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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介紹

                           集團領導人憑著二十多年生產健康按摩產品經驗，了解亞洲人對按摩
產品的特別需求，創立了                   品牌，並於2012年在香港大力拓展按摩產品市場，
更於2017年獲得香港名牌殊榮。                   以香港作為基地，專注於研發、生產及銷
售家庭健康器械。

                           秉持「科技提升生活質量」、「用心關愛家庭健康」的服務宗旨，不
斷推出創新性的高品質產品，                   產品不僅通過歐盟CE、美國UL/ETL、德國GS、
TUV、中國3C等多項國際品質和安全認證，同時申報並獲得了多項國際專利。

                           在集團創立者的領導下及企業使命的推動下，現已成為香港最具競爭
優勢的家庭健康按摩品牌之一。                   企業在專注於研究按摩椅技術的基礎上，
融入人們對生活的全新理解——簡約、時尚的設計元素。                   本著關愛生活的
健康原則，努力致力於研發、設計、生產優質的家庭健康按摩產品，為家庭和辦公室
人群提供高品質的健康按摩產品和全身全方位的健康解決方案。                   將「無限
關愛．源自點滴」的企業理念融入產品之中，將健康帶到每個人的身邊。



感謝您選購                   產品，使用前請仔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並特別
注意安全事項，以便正確操作及使用本產品。

本手冊提供使用者安全及有效的操作模式，請在閱讀後妥為收藏，以便
日後隨時取出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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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環境
‧ 請勿在高度潮濕的環境如浴室中使用此產品。
‧ 在環境溫度急劇變化時請勿立即使用此產品。
‧ 請勿在灰塵嚴重或有腐蝕性氣體空間環境中使用此產品。
‧ 請勿在狹小空間或空氣流通不暢處使用此產品。
‧ 使用完畢後請關閉電源，拔掉電源插頭。
‧ 請勿在室溫高於40°C的環境下使用本產品。
‧ 請勿在室溫低於5°C的環境下使用產品，因為潤滑油的稠化可能會加大機器齒輪傳動件的

磨損，影響使用壽命。
‧ 請勿在雷擊時使用，並將電源插頭拔離電源插座。
‧ 請將產品放置在平坦的地方使用。
‧ 請勿於室外使用。
‧ 請勿將產品放置在靠近火爐或陽光直射的地方。
‧ 如產品由低溫儲存處移到溫暖環境使用時，內部金屬機件可能會聚集水氣而影響產品的正

常運作，甚至造成機器損壞，建議移動後將產品在正常室溫放置一小時後再開機使用。

1. 重要安全警告

‧ 勿使兒童及寵物接近此產品的可活動部分，以免小腿架及靠背升降時造成意外。
‧ 在使用過程中、使其滑動時或機器移動時，請務必確認周圍（產品的後、下部、前部及兩

旁）沒有人或寵物，亦請確認無異物或寵物進入產品內，以免造成意外。
‧ 請使用與此產品匹配的電源。
‧ 用後或清潔前請拔離電源插頭，以免造成設備或人身損害。
‧ 不可使用未推薦的配件及附件。
‧ 請勿在室外使用此產品。
‧ 請仔細參閱本操作手冊之後再按本手冊指示使用此產品。
‧ 禁止將此產品用於本手冊未列出的其它用途。
‧ 建議使用時間為20分鐘。
‧ 使用前，請檢查機件是否破損，如有破損請立即停止使用，請聯絡本公司來修理。
‧ 蓋套布破損或損壞時不得使用此產品。
‧ 請勿在此產品外殼或外套破損的情況下使用。
‧ 請勿使任何物品落入此產品內。
‧ 使用此產品過程中不可睡覺。
‧ 醉酒或感覺不適時請勿使用此產品。
‧ 請勿在進餐之後一小時內使用此產品。
‧ 使用此產品時請勿過分用力，以免受傷。
‧ 不在褲子口袋裡裝著硬物的情況下使用。
‧ 電源插頭上附著針、垃圾或水份時不可使用。
‧ 電源線破損時，請勿私自拆卸更換，應聯絡本公司更換修理。

3. 如有以下症狀，請先諮詢醫生，在醫生指導下方可使用
‧ 骨質疏鬆症患者。
‧ 具有心臟問題以及佩戴電子醫療器如心臟起搏器者。
‧ 發高燒者。
‧ 孕婦或經期婦女。
‧ 身體有創傷或體表患病者。
‧ 無人監管時十四歲以下兒童及神志不清者禁止使用本產品。
‧ 經醫生囑咐需要休養或感覺身體不適者。
‧ 身體潮濕時禁止使用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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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5. 產品保養和維護
‧ 本產品只能由本公司維修。用戶不可自行拆卸或修理。
‧ 請記住在使用後關閉總電源開關。
‧ 電源插座鬆動時，切勿使用此產品。
‧ 若長期不用應將此產品電源線卷起。並把此產品貯存在乾燥無塵的環境中。
‧ 切勿將此產品貯存在高溫或明火附近。勿使陽光長期直射。
‧ 請用乾布清潔此產品。不可使用稀釋劑、苯或酒精。
‧ 本產品機械裝置經特別設計與製造，無需特別維護。
‧ 不可用尖銳物品剌向此產品。
‧ 在不平整地面上勿使此產品滾動或拖動，需抬起後搬移。
‧ 請間歇使用，不應使此產品長期連續運轉。

‧ 產品有發熱功能，對熱不敏感的人使用時必須注意。
‧ 正在接受醫生治療者，特別是身體感到異常者。
‧ 皮膚有創傷者。
‧ 以康復為目的者。

6. 常見現象處理

‧ 請勿在產品上放置重物。
‧ 請勿在使用本機的同時使用其它治療儀器。
‧ 請勿用於治療目的。
‧ 本產品僅限一人使用，請勿兩人或以上同時使用。
‧ 建議每次使用本產品20分鐘內為宜。
‧ 產品下可放置一張墊子以防地板或地毯受損。
‧ 檢查電壓是否符合此產品的規格要求。
‧ 請勿使用濕手拔插電源插頭。
‧ 勿使水進入此產品內，避免觸電或使此產品受損。
‧ 插拔電源插頭時切勿拉拽電源線，不可過於粗暴。
‧ 切勿使電線受損或更改此產品電路。
‧ 切勿用濕布清潔此產品電源開關、插頭等可帶電部位。
‧ 如果發生停電應該離開此產品，以免電力突然恢復時導致傷害。
‧ 如果在使用中感到此產品異常請立即停止使用，並向本公司諮詢。
‧ 如果您在使用此產品期間感到身體異常請立即停止使用，並向醫生諮詢。
‧ 本產品不提供給身體有殘障、感觀或神經有缺陷或缺乏經驗與常識的人士（包括兒童）使

用，除非他們得到那些對他們的安全負責的人員關於如何使用該產品的監督與指導。
‧ 兒童必須被監督以確保他們不會拿產品來玩耍。
‧ 如果產品損壞，為了避免危險，必須由本公司的專業人員更換。
‧ 請勿騎在產品扶手上，以免導致受傷或故障。
‧ 不要將電源線靠近熱的或運動的物體。
‧ 移動前必須切斷電源，拔掉插頭。
‧ 如果發現產品損壞、破裂、漏電及相關部位暴露出來時禁止使用。

‧ 運行中發出電機聲：屬正常運作聲音。
‧ 遙控器無法正常運作：檢查電源插頭與電源插座連接是否可靠；檢查電源開關是否打開。
‧ 本產品運作停止：額定時間到，此產品自動啟動關閉按鍵；此產品連續工作時間過長，
  溫控保護開關自動關機，可讓此產品休息半小時後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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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按摩椅工作躺倒時小腿上升，人不得對小腿施加重力，防止按摩椅前倒，以避免造成產品
損壞或人身傷害。

在坐上按摩椅之前需確認按摩機械手不能停留在坐墊位置，以免人體重力下壓過程中對臀
部造成不適，以及造成按摩機械手損壞。

禁止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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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警告

在開啟零重力躺臥功能時，務必留意小腿底部和靠背下是否有兒童和寵物在按摩椅下逗留
或者是玩耍，否則產品會一直壓下去，會造成產品損壞和人身傷害。

在待機或者已接通電源狀態下，請勿讓兒童拆拉電源線，如用力強行拆拉導致電源線連接
線插頭內側插針損壞，會造成產品損壞或身體意外觸電；建議在不使按摩椅時拔下電源線
收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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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件名稱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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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T5AL 250V

POWER INPUT
CONTROLLER JACK 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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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頭部靠墊 
2、藍牙數字音響 
3、上手臂氣壓組件 
4、手臂氣壓組件
5、凸點按摩帶及磁療 
6、遙控器或手機放置架 
7、USB充電插口  
8、小腿架
9、擱腳架
10、腰部氣壓
11、扶手
12、扶手快速遙控器
13、嵌⼊式意境燈
14、扶手裝飾
15、側罩
16、靠背蓋
17、遙控器
18、驅動盒蓋
19、移動滾輪
20、電源線與插頭
21、保險盒
22、遙控器線插口
23、電源開關
24、電源線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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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件名稱及功能

功能：

‧ 本產品設計了一組能上下行走、四輪驅動、靜音設計的按摩機械手。 

‧ 設有指壓、揉捏、拍打、敲擊、揉捏拍打、揉壓同步六種模擬按摩手法。 

‧ 設有肩部自動檢測定位。 

‧ 設有自動按摩功能：自動按摩包括肩頸呵護、背臀呵護、腰脊牽引、輕鬆活力、舒適安
睡、手機一族、塑形美臀、泰式拉筋、輕鬆排毒、輕鬆放鬆、推拿熱療、全身保健、身心
放鬆、運動復原、正脊正⻣、辦公養生等16 種自動按摩功能。 

‧ 設有上半身手動按摩功能（全身、定點、局部三種按摩部位選擇，各按摩手法速度均有五
檔可調整，在定點和局部狀態下，機械手可上、下位置調整功能；在拍打、指壓、敲擊按
摩時，按摩球的寬度有寬、中、窄三檔選擇）。

‧ 氣壓按摩功能包括全身氣壓、上半身氣壓 (手臂氣壓, 腰部氣壓)、腿部氣壓三種模式選擇, 
三檔強度 

‧ 設有小腿揉搓功能：可緩解久站導致的小腿肌肉僵硬或緊張。

‧ 設有足底滾輪按摩功能。

‧ 設有小腿採用無級伸縮調節功能，適應不同人身高使用。

‧ 背部熱療功能：採用碳纖維為遠紅外熱源。

‧ 靠背架下躺採用滑軌技術使靠背離牆始終保持零空間，最大限度節約空間。

‧ 靠背架導軌採用SL型超長曲線導軌技術，完全貼合人體背部曲線，從頭部至大腿都能享受
貼身按摩。

‧ 音樂播放系統：左右上手臂內置3D數字音響。可利用智慧設備的藍⽛功能，進行无線連接
播放音樂。

‧ 在左右手掌氣囊袋中設有凸點按摩帶及磁療功能。

‧ 左扶手上設有開關鍵、小腿架升降鍵、自動模式鍵、聯動調節鍵、零重力鍵等五種扶手快
速鍵。

‧ 右扶手上面設有USB充電功能。

‧ 兩側扶手配置LED意境燈。

‧ 配置 LCD螢幕遙控器。

‧ 關機自動起坐功能，機械手自動復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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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件名稱及功能

注：具體顯示以實物為準!

LCD液晶顯示屏

電源鍵

暫停\開始鍵

加熱鍵

自動躺臥鍵

小腿架上升鍵

自動按摩鍵

氣壓模式鍵

手動按摩鍵

足底滾輪鍵

肩位上下調節鍵

起坐鍵

小腿架下降鍵

躺臥鍵

氣壓強度鍵

小腿揉搓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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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一. 接通整機電源

二. 開始按摩

接通方法示意圖 產品電源開關位置示意圖

FUSE: F4AL 250VPOWER INPUT ON/OFF

1.  按下電源鍵，啟動按摩，默認為F1肩頸呵護 。
2. 自動⻆度調整。
3. 自動進行人體肩部位置檢測，保持坐姿與按摩椅貼合。
4. 如果檢測到的肩部位置與實際肩部位置有偏差，通過肩部位置調整上、下鍵調整到合

適位置。肩部位置共10檔。在10秒內無肩部位置調整，則自動進入按摩功能。

注意：在開機的過程中可以選擇自動功能，重複選擇同一個自動功能可以跳過開機流程，
直接進⼊按摩。

在肩部位置和按摩指壓點檢測過程中(遙控器螢幕有顯示肩部位置調節圖示並聽到遙控器發出
“嘀嘀”音，同時再按肩位上下調節鍵進行肩部位置調節)，此時也可以按16種自動按摩功能鍵
（肩頸呵護、背臀呵護、腰脊牽引、輕鬆活力、舒適安睡、手機一族、塑形美臀、泰式拉筋、
輕鬆排毒、輕鬆放鬆、推拿熱療、全身保健、身心放鬆、運動復原、正脊正⻣、辦公養生）中
任意鍵並進⼊該功能按摩（可直接跳過第4步驟）。

按鍵 描述 顯示

肩位調節(上鍵)

肩位調節(下鍵)

向上調整按摩球位置，使其到達合適的肩部位置。

向下調整按摩球位置，使其到達合適的肩部位置。

位置過高
位置適當
位置過低

Shoulder
ad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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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自動按摩

功能

自動
按摩

按鍵 描述 顯示

肩頸呵護 : 針對頸肩的獨特按摩手法，通過針
對頸椎、肩胛的有效按摩，緩解頸肩酸痛，改
善腦部供血。

背臀呵護 : 針對臂部和大腿的按摩，使身體塑
形，減少多餘脂肪堆積。

腰脊牽引 : 小腿和靠背調到最高位，在調整小
腿和靠背位置時，按摩球要在腰部進行揉捏按
摩。

輕鬆活力 : 經過一夜的休息，身體得到休息，
通過全身肌肉的整體按摩，快速喚醒身體各項
機能，開始元氣滿滿的新一天。

舒適安睡 : 通過針對十二大養生腧穴的按摩幫
助身體調理平衡，快速改善睡眠，提升睡眠品
質。

手機一族 : 改善肩頸酸痛，通過對玉枕穴、大
椎穴的按摩改善腦部供血，加熱自動開啟，以
促進肩頸血液循環。

塑形美臀 : 針對臂部和大腿的按摩，使身體塑
形，減少多餘脂肪堆積，加熱自動開啟，以促
進血液循環。

泰式拉筋 : 採用泰式按摩手法，針對身體進行
拉伸，全面緩解身體的疲勞及酸痛。

輕鬆排毒 : 注重於腰臀部位按摩，推拿與揉拍
按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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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放鬆 : 指壓與推拿按摩為主。中等速度的
搖擺按摩。

推拿熱療 : 在背部與腰部注重推拿按摩，在肩
頸與腰部注重揉捏按摩，加熱自動開啟，以促
進血液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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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
按摩

A2 Auto

A3 Auto

全身保健 : 針對經絡進行疏通，快速改善身體
微循環，提升免疫力。

A4 Auto

身心放鬆：放鬆身體，恢復疲勞，寧心安神。 A5 Auto

自動
按摩

記憶按摩1 Memory

記憶按摩2 Memory

運動復原：迅速恢復運動後的身體疲勞。 A6 Auto

正脊正骨 : 改善含胸駝背，針對每一節脊椎進
行按摩，呵護脊柱健康，改善椎間盤突出。

A7 Auto

辦公養生：針對辦公室久坐，通過按摩增加身
體的運動量，改善機體功能。

記憶程式
選擇“輕鬆/M1”或者“ 舒適/M2"其中一個鍵，長按3秒，進⼊調用儲存功能M1或
M2，則會恢復到以前記憶存取的按摩設置狀態進行按摩。

A8 Auto

功能 按鍵 描述 顯示

更多

輕鬆/M1

舒適/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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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功能 按鍵 按摩球的調整 顯示

手動按摩

功能 按鍵 描述 顯示

氣壓按摩

手法

速度

寬度

強度

背部
舒展

氣壓
模式

指壓：速度、寬度。

揉捏 : 速度

拍打 : 速度、寬度。

揉捏拍打 : 速度。

敲擊 : 速度、寬度。

揉壓：速度。

5檔速度可調整。

3檔寬度可調整。

固定位置定點按摩。

全氣壓 : 以手臂、腿部、腳部、腰部進行氣壓按摩。

小範圍局部往返按摩。

腰部及手臂 : 為重點進行氣壓按摩。

腿部 : 以腿部、腳部為重點進行氣壓按摩。

共三檔可調整。

全程往返按摩。

按摩位置調整（在定點、局部模式
下，可調整按摩位置）。

機械手上行

機械手下行

手法

速度

寬度

氣壓

強度



小腿揉搓
小腿
揉搓 按此鍵開啟或關閉小腿揉捏按摩功能。 

功能 按鍵 描述 顯示

小腿揉搓

加熱加熱 按此鍵開啟或關閉背部遠紅外熱療，開啟3分鐘
後會溫熱。

在按摩過程中按此鍵，所有按摩動會作緊急暫
停(暫停20分鐘後直接關機)，再按此鍵恢復暫停
前的所有按摩動作。 

功能 按鍵 描述 顯示

加熱按摩

足底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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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足底
滾輪

按此鍵開啟或關閉足底滾輪按摩，並設有弱、
中、強三檔強度可調整。

功能 按鍵 描述 顯示

手動按摩

功能 按鍵 描述

躺臥⻆度調整

暫停/啟動

按住此鍵，靠背架緩緩上升，小腿架緩緩下降，並發出
“嘀...嘀...”的聲音，直到到頂停止。釋放則⽴即停止起坐。 起坐鍵

按住此鍵，靠背架緩緩下降，小腿架緩緩上升，並發出
“嘀...嘀...”的聲音，直到到底停止。釋放則⽴即停止躺臥。躺臥鍵

按住此鍵，小腿架緩緩上升，並發出“嘀...嘀…”的聲音，
直到到頂停止，釋放則停止調整。

小腿架
上升鍵

按住此鍵，小腿架緩緩下降，並發出“嘀...嘀…”的聲音，
直到到底停止，釋放則停止調整。 

小腿架
下降鍵

每按一次鍵，切換一種自動躺臥模式，共三種模式，循環
切換。 零重力鍵

功能 按鍵 描述 顯示

暫停/啟動按摩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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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開關鍵：開啟按摩椅。
2. 小腿架升降鍵：調節小腿架上升或下降。
3. 自動鍵：開啟自動按摩功能。
4. 聯動調節鍵：聯動調節靠背架升降調節。
5. 零重力鍵：調整到按摩椅零重力⻆度。 

三、扶手快速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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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扶手

遙控器或手機放置架

USB充電插口

使用方法

按鍵 描述

電源鍵：按此鍵開啟或關閉所有按摩功能。

聯動起坐：將按鍵向下按靠背緩緩上升，同時小腿架緩緩下降，釋放
則停止靠背上升或小腿下降。

聯動躺臥：將按鍵向上提靠背緩緩下降，同時小腿架緩緩上升，釋放
則停止靠背下降或小腿上升。

零重力鍵：每按一次鍵，自動調整小腿架和靠背架位置到零重力位
置，共三種零重力躺臥模式，循環切換。

小腿架上升鍵：將按鍵向上提小腿架緩緩上升，釋放則停止小腿架上
升。

小腿架下降鍵：將按鍵向下按小腿架緩緩下降，釋放則停止小腿架下
降。

自動模式鍵：每按一次，自動按摩功能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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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機電源開關位置示圖 切斷電源方法示意圖

使用方法

四、藍⽛音響播放操作說明

1. 進⼊音源設備主功能表，打開“設置”--選擇“藍⽛”選項--打開“藍⽛”--藍⽛自動
“搜索新的藍⽛設備”進行搜索。

2. 音源設備將搜索到相應的藍⽛型號(如IMCM-XXXX)，點擊配對按鈕，如詢問是否與該設
備配對，選擇“配對”即可完成配對。

3. 打開音源設備的音樂播放機，選擇歌曲進行播放。

五、關閉電源，結束按摩

1. 在按摩過程中，按下電源開關鍵，⽴即關閉所有按摩功能，靠背架和小腿架自動復位，
按摩機械手復位。或按摩定時時間到，⽴即關閉所有按摩功能，靠背架和小腿架不復位。

2. 記憶功能儲存：顯示屏Memory會閃爍指示，此時可按下記憶功能鍵M1，M2中的任一
鍵，儲存按摩結束前的按摩選擇狀態。

3. 切斷整機電源。附圖（整機電源切斷示意圖）。

六、小腿架安裝說明

1. 將小腿架和按摩椅上的氣管與線束相連後，再解開固定管線帶，將連接部分塞進座架內
(圖1)。

2. 將小腿架的左右兩側圓管放在小腿支撐座上(圖2)。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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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將小腿架固定蓋翻轉蓋住小腿架的兩側圓管(圖3)。
4. 再用2顆(左右各1顆)M4螺釘將小腿緊固在按摩椅上，檢查上下翻動是否有異常，管線是

否有折住現象，如沒有，小腿架安裝完成(圖4)。 

七、頭部靠墊、靠背墊的拆裝與使用

使用頭部靠墊可減少頸肩部揉捏按摩的力度，可根據您的需要決定是否使用頭部靠墊 
(推薦使用頭部靠墊)。靠背墊與靠背通過拉鍊連接 (1)，頭部靠墊與靠背墊通過拉鍊連
接(2)。

拉鍊 拉鍊



使用方法

⼋、地板保護

按摩椅經長時間的重壓，可能會使地板起傷痕，可以在按摩椅擺放處墊一張地毯或其它
緩衝介質，可以避免這種情況。

注意: 在不平的地面上及空間較小的地方請勿使用滑輪移動本機，如要移動，必須要兩人以上
合作抬動，在抬動時以小腿擋封板及靠背蓋凹槽處為著力點（請勿直接抬動扶手）。

九、移動方法

確定所有電線拔離按摩椅後，靠背向下壓到一定的⻆度（重心落在滑輪上時），即可
用手扶著按摩椅向前推動，移動到合適的位置後將按摩椅輕扶放回正常⻆度。(注意：
在移動時務必先關閉電源開關再拔掉電源線及遙控器連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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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按摩椅後面的移動滑輪只適合短距離慢速推動，如進行長距離的搬運，請使
用其它輔助移動工具移動此按摩椅！



清潔
‧ 清潔之前，請確認電源開關已經關閉，電源線插頭已經從插座拔出。
‧ 產品和控制面板的表面請用柔軟的布進行擦拭清潔。

注 意

‧ 如有上述現象，為防止故障和事故的發生，請停止使用產品。
‧ 切斷電源開關，拔下電源插頭，並與本公司聯絡。
‧ 切勿私自拆卸修理。

溫馨提示
‧ 長年使用時，請務必檢查是否有以下症狀：

* 有焦糊氣味。
* 觸動導線後有時通電，有時斷電。
* 電源線發熱。
* 電源線是否破損。
* 其它異常。

注 意

‧ 切勿濕手拔插電源插頭。
‧ 切勿用水沖洗產品，或將水或其它液體弄到產品內部。
‧ 切勿使用苯或稀釋劑等具有腐蝕性的清潔劑來清潔產品，否則可

能會造成產品褪色，產品結構受到腐蝕、開裂。
‧ 產品潮濕時，請勿拆卸或使用產品，讓產品自然乾燥即可。

注 意
切勿將產品放置於陽光直接照射或高溫的場所，以免造成產品褪色
及機件損壞。

保養
‧ 確認電源開關關閉，電源線插頭已經從插座拔出。
‧ 請保持產品清潔並遠離高濕度或高溫的場所以及有揮發性氣體的環境。
‧ 如果長時間不使用產品，請用防塵罩 (請自行購買) 套住產品，防止落入灰塵。

產品的清潔、保養

PU合成皮革的保養及清潔
PU合成皮革是由聚氨酯樹脂經塗布、烘干、熟成而製成。它與真皮相比較有較好的耐酸
堿、耐熱、耐日光照射等屬性，但由其本身物性及化學性質決定，應避免放置在有灰塵、
高溫、高濕、低溫、強光照射及含酸鹼劑液的環境中，否則易使其龜裂，加速老化與水
解。

P.18



P.19

1. 不可使用有機試劑和油脂溶液及化合物，特別是強溶劑。如：酒精，松節油，天
拿水等清潔PU表面，否則易腐蝕PU表面。

2. 不可使用清水或洗衣粉擦洗PU表面，易產生裂紋。
3. 應選用酸鹼值：即PH值=5~7範圍，不含磨擦劑，不污染環境的清潔劑清潔PU

表面。
4. 對於較髒的PU表面以軟布沾蛋清擦試污垢，避免用刷子清潔。
5. 市場上反映較好的清潔劑有：美皮王皮革清潔劑，護理劑，安利皮革清潔劑等。

PU合成皮革的清潔方法與注意事項：

1. 要保證居室內的通風，過於乾燥或潮濕都會加速皮革的老化。
2. 皮革沙發不要放在陽光能直射到的地方，也不要放在空調直接吹到的地方，則會

使皮面變硬。陽光直射會使有色的皮面褪色。
3. 夏季人體多汗，皮革的孔隙會吸收汗液，高溫潮濕會使汗中的有機物與皮革發生

化學反應，易產生異味。對此，要勤用帶微濕的柔布擦拭。
4. 在擦拭時，不能用鹼性清洗液。因為在制皮時是酸性處理，而鹼性會使皮革柔軟

性下降，長期使用會發生皺裂。

PU合成皮革的保養方法與注意事項：

產品名稱    ：極尚椅
產品型號    ：MAX-77A305
額定電壓    ：220-240V~50/60Hz
額定功率    ：150W
額定時間    ：20分鐘  
噪音    ：≤55dB
產品毛重    ：110千克
產品淨重    ：90千克
產品尺寸(豎立) ：154厘米 x 75.5厘米 x 115厘米
產品尺寸(伸展) ：193厘米 x 75.5厘米 x 87厘米
安全結構    ：Class I
執行標準    ：GB4706.1-2005 GB4706.10-2008

產品技術與參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