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飞镖靶青春版

使用说明书

安卓APK下载 iOS下载 Google play下载



1.73m

2.44m

镖靶正中心
到地面距离

镖靶平面到
投掷线的距离

站立位置不可
超出投掷线范围

投镖所需的基本空间是以镖靶的中心(红心)为基准进行规划

投镖地点
称为投掷线

距离
从镖靶正下方到投掷线 244cm

高度
从地板到红心设定为173cm

投镖位置

软式飞镖

专用于塑胶电子靶的镖头，使用塑料材质有别于一般金属镖针，又名为安全飞镖。整体分为四个部分，镖针、
镖筒、镖杆、镖叶，皆属于消耗品不列于保固范围，使用者可自行挑选配置个性化的镖组。镖针折弯未断裂可
直接以手扳正继续使用，若无法修正可考虑汰换

镖针 镖筒 镖杆 镖叶

飞镖配件皆为消耗品，断裂、损毁皆属正常现象，不列于保固范围。本产品可兼容市面上贩售的”软式飞镖”
严禁使用“硬式(铁针)飞镖”，会导致产品损毁。 禁止14岁以下儿童在无监护人陪伴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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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一倍区

一倍区

外牛眼

电源开关

內牛眼
指示灯
确认键

正面

底面

电池槽盖

使用两节AA电池（建议不使用充电电池，因不知名品牌电压过低将无法启动）

二倍区

三倍区

蓝牙指示灯/确认键

灯号闪烁：蓝牙搜寻中   
灯号长亮：蓝牙已联机
游戏中：回合结算切换玩家

锁墙孔

粘胶位

封位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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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挂墙孔

EasyFit

锁墙孔

挂墙孔

配件表

脚垫位

EasyFit圆盘已安装于靶上

圆盘配件，可搭配墙贴座，达到
快速安装的功能，使用EasyFit系
统必须搭配5mm脚垫才能使产
品垂直于地面，达到最好的上靶
效果。使用EasyFit系统减噪效果
略差于直接将产品固定于墙上。
墙贴座亦可用于辅助产品安装于
墙面的对位过程。

EasyFit在完全按照说明的状況下
可提供三公斤的安全使用负重，
粘胶采用3M高曼可移胶，需贴
附于经擦拭的平滑墙面，粘胶使
用可于3M官网做查询。建议依
然使用螺丝做进一步的固定安装
，以达到最好最安心的使用状态

镖针 x12

地尺 x1 量尺 x1

镖筒 x6 镖杆 x6 镖叶 x6 壁虎 x4

脚垫 x4纸卡 x1 EasyFit x1

螺丝 x4

电池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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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安装两节AA电池 将镖靶挂于正确位置确保电池盖已扣上

按压开关开启电源 下载并开启客户端 红灯恒亮建立连线

智能装置蓝牙必须开启

请至各应用平台APP商店
搜寻“SmartDartBoard”
并下载安装。

产品参数

产品名称 智能飞镖靶青春版

无线模组 Bluetooth 4.0

产品尺寸 472 x 472 x 36.5mm 电源输入 AA电池 x 2

额定功率 100mW产品重量 约1.8kg

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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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安裝

标示靶心位置

将墙贴座对位按压粘贴

将3M可移胶 粘着于对应位置

将安装圆盘及脚垫的产品挂于墙面

EasyFit注意事项：

使用时搭配螺丝安装，达到最安全的使用

将垫片安装于产品与墙面间，能得到更好的降噪效果

请不要挂于易坏、有价值物品上方，避免脱落造成损毁
请不要将产品挂于臥床或人员上方，避免脱落时造成受伤

使用EasyFit

1.73m

2.44m

地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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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镖的拿法有很多种，试着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拿镖重点是不要让飞镖失去平衡，拿的时候手指不要过度用力

如何拿镖

如何站立

将飞镖放在食指上可以维持飞镖水平的地方 拇指轻压向上翻转以其他手指稍加支撑

投掷飞镖时注意要稳稳站好，将身体支撑起来
可以踩在投掷线上，但不可以超线

斜对镖靶
这是最为标准的站法，不但容易瞄准，也容易调整两脚位置及重心位置
但角度容易随着投镖而改变，请随时注意站姿跟角度有无偏离

侧对镖靶
这个站姿是将脚靠着投掷线站立，PDC专业锦标赛投标线为凸起地台，可以依靠易保持相同角度，但请注意
若重心太放在前脚的话，后脚容易因此离开地面导致站姿不稳

正向镖靶
这个站姿容易维持同一角度，但因为无法前倾，因此实际投镖距离较远。是比较少见的站法

投掷线
斜对 正向 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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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区

一倍区

外牛眼

內牛眼

二倍区

三倍区

如何投镖

准备动作时，让身体放松，不要用力
伸直背脊，站立时不要过度前倾
脸正面朝着镖靶，以两眼瞄准目标
将拿着飞镖的手从头上慢慢放下
在自己觉得轻松的位置停止
以这里作为手肘的固定位置

123

1. 拉镖
将飞镖拉近自己身体的动作。整体以手肘为中心，手臂往后拉，
划一个扇形，手掌朝上，手腕不用力

2. 放镖
手肘不动，像是丢纸飞机一样将镖投掷出去
放镖时手指必须全部同时松开飞镖，如果有一根手指松开得比较晚，就会导致飞镖滑行不稳

3. 顺势动作
放镖后手臂向前伸直的动作，如同将指尖朝着所瞄准的目标

认识镖靶

数字表示各个得分区的分数
单倍区其数字即为得分

双倍区
环绕外侧单倍区的方框，得分为该数字的2倍

三倍区
环绕内侧单倍区的方框，得分为该数字的3倍
单次投镖最高分为20的3倍，即60分

Bull（红心/牛眼）
镖靶中心的小圆。内侧的圆为黑心（50分）
外侧的圆为外红心（根据游戏设定的不同作25分或50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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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在轮到自己时投3支镖后结束一回合，飞镖抛出离手无论是否计分上靶皆算一次投掷；完成投镖后，前去拔镖，
拔镖时须以顺时钟方向旋转拔出。再触发换人按键，然后交替至下一位玩家

基本规则

基本礼仪  

不计分的情况
1. 打中双倍区的外侧或记分区以外地方
2. 打到已射在镖靶上的飞镖，而没有射中镖靶
3. 从镖靶上弹开掉到地上时；但如机台有感应时则作记分
4. 投镖时脚超出投掷线的情况；正式比赛中将严格检查

飞镖是项绅士运动，凡事以礼相待。“碰拳”是飞镖运动
中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开赛前、双方交替时，都可用碰
拳做个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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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回合可投镖3次 拔镖时须以顺时钟方向旋转拔出

按压

触发换人按键



01游戏
无论入门新手到镖无虚发的高手都会挑战的模式，
由基本分倒扣，先扣至零分的玩家获胜

板球游戏或名“米老鼠”
仅次于01游戏的热门选项。15、16、17、18、19、20和红心为有效区，打中其
他数字均不予计算，讲求精准度的心理战，配有不同模式多人玩更刺激

加分赛
8个回合共24镖，计算总分。新手入门必学的游戏，可有效纪录是否不断创造高分

红心猎人
只有打中红心才会计分
外红心为25分，黑心为50分，总分最高的玩家获胜

联赛模式
快速建立多场次不同类型的混合比赛，最适合与好友共同竞赛

练习模式
多变化的练习项目，不只专注于红心，更可以多元地练习各方的准确度
透过练习模式的锻炼，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更得心应手

派对游戏
新手、高手再也没有区别，家庭聚会、派对同乐最能用来炒热气氛的玩法
不用担心是否会因技术上的差异而输掉，不同的乐趣等你来发掘

基础游戏介绍

应用软件中内建了七大模式，01游戏、板球、加分赛、红心猎人、联赛、练习、派对游戏。包含了最为基础常
见的游戏，每一个新手玩家都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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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APK下载 iOS下载 Google play下载

软件下载
蓝牙镖靶必须透过专属应用软件进行验证才能进行连线畅玩，无法直接透过智能设备连线。使用者可于各大平台搜
寻“Smartdartboard”或“SDB 智能飞镖靶”即可进行应用软件下载，目前已于苹果应用、谷歌平台、腾讯应用及
小米应用四大平台上架

镖靶应用软件图标

移除EastFit

先移除飞镖靶

抓住下方手拉位

缓慢地向下拉除下方两个粘胶

缓慢地移除上方粘胶，并注意反弹

垂直向下拉 下拉超过
30cm/1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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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总重14克以上25克以下的软镖，

勿使用金属镖针，会造成产品严重的破

坏或不计分

镖针断裂请使用镊子将其移除，若无法

取出，亦不影响产品計分功能；镖针折

弯未断裂可直接以手扳正继续使用，若

无法修正可考虑汰换

移除上靶飞镖，请使用顺时钟旋转的方

式拔除，切勿强行硬拉

使用

必读事项

蓝牙连线

步骤：

1. 确定手机蓝牙为开启状态

2. 打开镖靶电源

3. 打开应用程式自动进行蓝牙连线

问题排除：

1. 确认是否开启设备蓝牙

2. 智能设备端 “设定”，将此蓝牙设备移除，

    重新开启应用程式

3. 智能设备端电量过低，请充电后重新开机

4. 重复以上动作依然无法排除问题，请按应用程

    式中的”Help”>“蓝牙问题”

安裝

镖靶无法垂直于地面将会造成上靶率大幅下降

镖靶晃动不稳固，将会造成错误计分

粘贴EasyFit前务必将墙面擦拭

建议使用锁墙螺丝将镖靶直接固定于墙面或采

用挂墙孔的形式，采用此安装方式不需额外安

装脚垫及垫片

搬运

请勿放置物品于镖靶正面，以免计分系统失灵

镖针/镖杆螺牙断在镖身里请使用螺丝

刀，压住断裂处将螺牙转出

软件画面显示卡键找到显示对应的靶块

确认是否位于正确位置，确认挂墙墙面

平整

飞镖配件皆为消耗品，断裂、损毁皆属

正常现象，不列于保固范围。本产品可

兼容市面上贩售的“软式飞镖”

14岁以下儿童需在监护人陪伴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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