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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含

1.安装

1.1拆卸原车曲柄

1.1.1请先使用5mm内六角扳手，将自行车曲
柄连接处 ① 位置正反双面的2颗M6内六角
螺丝逆时针拧松。
1.1.2 使用Shimano TL-FC16/FC18 专用工
具 ③ 将曲柄外侧轴盖 ② 逆时针拧松并取
下。
1.1.3 将曲柄内侧止动板 ④ 向上拨起，将左
曲柄取下。

1.2安装MAGENE曲柄功率计

1.2.1首先请根据下文“6.为MAGENE功率计
更换电池”中的描述将功率计电池盖打开，
将透明绝缘片取下并重新安装电池和电
池盖。
1.2.2 将左侧曲柄止动板 ④ 向上拨起，适当
拧松曲柄顶部的2颗M6内六角螺丝 ① 为安
装留出所需间隙。
1.2.3 将曲柄装入自行车轴心，并将止动板 ④ 
向下拨动使卡扣归位。
1.2.4  使用Shimano TL-FC16/FC18 专用工
具 ③ 将曲柄外侧轴盖 ② 以0.7-1.5 N·m的
扭力锁紧。
1.2.5 将自行车曲柄连接处的2颗M6内六角
螺丝以12-14N·m的扭力锁紧 ①。

注意：请严格按照规定扭力锁紧曲柄，否则
有可能造成曲柄和功率计的损伤。

MAGENE功率计为蓝牙、ANT+双协议功率
计，可与支持标准功率计协议的ANT+与蓝
牙设备兼容，通过这些设备可以查看和记
录功率计所测得的数据。
通常码表类产品可通过 设置-传感器-新增
传感器-功率计 来搜索并添加功率计设备。

2.连接功率计

当您通过蓝牙、ANT+设备连接MAGENE功率
计使用时，了解MAGENE待机、唤醒以及
ANT+、蓝牙信号广播逻辑有助您更好的使
用功率计。

3.1待机与唤醒

3.1.1工作状态：功率曲柄长时间静置后，通
过踩踏自行车曲柄唤醒传感器进入工作状
态，蓝牙与ANT+开始信号广播，此时您使
用的连接设备可以开始尝试连接。
3.1.2待机状态：曲柄静置后10秒钟进入待
机状态，在待机状态下，传感器将以低功耗
模式运行。

3.2ANT+广播

3.2.1工作状态：当传感器在工作状态时，
ANT+信号持续广播，此时您使用的连接设
备可以开始尝试连接。
3.2.2待机状态：当传感器进入待机状态时，
5分钟后ANT+信号停止广播。

3.3蓝牙广播

3.3.1工作状态：当传感器被唤醒进入工作
状态时，蓝牙信号持续广播30秒等待连
接，此 时 您 使 用 的 连 接 设 备 可 以 开 始 尝
试 连 接，如未连接成功，蓝牙广播停止等
待再次唤醒。当您携带手机或码表离开功
率计造成连接断开，功率计将再次广播30
秒等待连接，如未连接成功，蓝牙广播停止
等待再次唤醒。
3.3.2待机状态：当传感器进入待机状态时，
蓝牙为已连接状态则保持连接。当您携带
手机或码表离开功率计造成连接断开，功
率计将再次广播30秒等待连接，如未连接
成功，蓝牙广播将停止并等待再次唤醒。

3.MAGENE功率计使用
    交互

本说明书中未提示的曲柄安装、调节及使
用信息，请遵循Shimano或您的自行车经
销商提供的信息。
感谢您选购MAGENE双协议曲柄式功率
计，请在使用前认真阅读说明书并按照说
明书的要求安装、使用功率计。
说明书若更新将不另行通知，请以迈金科
技官网www.magene.cn相应产品页面下
载的电子说明书为准。
若有任何关于功率计模组的疑问，请联系
我们。
电话：400-662-8297   
电子邮箱：support-cn@magene.cn   
网站：www.magene.cn    

1.清洁自行车时请勿使用高压喷水的方
式冲洗功率计模组。
2.请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的扭力锁紧曲
柄和脚踏螺栓，否则有可能造成曲柄或脚
踏损坏脱落造成危险。
3.不要将电池投入火中或加热，否则将导
致起火或爆裂。
4.功率计模组为防喷溅设计，请勿将功率
计模组浸泡在水中。
5.请勿使曲柄和功率计模组遭受严重撞
击，这将造成功率计模组脱落或功能失
效。
6.在-10℃以下的环境，CR2032电池的寿
命将快速衰减。
7.清洗曲柄时请使用中性洗涤剂，使用碱
性或酸性洗涤剂或稀释剂可能导致传感
器外壳寿命缩短。
8.功率计模组使用2.4G无线通信频段，物
体或周围2.4G信号环境可能会对通信造
成干扰，如发现信号连接不稳定，请在空
旷地带再次尝试。
9.请勿尝试将功率计模组周围的防水胶
去除！这将导致功率计防水性能失效。
10.请勿尝试私自维修、改装功率计模组！
这将使您失去产品保修的权力。

注意

4.校准功率计注意：搜索并连接MAGENE功率计时，请踩
踏功率计曲柄数周，唤醒功率计进入工作
状态，开始蓝牙或ANT+讯号广播并等待码
表等设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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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当前环境存在多只功率计，需通过
ANT+ID来识别您的功率计，ANT+ID请参
见MAGENE功率计曲柄及包装表面的ID信
息 ①。
详细连接方式，请查看您所使用码表或手
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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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校准将校准功率计静止状态下的0功
率值。
当功率计经过以下条件后，需经过零点校
准方可继续使用，否则将出现一定程度的
功率数据偏移。
·当您重新安装MAGENE功率计或脚踏后
·功率计经过较大温差变化
·功率计所在曲柄受到严重撞击后
·长时间未使用后

注意：使用任何方式对功率计进行零点校
准时，请保持双脚离开脚踏，功率计曲柄
处于与地面成垂直向下的状态。

注意：对功率计进行零点校准前，请等待功
率计达到环境温度后进行校准。

4.1使用ANT+设备校准功率计

通常ANT+码表或手表设备提供了功率计
零点校准功能，进入 设置-传感器-选择您
的功率计-校准 功能进行零点校准。

详细校准方式，请查看您所使用码表或手
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

4.2使用Magene Utility校准 
MAGENE功率计

使用Magene Utility校准MAGENE功率
计,首先请安装Magene Utility APP到您
的Android/iOS设备。
请访问www.magene.cn技术支持页面通
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并安装Magene Utility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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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当您发现功率计无法搜索连接时，可
能您的功率计电池耗尽，这时请尝试更换
电池。
6.0.2拨动MAGENE功率计电池盖手柄，水
平逆时针旋转将开启MAGENE功率计电池
盖 ①。
6.0.3将已耗尽的CR2032电池取出，将新的
CR2032电池正极朝内安装于电池盖 ②。
6.0.4将电池盖由取下时的位置安装，压紧，
并顺时针旋转电池盖手柄，锁紧电池盖 ③。

注意：请确保电池盖处于正确位置再进行
下压旋转，否则将对电池仓卡扣造成损伤。

注意：请将废旧电池妥善保管或丢弃于专
用回收处。

注意：请勿尝试拆解电池。

6.为MAGENE功率计
    更换电池

功率精度：±1.5%
重量：14克
供电方式：CR2032电池
续航时间：工作状态400小时
无线接口：Bluetooth Smart 4.2、ANT+
防水级别：IP67防泼溅
功率范围：0 - 3000瓦
踏频范围：20 - 240转/分钟
踏频外置磁铁感应：无
主机厚度：7.2毫米
使用环境：-10 - 50摄氏度
需要零点校准：是

7.产品参数

5.0.1当您通过Magene Utility APP成功
连接RIDGE功率计时，若功率计有新
版本固件，将在设备详情页提示，此时请
点击固件升级 ①。
5.0.2固件升级页面将提示现有版本号
和新版本号，以及更新内容，点击确定开
始升级 ②，升级成功后将有提示。

注意：固件升级过程中请保证手机电量
充足，蓝牙连接稳定，同时请勿将APP切
换至后台。

5.使用Magene Uti-
    lity APP升级功率
    计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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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手机屏幕或将应用切入后台，
升级过程中请勿将设备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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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4.2.1运行Magene Utility APP，此时将显
示设备搜索页面 ①。
4.2.2踩踏自行车曲柄数周，待APP搜索
到设备后，点击连接 ①。
4.2.3连接后将显示设备详情页，此页可
查看功率计的功率和踏频实时数据 ②。
4.2.4点击零点校准按钮，将进行零点校
准并提示校准成功 ③，如校准失败，请重
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