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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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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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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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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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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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停留在坐墊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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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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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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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椅子較輕，嚴禁兒童攀爬或踩跳等高危動作，否則會導致產品側翻摔倒風險，以避免造成
產品損壞或人身傷害。



P.06

機件名稱及功能

12

15 16 17

13

14

FUSE: F4AL 250VPOWER INPUT ON/OFF

1

6
8

7

4

5

2

9
10

11

3

1. 頭靠墊
2. 藍牙數字音響
3. 臀部氣壓
4. USB充電及隨心貼插孔
5. 控制器
6. 座墊
7. 可翻轉小腿架
8. 扶手
9. 扶手裝飾條
10. LED意境燈
11. 側罩
12. 靠背蓋
13. 電源線與插頭
14. 移動滑輪
15. 電源線插口
16. 電源開關
17. 保險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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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點：

機件名稱及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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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有揉捏、拍打、揉捏拍打、敲擊、指壓五種模擬按摩手法。

‧ 設有特性化6種自動按摩模式：壓力紓解模式、腰椎保健模式、護椎和小腿熱療模式、搖擺
按摩模式、優質睡眠模式、充電保健模式

‧ 設有全身手動按摩功能(全程、上半身、下半身、局部、定點五種按摩部位選擇，有揉捏、
拍打、揉捏拍打、敲擊、指壓五種按摩手法；各按摩手法速度均有三檔可調整，在定點和
局部狀態下，機械手可上、下調整位置；在拍打、指壓、敲擊按摩時，按摩球的寬度有寬
、中、窄三檔選擇）。

‧ 設定氣壓按摩功能：對腿部及臀部進行氣壓按摩，二檔強度可選擇。

‧ 設有腿部熱療功能：採用碳纖維為遠紅外熱源。

‧ 扶手側邊配置藍色LED意境燈。

‧ 在控制面板後端設有USB手機充電及隨心貼接口。

‧ 設有定時顯示功能。

‧ 可利用智慧設備的藍牙功能，進行無線連接播放音樂。

‧ 音樂播放系統，按摩椅肩部位置左右各設一個3D數字音響。

‧ 設有小腿180°手動翻轉功能，可根據自己需要選擇腿部氣壓按摩。

‧ 小腿架和靠背架聯動升降調節及自動躺臥模式調節功能。

‧ SL型超長曲線軌道貼合人體，從頸部至大腿都能享受貼身按摩，靠背下躺時呈現零重力
狀態。

‧ 關機後機械手自動復位功能。

‧ 臀部設有獨立附加坐墊，可減少臀部按摩的力度，可以根據用戶需要決定是否使用。如果
不需要也可以拿掉附加坐墊。

**附加隨心貼配件，詳情請參閱隨心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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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注：具體顯示以實物為準!

USB

ZeroAUTO

Heat

開關鍵
開啟或關閉所有按摩功能

LED顯示區
顯示按摩模式和
定時時間等資訊

LED功能顯示燈
顯示按摩功能指示燈

手法鍵
詳細說明請參考此
說明書第10頁

寬度鍵
按摩球寬度調節
(只適用於拍打、指壓、
敲擊按摩手法)

速度鍵
按摩速度調節

按摩區域調節鍵
詳細說明請參考此
說明書第11頁

自動按摩鍵
開啟/關閉自動按摩功能
(詳細說明請參考此
說明書第11頁)

USB插口

加熱鍵
開啟/關閉小腿

加熱功能

起坐鍵
調整靠背架上升和
小腿架下降的位置

躺臥鍵
調調整靠背架下降和

小腿架上升的位置

自動躺臥鍵
按摩椅自動躺臥

到零重力角度
(兩檔角度)

氣壓鍵
開啟/關閉氣壓功能
(詳細說明請參考此
說明書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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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一. 接通整機電源

二. 開始按摩

手法 MODE

B)、手動按摩

名稱 按鍵 顯示狀態描述

寬度鍵

速度鍵

揉捏：速度可調；指示燈Ⅰ常亮

拍打：速度、寬度可調；指示燈Ⅱ常亮

揉捏拍打1：速度可調；指示燈Ⅲ常亮

敲擊：速度、寬度可調；指示燈Ⅰ閃爍

指壓：速度、寬度可調；指示燈Ⅱ閃爍

揉捏拍打2：速度可調；指示燈Ⅲ閃爍

3檔寬度可調整 D1, D2, D3

P1, P2, P33檔速度可調整

接通方法示意圖 整機電源開關位置示意圖

FUSE: F4AL 250VPOWER INPUT ON/OFF

1. 按下電源開關鍵，啟動按摩，按摩椅自動躺臥。
2. 聽到“嘀嘀”時(顯示HH)，通過上、下鍵可調整到肩位置。在5秒內無肩位置調整，

則自動進入按摩功能。
3. 預設進入自動A1模式，氣囊按摩開啟，也可選擇其它按摩模式進行按摩。

A)、自動按摩：

名稱

自動按摩

按鍵 LED顯示區狀態

壓力紓解：以頸部、肩部為重點進行按摩

描述

搖擺按摩：全身按摩中間段搖擺按摩

優質睡眠：由揉捏，揉拍及推拿指壓輪流進行輕揉
                    按摩

充電保健：由拍打，敲擊和揉拍輪流進行按摩

A1/ 時間 間斷顯示

A2/ 時間 間斷顯示

A3/ 時間 間斷顯示

A4/ 時間 間斷顯示

A5/ 時間 間斷顯示

A6/ 時間 間斷顯示

腰椎保健：以腰部與臀部為重點進行按摩

AUTO

護椎和小腿熱療：預設小腿加熱開啟，切換到其他
模式關閉。從頸部至大腿以慢速拍打和推拿指壓（
滾輪調至最窄寬度）上下按摩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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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C)、按摩區域調節：

名稱

按摩區域

向上鍵

向下鍵

按鍵 顯示狀態

定點：固定位置定點按摩

描述

H0/時間間斷顯示

H1/時間間斷顯示

H2/時間間斷顯示

H3/時間間斷顯示

H4/時間間斷顯示

局部：小範圍局部往返按摩

上半身：上半身按摩

下半身：下半身按摩

全身：全程往返按摩

機械手上行

機械手下行

按摩位置調整（在定點、局部模
式下，可使用上、下按鍵調整按
摩位置）

D)、氣壓按摩：

 

氣壓

名稱 按鍵 顯示狀態描述

按此鍵選擇氣壓功能：弱檔、強檔、關閉。按AIR 
鍵，可以關掉小腿氣壓

I II

I II

E)、加熱按摩：

 

加熱

名稱 按鍵 描述

按此鍵開啟/關閉熱療功能Heat

F)、靠背架位置調整：

 

起坐鍵

名稱 按鍵 描述

按住此鍵，靠背架緩緩上升，小腿架緩緩下降，釋放則停止。
如果起坐到最頂，則停止上升

躺臥鍵 按住此鍵，靠背架緩緩下降，小腿架緩緩上升，釋放則停止。
如果靠背躺到最低，則停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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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五、小腿翻轉方法

三、藍牙音響播放操作說明

· 整機電源開關位置示意圖 · 切斷方法示意圖

FUSE: F4AL 250VPOWER INPUT ON/OFF

 

零重力

G)、小腿架位置調整:：

名稱 按鍵 描述

按一次零重力按鍵，按摩椅自動躺臥到零重力位置模式一。

再按一次零重力按鍵，按摩椅自動躺臥到零重力位置模式二。
Zero

1、進入智慧設備主功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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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設備將搜索到相應的藍牙型號(如IMCM-XXXX)，點擊連接。
3、打開智慧設備的音樂播放機，選擇歌曲進行播放。

1、在按摩過程中，按下紅色開關鍵，立即關閉所有按摩功能，機械手復位，自動起坐
復位。

2、按摩定時時間到(開機定時20min)，立即關閉所有按摩功能，機械手復位，再按2次
紅色電源開關鍵，自動起坐復位。

3、復位完成後，切斷整機電源。

1、在使用小腿翻轉功能時，先將小腿翻轉到與小腿橫樑管相交(卡死不能再轉動)情況下
(如圖1)。

2、再將小腿往前拉5cm左右的同時再向下翻轉(如圖2)，小腿往回翻轉時，則反之。

圖1 圖2

四、關閉電源，結束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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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六、抬運方法

七、地板保護

八、移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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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坑窪不平地面上及空間
較小的地方請勿使用滑輪
移動本機，如要移動必須
要兩個人配合，在按摩椅
的前面和後面抬動，後面
以按摩椅後罩凹槽處為著
力點，前面以按摩椅小腿
橫樑管為著力點兩人同時
抬起按摩椅 (請勿直接抬
動扶手)。

注 意

抬運按摩椅時需要兩個人配合，在按摩椅的前面和後面抬動，後面以按摩椅後罩凹槽處為
著力點，前面以按摩椅小腿橫樑管為著力點，兩人同時抬起按摩椅。請勿直接抬動扶手。

由於經過按摩椅長時間的重壓，可能會對地板造成傷害，所以建議通過在按摩椅擺放處墊
一張地毯或其它緩衝物料，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在移動按摩椅之前，先確定所有電源線遠離地面後，靠背向下壓一定角度，重心落在後滑
輪上時(下壓角度大約25度)，即可用手扶著將按摩椅向前推動，移動到合適位置之後將按
摩椅放回正常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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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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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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現象 處理方法

產品正常工作時發出的聲音或
按摩球與布套之間摩擦的聲音

動作中出現 『咻咻』、
 『嗒嗒』的聲音

無法開機 適配器接頭未連接好

電源開/關未開

電源插頭沒有插好

可能原因

無需任何處理

連接好接頭

開啟電源開/關

插好插頭

1

2

突然停止操作

如果進行了上述處理還有異常現象，請與本公司聯絡。

斷電

按摩時間超過20分鐘，
自動關機

檢查電源介面
是否接好

重新開啟
開/關按鈕

連續使用時間過長，產品
過熱保護

產品冷卻後重新
開啟開/關按鈕

施力過大，按摩球堵轉 放鬆，減輕
機器負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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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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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養方法：

常見問題及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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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隨心椅
產品型號    ：MAX-75A157
額定電壓    ：110-120V ~60Hz    
            220-240V ~50/60Hz
額定功率    ：90W
額定時間    ：20分鐘  
噪音    ：≤55dB
產品毛重    ：61.5千克
產品淨重    ：51千克
產品尺寸（豎立） ：100厘米x 66厘米x 98厘米
產品尺寸（伸展） ：140厘米 x 66厘米x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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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