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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您选购Maxell 产品表示感谢。使用本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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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1: 重伤是指，失明、受伤、烫伤( 高温・低温・

化学)、触电、骨折、中毒等留下的后遗症
以及需要住院或长期接受门诊治疗。

＊2: 轻伤是指毋需住院或长期去医院就医的
受伤、烧烫伤、触电等的伤害。

＊3: 财产损失是指波及到房屋、财产或家畜、
宠物等的损失。

主机

阅读须知

免责声明

使用说明书

・ 有关本使用说明书，以后可能会不经预告而变更记载内容。
・ 为了改良产品，可能会不经预告而变更外观或规格的一部分。
・ 除个人使用外，禁止擅自对本使用说明书的一部分或全部进行复制。严禁擅自转载本书内容。

为确保安全使用，请您务必遵守。

表示错误使用时，会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1之假定的危害程
度、且有高度迫切性的危害程度 。

警告 表示错误使用时， 会导致使用者死亡或重伤*1之假定的危害程
度。

注意 表示错误使用时， 会导致使用者轻伤*2或发生物品损害*3之假
定的危害、 损害程度。

・ 对因火灾、地震、第三者的行为及其他事故，客户故意或过失、误用以及在异常条件下因使用造成的损害，本公司不
承担任何责任。

・ 全部以保修单上记载的规定保修为准， 除该保修外， 对任何包括明示和暗示的保修不承担保修责任 。
・ 对因使用本使用说明书中说明事项以外的方法造成的损害， 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本产品并非用于医疗、 原子能、 航空宇宙、 运输等关乎人命的设备或机器以及需要高度可靠性的设备或机器上。 如

果在这些设备或机器的控制系统上使用本产品， 并因本产品的故障而造成的人身事故、 火灾事故等时， 本公司不承
担任何责任。

包装品的确认

安全注意事项

塑料手套
(6枚）

USB充电线

电源适配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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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身体不适。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受伤。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受伤。

以下人士不可使用

无法自主表达意志或残疾的人，请勿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起火、触电、受伤。

否则可能导致起火、触电、受伤。

切勿自行分拆及进行改装

除废弃本产品时以外,切勿进行拆卸

请勿让婴幼儿及儿童使用，或让其用作玩耍

・被医生嘱咐避免按摩的人
  例如患有血栓（栓塞）症、重度动脉瘤、急性

静脉瘤、各种皮炎、皮肤感染（包括皮下组织
的炎症）等的患者 

以下人士使用前请咨询医生

·装有心脏起搏器等易受到电磁干扰的体内植
入式医用电气设备的人士·恶性肿瘤患者·心
功能障碍患者·温度感觉丧失者·在妊娠初期
的不稳定时期或分娩后不久的妇女·因糖尿病
等引起的严重末梢循环障碍而导致感觉障碍
的患者·皮肤有创伤者·需要静养的人·体温超
过38℃以上（发热期）的患者 例如急性炎症症
状表现[倦怠感、发冷、血压变化等]强烈的患者
、虚弱患者·骨质疏松症患者、受到脊椎骨折、
扭挫伤、肌肉拉伤等急性[疼痛性]损伤的患者·
其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士 ·腱鞘炎患者

只可使用专用的电源适配器

在使用本产品时禁止进行该行为。
 内表示具体禁止事项的图形符号以黑色表示。

在使用本产品时，对可能发生的起火、触电、高温等唤起注意。
 内表示具体指示事项的图形符号以黑色表示。

在使用本产品时，强制按照指示进行的行为。
　  内表示具体指示事项的图形符号以白色表示。

图
形
表
示
例

警 告

危 险

使用本产品或为本产品充电时，请使用专用的电源适配器。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 起火、 故障、 触电或受伤。

不可接触泄漏出的液体
请勿触摸从本产品内泄漏出的液体。 若不慎入眼， 请勿揉搓， 应立即用清水清洗后尽快就医。
否则可能导致失明。

�

以免造成触电或引发火灾。本产品电源适配器的输
入电压为AC100-240V。

请勿在非指定的电源电压下使用电源适配器

否则可能导致身体不适。

否则可能导致身体不适。

使用过程中身体感到异常，或使用一段时间后没有
效果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咨询医生

否则可能引起低温烫伤。

本产品内置加热器会升温发热，因此热感迟钝者在
使用时须格外注意

如因使用本产品而出现起疹子、发红、发痒等症状，
请停止使用并咨询医生

以免引发事故或受伤。出现异常时，请立即停止使
用，并咨询经销商或制造商。

使用前请先确认机体是否变形、破裂或损坏，并确
认保护壳有无破损

放置一段时间未使用的情况下，请仔细阅读使用说
明书，确保本产品的操作按钮和计时器等能够正常
工作后再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受伤。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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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请勿用于使用说明书中未记载的其他用途

变热了可能导致冒烟或起火。
使用时切勿放置易燃物体、重物，或用毛巾、坐垫等覆盖电器

请勿用在手以外的部位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故障。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故障或发霉。

不要沾水、浇水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冒烟、起火或机身破裂。
切勿将电器投进火中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或故障。
请勿摔下或撞击机体

以免热量堆积导致外壳变形，引发火灾或导致触电。
请勿用布或遮罩覆盖电源适配器

连接不良有机会导致触电或起火。
请确保插头，USB充电线牢固插好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发热 、起火。

若产品停止工作或出现异常时，请立即停止操作和充
电， 并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切断机体的电源。

可能导致触电、 短路或起火。

拔下电源插头时， 切勿拉扯USB线， 务必手持插头
拔出

绝缘劣化可能导致触电或漏电火灾。
长时间不用时， 务必从插座上拔下电源适配器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身体不适。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身体不适。

使用前请先确认机体内部是否夹有异物

否则可能导致故障、受伤。

否则可能导致故障或意外。

使用时请将机体水平放置

初次使用时， 请将强度设为1

长时间使用可能会损坏肌肉和神经。
使用时间为每个部位10分钟以内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受伤。
请勿穿戴戒指、手镯、美甲装饰等饰品使用本产品

否则可能导致身体不适、 意外或受伤。
请勿在饭后或酒后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指甲过长者请勿使用

在无意识状态中使用,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或受伤。
使用过程中请勿睡眠

否则可能导致起火或触电。

请勿损坏、 过度弯曲、 扭曲、 重物重压、 挤压、 捆
扎、 改装电源线或适配器

否则可能造成冒烟、发火的可能。
不可放入微波炉等加热调理器、高压容器内

否则可能导故障。
请勿置于冰箱中存放

不可炎炎烈日下的车内、火旁、火炉旁、强光直射的高温
场所保管。否则会造成变形、故障、烫伤的可能。

不可以高温场所保管、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受伤。
保养时务必切断电源，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插入电源适配器时，请勿使用松动的插座。以免引发
火灾或导致触电。

请勿将电源适配器接在松动的插座上

切勿用湿手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触电或故障。

切勿用于浴室等湿度高的地方

注 意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身体不适。
请勿与其他治疗仪器同时使用

请勿多人同时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受伤。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或受伤。



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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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属于受管制类医疗器具，是一款通过气囊加压来按摩手部的产品。从指尖到手腕，包裹整个手部进行
按摩。附带加热和振动功能，缓缓加热温暖手部的同时，以舒适的振动频率按摩放松手部。

十层气囊按摩。

按摩、推拿的替代品适合家中使用。

从指尖到手掌，逐步升温。

分指式设计，贴合各个部位
按摩。

※温热42℃为参考温度

利用振动功能进一
步放松。

注 意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短路或起火。
定期清洁电源插头，以免灰尘堆积

电池已完全放电时、将不能使用请六个月。
请六个月充电一次

本产品仅限单手使用。否则可能会引发事故或受伤。
请勿将双手伸入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請勿用於寵物

请勿用汽油、稀释剂、酒精等化学试剂擦拭。
除了使外觀惡化之外，還可能導致零件熔化。

保养时请勿使用化学试剂

产品特点

●3大功能集中护理手部

＜使用目的・効果＞

加压

温热42℃※

振動

●从指尖到手腕，包裹整个手部进行按摩

●专为女性手部结构设计

●3段强度

●4模式LED彩灯放松身心。

●一次10分钟，护理省时

●USB充电式+无线便携

●抗菌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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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疲劳
・促进血液循环

  
・消除肌肉疲劳  
・缓解肌肉酸痛  
・减轻神经痛、肌肉
     疼痛

・缓解疲劳
・促进血液循环

  
・消除肌肉疲劳  
・缓解肌肉酸痛  
・减轻神经痛、肌肉
     疼痛



［正面］ ［側面］

［操作部分］

专用电源适配器

放松灯 电源输入端子
(USB Type-C)

USB Type - C

操作部分

电源插头

输出端子USB-A

USB -A

LED按钮：
切换放松灯的颜色

Hot按钮：
加热器功能的
ON/OFF切换

电源按钮：
・长按：电源ON/OFF  
・短按：强度切换(三个阶段)

振动按钮：
振功能的ON / 
OFF切换

强度显示

各部分名称

分指式设计

�

USB充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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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
请先确认机体及布料有无破损后再使用。使用前请确认操作按钮和计时器是否正常工作。出现异常时，请立
即停止使用并咨询经销商或制造商。

关于充電
本产品内置锂离子电池。购买后请先充电再使用。

1. 将随附的USB线与电源适配器连接。 2. 将USB线与机体连接，再将电源插头插到
插座上。

3. 机体的电源键缓慢闪烁，表示开始充电。 4. 电源按钮常亮表示充电完成。(充电时间:约3
小时）

·在连接了电源适配器和USB线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本产品按摩。 
·在连接电源适配器和USB线的状态下进行按摩时，将无法给机体充电。 
·若长时间不用，请每隔6个月充一次电。否则可能会因电池完全放电而无法使用。 
·充满电大约可使用7次。（使用所有功能，强度为3档时）
·使用时间因使用环境、负荷而异。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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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产品脏污，建议在使用过程中穿戴塑料手套
涂抹护手霜等时，请在使用过程中穿戴塑料手套。
随附的塑料手套为一次性用品，请勿清洗后二次利用。
请使用市售常规的塑料手套。

请沿着分指式设计把手伸入，手掌朝下。

长按电源键约2秒钟。
接通电源后，所有功能 (加压功能、加热功能、振动功能）
都将开启。
强度为1档。
放松灯为渐变模式。
大约10分钟后会自动停止工作。

左手 右手

使用方法

把手伸入

打开电源

长按 加热功能ON

开启振动功能 强度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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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按电源键可以切换气囊的强度。
※初次使用的用户，请从强度1开始使用。

强度1 强度2 强度3

强度选择

短按Hot按钮，可开启或关闭加热功能。
Hot按钮的LED灯熄灭时功能OFF，亮起时功能ON。

选择加热功能。

短按振动按钮，可开启或关闭振动功能。
振动按钮的LED灯熄灭时功能OFF，亮起时功能ON。

选择振动功能

短按

短按

短按

�



放鬆灯
渐变色

OFF

短按

短按LED按钮，可以改变放松灯的颜色。
产品开始工作时，放松灯从渐变色模式开始亮起，每按
一次开关就会切换颜色。

选择放松灯的
颜色

莓红色

水蓝色

青绿色

中途停止使用时，请长按电源按钮约2秒钟。

断电

・使用过程中若有痛感，请立即停止使用。
・使用时间为每天每个部位10分钟以内。
・在使用过程中切换功能或强度，产品都会在电源接通约10分钟后停止工作。
・加压功能无法关闭。

注意

��

长按



请用干燥的软布擦去污垢。
若污垢严重，请将软布湿水，充分拧干后轻轻擦拭。

清洁保养方法

故障诊断（疑为故障时）

・请勿用汽油、稀释剂、酒精等化学试剂擦拭。
・本产品并非防水设计。请勿使产品沾水或浸湿。
・机体的布料不可拆下。
・机体的布料不可拆洗。

注意

原因现 象 处理方法

端子不对应

无法充电

无法开启

不振动

不发热

使用随附的USB电缆

不是使用专用电源适配器 使用专用电源适配器

存放时间长
电池电量已完全放电、

按电源按钮的时间过短 按住电源按钮（约2秒钟）

充电

振动功能为OFF状态
请确认振动按钮是否亮起
若为熄灭状态，请短按振动按钮开启该功能

按摩力度过大 设置强度过大 请调小强度

按摩力度过小 设置强度过小 请调大强度

停止工作
开始工作10分钟后电源关闭 本产品约10分钟会自动停止，并非故障

电池没电了

电池没电了

充电

加热功能为OFF状态 请确认Hot按钮是否亮起
若为熄灭状态，请短按Hot按钮开启该功能。

无法使用。请每6个月充电一次，以免完全放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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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内置锂离子电池。废弃时请务必拆下锂离子电池。除了废弃产品外，请勿进行拆卸。

��

弃置的注意事项

万一有误吞下电池，请尽快咨询医生。
取出的锂离子电池请勿放置在婴幼儿能接触到的地方

・若液体不慎入眼，请勿揉搓眼睛，应尽快用清水冲洗后咨询医生。
・液体附着在身体和衣服上时，应用清水充分冲洗后咨询医生。

锂离子电池出现漏液时，请勿徒手触摸，应进行如下处理

・请勿投于火中,使其过度受热  ・请勿用钉子刺穿、冲击或进行分解改造。  ・请勿将电池正负极直接用
金属连接 。   ・请勿将电池与项链、发夹等金属物品一起存放 。 ・请勿在火炉边或烈日下等高温场所
使用。

取出的锂离子电池请勿充电或进行下列事项

警 告

（否则可能会导致发热、 起火、 爆炸）

锂离子电池的拆卸方法

注意
拆卸前请先将机体使用到完全无法工作，并确保没有接通电源。
以免导致电池短路。

１．将机体翻转，拆下橡胶部件和螺钉。(5处）
拆卸橡胶部件时请注意不要受伤。

２．将机体正面朝上，把上方的外壳挪开，拧
下两处螺钉。

※进行该操作后， 本产品将无法使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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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再次翻转拆下橡胶脚垫和螺钉。(4处）

４．拆开下方的外壳，逐一切断电池的导线。
注意：一起切断会导致电池短路。请务必逐一切断。

使用后，请勿当做家庭垃圾丢弃，应送往回收点
用完的充电式电池是宝贵的资源。为了回收再利用，请用胶带等封住电池
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送往最近的充电式电池回收点，或放入“充电式电池
回收箱”中。

５．在每根导线的前端分别缠上胶带。

・请避免在废弃处理操作中受伤。
・请勿使拆下的锂离子电池的导线（红色和黑色）相互接触。
     否则可能导致导致短路、烫伤
・请勿扭曲电池、施加强力或划伤电池。

注意

Li-io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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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一般的名称
医疗器械分类
品牌
输入电圧／电流
功率
额定操作时间
尺寸

机械设备 77 振动器
家用电动按摩器
管制类医器具
手部按摩器   llexam01

DC5V/最大2A

20W（加热器5W）
10分
170×245×109ｍｍ

重量
空气压力

加热器最高温度
使用温度
充电時間

约1150g

约108 kPa 以下

约45℃
10～40℃
约3时间

振动 4290次/分钟以下

制造商

制造商和分销商

Xiaman Emoka Health Science ＆Technology Co.,Ltd.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株式会社QUIX
大阪市中央区内本町1丁目2番5号YSKビル401
電話番号：06-7176-0565

规格

电源适配器
输入
输出
长度USB电源线

AC100-240V 50/60Hz

DC5V/最大2A

约1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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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ell, Ltd.
邮编151-8527 东京都涩谷区元代代木町3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