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雙頻道測脂

單頻道
脈衝按摩器

型號：602F    (P4-P19)

型號：602S    (P20-P24)

操作說明
圖片僅供參考，依實物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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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感谢您选择了双频道按摩仪, 包括内置测脂仪(602F)   

            和外置的电子理疗按摩片, 具有消除痛

苦、 缓减压力、检测脂肪、瘦身等多重功效, 且便于携带

.是一款理想的健身器材. 2款独立的频道, 4片理疗按摩片

可进行多方位按摩. 8级强度任您随心所欲调整. 自动按摩

和瘦身,使用起来异常方便. 旅游时还可设置日历和闹铃. 

理疗按摩将带给您全新的按摩享受.

   为正确使用仪器, 请先详细阅读完本操作手册,特别是安全方

面的提示. 阅读完毕, 请保管好此手册.

爱奥乐低周波按摩仪特点

•�7种可调模式, 两种自动理疗( 2种自动瘦身程式, 3种固

定的单按模式)

•�内置测脂仪.

•�时钟/闹铃设置.

•�双频 4片理疗片.

•�8 种强度调值, 双频各独自设定.

•�输出安全保护.

•�LCD大屏幕显示

•�安全, 无药理疗

•�可卸式脚架

•�电源: 7号“AAA”x3

爱奥乐低周波按摩仪功能效果

1. 长期使用，对颈椎病、关节炎、肩周炎、腰肌劳损等微

状有显著的缓解治疗效果；

2.缓解末梢神经麻痹；

3.缓解肌肉疼痛；

4.促进血液循环；

5.消除疲劳。

或單頻按摩器(60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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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奥乐低周波按摩仪  

按摩原理

   低周波按摩就是将微弱的低频脉冲电流作用于人体，利

用其刺激使机体产生反应。从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增强

神经系统的调节作用，以达到消除疲劳、减肥修身、缓解

痉挛、镇痛消炎等目的。

治疗原理

  传统医学认为，人体患病是因为经络不通，阴阳失衡，

内分泌失调导致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故经络者决生死，处

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首先,它能像传统的中医针灸那样刺激穴位, 调整神经系

统功能, 调和内分泌, 增强免疫力, 达到治疗目的. 其次, 

它的脉冲携带较大的能量, 会在患部深处产生较强热效应, 

加速血液循环. 其治疗作用与频谱法、红外线法相似。第

三、治疗时随电脉冲信号的变化，患部肌肉会产生不断抽

动， 这又类似于中医的按摩、推拿。第四、低频脉冲信号

通过人体时也会产生交变磁场，具有磁疗作用。

测脂原理

爱奥乐602F按摩仪内置测脂装置是依据BI

法（Bioelectrical lmpedance/生物体电阻阻抗法）来

推量人体脂肪率，构成身体的组织中，水分多的组织（

如筋肉、血管、骨骼等）易导电，而脂肪组织几乎不导

电。 通过身体内流过的微弱电流来测量身体的电阻值，

从而推量出脂肪与其它组织的比率。所流过人体的电流

非常微弱（50kHz, 500uA），因此没有刺激的感觉，非

常安全。电阻值由‘导电率’与‘导电距离’决定。 为

了得到‘导电率’，测量时一定要按照正确测量姿势、

测量条件。依据两手掌间的电阻计算出全身的身体脂肪

率， 要把（1）电阻值（2）身高（3）体重（4）年龄

（5）性别5个数据代入计算式计算而得。这个计算式是

我公司研究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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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件的名称及作用(602F)

1) 闹铃开/关按钮

2)�测脂感应器插口

3)�LCD显示屏

4)�BFM按钮,用于测脂模式

5) THERAPY按钮,用于设置按摩模式

6) MODE按钮, 用于选择模式和退出模式

7)�‘▲’‘▼’按钮(B频)---用于调整B频强度

8)�‘▲’‘▼’按钮(A频)---用于设定和调整A频强度

9) TIMER/ALARM按钮用于切

10) 双频插口

11) 脚架----使仪器可立于桌上

12)�电池盖

13) 测脂感应器插头

14)�理疗片插头

15) 塑胶盘用于储存电子按摩理疗片

16) 4片电子按摩理疗片---贴于人体需按摩部位.

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

安全注意事项写明了因使用不当而带来的危害及损失

大小。

为了安全请您务必遵守

图示说明

表示必须遵守，或指示的内容

表示禁止的行为

使用前详读说明书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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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请绝对不要与下列电子医疗器械一起使用：

* 脉搏调节器等体内植入型医疗电子器械；

* 人工心肺起搏器等维持生命用的医疗电子器械；

* 心电计等佩戴型的医疗电子器械。

若与以上电子医疗器械同时使用则有可能因误动作而导

致危险。

警告

  凡正在接受治疗或有下列情形者必须经医生同意后

使用：

* 急性疾病患者；

* 感染性疾病患者；

* 心脏病患者；

* 发高烧患者；

* 皮肤过敏或溃疡破裂处；

* 月经期或妊娠者

* 除上述以外的身体感觉异常者。

否则可能产生身体不适

请勿在心脏部位、头部、面部、口腔或阴部、皮肤疾

患等部位使用。

请勿与其它治疗仪器同时使用或与外涂药品一起使用。

请勿私自拆卸、修理和改造。

 注 意

*     若在使用过程中感到身体不适或皮肤有异常时，则应立

即停止使用。敬请向医生咨询并遵从医嘱

* 在使用过程中，若想将理疗片移到别的部位时，请务必关

闭电源后再贴用。否则有可能产生强烈冲击。

*     请勿让儿童或不能表达自己意志者使用，请勿放置在其

容易拿到的地方。否则有可能引起事故或产生身体不适。

* 请勿在浴室等湿度高的地方使用。否则有可能受到强烈刺激。

* 请勿开车时使用。否则有可能引起事故。

* 在治疗过程中，请勿用皮带、手表、项链等物品的金属接

触理疗片。

* 除按摩治疗以外请勿使用。

* 请勿将电池丢入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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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使用方法(602F)

使用前的准备

电池的装入

1. 依电池门上箭头所示方向打开电池盖

2. 确认正负极后装入电池 

3. 将电池盖关闭

+   AAA   -+   A
AA   -

+   AAA   -

（图二）

（图三）

（图四）

关于电池的使用

* 使用3节“AAA”碱性电池

* 若长时间不使用，为防止液体流出，请取出电池。

* 请勿将新旧电池或不同种类的电池混用。

* 随机电池为试用品，用于确认商品功能，故使用寿命可能

不到三个月

* 请将旧电池投入回收箱。

导线的连接方法

* 将导线一端的插头插入

  主机上的电极插孔。

* 将导线另一端的插针与理疗片接上。

关于导线的使用

* 请勿用力拉扯及折曲导线。

* 从主机上拔出导线时请抓住插头拔出。

注：理疗片为消耗品，请妥善使用，如不能正常使用，请

及时更换。 

（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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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疗片的使用方法

* 初次使用时，请揭下理疗片

  上的保护纸。

* 将理疗片贴紧按摩处。

关于理疗片的使用

必须粘贴同一输出口的2片理疗片，否则无法按摩，但

不能将理疗片重叠贴于患部切不可通电后再将理疗片贴于

皮肤上，否则有可能受到强烈刺激,请尽量不要用手触摸粘

贴面。沐浴后或出汗时，请将按摩部位擦干后再使用,根据

身体部位不同，理疗片有可能粘帖不牢，请使用胶带固定

理疗片为避免皮肤病感染，请勿将理疗片与他人共用。

脚架安装

1. 脚架上端插入仪器后面

   两边狭长的孔中

2. 按下脚架突出部位,

   以加固脚架.

（图六）

3. 卸下脚架: 只需按突出部位,

   向外拉脚架,即可卸下.

使用方法(602F)

时间和闹铃设置

A.�时间设置。用A频(即右侧) ▲和▼按钮设置时间和闹铃

1)�按住TIMER/ALARM按钮2秒钟, 显示时间时即进入时间设

置模式, 年份数字闪烁。

2)�按▲或▼按钮调整当前年代。

3)�按MODE按钮存储设置, 月份数字闪烁. 按▲或▼按钮调

整当前月份。

4)�按MODE按钮，日期数字闪烁, 按▲或▼按钮调整当前日期。

5)�按MODE按钮，时钟数字闪烁, 按▲或▼按钮调整当前时刻。

6)�按MODE按钮，分钟数字闪烁, 按▲或▼按钮调整当前分钟值。

7)�按MODE按钮，储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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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闹铃设置 当显示器在时间模式状态下, 按TIMER/ALARM

钮切C.�换到闹铃显示。（如果不进行操作, 10秒钟后,

又回到时间显示.）

1)�按下TIMER/ALARM钮2秒钟,进入闹铃设置模式,时钟数字闪烁.

3)�按▲或▼按钮调整到您所希望设置闹铃的时钟数字.

4)�按MODE按钮, 分钟数字闪烁, 按▲或▼按钮调整到您所

希望设置闹铃的分钟数字.

5)�按MODE按钮,存储您的设定, 并退出该模式.(设置完毕

闹铃符号将显示在显示屏上.)

 

按摩设置

在使用按摩功能时，一定要先阅读此操作手册。

1)�按THERAPY按钮，进入按摩设置模式。

2) 按MODE按钮选择您喜欢的按摩方式。

   (THER1，THER2，FIT1，FIT2，SINGLE)

3) 按TIMER/ALARM按钮，选择定时：

   5/10/15/20/25/30

4) 按A频▲钮调到您所希望的强度，

   也可以用��钮减弱强度。

5) 按B频▲或▼钮调整B频的强度设定

   完毕，系统推出准备7)�模式。

6) 在按摩模式下，您可以随时按MODE钮设置A频和B频的强

度为零，以避免意外伤害。按住MODE钮2秒钟，退出按

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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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贴理疗片前请彻底清洗按摩区。

•�确认理疗片未和金属物接触，因为可能导致仪器死机。

•�使用完毕，将理疗片存放在塑胶盘里。

•�如使用过程中感觉不适，请立即停用，请教医师。

•�理疗片贴在未经清洁的皮肤上，会削弱理疗胶粘性，缩

短使用寿命。如果粘性减弱，擦拭理疗片并用湿布浸湿

理疗胶，以提高粘性。如粘性仍很弱，请更换理疗片。

理疗片不得叠放；不得拉扯和折断理疗片和连线。

• 电池不足时，仪器会显示低电符号，并退出按摩模式，

请更换电池（“AAA”x3）。

   如果您感觉某部位不舒适或僵硬需按摩，将理疗片贴于

此位置。下列图例和按摩部位请供参考：图例：

测脂设置

测脂前先将脂肪测试感应器插入

BFM孔内，使用A频按钮设定选值

如图：

1)�按BFM按钮进入脂肪测试模式。（人体图像闪动）

2)�按▲或▼按钮选择性别值。

3)�按MODE按钮确认设定值，进入身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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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显示屏上显示身高单位“CM”或“FT/IN”，身高数字

闪烁，按▲或按钮设定身高。

5)�按MODE钮确认设定值，进入体重设置。

6)�显示屏显示“Weight”，“KG”或“LB”，体重数字闪

烁，按▲或▼按钮选择体重0000

7)�按MODE按钮确认设定值，进入年龄设置。

8)�显示屏显示“AGE”，年龄数字闪烁，按▲或▼按钮选

择年龄。

9)�按MODE按钮,存储您所有的设定值。

10)�将两手拇指适当力度置于

    脂肪测试感应器片上（如图所示）

11)�显示屏上图像闪动，不久即显示测试值，包括人体脂

肪率与ID值。ID所代表的体形请参考下列表格：

ID 5

肥胖

ID 1

偏瘦

ID 2

准身材

ID 3

偏重

ID 4

超重

维护与保养

• 使用干布擦拭仪器,不能使用

湿布.必要时布只能稍稍打湿.

• 勿用酒精、苯、稀释剂或其他

刺激性化学物品擦拭仪器。

• 勿摔仪器。

• 未经指示勿拆开零部件修理。

• 不要长时间将仪器搁置在阳光

直射和潮湿的地方。

• 建议将按摩器储存在无尘或干

燥的地方，以避免功能受损。

• 每次使用后要用湿布擦拭理疗

片，以延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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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 电池是否耗尽？

* 电池是否正确装入

* 理疗片是否贴紧皮肤？

* 理疗片是否藏污？

* 强度调节是否太弱？

* 理疗片贴附位置是否合适？

* 按摩时间是否过长？

* 理疗片是否过于干燥？

* 理疗片是否贴紧皮肤？

* 理疗片是否藏污？

* 理疗片黏贴面是否损伤？

* 理疗片是否从皮肤上脱落？

* 电池是否用完？

* 设定时间是否已到？

疑  问

打开电源后没
有显示

按摩很弱

皮肤发红
有刺痛感

按摩过程
中中断

处理措施

*  请换新电池

* 请正确装入电池，注意  
  正负极方向

* 请将理疗片贴紧皮肤

* 请清洁理疗片

* 适当调节强度？

* 请更换贴附位置

* 适当按摩

* 请用湿布轻轻擦拭后使用

* 请将理疗片贴紧皮肤

* 请清洁理疗片

* 请更换理疗片

* 重新贴好理疗片

* 请换新电池

* 重新开始

疑问及解决方法

注：若按上述方法还无法解决的故障，请联系本公司维修站

    或经销商。

各部件的名称及作用(602S)

1. LCD顯示屏

2. 關機

3. 開機

4. MODE按鈕，用於選擇模式和退出模式

5. ‘     ’ ‘     ’按鈕 --- 用於設定和調整強度

6. 啟動按摩按鈕

7. 理療片插口

8. 理療片插頭

9. 塑膠盤用於儲存電子按摩理療片

10. 2片電子按摩理療片 --- 貼於人體需按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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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602S)

1.按住開機鍵“ON”2秒開機後，液晶顯示器(LCD)顯示

  (THER)預設模式在閃動，它是5種工作模式之一。

2.按上調“   ”或下調鍵“   ”選擇工作模式：自動理

  療模式(THER)，自動修身模式(SHARP)，單固定模式

  (SINGLE)捶打，按壓，揉捏。

3.按模式鍵“MODE”確認上面設置之模式，同時進入時間

  調制。

4.按上調鍵“   ”或下調鍵“   ”選擇5-10-15-20-25

  -30(分鐘)時間可循環調制。

5.按啟動鍵“START”確認上面確定之時間，同時開始執行

  按摩。

6.按上調鍵盤“   ”增大強度，按下調鍵盤“   ”減小

  強度，(有8級強度可選擇，每增加“-”符代表2級強度，

  請調節到適合自己的強度。)當按摩中身體感覺到不適，

  請按模式鍵“MODE”可立即停止按摩，自動回到預設模

  式“THER”閃動，此時可重新設定工作模式。

7.按住關機鍵“OFF”2秒關機，如30秒內不按任何操作鍵

  盤時會自動關機。

  注：* 當您不用時，請將理療片放回塑膠盤儲存。

      * 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602F說明。

规  格

品    名：多功能按摩仪

型    号：602F/602S

电    源：DC 4.5V (3节"AAA"电池）

频    率：2-60Hz

外形尺寸：121X75X27mm

重    量：150gm

工作温度／湿度:０～４０℃　　３０～９０％ＲＨ

储存温度／湿度:－２０～６０℃　　１０～９５％ＲＨ

装箱单

1. 主机：                   1台             1台

2. 使用说明（附保修卡）：   1本             1本

3. 硅胶理疗片               2对             1对

4. 导线：                   2条             1条

5. 脚架：                   1个             ---             

6. 测脂感应器：             1个             ---             

7. 电池                     3节             3节

8. 合格证：                 1张             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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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1. 爱奥乐多功能按摩器从购买日起, 将提供1年免费保修期. 

2. 我方对因下列使用者个人的原因而造成的故障将不提供

免费保修服务. 

a) 擅自拆装, 改装该产品而造成的故障. 

b) 在使用, 搬运的过程中不慎跌落而造成的故障. 

c) 因缺乏合理的保养而造成的故障.

d) 没有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正确指示进行操作而造成的故障.

e) 因非爱奥乐授权的维修店的不当修理而造成的故障等等。 

3. 在要求提供免费保修服务时，您必须持填有购买日期和

购买店印章(包括店名和地址)的保修凭证。请务必在购

买本产品时要求店员在本凭证书上盖章。

4. 保修范围外的修理服务将按规定收费。

5. 要求提供保修服务时，请把按摩器拿到销售店修理。 

保修卡

产品型号：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

购买日期：______________  销售店名：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

    

销售店的印章：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

愛奧樂醫療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盛平第二工業區工業二路6號3棟

TEL：(86)755-28962001     FAX：(86)755-28962868

_______________

611-60200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