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是指使用产品时，对可能引起起火、破裂、高温等行为唤起
注意的符号。图中描述了具体的注意事项内容。
（例： 小心触电）

PA0654-01

腰部 & 臀部用

附保修书

图例

MOTE CARE

符号是指使用产品时所禁止的行为。具体的禁止内容标注于符号
之中或其附近，通过图形或者文字显示。
（例： 禁止拆卸）
●符号是指在使用产品时，必须遵守强制性指示的行为。具体的

请勿用于腰、臀以外部位
安装在身体上时，不从事使用水、刀具和火的家务劳动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受伤。

请勿将金属等放入输入端子或输出端子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触电、短路、受伤。

强制性内容标注于符号之中或其附近，通过图形或者文字显示。

使用说明书

注意

（例： 从插座中拔下插头）

非常感谢您选购麦克赛尔的产品。在使用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确
保正确地使用。另外，本使用说明书同时兼作保修书之用，请妥善保管。

包装品的确认

危险

电极部位

主体内侧

否则，可能导致事故或受伤。

盒体

在 10 ～ 35℃的范围内充电
在此温度范围外充电可能导致液体泄漏、发热、破裂、故障。

请勿与医用电器同时使用

超过规定的充电时间后仍未完成充电的情况下，请停止充电

请勿和下列的机器同时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漏液、发热、起火、破裂。

电源适配器

充电线
USD Micro-B 插头

（1）起搏器等体内嵌入型医用电器设备
（2）人工心肺等用于维持生命的医用电器设备

不施加过大的力度

（3）心电图扫描器等安装型医用电器设备等的各种医用电器设备

否则，可能导致变形、液体泄漏、发热、起火、破裂、故障。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身体上的严重障碍。

请勿接触漏液
然后立即接受医生的诊查。否则，可能导致失明。

警告

主体 ×1

（11）罹患脊柱（脊椎）骨折、挫伤（扭伤）、肌肉撕裂等急性（疼痛性）疾患的人士
（12）因糖尿病等严重末梢循环障碍导致知觉障碍的人士
（13）正在进行美容整形或丰胸手术的人士
（14）除上述人士外的其他身体存在异常情况的人士
否则，可能导致事故或是身体不适。

电源适配器 ×1

充电线
（约50cm）×1

使用说明书
（本说明书）×1

下列人士请勿使用
（1）饮酒的人士

1 前言

（2）未满18岁的人士

粘贴或剥离凝胶垫时，请务必切断电源
否则，可能受到强烈冲击。

阅读使用说明书时

否则，可能引发皮肤炎症等情况。

●该使用说明书如发生任何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如身体感到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

●除用户个人使用外，禁止擅自对该使用说明书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进行复印。另外，坚决拒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身体不适。

绝擅自转载。

请勿在驾车前或驾车过程中使用
否则，可能会引发事故或故障。

请勿用于心脏附近、头部、脸部、眼睛周围、脖颈底部、阴部

● 由于火灾、地震、第三者的行为、其他事故、客户故意或过失、误用以及其他异常条件下的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身体不适。

使用所造成的损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保修书上所记载的保修事项已经是全部内容，除此保证之外，再无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请勿在浴室等湿气较多的地方使用

● 对于未遵循本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事项而导致的损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触电、故障。

● 本产品的设计意图并非用于医疗设备、原子能设备、航空航天设备、运输设备等关乎人命的

请勿投入火中
否则，可能导致冒烟、起火、破裂。

电源适配器

请勿使用附带的电源适配器和充电线以外的设备进行充电
否则，可能导致冒烟、起火、破裂、故障。

充电线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受伤、故障。

约3小时（10～35℃）

尺寸

宽51.8×高82.2×厚0.85mm

质量

约5g/1片

材质

水凝胶

输入

AC100-240V 50/60Hz 0.2A

输出

DC5V 1.0A

长度

约50cm

保修书

否则，可能引发变形、液体泄漏、发热、起火、破裂、故障等情况。

保修对象

主体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可燃物或重物，或用毯子、座垫遮盖或包裹本产品

保修期限

1年（自购买之日起）

购买日期

年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起火、破裂、液体泄漏。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受伤。

请勿泼洒水等液体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冒烟、起火、破裂、故障、受伤。

MOTE CARE

型号

地址
电话号码

3 各部位名称

请在婴幼儿的手无法触及的场所使用及保管

主体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身体不适。

主体表面

MXES-H600

月

日

客户姓名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触电、故障等情况。

表示“如果误用，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1事故，且程度严重”。

ACTIVEPAD

名称

请勿踩踏或摔落本产品，对其造成强烈的冲击

请勿在手湿的情况下使用

〒（
（

－

）

）

销售商店
店名·销售店盖章
地址·电话号码

模式按钮

请勿在睡觉时使用

＊1： 所谓重伤是指失明、烧伤、触电、骨折、中毒等留有后遗症的伤害，以及需要住院治疗
和长期去医院治疗的伤害。
＊2： 所谓轻伤是指无需住院治疗或无需长期去医院接受治疗的伤害，如程度较轻的碰撞伤、
烧伤、触电等。
＊3： 所谓财务损害是指殃及房屋、家产及家畜、宠物等的损害。

锂离子电池 3.7V 200mAh

充电时间

凭本保修书可在本说明书指定期限内、规定条件下对产品进行免费更换。因此，用户不能
依据本保修书在法律上对其发行者（质保责任人）及其他经销渠道从业者进行权利限制。有
关修理等方面的不明之处，敬请垂询经销商或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否则，可能导致冒烟、起火、破裂、故障。

请勿用于锻炼以外的目的

表示“如果误用，可能导致轻伤*2，或财物损害*3事故”。

内置电池

如在插入不充分的状态下使用，会导致触电或由于灰尘的堆积而引发火灾。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触电、故障。

表示“如果误用，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1事故”。

DC5V/最大110mA

请将电源适配器切实插入到底部

品，由于本产品的故障导致人身事故、火灾事故等发生的情况下，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为了安全使用，请务必遵守！

约170g（未安装凝胶垫时）

输入电压/
电流

·所记载的名称、标志、服务商标是麦克赛尔或其他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否则，可能导致冒烟、起火、破裂、故障。

请勿放入微波炉等加热烹调设备或高压容器中

2 安全注意事项

宽580×高340×厚17.4mm

质量

请勿将附带的电源适配器和充电线用于本产品以外的用途

设备，以及需要高度可靠性的设备及仪器方面。如果在这些设备、仪器控制系统中使用本产

注意

凝胶垫

请勿在高温场所使用、保管

免责事项（保修内容的相关信息，请参照保修书部分）

警告

主体

充电中如发生异常情况，请立即将电源适配器从插座中拔出

●由于产品的不断改良更新，外观或规格可能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危险

外形尺寸

否则，可能由于动作失误导致事故发生。

（10）必须保持安静的人士及身体明显不适时

※充电专用。无法通讯。

4 规格

请勿一直贴着凝胶垫，置之不顾

（1）罹患急性疾病的人士（2）罹患恶性肿瘤的人士（3）罹患传染病的人士

（8）适用部位的皮肤存在异常的人士（感染、创伤等）（9）血压存在异常的人士

随附部件

请勿连续使用 20 分钟以上

使用中请勿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6）发烧的人士（7）罹患贫血症的人士

输出端子
（USD Standard-A
插孔）

长时间使用可能导致肌肉或神经疼痛。

以下人士应向医生洽询后再使用
（4）妊娠中、生理期或新近产后的人士（5）患有心脏疾病的人士

保管衬膜 ×6

USD Standard-A
插头

在同一部位使用时，一天不超过两次
一天使用两次时，中间请休息一个小时。

如果从本产品内部泄漏的液体进入眼睛时，请勿擦拭，应该立即用干净的水冲洗，

凝胶垫 ×6

电源插头

盖章

●备注（粘贴收据等）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受伤。

请勿在佩戴项链等金属饰品的情况下使用
否则，可能遭受强烈的冲击。

电源按钮

LED

客户填写的保修书的副本所记载的内容，有时可能会用于质保期间内的服务活动以及其后的
安全检查活动。

强度选择按钮
请勿拆卸或改造本产品

麦克赛尔株式会社 客户服务中心
TEL:(0570) 783-137（日本国内统一服务热线）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冒烟、起火、破裂、漏液、故障、受伤。

请勿在本产品出现破损时使用
否则，可能引发事故或受伤。

输入端子（USD Micro-B插孔）

5 使用方法

使用

充电（购买后请充电后再使用）
1

将充电线插入

2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家用插座

主体和电源适配器

本产品在约20分钟内将自动切换15个步骤的动作，从而展开锻炼活
动。请根据想要锻炼的部位，选择相应模式。
1 从主体上揭下保管衬膜
2 将贴有凝胶垫的主体贴在想要锻炼的部位上

效果范围

请注意插入方向。

LED点亮，
开始充电。

注意事项
●充电时间约3小时。（充电时间根据电池余量和充电环境的不同会发生变化。）
●充电中无法进行按钮操作。使用时请务必将充电线取下后再使用。
●请勿使用附带品以外的电线和电源适配器。
●请在10～35℃范围内充电。
●充一次电后可使用的次数根据强度的设定等级、使用环境和使用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化。

获得理想效果的四个要点
·请每周休息1～2天。
·记录每天的强度，慢慢提高强度。
·更强的输出等级可能会有更理想的效果，但是请避免因过度刺激而导致不舒服的情况。
·请在电源自动关闭之前（约20分钟内）进行锻炼。

当同时锻炼腰部和臀部时，请以背骨
和尾骨为中心，粘贴在腰部上方。

LED熄灭后，断开电源适配器和充电线

强度等级 1( 最小）

约 55 次

强度等级 5

约 25 次

强度等级 15（最大）

约 10 次

3 按下电源按钮

6 保养

※当凝胶垫没有紧密贴合肌肤时，会反复响起“哔”声，不会进行工作。
※电源接通时，强度等级从1（最小）开始。
模式按钮
※发出“哔”声的同时，LED也会闪烁。
※工作时LED熄灭。

进行保养时请勿充电并确认电源关闭后再进行。在充电状态下或电源接通的状态下进行保养时，可能
会遭受冲击。

主体的保养

LED

粘贴凝胶垫
揭下蓝色薄膜

在不合理的姿势下使用，请将 请将其紧密贴合后再使用。
其紧密贴合后再使用。
电力刺激强
感到疼痛

2

电源按钮
将凝胶垫粘贴在灰色的各电极部位，
以防止空气进入。

按下模式按钮，可在 3 种模式间进行切换。
“哔哔”

Mode A
A 指示灯点亮

Mode B

注意事项
“哔哔哔”

B 指示灯点亮

按一次

按一次

Mode C

凝胶垫已损耗

请更换为新的凝胶垫。

连续使用 20 分钟以上

使用于同一部位时请休息一个小时。

凝胶垫从主体上脱落 凝胶垫和主体之间有空气

8 废弃产品时的要求

危险
请勿对取出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充电或以下操作。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起火、破裂)
●请勿将其投入火中，或对其进行加热。
●请勿用钉子刺，给其带来冲击，或对其进行拆卸、改造。
请避免 和 与金属等接触。
●不和项链、发夹等一起携带保管。
●不将其放置在火源旁边或火焰环境等高温场所。

警告
●万一将其吞咽下，请立即咨询医生。

锂离子电池漏液时，请勿赤手触摸，使用以下的措施进行处理。

除废弃产品时外，不作拆卸。（否则，可能引发火灾、触电、受伤）

凝胶垫的保养
3

用指腹从薄膜的上面开始

4

按一次，响起“哔”声

揭下透明的薄膜

按压，以排出空气

取下锂离子电池的方法

当凝胶垫的粘合面变脏，难以贴合在身体上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保养。

Mode A：腰&臀

1 将指尖沾上水滴擦拭凝胶垫的粘合面，去除污垢

1 将本产品使用到完全无法运作之时，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放电

2 充分去除水分，将粘合面朝上，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让其自然风干

2 将一字螺丝刀等放入主体盒的间隙，打开盒子

为上下共6个电极工作，可同时大范围进行锻
炼的模式。

3 自然风干到表面的水分消失后，再贴上保管衬膜

腰大肌、臀大肌、腹斜肌、腹横肌、腘绳肌

更换。

凝胶垫是易耗品。即使进行保养，当粘合力较弱的情况下，请使用下列替换用凝胶垫（另售品）进行

产品名称：替换用凝胶垫

Mode B：腰

型号： MXES-600GEL1P (MXES-HR600系列用 1套6片)

为上方4个电极工作，集中锻炼腰部的模式。

—————————— 免 费 更 换 规 定 —————————

MXES-600GEL2P (MXES-HR600系列用 2套12片)

腹直肌、腹斜肌、腹横肌
3 将电池从基板上取下

注意事项
如在保修期限内遵循使用说明书和其他注意事项进行正常使用的状态下发生
故障，根据本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由本公司免费更换，请向购买本产品的
销售店铺或本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进行咨询。

致的故障或损坏。

现象

强度分为 15 个等级，按强度选择按钮的“＋”或“－”来选择强度。

电源无法接通

增加
强度

降低
强度

※没有声音、LED 不点亮、无法感觉到电力刺激
等情况时，说明电池余量正在变少。请进行充
电。
※当强度达到最大或最小等级时 , 会响起“哔哔”
声。

害（硫化气体等）或异常电压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引起的故障或损伤。
（连续工作时间）20 分钟

输出功率上升不了
无法运作

e. 未出示本说明书及购入证明（收据等）时。
f. 未在本说明书中填写购买年月日、顾客姓名、销售店名称时，或字句

2. 即使在保修期间，送交本产品时的运费也由客户承担。
3. 本说明书仅在日本国内有效。
This warranty is valid only in Japan.
4. 本说明书丢失不补，请妥善保管。

热身

锻炼 A
（收缩）

锻炼 B
（提拉）

放松

6 结束
·开始约20分钟后，电源自动切断。如想要中途切断电源，可长按电源按钮2秒，
响起“哔”声后，电源切断。
·结束后，从皮肤上垂直地缓慢揭下主体。
·使用后，擦净汗液和水分，将保管衬膜贴回凝胶
垫上保管。
·确认电源已断开，避开高温、潮湿、阳光直射处
或灰尘较多的环境保存。
保管衬膜
·请勿使用保管衬膜以外的纸张进行保管。
若使用其他纸张等，可能导致无法剥离。
·保管时，确认所有保管衬膜都已贴回到凝胶垫（6处）上。

原因

无锻炼的实际感觉
电力刺激较弱

处理方法

电池余量少

请充电。

是否长按电源按钮2秒

请长按电源按钮2秒。响起“哔”声，
电源接通

使用了非专用的凝胶垫
警告音一直响

本产品具备自动模式，可自动切换 15 种丰富多彩的锻炼模式，无需手动操作。
0 分钟

用于一般家庭以外的情况（包括展览等）所引起的故障或损伤。

h. 在拍卖、回收再利用商店等购买的二手产品等。

①黑
②红

如果通过以下“处理方法”无法解决问题，请垂询经销商或本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

5 调整强度

c. 火灾、地震、水灾、雷击、其他天灾地变以及公害、盐害、气体类危

g. 主体以外的附属品及消耗品（凝胶垫、保管衬膜等）。

在切断的导线的前端部分贴上胶带

7 故障判断

臀大肌、腘绳肌

障或损坏。

涂改时。

5

为下方2个电极工作，集中锻炼臀部的模式。

b. 因购买后的不当操作及处理（例如掉落），搬家、运输中所引起的故

d. 业务运营方面的使用（作为配件搭载到车辆、船舶等设备上），或者

4 将两条导线按顺序切断

●长时间或频繁进行保养时，可能导致粘合面损坏，凝胶垫的使用寿命变短。
●请勿将凝胶垫的表面和表面贴合在一起。另外，使用后请在粘合面上贴保管衬膜进行保管。

Mode C：臀

1. 即使是在保修期限内，对于下列情况，也是收费的。
a. 未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使用，或者由于改造以及不当的修理所导

将凝胶垫贴在主体的电极部位上后，用手指按
压，排除空气后再使用。

●当液体进入眼睛时，请勿揉搓眼睛，立即用干净的水进行清洗后，向医生咨询。
●当液体附着在身体或衣服上时，用干净的水充分冲洗后，向医生咨询。

●请勿将本产品沾水或向其洒水。
●请勿使用汽油、稀释剂、酒精等化学物质进行擦拭。

C 指示灯点亮

请使用附带的凝胶垫或符合型号的替换用凝
胶垫。

取出的锂离子电池请勿放置在婴幼儿可触及的地方。

·请用干燥的软布将污垢擦掉。
·污 垢 较 为 严 重 时 ， 请 用 软 布 沾 水 ， 仔 细 拧 干 后 ， 轻 轻 地 按 压 擦 拭 。

4 模式切换

使用了非专用的凝胶垫

保管
使用后应擦净汗液和水分，将保管衬膜贴回凝胶垫后进行保管。
- 确认已断电，避开高温、潮湿、阳光直射之处或灰尘较多的场所保管。
- 请勿使用保管衬膜以外的纸张进行保管。若使用其他纸张等，可能导致无法剥离。
- 保管时，请勿强行弯曲产品。
若强行弯曲产品，可能导致受伤或故障。

※坐下使用时，请注意勿触碰到按钮。
※仅当主体正确粘贴于皮肤上时，才会工作。
※主体未碰触皮肤时，不会发生电刺激。
※请将充电线的输入端子朝下进行粘贴。
※请先将皮肤上的汗液、水分、污垢擦净后再行粘贴。
否则，可能会导致粘合力下降。

处理方法
请按下强度选择按钮的“－”，降低强度。

本产品配备有锂离子电池。废弃时请务必拆下锂离子电池。

当仅锻炼腰部时，请以肚脐为中
心粘贴。

长按电源按钮 2 秒，响起 “哔” 声，Mode A 的 LED 点亮，锻炼开始。

使用次数标准

1

原因
等级较强

推荐的锻炼方法

LED（3个）

3

现象

注意事项
●使用中感到疼痛或麻痹时，请按下电源按钮结束，改变贴合位置后再行使用。
●请勿过分增加强度。
●锻炼步骤会自动切换。无法手动选择。
●即使是中途结束，下一次锻炼也是从15个步骤中最初的动作开始。
●请在10～35℃范围内使用。
●将凝胶垫从皮肤上揭下时，请仔细、缓慢地剥离。过度用力可能导致电极破损。

请使用附带的凝胶垫或符合型号的替换用凝
胶垫。

注意事项
●进行废弃操作时，请小心避免受伤。
●取下的锂离子电池勿使导线相接触（红和黑）。
否则，可能短路，导致烧伤。
●请在不损伤电池的情况下将其取下。

最多在同一部位连续使用20分钟。
开始后20分钟，电源自动关闭 再次使用时，请休息一个小时后再使用。
（一天可以使用两次）
皮肤极度干燥

请用水将皮肤湿润后再使用。

凝胶垫没有紧密贴合

请将其紧密贴合后再使用。

使用了非专用的凝胶垫

请使用附带的凝胶垫或符合型号的替换用凝
胶垫。

凝胶垫已损耗

请更换为新的凝胶垫。

凝胶垫没有紧密贴合

请将其紧密贴合后再使用。

电池余量少

请充电。

等级较弱

请按下强度选择按钮的“＋”，提高强度。

皮肤极度干燥

请用水将皮肤湿润后再使用。

使用后请勿作为家庭垃圾处理，应将其交给回收合作店
使用完的充电式电池是珍贵的资源。可再次利用，因此请用胶带等将输入输出端子堵塞后，带到离您
最近的充电式电池回收合作店。或者将其放入设置好的“充电式电池回收箱”中。

9 保修和售后服务
■ 保修书
请仔细阅读保修书后，将其和购买证明（收据等）一起进行妥善保管。
保修期限为购买之日起1年内。

■ 有关本产品的咨询方式
有关本产品如有疑问，请参考下列咨询方式。

麦克赛尔株式会社

客户服务中心

邮编151-8527
TEL:(0570)783-137（日本国内统一服务热线）
东京都涉谷区元代代木町30-13 FAX:(0570)025-710（日本国内统一服务热线）
咨询maxell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