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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购本产品，在您使用之前，请详细阅读此使用说明书，以便掌握本

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参阅时，请特别注意重要安全警告，同时妥善保管使

用说明书，以备查阅。

注：本公司保留对产品的设计更改及解释的权力，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产

品颜色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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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保养事项 安全与保养事项

1、重要安全警告

·勿使少儿接近按摩椅的可活动部分。

·请使用与按摩椅匹配的良好接地电源。

·用后或清洁前请拔离电源插头，以免造成设备或人身损害。

·请按本说明书指示使用按摩椅。

·不可使用未推荐的配件及附件。

·请勿在室外使用按摩椅。

·请仔细参阅本说明书之后再开始使用。

·禁止将按摩椅用于本说明书未列出的其它用途。

·建议使用时间为20分钟。

·盖套布破损或损坏时不得使用按摩椅。

·请勿在此器具外壳或外套破损的情况下使用。

·请勿使任何物品落入按摩椅内。

·使用按摩椅过程中不可睡觉。

·醉酒或感觉不适时请勿使用按摩椅。

·请勿在进餐之后一小时内使用按摩椅。

·使用按摩椅时请勿过分用力，以免受伤。

2、使用环境

·请勿在高度潮湿的环境如浴室中使用按摩椅。

·在环境温度急剧变化时请勿立即使用按摩椅。

·请勿在灰尘严重或有腐蚀性气体空间环境中使用按摩椅。

·请勿在狭小空间或空气流通不畅处使用按摩椅。

3、不宜使用按摩椅者。

·骨质疏松症患者。

·具有心脏问题以及佩戴电子医疗器如心脏起搏器者。

·发高烧者。

·孕妇或经期妇女。

·身体有创伤或体表患病者。

·无人监管时十四岁以下儿童及神志不清者禁止使用本产品。

·经医生嘱咐需要休养或感觉身体不适者。

·身体潮湿时禁止使用此器具。

·器具有发热表面，对热不敏感的人使用时必须注意。

4、安全事项

·检查电压是否符合按摩椅的规格要求。

·请勿使用湿手拔插电源插头。

·勿使水进入按摩椅内，避免触电或使此器具受损。

·插拔电源插头时切勿拉拽电源线，不可过于粗暴。

·切勿使电线受损或窜改此器具电路。

·切勿用湿布清洁按摩椅电源开关、插头等可带电部位。

·如果发生停电应该离开按摩椅，以免电力突然恢复时导致伤害。

·如果在使用中感到按摩椅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当地供应商咨询。

·如果您在使用按摩椅期间感到身体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向保健医生咨询。

·本器具不打算提供给身体有残障、感观或神经有缺陷或缺乏经验与常识的人士（包

括儿童）使用，除非他们得到那些对他们的安全负责的人员关于如何使用该按摩椅

的监督与指导。

·儿童必须被监督以确保他们不会拿器具来玩耍。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

员更换。

5、产品保养和维护。

·本器具只能由厂商指定的服务中心维修。用户不可自行拆卸或修理。

·请记住在使用后关闭总电源开关。

·电源插座松动时，切勿使用按摩椅。

·若长期不用应将按摩椅电源线卷起。并把按摩椅贮存在干燥无尘的环境中。

·切勿将此按摩椅贮存在高温或明火附近。勿使阳光长期直射。

·请用干布清洁按摩椅。不可使用稀释剂、苯或酒精。

·按摩椅机械装置经特别设计与制造，无需特别维护。

·不可用尖锐物品剌向按摩椅。

·在不平整地面上勿使按摩椅滚动或拖动，需抬起后搬移。

·请间歇使用，不应使按摩椅长期连续运转。

6、常见现象处理

·运行中发出电机声：属正常运作声音。

·控制器无法正常运作：检查电源插头与电源插座连接是否可靠；检查电源开关是否

打开。

·按摩椅运作停止：额定时间到，按摩椅自动激活关闭按键；按摩椅连续工作时间过

长，温控保护开关自动关机，可让按摩椅休息半小时后再使用。



部件名称 功能

04 05

1

2

4

5

6

9

11

7

14

13

17

1.头靠垫

2.上手臂气囊组件

3.手控器袋

4.手臂气囊组件

5.座垫

6.搁腿架

7.搁脚架

8.小腿挡封板

9.靠背垫

10.扶手

11.扶手装饰

12.侧罩

13.靠背盖

14.手控器

15.驱动盒盖

16.电源线与插头

17.手控器线插口

18.电源开关

19.保险盒

20.电源线插口

功能：

·本产品设计了一组能上下行走、四轮驱动、静音设计的按摩机械手。

·设定指压、揉捏、拍打、敲击、揉捏拍打同步五种仿真按摩手法。

·设有特性化自动按摩功能：舒适、轻松、全身、颈肩、背腰，牵引等六种自动按摩

功能。

·设有有三种记忆存储功能。

·设有上半身手动按摩功能（局部、定点、全程、颈肩、背腰五种按摩部位选择，各

按摩手法速度均有三档可调整，在定点、局部模块状态下，机械手可上、下位置调

整功能；在拍打、指压、敲击按摩时，按摩求的宽度有宽、中、窄三档选择）。

·气压按摩功能；全身气压、手臂气压、腿部气压三种模式选择，三档强度可调。

·设定足底滚轮按摩功能，两对乳突对脚指根部旋转按摩；对脚弓和脚跟处乳突刮痧

按摩。

·设定靠背热疗功能，采用碳纤维为远红外热源。

·小腿架采用无级伸缩调节功能，适应不同人身高使用。

·设有小腿架单独升降调节、靠背架联动升降调节及自动躺卧模式三种调节功能。

·靠背架下躺采用滑轨技术使靠背离墙始终保持零空间，最大限度节约空间。

·L型靠背轨道贴合人体曲线，靠背下躺时呈现零重力状态。

·关机自动起坐功能。机械手自动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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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NPUTFUSE: T5AL 250VCONTROLLER JACK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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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一、 接通整机电源

·接通方法示意图 ·整机电源开关位置示图

注:具体显示以实物为准!

二、开始按摩

功能 按键 显示

记忆按摩

POWER INPUTFUSE: T5AL 250VCONTROLLER JACK ON/OFF

向上调整按摩球位置，使其到达合适肩位置。

向下调整按摩球位置，使其到达合适肩位置。

肩位调节(上键)

肩位调节(下键)

按键 描述 显示

在肩位置和按摩指压点检测过程中,(手控器屏幕有显示肩位置调节图标并听到手控

器“嘀嘀”音，同时再按肩部位置上下键进行肩位置调节)，此时也可以按六种自

动按摩功能键（轻松、舒适、全身、颈肩、背腰、牵引）中任意键并进入该功能按

摩；或者按记忆功能键，则会恢复到之前记忆存取的功能状态进行按摩（可直接跳

过第4步骤）。

①、按下电源开关键，启动按摩。
②、进行人体肩位置和按摩指压点检测，等待检测完成。
③、如果检测到的肩位置与实际肩位置有偏差，通过肩位置调整上、下键调整到合适

位置。肩位置共10档。在10秒内无肩位置调整，则自动进入按摩功能。

Shoulder
adjust

位置过高

位置适当

位置过低

④、 选择按摩功能，进行按摩。

记忆功能按摩：选择记忆键 Memory Memory Memory共设有3种记忆模式)，  · (1 、2 、3
    则会恢复到以前记忆存取的按摩设置状态进行。

Memory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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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特性化自动按摩：

特性
化自
动按
摩

舒适

轻松

全身

颈肩

背腰

牵引

·气压功能按摩

显示功能 按键 按摩球的调整

·上半身手动按摩：

指压：速度、宽度。 

揉捏:速度。 

拍打:速度、宽度。 

揉捏拍打:速度。 

敲击:速度、宽度。 

手法

速度 

宽度 

3档速度可调整。

3档宽度可调整。

显示功能 按键 描述

全气压:以手臂、腿部、脚部进行气压按摩。 

·足底滚轮、热疗手动按摩功能

显示功能 按键 描述

足底滚轮 

热疗 

足底滚轮开关及速度调整，三档速度可调整。 

背部远红外热疗，开启3分钟后有温热。 

手法

气压

·暂停/启动按摩键

显示功能 按键 描述

暂停/启动

固定位置定点按摩。

小范围局部往返按摩。

全程往返按摩。

H0

H1

H2

上半身往返按摩。

下半身往返按摩。

H3

H4

机械手上行 

机械手下行 

背部
舒展

按摩位置调整（在定点、局部
模式下，可调整按摩位置）。

F1 Auto

F2 Auto

F3 Auto

F4 Auto

F5 Auto

F6 Auto

松弛身体筋骨。

对指压点进行深度按摩，松弛酸痛部位。

以颈肩为按摩重点。

以背腰为按摩重点。

全身按摩，松弛酸痛部位。

利用小腿架和靠背架升降，及气囊按摩，并对腿
部进行拉伸牵引，解除劳累，恢复活力。

手臂:以手臂为重点进行气压按摩。

腿部:以腿部、脚部为重点进行气压按摩。

强度 共三档可调整 。 

在按摩过程中按此键，所有按摩动作紧急暂停。
再按此键恢复暂停前的所有按摩动作（按摩时间
到自动关闭）。

气压模式

·靠背架和小腿架位置调整

功能 按键 描述

自动
躺卧模式

每按一次键，切换一种自动躺卧模式，共三种模式，循环切换。

小腿上升键

小腿下降键

起坐键

躺卧键
按住此键，靠背架缓缓下降，小腿架缓缓上升，释放则停止。

如果靠躺到最底，则停止下降，并发“嘀…嘀…”短促报警音。

按住此键，靠背架缓缓上升，小腿架缓缓下降，释放则停止。

如果起坐到最顶，则停止上升，并发“嘀…嘀…”短促报警音。

按住此键，小腿缓缓下降，释放则停止，如果小腿架运动到最
底，则停止下降，并发“嘀…嘀…”短促报警音。

按住此键，小腿缓缓上升，释放则停止。如果小腿架运动到最
顶，则停止下降，并发“嘀…嘀…”短促报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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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整机电源。

附图（整机电源切断示意图）

·整机电源开关位置示图 ·切断方法示意图

四、小腿安装说明

（图 ）。2、将隔离套放置于小腿挂钩两侧(外侧) 2

注意

·按摩椅躺倒小腿上升工作时，人不得对小腿施加重力，防止按摩椅前倒对人造成

    伤害(图1)。

在坐上按摩椅之前需确认按摩机械手是否停留在坐垫位置，以免人体重力下压过·

    程中对臀部造成不适(图2)。

图1 图2

图3 图4

图1 图2

POWER INPUTFUSE: T5AL 250VCONTROLLER JACK ON/OFF

图5

5、用内六角扳手将2颗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锁紧 5 。（图 ）

3、将平垫圈套入销轴 3（图 ）。
4、将小腿挂钩的安装孔与导轨架上的安装孔对齐，插入套好平垫圈的销轴(两侧都需

   插入)，销轴扁位处对准螺钉孔，便于安装 4（图 ）。

1、导轨架上的安装孔 1（图 ）

三、关闭电源，结束按摩。

功能 按键 显示

记忆按摩

·在按摩过程中，按下电源开关键，立即关闭所有按摩功能，同时Memory闪烁，可

存储记忆功能（有3种记忆模式），椅背和脚垫自动回复。 或按摩定时时间到，立

即关闭所有按摩功能，同时可存储记忆功能，椅背和脚垫不复位。

·记忆功能存储：显示屏Memory会闪烁指示，此时按下记忆功能键可存储三种记忆

模式(显示屏会显示1、2、3，如果要存储为某种记忆模式时，需停留当前模式两

秒，听到遥控器“嘀”音，表示存储成功)。再次按下电源开关键，关闭整机，按摩

机械手、椅背和脚垫复位。或等待10S时间后，自动关闭，按摩机械手、椅背和脚
垫复位。

Memory

五.头靠垫、靠背垫的拆装与使用

·使用头靠垫可减少颈肩部揉捏按摩的力度，可根据您的需要决定是否使用枕

    垫 靠背垫与靠背通过拉链连接（1），头靠垫与靠背头垫（推荐使用头靠 ）。

    垫通过粘扣连接（2）。

（1） （2）

拉链 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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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SL-A191

配    置：5

名       称：按摩椅

额定电压：110-120V~   60Hz

                   220-240V~   50/60Hz

额定功率：150W

噪       音：≤55dB

额定时间：20分钟

安全结构：ClassⅠ�
执行标准：GB4706.1-2005   GB4706.10-2008

材料说明：PVC、PA、钢件及电气电子元器件

材质 革 真皮 布料 木

七、移动方法

注意：在移动时务必先关闭电源开关再拔掉电源线及手控器连接线。

六、地板保护

按摩椅长时间的重压，可能会使地板起伤痕，通过在按摩椅摆放处垫一张地毯或其它

缓冲介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注意:在坑洼不平地面上及空间较小的地方请勿使用滑轮移动本机，如要移动，

必须要两人以上合作抬动，在抬动时以小腿挡封板及靠背盖凹槽处为着力点

（请勿直接抬动扶手）。

使用方法 产品规格

·在移动按摩椅之前，先用手控器把小腿向上调致最高点，再关闭电源开关或拔掉

  电源线以及手控器连接线。在移动时以后背盖凹槽处为着力点，轻轻向上提到一

  定角度（重心落在前滑轮上时）即可将按摩椅向前推动，移动到合适位置之后将

  按摩椅放回正常角度。



              超纤皮全称是“超细纤维增强 PU 皮革”，也叫再生皮，属于合成
革中的一种新研制开发的高档皮革。它具有极其优异的耐磨性能，优异
的透气、耐老化性能，柔软舒适，有很强的柔韧性。超纤皮是最好的人
造皮，皮纹与真皮十分相似，手感柔软。因其具有耐磨、耐寒、透气、
耐老化、质地柔软以及外观漂亮等优点，已成为代替天然皮革的理想选
择。

超纤皮的特点、保养及清洁

■超纤皮的特点：

1.超纤皮革强度高，薄而有弹性，柔软滑润，透气透水性好，并可防水。  

2.低温下仍具有较好的抗张强度和曲扰强度，有较好的耐光老化性和耐水解稳定性。  

3.更耐磨，外观和功能均接近天然皮革，易洗涤去污，易缝制。

4.外表光滑严密，可进行多种外表处置及染色，种类多样。

5.伸长率适中，皮感好。

6.撕裂强度和剥离强度较高，耐磨性、撕裂力、拉力强度高。

7.从生产到使用不会有任何污染，环保性能优越。

■清洁方法：

1.沾水及洗涤剂清洗，忌汽油擦洗。

2.不能干洗。

3.只能水洗，且水洗温度不能超过40度。

4.不能用阳光曝晒。

5.不能接触一些有机溶剂。

6.PU皮的外套需要挂装套袋收藏，不可以折装。

■保养方法：

1.皮革必须保存于空气流通之地方。   

2.切勿让皮具被阳光猛烈照射。   

3.如弄湿皮具表面，必须立即用檫布清除表面之水分，并放阴凉干燥之地方吹干。  

4.皮革上的污迹或其他痕迹均匀用檫布轻抹污迹表面，但必须避免水分渗入皮革。   

5.定期使用少量牛仔皮护理液，让皮革渗透这类溶剂，再檫拭皮革表面，可令皮

   革重现光泽。

PU合成皮革的保养及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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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合成皮革是由聚氨酯树脂经涂布、烘干、熟成而制成。它与真皮相

比较有较好的耐酸碱、耐热、耐日光照射等属性，但由其本身物性及化学性

质决定，应避免放置在有灰尘、高温、高湿、低温、强光照射及含酸碱剂液

的环境中，否则易使其龟裂，加速老化与水解。

    PU合成皮革的清洁方法与注意事项：

1. 不可使用有机试剂和油脂溶液及化合物，特别是强溶剂。如：酒精，松

    节油，天拿水等清洁PU表面，否则易腐蚀PU表面；

2. 不可使用清水或洗衣粉擦洗PU表面，易产生裂纹；

3. 应选用酸碱值：即PH值=5~7范围，不含磨擦剂，不污染环境的清洁剂清

    洁PU表面；

4. 对于较脏的PU表面以软布沾蛋清擦试污垢，避免用刷子清洁；

5. 市场上反映较好的清洁剂有：美皮王皮革清洁剂，护理剂，安利皮革清

    洁剂等。

    PU合成皮革的保养方法与注意事项：

1. 要保证居室内的通风，过于干燥或潮湿都会加速皮革的老化；

2. 皮革沙发不要放在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也不要放在空调直接吹到的地  

    方，否则会使皮面变硬。阳光直射会使有色的皮面褪色；

3. 夏季人体多汗，皮革的孔隙会吸收汗液，高温潮湿会使汗中的有机物与 

    皮革发生化学反应，易产生异味。对此，要勤用带微湿的柔布擦拭；

4. 在擦沙发时，不能用碱性清洗液。因为在制皮时是酸性处理，而碱性会

    使皮革柔软性下降，长期使用会发生皱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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