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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BABY 牌ONDA LUXY BUBBLES按摩澡盆安装使用说明书    编号：3838

注意!!! 切勿将宝宝单独留下无人照看，宝宝必须在成人看护
下使用此澡盆沐浴，以防溺水发生!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请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不按照本说明书使用澡盆有可能产生溺水危险。

适用年龄：约0-12个月 
最大体重：15公斤
仅限家庭使用

产品概述
1. 盆体                                    6. 支腿 
2. 空气喷嘴                                7. 电源适配器 
3. 发光二极管照明灯                        8. 排水软管 
4. 按压式排水塞                            9. 8个直径为6毫米的螺栓 –    
 扳手 
5. 带有数字温度计的控制面板                10. 安全塞

本品采用air-pulling 水流按摩系统，由澡盆内的空气喷嘴发出气泡，喷
气强度特别按照新生儿的生理机构而设计。可变色的发光二极管照明灯应
用色光疗法的原理，为宝宝的沐浴平添轻松氛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宝宝
的睡眠作好准备，非常有助于宝宝怡然进入甜美梦乡。 
本款澡盆专门为婴幼儿设计，在结构上符合宝宝的生理和人体结构，在沐
浴时可为宝宝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尤其适合宝宝降生后最初几个月的洗
浴。
0 – 6个月：从宝宝出生后第一次洗澡起便可以使用这个半卧姿势进行沐
浴，直到宝宝可以独立坐起为止。 
6 – 12个月：从宝宝可以独立坐起时开始使用这个姿势为宝宝洗澡，直到
可以为宝宝在成人浴缸内洗澡为止。 

澡盆的安装：
将澡盆反过来底朝上（见图1）。
将第一对支腿倒扣在澡盆底上，注意使支腿上的四个孔与澡盆底上对应的
孔对齐。使用随澡盆附带的扳手将四个直径为6毫米的螺栓旋紧从而将支腿
固定在澡盆上（见图2）。
用相同方法将另一对支腿固定在澡盆上。
将安全塞在位于澡盆底部的排水口处旋紧（见图3）。
将澡盆翻转过来令其处于使用位置（见图4）。
先将变压器与位于澡盆下部的接头连接（见图5），然后将变压器插入电源
插座（见图6）。 

0/6 个月 6/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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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前的准备工作：
1. 向澡盆内注入温水至适当高度（约12升水）。
2. 检查水温（在控制面板上有显示）在36摄氏度和38摄氏度之间。
注意：有时在显示的温度旁边会出现一个小数点，这个小数点表示实际水
温处于比该显示温度高出半度和比该显示温度高出0.9度的范围之间。举例
来说，如果显示温度为“36.” ，这意味着实际水温在36.5摄氏度和36.9
摄氏度之间。
3. 将宝宝放入澡盆中。 
4. 按下按钮（A）可启动air-pulling 水流按摩系统。一个水流按摩周期
预设的持续时间为15分钟。再按一下按钮（A）可随时停止水流按摩。 

色光疗法系统由四个单色灯光周期和一个被命名为“Bagno Relax”的灯光
颜色变换的周期组成。每个色光疗法周期的持续时间均为15分钟。 
连续按下按钮（B），各个单色灯光周期按顺序依次为：
- 蓝色 
- 绿色 
- 红色 
- 黄色 
- 照明灯熄灭
在照明灯熄灭的状态下持续按住按钮（B）10秒钟可以启动变色周期。在这
个周期中上述四种颜色按照以上顺序自动交替变换。再次按下按钮（B）可
以中止该周期。
启动Bagno Relax”周期时需要在照明灯熄灭的状态下持续按住按钮（B）3
秒钟。Bagno Relax”周期启动后灯光颜色将按照蓝色—靛青—蓝色—紫色
这样的顺序自动依次变换。每种颜色持续约4分钟，整个周期持续15分钟。 

如何排空澡盆： 
为宝宝洗完澡后，请按照以下步骤将澡盆内的水排空：
1. 拧开并取下位于澡盆底部的安全塞（见图7）。
2. 将排水软管的一端旋紧在澡盆底部（见8a/8b图），并将排水软管的另

一端伸入成人浴缸或马桶或者其他足以盛放澡盆内的水的容器中。
3. 将澡盆内的按压式排水塞按到底（见图9）。 

澡盆的干燥和清洁：
 用完澡盆并将澡盆内的水完全排空之后，按下按钮（A）来启动idro系统
并使其运行至少1分钟，以便将管路内残留的水排出，有利于管道快速干
燥，这样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澡盆的卫生和清洁。
清洁盆体时，请勿使用粉状清洗剂、磨蚀性清洁剂、强烈的化学清洁剂、
酒精、三氯乙烯和溶剂等。
日常清洁澡盆时请使用普通中性液体清洁剂和柔软的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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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警示：

- 为宝宝洗澡时，一定要有成年人时刻守护在宝宝身边以
防宝宝意外溺水。

- 本款按摩澡盆符合宝宝生理结构的设计可以在洗浴时更
好地支撑宝宝，但不确保杜绝意外伤害或溺水的发生。

- 确保将澡盆放置在平坦、稳固和安全的表面上使用。
- 不要将宝宝面朝下放在澡盆里。
- 为宝宝洗澡前请将所有沐浴用品准备好并备于手边，以
避免沐浴过程中留下宝宝单独一人。 

- 水温不宜过热，最佳水温为37摄氏度（99华氏度）。 
- 当宝宝在澡盆内时请勿移动澡盆。
- 注意不要将澡盆放置在靠近明火以及靠近电热灶和燃气
灶等高温热源的地方。

- 清洁澡盆之前务必先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出，在断开澡
盆与电源适配器的连接之后才能对澡盆进行清洁，不要将
澡盆浸入水中清洗，清洁完成后将澡盆的输入插口擦干，
待澡盆输入插口干燥后方可重新连接电源适配器。

- 请先将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端插入澡盆上的输入接口，然后
再向澡盆内注入温水，以避免带电部件与水发生接触。

- 应通过一个额定剩余工作电流不超过30mA的剩余电流装
置（RCD）给器具供电。

-只能使用随机配套的适配器。
-在使用过程中器具任何一部分都不要置于澡盆的上方
-使用澡盆时应妥善连接和放置电源适配器，保证电源适
配器不会掉入澡盆内,且澡盆内的婴儿无法触及到电源
适配器。

-警告：不要在盛水的浴缸、淋浴、洗脸盆或其他器皿附近
使用本澡盆。使用本澡盆时，务必保证电源适配器始终保
持干燥状态。使用完毕后，请置电源适配器于干燥避

 光处存放。
技术指标： 
产品名称： Onda Luxy Bubbles 欧达瑞斯 按摩澡盆
外形尺寸：宽74厘米 x 长92厘米 x 高93厘米
包括支腿在内的总重量：27公斤
气泵最大流量：1000升/小时
参考耗水量：12升
额定电压: 12V
额定功率：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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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测量范围：0 - 50摄氏度 +/- 0.5摄氏度

保修：
如果澡盆出现质量问题，请将其装在原始包装内以挂号邮寄方式自费
寄往：

OKBABY s.r.l. - Via del Lavoro, 26 - 24060 (BG) Italy
（意大利贝尔加莫省Telgate 市劳动路26号OKBABY有限公司，邮
编：24060）

请明确注明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并附上个人的姓名、详细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以及原始购物收据或收据复印件。

我们将在约30天内免费寄出完好的替换产品。
本产品的保修期从购买之日起计算为期2（两）年，对产品材质的缺
陷和制造方面的问题予以保修。

保修条件：
1． 只有将有缺陷的产品与其原始购物收据或收据复印件一起返还制 
造商，才可获得保修服务。如果缺少购物收据原件或复印件，或者
收据上的信息不完整或字迹模糊无法辨认，OKBABY有限公司有权拒
绝提供保修服务。

2． 如果产品上标注的型号和编号被修改、删除或涂抹而令字迹无法   
辨认，则无权获得保修。

3． 如果擅自对产品拆卸或修改，则无权获得保修。
 以下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 对产品的定期维护以及对正常损耗部件的修理和更换。
- 对产品擅自进行了修改。
- 将产品从用户住所运至维修中心的运费，以及由运输造成的问题和
损失。

- 由于意外事故或对产品使用不当而造成的人身伤害。 
- 由于不按照本说明书使用而造成的损坏和伤害。
- 用户自己或由非授权人员对产品的修理。 
- 由意外灾害造成的损失：如雷击、洪水、火灾等不可归咎于OKBABY
有限公司的意外灾害。

本产品的制造商为： 
OKBABY SRL
地址： Via Del Lavoro 26
24060 Telgate BG Italy
网址： www.okbaby.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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