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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恭喜！

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为不得已与宝宝分
开，但仍想要继续母乳喂养的母亲设计。此
款双边电动吸奶器安全、得力、有效。

我们的吸奶器：
• 可单边或双边吸乳，节约时间。
• 提供 3 种吸乳模式，帮助妈妈们舒适高

效的吸奶。
•  防止母乳流回导管和吸奶器本体。便于

保养和清洁。
•  交流电源适配器  -  外出时亦可使用

（电池不包含在包装盒内）
•  拥有体积小、重量轻、噪声低等特点。

对宝宝进行母乳喂养时，他们一开始会快
速吸吮，以刺激奶阵和乳汁分泌。奶阵到
来后，宝宝会立即转为更加缓慢、深入的
吸吮。尽管无法精确地模拟宝宝吸吮乳汁
的动作和模拟自然的吸乳节奏，兰思诺双
边电动吸奶器提供了两个阶段 - 吸乳准备
阶段和吸乳阶段。
吸乳准备阶段（第 1 阶段）为较快的吸乳
模式，以刺激乳汁分泌和流出。
吸乳阶段（第 2 阶段）拥有 3 种可调节
吸乳模式和吸乳强度，可根据您的喜好自
行设置 - 此为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的独
有特性！

若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
门，可拨打电话4008-210-385。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
请妥善保管。
本产品不包含干电池，需使用电池时，请
安装六节五号干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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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吸奶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属于个人护理产品，
为保证卫生，请勿与他人共用或转售。
若您感染了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或人体免
疫缺陷病毒 (HIV)，使用兰思诺双边电动吸
奶器将母乳吸出并不能降低或消除通过母
乳将病毒传播给宝宝的风险。

须始终遵循基本的安全预防措施，包括：

使用前请阅读所有说明
依据错误操作的结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危险
和伤害程度，用以下的表示进行说明。
本产品适用于海拔2000米以下地区。
危险：表示的是“如果发生误操作，有可
能造成人死亡或者负重伤”的内容。 对高
度危险要警惕。
警告：表示的是“如果发生误操作，有可
能造成人负重伤”的内容。对中度危险要警
惕。
注意：表示的是“如果发生误操作，有可
能会给人造成伤害或者物品损坏”的内容。
对轻度危险要关注。

危险：
• 请使电动本体和电源适配器保持干燥。
• 切勿在洗澡，淋浴时使用该吸奶器
• 切勿将该吸奶器放置或保存在有大量水

附近的地方（如水池、浴缸）
• 切勿放入或落入水或其他液体中
• 切勿触碰掉落在水中的产品，应立即切

断、解除电源。
• 切勿让电源适配器损伤（如弯曲，划

伤，靠近热源，压在重物之下等）。
• 切勿使用本吸奶器配置之外的电源适配器。
• 切勿分解改造电源适配器以及电动本体。
• 切勿让儿童或宠物玩耍电动本体，电源

适配器及附件，因为这些部件可能会造
成吞咽或窒息危险。

警告：
请务必在使用后立即拔掉吸奶器插头。
• 本产品不推荐由不适宜独立操作本产

品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包括儿童等) 使用，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
的人对他们使用本产品进行监督或指导。

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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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照看好儿童等，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
• 每次使用前先检查吸奶器（包括电源适

配器）是否存在明显破损。如果适配器
或插头损坏，无法正常工作，曾被跌落
或浸入水中。请勿使用该吸奶器。

• 如吸奶器出现故障，请勿自行打开电动
本体进行维修，请拨打咨询热线。

• 在真空条件下，切勿尝试从乳房上取下
吸奶器。

• 切勿在即将入睡或睡着时使用吸奶器。
• 怀孕期间切勿使用吸奶器。
• 切勿让任意物体落入或插入任意开口或

导管。
• 请勿将吸奶器暴露在高温下，切勿将其

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
• 产品损坏或有任何部件破损时，切勿使

用本产品。
• 切勿在户外使用电源适配器，或者在使

用喷雾剂或输氧的地方使用该吸奶器。
• 吸奶时请勿超过奶瓶瓶身上的最高刻度

最大刻度160ml),以免造成吸出的母乳
溢出。

注意：
• 过度使用或连续吸引，有可能会造成乳

房疼痛，请避免这样使用。
• 乳房疼痛时，请中止吸奶，以免情况恶化。
• 接通电源后，切勿让吸奶器在无人看管

下运行。
• 请勿用于吸奶以外的目的。
•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卫生、干燥通风处。

请妥善保存本说明书和购买凭证，以备后用。
有关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的要点
切勿清洗或消毒导管和导管接口。
为增加乳汁流量，请遵照以下说明：
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启动时将进入吸乳
准备阶段，2 分钟后自动切换至吸乳阶段，
同时进入模式 2 。若您想要跳过预设的
2 分钟吸乳准备阶段，或者您的奶阵提
前到来，可按下吸乳准备按钮切换至吸乳
阶段。如果在吸乳时，乳汁流出速度缓慢
或停止流出，可再次按下吸乳准备按钮回
到吸乳准备阶段，以获得二次奶阵。

• 可使用吸乳模式选择按钮 更改吸乳
模式，以寻找最适合您的吸乳节奏。按
下此按钮可在模式 1、2、3 之间切换，
如图 1 所示。

• 您可以提高/降低吸乳强度，以达到最

佳舒适度。您可在吸乳准备（刺激）阶
段阶段和吸乳阶段使用 +、- 按钮控制
吸乳强度，如图 2 所示。

图 1 吸乳模式

图 2 吸
乳强度

模式 1 模式2 模式3

兰思诺愿为您的母乳喂养旅程提供支持。
若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可拨打电话4008-210-385。

02.吸奶器示意图

1

2

3

4

5

6

基本控制键、显示屏及其功能

01 开关按钮 
02 增强吸乳强度控制按钮 
03 吸乳模式选择按钮  
04  LCD显示屏
05 吸乳准备（刺激）阶段按钮，用于来

回切换吸乳准备阶段和吸乳阶段
06 减弱吸乳强度控制按钮 
07 吸乳准备/吸乳阶段指示（亮起表示当

前处于吸乳准备阶段）
08 时间显示
09 吸乳模式指示（亮起表示当前处于吸乳

阶段）
10 交流电源指示
11 电池指示
12 吸乳强度指示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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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

13 导管入口
14 电池盒，6 节 AA 电池（不含）
注意：不推荐使用可充电电池。

15

15 电源适配器插孔
16 电源适配器

03. 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部件

零件/零件号

01

02

 300mm 硅胶导管 (2)

03

 600mm 硅胶导管

04

 Y 型导管接口 #53405

05

 导管束带 #53417

06

 导管接口 #53453

07

08

 ComfortFit舒适贴合乳杯（标准尺寸/
加大尺寸） (2) #50408

09

 吸奶器本体 (2) #53454

10

11

12

13

14

15

16

 隔膜盖 (2) #53410

 吸奶阀（2+2 个备用）#53401
 160ml 奶瓶 (2) #53451
 瓶帽 (2) 和密封垫 (2) #53450
 电源适配器/电源线
 底座 (2) #53452
 瓶盖 (1)
 自然波浪奶嘴（S）(1) 

14

13

8

9

31 2

4 5

含 2 个备用吸奶阀。如乳头过大，会触碰
到标准尺寸舒适贴合乳杯边缘时，推荐更
换为加大尺寸舒适贴合乳杯。 

使用前注意事项
• 操作吸乳部件、电动本体或其他附件之

前务必用肥皂和水彻底将双手洗净。
• 请拆卸并清洗吸乳部件，导管及导管接

口无需清洗或消毒。
• 导管中有液体或水分时，请勿操作吸奶

器。若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水分存在，请
在使用前彻底风干。

04.清洗说明

注意事项※ 请拆开所有零部件后，再进
行洗净、消毒。

11

10

7

6

12

16

15

 隔膜 (2) #5340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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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 在初次使用前，请务必进行洗净、消毒。
• 使用后，请及时清洗，建议配合使用专

用的奶瓶清洗剂。
• 洗净后请务必对各零部件进行消毒。
• 吸奶器内含有很多小零件，清洗时请注

意不要丢失零部件。
• 清洗时请使用柔软的刷子。
• 硅胶材质的零部件，如果用力清洗不当

有可能会造成破损或划伤，请小心。

注意：清洗吸奶阀时应小心谨慎。吸奶阀
对于吸奶器的正常使用十分重要。

奶嘴的清洗方法
• 为保证卫生，在首次使用前，请务必进

行清洗，并在沸水中煮沸消毒5分钟。
• 每次使用前，都请进行清洗和消毒。
• 每次使用后，请马上用温水浸泡，建议

使用专用的奶瓶清洗剂洗涤。
• 奶嘴的前端处较为脆弱，请勿在清洗过

程中用力拉扯，由此所造成的裂痕可能
会导致渗漏。

• 奶嘴的前端部分是非常脆弱的，用奶嘴刷
等清洗时请将指腹按住奶嘴头进行清洗。

※ 注意：清洗奶瓶时，请勿使用含研磨或
金属等材料的洗具，以免造成磨损。

• 清洗奶嘴时，请务必小心清洗奶嘴前端
通气阀。

• 奶嘴底座板上的通气阀为倒三角形结
构，请勿在清洗时大力拉扯或用尖锐物
体捅穿该通气阀。

• 出于保护作用，在通气阀及奶嘴孔上会
添加一些白色粉末。这些白色粉末安全
无害，只需在首次使用前洗净即可。

消毒：
• 切勿清洗或消毒导管和导管接口。
• 注意：为获得最佳效果，使用前请确

保隔膜已完全晾干。
• 注意：使用吸乳部件之前，请目测各组

件是否有裂痕、缺口、裂口、褪色或损
坏，否则可能影响吸乳套件的功能。

消毒方法：【煮沸消毒】将清洗干净的部
件放入沸水中煮5分钟。大锅内倒满水后，
放入已经洗好的奶瓶瓶身，点火煮开。沸
腾后放入洗好的奶嘴、瓶盖、瓶帽，煮沸5
分钟。※请将部件浸没水中，不要接触

到锅壁，以免变形或损坏。※煮沸消毒水
量应足够，避免产品因长时间接触到温度
较高的锅底或锅沿而导致变形。※过度煮
沸会影响部件寿命。
【微波炉消毒】请使用专用的微波炉消毒
容器。※请勿将产品零配件直接放入微波
炉中消毒。※消毒方法请遵照微波炉消毒
容器的使用方法。※请遵照所使用的微波
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加热时请保证
容器里有水。
【蒸汽消毒】建议使用电子蒸汽消毒器消
毒。※使用电子蒸汽消毒器时，请遵照其
说明书要求进行。
*刚消毒完的产品温度较高，请注意避免烫伤。

05.组装吸乳部件

产品包装中的吸乳部件已经预先组装完
毕。根据“清洗说明”中的描述清洗吸乳
部件的零部件（导管和导管接口除外）。
所有部件均清洗完毕并完全晾干后，按以
下步骤组装吸乳部件：

f  隔膜盖

g  隔膜

h  ComfortFit 
 舒适贴合乳杯 
（标准尺寸/加大
 尺寸）

i  吸奶器本体

j  吸奶阀

k  160ml 奶瓶

 

1. 将紫色隔膜放在吸奶器本体顶部。然后
将隔膜盖放在吸奶器本体上后转动，将
紫色隔膜密封在内。

2. 将ComfortFit舒适贴合乳杯装入吸奶器
本体。

3. 轻柔将吸奶阀装入吸奶器本体底部。
 注意：请小心拿取和清洗吸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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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奶瓶旋入吸奶器本体。
5. 将导管插入隔膜盖背面并牢牢固定。
6. 将导管接头插入两边组件之间。将导管

接口插入吸奶器。

06.温馨提示

成功吸乳的要点就是触发奶阵反射。之后
乳汁才能自由流出。在吸乳之前和吸乳中
用热湿毛巾热敷乳房，并以画圈的方式轻
柔按摩，有助于刺激奶阵自然反射。与宝
宝分离时想着宝宝或者看着宝宝的照片也
有助于刺激奶阵。

部分母亲在吸奶时会达到多次奶阵。在吸
奶时，可按下吸乳准备按钮  返回吸乳准
备阶段，以获得二次或三次奶阵。

吸奶时间
虽然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亦可用作单边
吸奶器，但与单边吸奶器相比，双边 吸奶
可缩短吸乳的时间。母乳为按需生产，也
可通过定时吸乳产生，这样可刺激您的身
体，以保持足够的奶量。如同母乳喂养一
样，无需对吸奶进行计时，但通过吸奶您
可以对宝宝的喂哺时间有更好的了解。
如有任何有关母乳喂养或吸奶器的问题，
请拨打电话4008-210-385。

吸奶与喂养提示
• 您还可以在宝宝吸吮一侧乳房的时候，对

另一侧乳房吸乳。这样可通过宝宝的吸吮
刺激奶阵，从而获得更佳的吸乳效果。

• 您可以使用兰思诺奶瓶和自然波浪奶嘴对
宝宝进行喂养。自然波浪奶嘴有助于宝宝
维持已经建立的母乳喂养模式，便于在母
乳喂养和奶瓶喂养之间随意切换。

• 若您选择用兰思诺奶瓶和自然波浪奶嘴对
宝宝进行喂养，请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在喂养宝宝之前务必检查液体的温度。
• 切勿让儿童喝着奶入睡或者在没有监督

的情况下自行喝奶。
• 为防止窒息危险，应拉动奶嘴的前端部

分，测试其强度。若有任何裂缝或裂
纹，请立即停止使用。

07.吸奶器的使用

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可单独选择不同的
吸乳模式和调节吸乳强度，以获得舒适的

设置。您可以使用吸乳模式选择按钮  选
择吸乳模式。然后使用 +、- 按钮调节适
合您的吸乳强度。

单边吸乳
拆下一根导管并关闭导管接头。确保插塞
已正确插入导管出口，并按入扣紧。然后
执行以下第 2 步之后的说明。

1. 确保所有导管已连
接至导管接口。

2. 将吸乳部件紧贴到
乳房上，注意使乳
头对准Comfort Fit
舒适贴合乳杯的中
心位置。确保乳房
亲密贴合Comfo r t 
Fit舒适贴合乳杯，
从而形成真空、没
有空气溢出。如果
乳头感觉有摩擦或
不舒适，请更换为
加大尺寸的Comfort 
Fit舒适贴合乳杯。
吸奶部件和乳头通
道必须稍微向下倾
斜，以便母乳自然
流入瓶中。

3. 长 按 开 关 按 钮 数
秒，以开启电动本
体。吸奶器启动后
将立即进入吸乳准
备（刺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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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钟后，吸乳准备
阶段将自动切换至
吸乳阶段，同时进
入模式 2。LCD 显
示屏上的吸乳准备
图标  将消失，然后
出现吸乳图标  。

 若您想要跳过预设
的 2 分钟吸乳准备
（刺激）阶段，或
者您的奶阵提前到
来，可按下吸乳准
备按钮  切换至吸
乳阶段。进入吸乳
阶段后，可单独选
择吸乳模式和吸乳
强度。

 注意 - 显示屏上将
出现吸乳模式  ，
表示您当前处于吸
乳阶段，此时吸乳
准备标识将消失。

 用兰思诺双边电动
吸奶器

 可使用吸乳模式按
钮 更改吸乳模式。
按下此按钮  将在
三种模式间切换。

 

 注意：如果在任
何时候您的乳房感
觉到不舒服，请按 
LCD 屏左侧的按钮
降低吸乳强度。您
可以使用 +、- 按
钮控制吸乳强度。

 

4.  吸乳完成后，按下开关按钮关闭电动本
体。关闭吸奶器后，显示屏将继续显
示几秒钟。将Comfort Fit舒适贴合乳杯
从乳房上取下之前，请确保乳头不再感
受到吸力。必要时可将一根手指插入
Comfort Fit舒适贴合乳杯和乳房之间，
以消除吸力。吸力一旦消除，可安全取
下Comfort Fit舒适贴合乳杯。

 请注意：如果 20 秒内未对控制按钮执
行任何操作，LCD 显示屏背光将自动关
闭，以省电。如果吸奶器保持开启状态
且无人照看超过 60 分钟，控制系统将
自动关闭吸奶器。如需重新开启，您必
须长按开关按钮。

 注意：如果在任何时候您的乳房感觉
到不舒服，请按  减弱吸乳强度控制按
钮以减弱吸乳强度，或者将导管接头与
电动本体上的导管接口断开。

08.电源选项

电动本体有以下几种供电模式：

电源适配器（含）
连接电源适配器至电
动本体右侧的电源适
配器插孔。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可
用的电源插座。仅当
使用产品随附的电源
适配器才能保证电器
安全（请见“技术数
据”部分）。

6 节 AA 碱性电池 
（不含）
确保根据指示正确连
接电池的 (+)、(-) 
极 。 轻 轻 按 下 电 池
盖，直至其卡到位。
吸奶器长期不用时，
请取出电池。请根据
与环保和回收相关的
法规丢弃电池。所有
电池需同时更换。请
注意，吸奶器不适用
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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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电池不可混用。碱性电池和标准（碳
锌）电池不可混用。如果在吸奶器内安装
有电池时使用电源适配器，则吸奶器将使
用电源适配器供电，不会使用电池。为获
得最高的经济性，建议使用所提供的电源
适配器。随附电源适配器为通用型交流插
头式适配器，可用于 100V - 240V、50Hz 
和 60Hz 的电源。

09.母乳保存指南

适用于正常足月婴儿的母乳保存与解冻指南。
请咨询您的健康保健专家、助产师或保健
随访人员，以获取具体的保存说明。
冷冻母乳时，储存容量不得装满  3/4 以上，
以防冷冻时乳汁会膨胀。在储奶袋上标注
吸奶的时间，以便将来参考。应优先使用
吸乳时间靠前的母乳。

注意：切勿将母乳保存在冰箱/冰柜门内
侧。门内侧的温度是冰箱/冰柜内温度最高
的部分。

解冻
将冰冻后的母乳放在冷藏室，或放在流动
的冷水下冲洗解冻，慢慢使水变暖，以
解冻母乳。解冻后的母乳可放在冷藏室保
存，最多保存 24 小时。  
注意：切勿重新冷冻已解冻的母乳。
用解冻后的母乳哺喂宝宝之前，请轻轻摇
晃奶瓶，以混合分层的母乳。母乳不均
匀，“乳脂”会浮到表面。母乳的颜色和
浓度因吸乳的时间、您的饮食，以及吸乳
时宝宝的月龄而异。
注意：切勿用微波炉加热母乳！微波加热
会改变母乳的成分。还会导致母乳局部过
热，从而会烫到宝宝。
注意：不能在热水或沸水中解冻母乳。

10.技术数据

1.电源
电池运行：6 节 AA 碱性电池（不含），
全部串联。切勿使用充电电池。
电池运行时间：6 节碱性电池（不含）可
用约 2 小时。
电源适配器运行：100V-240V 壁式插座型
交流电源适配器，经过电镀绝缘，输出电
压为 9V DC。
吸奶器功耗：最高 10 W
电压调节：线性稳压器，带低回动电压和
短路保护。

产品规格
额定电压：AC100-240V
输出电流：1.1A
输出电压：DC 9V
重量：1.41 kg

11.故障排查

对兰思诺双边电动吸奶器进行故障排查 

断电
如果在正常使用吸奶器的电气和/或机械功
能时断电，只需执行以下步骤：
• 从电气插座中拔出电源适配器。
• 等待几秒钟后将电源适配器重新插回电

气插座。如果仍然存在电气故障，请尝
试使用 6 节 AA 电池为吸奶器供能，
同时确保电源适配器已拔出。

吸乳时感到不舒服
如果感到不舒服，请自行更换为加大尺寸
的乳杯。

吸力下降
如果感到吸力下降，请尝试以下步骤：
• 将导管从电动本体上拆下，将手指放在

导管接口处。如果感觉到吸力，则表示
电动本体工作正常，但吸乳部件可能未
正确组装或吸奶阀可能损坏。如果手指
感觉不到吸力，请尝试将电源适配器从
电气插座中拔出，等待几秒钟后再插回
电气插座中。

• 确保吸乳部件已正确组装。请查看“组
装吸乳部件”中的组装信息。

• 检查吸奶阀是否撕裂或有小孔。该组件

室温

冰箱

冰箱

冰箱冷冻室

家用冰柜

（＜26°C）

（＞4°C）

（＜4°C）

（＜-18°C）

3天

5天

2周

6个月

6小时

*国际母乳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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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获得适当的吸力而言十分关键。此
时请使用产品随附的备用吸奶阀替换。

• 进行单边吸乳时，请检查导管接头，确
保已关闭。若接头打开，请关闭。

• 进行双边 吸乳时，开始吸乳前请确保将
吸乳部件紧贴两侧乳房。

单边吸乳时吸乳强度增强：
单边吸乳时如果感到吸力过大，请检查导管
插塞是否干净，且插塞内的气道是否堵塞，

12.采用自然波浪奶嘴喂养母乳

基于对婴儿吮吸运动的研究，
总结了“婴儿吮吸”的三个步骤

1.  紧贴乳房含住乳头(吸附)嘴唇向外
开，将乳晕部分完全覆盖。

2. 利用舌头的运动将乳汁吸出
(吮吸）

 借助舌头如波浪般的蠕动运动，
 挤压乳头以吸出乳汁。
3. 吞食饮入(吞咽）将舌根向上抬， 

将乳汁往食道流入。

自然波浪奶嘴是研究婴儿吮吸运动而
制成的奶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不流出超过所
需量的乳汁，
让宝宝能轻松
地慢慢饮用。

2. 柔软且有韧性
的硅胶。

3. 竖线加工不易
扁塌，让舌头顺畅动。

4. 抑制粘腻的表面加工，含住时不易粘住
嘴唇。

5. 宽且带有纹理的奶嘴底部 -便于吸住和
有效的吸吮。

6. 通气阀（AVS 空气流动系统）-可帮助
宝宝顺畅吮吸。

建议宝宝出生后6个月内采用纯母乳喂养。
兰思诺的母乳喂养支持产品帮助您延长母
乳喂养时间。吸乳、储乳、喂乳，一瓶多
用。就算您需要外出或者工作时，选用兰
思诺系列的产品可以帮助您继续进行母乳
喂养。

兰思诺自然波浪系列奶嘴共有3款型号的奶
嘴以供选择。

其余型号请根据需求另行购买。

为了您孩子的安全与健康，警
告！应在成人监护下使用本产品。不能
将该奶嘴用作安抚奶嘴。连续不断地长
期吸吮将会导致龋病。喂食前应检查奶
汁的温度。每次使用前先检查，在各个
方向拉伸奶嘴，一旦出现破损或缺陷应
立即丢弃。

保持所有不使用的部件在儿童
可触及范围之外。不得将奶
瓶及奶瓶任何部件作为玩具使
用，不用时请将所有的部件放
在孩子不能接触到的地方。

组装：请务必在组装前洗净双手以免造成
二次污染。依次从上到下组装奶瓶部件。

请注意：奶嘴是从上向下组装。

保管方法：1.不使用时，请将奶瓶以及配
件放置于清洁卫生干燥通风良好处，不应
与有毒有害物质共存。2.不要将奶嘴置于
阳光直射处，直接置于热源处或长期置于
消毒剂中，这样做将导致奶嘴老化。

使用注意：请勿使用尖锐物体捅穿奶嘴孔
和通气阀。为保持奶瓶奶嘴的最佳使用性
能，请间隔2个月进行更换。如在使用中发
现奶瓶或奶嘴发生破损，请立即更换。习
惯了一种奶嘴后，更换其他品牌的奶嘴可
能会让婴儿感到不适。出牙期的宝宝，会
咬扯奶嘴使其破损，请注意。奶瓶上的刻
度为调乳时的大致标准。若需要更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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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请使用计量工具。喂乳前，请确认
奶瓶各个部件是否组装得当。

13.保修

消费类产品有限质保
我们对原始购买者（简称“购买者”）承
诺，本产品没有任何材料和工艺缺陷，吸
奶器主体自购买之日起保修一年，所有其
他部件自购买之日起保修 90 天。转售或
转让本产品将致使保修无效。本保修条款
将赋予您一些特定的法律权限，具体因地
而异。

除此处明确说明的保修条款以外，兰思诺
不会提供任何类型的明示保证。任何暗示
保证，包括任何对适销性和特定用途适用
性的暗示保证，其有效期为自原始购买者
购买之日起 90 天内。

注意：将产品返回兰思诺的费用应由购买者
全权负责。此保修条款不适合被误用、滥用
或变更的任一产品。兰思诺母乳喂养产品仅
推荐使用兰思诺品牌的替换部件。维护不当
或不正确，或者维修或使用非兰思诺品牌的
替换部件可能致使本保修无效。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于附带赔偿损失或
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任何书面或
暗示质保条款所引起的更换成本，兰思诺
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您想依据本保修条款提出索赔，请致电
4008-210-385（中国）或联系当地经销
商。我们将为您提供一个免邮费地址，以
便您返回产品，必要时请将带有日期的原
始购买凭证或其他带有日期的购买证明一
同寄回，并请简短描述一下问题所在。

堆叠
该设备使用时不得靠近其他设备或与其他
设备堆放在一起；如果上述情况无法避
免，则应观察并验证设备能否正常运行。

本产品为个人护理用产品，包装开启后不
可退货。如发现任何产品问题，请拨打我
们的客户服务热线4008-210-385（中国）
或联系当地经销商。我们的客服代表将很
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进口商:尔儿诗(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
2001号1幢4部位三层333室
邮政编码：200131
咨询热线:4008-210-385
品牌官方英文网站:www.lansinoh.co.uk
生产日期见包装
原产国：土耳其
保质期:4年若兰思诺证实产品不满足以上有限保修条

款，购买者可获得的补偿是由兰思诺维修
或更换产品（由兰思诺决定）， 且不向购
买者收取任何有关更换、部件或人工的
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