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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妥善保管此使⽤说明书

※注：本公司保留对产品设计更改及解释的权利，如有改动恕不另⾏通知，产品颜⾊和附件及相关数据等均以实物为准！
中国制造2025高峰论坛指定礼品品牌   本公司产品由中国太平洋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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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购本产品，在您使⽤之前，请详细阅读此操作⼿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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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保管操作⼿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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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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安全警告
·禁⽌将杂物塞⼊按摩头与壳体间隙处
·禁⽌将⽔泼向本产品，以免短路引起事故
·如果电源线或插头损坏，千万不要擅⾃拆卸修理，请及时与经销商联系，要求维
修保养。
·请使⽤与此器具匹配的USB充电插头。
·⽤后或清洁前请拔离电源插头，以免造成设备或⼈⾝损害。
·请按此说明书指⽰使⽤此器具。
·不可使⽤未推荐的配件及附件。
·请勿在室外使⽤此器具。
·请勿在此器具外壳或电源线破损情况下使⽤。
·醉酒或感觉不适时请勿使⽤此器具。
·使⽤此器具时请勿过分⽤⼒，以免受伤。
·饭后⼀⼩时内请勿使⽤本产品。
·颈部受伤或近期内动过⼿术者，请遵照医师的指⽰⼩⼼使⽤。
·禁⽌私⾃拆装本产品，避免碰撞、进⽔，以免引起故障。
·禁⽌⽤⽔清洗本产品。

2、使⽤环境
·请勿在⾼度潮湿的环境如浴室中使⽤此器具。
·在环境温度急剧变化时请勿⽴即使⽤此器具。
·请勿在⻜尘严重或有腐蚀性⽓体环境中使⽤此器具。

3、不宜使⽤此器具者。
·⽪肤传染病者。
·⻣质疏松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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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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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患者。
·有出⾎倾向的患者。

安全与保养事项

·急性化脓性炎症患者。

4、安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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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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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电源适配器发⽣任何损坏或功能异常，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其维
修部或类似部⻔的专业⼈员更换。
·请勿使⽤湿⼿拔插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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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停电应该离开此器具，以免电⼒突然恢复时导致伤害。
·如果在使⽤中感到任何此器具异常请⽴即停⽌使⽤，并向当地供应商咨询。
·如果您在使⽤此器具期间感到⾝体异常请⽴即停⽌使⽤，并向保健医⽣咨询。
·整机⽪罩或在罩破损应禁⽌使⽤。
·切勿⽤⼒猛压或全⾝施压在按摩器上，不能与硬物体相接触，不可重压或踩踏
·防⽌⽔或其他腐蚀性液体流⼊机内从⽽引起故障，导致损坏机器。
·请勿任意改造机体结构或更换零件。
·请勿放置在接近⽕源及易燃的地⽅，容易发⽣故障和危险，易造成变形，变⾊或
损坏。
·使⽤过程内有异常因⽴即停⽌使⽤并切断电源。
·精神病患者，⾝体瘫痪患者必须在有⼈看护下谨慎使⽤或先咨询医师意⻅。
·禁⽌拆解、撞击、挤压内部锂电池或将其投⼊⽕中；若出现严重⿎胀，请勿继续
使⽤。
·本产品为个⼈护理按摩产品，不能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在使⽤过程中将产品移动或改变位置时，应先关机后再使⽤，否则会有强烈刺激。
·请正确佩戴本产品,否则可能会发⽣事故或引起⾝体不适。

5.锂电池警告
·这个设备包含固定的锂电池。电池必须回收利⽤或者得到正确处理。关于电池回
收和处理请联系当地废物管理局。
·电池浸⽔后禁⽌使⽤。
·内有锂电池，请勿置于⾼温环境中。

安全与保养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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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脉冲

Low Frequency

⽆线蓝⽛
Unlimited�Bluetooth

红光光灸
Red�Moxibustion

恒温热敷
Hot�Compress

功能及名称

3.蓝⽛控制区域 4.红光区域2.开关/-键
5.低频/加热区域 6.Micro�USB插⼝ 7.语⾳控制区域

炫酷外形，更具科技感；
使⽤美国复合材料，产品更轻便；
产品功能多元化，极具体验感，舒适感。
低频脉冲不同档位调节，适⽤不同体质，可放松紧绷的颈椎肌⾁，减轻酸胀肿痛。

6
4

5

5

4

3

7

2

1

语⾳控制
Voice�Control

产品说明 产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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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独特红光光灸，有效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恒温发热，舒缓紧绷肌⾁；语
⾳控制解放双⼿畅想⽆线乐趣；采⽤进⼝复合材料，整机⼀体式，智能操控，舒爽
体验。

1.模式/+键



温馨提⽰:
充电过程中,产品红⾊指⽰灯常亮；充电完成后,绿灯常亮。
充电过程中,产品不能开机。
产品⼯作中进⾏充电，产品⾃动停⽌⼯作。
充电时间2-3⼩时。
充电完成后,断开电源适配器连接。

请使⽤⼿机充电器或符合以下规格要求的电源适配器对本产品进⾏充电。
电源适配器规格要求：
1、带USB插⼝
2、输出电压为5V。

������������注意:
切勿使⽤电压⾼于6V的电源适配器对产品进⾏充电,否则会造成主板损坏。

⼀、充电
1、将电源线⼀端插⼊产品充电接⼝，另⼀端连接电源适配器或其它USB供电接
⼝进⾏充电。

2、充电过程中状态指⽰灯亮红⾊，充电完成后常亮绿⾊。
3、充电过程中，机器不可以使⽤，⻓按或短按“开关/-键”，机器蜂鸣器响4声。⼯
作状态下进⾏充电，产品启动⾃我保护程序，⾃动停⽌⼯作。

⼆、蓝⽛连接：⽆线蓝⽛连接，可实现⼿机通话功能(微信、QQ、语⾳功能主机按
键不能接听)

1、开启电源；
2、⼿机搜索蓝⽛名“Neck_massager_xxxxxx”（“x”代表随机唯⼀蓝⽛代码）

1、开启电源 2�、⼿机搜索蓝⽛名
�����“�� Neck_massager_xxxxxx”

“Neck_massager_xxxxxx”

使⽤操作 充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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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源

指⽰灯

三、运作
1、短按【开关/-】键，可以打开机器，产品开始⼯作；
2、⻓按【开关/-】键，可以关闭机器；
3、 【开关/-】键开机状态下：短按 可减⼩脉冲；
4、开机状态下：【模式/+】键,短按加⼤脉冲,⻓按切换⼿法;
5、开机状态下：机器与⼿机蓝⽛连接成功后：
����有电话进来时：短按 接听电话，⻓按 挂断电话；【开关/-】键 【开关/-】键
����在通话中时：⻓按 挂断电话；【开关/-】键
6、产品定时为15分钟,到达15分钟后,产品⾃动停⽌⼯作,中间操作按键,不改变定
时起点。

四、语⾳词条:
（基本功能控制共18个词条）低频1档、低频2档、低频3档、低频4档、低频5档、换种
⼿法、关闭低频、热敷功能：打开加热、关闭加热、打开蓝⽛、关闭蓝⽛、上⼀曲、下
⼀曲、⾳量加、⾳量减，接听电话、挂断电话、智能关机�。

电池拆卸说明
产品电池拆解步骤：
1.切断外接电源，拆掉产品外壳；
2.依次剪断连接电池的两根电源线；
3.拆卸下电池，⽤绝缘体胶分别粘住电源线断⼝处；
4.废弃电池请放置到固定的回收点；
5.请遵照当地环境法律与指南丢弃，爱护环境。
注意：
在废弃器具前，必须将电池从器具中取出；
在取出电池时，器具必须要断电；
电池应安全地处置。
⾮专业⼈员请勿⾃⾏拆卸！



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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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法

1、贮存
贮存时间超过2个⽉时，应开箱检查对产品重新充电，再使⽤。不能紧靠地⾯、墙壁。
室内应通⻛良好，避免强烈⽇光照射和腐蚀⽓体侵蚀；

2、运输
产品设有简易防震设施，适合航空、铁路、公路及轮船运输，应避⾬、雪淋溅，倒置和
碰撞；

3、保养
采取防潮、防⿏、防污染措施。清洁时应在关机的状态下进⾏。使⽤后应将产品放置
于安全场所，切勿在产品上搁置重物。当出现故障时应请专业技术⼈员维修，⾮专业
⼈员，不可⾃⾏拆装本产品；

4、清洁
使⽤软布或浸有中性清洁剂的消毒棉擦拭产品，请勿使⽤腐蚀性液体擦拭产品或使
产品淋⽔，以免造成产品表⾯褪⾊或主机损坏。

佩戴主机

使⽤前,将颈椎部位抹湿,然后将产品戴到脖⼦上,使得电极⽚紧贴颈椎部位⽪肤,调
整好产品位置,开启主机并调节合适的按摩⼒度和模式。

��������������注意
如有汗渍，必须清洁⼲净；请勿跌落、踩踏产品。

开启产品
短按主机上“开关/-键”,蜂鸣器“嘀嗒”⼀声，主机进⼊⼯作状态。

在使⽤按摩仪过程中，红⾊指⽰灯闪烁时，表⽰内置锂电池电量不⾜，请及时充电。
产品⼯作中，⻓按主机上“开关/-键”2秒,蜂鸣器“嘀嘀嘀”三声，主机关机。

为了省电节能,产品开机后,2分钟内未佩戴、电极未贴于⼈体⽪肤，产品会启动⾃动
关机功能。

温馨提⽰:



常⻅问题及处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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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了上述处理,还有异常现象,请关闭电源,与您购买的经销商或本公司联
系。
切勿擅⾃对产品进⾏拆卸维修，如因此造成产品损坏或⼈员伤害，本公司概不负
责。

环境温度:-20℃-50℃
相对湿度:不⼤于80%,⽆腐蚀性⽓体和通⻛良好的室内。
运输：本产品设有简易防震设施，适合航空、铁路、公路及轮船运输，应避免⾬、雪
淋溅，倒置和碰撞。

清洁和保管
清洁：
请使⽤⼲的软布清洁产品表⾯。

切勿使⽤苯或稀释剂等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来清洁产品，否则会造成产品褪⾊，
结构受到腐蚀、开裂。
禁⽌⽤⽔清洗产品，禁⽌在液体中浸泡。

保管：
⻓时间不⽤，请⽤防尘罩（⾃备）遮盖，以免蒙上灰尘。

�����������注意
请放在⼉童触摸不到的地⽅。
切勿将产品置放于阳光照射或⾼温的场所，以免造成产品褪⾊。
每⼀个⽉，⾄少对产品充电⼀次，以延⻓锂电池的使⽤寿命。
每三个⽉，⾄少开机使⽤⼀次。

运输与贮存

警告

遇到的问题 可能原因 处理⽅法

主机不能开机
内部充电电池电量不⾜
主机正在充电

对主机进⾏充电
充电后使⽤

不能充电 充电线或适配器未连接好 重新连接

显⽰正常,但没反应或⽆
知觉

按摩仪的电极未直接接
触颈椎⽪肤

电极必须直接接触⽪肤

电极与⽪肤接触处有头
发、⾐物或饰品等

除去或隔开物品

有刺痛感

按摩仪电极与颈部未贴紧 ⽤湿⽑⼱抹湿颈部⽪肤
再将电极与⽪肤贴紧

按摩时间太⻓ 适合时间10-20分钟
按摩强度太⼤ 适当调⼩强度

⽓候寒冷，⽪肤⼲燥 ⽤湿⽑⼱抹湿⽪肤和电
极表⾯

⽪肤是否对电极过敏
检查⽪肤是否有过敏史,
轻微过敏只需缩短按摩时
间,严重过敏者则停⽌使⽤

刺激很弱
颈部⽪肤与电极未贴紧
电极有污垢或油渍
主机电池电量不⾜

将电极贴紧⽪肤
清洁电极表⾯
对主机进⾏充电

模式错误 切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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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使⽤电脉冲功能,颈部有些刺痛感是什么原因?
答:颈部有刺痛感的原因是使⽤者⽪肤⽐较⼲燥、按摩仪与颈部没有完全贴紧、
对电脉冲功能不适，建议使⽤时，⽤湿⽑⼱抹湿颈部⽪肤，让按摩仪完全贴紧颈
部，电脉冲强度应当先弱后强，逐步适应。如感觉不适，可选择其它功能进⾏按
摩。（电脉冲按摩是利⽤中医针灸⼿法对颈部经络按摩，并不是颈椎按摩仪漏
电）。

问:颈部⽪肤为什么起红疹?
答:使⽤电脉冲后，颈椎部位出现红疹的原因是您的⽪肤⽐较⼲燥，或治疗仪未
完全贴紧⽪肤，建议使⽤时，⽤湿⽑⼱抹湿颈部⽪肤，让治疗完全贴紧颈部，红疹
⼀般2天后⾃动消失。

问:⽤了热敷功能，感觉⽪肤好烫?
答:使⽤热敷功能，温度应当先低后⾼，让颈部适应热敷温度，以免刚开始⾼温热
敷造成⽪肤不适应。

问:颈椎按摩仪电池充满电⼀次能⽤多久?
答:充满电后约可使⽤4-5天（每天使⽤15分钟）。

问:颈椎按摩仪为什么会夹脖⼦?
答:颈椎按摩仪采⽤⼈体⼯学设计，完美贴合⼈体不同颈部尺⼨，使⽤时请正确
佩戴本产品，并保持正确姿势，建议⼀天使⽤两次，每次15分钟，让颈椎好好放
松⼀下。

使⽤常⻅问题 产品规格

�����本产品于保修期内(⼀年),因下列情况⽽发⽣故障时,提供免费修理.否则酌收
修理费或零件更换费。
1.购买时已发现有破损或不良使⽤情况者。
2.按照使⽤说明操作⽽产⽣⾃然破损者(未按照指定⽅法使⽤都或地震⽕灾等
⾃然灾害⽽损坏,本公司不承担免费维修责任)。
3.⾮消虚性零件损害维修。

品���� � � �名

型��� � � � �号

客⼾名称

地���� � � �址

电��� � � � �话

购买⽇期

保   证   书

保修期:自购买日起一年

经销商(维修点)

型号：SL-C71
名称：颈部按摩器
额定功率：5W
额定电压：5V
充电电流：≤600mA
加热温度：41±3℃
执⾏标准：GB4706.1-2005���GB4706.10-2008
安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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