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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作状态

图标闪烁：OVAL正在搜索GPS信号中;

图标常亮：GPS信号强,OVAL可以正常⼯作。
注意：若附近有⾼楼或⾼频率⽆线电发射设备,可能会导致你的GPS定位需
要较⻓时间甚⾄不能定位。

你可以通过Google�play.�Apple�Store.应⽤宝来下载我们
的应⽤。你也可通过www.meilancycling.com进⾏下载；
APP会随着⽤⼾需求不断产⽣更新，你有时可能需要适应
不同的操作界⾯。

APP连接

把MEILAN�APP安装好以后，注册进⼊，请打开⼿机的蓝⽛和位置功能，
将APP与OVAL进⾏连接，然后你就可以通过APP来对OVAL进⾏设置和传感器的连
接/删除等操作，不需要在OVAL上再进⾏同样的操作，这会便捷的提⾼你的使⽤
效率；当⼀个新记录产⽣时，OVAL会上传给APP，你可以快捷的查看你的详细运
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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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让OVAL开机。
2、OVAL⾸次使⽤时．需要进⾏设置．⻓按�������进⼊设置菜单。按�������选择上⼀项，
按��������改变数值．按��������设置下⼀项。

开始使⽤/设置及配对传感器

Ⅰ．时区的设置：请从互联⽹上查询你当地所在的时区．进⾏输⼊．设置好后
GPS会⾃动校正⽇期和时间。下表是⼀些常⽤城市的时区：

Ⅱ．选择公英制单位。��英制:英磅;公制:千克(图A)
Ⅲ．WGT骑⾏者体重设定(图B)
Ⅳ．SOUNd:打开/关闭提⽰⾳��ON/打开��OFF/关闭�(图C)
V．ALTI:�校正海拔值；可以在此输⼊正确的海拔值(图D)
VI.输⼊你的ODO总⾥程初始值(图E)

如果你不想在OVAL上进⾏设置，你可以直接⻓按�������，退出设置菜单，将APP与
OVAL连接好后,直接在APP上进⾏快捷设置。我们推荐你采⽤APP操作⽅式，如
果采⽤APP⽅式，请跳过在设备上的设置及配对过程。

北   京     UTC + 8      东   京     UTC + 9    曼   谷      UTC +7

圣保罗    UTC -3        洛杉矶    UTC -8      纽   约      UTC - 5

莫斯科    UTC + 3      悉   尼     UTC + 10  伦   敦      UTC + 0

华   沙     UTC + 1      柏   林     UTC + 1    圣地牙哥  UTC -8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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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作状态

图标闪烁：OVAL正在搜索GPS信号中;

图标常亮：GPS信号强,OVAL可以正常⼯作。
注意：若附近有⾼楼或⾼频率⽆线电发射设备,可能会导致你的GPS定位需
要较⻓时间甚⾄不能定位。

你可以通过Google�play.�Apple�Store.应⽤宝来下载我们
的应⽤。你也可通过www.meilancycling.com进⾏下载；
APP会随着⽤⼾需求不断产⽣更新，你有时可能需要适应
不同的操作界⾯。

APP连接

把MEILAN�APP安装好以后，注册进⼊，请打开⼿机的蓝⽛和位置功能，
将APP与OVAL进⾏连接，然后你就可以通过APP来对OVAL进⾏设置和传感器的连
接/删除等操作，不需要在OVAL上再进⾏同样的操作，这会便捷的提⾼你的使⽤
效率；当⼀个新记录产⽣时，OVAL会上传给APP，你可以快捷的查看你的详细运
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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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让OVAL开机。
2、OVAL⾸次使⽤时．需要进⾏设置．⻓按�������进⼊设置菜单。按�������选择上⼀项，
按��������改变数值．按��������设置下⼀项。

开始使⽤/设置及配对传感器

Ⅰ．时区的设置：请从互联⽹上查询你当地所在的时区．进⾏输⼊．设置好后
GPS会⾃动校正⽇期和时间。下表是⼀些常⽤城市的时区：

Ⅱ．选择公英制单位。��英制:英磅;公制:千克(图A)
Ⅲ．WGT骑⾏者体重设定(图B)
Ⅳ．SOUNd:打开/关闭提⽰⾳��ON/打开��OFF/关闭�(图C)
V．ALTI:�校正海拔值；可以在此输⼊正确的海拔值(图D)
VI.输⼊你的ODO总⾥程初始值(图E)

如果你不想在OVAL上进⾏设置，你可以直接⻓按�������，退出设置菜单，将APP与
OVAL连接好后,直接在APP上进⾏快捷设置。我们推荐你采⽤APP操作⽅式，如
果采⽤APP⽅式，请跳过在设备上的设置及配对过程。

北   京     UTC + 8      东   京     UTC + 9    曼   谷      UTC +7

圣保罗    UTC -3        洛杉矶    UTC -8      纽   约      UTC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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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沙     UTC + 1      柏   林     UTC + 1    圣地牙哥  UT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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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与传感器的连接(如果你不需要连接传感器，请忽略本项)。  

①．⾸先确保你要被OVAL连接的传感器电池处于正常⼯作状态，安装
位置/配戴正确，短暂骑⾏2-3圈，确保这些传感器已被激活处于⼯作状态，
传感器都设置有省电模式，当它处于⾮⼯作状态时，⼀般3分钟后会进⼊休
眠，再次使⽤必须运动以激活它们，⼀些功率计需要⽤脚踩踏才能激活。

②．�1�表⽰⽬前正在搜索连接第⼀辆⾃⾏⻋的传感器。
������������������������闪烁时，表⽰OVAL正在寻
找这类传感器或尝试连接中。当其中某个
传感器已被OVAL连接，则该图
标会停⽌闪烁，显⽰常亮中。
��������������：OVAL正在搜索连接传感器中。
��������������:�只有当速度，踏频，⼼率，功率这4个
传感器全部连接成功，OVAL才会显⽰
SUCC。如果你并不需要连接上述全部4种类
型的传感器，你只需要确认你所需要连接的
传感器图标已停⽌闪烁，显⽰常亮即表明此传感
器连接成功。

③．确认你所需要连接的传感器已被连接后，短按
�������开始第⼀辆⾃⾏⻋轮圈周⻓的设定。设定好的
轮圈周⻓你可以在APP中进⾏查看和修改。

搜索配对中

配对成功

闪烁

搜索第一辆自行车传感器

如果OVAL以前和传感器有过配对连接，再次进⼊配
对时会显⽰如下⻚⾯，��������������������的意思是：清除配对。按
�������键确认，则所有的配对信息会被清除掉，OVAL开
始进⾏重新配对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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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如果你没有第⼆辆⾃⾏⻋的传感器需要
连接，你可以直接在设置完第⼀辆⾃⾏⻋
轮圈周⻓后，⻓按��������退出设置菜单。

3、请到室外开放空旷的区域等待卫星信号的定位。

Wheel Size Wheel Size Wheel Size

④．再次短按右键，进⼊搜索连接第⼆辆⾃
⾏⻋的传感器。操作流程同第⼀辆⾃⾏⻋。

*�以下的轮圈尺⼨供您参考

搜索第二辆

自行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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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与传感器的连接(如果你不需要连接传感器，请忽略本项)。  

①．⾸先确保你要被OVAL连接的传感器电池处于正常⼯作状态，安装
位置/配戴正确，短暂骑⾏2-3圈，确保这些传感器已被激活处于⼯作状态，
传感器都设置有省电模式，当它处于⾮⼯作状态时，⼀般3分钟后会进⼊休
眠，再次使⽤必须运动以激活它们，⼀些功率计需要⽤脚踩踏才能激活。

②．�1�表⽰⽬前正在搜索连接第⼀辆⾃⾏⻋的传感器。
������������������������闪烁时，表⽰OVAL正在寻
找这类传感器或尝试连接中。当其中某个
传感器已被OVAL连接，则该图
标会停⽌闪烁，显⽰常亮中。
��������������：OVAL正在搜索连接传感器中。
��������������:�只有当速度，踏频，⼼率，功率这4个
传感器全部连接成功，OVAL才会显⽰
SUCC。如果你并不需要连接上述全部4种类
型的传感器，你只需要确认你所需要连接的
传感器图标已停⽌闪烁，显⽰常亮即表明此传感
器连接成功。

③．确认你所需要连接的传感器已被连接后，短按
�������开始第⼀辆⾃⾏⻋轮圈周⻓的设定。设定好的
轮圈周⻓你可以在APP中进⾏查看和修改。

搜索配对中

配对成功

闪烁

搜索第一辆自行车传感器

如果OVAL以前和传感器有过配对连接，再次进⼊配
对时会显⽰如下⻚⾯，��������������������的意思是：清除配对。按
�������键确认，则所有的配对信息会被清除掉，OVAL开
始进⾏重新配对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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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如果你没有第⼆辆⾃⾏⻋的传感器需要
连接，你可以直接在设置完第⼀辆⾃⾏⻋
轮圈周⻓后，⻓按��������退出设置菜单。

Wheel Size Wheel Size Wheel Size

④．再次短按右键，进⼊搜索连接第⼆辆⾃
⾏⻋的传感器。操作流程同第⼀辆⾃⾏⻋。

*�以下的轮圈尺⼨供您参考

搜索第二辆

自行车传感器

3、请到室外开放空旷的区域等待卫星信号的定位。 
-06-



5、短按�������，OVAL开始记录你的骑⾏数据和轨迹。当暂停/恢复骑⾏产⽣时．OVAL会
⾃动判断。骑⾏结束后．⻓按�������保存本次骑⾏数据：
6、接下来OVAL会⾃动进⼊历史记录菜单,如果你不需要在设备上查看历史记录,
你可以⻓按��������退出历史记录菜单或直接关闭电源．下⼀次骑⾏,OVAL会
从0重新开始记录。

按键操作

⻓按：OVAL开机。再次⻓按：OVAL关机
短按：调节背光亮度

短按
在骑⾏状态：分段����������(请注意：分段��������功能必须要在已开始记录的情况
下才能使⽤。)
在设置菜单：选择上⼀项。
在历史记录菜单：如果本条记录含有分段���������数据，则可以查看每⼀段的
历史数据。
⻓按：
在骑⾏状态：进⼊设置菜单
在设置菜单：退出设置菜单

4、GPS定位成功．听到设备：�哔��的⼀声提醒．GPS图标常亮。这时你就可以开
始你的骑⾏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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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符号及意义

短按：
骑⾏状态下：开始记录。再次短按：暂停记录。�
在设置菜单：切换数值。
在历史记录菜单：切换显⽰的数据名称。
⻓按：
在骑⾏状态：结束本次记录，存储数据。

短按
在骑⾏状态下：切换显⽰的数据名称。
在设置菜单：选择下⼀项数据。
在历史记录菜单：选择下⼀条历史记录。
⻓按：
在骑⾏状态：进⼊历史记录菜单。
在历史记录菜单：退出历史记录菜单。

恢复出⼚设置：�������+�������同时⻓按;OVAL询问是否
恢复出⼚设置？短按��������确定，短按�������取消。

开始记录

暂停记录

历史记录查阅模式

本条历史记录含有的分段总数量

本设备电池电量

当前温度

当前时间

分段：当前是第几段；

当前速度高于平均速度   

当前速度低于平均速度

英制单位

公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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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短按�������，OVAL开始记录你的骑⾏数据和轨迹。当暂停/恢复骑⾏产⽣时．OVAL会
⾃动判断。骑⾏结束后．⻓按�������保存本次骑⾏数据：
6、接下来OVAL会⾃动进⼊历史记录菜单,如果你不需要在设备上查看历史记录,
你可以⻓按��������退出历史记录菜单或直接关闭电源．下⼀次骑⾏,OVAL会
从0重新开始记录。

按键操作

⻓按：OVAL开机。再次⻓按：OVAL关机
短按：调节背光亮度

短按
在骑⾏状态：分段����������(请注意：分段��������功能必须要在已开始记录的情况
下才能使⽤。)
在设置菜单：选择上⼀项。
在历史记录菜单：如果本条记录含有分段���������数据，则可以查看每⼀段的
历史数据。
⻓按：
在骑⾏状态：进⼊设置菜单
在设置菜单：退出设置菜单

4、GPS定位成功．听到设备：�哔��的⼀声提醒．GPS图标常亮。这时你就可以开
始你的骑⾏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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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符号及意义

短按：
骑⾏状态下：开始记录。再次短按：暂停记录。�
在设置菜单：切换数值。
在历史记录菜单：切换显⽰的数据名称。
⻓按：
在骑⾏状态：结束本次记录，存储数据。

短按
在骑⾏状态下：切换显⽰的数据名称。
在设置菜单：选择下⼀项数据。
在历史记录菜单：选择下⼀条历史记录。
⻓按：
在骑⾏状态：进⼊历史记录菜单。
在历史记录菜单：退出历史记录菜单。

恢复出⼚设置：�������+�������同时⻓按;OVAL询问是否
恢复出⼚设置？短按��������确定，短按�������取消。

开始记录

暂停记录

历史记录查阅模式

本条历史记录含有的分段总数量

本设备电池电量

当前温度

当前时间

分段：当前是第几段；

当前速度高于平均速度   

当前速度低于平均速度

英制单位

公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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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传感器
连接状态

GPS
工作状态

当图标闪烁时，表明码表处于搜索此设备信号中；

当图标固定显示时，表明此设备连接成功。

踏频传感器
连接状态

心率带

连接状态

功率计

连接状态

平�����均������������平均值
最����⼤�������������最⼤值
坡�����度�����������当前坡度�
时�����区�����������时区设定����
⾏�����时�����������本次骑⾏时间（不含休息时间）
海�����拔�����������当前海拔
总时间�����������本次运动总时间（含休息时间）
累计上升�������累计上升⾼度
体重���������������骑⾏者体重设定
距离��������������本次骑⾏总⾥程
卡路⾥�����������热量消耗
总⾥程�����������累计骑⾏总⾥程。此数据仅在恢复出⼚设置时会被清零
轮圈���������������使⽤速度传感器时,轮圈周⻓设置��

OVAL码表采⽤的是蓝⽛BLE4.0和ANT+双模⽆线连接⽅式，它可以与采⽤此类
协议的传感器进⾏连接；
声明：若在你的周围有⼤量的2.4GHZ同频率⽆线⼲扰，可能会导致OVAL⽆法
正常⼯作。例如：⼀些交通监控设备，楼宇⽆线视频传输等；

⽆线连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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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查看

我们推荐你通过APP快捷的查看OVAL所保存的历史记录。
OVAL进⼊历史记录会有两种⽅式：
当⻓按�������按键，存储当前记录后，OVAL会⾃动进⼊本次历史记录的显⽰。
未开始骑⾏时，⻓按�������，OVAL会⾃动进⼊最近⼀条历史记录的显⽰。

本条记录产⽣的：
⽉：⽇�/�时：分

⽬前是在历史记录
查看菜单中

本条历史记录含有的
分段总数量为：5段

短按 键：切换显⽰本条历史记录下的分段数据LAP1,LAP2,LAP3.....的历�������
史数据。
短按�������键：切换显⽰的数据名称。
短按 键：选择下⼀条历史记录。�������
⻓按 键：退出历史记录菜单�������

数据上传

OVAL除了通过蓝⽛连接⽅式上传数
据给APP以外，你还可⽤数据线通过USB
接⼝将运动⽂件拷出，上传到⽹⻚上。
1.在关机状态下，插⼊USB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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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传感器
连接状态

GPS
工作状态

当图标闪烁时，表明码表处于搜索此设备信号中；

当图标固定显示时，表明此设备连接成功。

踏频传感器
连接状态

心率带

连接状态

功率计

连接状态

平�����均������������平均值
最����⼤�������������最⼤值
坡�����度�����������当前坡度�
时�����区�����������时区设定����
⾏�����时�����������本次骑⾏时间（不含休息时间）
海�����拔�����������当前海拔
总时间�����������本次运动总时间（含休息时间）
累计上升�������累计上升⾼度
体重���������������骑⾏者体重设定
距离��������������本次骑⾏总⾥程
卡路⾥�����������热量消耗
总⾥程�����������累计骑⾏总⾥程。此数据仅在恢复出⼚设置时会被清零
轮圈���������������使⽤速度传感器时,轮圈周⻓设置��

OVAL码表采⽤的是蓝⽛BLE4.0和ANT+双模⽆线连接⽅式，它可以与采⽤此类
协议的传感器进⾏连接；
声明：若在你的周围有⼤量的2.4GHZ同频率⽆线⼲扰，可能会导致OVAL⽆法
正常⼯作。例如：⼀些交通监控设备，楼宇⽆线视频传输等；

⽆线连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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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查看

我们推荐你通过APP快捷的查看OVAL所保存的历史记录。
OVAL进⼊历史记录会有两种⽅式：
当⻓按�������按键，存储当前记录后，OVAL会⾃动进⼊本次历史记录的显⽰。
未开始骑⾏时，⻓按�������，OVAL会⾃动进⼊最近⼀条历史记录的显⽰。

本条记录产⽣的：
⽉：⽇�/�时：分

⽬前是在历史记录
查看菜单中

本条历史记录含有的
分段总数量为：5段

短按 键：切换显⽰本条历史记录下的分段数据LAP1,LAP2,LAP3.....的历�������
史数据。
短按�������键：切换显⽰的数据名称。
短按 键：选择下⼀条历史记录。�������
⻓按 键：退出历史记录菜单�������

数据上传

OVAL除了通过蓝⽛连接⽅式上传数
据给APP以外，你还可⽤数据线通过USB
接⼝将运动⽂件拷出，上传到⽹⻚上。
1.在关机状态下，插⼊USB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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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电脑端打开您的移动存储盘：(MEILAN-M2)中的⽂件夹：ACTIVITY。

MEILAN-M2(G)

3.42 MB可用，共3.44MB
ACTIVITY

3.选取你所需要的数据上传到⽹站，你可以在这⾥对你的数据进⾏删除操作；
告知：OVAL内置的其它⽂件和数据⼀经删除是⽆法恢复的，甚⾄导致产
品⽆法使⽤，请妥善操作。

2018-08-21-11-21-45

2018-08-22-17-06-20

OVAL充电

输⼊：Mirco�USB�DC�5V/0.5A

规格参数 1、电� 池类型：可充电式锂电池
2、续� 航：25⼩时
3、⽆� 线传输⽅式：蓝⽛BLE4.0/ANT+
4、�⼯作频段：2.4G�HZ
5、使⽤环境温度：-10�—�+40℃。
6、防⽔等级：IP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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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

1．请勿将废弃电池投⼊⽔中或不受控制的⾃然环境中。请勿将OVAL置于⽕上或
超⾼温环境中。

3．OVAL适⽤于⼩到中⾬使⽤．请勿将产品在⼤⾬环境中使⽤或置于⽔中浸泡。

�你可以通过MEILAN的全球经销商或致信MEILAN联系售后。送修�你需要对内部
的存储资料进⾏有效保管．维修过程中可能导致数据

4．骑⾏者在⾃⾏⻋⾼速运⾏时过度关注屏幕．不当的训练会导致你的受伤害机
率增加。OVAL产⽣之数据仅供参考。
5．本产品依据EN300328�V1.9.1标准开发．在不同地区使⽤请遵守当地的法律
规定。
6．产品从售出之⽇算起⾮⼈为损坏保修1年,配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2．OVAL在六个⽉内连续不使⽤时．请⾄少充电⼀次．否则可能影响您的使⽤。

你可以在Youtube/Facebook/www.meilancycling.com查看我们的产品安装
及使⽤功能介绍;

安全声明及保修

Youtube WebsiteFacebook

⼀些常⻅问题及视频辅助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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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电脑端打开您的移动存储盘：(MEILAN-M2)中的⽂件夹：ACTIVITY。

MEILAN-M2(G)

3.42 MB可用，共3.44MB
ACTIVITY

3.选取你所需要的数据上传到⽹站，你可以在这⾥对你的数据进⾏删除操作；
告知：OVAL内置的其它⽂件和数据⼀经删除是⽆法恢复的，甚⾄导致产
品⽆法使⽤，请妥善操作。

2018-08-21-11-21-45

2018-08-22-17-06-20

OVAL充电

输⼊：Mirco�USB�DC�5V/0.5A

规格参数 1、电� 池类型：可充电式锂电池
2、续� 航：25⼩时
3、⽆� 线传输⽅式：蓝⽛BLE4.0/ANT+
4、�⼯作频段：2.4G�HZ
5、使⽤环境温度：-10�—�+40℃。
6、防⽔等级：IP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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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

1．请勿将废弃电池投⼊⽔中或不受控制的⾃然环境中。请勿将OVAL置于⽕上或
超⾼温环境中。

3．OVAL适⽤于⼩到中⾬使⽤．请勿将产品在⼤⾬环境中使⽤或置于⽔中浸泡。

�你可以通过MEILAN的全球经销商或致信MEILAN联系售后。送修�你需要对内部
的存储资料进⾏有效保管．维修过程中可能导致数据

4．骑⾏者在⾃⾏⻋⾼速运⾏时过度关注屏幕．不当的训练会导致你的受伤害机
率增加。OVAL产⽣之数据仅供参考。
5．本产品依据EN300328�V1.9.1标准开发．在不同地区使⽤请遵守当地的法律
规定。
6．产品从售出之⽇算起⾮⼈为损坏保修1年,配件不在保修范围内。

2．OVAL在六个⽉内连续不使⽤时．请⾄少充电⼀次．否则可能影响您的使⽤。

你可以在Youtube/Facebook/www.meilancycling.com查看我们的产品安装
及使⽤功能介绍;

安全声明及保修

Youtube WebsiteFacebook

⼀些常⻅问题及视频辅助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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