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攜式健身裝置

Activa

ACT101M

Activa 知道您可以做到
提供音樂與回應，伴隨您不斷前進

將 Philips Activa 作為您的出行伴侶，充分發揮您的激情！透過 TempoMusic 保持活

力，Vocal Feedback 幫您獲得動力與狀態。透過輕觸式軟件對照長期目標檢查您的進

度。

傾聽活力

TempoMusic 可使音樂與您在訓練時的節奏保持一致

話音回應可保持您的訓練 – 與步伐 – 受到控制

FullSound™ 讓生活處處充滿 MP3 音樂

充分發揮您的激情

即時顯示訓練成積可帶來成就感

電腦目標追蹤可監控您的長期進度

挑戰自己，打破您的最新記錄

隨裝即用、穩定、隨處攜帶

舒適的耳鉤式耳筒 - 您的完美訓練伴侶

即收即走 - 時尚便捷

無需注視式搖擺鏡頭便於在訓練期間直觀地控制

Smartload 可將訓練歌曲方便地傳輸至您的 Ac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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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TempoMusic

沒有美妙音樂的配合，什麼才算是好的訓練？借助

TempoMusic，您可以在整個訓練期間與動聽的音

樂和節奏一起動起來以保持激情。不需要手忙腳亂

地使用資料庫搜尋音樂曲目。只需使用

TempoMusic 自動選擇能使您保持完美節奏以及訓

練步伐的合適曲目。拋開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煩惱，

跟上流行音樂的輕鬆節奏，然後盡情享受愉悅的情

歌。

話音回應

保持活力以及獲得有關訓練的重要回應 — 而不會

擾亂您的步伐！Vocal Feedback 可以定期或按照

需求提供狀態更新。了解您已消耗的卡路里或跑步

的距離、時間和速度範圍 — 視乎您選擇的訓練或

運動而定。Vocal Feedback 能使您保持穩定的節

奏，而不會打斷您聆聽歡快的音樂。您也可以選擇

喜歡的聲音類型：男聲、女聲、柔和的或粗獷的。

即時顯示訓練成積

您的 Activa 播放機設有一個小型即時訓練顯示

器，可記錄訓練時的活動資料。您不僅可以獲得表

現的最新結果，還可感受到相應的成就感。憑藉個

人輸入的資訊（如年齡、體重、身高），該顯示器

可計算出已燃燒的卡路里和所用的時間，具體根據

您選擇的訓練而定。訓練完成後，這些資料將迅速

顯示在 Activa 熒幕上。如果您不喜歡，可檢查視

覺呈現中您在訓練時卸下的巧克力條。

電腦目標追蹤

您所有訓練的不同參數均可透過 Activa 播放機忠

實記錄，因此您可監控每日訓練進度，甚至全年、

整月或整週的進度。軟件應用程式也允許您設定訓

練目標，例如，您希望在指定時間內消耗的卡路里

量或希望完成的距離。透過 USB 將電腦與 Activa

連接之後，這些資料將被同步至您的電腦，您可透

過有趣且直觀的用戶介面進行檢視。僅需輕觸指尖

即可瞭解所有資訊，為自己的表現授予一個金星，

或設定更高級別。

挑戰自己

誰是您最強大的敵人？其實就是您自己！勇敢地挑

戰自己並試圖超越以前的輝煌成就或最好的訓練，

使自己進入一個更高層次並接受新的挑戰。Activa

可幫助您透過記錄並與以前的最好訓練成績進行比

較，能讓您繼續保持進步。不僅如此，它還會在訓

練期間透過 Voice Feedback 提醒您取得的進步，

使您不會放鬆節奏、勇往直前並繼續保持自己的領

先優勢！

無需注視式搖擺鏡頭

在任何訓練期間，您可能會想要跳過某一首音樂曲

目，但又不想打擾您的訓練。使用創新的 No-look

搖晃式鏡頭，您只需要使用指尖就可全面直觀地進

行控制。輕輕地按一下四個方向鍵，就能夠輕鬆控

制音樂或使 Vocal Feedback 顯示您目前的訓練狀

態。然後，您也可以很輕鬆地恢復到訓練！

即收即走

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撓您勇往直前和繼續訓練。這就

是 Activa 播放機專門根據您的服裝安全和時尚採

取靈活設計的主要原因，無論您穿著冬季運動夾克

還是精緻的網狀設計衣物。這也使您能夠輕鬆地充

分利用播放機的 No-look 搖晃式鏡頭功能。

舒適的耳鉤式耳筒

使用舒適和安全的耳鉤式 Activa 耳筒，您就可以

輕鬆征服制定的任何訓練或困難。這些耳筒都是由

超柔軟和極富彈性的材質製成，佩戴非常舒適，即

使是在長期的訓練過程中也會感覺良好，因此您可

以一心一意地專注於聆聽美妙的音樂並繼續訓練。

Smartload

使用 Smartload，可以很輕鬆和快速地將各種具有

超強動感的訓練音樂加載到您的 Activa 播放機。

透過整個音樂庫加載合適的音樂可大大節省時間。

Smartload 靈活的算法可以根據您的喜好進行快速

掃描並匹配音樂，所有這些操作只需按一下按鈕即

可完成。首先選擇您想要加載的音樂數量：從 30%

至 60% 或甚至 90%。其次，有趣的部分 — 選擇

您希望聽到的歌曲，使 Smartload 知道這是您在進

行訓練的同時最想聽到的音樂類型，然後按一下

「同步」，一切已準備就緒，您就可以開始訓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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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健身

鼓舞歌曲: 就是這麼隨心所欲

動感回應: 挑戰自己

記錄您自己的鼓勵: 是

體育: 室內踏單車, 室內賽艇, 戶外踏單車, 跑步

訓練員聲音: 2 名先生與 2 名女士

聲音鼓勵: 是

話音回應: 卡路里, 時間

Activa 中心

目標: 設定與追蹤

個人設定檔設定: 鼓舞歌曲選擇, 回應頻率, 回應類

型

便利

功能: 鍵盤鎖

Superscroll: 是

音量控制: 是

可昇級的固件: 是

音效

可自訂的均衡器: 是

均衡器設定: 放克, Hip Hop, 爵士樂, 搖滾樂, 電音,

古典

音效增強: FullSound

儲存媒體

音樂記憶體容量，MP3: 最長 50 小時（適於

128kbps MP3 歌曲）

播放聲音

壓縮格式: MP3, WAV, WMA, AAC

ID3 Tag 支援: 歌曲標題、演唱者、專輯

聲音擷取

內置咪高風: 單聲道

語音錄音: MP3

選台器/接收/傳送

調諧器波段: FM

記憶選台: 20

RDS: 電台名稱

靜態畫面播放

影像壓縮格式: JPEG

幻燈片展示: 是

影像/顯示

背光時間: 是

類型: LCD

熒幕對角尺寸（英制）: 1.44 吋

解像度: 128 x 128 - 65k 色彩

連接

耳筒: 3.5 毫米

USB: 高速 USB 2.0

軟件

裝置管理程式: 可還原和升級

Philips Songbird: 是

系統需求

光碟機: 是

PC OS: Windows XP / Vista / 7

互聯網連接: 是，需要存取更新的支持文件、手

冊、將來的固件以及電腦軟件升級

USB: 閒置的 USB 連接埠

綠色環保規格

無鉛焊接産品: 是

功率

使用內部電池的播放時間: 訓練模式下最長 20 小

時（音樂 + 監控）

充電式: 是，經由 USB

配件

耳筒: 運動耳筒（帶耳掛與扎線帶）

套: 防護套

USB 線: AY3930

快速入門指南: 是

腕帶: 腕帶/腿環

線路整理: 電線收藏夾

尺寸

紙箱尺寸 (寬x深x高): 42（寬）x 66（高）x

11.8（深）毫米

包裝類型: 飲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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