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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操作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多加注意安全警告事项，
并妥善保管本手册，以备将来使用。

注: 由于产品不断改进中，本公司保留修改本产品设计说明的权利，若有其他变
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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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维护

-- 本器具不建议提供给身体有残障、感观或神经有缺陷或缺乏经验与常识的人士                          
（包括儿童）使用，除非他们得到那些对他们的安全负责的人员关于如何使用该器

具的监督与指导。
-- 儿童必须被监督以确保他们不会拿本器具来玩耍。
-- 如果电源适配器发生任何损坏或功能异常，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厂 、其维
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 请勿使用湿手拔插电源插头。
-- 插拔电源插头时切勿拉拽电源线，不可过于粗暴。
-- 切勿在电线受损时使用或窜改本器具的电路。
-- 如果发生停电应立即离开本产品，以免电力突然恢复时导致伤害。
-- 如果在使用中感到任何本产品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向当地经销商咨询。
--如果您在使用本产品期间感到身体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向保健医生咨询。
--切勿用力过猛压或全身施压在本产品上，不能与硬物体相接触，不可重压或踩踏。
--防止水或其他腐蚀性液体流入机内从而引起故障，导致损坏机器。
--请勿用手提外接线，从而造成机体悬空和摇摆，导致线芯断开使其无法正常工作。
--请勿任意改造机体结构或更换零件。
--请勿放置在接近火源及易燃的地方，容易发生故障和危险，易造成变形，变色或损
坏。
--使用过程内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切断电源。
--精神病患者，身体瘫痪患者必须在有人看护下谨慎使用或先咨询医师意见。

安全与维护

1. 安全注意事项 4. 安全事项

-- 充电时请将电源插在符合安全规范的插座上。
-- 请使用本公司配置的电源适配器充电,以维持产品正常运作。
-- 请勿使用湿手拔插电源插头。
-- 使用时请将插头从插座上拔出。
-- 请勿自行拆解本产品，以免触电。
-- 请勿将产品置于不稳固的桌面,以免产品掉落损坏。
-- 请勿将产品置于高温或者高湿度的地方使用。
-- 以下情况,停止使用:
    *本产品受潮或淋雨。
    *本产品发生冒烟、火花等安全因素。

2. 使用环境

-- 请勿在高度潮湿的环境如浴室中使用本产品。
-- 在环境温度急剧变化时请勿立即使用本产品。
-- 请勿在飞尘严重或有腐蚀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3. 不宜使用此器具者

-- 皮肤传染病者
-- 骨质疏松症患者
-- 具有心脏问题以及佩戴电子医疗器如心脏起搏器患者
-- 发高烧者
-- 孕妇或经期妇女
-- 身体有创伤体表患病者
-- 无人监管时14岁以下儿童及神志不清者禁止使用本产品
-- 经医生嘱咐需要休养或感觉身体不适者
-- 身体潮湿时禁止使用本产品
-- 本产品具有发热表面，对热不敏感的人使用时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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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产品示意图

操作指南

本产品不能在充电的同时使用。请在充电结束之后，将电源适配器拔下后使用。

1. 电源键：长按电源键两秒，机器开机；默认气压中档，热敷中档；
2. 气压键：短按气压键， 弱、中、强三档按摩力度循环调节；
3. 热敷键： 短按热敷键，低温档、中档、高温档、关闭，四种热敷状态循环调节； 
4. 振动键：短按振动键，保键、康复、放松、关，四种振动状态循环调节；
5. EMS键： 短按EMS键，弱档、中档、强档、四种状态循环调节；
※ EMS电极片未接入时，EMS功能无法激活，按键无效，EMS指灯示闪烁三下提示接
入 EMS电极片；
※ EMS功能需要外接电极片方可使用，取出包装盒内的EMS电极片，接入机器上的
EMS电极片接口，撕掉电极片上的保护膜，把电极片贴至需要按摩的皮肤表面，再调
节EMS强度；
6. 自动关机：使用15分钟以后会产品自动关机；
7. 手动关机：长按 开/关机 2S 键，产品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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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

热敷键
气压键

电源键

充电指示灯

外壳
控制面板

21个红光理疗灯

电疗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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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个红外理疗灯

2. 气压按摩

3. 振动按摩

4. 全包设计

5. 可充电锂电池

6. 外接低周波理疗功能

EMS键

振动键

气囊揉捏+碳纤维发热片



配件及使用方法

产品规格

1.请使用DC5V适配器，将与机器连接的充电电线插入USB接口，另一端插入
机器电源连接口。
    -- 当产品显示屏上的电池图标闪烁，表示电池正在充电。
    -- 充电完成后，电池图标常亮。

2.使用本产品时，若电池图标闪烁，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充电。

3.为了产品的正常运行，请使用原装适配器充电。

4.锂电池警告: 
     -- 该设备含有锂离子电池，电池必须回收或妥善处理，有关电池回收或处置要
         与当地废物管理办公室联络，再进行处理。

清洁与保养

1.产品的清洁、保养
   --产品使用后，必须拔掉插头；然后待安全冷却后再开始清洗
   --冷却后，请用湿布清洁本产品粘上的灰尘和污垢
   --请勿使用腐蚀性的清洁剂，如苯或稀释剂来清洁本产品
   --请勿用湿布清洁控制面板，以免导致故障，仅能用干布擦拭控制面板
   --请勿让水滴或液体渗入机体内

2.产品的储藏
   --本产品严禁超负荷使用
   --本产品如需维护和维修请联系我们的维修服务中心
   --请勿将本产品储存于高温或明火附近
   --请勿将本产品长期放在太阳照射的地方，这样会导致褪色和损坏
   --产品长时间不使用时，请清洁擦净，装入包装箱中，放于通风和干燥的地方，以
      免本产品受潮，影响使用。

故障排除

问题

产品不能工作

电源按钮未打开

电池电量不足 连接适配器充电

打开电源

机器刚刚完成一轮按摩，
自动关机。

可能的原因 处理

如果您还想按摩，请再次
打开它。

1.总结了在使用它时最常遇到的问题：
   --关闭产品电源，并拔下所有连接线；
   --保持产品关闭60分钟；
   --将插头插入电源插座，充电30分钟后开启电源开关。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

2.如果你有列表中没有提到的问题，你应该尝试以下步骤。

产品名称： 膝盖按摩器
产品型号： MK01
适配器输入： 100~240VAC  50/60HZ 
额定电压： 5V
额定功率: 10W
电池容量： 2600mAH
工作时间 : 15 分钟
产品净重 : 0.74KG
彩盒尺寸 : L235* W216* H178MM 
产品执行标准： GB4706.1-2005  GB4706.10-2008  GB4343.1-2018

0706

在废弃器具前，必须将电池从器具中取出；
再取出电池时必须断电；电池应安全接地处置。

注意：

        非专业人员请勿自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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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成分表

1、本产品满足《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
2、在环保使用期限内，消费者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有害物质泄露、析出
等影响消费者健康的问题，可以放心使用； 
3、本公司产品环保使用期限为10年，只有在本说明书所述的正常情况下使用本
产品时，“环保使用期限”才有效。

本表格根据SJ/T 11364 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规定的
限量要求以下；   
X：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26572规
定的限量要求。

此标志也表示了该产品及其部件的环保使用期限, 当某些零部件有
不同的环保使用期限时会另行标。

产 品 部 件 名
称 清 单

产 品 中 有 害 物 质（ 含 有 量 ）

铅（Pb) 汞（Hg）镉（Cd）
六 价 铬

（ Cr 6+ ）
多 溴 联
苯（PBB）

多 溴 二 苯
醚（PBDE）

布套
油漆油墨

塑胶件
线材

PCBA板
五金件

电机
电磁阀
加热片
硅胶管
橡胶套
锂电池
EVA垫
气袋
锡丝

热熔胶

保修书与合格证

本产品于保修期内(一年),因下列情况而发生故障时,提供免费修理。否则酌收送修
者修理费或零件更换费用。
1.购买时已发现有破损或不良使用情况者。
2.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而产生自然破损者(未按照指定方法使用者或地震火灾等自
    然灾害而损坏,本公司不负免费维修责任)。
3.非消耗性零件损害维修。

GB4706.1-2005  GB4706.10-2008  GB4343.1-2018

MK01

保 修 书
品         名

型         号

客户名称

地         址

电         话

购买日期 保修期：自购买日起一年

经销商 （维修点）

合 格 证
型 号

检 验 员

执行标准

产品编号

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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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210*148MM   材质：128G铜版纸

MK��

Instruction Manual

Knee Massager

Add:Gao Dehui Shopping Center, No.�� Aoti 
South Road, Tianhe, Guangzhou
Http:www.rido.cn
Company E-mail:sales��@rido.cn
After-sales service:services@rido.cn
Sales hotline:���-���-����

Guangzhou Rido Fitness&Health 
Technology Co.,Ltd

Official WeChat Official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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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ont use while charging.Please unplug the power adapter and use it 
after charging.

1. On/off machine: Long press on/off button for two seconds to start the 
kneepad; At the same time  medium range air pressure and hot compress are 
on by default.
2. Air pressure intensity adjustment: short press the three levels of intensity 
cycle from weak, medium and strong respectively. The air pressure intensity 
indicator is on one by one with the air pressure changing from weak to strong.
3. Heating compress temperature: short press the heating compress key ,  to 
adjust or stop 4 levle temperature from low , medium , high .  the hot 
compress indicator lights will on one by one. When the hot compress closes, 
the hot compress indicator lights off.
4. Vibration mode adjustment: short press the vibration key to adjust four 
vibration state cycle adjustment from mode 1, mode 2, mode 3, off. Vibration 
indicator light is on one by one. When the vibration is off, all vibration indica-
tor lights will be off.
5. EMS intensity adjustment: short press EMS+/EMS- key to adjust, respective-
ly for weak, medium, strong and off four state adjustment, EMS indicator 
lights are on one by one, when EMS is closed, EMS indicator lights are all off.
※ When THE EMS electrode is not connected, the EMS function cannot be 
activated,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EMS function is not working. When the 
EMS light flash 3 times please insert the EMS connector.
※ he EMS function can only be used with external electrodes. Insert the EMS 
electrode interface   in the machine EMS connector, tear off the protective film 
on the electric plate, and then stick the electrode to the skin surface that 
needs to be massaging, and then adjust the EMS strength.
6. Automatic shutdown: After working 15 minutes , the Kneepad will automati-
cally shut down.
7. Shutdown by hand: Long press 2S button to shut down the Kneepad.

1. 21 red light physiotherapy lamps

2. Air bag massage

3. Heating therapy

4. External electric massage

5. Complete package design

6. Rechargeable lithium battery

7. Vibratory massag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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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panel

Shell

Massage and
infrared heating

21 red light
physiotherapy lamps

Product schematic

Galvanism

Screen display

Heat button
Air button

Power button

Battery indicator

Electrotherapy button
Vibration button



Charging instructions

1. Please use the DC5V adapter and plug the charging cable with the machine 
into the adapter at the USB end and the other end into the power socket of the
machine.   
-- The battery icon on the display panel flashes, which means that the battery is 
charging.
-- When charging is completed, the battery icon is always on.

2. When using the product, if the battery icon light flashes, the product should be  
stopped and charged immediately.

3. Charge the product. Please use the adaptor of DC5V 2A or above as much 
as possible.

4.Lithium battery warning
The device contains a fixed lithium battery.Batteries must be recycled or 
properly treated.For battery recycling and disposal contact the local waste 
authority.

1.after using products, must pull the plug, then cool to stay safe before you 
   start cleaning.
2.After using, please use wet cloth clean up dust and dirt on the product.
3.Please do not use corrosive cleaner, such as benzene or thinner to clean 
   this product.
4.Please do not use wet cloth clean control panel, lest cause failure, can 
   only use dry cloth to wipe the control panel.
5.Products when not in use for a long time, please wipe clean, load cases,
   placed in ventilated and dry place, in order to avoid the product be affected 
   with damp and affect use.

• This chapter sums up the most frequently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using this 
  product.
• Turning off the power of the product, unplug the power plug from the socket .
• Keep this product closed 60 minutes.
• Insert the plug into the power socket and open the switch. 
•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 If you have problems not mentioned in the list, you should try the following steps. 

Problem Possible Cause Action

The product
can’t work.

Power button is not on. Turn on the power.

This product has just finished
 massage 15 minutes and
shut off automatically.

If you want to massage
again please turn it on.



Product model: MK01
Rated voltage: 5V
Rated current: 2A
Adapter Input voltage: AC 100~240V 50/60Hz
Rated power: 10W
Automatic timing: 15min
Product net weight: 0.74KG
Box : 235X216x178MM

Product spec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