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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积分和等级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进入主菜单，能看到积分、
等级、排名等内容

完成任务，可点击获取对
应积分

查看每个等级对应积分
积分扣减，等级不会下降

排名为所有用户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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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赛制说明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类型 个人挑战 队伍挑战 社群挑战

参与人数 1 VS 1 3 VS 3 5-100

比赛天数

（八选一）
7/ 14/ 21/ 28/ 35/ 42/ 49/ 56

参加挑战所需积分 1 3 5

挑战内容

（三选一）

步数

体重减少值

体脂率减少值

体重减少值

体脂率减少值

肌肉量增加值

赛后积分分配

胜利者：获得1积分

失败者：失去1积分

平局：各自取回1积分

胜利者：获得3积分

失败者：失去3积分

平局：各自取回3积分

社群人数50名以内：前三名分别获得总积分的

50%、30%、20%

社群人数51名及以上：第五名分别获得总积分的

50%、20%、15%、10%、5%

备注
步数值只能通过手表同步；

其他数据可通过手动输入修改

1. 若减重值/减脂值/增肌值一致，会再根据步数

的多少决定排名；若步数也一致，则排名一致；

2. 若有并列者，则同时获得对应积分。

例：60人的社群挑战，若有3人同时并列第二，

则第一名获得总积分的50%，第二名（3人）获

得总积分的20%，第五名获得总积分5%。



02 – 参赛历史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点击“历史记录”，查看
所有PK赛记录

显示个人挑战赛历史记录 可筛选不同类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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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发起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点击“个人挑战”进入
首次进入，点击“参加挑
战赛”，点击“是”参与

点击“创建挑战”发起个
人挑战

创建个人挑战需扣除1个
积分



选择挑战天数及挑战内容，
点击“创建”

点击搜索挑战对象
通过昵称/手机搜索用户，

点击“发送邀请”
可邀请同时邀请多个用户，

在等待列表中查看

03 – 发起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03 – 接受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被邀请用户会收到通知
点击跳转挑战赛页面

点击参加挑战
参加个人挑战需扣除1个

积分
在挑战开始前，可点击
“退出队伍”退出该挑战



03 – 开始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发起用户点击“开始”
进入比赛页面，正式开赛
时间为点击开始后第二天

个人挑战模块显示
“挑战中”

点击挑战页面用户头像，
可看到每天比赛数据



03 – 开始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若比赛类型为体重/体脂
率，可手动录入数据

输入赛前/赛后数据，点击
保存

比赛设定时间过后，显示
“比赛结束”

点击“再来一轮”可开展
下一次挑战



03 – 挑战结束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胜利者：获得1积分 失败者：失去1积分 平局：各自取回1积分 主页面显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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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创建队伍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点击“队伍挑战”进入
首次进入，点击“参加挑
战赛”，点击“是”参与

点击“创建挑战”发起队
伍挑战

参加队伍挑战需扣除3个
积分



选择挑战天数及挑战内容，
点击“创建”

创建队伍名称及头像 点击搜索挑战对象

04 – 创建队伍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1.仅队伍创建者可搜索匹

配队伍，且点击“开始”

挑战；

2.被邀请用户可选择“拒

绝”加入队伍，也可创

建自己的队伍；

3.若对方已创建自己的队

伍或已加入其它队伍，

则无法邀请对方加入

（在搜索用户时无法搜

索）。



04 – 加入队伍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被邀请用户会收到通知
点击跳转挑战赛页面

点击参加挑战
参加队伍挑战需扣除3个

积分
在挑战开始前，可点击
“退出队伍”退出该挑战



04 – 匹配对手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队长点击“开始”，选择
匹配队伍

点击搜索挑战队伍 仅能通过队伍昵称搜索 1.组队满员后，队长可点击“开

始”，可邀请对战组队；队伍

仅在点击“开始”后，才能被

搜索；

2.比赛的内容将以发起挑战的队

伍为准，例如：A组队选择7

天-步数，B组队选择14天-体

重，若是A邀请B，则挑战内

容为7天-步数；

3.匹配成功后，仅发起挑战队伍

的队长可点击“开始”，如两

天内不点击“开始”，则自动

解散该匹配。



04 – 匹配对手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被邀请队伍的队长会看到
邀请通知

查看邀请可点击参加 确认参加挑战赛 被邀请队伍等待比赛开始



04 – 开始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挑战方队长点击“开始”
进入比赛页面，正式开赛
时间为点击开始后第二天

队伍挑战模块显示
“挑战中”

点击挑战页面用户头像，
可看到组队内队员数据



03 – 开始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若比赛类型为体重/体脂
率，可手动录入数据

输入赛前/赛后数据，点击
保存

比赛设定时间过后，显示
“比赛结束”

点击“再来一轮”可开展
下一次挑战



04 – 挑战结束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胜利队伍每人获得3积分 失败队伍每人失去3积分 平局：各自取回3积分 主页面显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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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创建社群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点击“社群挑战”进入
首次进入，点击“参加挑
战赛”，点击“是”参与

点击“创建挑战”发起社
群挑战

创建社群以及挑战内容



点击“下一步”创建社群
创建社群挑战需扣除5个

积分
点击搜索邀请社群用户

05 – 创建社群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1.仅社群创建者可点击

“开始”挑战；

2.被邀请用户可选择“拒

绝”加入社群，也可创

建自己的社群；

3.若对方已创建自己的社

群，则无法邀请对方加

入（在搜索用户时无法

搜索）。



05 – 加入社群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被邀请用户会收到通知
点击跳转挑战赛页面

点击参加社群 参加社群需扣除5个积分
在挑战开始前，可点击
“退出社群”退出该社群



05 – 开始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社群创建人点击“开始”，
人数不少于5人即可开赛

进入比赛页面，正式开赛
时间为点击开始后第二天

社群挑战模块显示
“挑战中”

点击挑战页面用户头像，
可看到每天比赛数据



05 – 开始挑战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用户可手动录入数据
输入赛前/赛后数据，点击

保存
比赛设定时间过后，显示

“比赛结束”
点击“再来一轮”可开展

下一次挑战



05 – 挑战结束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胜利者：按照排名获得对
应积分

失败者：失去5积分 主页面显示“完成” 积分分配规则：

社群人数50名以内：

前三名分别获得总积分的50%、

30%、20%

社群人数51名及以上：

第五名分别获得总积分的50%、

20%、15%、10%、5%

排名规则：

1. 若减重值/减脂值/增肌值一致，

会再根据步数的多少决定排名；若

步数也一致，则排名一致；

2. 若有并列者，则同时获得对应积

分。例：60人的社群挑战，若有3

人同时并列第二，则第一名获得总

积分的50%，第二名（3人）获得

总积分的20%，第五名获得总积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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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平台操作常见问题解答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1.我没有输入参赛验证码/安利卡号，能否参加PK赛？

塑形PK赛不需要输入参赛验证码，也不需要输入安利卡号，所有平台用户都可以直接参加所有的PK赛，包括个人挑战、

队伍挑战以及社群挑战。

2.我参加了个人挑战后，是否还能参加队伍挑战？

三种不同类型的挑战，可以同时参加。但同一种类型的挑战，只能参加一场，只有在当前挑战结束后，才能参与下一

次的挑战。

3.挑战结束后，页面显示“完成”而不是“开”，是否不能参加下一次挑战？

完成一次挑战后，需要进入到挑战页面，点击个人头像进入挑战详情页，点击上方

的“再来一轮”，即可开展下一次的挑战。



06 – 平台操作常见问题解答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

4.为什么在搜索对手/用户的时候，没有找到对应用户？

有以下原因无法搜索到对应用户：

1. 对应的手机号码未在平台注册用户；

2. 对应的用户已参加同一类型的挑战赛；

3. 对应的用户已在同一类型的挑战中加入其它的队伍。

5.我的积分不够，无法参与挑战赛，可以怎么办？

可以通过日常任务获取积分，如每日完成6000步，可获得对应积分。

6.我没有乐纤Inbody智能手表，还能参加PK赛么？

没有手表或者体脂秤的用户，大部分的PK赛都可以参加。目前除了比赛类型为“步数”的挑战无法手动输入数据，其他

类型（如减重/减脂/增肌）等，都可以让用户手动输入赛前赛后数据。

7.我接受了对方的邀请，但迟迟没有开始挑战赛，我可以怎么办？

只有发起挑战的用户，可以点击开始挑战赛。若是个人挑战或社群挑战，邀请方没有点击开始比赛前，接受方都可以点

击退出挑战；若是队伍挑战，若队伍匹配成功后，发起方两天内没有点击开始比赛，则匹配关系自动解除。



THANKS FOR WATCHING

2019健康塑形挑战赛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