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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固

© 2021 Theraband 的 Kayezen LLC 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TherabandTM 是 Theraband, LLC 生產的 的商標。。 未經 Kayezen LLC 
by TheraBand, LLC 或其附屬公司的明確書面同意，不得使用此商標。 在使用 KAYEZEN 產品之前，請閱讀下面列出的 Theraband 保
固條款與條件。 開始使用 KAYEZEN 產品即表明您同意遵守下列保固條款與條件。 TheraBand 的 Kayezen LLC「Theraband」）向從 
Theraband、Theraband 授權經銷商或 Theraband 授權製造承包商購買產品的所有新設備的原始購買者保證，此等產品在下列期間及在下列
各方面，在正常使用與服務下，其材料與工藝均無瑕疵： 

本有限保固不涵蓋下列項目，且下列項目情況不提供任何保固：
• 非由 Kayezen 或授權Kayezen製造承包商製造的產品。
• 未經Kayezen明確書面同意而更改的產品。
• 被伸展、拉動或強制超出停止點的 Theraband TVT（參見第 4.4 節）。
• 非直接從Kayezen或非通過Kayezen授權經銷商購買的產品。
• 未按照用戶手冊和產品標籤中所示的Kayezen規範進行維護的產品。
• 序列標籤遺失、無法讀取或變更的產品。
• 保固範圍以外之元件的人力費用。
• 有外觀損壞的產品，包括但不限於刮痕和凹痕。
• 提供有關正確使用和維修設備的技術培訓的現場服務電話。
• 與設備修理有關的運費和處理費。

THERABAND 
產品保固

 VECTOR 和 Kayezen 品牌附件： 
自交貨之日起一年

 TTheraband VECTOR 管（「TVT」） 
自交貨之日起 60 天

 VECTOR 只能與  
Theraband 認證附件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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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固適用於下列條件：
• 產品未受到 Theraband 未授權的誤用、濫用、修改，或未受到因不當

處理、自然災害、天災和未經授權的經銷商提供服務而造成的任何損
壞。這包括使用 Theraband 未指定的清潔材料或潤滑油。

• 產品仍由原始購買者擁有。
• 保固索賠是在先前所示的保固期間內提出，且此類索賠在發現故障

之日起 30 天內發生。
• 涵蓋人工費用的保固僅適用於美國和加拿大。
• 零件與人工的保固可能在美國以外地區有所不同。有關保固條款，請

與您所在地區的 Theraband 授權經銷商聯繫。

所有保固期從交貨予原始購買者之日開始計算。Theraband 在本保修下
的義務僅限於維修或更換有保固的故障部件，具體視 Theraband 之選
擇，同時不會向購買者收取部件或人工費用。
購買者負責所退產品或所更換設備從 Theraband 倉庫往返的所有運輸
和保險費用。
任何暗示保固，包括但不限於對特定用途適用性以及適銷性的暗示保
固，從交貨予原始購買者之日起一年內有效。某些州不允許限制暗示保
固的持續時間，因此上述限制可能不適用於您。維修和更換的補救措施
是購買者的唯一補救措施。Theraband 不對任何特殊、附帶、偶發或間接
的損害負責，包括但不限於財產或設備的損壞或損失以及利潤和收入的
損失。某些州不允許排除或限制附帶或間接性損害，因此上述限制或排
除可能不適用於您。
對於違反本書面有限保固或暗示保固採取的行動，不得在行動原因
累積一年後開始。本書面有限保固是雙方就產品的品質或效能所達
成的完整、最終及排他協議，也是所有及僅有的保固約定與表述。除
非 Theraband 的授權企業主管以書面形式核准，否則本有限保固的
修改或其條款的放棄對任何一方均不具約束力。本有限保固賦予您特
定的法律權利，您也可能擁有其他權利，這些權利可能因州而異。 請通
過 Kayezen，clientsuccess@kayezen.com 聯繫 Theraband VECTOR 
SPORTS，以獲取授權經銷商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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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警告

應採取所有預防措施以儘量減少受傷的風險，並防止損壞
設備。在使用 VECTOR 之前，請閱讀用戶手冊全文，並始終
遵守以下安全預防措施。
若未遵守預防措施，使用本產品時可能會發生重傷或死亡
事故。使用本設備前請先閱讀所有説明。

危险
如果未遵循以下預防措施，將會發生重傷和/或死亡事故。

警告
如果未遵循以下預防措施，可能會造成重傷和/或財產損失
事故。

• 每次使用前，拆下護蓋並查看內軸上的所有警告。
• VECTOR 必須連接到能夠承受至少91Kg負載的錨點。
• 僅使用負載額定值至少為91Kg的鎖扣或 Theraband 提供的鎖扣，將 VECTOR 連

接到錨點。Theraband 對於由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鎖扣所造成的損害或傷害不承擔
任何責任。

• 切勿將 TVT 拉過停止點。
• 切勿從拉伸位置鬆開帽蓋組件。
• 每週檢查 TVT。使用前，應更換任何有磨損或劃傷的 TVT。
• 每六個月更換一次所有 TVT，若有磨損或劃傷則更頻繁更換。
• 使 13 歲以下的兒童遠離本機器。青少年需在監督下使用。
• 僅將 VECTOR 與 Kayezen 認證附件一起使用。
• 在開始運動計畫前先進行體檢。
• 如果您感到疼痛、頭暈、暈眩或呼吸短促，請立即停止運動。
• 如果產品損壞或無法操作，請勿使用。如果在商業環境中使用，請向員工報告問題。
• 使用前請先取得指示及/或參閱手冊。使用前請閱讀所有警告。
• 使用時請避免觸及蓋管與任何固定物體。否則可能會造成破損和傷害。
• 請將頭髮、身體部位和衣物遠離活動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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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告
如果未遵循以下預防措施，可能會造成人身傷害和/或財產損失

• 除非您具備適當且安全地執行程序的資格且配有設備，否則請勿
嘗試任何維護或維修程序。  
clientsuccess@kayezen.com

• 在使用設備進行運動之前，確保設備周圍沒有任何障礙物或不存
在絆倒的危險。

• 確保設備周圍的地板乾燥，且沒有任何材料或液體會使地板打滑。

儲存本手冊以供日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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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介

2.1 概述
本節包含 VECTOR 阻力技術的一般概觀以及如何取得
服務與支援的相關資訊。

感謝您購買 Theraband VECTOR。

VECTOR 適用於室內和室外的物理治療、運動效能和
健身環境。

操作或維護 VECTOR 時，請注意所有警告和注意事項。
請與合格的維修技術人員聯繫，以處理您無法正確、完
全、安全地執行的任何步驟。

請小心遵循所有指示。

該 VECTOR 主要用於運動訓練、健康俱樂部、健身房、
活力老化和物理治療設施。它已經過測試，符合美國和
國際安全和耐用性要求，適用於家庭和商業環境。本手
冊將幫助您探索和使用設備的功能。

獲專利的 VECTOR 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好處，包括：
• 只要轉動 VECTOR 頂端的帽蓋，選擇三個用戶可配置阻力等級之一，即可變更重

量等效拉力 (WEP) 等級。
• 透過鎖扣快速連接/斷開連接錨點。
• 通過使用 TVT 提高用戶安全性。每個彈性管內的 Kevlar® 線可限制使用期間管的

伸展範圍，並可降低管發生故障時，帶子可能「回彈」使用者而造成的風險。
• 外部可拆卸護蓋，可保護 TVT 免受紫外線照射、灰塵、碎屑和污染損壞。
• 能夠通過更改 TVT 獲得不同阻力級別來輕鬆自定義 VECTOR 的 WEP。下表顯

示了各種配置的近似最大 WEP 值和最大允許伸展值。請注意，WEP 僅為近似值 – 
WEP 可能會因製造公差、TVT 的使用壽命、TVT 上的拉動週期數以及累計的週期
最大拉動長度百分比（僅為影響 WEP 的變量的不完全列舉）而有所不同。另請注
意，所示的 WEP 是在 TVT 恰好伸展至內部 Kevlar 長度之時，一旦 TVT 伸展至內部 
Kevlar 線的長度，如果使用者嘗試繼續拉伸 TVT，負荷將立即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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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了標準和小組運動 VECTOR 的大致 WEP。

圖表的垂直軸是配置 VECTOR 的各種方式，第一個字母
為匯集盤 1 中的 TVT（L= 輕，H= 重），第二個字母為匯集
盤 2 中的 TVT，第三個字母為匯集盤 3 中的 TVT。

請定期訪問我們的網站：www.kayezen.com，瞭解本手
冊的更新、重要安全通知、強制性服務公告、最新產品以
及優化 Theraband 體驗的新運動姿勢和動作。

Kevlar® 是 E.I. du Pont de Nemours and Company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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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和聯繫資訊

如何獲取產品服務

1. 驗證症狀並查看操作說明。問題可能由不熟悉產品及其功能和訓練
所致。

2. 找到並記下位於產品中心軸上的裝置序列號。

3. Kayezen LLC 
E-Mail: clientsuccess@kayezen.com

用戶手冊  | 9

2



下圖顯示了本手冊中使用的 VECTOR 的各個組件的名稱。3命名術語

帽蓋
阻力等級指示器

帽蓋組件
帽蓋釋放裝置

底座組件

轉環

鎖扣連接環

轉環組件（包含所選數量的匯集盤）

匯集盤 1 至 3（匯集盤 1 最接近轉環）

TVT（TheraBand Vector 管）

警告標籤（在底座組件的中心軸上）

花瓣座

內部視圖–未顯示帽蓋和可拆卸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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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裝運時為完全組裝狀態，可立
即使用。只需從包裝中取出 VECTOR 和
所有附件，並以正確的方式處置包裝。
隨 VECTOR 提供的附件將視購買的特定 
SKU 而定。如需使用 VECTOR 方法的影
片，請造訪 www.kayezen.com。

4.1 使用 Theraband 提供的鎖扣將 
VECTOR 通過鎖扣環連接到適當的錨點。

警告
• VECTOR 必須連接到能夠承受至少 91 

Kg負載的錨點。
• 僅使用負載額定值至少為 12Kn 的

鎖扣或 Theraband 提供的鎖扣，將 
VECTOR 連接到錨點。Theraband 對於
由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鎖扣所造成的損害
或傷害不承擔任何責任。

4.2 將經 Theraband 認證的供運動之用
的配件連接至帽蓋組件頂端的轉環圈上。
這通常是一個手柄，允許用手抓握，但也可
能是多種附件，以便在身體的各個部位施
加阻力。

4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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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將帽蓋組件放回底座組件上的原位，以完成此項運動。   

警告
切勿從拉伸位置鬆開帽蓋組件。 

4.4 將 Theraband 認證配件拉出至想要的動作範圍，然後回復
到此動作範圍的起始処，即可進行運動。視需要重複。  

警告
切勿將 TVT 拉過停止點。

4.3 旋轉帽蓋組件以接合 1、2 或 3 個匯集盤，選擇運動所需的 
WEP 等級。注意：旋轉帽蓋時，請勿將帽蓋組件向上拉。（參見用
戶手冊第 2.1 節中所示的 WEP 級別）。圖示說明了選擇 2 片匯
集盤的情形，Theraband 標誌底部箭頭下方顯示 2 條藍線。 

用戶手冊 | 12

4



本節提供有關對 VECTOR 進行例行檢查以
及更換正常磨損部件的信息。

5.1 檢查 TVT

警告
必須每週檢查 TVT 是否磨損。更換所有有
問題的 TVT。

以下步驟用於檢查 TVT。第 5.2 節提供了有
關更換 TVT 過程的說明。

5.1.1  將外側可拆卸護蓋輕輕推向 
VECTOR 的轉環端，以卸下護蓋。圖中顯
示了處於鎖定位置的護蓋，其中底座組
件上部的箭頭與可拆卸護蓋上的鎖定圖
示對齊。

5.1.2  將可拆卸護蓋推向 VECTOR 的轉
環端時，逆時針旋轉管（從鎖扣環端看），
直至底座組件上的箭頭與解除鎖定的圖
示對齊以鬆開護蓋。將護蓋滑過鎖扣連
接環，從 VECTOR 上卸下。

檢查和部件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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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目視檢查每個 TVT 管表面是否有磨損或「起球」
的跡象，集中在 TVT 最接近 VECTOR 轉環端的部分。圖
中顯示的 TVT 與 Kevlar 保護線完全貼合。

5.1.5  通過將可拆卸護蓋滑過鎖扣連接環，重新安裝可
拆卸護蓋。將底座組件上的箭頭對齊解除鎖定圖示，並
將可拆式護蓋推向底座組件的上半部，直到卡住為止。

5.1.4  按照第 5.2 節中的步驟更換所有必要的 TVT。

5.1.6  旋轉護蓋，直至底座組件上的箭頭與鎖定圖示對
齊，同時將可拆卸護蓋推向 VECTOR 的轉環端，從而鎖
定護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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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換單個或多個 TVT

警告
• 每週檢查 TVT。使用前，應更換任何有

磨損或劃傷的 TVT。
• 每六個月更換一次所有 TVT，若有磨

損或劃傷則更頻繁更換。

以下內容提供了有關更換單個或多個 
TVT 的說明。有關如何替換 TVT 的視頻，
請訪問 www.kayezen.com。

5.2.1  將帽蓋鬆開卡舌壓在一起
以鬆開帽蓋。

5.2.2  在壓下帽蓋鬆開卡舌的情
況下向轉環滑動帽蓋，直到帽蓋
頂部超過帽蓋鬆開卡舌的底部，
從而卸下帽蓋。從 VECTOR 末端
滑下帽蓋。

從 VECTOR 中完全移除 TVT。請
勿一次移除多個 TVT。移除多個 
TVT 可能會導致匯集盤組件鬆
脫，從而使重新裝配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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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將外側可拆卸護蓋輕輕推向 VECTOR 的轉環
端，以卸下護蓋。圖中顯示了處於鎖定位置的護蓋，其
中底座組件上部的箭頭與可拆卸護蓋上的鎖定圖示
對齊。

5.2.4  將可拆卸護蓋推向 VECTOR 的轉環端時，逆時
針旋轉管（從鎖扣環端看），直至底座組件上的箭頭與
解除鎖定的圖示對齊以鬆開護蓋。將護蓋滑過鎖扣連
接環，從 VECTOR 上卸下。

5.2.5  將 TVT 的球端稍微朝鎖扣連接環方向拉下，並
從中心軸向外拉出，以從花瓣座拆下 VECTOR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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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將鬆開的 TVT 朝向 VECTOR 的轉環端輕輕
推過匯集盤，直到可以觸碰到 TVT 的錐形端，然後將 
TVT 從匯集盤組件中拉出。

5.2.7  從 VECTOR 中完全移除 TVT。請勿一次移除多
個 TVT。移除多個 TVT 可能會導致匯集盤組件鬆脫，
從而使重新裝配更加困難。

5.2.8  拿起一條新的 TVT，並將 TVT 的球端穿過匯集
盤組件的空孔。

5.2.9  將球端拉到 VECTOR 的鎖扣連接環末端，直到
球超出花瓣座的下表面為止。將 TVT 的球端移向中
心軸，直至 TVT 位於花瓣座孔內，以固定 TVT。鬆開 
TVT 的球端。

5.2.10  根據需要對盡可能多的 TVT 重複步驟 5.2.5 
至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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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將可拆式護蓋滑過鎖扣連接環，以重新安裝
可拆式護蓋。將底座組件上的箭頭對齊解除鎖定圖
示，並將可拆式護蓋推向底座組件的上半部，直到卡
住為止。

5.2.12  旋轉護蓋，直至底座組件上的箭頭對齊鎖定
圖示，同時按壓可拆卸護蓋，從而鎖定護蓋。

5.2.13  將帽蓋滑過轉環組件，直到帽蓋釋放卡舌卡
回原位，將帽蓋固定到位，完成帽蓋的重新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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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維護與故障排除
本節提供使用者可以執行的預防性維護和故障
排除資訊。

6.1 預防性維護提示
在維修或更換有瑕疵的零件之前，請勿使用本
設備。請特別注意下述可能磨損的零件。以下預
防性維護提示能確保 VECTOR 在最佳性能下運
行：

• 清潔裝置外部時，強烈建議使用非磨蝕性清
潔劑和軟棉布。有關詳細信息，請與 Kayezen 
客戶服務聯繫。清潔之前，請先將清潔劑塗抹
在棉布上。

• 請勿使用氨水或酸性清潔劑。
• 請勿使用磨蝕性清潔劑。
• 請勿使用紙巾。
• 請勿將清潔劑塗到貼紙上。

6.2 預防性維護計劃
請遵循下列時間表，以確保產品運作正常。如果下列任何檢查顯示過度
磨損或劣化的跡象，應立即由合格的維修代表更換相應組件。

項目 每週 每月 每季度 每半年 每年

檢查 TVT 是否磨損

更換所有 TVT

檢查鎖扣連接環是否鬆動。如果發現任何鬆
動，請停止使用產品，並立即聯繫 Theraband 
客戶服務。

檢查轉環和所有塑料部件是否磨損或破裂。
如果發現任何磨損或破裂，請停止使用產品，
並立即聯繫 Theraband 客戶服務。

檢查中心軸兩端的部件是否鬆動。如果發
現任何鬆動，請停止使用產品，並立即聯繫 
Theraband 客戶服務。

檢查鎖扣是否磨損。如有磨損則需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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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設計用途 重載型商業設備，包括康復、團體運動、強度與效能訓練。本裝置的設計符合 ASTM 和 CE 規定的居家使用要求。

最大使用者重量 不適用 – 裝置並非設計用來承載體重。

最大負載 由 VECTOR 開發的最大 WEP 在使用重型 TVT 的最大伸展程度下大約為 50 Kg。 最大伸展的定義是 TVT 中的內部 
Kevlar® 纜綫剛好達到張緊狀態，即伸展的停止點。

警告   切勿將 TVT 拉過停止點。

阻力系統 TVT – 帶 Kevlar ® 纜線的彈性管過管的中心，以限制伸展範圍並防止在管故障時「回彈」用戶肢體。TVT 包含接頭，可
方便移除和更換 VECTOR 中的 TVT。

電源要求 無

外殼 高衝擊熱塑性

連接環 不鏽鋼

長度 VECTOR 45 總長度為 61.5 cm 
VECTOR 60 總長度為 74 cm

直徑 8 cm

重量  VECTOR 45 約 0.95 Kg 
VECTOR 60 約 1.15 Kg

裝運箱尺寸 91.5cm × 10cm × 10 cm

裝運重量 VECTOR 45 約 1.28 Kg 
VECTOR 60 約 1.4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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