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开始使用ECPIN之前 

1. 请确保仔细阅读说明手册。这些信息将帮助您熟悉新设
备，查找有关其首次使用，操作方法的重要详细信息，并
在出现故障时获得建议。 

2. 请遵循以下说明，以防止由于使用不当而导致的设备损坏
和法定权利损失。 

3. 对于因不遵守这些说明或滥用设备而造成的任何损坏，我
们概不负责。 

1.2 产品说明 

1.2.1 智能蓝芽食品温度计（ECPIN）

1.2.2 充电器 

智能蓝芽料理测温器ECPIN使用说明

陶瓷头

不锈钢管

充电电极 

图1. 智能蓝芽食品温度计（ECPIN） 

充电电极
USB电线 

ECPIN固定器

塑料盖 

图2. ECPIN充电器 



1.3 产品规格-ECPIN 

项目 规格

尺寸（金属零件）
长度 : 81 mm  

直径 : 6 mm
烤箱温度 最高300°C（572°F） (1)
无线连接 2.4GHz 蓝芽 (BLE) (2)
传输范围 长达10米（33英尺）
运行时间 长达4小时
待机时间 长达6小时
充电时间 少于3分钟
温度精度 1 °C
防水 完全防水
多探针 支持 

OS软件
iOS 11或更高版本；  

Android 6.0或更高版本

(1)探针的最高工作温度ECPIN为100°C。在烹饪过程中，
请确保将探针插入肉中。 

(2)蓝牙RF频率和发射功率 

频率范围：2402MHz至2480MHz  

发射功率：0～4dBm 



1.4 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 

1. 本产品不适合12岁及以下的人士使用。 

2. 本产品专門用于烹饪烤架或烤箱中的肉类/食物。 用家只应
按照这些说明中的描述使用。 

3. 烹饪后不要徒手接触智能蓝芽料理测温器（ECPIN）。 烹
饪后，务必戴上烤箱手套将ECPIN从肉/食物中取。  

4. 使用前后，用布和肥皂水清洗ECPIN; 並彻底擦干。  

5. 可以清洗或沖洗ECPIN，但不要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6. 不要在微波炉中使用ECPIN。 

7. 烹饪前，务必使用原厂的充电器为ECPIN充电。 

8. 由于充电时间短（少于2分钟），并且ECPIN充电后开始消
耗功率，因此建议在烹饪之前就对ECPIN充电。 

9. 将ECPIN放入充电器时，请确保ECPIN的充电极朝下并与充
电器的充电针接触。 

   
图3.将ECPIN插入充电器 

10.给ECPIN充电后，手指很容易从ECPIN的下部（靠近尖端）
位置将其取出。 



 
图4.从充电器中取出 

11.不要直接将ECPIN的金属部分加热。 

12. ECPIN必须在烹饪过程中插在肉类/食物中。 

13.确保手机在烹饪过程中处于监控距离范围内，若出现“信号
丢失”，请即靠近ECPIN。 

 

图5.使用无线温度计的安全示意图 



1.5 入門指南 

1. 安装手机软件APP (ECPIN)。 

2. 以毛巾及肥皂水把ECPIN 清洗干净並抺干。 

3. 以USB 線把充电器连上电源，把 ECPIN 放在充电器上充
电.放置的时候，请确保ECPIN的电极跟充电器的电极相连. 

放置正确的话，充电器的指示灯会开始闪动，这代表ECPIN

正在充电。当充电结束，指示灯会熄灭。 

4. 启动手机软件APP (ECPIN)，並打开手机的蓝芽。 

5. 手机软件APP (ECPIN) 会自动寻找附近的ECPIN. 当找到之
后，便可看到该ECPIN的读数 (如图6), 现在便可以使用

ECPIN了。 

 

1.目前温度 

2.电池电量  

3.ECPIN 号码 (探针颜色由号码背景
色指示) 

4.探头信号指示 

5.书签图标-优先显示探针 

6.目标温度 

7.烹饪状态 

8.测温显示 

9.烹饪纪录 

10.ECPIN Connect (通过Wifi扩展

ECPIN范围) 

11.教程 

12.设置
❿❾❽

❼

❻

❸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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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CPIN “可用探头”页面



2.1 以纪录数据烹调 

1. 把 ECPIN 插进肉/食物中。 

请确定ECPIN已经充电，并把钢针的针尖放到肉/食物的中
心位置，以达到最好的烹饪效果。  

2. 在“可用探头”页面点选你要使用的ECPIN，便进入(图7)的
“烹饪设置”页面。 

3. 点击“烹调的肉类”并选择你要烹调的肉类。 (如图7) 

4. 点击“选择部位”以选择你要烹调的部位。（如图7） 

5. 点击“生熟程度”以选择你想要生熟程度。（如图7) 

图7. “烹饪设置”页面



6. 若有需要，你可以点击“加入提示”以加入额外的时间及温度
提示。 

7. 将烤箱预热至所需温度并将肉/食物放入烤箱。 

8. 点击“开始烹调”，便开始在烹饪过程中监控肉类/食物。 

9. 自定义烹饪名称并开始监视。 

10.烹饪期间，您将在手机中看到烹饪屏幕资讯，如图8所示。 

11.当温度接近目标时，您将收到一个提示，相应的信息将显示
在烹饪屏幕中，如图9所示。请开始靠近烤箱以便取出食物。 

图8. 开始烹调

图9. "快將完成"警示



12.当温度达到目标温度时，您将收到一个提示，相应的信息将
显示在烹饪屏幕中(如图10,11所示)。请使用烤箱手套从烤箱
中取出肉/食物。  

注意：请注意ECPIN的陶瓷头在烹饪后会很烫。 如果您想
从肉类/食物中取出ECPIN，请使用烤箱手套。 

13.如果用户完成定制烹调，牛或羊的烹饪，在完成厨师按钮上
方将有一个放置时间设置按钮和一个开始放置按钮。按下
“开始放置”按钮，开始倒数计时。 

 图10. “完成"警示 

（如果不是定制烹调，牛或羊）
 图11. “完成"警示 

（如果是定制烹调，牛或羊）

图12. 放置时间设置和开始放置



2.2 使用以前的“烹饪记录”来烹饪 

1. 您可以使用以前的烹饪记录来设置烹饪，而不需要每次都输
入“烹调的肉类”,“选择部位”及“生熟程度” 等信息。 

2. 在“烹饪设置”屏幕中，点击“记录”以显示先前记录的列表。 

3. 滚动并选择您想要重复的“烹饪记录”。 

4. 系统会自动选择该“烹饪记录”的设置。 

5. 只需点击“开始烹调”即可开始。 

   

1. 点击“记录”，以看到以
前的以前的“烹饪记录” 清
单。

2. 滚动并选择用户想要重
复的那 “烹饪记录”。

图13. “记录”



2.3 设置目标温度 

1. 您可以选择肉/食物的最终温度，而不是使用“预设”菜单中的
温度设置，以便将肉/食物煮至您理想的质地和口味。 

2. 在“烹饪设置”屏幕中，您可以触摸目标温度栏并移动到您想
要到达肉/食物的最终肉/食物温度。 将肉/食物放入烤箱时，
点击“开始烹调”。 

   

2.4 定制烹调 

1. 在“烹调的肉类”部分中选择“定制烹调”，您可以自定义目标
温度。 

点击目标温度文本框以使
用键盘输入目标

图14. 设置目标温度

通过移动此栏手动设置
目标温度

图15. 定制烹调



2.5 提醒/提示的设置 

您可以在“烹饪设置”页面中设置温度和时间两种类型的提示。 

对于每次烹饪，您可以设置最多两个提示，以提醒您烹饪过程

中的步骤(例如翻转牛排)。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提醒。 

2.5.1 温度提示设置 

在“烹饪设置”屏幕中，点击“加入提示”。  选择“温度提示”并将温
度条的中心按钮移动到要设置的提示温度。 点击“加入提示”以
完成设置。 

2.5.2 时间提示设置 

在“烹饪设置”屏幕中，点击“加入提示”。选择“时间提示”并滚动
拨盘以设置计时器。 点击“完成”以完成设置。     

选择“时间提示”

选择“溫度提示”

图16.  提醒/提示的设置



2.6 电量不足警报，更换探头和暂停烹饪 

当ECPIN快要用尽时，电池电量不足的提示将要求您暂停烹饪
或继续使用其他ECPIN（探针）烹饪。请确保您已为其他
ECPIN充电。 

此外，您可以如下所示使用其他ECPIN进行烹饪或暂停。 

图17. 烹饪时电池电量不足警报

图18. 更改探针按钮和暂停烹饪按钮的位置

更换探头

暂停烹饪



2.7 “过热”警报 

为了防止因直接对电子部件施加高温而造成损坏，ECPIN内置
过热警报。 当测量温度等于或高于80°C或176°F时，将触发过
热警报。 介时请尽快用烤箱手套从热源中取出ECPIN。 从热源
取出后，请勿立即将ECPIN浸入冷水中。 

图19. “过热”警报



3.0 烹饪记录 

您可以通过点击     图标查看以前的烹饪记录。 

点击图标后，可以看到以前的烹饪记录列表. 您可以使用书签图
标优先记录。 
点击记录，将显示相应的烹饪曲线。 

4.0 分享烹饪乐趣 

完成烹饪后，您可以通过点击烹饪摘要的共享图标立即与朋友
分享美味食物的照片。 您可以在烹饪后使用ECPIN APP拍摄照
片并与其他人分享。 

图20. 查看以前的烹饪记录和分享食物照片



4.0 通过Wi-Fi扩展ECPIN范围 

1.要使用ECPin连接功能之前，请确保您有两部智能手机，并且
它们在同一Wi-Fi网络中。网络可以是路由器的网络，也可以
是移动Wi-Fi热点。 

2. 点击圆圈按钮以设置手机的角色。 

   

转换角色

图21. 设置ECPin Connect



6.0 ECPIN范围扩展器 ECPIN Range (SR200) 

扩展器SR200专为无线食品温度计ECPIN设计。它可以自动

搜索ECPIN发送的信号，复制数据并重新发送。此外，

SR200还向ECPIN提供充电功能。SR200可以通过USB电源或

AAA电池供电。借助AAA电池和磁铁，SR200可以粘附在靠
近烤箱，烤架或烟熏器等烹饪设备的金属表面上，以扩展
ECPIN的工作范围。凭借SR200的智能设计，无需安装也无
需设置。您只需要打开扩展器SR200的电源并将其放置在靠
近ECPIN的位置。然后，您可以享受使用ECPIN扩展后的操

作范围。 

磁铁 

电池盖
LED

Micro USB 插座 

塑料盖

电源选择

正视图 后视图 

图 22. 智能范围扩展器（SR200）的前视图和后视图 



6.1 产品规格-ECPIN Range 

*运行时间取决于所用电池的类型。建议使用碱性电池。 

6.2 SR200的注意事项 

1. 本产品不适合12岁及以下的人士使用。 

2. 本产品专用于充电和转发ECPIN信号。仅应按照本用户手
册中的说明使用它。 

3. 不使用扩展器时，请取出电池。 

4. 使用后，务必将电源选择器滑到“USB”位置。 

5. 确保手机在烹饪过程中处于监视距离范围内。操作距离取
决于实际的工作环境。如果ECPIN或SR200被金属外壳覆
盖或阻挡，则会变短。 

6. 不要让SR200停留在高温下。 

7. 由于设备使用不当而造成的SR200损坏，供应商不承担任

何责任。 

项目 规格

无线连接
用于发送和接收的2.4GHz蓝芽

(BLE)

传输范围 高达150英尺
运行时间 扩展器功能长达10小时*（电池）
充电时间 不到2分钟即可为ECPIN充满电。
电源 1个AAA电池电池或外部USB电源

多探针 支持
OS软件 iOS 11或更高版本；  

Android 6.0或更高版本



6.3使用范围扩展器为ECPIN充电 

 6.3.1 使用电池 

1.将AAA电池放入SR200的电池盒中。 

2.将电源选择开关滑到“BAT”位置。 

3.将ECPIN插入扩展器，然后合上盖子。 

4. LED在充电过程中将闪烁，并在完成充电过程后熄
灭。 

5.如果LED显示琥珀色，则表明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

换新电池。 

6.完成充电过程后，将电源选择开关滑到“USB”位置。 

7.如果您不打算使用电池作为电源，或者长时间不使用
扩展器，请取出电池。 

6.3.2 使用USB电源 

1.用USB电线连接外部USB电源和扩展器。 

2.将电源选择开关滑到“USB”位置。 

3.将ECPIN插入扩展器，然后合上盖子。 

4. LED在充电过程中将闪烁，并在完成充电过程后熄
灭。 

5. LED将以慢闪的速率再次闪烁，扩展器开始转发信
号。 

6.如果要关闭扩展器，请断开USB电源。 

图 23.使用范围扩展器为ECPIN充电



6.4使用范围扩展器扩展ECPIN的操作范围 

6.4.1 使用电池 

1.将AAA电池放入扩展器的电池盒中。 

2.将电源选择器滑到“BAT”位置。 

3.在信号重复过程中，LED指示灯将闪烁。 

4.如果LED显示琥珀色，则表明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

换新电池。 

5.如果要关闭扩展器，请将电源选择器滑至“USB”位
置。 

6.如果您不打算使用电池作为电源，或者长时间不使用
扩展器，请取出电池。 

6.4.2 使用USB电源 

1.用USB电线连接外部USB电源和扩展器。 
2.将电源选择开关滑到“ USB”位置。 
3.在信号重复过程中，LED指示灯将闪烁。 
4.如果要关闭扩展器，请用USB电源断开扩展器。 

打开扩展器电源后，ECPIN应用程序将自动连接到扩展

器，与ECPIN连接过程相同。 

如果您看到带有扩展器图标的ECPIN读数（请参见图24中
的示例），则ECPIN范围扩展器和ECPIN正常运行。 



6.5 扩展器电池显示 

当扩展器使用电池运行时，扩展器图标的颜色将根据电池
电量而变化： 

6.6 存在多个扩展器时，访问扩展器详细信息并更改显示的扩
展器 

14.点击探针列表页面中的ECPIN（图24），您可以看到带有
扩展器图标的烹饪设置页面（图25）。 

15.点击转发器图标，将弹出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智能扩展
器的详细信息（图26）。 

16.如果存在多个扩展器，您将能够看到该应用程序找到的扩
展器。点击转发器ID以更改当前显示的扩展器。 

电池电量不足25％
电池电量介于25％和

50％之间
电池电量介于50％和

75％之间
电池电量超过75％

❷

❶

扩展器信号图标 

ECPIN信号图标 
❶
❷

图24. 带扩展器信号图标的ECPIN读数 



6.7  “ECPin Range不转发探针”警报 

当扩展器距离ECPIN太远而无法接收ECPIN信号时，ECPIN信
号图标中的“R”字符将消失，并且将触发“ECPin Range不转
发探针”警报。请将扩展器靠近ECPIN，直到ECPIN信号图标
中的“R”字符再次显示。 

探针信号被扩展器中继 探头信号直接来自ECPIN 没有ECPIN信号

图 25. 烹饪设置页面 图 26. 智能扩展器的详细信息对话框



6.8 “ECPin Range 信号超时”警报 
  

当应用程序找不到扩展器信号时，扩展器信号图标将消失，并
且将触发“ECPin Range 信号超时”警报。请把手机靠近扩展器，
直到扩展器图标返回。 

6.9  “ECPin Range 电量不足”警报 
  

当扩展器使用电池运行且电池电量不足时，扩展器图标将变为
红色，并且会弹出“ECPin Range 电量不足”警报。请更换电池或
改用USB电源。 

 

图 27. ECPin Range 信号超时 图 28. ECPin Range 电量不足



7.0 更改默认设置 

您可以通过点击底部的设置图标  在设置页面中更改APP的设
置。 

 
7.1 导出导入记录 
如果您想将所有记录转移到另一部手机或重新安装该应用程
序，建议您先在设置中使用导出导入功能。 

只需点击导出按钮，将生成一个文本文件，您可以在需要时将
记录导入到应用程序中。 

图29. “设置”页面

图30.  将记录导出 图31.  将记录迁移到应用程序



7.2 更改通知铃声  

1. 在通知设置中取消选取声响来关闭ECPin默认铃声 

 
2. 打开手机的设置 > 应用程序 > ECPin(或ECPin Pro) > 通知 

 
3. 选择要修改的通知类别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www.ecther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