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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集团领导人凭着二十多年生产健康按摩产品经验，了解亚洲人对按摩
产品的特别需求，创立了                   品牌，并于2012年在香港大力拓展按摩产品市场，
更于2017年获得香港名牌殊荣。                    以香港作为基地，专注于研发、生产及
销售家庭健康器械。

                            秉持「科技提升生活质量」、「用心关爱家庭健康」的服务宗旨，不
断推出创新性的高品质产品                ， 产品不仅通过欧盟CE、美国UL/ETL、德国GS、
TUV、中国3C等多项国际品质和安全认证，同时申报并获得了多项国际专利。
                           
                            在集团创立者的领导下及企业使命的推动下，现已成为香港最具竞争
优势的家庭健康按摩品牌之一。                    企业在专注于研究按摩椅技术的基础上，
融入人们对生活的全新理解——简约、时尚的设计元素。                    本着关爱生活
的健康原则，努力致力于研发、设计、生产优质的家庭健康按摩产品，为家庭和办公
室人群提供高品质的健康按摩产品和全身全方位的健康解决方案。                  将「无
限关爱．源自点滴」的企业理念融入产品之中，将健康带到每个人的身边。



感谢您选购                     产品，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并特别
注意安全事项，以便正确操作及使用本产品。

本手册提供使用者安全及有效的操作模式，请在阅读后妥为收藏，以便
日后随时取出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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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环境
‧ 请勿在高度潮湿的环境如浴室中使用此产品。
‧ 在环境温度急剧变化时请勿立即使用此产品。
‧ 请勿在灰尘严重或有腐蚀性气体空间环境中使用此产品。
‧ 请勿在狭小空间或空气流通不畅处使用此产品。
‧ 使用完毕后请关闭电源，拔掉电源插头。
‧ 请勿在室温高于40°C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 请勿在室温低于5°C的环境下使用产品，因为润滑油的稠化可能会加大机器齿轮传动件的

磨损，影响使用寿命。
‧ 请勿在雷击时使用，并将电源插头拔离电源插座。
‧ 请将产品放置在平坦的地方使用。
‧ 请勿于室外使用。
‧ 请勿将产品放置在靠近火炉或阳光直射的地方。
‧ 如产品由低温储存处移到温暖环境使用时，内部金属机件可能会聚集水气而影响产品的正

常运作，甚至造成机器损坏，建议移动后将产品在正常室温放置一小时后再开机使用。

1. 重要安全警告

‧ 勿使儿童及宠物接近此产品的可活动部分，以免小腿架及靠背升降时造成意外。
‧ 在使用过程中、使其滑动时或机器移动时，请务必确认周围（产品的后、下部、前部及两

旁）没有人或宠物，亦请确认无异物或宠物进入产品内，以免造成意外。
‧ 请使用与此产品匹配的电源。
‧ 用后或清洁前请拔离电源插头，以免造成设备或人身损害。
‧ 不可使用未推荐的配件及附件。
‧ 请勿在室外使用此产品。
‧ 请仔细参阅本操作手册之后再按本手册指示使用此产品。
‧ 禁止将此产品用于本手册未列出的其它用途。
‧ 建议使用时间为20分钟。
‧ 使用前，请检查机件是否破损，如有破损请立即停止使用，请联络本公司来修理。
‧ 盖套布破损或损坏时不得使用此产品。
‧ 请勿在此产品外壳或外套破损的情况下使用。
‧ 请勿使任何物品落入此产品内。
‧ 使用此产品过程中不可睡觉。
‧ 醉酒或感觉不适时请勿使用此产品。
‧ 请勿在进餐之后一小时内使用此产品。
‧ 使用此产品时请勿过分用力，以免受伤。
‧ 不在裤子口袋里装着硬物的情况下使用。
‧ 电源插头上附着针、垃圾或水份时不可使用。
‧ 电源线破损时，请勿私自拆卸更换，应联络本公司更换修理。

3. 如有以下症状，请先咨询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方可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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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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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5. 产品保养和维护
‧ 本产品只能由本公司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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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使用此产品。
‧ 若长期不用应将此产品电源线卷起。并把此产品贮存在干燥无尘的环境中。
‧ 切勿将此产品贮存在高温或明火附近。勿使阳光长期直射。
‧ 请用干布清洁此产品。不可使用稀释剂、苯或酒精。
‧ 本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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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产品。
‧ 在不平整地面上勿使此产品滚动或拖动，需抬起后搬移。
‧ 请间歇使用，不应使此产品长期连续运转。

‧ 产品有发热功能，对热不敏感的人使用时必须注意。
‧ 正在接受医生治疗者，特别是身体感到异常者。
‧ 皮肤有创伤者。
‧ 以康复为目的者。

6. 常见现象处理

‧ 请勿在产品上放置重物。
‧ 请勿在使用本机的同时使用其它治疗仪器。
‧ 请勿用于治疗目的。
‧ 本产品仅限一人使用，请勿两人或以上同时使用。
‧ 建议每次使用本产品20分钟内为宜。
‧ 产品下可放置一张垫子以防地板或地毯受损。
‧ 检查电压是否符合此产品的规格要求。
‧ 请勿使用湿手拔插电源插头。
‧ 勿使水进入此产品内，避免触电或使此产品受损。
‧ 插拔电源插头时切勿拉拽电源线，不可过于粗暴。
‧ 切勿使电线受损或更改此产品电路。
‧ 切勿用湿布清洁此产品电源开关、插头等可带电部位。
‧ 如果发生停电应该离开此产品，以免电力突然恢复时导致伤害。
‧ 如果在使用中感到此产品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向本公司咨询。
‧ 如果您在使用此产品期间感到身体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医生咨询。
‧ 本产品不提供给身体有残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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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监督与指导。
‧ 儿童必须被监督以确保他们不会拿产品来玩耍。
‧ 如果产品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本公司的专业人员更换。
‧ 请勿骑在产品扶手上，以免导致受伤或故障。
‧ 不要将电源线靠近热的或运动的物体。
‧ 移动前必须切断电源，拔掉插头。
‧ 如果发现产品损坏、破裂、漏电及相关部位暴露出来时禁止使用。

‧ 运行中发出电机声：属正常运作声音。
‧ 遥控器无法正常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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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产品运作停止：额定时间到，此产品自动启动关闭按键；此产品连续工作时间过长，
  温控保护开关自动关机，可让此产品休息半小时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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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按摩椅工作躺倒时小腿上升，人不得对小腿施加重力，防止按摩椅前倒，以避免造成产品
损坏或人身伤害。

在坐上按摩椅之前需确认按摩机械手不能停留在坐垫位置，以免人体重力下压过程中对臀
部造成不适，以及造成按摩机械手损坏。

禁止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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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在开启零重力躺卧功能时，务必留意小腿底部和靠背下是否有儿童和宠物在按摩椅下逗留
或者是玩耍，否则产品会一直压下去，会造成产品损坏和人身伤害。

在待机或者已接通电源状态下，请勿让儿童拆拉电源线，如用力强行拆拉导致电源线连接
线插头内侧插针损坏，会造成产品损坏或身体意外触电；建议在不使按摩椅时拔下电源线
收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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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件名称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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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头部靠垫
2、蓝牙数字音响
3、上手臂气压组件
4、手臂气压组件
5、凸点按摩带及磁疗
6、遥控器或手机放置架
7、USB充电插口
8、小腿架
9、搁脚架
10、腰部气压
11、扶手
12、扶手快速遥控器
13、嵌⼊式意境灯
14、扶手装饰
15、侧罩
16、靠背盖
17、遥控器
18、驱动盒盖
19、移动滚轮
20、电源线与插头
21、保险盒
22、遥控器线插口
23、电源开关
24、电源线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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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件名称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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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有指压、揉捏、拍打、敲击、揉捏拍打、揉压同步六种模拟按摩手法。

‧ 设有肩部自动检测定位。

‧ 设有自动按摩功能：自动按摩包括肩颈呵护、背臀呵护、腰脊牵引、轻松活力、舒适安
睡、手机一族、塑形美臀、泰式拉筋、轻松排毒、轻松放松、推拿热疗、全身保健、身心
放松、运动复原、正脊正⻣、办公养生等16 种自动按摩功能。

‧ 设有上半身手动按摩功能（全身、定点、局部三种按摩部位选择，各按摩手法速度均有五
档可调整，在定点和局部状态下，机械手可上、下位置调整功能；在拍打、指压、敲击按
摩时，按摩球的宽度有宽、中、窄三档选择）。

‧ 气压按摩功能包括全身气压、上半身气压 (手臂气压, 腰部气压)、腿部气压三种模式选择, 
三档强度

‧ 设有小腿揉搓功能：可缓解久站导致的小腿肌肉僵硬或紧张。

‧ 设有足底滚轮按摩功能。

‧ 设有小腿采用无级伸缩调节功能，适应不同人身高使用。

‧ 背部热疗功能：采用碳纤维为远红外热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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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靠背架导轨采用SL型超长曲线导轨技术，完全贴合人体背部曲线，从头部至大腿都能享受
贴身按摩。

‧ 音乐播放系统：左右上手臂内置3D数字音响。可利用智慧设备的蓝⽛功能，进行无线连接
播放音乐。

‧ 在左右手掌气囊袋中设有凸点按摩带及磁疗功能。

‧ 左扶手上设有开关键、小腿架升降键、自动模式键、联动调节键、零重力键等五种扶手快
速键。

‧ 右扶手上面设有USB充电功能。

‧ 两侧扶手配置LED意境灯。

‧ 配置 LCD萤幕遥控器。

‧ 关机自动起坐功能，机械手自动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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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件名称及功能

注：具体显示以实物为准!

LCD液晶显示屏

电源键

暂停\开始键

加热键

自动躺卧键

小腿架上升键

自动按摩键

气压模式键

手动按摩键

足底滚轮键

肩位上下调节键

起坐键

小腿架下降键

躺卧键

气压强度键

小腿揉搓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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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一. 接通整机电源

二. 开始按摩

接通方法示意图 产品电源开关位置示意图

FUSE: F4AL 250VPOWER INPUT ON/OFF

1. 按下电源键，启动按摩，默认为F1肩颈呵护 。
2. 自动⻆度调整。
3. 自动进行人体肩部位置检测，保持坐姿与按摩椅贴合。
4. 如果检测到的肩部位置与实际肩部位置有偏差，通过肩部位置调整上、下键调整到合

适位置。肩部位置共10档。在10秒内无肩部位置调整，则自动进入按摩功能。

注意：在开机的过程中可以选择自动功能，重复选择同一个自动功能可以跳过开机流程，
直接进⼊按摩。

在肩部位置和按摩指压点检测过程中(遥控器萤幕有显示肩部位置调节图示并听到遥控器发出
“嘀嘀”音，同时再按肩位上下调节键进行肩部位置调节)，此时也可以按16种自动按摩功能键
（肩颈呵护、背臀呵护、腰脊牵引、轻松活力、舒适安睡、手机一族、塑形美臀、泰式拉筋、
轻松排毒、轻松放松、推拿热疗、全身保健、身心放松、运动复原、正脊正⻣、办公养生）中
任意键并进⼊该功能按摩（可直接跳过第4步骤）。

按键 描述 顯示

肩位调节(上键)

肩位调节(下键)

向上调整按摩球位置，使其到达合适的肩部位置。

向下调整按摩球位置，使其到达合适的肩部位置。

位置过高
位置适当
位置过低

Shoulder
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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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自動按摩

功能

自动
按摩

按键 描述 显示

肩颈呵护 : 针对颈肩的独特按摩手法，通过针
对颈椎、肩胛的有效按摩，缓解颈肩酸痛，改
善脑部供血。

背臀呵护 : 针对臂部和大腿的按摩，使身体塑
形，减少多余脂肪堆积。

腰脊牵引 : 小腿和靠背调到最高位，在调整小
腿和靠背位置时，按摩球要在腰部进行揉捏按
摩。

轻松活力 : 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得到休息，
通过全身肌肉的整体按摩，快速唤醒身体各项
机能，开始元气满满的新一天。

舒适安睡 : 通过针对十二大养生腧穴的按摩帮
助身体调理平衡，快速改善睡眠，提升睡眠品
质。

手机一族 : 改善肩颈酸痛，通过对玉枕穴、大
椎穴的按摩改善脑部供血，加热自动开启，以
促进肩颈血液循环。

塑形美臀 : 针对臂部和大腿的按摩，使身体塑
形，减少多余脂肪堆积，加热自动开启，以促
进血液循环。

泰式拉筋 : 采用泰式按摩手法，针对身体进行
拉伸，全面缓解身体的疲劳及酸痛。

轻松排毒 : 注重于腰臀部位按摩，推拿与揉拍
按摩为主。

F1 Auto

F2 Auto

F3 Auto

F4 Auto

F5 Auto

F6 Auto

F7 Auto

F8 Auto

A1 Auto

肩頸

背腰

牽引

更多

輕鬆/M1

舒適/M1



轻松放松 : 指压与推拿按摩为主。中等速度的
摇摆按摩。

推拿热疗 : 在背部与腰部注重推拿按摩，在肩
颈与腰部注重揉捏按摩，加热自动开启，以促
进血液循环。

P.10

使用方法

自动
按摩

A2 Auto

A3 Auto

全身保健 : 针对经络进行疏通，快速改善身体
微循环，提升免疫力。

A4 Auto

身心放松：放松身体，恢复疲劳，宁心安神。 A5 Auto

自动
按摩

记忆按摩1 Memory

记忆按摩2 Memory

运动复原：迅速恢复运动后的身体疲劳。 A6 Auto

正脊正骨 : 改善含胸驼背，针对每一节脊椎进
行按摩，呵护脊柱健康，改善椎间盘突出。

A7 Auto

办公养生：针对办公室久坐，通过按摩增加身
体的运动量，改善机体功能。

记忆程式
选择“轻松/M1”或者“ 舒适/M2"其中一个键，长按3秒，进⼊调用储存功能M1或
M2，则会恢复到以前记忆存取的按摩设置状态进行按摩。

A8 Auto

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更多

輕鬆/M1

舒適/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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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球的调整

手動按摩

气压按摩

手法

速度

宽度

强度

背部
舒展

气压
模式

指压：速度、宽度。

揉捏 : 速度。

拍打 : 速度、寬度。

揉捏拍打 : 速度。

敲击 : 速度、宽度。

揉压：速度。

5档速度可调整。

3档宽度可调整。

固定位置定点按摩。

全气压 : 以手臂、腿部、脚部、腰部进行气压按摩。

小范围局部往返按摩。

腰部及手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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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三档可调整。

全程往返按摩。

按摩位置调整（在定点、局部模式
下，可调整按摩位置）。

机械手上行

机械手下行

手法

速度

寬度

氣壓

強度

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功能 按键 显示



小腿揉搓
小腿
揉搓 按此键开启或关闭小腿揉捏按摩功能。

小腿揉搓

加熱加热 按此键开启或关闭背部远红外热疗，开启3分钟
后会温热。

在按摩过程中按此键，所有按摩动会作紧急暂
停(暂停20分钟后直接关机)，再按此键恢复暂停
前的所有按摩动作。

加热按摩

足底滾輪

P.12

使用方法

足底
滚轮

按此键开启或关闭足底滚轮按摩，并设有弱、
中、强三档强度可调整。

手动按摩

躺卧⻆度调整

暂停/启动

按住此键，靠背架缓缓上升，小腿架缓缓下降，并发出“嘀...
嘀...”的声音，直到到顶停止。释放则⽴即停止起坐。起坐键

按住此键，靠背架缓缓下降，小腿架缓缓上升，并发出“嘀...
嘀...”的声音，直到到底停止。释放则⽴即停止躺卧。躺卧键

按住此键，小腿架缓缓上升，并发出“嘀...嘀…”的声音，直
到到顶停止，释放则停止调整。

小腿架
上升键

按住此键，小腿架缓缓下降，并发出“嘀...嘀…”的声音，直
到到底停止，释放则停止调整。 

小腿架
下降键

每按一次键，切换一种自动躺卧模式，共三种模式，循环
切换。零重力键

暂停/启动按摩键

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功能 按键 描述 显示

功能 按键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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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开关键：开启按摩椅。
2. 小腿架升降键：调节小腿架上升或下降。
3. 自动键：开启自动按摩功能。
4. 联动调节键：联动调节靠背架升降调节。
5. 零重力键：调整到按摩椅零重力⻆度。

三、扶手快速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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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扶手

遥控器或手机放置架

USB充电插口

使用方法

按键 描述

电源键：按此键开启或关闭所有按摩功能。

联动起坐：将按键向下按靠背缓缓上升，同时小腿架缓缓下降，释放
则停止靠背上升或小腿下降。

联动躺卧：将按键向上提靠背缓缓下降，同时小腿架缓缓上升，释放
则停止靠背下降或小腿上升。

零重力键：每按一次键，自动调整小腿架和靠背架位置到零重力位
置，共三种零重力躺卧模式，循环切换。

小腿架上升键：将按键向上提小腿架缓缓上升，释放则停止小腿架上
升。

小腿架下降键：将按键向下按小腿架缓缓下降，释放则停止小腿架下
降。

自动模式键：每按一次，自动按摩功能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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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电源开关位置示图 切断电源方法示意图

使用方法

四、蓝⽛音响播放操作说明

1. 进⼊音源设备主功能表，打开“设置”--选择“蓝⽛”选项--打开“蓝⽛”--蓝⽛自动“搜索新的
蓝⽛设备”进行搜索。

2. 音源设备将搜索到相应的蓝⽛型号(如IMCM-XXXX)，点击配对按钮，如询问是否与该设
备配对，选择“配对”即可完成配对。

3. 打开音源设备的音乐播放机，选择歌曲进行播放。

五、关闭电源，结束按摩

1. 在按摩过程中，按下电源开关键，⽴即关闭所有按摩功能，靠背架和小腿架自动复位，
按摩机械手复位。或按摩定时时间到，⽴即关闭所有按摩功能，靠背架和小腿架不复位。

2. 记忆功能储存：显示屏Memory会闪烁指示，此时可按下记忆功能键M1，M2中的任一
键，储存按摩结束前的按摩选择状态。

3. 切断整机电源。附图（整机电源切断示意图）。

六、小腿架安装说明

1. 将小腿架和按摩椅上的气管与线束相连后，再解开固定管线带，将连接部分塞进座架内
(图1)。

2. 将小腿架的左右两侧圆管放在小腿支撑座上(图2)。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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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将小腿架固定盖翻转盖住小腿架的两侧圆管(图3)。
4. 再用2颗(左右各1颗)M4螺钉将小腿紧固在按摩椅上，检查上下翻动是否有异常，管线是

否有折住现象，如没有，小腿架安装完成(图4) 。

七、头部靠垫、靠背垫的拆装与使用

使用头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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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靠垫 
(推荐使用头部靠垫)。靠背垫与靠背通过拉链连接 (1)，头部靠垫与靠背垫通过拉链连
接(2)。

拉链 拉链



使用方法

⼋、地板保护

按摩椅经长时间的重压，可能会使地板起伤痕，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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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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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移动方法

确定所有电线拔离按摩椅后，靠背向下压到一定的⻆度（重心落在滑轮上时），即可
用手扶着按摩椅向前推动，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将按摩椅轻扶放回正常⻆度。 (注意：
在移动时务必先关闭电源开关再拔掉电源线及遥控器连接线)。

P.17

警告
按摩椅后面的移动滑轮只适合短距离慢速推动，如进行长距离的搬运，请使
用其它辅助移动工具移动此按摩椅！



清洁
‧ 清洁之前，请确认电源开关已经关闭，电源线插头已经从插座拔出。
‧ 产品和控制面板的表面请用柔软的布进行擦拭清洁。

注 意

‧ 如有上述现象，为防止故障和事故的发生，请停止使用产品。
‧ 切断电源开关，拔下电源插头，并与本公司联络。
‧ 切勿私自拆卸修理。

温馨提示
‧ 长年使用时，请务必检查是否有以下症状：

* 有焦糊气味。
* 触动导线后有时通电，有时断电。
* 电源线发热。
* 电源线是否破损。
* 其它异常。

注 意

‧ 切勿湿手拔插电源插头。
‧ 切勿用水冲洗产品，或将水或其它液体弄到产品内部。
‧ 切勿使用苯或稀释剂等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来清洁产品，否则可

能会造成产品褪色，产品结构受到腐蚀、开裂。
‧ 产品潮湿时，请勿拆卸或使用产品，让产品自然干燥即可。

注 意
切勿将产品放置于阳光直接照射或高温的场所，以免造成产品褪色
及机件损坏。

保养
‧ 确认电源开关关闭，电源线插头已经从插座拔出。
‧ 请保持产品清洁并远离高湿度或高温的场所以及有挥发性气体的环境。
‧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产品，请用防尘罩 (请自行购买) 套住产品，防止落入灰尘。

产品的清洁、保养

PU合成皮革的保养及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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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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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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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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皮革的清洁方法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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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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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擦拭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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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合成皮革的保养方法与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极尚椅
产品型号    ：MAX-77A305
额定电压    ：220-240V~50/60Hz
额定功率    ：150W
额定时间    ：20分钟
噪音     ：≤55dB
产品毛重    ：110千克
产品净重    ：90千克
产品尺寸(竖立)  ：154厘米 x 75.5厘米 x 115厘米
产品尺寸(伸展)  ：193厘米 x 75.5厘米 x 87厘米
安全结构    ：Class I
执行标准    ：GB4706.1-2005 GB4706.10-2008

产品技术与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