扭力工具應用程式
操作說明書
操作前說明
1. 在操作本產品前，請詳細閱讀本說明書。
2. 第一次安裝操作時，務必連結網際網路。
3. 要先參照產品工具說明書，進行產品誤差値的設定，再執行APP。
Manual
警 吿
4. 使用APP前，要先確認當下要使用的類別單一或是複合，再執行APP。
5. APP會依據當下產品設定的誤差値，判斷可使用的模式類別。
6. 跨類別時，要先完全退出APP，再重新設定產品的誤差値，再重啟APP。
7. 扭力到達時有聲音、振動提醒。
8. 工作項目裡的誤差値為物件要求的誤差値。
9. 設定刪除密碼，僅提供修改一次，若忘記密碼，則需強制移除APP，重新安裝。(預設密碼：TORQUETOOLS)
10. 當不使用時，請完全退出APP，使APP與產品斷線，節省耗電。

重要概念說明
請先設定產品的誤差値，即可選擇進入APP模式。
相關產品如：接桿、數位扭力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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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兩大類別，共五種模式

1. 類別一：單一
當產品的設定誤差値為『1 ~ 9%』時，執行APP。
僅同步模式。

2. 類別二：複合(多組合)
當產品的設定誤差値為『0%』時，執行APP。
可選擇模式：峰値、批次、區塊、追蹤共四種。(無同步模式選擇)

1. 單一
產品的設定誤差値：1 ~ 9%

2. 複合(多組合)
產品的設定誤差値：0%

同步模式

峰値模式

批次模式

區塊模式

追蹤模式

APP畫面功能介紹
1. 儀表板
顯示：
1 目前『產品-扭力値』。
2 目前『設定-預設値』。
3 目前『設定-誤差値』。
4 目前『工作項目名稱』。
5 目前資料庫，最新的5筆歷史數據。
6 當前工作模式。
按鈕：進入其他畫面
7 儀表板。
8 工作項目。
9 歷史數據。
10 設定。
11 呼叫『編輯/切換工作項目』選項。 (進入)
11-1『編輯工作項目』， 編輯當下工作項目內容 。
11-2『切換工作項目』，切換工作項目的唯一路徑。
11-3『取消』，返回主畫面。
感測器列表。
12
13 感測器電量。
14 長按螢幕扭力値可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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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感測器列表
1 按下感測器列表
2 當下可連線的感知器
3 回到主畫面
4 進入『變更裝置名稱』畫面
(連線成功後，才能修改感測器名稱。)
5 重新掃描可連線感知器
6 連接感知器
(需先選擇欲連線的感知器，再按下連線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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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變更裝置名稱
1 確認『已連線』。
2 按下『修改裝置名稱』按鈕。
3 使用者自訂名稱。
僅變更APP裝置顯示。
(非修改感知器名稱)
1
4 確認。
5 返回主畫面。(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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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工作項目
例如：產品的設定誤差値 1~9% (同步模式)
1. 按下『工作選項』按鈕。
2. 按下『+』按鈕：新增工作項目。

3. 塡寫相關訊息，按下『儲存』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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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畫面開始使用-同步模式。

4. 新增完成。

a
b
c
d
e
f
g

i

工作項目名稱：使用者自訂。
工作模式：依產品的設定誤差値來判定，可選擇的模式。
單位選擇：牛頓．米、公斤．米、尺．磅、吋．磅。
預設扭力値。
誤差値。
震動提醒 開/關 (僅APP安裝裝置)。
紀錄提醒：0 ~ 30 秒
註：紀錄提醒狀態說明
1. 當輸入扭力未達預設値。
2. 到數時，再輸入扭力視同儲存。
3. 當時間設定為0秒時，將不提示。

h 儲存。
i 選擇工作項目。
j 確認，回到主畫面。

j

4. 儀表板顏色說明
擧例：預設値：100 Nm、誤差値：±5%、公差範圍：95~105 Nm。
顯示黃色：未達預設値95 Nm。

5. 編輯/切換工作項目
1. 按下『>』按鈕：呼叫選單。

顯示綠色：已達預設値。

1
2

2. 選擇編輯或切換工作項目。

顯示紅色：超過預設値105 Nm。

選擇工作項目。
3. 主畫面開始使用。
按下『確認』按鈕：回到主畫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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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數據

1. 按下『歷史數據』按鈕。

2. 目前資料庫，最新一筆資訊。

1. 按鈕『

』：數據圖表。

2. 回上一頁。

1. 按鈕『

』：分享。

2. 選擇分享途徑。

3. 回上一頁。

3. 分享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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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說明
1. 同步模式
模式說明：在APP設定產品預設値，依序蒐集數據。
使用說明：
a. 產品的設定誤差値『1 ~ 9 %』。
b. 開啟APP軟體，並完成連線。
c. 新增工作項目，完成相關設定。
>> 設定工作項目名稱。
>> 設定『單位』：牛頓．米、公斤．米、尺．磅、吋．磅。
>> 設定『預設値』。
>> 設定『提示震動』功能：開/關。
>> 設定『紀錄提醒時間』：0 ~ 30 秒。
>> 儲存。
>> 選擇工作項目。
>> 確認。
d. 回到主畫面，開始使用。
註：參考第2頁新增工作項目。

2. 峰値模式
模式說明：在APP設定預設値，依序蒐集數據。
使用說明：
a. 產品的設定誤差値『0 %』。
b. 開啟APP軟體，並完成連線。
c. 新增工作項目，完成相關設定。
>> 設定工作項目名稱。
>> 工作模式：峰値模式。
>> 設定『單位』：牛頓．米、公斤．米、尺．磅、吋．磅。
>> 設定『預設値』。
>> 設定『提示震動』功能：開/關。
>> 設定『紀錄提醒時間』：0 ~ 30 秒。
>> 儲存。
>> 選擇工作項目。
>> 確認。
d. 回到主畫面，開始使用。
例如：
預測値：80 Nm。

1. 連線後新增工作項目設定。

2. 按下『儲存』按鈕：儲存工作。

1
2

選擇工作項目。
3. 主畫面開始使用-峰値模式。
按下『確認』按鈕：回到主畫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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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批次模式
模式說明：在APP設定一固定預設値，批量蒐集數據。(最多一批100筆)
使用說明：
a. 產品的設定誤差値『0 %』。
b. 開啟APP軟體，並完成連線。
c. 新增工作項目，完成相關設定。
>> 設定工作項目名稱。
>> 工作模式：批次模式。
>> 設定『檢測數量』：1 ~ 100組。
>> 設定『單位』：牛頓．米、公斤．米、尺．磅、吋．磅。
>> 設定『預設値』。
>> 設定『提示震動』功能：開/關。
>> 設定『紀錄提醒時間』：0 ~ 30 秒。
>> 儲存。
>> 選擇工作項目。
>> 確認。
d. 回到主畫面，開始使用。
例如：
預計檢測20個點，預設値：85 Nm。
依序循環紀錄，上述設定，一批20個點。
1. 連線後新增工作項目設定。

2. 按下『儲存』按鈕：儲存工作。

1
2

選擇工作項目。
3. 主畫面開始使用-批次模式。
按下『確認』按鈕：回到主畫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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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區塊模式
模式說明：在APP設定多組合預設値，依照順序蒐集數據。
使用說明：
a. 產品的設定誤差値『0 %』。
b. 開啟APP軟體，並完成連線。
c. 新增工作項目，完成相關設定。
>> 設定工作項目名稱。
>> 工作模式：區塊模式。
>> 設定『單位』：牛頓．米、公斤．米、尺．磅、吋．磅。
>> 設定『工作組合』：依使用者自訂。
>> 設定『預設値』。
>> 設定『提示震動』功能：開/關。
>> 設定『紀錄提醒時間』：0 ~ 30 秒。
>> 儲存。
>> 選擇工作項目。
>> 確認。
d. 回到主畫面，開始使用。
例如：
1set區域，檢測3個點，預設値： 60 Nm。
2set區域，檢測4個點，預設値： 80 Nm。
3set區域，檢測6個點，預設値：50, 60, 70, 80, 90, 100 Nm。
依序循環紀錄，上述設定，一批15個點。
1. 連線後新增工作項目設定，
先設定單位，再進入『工作
組合』設定。

2. 按下『+』按鈕：新增3大區域
組合。

3. 新增工作名稱：1set按下『確
定』按鈕：儲存1set按『+』，
依序新增2set與3set。

4. 完成3大區域組合目錄，依
序進入目錄設定扭力預設
値。

5. 在1set畫面按『+』新增扭力値。

6. 按下『確定』按鈕：儲存
反覆新增3個檢測點 60 Nm。

7. 3個檢測點設定完成，
按『<』回到工作組合畫面。

8. 依序完成2set與3set檢測點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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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完成2set檢測點4個 80 Nm。

10. 按『<』回到工作組合畫面
設定3set。

13. 按『儲存』鍵儲存Test-3set
工作組合設定。

1
2

11. 完成3set檢測點6個。
50, 60, 70, 80, 90, 100 Nm。

選擇工作項目。
14. 主畫面開始使用-區塊模式。
按下『確認』按鈕：回到主畫面。

1

2
分享資料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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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設定完成按『<』回到編輯
工作項目。

5. 追蹤模式：
模式說明：在APP依設定時間，蒐集扭力値的數値，觀察扭力的的變化。
使用說明 ：
a. 產品誤差値設定『0 %』。
b. 開啟APP軟體，並完成連線。
c. 增工作項目，完成相關設定。
>> 設定工作項目名稱。
>> 工作模式：追蹤模式。
>> 設定『時間』：1-999999秒，由使用者自訂。
>> 設定『單位』：牛頓．米、公斤．米、尺．磅、吋．磅。
>> 設定『預設値』。
>> 設定『提示震動』功能：開/關。
>> 儲存。
>> 選擇工作項目。
>> 確認 。
d. 回到主畫面，開始使用。
e. 按下『儀表板』，即開始倒數，開始收集資料。
f. 倒數完，即收集完成。
g. 倒數中，亦按下『儀表板』，中斷。
可於歷史資料，觀察最大扭力數値與曲線圖。
例如：
預測60秒，預設値：70 Nm。
1. 連線後新增工作項目設定。

1
2

選擇工作項目。
按下『確認』按鈕：回到主畫面。

2. 主畫面開始使用-追蹤模式。

1

2

Q&A
Q : 為何無法改變模式？
A : 退出APP連結，然後依照要使用的模式，重新產品誤差値設定，再行連結APP。
參考(第1頁)重要概念說明。
Q : 如何切換工作項目？
A : 在同類別的模式，可直接新增或切換工作項目。(唯一方法切換工作項目)
參考(第1頁)的11-2切換工作項目及(第3頁)的5. 編輯/切換工作項目。
Q : 如何控制音量？
A : iOS：設定→聲音與觸覺回饋→音量開啟，即可在應用程式中調整音量大小。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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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matatakitoy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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