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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COMPANY INTRODUCTION

武汉齐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齐物）成立于2012年9月，是一家专注于运动智能硬件及数据服
务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innovation for Great Performance @ Sports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iGPSPORT，是齐物所拥有和运营的知名品牌。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愿通过我们的努力，助力更多人科学运动！

已正式发售的硬件产品涵盖骑行GPS码表，踏频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心率监测器，码表延伸座
等；软件产品涵盖，iGPSPORT APP （Android 及 iOS），云数据服务平台等。

愿运动融入我们生活，让生活更美好！

使命 MISSION

自成立以来，年均复合增长率（CAGR）超过100%，全球数十万用户选择了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其中半数来自于海外市场。

发展 GROWTH

产品 PRODUCTS

愿景 VISION

创立 ESTABLISHMENT

品牌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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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自行车俱乐部是白俄罗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职

业自行车俱乐部，成立于2013年，同年成立公路自行车

洲际队，2015年加入了UCI巡回赛。明斯克洲际队虽然

成立不久，但却拥有不俗的实力，2016年明斯克洲际队

取得了环太湖序幕战个人计时赛冠军，环中国爬坡王圆

点衫以及车队总成绩第三名；环加沙赛段冠军和总冠

军，环乌克兰车队总冠军。

云南绿山园林洲际自行车队于2013年在国际自行车联

盟注册成立，成立以来参加了环泰国、环伊朗、、环乌

克兰、环安卡拉、环鄱阳湖等多场国际大赛并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2015年取得了环伊朗爬山总积分第二名，

环鄱阳湖总成绩第二名；2016年取得了环泰国第四赛

段第三名、第五赛段第一名;环伊朗第六赛段第三名；

环乌克兰第五名；环安卡拉圆点衫及个人总成绩第二

名。

明斯克洲际队 云南绿山园林洲际队

iGPSPORT车队成立于2019年，由武汉齐物科技有限公司全资赞助，也是湖北地区第一支商业运营车队。车队由湖北

籍车手赵琴及蔡正卿领衔，同时拥有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2017年大学生世锦赛的湖北籍车手彭兰宾、2018年在各大

爬坡赛中崭露头角的新星胡九鸣，以及两名在安徽籍女选手-谢园园、魏勇雁组成。车队在2019赛季初就获得古树梨

花-阿坝金川第二届自行车骑行赏花大会女子组第一名、湖南省“正虹杯”自行车邀请赛第一名、2019环巢湖全国自

行车公开赛第一名、2019年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山地组第一名等骄人战绩。他们将带着“科学运动，健康生

活”的使命，不仅展示iGPSPORT的品牌风采，也将活跃于各大赛场，为我们的产品研发及测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iGPSPOR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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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通知 Notifications
与iGPSPORT APP配对使用，当手机来电或短信时，码表将蜂鸣
提醒并显示号码和短信内容，骑行时不漏掉任何重要信息。

实时追踪 Tracking
iGPSPORT 实时追踪功能可以将您当前的定位和骑行数据分享
给你的家人朋友或社交平台。

地图导航 Navigation
iGS620可以指引你去往目的地的骑行线路，甚至会告诉回家的
路，码表将显示地图、转弯提示等信息进行地图导航；地图及
路线规划可通过WIFI无线下载。

卫星定位 Satellites 
依靠Beidou（中国北斗）、GPS、GLONASS三种定位模式，拥
有着全天候、全球覆盖、实时定位、快速省时高效的特点。

无线传输 Wireless
iGS620配备了WIFI、ANT+、蓝牙三频技术，可以与您的自行
车传感器和智能手机无缝连接。

手机APP
iGS620配合免费使用的iGPSPORT APP，可以轻松设置你的码

表参数，自定义你配置文件，并分享您的骑行数据。

iGS620 智能GPS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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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输

2.2吋彩屏，4GB内存，WIFI无线传输，支持地图无线下载；手

机智能互联，不漏掉任何来电及短信，并可远程实时追踪骑行

状态，让教练和队友沟通更高效；同时云平台提供骑行数据分

享及更详细的分析。

iGS620 智能GPS码表

当你骑行中遇到来电或短信时，iGS620码表屏幕将会提醒你，让

你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信息。

当你骑行或训练时，可通过Tracking功能将你当前的骑行数据

分享给家人朋友，通过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实时查看骑行轨迹，

追踪骑行状态，也让他们更加放心你的户外运动。

除了蓝牙和ANT+讯通，还能通过iGPSPORT APP设置连接

WIFI，无线下载地图、同步骑行数据。

实时追踪

智能通知

导航地图无线下载

固件无线升级

天气

APP无线配置码表

支持DI2电子变速

支持Strava等骑行APP同步

支持Trainingpeaks训练软件同步

新旗舰，新体验

01.码表延伸座(S80/S60)

02. 心率监测带(HR60/HR40)

03. 速度/踏频感应器(SPD61/C61)

iGS620 可选配件

04. 功率计(Stages/Shimano/Rotor/SRM)

05. BH620保护套（5色可选）

ANT+

速度、踏频、心率、速度踏

频、电变、功率计等

标准配件：
iGS620主机、

Micro USB数据线、

专用底座、

快速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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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导航 IPX7 ANT+APP智能通知 实时追踪 WIFI BLE

*功能使用需保持码表与手机蓝牙连接并使手机APP在后台运行。



当前速度、平均速度、最大速度、时间、骑行时间、日期、里程、轮径、计圈、
卡路里、总里程、坡度、温度、高度等14项数据

码表实时显示：

增加显示当前踏频、平均踏频、最大踏频、当前心率、
平均心率、最大心率等6项数据

连接ANT+传感器：

iGS50 大屏长续航

2.2’’户外防眩专用屏
大屏大字体，阳光下清晰可视,查看数据更方便

蓝牙4.0BLE（支持和手机APP相连，
不支持蓝牙心率带、速度踏频器等）
ANT+/2.4G，可连接ANT+心率感测器、
速度踏频传感器等

无线传输 

支持（可连接心率、速度、踏频设备，不支持功率计）

ANT+

iGS50主机、Micro USB数据线、专用底座、使用说明书

标准配件

GPS 运动侦测自动背光 WEBAPP大屏防眩 BLE4.0 ANT+

01.码表延伸座(S80/S60) 02. 心率监测带(HR60/HR40)

03. 速度感应器(SPD61)

iGS50 可选配件

04. 踏频感应器(C61)

05. BH50保护套(5色可选) 

85.8x53.5x17.85mm

产品尺寸

2.2寸高亮度、高对比防眩屏幕

屏幕尺寸 

约200小时骑车数据(视内存使用状况)

内存容量

IPX72.2'' 40H
屏幕尺寸 防水等级 超长续航

规格表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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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让骑行无拘无束
高识别度双色一体按键，7项数据显示，满足骑行的日常所需，是你单车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PAGE

iGS130�智能GPS码表
2.0吋屏幕，超大字体，GPS定位，无需安装传感器设置轮径

等操作，更能搭配延伸座使用。

⾃动校时

骑⾏专⽤

便捷安装

极简⻛格

⾃动背光

数据分享(通过USB)

IPX7级别防⽔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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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高灵敏度GPS卫星

屏幕：
2英寸

尺寸：
50x75x15mm

重量：

60克

续航：

内置锂电-22小时续航
数据传输：
USB

标准配件：

iGS130主机、 Micro USB数据线 、专用底座 、快速说明书



HR60 智能光电臂带式心率监测器 
HEART RATE MONITOR

心率精准监测 / 蓝牙ANT+智能无线连接 / 支持多款运动APP
智能心率测算

在锻炼中利用精准的光电信号采集心率，实时监控心率变化，减少运动伤害，提高训练效率。

HR60可连接多款运动APP、iGPSPORT智能码表等设备，分析训练数据，查看训练成效，管理训

练计划，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

运动状态实时显示
⽆论跑步、骑⾏、健⾛，都可以随时通过主机LED指⽰灯了解⼼率
变化，调节运动强度，以获得最好的运动效果。

粉灯慢速闪烁
≤130BPM

>130BPM�&&≤160BPM

>160BPM

蓝灯慢速闪烁

红灯慢速闪烁

灯色示警:

采用自主研发心率算法，HR60可以将心率数据通过蓝牙无线传

输至各种兼容手机APP、码表，腕表甚至是健身器材上。

双模协议：ANT+及蓝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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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操作系统差异，软件及版本更新，可能导致部分APP无法配对使用，如有任何变动，我司将不另行通知。



纺织臂带触感舒适，搭配全新佩戴方式，HR60可以紧密而舒服的

缠绕在手臂上，让运动更加无拘束，搭配手机APP或码表使用，

骑行、跑步从此不再孤单。

心率，触手可见
戴在手臂的心率监测器

心率监测精度越级提升
我们永不止步

依靠先进的PPG光电测量技术和自主研发算法，我们再次实现了质的

超越，确保数据监测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低功耗芯片 智能调节独家算法

标准配件
H 60  R 主机, 专用充电底座, 绑带, 快速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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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60��智能光电臂带式心率监测器
HEART�RATE�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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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时间
20小时  

充电
内置锂电，USB充电



HR40主机、高等级织物胸带、CR2032 纽扣电池、使用说明书

标准配件

HR40 熊猫特别款
双模心率监测带

感谢ECG心电测量技术和自主研发算法，我们再次实现了

质的超越确保数据监测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ECG 独家算法 智能调节

唯有不断突破，才能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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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40 双模协议心率监测带
DUAL MODULE HEART RATE MONITOR

可调节松紧带
松紧带长度：65-95CM

最小佩戴胸围：65CM  |  最大佩戴胸围：120CM

支持ANT+设备（iGS620、iGS50)

BLE 4.0及Andriod5.0以上

iphone 5s 及iOS9.0以上

兼容设备

防水等级
IPX7

续航时间
340H

产品重量

47g

数据传输

应用兼容
APPLICATION�COMPATIBLE
与更多App兼容使其易于管理和分析心率数据

使用环境依然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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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模协议心率监测器具有集成蓝牙4.0/ANT+传输技术,让您可以使用这款

心率监测器支持几乎所有的心率接收设备。

因操作系统差异，软件及版本更新，可能导致部分APP无法配对使用，如有任何变动，我司将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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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61 双模速度传感器

SPD61速度传感器，精致小巧，精确捕捉单车

速度数据，安装便捷，无需磁铁，通过蓝牙或

者ANT+协议无线传输数据，260小时超长续

航，已通过IPX7级防水测试。

⼩巧/精致/低功耗 与更多App兼容，使其易于管理和分析速度数据。

应用兼容

兼容设备
支持ANT+设备（iGS620、iGS618、iGS50）
BLE 4.0及Andriod5.0以上  |  iphone 5s 及

iOS9.0以上

标准配件
SPD61主机、绑带、硅胶垫、CR2032纽扣电池、使用说明书

双模协议速度传感器具有集成蓝牙4.0 / 

ANT+传输技术，让您可以使用这款速度传感器

支持几乎所有的速度接收设备。

双模协议

10.76km 21.86km 32.56km 48.46km

18

29

4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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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4.0 ANT+ IP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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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踏频传感器，帮助你找到最优踏频，让骑

行更轻松，训练更有效率。配合低功耗芯片，

续航时间长达260小时，IPX7防水无惧风雨，

蓝牙和ANT+双协议传输，兼容各大品牌的码表

和手机型号。

与更多App兼容，使其易于管理和分析踏频数据。

兼容设备
支持ANT+设备（iGS620、iGS618、iGS50）
BLE 4.0及Andriod5.0以上  |  iphone 5s 及

iOS9.0以上

标准配件
C61主机、绑带X2、CR2032纽扣电池、使用说明书

双模协议踏频传感器具有集成蓝牙4.0 / 

ANT+传输技术，让您可以使用这款踏频传感器

支持几乎所有的踏频接收设备。

双模协议

0-30rpm 30-60rpm 60-90rpm 90+rpm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

C61 双模踏频传感器
知踏频�/�懂骑⾏

BLE4.0 ANT+ IPX7

应用兼容



S80 码表延伸座
Out-Front Bike Mount

S81�⽀架转接座
可安装运动相机和车灯

S60 码表延伸座 
Out-Front Bike Mount

重量轻 抗冲击 强度高

iGS618/50 GPS码表专用保护套，高拉力硅胶材质，柔软细腻，全包设计，360°保护爱机，防尘
防跌落，五色可选，时尚与众不同。

高拉力硅胶，热压工艺

全方位保护码表

五色可选

iGS618码表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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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表保护套

iGS50码表专用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

31.8mm车把管径 | 内六角螺丝扳手

视角更舒适、查看更方便、骑行更安全，适用于iGPSPORT系列码表

产品重量:40g

支持产品: iGS20/iGS216/iGS50/iGS618/iGS620

31.8mm车把管径 | 内六角螺丝扳手

视角更舒适、查看更方便、骑行更安全，适用于iGPSPORT系列码表

产品重量:40g

支持产品: iGS20/iGS216/iGS50/iGS618/iGS620



无线上传、分享数据分析平台
DATA ANALYSIS PLATFORM

专注于骑行的运动分析类网站，iGPSPORT码表定制数

据分析系统；多维度形式展示、深度挖掘分析、训练

专业指导，骑行数据永久云端存储。

http://my.igpsport.com

云平台

对骑行数据进行更详细深入的分析，可通过蓝牙或

USB将数据记录上传至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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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UPLOAD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gpsport.cn

不支持支持功能  部分支持  可选配件  

iGS620 iGS50 iGS130

2.2�inch 2.2�inch 2.0�inch
85x53.5x18.8 85.8x53.5x17.85 75x50x15

90g 80g 60g
22H 40H 22H

2000H 200H 110H
IPX7 IPX7 IPX7

GPS+�Beidou+Glonass GPS� GP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配件

产品参数

功能参数

⼀
⼀
⼀
⼀

⼀ ⼀

● 一

iGPSPORT  APP
无线同步云端、训练数据随时查看、精细化分析总结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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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模块

可进行“活动摘要、我的活动、关注活动”
类别切换

设备模块

可进行"选择码表、连接码表、码表功能界面、
上传数据、删除数据"类别切换 

日历模块

可进行"日历统计、单日活动、目标设置"

类别切换 

分析模块

可进行“活动分析、活动图表、活动数据、
活动分享”类别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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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录不代表任何销售协议与承诺，内容提供的产品数据、图片与实物或有不同，如有任何争议，本公司保留最终决定权，内容如有任何变动，武汉齐物科技有限公司将不另行通知。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 创新，只为下一次挑战！

扫描如下二维码或在应用商店如 应用宝/APP Store 搜索“iGPSPORT”APP下载

扫码下载APP

屏幕
尺寸
重量
续航
存储
防水
定位系统

延伸支架
保护套
速度传感器
踏频传感器
心率监测器
功率计

自动背光
时区
海拔
温度
卡路里
自动暂停
记圈
自动记圈
骑行模式
车辆设置
UI设置
自定义界面
蓝牙
ANT+
ANT+(速度传感器)
ANT+(踏频传感器)
ANT+(心率监测器)
ANT+(功率计)
蓝牙(速度传感器)
蓝牙(踏频传感器)
蓝牙(心率监测器)
WIFI
APP-码表配置
实时追踪
天气
气压
智能提醒
地图下载与升级
导航
多国语言
iGPSPORT APP
固件更新
数据同步
Strava
TrainingPeaks
Sram eTAP
Campagnolo EPS
Shimano D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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