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养生足疗机使用说明书
K-HF31 / K-HF32

为了能够更好地使用本产品，使用前请务必阅读使用说明书！
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运营商：深圳市德达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39-1栋
制造商：德达医疗(湖南)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怀化高新区建设大道德达工业园
商城网址：www.DEDAKJ.com 
官网: www.dedakj-health.com 全国服务热线: 400-830-2119

“DEDAKJ”商标系德国德迩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持有商标，现授权于深圳
   市德达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独家使用，产品由德达集团独家经营。

德达商城公众号
扫码了解更多



DEDAKJ（汉译：德迩杰）是德达集团独家代理的德国品牌，
研发中心设立在德国慕尼黑，研发队伍由国际行业领军人物、
教授、归国博士、硕士及行业资深高级工程师组成。DEDAKJ
围绕中高端医疗器械、保健器械、健康家电三个健康板块展
开运营。目前产品涉及家用保健制氧机，医用级制氧机，雾
化器，血压计，足疗机，眼保仪，颈椎按摩器，按摩椅，膝
盖理疗仪，视力训练仪，电动牙刷，冲牙器，净水器等 。
DEDAKJ以传承德系品质为初心，以外观时尚、现代科技为
品牌个性，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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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用非指定电压电源
若遇到停电时
若本机失灵时
不使用时
当电源线和插头破损时
当产品使用过程中

使用其他电压可能引起触电、火灾等意外。
请切断电源开关，并将电源插头拔下，以延长机器本身的寿命。
请立即将电源插头拔下并致电销售商咨询。
请关闭电源，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为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厂或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职人员来更换。
为避免危险，禁止将手伸入机器按摩机构布罩里。

         非常感谢阁下选购本公司产品。使用前请详细阅读此"安全注意事项”，并正确
使用；下列所示注意事项，有助于您安全使用本产品，防止造成危险。 每个注意事
项是根据意外发生的危险程度区分为“警告”和“注意”。在详细阅读后请将其放
置于取阅之处并妥善保管。

请将使用时间控制在30分钟之内，长时间使用，可能会造成肌肉和神经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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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出现以下状况，请在使用本产品前咨询您的医生：
    您使用心脏起搏器或类似的植入式医疗设备；
    患有心脏疾病；
    骨骼脆弱或有损伤，尤其是腿部骨骼；
    外科手术之后；
    怀孕期间或分娩后不久；
    患有骨质疏松症；
    患有血液循环问题或血栓症；
    患有皮肤感染；
    正在接受治疗或辅助治疗；
    肢体存在异常现像。
2.请勿在外罩损坏或出现机械电子故障时使用本产品，应与当地销售商或制造商联
系。
3.请勿在极潮湿和高温度的房间内或发热物（例如：电暧器、火炉等） 旁边使用本
产品。
4.在使用本产品之前或使用过程中，请勿将医用、化妆用乳霜或乳液抹在产品或您
的足部上。
5.产品只能送到授权的维修中心检测，不能自己修理产品，否则产品维修保证将无
效。
6.请勿震动或重摔产品。

7.请勿在饭前或饭后一个小时内使用本产品。
8.请勿将电源线缠绕在产品上，因为这可能造成电源线损坏。
9.不要站在产品上或压重物。
10.若产品发生故障，请拔下电源线并立即咨询厂商。
11.电器碰到水易发生危险，请勿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本产品，例如请勿在浴室或靠
近水龙头、游泳池的地方使用。
12.若电源线损坏时，必须有由制造商或其服务处或具有相关资格的人员加以更换以
避免危险。
13.请勿损坏电源线，请勿弯曲、折叠、拆装、用力拉、绑、弯折电源线。请勿将电
源线放置在重物下，在移动产品时避免电源线夹在物体中间，使用损坏的电源线可
能造成火灾或触电，使用中不要入睡。 醉酒后请勿使用本产品。发高烧期间请勿使
用本产品。
14.只能按照本说明书的说明放置本产品。
15.本产品请勿用作医疗设备。
16.当产品通电后需有人看护。
17.请勿在汽油、稀释剂、酒精或漂白剂等其他腐蚀成分高的环境中使用，以免引起
产品变色、变形、裂痕、故障。
18.本产品不适用有肌体不健全，感觉或神经上有障碍或缺乏相关经验的知识的使用
（包括儿童）,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使用 产品进行监督和指导。
19.请勿将本产品直接与您的皮肤接触。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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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20.本产品有发热体，对发热不敏感的人要注意。
21.请勿让儿童玩耍本产品。
22.本产品一次只限一人使用。
23.使用该产品时，请确定机子前后或者底部无小孩，宠物或是其他障碍物。
24.若在按摩进行中感到不适，请立即停止使用。
25.请勿将物品插入或者掉落产品的任何开口中。

全新外观，汽车外形设计，时尚，轻巧。

集脚底滚揉，刮痧，揉顶，气压，加热，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全脚底按摩，各个穴
位深度按摩，疏通各经络脚底反射区。

足底刮痧按摩功能，针对人体足底按摩，可消除足底以及腿部的肌肉酸痛。

脚部按摩处布套可拆洗、更换、清洁卫生。

在使用过程中若突然断电也可以自动放气，不会夹住不放。

可拆洗布套

电源适配器

控制面板

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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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别

使用前准备

K-HF31
负氧离子

型号功能

AI语音识别
背景音乐
语音播报
气囊按摩
按摩力度调节
热敷
无级调
模式
备注：不同版本型号，功能有所区别，敬请留意：●代表有◌代表无。

K-HF32

3 3

减轻脚部、腿部压力，改善肌肉的灵活性，美化腿部线条，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运
动之后的紧绷疼痛感，刺激重要穴位，改善整体身心健康，舒缓神经系统，消除疲
劳，改善睡眠。

1.有关放置场所
请将本机置于干燥、阳光不能长期照射的地方，为减少机器工作时的噪音，可在本
机下铺上地毯。

2.接通电源的方法
①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
②处于通电状态，机器上控制面板
    的开关键灯光处于闪烁状态；
③按下开关键，机器启动；
④选择各种程序进行按摩。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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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键：点击开关启动/关闭设备；
产品接通电源后，白色指示灯会闪烁，再按一次开关，打开按摩功能，白色指
示灯保持常亮。

模式键：运行状态下，按此键切换按摩模式，模式一至模式三依次循环；
模式一轻柔模式，绿灯亮；
模式二活力模式，蓝灯亮；
模式三强化模式，红灯亮。

热敷键：点击该键控制热敷模式；
热敷分为三档，低档为绿灯亮，中档为紫灯亮，高档为红灯亮；白色灯关闭热
敷功能。

力度键：点击该键调节五档气囊力度；
一档绿灯、二档橙灯、三档橙红、四档紫灯、五档红灯；白色灯关闭气囊按摩
功能。

无级调：运行状态下，点击该键自定义调节气囊力度；
连续按两下该按键，白色灯闪烁，气囊力度逐渐加大，再按一下气囊力度保持
3秒，用户自定义气囊力度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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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唤醒词

自动模式功能

力度功能

开关功能（15分钟
倒计时结束）

小德师傅

小德我想按摩一下，小德我有点累了 享受美好生活，从现在开始，已为您开
启按摩

打开按摩，启动按摩，打开机器，开始按摩，开启按
摩，开机

打开按摩

关闭按摩，结束按摩，停止按摩，关闭机器，关机 关闭按摩

您好，主人

模式一，切换模式一，轻柔模式 轻柔模式

增大力度,力度增大,增强力度,力度增强,加强力度,
力度加强,力度大一点

蜂鸣器响一声

减小力度,力度减小,降低力度,力度降低,
力度小一点

蜂鸣器响一声

模式二，切换模式二，活力模式 活力模式

模式三，切换模式三，强化模式 强化模式

切换模式/换个模式 具体播报对应的模式

语音命令词（仅需说其中一段） 播放内容
力度功能

热敷功能

背景音乐功能

负离子功能

最大力度/力度最大 最大力度

最小力度/力度最小 最小力度

升高温度，温度升高 蜂鸣器响一声

降低温度，温度降低 蜂鸣器响一声

关闭音乐/音乐关闭 音乐关闭

开启音乐，音乐开启，打开音乐，音乐打开，
播放音乐，音乐播放

音乐开启

大声点/调大音量/音量调大/增大音量/音量增大 蜂鸣器响一声
小声点/调小音量/音量调小/减小音量/音量减小

开启负离子/负离子开启/打开负离子/负离子打开

关闭负离子/负离子关闭

蜂鸣器响一声

蜂鸣器响两声
蜂鸣器响一声

开启加热，加热开启，打开加热，加热打开，
开启热敷，热敷开启，打开热敷，热敷打开

热敷开启

关闭加热，加热关闭，停止加热，加热停止，
关闭热敷，热敷关闭，停止热敷，热敷停止

热敷关闭

语音控制功能（仅限K-HF32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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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产品保养和保管

故障排除

产品型号

可能出现的异常问题

如果进行了上述处理还有异常现象，请与厂家或当地销售商联系。

处理方法
插上电源，但机子无法
操作

1.检查机子上的电源线是否完整
2.检查电源插头是否插好或是否通电

插上电源，但机子无法
操作

长时间操作后，产品和弓I擎的温度若过高,机子将自动处于温度 保护状态，
请关闭电源并暂停使用30至50分钟以上让引擎内部散热

使用过程中，控面板无
法操作, 机子也停止工作

1.在自动定时启动后，若时间已到，请重新按键即可操作
2.关掉电源，重新升电启动机子

适配器输入
额定功率

执行标准
本公司保留对产品设计变更权利，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K-HF31 / K-HF32

36W
净         重 包装尺寸3.9KG L395*W260*H500mm

GB 4706.10-2008       GB 4706.1-2005

产品名称
适配器输出
定时时间

智能养生足疗机

15min

此产品为微电脑控制，对电压波动较为敏感。如果电压波动超过限定电压的10%或
-15%,该产品可能出现以下异常情况：

保养方法
▲清洁前请切断电源；
▲请用柔软温和的湿海绵清洁；
▲使用后，请切断电源并将设备存放于通风干燥处。

保管场所
请在符合下列情况下保管：
温度：0°C-40°C
湿度：（不结露）30%RH-85%RH
▲请注意不要在高温潮湿，阳光直射的地方保管；
▲不要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保管；
▲置于干燥无尘的地方；
▲不要在有太多灰尘，油污，潮湿或烟雾的环境下使用本机；
▲请不要将本机放置在太靠近热源；
▲不要在户外使用本机。

100-240V~50/60Hz 24V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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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描述:

    
尊敬的用户：
      感谢选购本产品，我司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凭此保修卡或购买发票
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1.可凭本保修卡或购买发票，自购买日期一年以内，凡属于正常使用情况下由于产品本身质量
  问题引起的故障，享受免费维修。
2.如有以下状况时，虽在保修期内，亦酌情收取材料成本或服务费，敬请见谅。 
①未出示保修卡或购买发票。 
②未按说明书操作而引起的故障。 
③因跌落而造成的破裂或故障。 
④非本公司特约维修人员拆动而发生的故障。
⑤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产品名称：智能养生足疗机

产品型号：

执行标准：GB 4706.1-2005

K-HF31
K-HF32

GB 4706.10-2008
检验日期：

检  验 员：

Certification

深圳市德达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