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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3106 iFoot2 俏美足

感谢您购买奥佳华 iFoot2 俏美足足部按摩器，使用前请仔细
阅读操作手册，并特别注意安全事项，以便正确操作和使用
本产品。

本手册提供使用者安全及有效的操作方式，请在阅毕后妥为
收藏，以便日后参考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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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引

a) 重要安全事项说明

为确保安全及正确使用产品，使用前请务必详细参阅操作手
册。
●请务必依照本操作手册内的产品用途使用本产品。
●使用完毕后或清洁产品前，请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除。
●请务必谨慎使用温热功能，以避免可能会导致严重灼伤。
请勿用于感觉迟钝和过于敏感的皮肤或血液循环不良的部位。
切勿让儿童或者身心功能障碍者自行使用温热功能，以免操
作不当可能存在危险。
●为避免因过热而导致走火、触电、或造成伤害，请勿将产
品置于枕头或毯子下操作。
●请勿覆盖使用，以免造成马达温度过高而导致故障或损坏。
●若产品使用或接近儿童，身心功能障碍与伤残者，需要有
旁人指导且能负责其安全。
●如在按摩进行中感到不适，请立即停止按摩。
●下列状况发生时，切勿使用本产品：电源线或电源插头损坏；
操作不正常；曾掉落地面或者损伤；曾落入水中。请联系维
修服务中心进行检查和维修。
●请勿使用非制造商所推荐的零配件。
●请勿将物品插入或者掉落产品的任何开口中。
●若想切断电源，请将所有的操作控制关闭后，再将电源插
头由插座中拔除。
●本产品不能作为自我诊断或治疗之用，如需要诊断或治疗，
应由专业医疗人员处理。

b) 使用环境

●请勿在潮湿或过多灰尘的环境下使用产品，以免产品发生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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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在室温高于 40℃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请勿将产品放置户外。
●请勿将产品置放于电热器、炉具附近或者阳光直射处。

c) 使用注意

●按摩过程中如有不适，请立即停止使用
●医生叮嘱禁止按摩的人请勿使用 , 以免导致事故或身体不
适如血栓 ( 栓塞 ) 病症 ; 重度动脉瘤 ; 急性静脉瘤 ; 各种皮肤炎 ;
皮肤感染病症 ( 含皮下组织炎症 ) 等
- 绝对不能与以下医疗电子仪器一起使用
1) 心脏起搏器等植入式医疗电子仪器
2) 人工心脏等用来维持生命的医疗电子仪器
3) 心电图机等佩戴式医疗电子仪器
否则可能会导致上述医疗电子仪器产生误动作，可能会危及
生命

d) 开关注意事项

●请勿用湿手操作控制开关。
●请勿让控制开关接触水等液体。

e) 使用电源插头及电源线须知

●请勿用潮湿的双手安插或者拔除电源插头，以免触电或者
导致机件故障。
●拔出电源插头时，请握住插头本身，切勿拉扯电线。
●虽然 15 分钟自动定时功能会自动停止产品操作，仍请每次
使用完毕后，务必将主电源切断。
●电源线务必和加热表面保持安全距离。
●请勿将电源线置于产品或任何重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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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将电源线缠绕于产品上部，以免电源线受损而导致触
电或者电线走火。可将电源线缠绕在产品底部的固定架下
●当电源线或者电源插头损坏时，切勿继续使用产品。
●电源插座有松动的状况时，请勿使用产品。
●请勿用电源线移动产品，或将电源线当握把使用。
●当电源线损坏时，必须由服务中心或经授权技术人员进行
检查及维修。

注意！

●请勿在产品操作时入睡。
●请勿在酒醉或身体不适时使用本产品。
●连续使用本产品时间请勿超过三十分钟。
●若产品的布套已经破损，请勿使用。
●请勿在进食前后一小时使用，以免造成反效果。
●在偏低室温中使用产品时，切勿骤然使用温热功能，建议
将室温逐渐调至正常范围后再使用。
●若是将产品由低温储存处移至温暖环境使用时，可能会因
为机件内水汽聚集而影响产品正常运作，甚至造成机件故障。
建议移动后，先将产品在正常室温放置 1 小时后再开始使用。
●使用中察觉任何机件故障或不正常状况，请立即停止使用。
●若在使用中发生电流中断的状况，应注意避免因电力突然
恢复而造成使用者受伤。
●雷电情形发生时，不宜使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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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权限

1. 本保修权限不可转让。
2. 本产品有效保修期为一年。
3. 自用户购机之日起在保修期内可享受全免保修（外观不在
保修范围内）。
4. 当要求保修服务时，请出示原始购买凭据及保修卡。
5. 购买时间以专柜开出的有效单据为准。
6. 此保修范围不适用于租赁、交易、商业、机构及其他居民
使用者。
7. 以下情形不属于保修范围，但提供有偿维修服务（收取人
工费和材料费）
（a）一切人为因素损坏，包括非正常工作环境下使用，不按
说明书使用和保管，使用不当引起的损坏等；
（b）用户私自拆机、自行维修、改装或未经本公司授权的第
三方拆动、改装、维修；
（c）购买后因自行不良运输造成的损坏；
（d）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如水灾、火灾、雷击和地震等）
造成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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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零件及配件

操作方式及功能说明
a) 使用前准备

加热开关

气压强度
调节按键
电源开关

产品特性及使用示意
产品特性

●拖鞋样式设计，简洁，透气，便携易用；
●三档气囊气压可调，借以调节按摩强度；
●温热功能；

使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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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产品有无破损。
●产品摆放位置确定安稳舒适。
足底滚轮
电源线
收纳装置

b) 使用方法
加热开关
气压强度调节按键
电源开关

1. 解开束线装置的电源线，将电源插头正确接入电源插座上。
2. 按 [ 电源 ] 键启动产品，产品启动后 [ 电源 ] 键的蓝色指示
灯亮起。
3. 在产品开机状态下，按一次 [ 加热 ] 键，[ 加热 ] 键指示灯
变成红色，加热功能开启。
4. 在产品开机状态下，向上拨动气压强度滑动调节按键，可
按舒适度要求选择低、中、高三档气压强度，相应强度指示
灯亮起，如需关闭，直接向下滑动调节按键至最底部，气压
强度指示灯关闭。
5. 如需关闭所有功能，再按一次 [ 电源 ] 键，产品进入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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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处于待机状态时，拔出插头，切断电源。
注意： 为安全起见，加热功能不能单独使用。

气压按摩功能：

1. 当揉捏功能开启时，拨动滑动按键选择气压按摩的模式。
2. 气压按摩有 3 种强度： 低档，中档，高档。
注意：1 气压按摩功能不能单独使用。
2 产品设置了 15 分钟自动关闭电源的功能。
3. 建议着袜使用该产品。

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
执行标准
定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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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若在使用此产品时遇到问题，请参考下列几点提示及可能解
决方式。若此产品仍处于故障状态请将产品送至服务中心或
经授权技术人员进行检查及维修。
异常情况
不工作

iFoot2 俏美足
OG-3106

220V~50Hz
27W

GB4706.1-2005
GB4706.10-2008

突然
停止操作

可能原因

1. 未通电

2. 开关健未开启

处理方法

1. 接入电源或检查电源
插头是否插好

2. 开启开关键

1. 断电

1. 检查电源接口是否接

3. 连续使用时间过长，

2. 重新开启开关键

2. 按摩时间超过 15 分钟
产品过热保护

4. 施力过大，按摩滚轮停
止运转

好

3. 产品冷却后重新开启
开关键

4. 重新启动开关键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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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养
a) 清洁

●清洁之前，确认电源开关已关闭，并拔出电源插头。
●待机体冷却后再进行清洁。
●请使用干布或者柔软微潮的海绵清洁产品表面。

* 注意

●切勿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清洁剂，如苯或稀释剂来清洁产品。

b) 贮藏

●切勿拧曲电线，切勿使用电线悬挂产品。
●请将电源线缠绕在产品底部的固定架下，以便储藏。
●避免尖状物刮破产品表面。
●请勿将产品放置在阳光直射或高温处。
●不使用时，请将产品放入包装盒中，并放置于安全、干燥、
通风、阴凉处。

联系我们

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
地 址：厦门市思明区前埔路 168 号
邮 编：361008
服务热线：400-885-9880

华东区域
洽谈电话：021-62129081
地 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05 号 901 室（尚诚国际大厦）

华北区域
北京洽谈电话：010-58670435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58 号富顿中心 A 座 2309-2311 室
河北洽谈电话：0311-83830323
地址：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188 号中商务中心 A 座 501 室
华中区域
洽谈电话：027—85605586
地 址：武汉江汉区北湖西路城市之光 B 栋 2 单元 1101 室

华南区域
广州洽谈电话：020-8140693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马场路 28 号富力盈尊广场 B1 栋 2302 室
深圳洽谈电话：0755-8386414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群星广场 A 座 1008
东北区域洽谈电话：024-85611694
地 址：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第一商城 B 栋 11 楼 02 室
西北区域洽谈电话：029-89284711
地 址：西安市高新四路 1 号高科广场 A 座 2205 室

西南区域洽谈电话：028-61388807
地 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11 号大陆国际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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