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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您购买本产品以及对 ePropulsion 的信任与支持。

我们将致力于为您提供更多环保、安全、可靠的水下推进器以及船外机产品。

欢迎浏览 ePropulsion 的官网 <www.epropulsion.com>。

使用手册
使用本产品前，为了您流畅的水上体验和使用安全，请充分阅读并理解此使用手册。使用

本产品代表您已充分阅读并同意此手册中的条款以及安全事项。ePropulsion 不承担

因违背该手册而引起的损失或伤害。

由于产品的持续优化，ePropulsion 保留不断调整说明书内容的权利。公司也保留包括

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等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

该手册如有更新，不会另行通知。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www.epropulsion.com> 获取

最新版本。如果您发现产品和使用手册内容有不符之处，或者您对产品或手册有任何疑

问，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www.epropulsion.com>。

该手册具有多种语言版本，如果不同语言版本之间存在理解偏差，请以英文版本为准。

ePropulsion 保留对此使用手册的最终解释权。

图例
在阅读本使用手册时，请参照以下图例：

   重要的指示或警告

   有用的信息或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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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序列号
瓦浪电池的序列号（S/N）标贴位于图示 0-1所示位置。瓦浪遥控和瓦浪电机的序列号（S/

N）位于图 0-2 和 0-3 所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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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USER 
MANUAL FIRST

DO NOT 
DISASSEMBLE

Model: VAQUITA Battery
Rated Capacity: 324Wh
Rated Voltage: 21.6V
Charging Temperature:
0°C~45°C(32°F~113°F)
Discharging Temperature: 
-20°C~50°C(-4°F~122°F)

KEEP AWAY FROM
FIRE/HEAT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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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VAQUITA Battery
Rated Capacity: 324Wh
Rated Voltage: 21.6V
Charging Temperature:
0°C~45°C(32°F~113°F)
Discharging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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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HEAT SOURCE

图 0-1

MODEL: VAQUITA
S/N: DVAR1H40001

FCC ID: 2AKHE-LAGOON  

MODEL: VAQUITA
S/N: DVAR1H40001

FCC ID: 2AKHE-LAGOON  

MODEL: VAQUITA
S/N: DVAM1H40001

MODEL: VAQUITA
S/N: DVAM1H40001

    

                图 0-2                                         图 0-3

以上三个部分具有不同的序列号。请记录这些序列号，方便日后维修或享受其他售

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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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安全注意事项
瓦浪使用手册包含与产品安装和安全操作相关的重要信息。为了您的安全，请在使用产

品前充分阅读此使用手册。以下是特别注意事项：

使用产品前

本产品仅限身体状况良好、懂得游泳和划桨的人士使用。 

使用本产品时，请穿救生衣、戴脚绳。 

使用本产品时，请确保船上有桨。

本产品仅限充分阅读并理解此使用手册的成年人使用，未成年人需在成年人的监护下

使用。

使用前，请检查产品状况和功能，确保所有部件状况良好。

操作前，请确保瓦浪电机安全地安装在桨板 / 独木舟的底部。

确保瓦浪遥控在无线连接状态下功能正常。

熟悉和本产品相关的一切操作。

使用前，查询当地水上安全法规以及航行规章制度。

提前观察周围环境，避免不利环境，如强风、大浪、急流等。

使用产品时

勿在浅水区域或空气中运行电机。只在深度足够的水域操作本产品，并绕开障碍物。

遵循该使用手册中的正确操作指令。

把瓦浪遥控佩戴在手腕或桨上以方便使用。

若旁边有人游泳或其他船只，请勿运行。

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按瓦浪遥控的开关键实现急停功能。

操作产品时，请遵守当地水上安全法规以及航行规章制度。

禁止酒后使用本产品。

拆装电机之前，请确保电源、瓦浪电池和瓦浪遥控已经关闭。

请在使用前确保电源线接头已经拧紧并连接到位，否则可能对产品造成严重伤害。

处理

严禁电机空转，因为空转会严重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并产生极大的噪音，可能误伤到

手指。假若不小心引起电机空转，电机会于 5 秒钟内停止转动，且电机可能无法正常

启动，以实现保护功能。禁止靠近转动的螺旋桨。

禁止用户或任何非官方授权的第三方拆卸或维修本产品。

放置产品时，确保远离可燃气体、腐蚀剂等其他危险物质。

存储产品时，确保周围环境干燥通风，避免阳光直射、雨水淋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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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电池安全以及电池的正确操作方法，以避免电池短路、过热、过充和过放等情况

发生。禁止摔打电池。

只使用瓦浪充电器对瓦浪电池进行充电。使用其他充电器可能导致电池使用寿命缩短、

电池过早衰竭，甚至火灾或爆炸。

每次使用后都用淡水清洗瓦浪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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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概览
瓦浪是一款轻型电动推进系统，广泛适用于桨板、独木舟、皮划艇等小型船只。 该产品

主要构成包括：一台瓦浪电机、一块瓦浪电池，以及一套瓦浪无线遥控。这款小而有力的

推进系统在用户需要时提供完美的动力支持，省力又省心。

2.1 产品清单

打开产品包装，检查产品是否有运输损坏。根据如下产品清单检查产品是否齐全。如有

运输损坏或产品缺失的情况，请立即联系您的经销商。

编号 品名 数量 图示

1 瓦浪电机 1台

2 瓦浪电池 1块

3 瓦浪通用底座 1个

4
斜插式底座

（标准）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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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插式底座

（标准）
1套

6 棘轮绑带 2 条

7
瓦浪 

电池充电器
1套

8
瓦浪遥控

（含表带）
1套

9

使用说明书、快

速入门、保修

卡、质量证书和

遥控挂绳

1套
WarrantyQuick StartQuality Certificate

如果您的桨板 / 皮划艇已经安装了鳍盒，您可使用一款瓦浪标准底座（平插式底座

/ 斜插式底座）进行连接；若您的桨板 / 皮划艇没有安装鳍盒，您可使用瓦浪通用

底座进行连接。

手册中提到的其他配件不包含在产品包装中。如有需要，请另外订购。

请将产品包装妥善保存以便运输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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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件示意图

瓦浪遥控

瓦浪电机

电源线

瓦浪电池

图 2-1  瓦浪

螺旋桨

电机模块

电源线

电机底座
电机侧视图电机前视图

保护架

图 2-2 瓦浪电机

电源键

LED灯

充放电接口

电池扣

电池底部图电池前视图

图 2-3 瓦浪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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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瓦浪遥控

平插式底座

斜插式底座

瓦浪通用底座
棘轮绑带

绑带扣

螺钉

支承螺母

锁定栓

图 2-5 适配底座

油门滑块

开关按钮

          遥控表带

信号接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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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规格

产品数据

输入功率 300 W

静推力 23 lbs.

总重量 5 kg / 11 lbs.

瓦浪电机重量 1.5 kg / 3.3 lbs.

尺寸
182 mm x 168 mm x 182 mm /

7.2”x 6.6”x 7.2”

螺旋桨直径 150 mm / 5.9”

螺旋桨螺距 115 mm / 4.5”

螺旋桨最大转速 1800 rpm

瓦浪电池

电池类型 锂离子

额定容量 324 Wh

额定电压 21.6 V

最终充电电压 25.2 V

截止电压 18 V

重量 2.5 kg

充电循环寿命 ≥ 500 循环（额定容量的 80%）

充电时长 3 hrs.

温度范围
充电 : 0˚C ~ 45˚C / 32˚F ~ 113˚F 

放电 : -20˚C ~ 50˚C / -4˚F ~ 122˚F

尺寸 216 mm x 178 mm x 100mm / 8.5”x 7”x 4”

瓦浪遥控

控制方式 无线

油门 八级油门

前进 / 后退控制 前进控制

电源 一块内置纽扣电池 (CR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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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浪电池充电器

输入功率 180 W

输入电压（交流） 100 V ~ 240 V

输入频率 50 Hz / 60 Hz

输入电流 ≤ 3A

输出电压（直流） 25.2 V / 7 A

温度范围
操作 : -29˚C ~ 45.5˚C / -20.2˚F ~ 113.9˚F 

存储 : -40˚C ~ 75˚C / -40˚F ~ 167˚F

效率 ≥ 87%

电池性能取决于很多外在因素，例如使用环境以及桨板 / 皮划艇的性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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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声明
声明对象：

产品：桨板 / 皮划艇推进器

型号：VAQUITA，VAQUITA S

公司名称：东莞亿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竹路 4 号新竹苑 17 幢 1单

元 2 楼 B 区 202 室

声明瓦浪推进器（VAQUITA）的设计符合以下指令：

EMC-directive（电磁相容指令）           2014/30/EU                   

MD-directive（机械指令）                   2006/42/EC 

RED Directive（无线电设备指令）         2014/53/EU

FCC Part 15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第 15 部分》：本设备不可造成有害干扰

并且必须可以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

适用标准：

EN 55014-1:2006+A1:2006+A2:2011      EN 55014-2:2015

EN 61000-3-2:2014                                EN 61000-3-3:2013

EN 60204-1: 2016                                  EN ISO 12100: 2010

EN 301 489-3: V2.2.0                             EN 301 489-1: V2.2.1

FCC Part 15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则第 15 部分》：本设备不可造成有害干扰

并且必须可以承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

原证书由广东深圳安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发。

CE 证书号： ATT11803260080E, ATT11803260080M, 

               ATT11803260080D 

签发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

FCC 证书号：GTS201803000218F02

签发日期：2018 年 3 月 26 日

签字：

陶师正先生是东莞亿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14

3. 产品安装
瓦浪的平插式底座和斜插式底座，专为广泛应用于桨板底部的两款主要鳍盒而设计，而

瓦浪通用底座可适用于任何一款没有标准鳍盒的桨板 / 皮划艇等船只。

3.1 安装瓦浪电机

安装瓦浪电机前，检查桨板 / 皮划艇是否足够坚固，以支承瓦浪电机和瓦浪电池。

3.1.1 使用标准底座安装瓦浪电机

瓦浪包装中有两款标准适配底座：斜插式底座和平插式底座。这两款标准适配底座能和

市场上大多数标准鳍盒配合使用。选择一款合适的鳍盒，根据相应步骤，将瓦浪电机安

装到桨板 / 皮划艇等船只底部。

a. 使用斜插式底座安装电机

1) 参考图示 3-1，将斜插式底座安装到电机顶部。首先，对齐斜插式底座和电机顶部；其

次，将斜插式底座并向前推入电机顶部槽内，直至完全契合。

21

图 3-1

2) 翻转桨板 / 皮划艇使其底部朝上，准备安装。 

步骤 1：将螺母置入鳍盒槽内，并把螺母移动到槽内靠近板尾 / 船尾的一端； 

步骤 2：按箭头方向，将斜插式底座插入鳍盒内，并将其推动至鳍盒最末端； 

步骤 3：将鳍盒槽内的螺母移动至斜插式底座的穿孔正下方，然后将螺丝插入孔内并拧

紧正下方的螺母；

步骤 4：瓦浪电机牢固地安装在鳍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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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3

螺母

螺钉

图 3-2

螺旋桨应面向桨板 / 皮划艇尾部。

b. 使用平插式底座安装电机

1) 参考图 3-3，将平插式底座安装到电机顶部。首先，对齐平插式底座和电机顶部；其

次，将平插式底座推入电机顶部槽内直至完全契合。

21

图 3-3

2) 翻转桨板 / 皮划艇使其底部朝上，准备安装。 

步骤 1：将平插式底座推入对应的鳍盒内。

步骤 2：将锁定栓插入图示 3-4 所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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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锁定栓 2

图 3-4

禁止用蛮力将斜插式底座 / 平插式底座插入鳍盒。若底座插入时感到不适，请取出

检查安装是否正确。

螺旋桨应面向桨板 / 皮划艇尾部。

安装前，确保鳍盒槽内没有杂物。

3.1.2 使用通用底座安装电机

若桨板 / 皮划艇等没有鳍盒，或它们配置的鳍盒和瓦浪以上两款标准适配底座不兼容，

建议使用通用底座来安装瓦浪电机。安装时，请遵循下列步骤。 

1）翻转桨板 / 皮划艇等，使其底部朝上。 

2）将两条棘轮绑带分别穿过通用底座的两个侧面开口，然后将通用底座放置在船底相

对平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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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图 3-5

3）把棘轮绑带的一端插入另一端的绑带扣，并把绑带基本拉紧；

4）重复掰开、闭合绑带扣，直至绷紧绑带。绑带绷紧后，闭合绑带扣。

3

4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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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箭头方向把瓦浪电机安装在通用底座上。

图 3-7

螺旋桨应面向桨板或皮划艇尾部。

在安装通用底座时，确保通用底座和桨板 / 皮划艇等船只的中心线在一条直线上。

3.2 固定瓦浪电池

a. 在桨板上固定瓦浪电池

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将瓦浪电池固定到桨板上。

方法一：用桨板自带的弹力绳固定瓦浪电池。如图所示：

划桨板弹力绳

魔术带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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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如果桨板没有弹力绳，您可利用电池底部的一对电池扣来固定环绕桨板的两根

棘轮绑带。如图所示：

用魔术贴固定多余的电源线

棘轮绑带

电池底扣

图 3-9 

用魔术贴固定多余的电源线。

b. 在皮划艇上固定瓦浪电池

若座舱空间足够大，电池可直接放置在皮划艇的座舱里。若座舱不足以放置电池，则可

将其放置在皮划艇尾部的置物舱内，并用弹力绳固定。

图 3-10



20

3.3 连接瓦浪电池和瓦浪电机
翻转桨板 / 皮划艇等，使其正面朝上。将电源线接头插入瓦浪电池的充放电接口，并拧

紧电源线接头。用魔术带固定电源线。

用魔术带固定
多余的电源线

将电源线插入
电池充放电接口

图 3-11

小心翻转桨板 / 皮划艇等，不要碰撞到地面或者其他坚硬物体。

安装前请确保电池处于关闭状态，并保证接头处于干燥状态。

3.4 固定瓦浪遥控

您可将瓦浪遥控佩带于手腕上或紧绑于桨上，以方便操作。

- 首先，将瓦浪遥控表带穿过瓦浪遥控的侧面开口。 

- 然后，然后将遥控紧绑在手腕或桨上，见图 3-12。

如果将瓦浪遥控佩戴在手腕上或者系在桨上时，请确保已经系紧，防止其脱落掉到

水里。

如果瓦浪遥控意外掉落水里，将会造成通讯不正常，电机会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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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方式1:
将瓦浪遥控佩戴在手
腕上

方式2:
将瓦浪遥控固定到
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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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
理解如何正确使用电池和遥控，对于操作瓦浪而言十分重要。这一部分首先介绍瓦浪遥

控和电池的使用方法，然后介绍正确的配对步骤。

4.1 使用瓦浪电池

4.1.1 电池 LED 灯

瓦浪电池的 LED 灯显示实时电量、运行错误和配对状态。下图展示瓦浪电池四个 LED

灯的位置以及命名。

LED 0 LED 1 LED 2 LED 3

图 4-1

下表描述了 LED 灯在充放电过程中的显示状态。

电池状态 描述 电量（从左到右）

充电    

0%~40% 

40%~60% ● 

60%~80% ● ● 

80%~99% ● ● ● 

100% ● ● ● ●

放电

0%~20%    

20%~40% ●
40%~60% ● ●
60%~80% ● ● ●
80%~100% ● ● ● ●

注意：● 指代恒亮，指代闪烁（闪烁频率 1 赫兹）。

若电池放电时，电量在 0% ~ 20% 之间，那么所有 LED 灯都会同时闪烁，提醒您

及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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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LED 灯呈现非正常闪烁状态，请查询下表中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非正常 LED 状态
错误 解决办法

L0 L1 L2 L3

错误 1：

瓦浪遥控通讯失败

1. 确保瓦浪遥控已开机；

2. 请参考4.3 瓦浪遥控和瓦浪

电池配对方法，并进行配对。

错误 2： 瓦浪电池通

讯失败
请重启瓦浪电池。

错误 3：

电池其他错误
请重启瓦浪电池。

错误 4：

瓦浪电池过温

停止操作，等待电池温度降到正

常操作范围。

注意：  指代闪烁（0.2 秒间隔，5 赫兹）。

如果错误 1 发生，L0 和 L1则会与 L2 和 L3 交替闪烁。

如果在非充电状态下发生错误，LED 灯将交替显示电量和错误，每种状态显示 3 秒。

如果多种错误同时发生，LED 灯将按照下列顺序交替展示错误状态：错误 4     错

误 3       错误 1       错误 2。

充电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 4 电池过温。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咨询 ePropulsion 官方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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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开启 / 关闭瓦浪电池

电源键

图 4-2

请参考下表，了解如何正确开启或关闭瓦浪电池。

操作 描述

开启电池

在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直至四个 LED 灯从左到右逐一点亮（间隔

0.5 秒）。LED 灯全亮时，松开按钮，此时 LED 灯显示实时电量。

LED 灯全亮前松开电源键可能导致开机失败。

关闭电池

在开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超过 2 秒）直至四个 LED 灯先全亮继而

从右到左依次熄灭（间隔 0.5 秒），松开电源键完成关机。 

LED 灯全熄前松开电源键可能导致关机失败，并且所有 LED 灯

会同时进入闪烁状态（间隔 0.5 秒）。

安装瓦浪电机前，确保瓦浪电池处于关闭状态，并确保接头处于干燥状态。 

开启瓦浪电池前，确保瓦浪电机已经安装牢固。

如果电池开机后一小时内没有使用，LED 灯会全部熄灭，电池将自动进入深度睡眠

模式。再次使用需要重启电池。

如果通讯被中断（例如：关闭遥控），电池 LED 灯将成对闪烁。当通讯恢复，LED

灯显示实时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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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电池充电

充点前注意事项

仅使用瓦浪官方充电器充电。请勿使用任何第三方充电器。

充电温度范围应在 0˚C~45˚C (32˚F~113 ˚F)。

充电时避免电池与水接触。

充电时避免电池接收阳光直射 / 雨淋。

充电时避免电池过充。

充电使远离易燃物质，如地毯或木头。

任何紧急情况下，请立即停止充电。

正确充电步骤：

1)关闭瓦浪电池，断开电池和电机之间的连线。将电池移出桨板/皮划艇等并移动到干燥、

安全的地方。

2) 将瓦浪电池充电器的输出端插入瓦浪电池的充放电接口并拧紧。然后将瓦浪电池充电

器的输入端插头插入插座。关于 LED 灯充电状态显示，请参考4.1.1 电池 LED 灯。

图 4-3

指示灯 正常显示情况 描述

充电器指示灯

红色长亮 充电器正常充电

绿色长亮
电池已经充满

或充电器插头已插电但充电口未连接

充满一块电量耗尽的瓦浪电池，大概需要 3 小时。在电池充满半小时后，所有 LED

灯会自动熄灭。

在运输和存储的过程中电池可能会自放电。因此，建议每次在使用前充满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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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使用瓦浪遥控

4.2.1 开启 / 关闭瓦浪遥控

在开启瓦浪遥控前，请检查

- 确保油门滑块在零位。

- 确保瓦浪电机已安装牢固。

图 4-4

请参考下表，了解如何正确开启或关闭瓦浪遥控。 

操作 描述

开启遥控
在关闭状态下，短按开关按钮。如果听到蜂鸣器响一声，LED 灯长

亮或慢闪，表示遥控已正常开机。

关闭遥控
在开启状态下，长按开关按钮（3 秒）直至听到蜂鸣器响一声，表示

遥控已正常关机。

在开启遥控的时候，如果蜂鸣器连续鸣叫 5 声，则表示遥控电池电量快要耗尽，需

要更换一个新的纽扣电池（型号：CR2032）。请参考4.2.3 更换瓦浪遥控电池。

如果不在配对模式下，LED 灯快闪，说明通讯不正常，遥控将在五分钟后自动关闭。

如果开启遥控时油门滑块处于非零位，LED 灯会缓慢闪烁，说明油门滑块在错误

的地方。将油门滑块回复零位，LED 灯会恢复正常长亮。

如果遥控开启并且油门处于零位，但是不操作超过 30 分钟，瓦浪遥控也会自动关

机。

请勿靠近转动的螺旋桨，以免受伤。

紧急情况下，短按开关按钮可立即停止电机运行。

LED开关按钮

油门滑块

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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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控制瓦浪电机

如果开启遥控时油门滑块处于非零位，LED 灯会缓慢闪烁。请将滑块归零，再开启

电机，否则无法正常开启电机。

操作 描述 LED

速度控制 将油门滑块向前推加速，将油门向后推减速。（图 4-5） 长亮

停止电机

正常情况下： 

将油门滑块推回零位来停止电机的转动。
长亮

紧急情况下： 

按下瓦浪遥控的开关按键来紧急制动。
闪亮

图 4-5

停止后重新启动：

- 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将油门滑块往前推进行加速。

- 在紧急情况下，首先要将油门滑块推回零位再重新启动。

如果不慎将瓦浪遥控掉入水中，电机会自动停止来保障用户的安全。

如果在电机停止后不操作超过 30 分钟，瓦浪遥控会自动关机

     
     

   加
速

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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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为瓦浪遥控更换电池

瓦浪遥控使用内置的纽扣电池（CR2032）。开启遥控时，若遥控持续发出 5 次间隔 1

秒的蜂鸣声，表明电池电量不足，需要更换一个相同型号的新电池。

您可参考以下步骤来更换电池：

1. 逆时针旋转电池盖（从①到②）。

2. 打开电池盖，置入纽扣电池，正极（“+”）朝上。

3. 顺时针锁紧电池盖，完成更换。

纽扣电池

纽扣电池盖

1 2

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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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将瓦浪遥控和瓦浪电池配对

瓦浪遥控和瓦浪电池出厂前已经过配对。但是当更换新电池或新遥控时，则需要重新进

行配对。请参照以下步骤来进行配对。

请按照下面说明进行配对。我们强烈建议你在进行配对操作之前，先阅读并理解全

部操作过程。

    准备

关闭遥控，打开电池。

    进入配对模式

步骤 1：让电池进入配对模式

①按一下电池电源键然后松开。

所有电池 LED 灯同时进入慢闪模式。这个模式只持续几秒钟，在这段时间执行

操作②，否则你需要重复操作①。

②再按住电源键保持大概 5 秒，直到所有 LED 灯同频率快速闪烁（这表明电池已

经成功进入配对模式）。然后松开按钮。

电池的配对模式只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需要在这段时间进行步骤 2，否则

配对失败。

步骤 2：让遥控进入配对模式

①将遥控靠近电池。

②长按遥控开关按钮 10 秒直到听到连续两声蜂鸣（表明遥控进入配对模式）。松

开按钮，然后你会听到另一声蜂鸣，这表明配对成功。

在 10 秒内不要松开遥控开关按钮，否则会配对失败。



30

5. 拆卸瓦浪电机

使用完瓦浪，请按照正确步骤将瓦浪电机从桨板 / 皮划艇上拆卸下来。

拆卸瓦浪电机前 , 请首先按照下列步骤取下瓦浪电池：

首先，通过下列步骤将瓦浪电池从桨板 / 皮划艇里取出：

1) 长按电源键关闭瓦浪电池。 

2) 断开瓦浪电机和瓦浪电池的连接。

3) 取出电池，并把电池放到安全的地方。 

然后，找到一个平坦的地方，将桨板 / 皮划艇等翻转过来，使其底部朝上。.

a. 分离瓦浪电机和斜插式底座

步骤 1：拧松并取出螺丝。 

图 5-1

步骤 2：把瓦浪电机和斜插式底座从鳍盒中取出。

图 5-2

步骤 3：分离瓦浪电机和斜插式底座。

1) 用拇指和食指向上（箭头①方向）抠起释放扣约 2mm；同时，将底座沿箭头②方向滑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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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扣

1
2  

图 5-3

2) 斜插式底座尾部滑出（下左图示意的位置）时，沿箭头方向取出斜插式底座。

斜插式底座尾部

图 5-4

分离后，请用淡水清洗电机和斜插式底座。

b. 分离电机和平插式底座

步骤 1：取出锁定柱。

 

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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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把瓦浪电机和平插式底座从鳍盒中滑出。

 

图 5-6

步骤 3：分离瓦浪电机和平插式底座。

1) 握住电机，斜抠起释放扣约 2mm；同时，将底座沿箭头②方向滑动。

图 5-7

2) 平插式底座尾部滑出（下左图示意的位置）时，沿箭头方向取出平插式底座。    

 

平插式底座尾部

图 5-8

释放扣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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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后，请用淡水清洗电机和平插式底座。

c. 分离瓦浪电机和通用底座

步骤 1：解开棘轮绑带扣（图 5-9）。 

按压限位件，并将绑带扣打开180° 拉扯较短一侧的绑带

180°

按压限位件

图 5-9

步骤 2：将瓦浪电机和通用底座取下来（图 5-10）。

图 5-10

松动棘轮绑带时，请用手托住瓦浪电机。

步骤 3：分离瓦浪电机和通用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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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握住电机，斜抠起释放扣约 2mm；同时，将底座沿箭头②方向滑动。

图 5-11

2) 通用底座尾部滑出（下左图示意的位置）时，沿箭头方向取出通用底座。

图 5-12

若您长时间不使用通用底座，建议您将棘轮绑带从通用底座上取出。

分离后，请用淡水清洗电机和斜插式底座。

释放扣
2

1

通用底座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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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和存储

6.1 运输
长距离运输时，请在运输前使用瓦浪原包装打包产品。 

运输前注意事项：

检查并确保包装完好无破损。

运输途中避免剧烈振动、撞击或挤压。运输前采取充分的减震保护措施。

运输途中请勿将瓦浪电池暴露在阳光下或雨水中。

运输前请核实适用的法律法规。

6.2 存储
如果您长时间内不会使用瓦浪，建议在存储前清洗检查。建议使用瓦浪原包装存储。

存储前注意事项：

产品需完全干燥时才可以进行存储。

存储前采取充分的减震保护措施。 

将瓦浪电池存放到一个干净、干燥、通风且无阳光直射的地方。

避免接触腐蚀性物质，否则可能会弱化或毁坏瓦浪的塑料部件，对瓦浪造成永久伤害。

瓦浪电池应远离任何火源和热源。

长时间存储后，请将瓦浪电池充满电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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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常保养
操作环境（如温度、湿度、灰尘）、老化和内部零件磨损等各种因素，会影响产品的性能。

定期进行日常保养，使保持瓦浪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十分重要。 

使用后将瓦浪电机从水里取出。

定期检查电线是否有破损。

每次使用后都对瓦浪电池进行充电。

请勿让瓦浪电机空转或在浅水区域工作。

请勿在泥沙厚的水域操作瓦浪电机。

每次使用后都用淡水对瓦浪电机进行清洗。

每次使用后都清理适配底座插槽内的杂质。

请勿坠落瓦浪电池，存储时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淋湿。

定期检查电池电量。

如果电池电量低，停止放电并立即充电。 

首次使用或长时间存储后再次使用前，请将瓦浪电池充满电以实现最佳性能。 

仅允许使用瓦浪充电器对瓦浪电池进行充电。使用其他充电器可能导致电池运行时间

缩短、电池过早衰竭，甚至火灾或爆炸。 

在适当温度下使用电池，以避免极端气温对电池寿命和使用循环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旦错 误 发 生，及 时处 理 问 题以 避 免任 何 进 一 步的 毁 坏。如 有 需要，请 咨询

ePropulsion 官方授权代理商 / 经销商进行维修或更换部件。

请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指南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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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修
ePropulsion 为购买公司产品的最初购置人提供免费保修服务。消费者有权享受免费更

换或维修与销售合同不符的产品部件。该保修协议与当地消费法的规定同时履行。

8.1 保修规则
自购买日起的一定期限内，ePropulsion 保证其产品质量。一旦质量问题出现，用户就

有权按照 ePropulsion 的保修政策提出保修申请。

产品 保修失效期

瓦浪 自购买日起一年内

维修或更换的部件

自维修之日起三个月延长保修期

注意：

1. 如果该 3 个月延长保修期和产品本身保修时限覆盖，

则更换 / 维修部件享受原产品保修期；

2. 如果该 3 个月延长保修期超出原有的产品保修期限，

则更换 / 维修部件在超出时限内，继续享受保修服务。

用户需提前填写保修卡使保修生效。

保持产品标签完好无损并记录产品序列号。请勿将标签撕下。没有原始标签的

ePropulsion 产品无法享受 ePropulsion 的保修服务。

保修卡信息需填写完整、正确。

申请免费保修服务时，需出示合法的产品序列号、保修卡以及从官方授权的经销商

处取得的购买凭证。

有效购买日期应由最初购置人持原始销货单确定。

免费保修卡无法转让及补发。

8.2 免除保修义务
确保送至维修的产品包装良好。如果产品在运送过程中因包装不当造成进一步损坏，那

么这部分损坏将不在保修范围内。

此外，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产品故障或损坏，也不在产品的保修范围内：

任何违背本使用手册的不恰当操作行为。

事故、错误使用、故意滥用、物理损坏、过充或进行非授权维修。

摔落、护理或存储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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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磨损或破损，对产品应有功能不造成影响的，也不包含在保修范围。

易耗品不在保修范围内。

8.3 保修步骤

如果您发现购买的 ePropulsion 产品有质量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保修申请：

1. 提前正确、完整地填写保修卡。然后将保修卡和购买凭证拿到 / 寄送给您的

ePropulsion 官方授权代理商 / 经销商。通常而言，进行保修申请时，需要准备这些材

料：保修卡、出厂序列号、购买凭证。

2. 得到确认后，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送至 ePropulsion 官方授权代理商 / 经销商处。

注意保持产品标签完好无损。

3. 有质量问题的零件或部件在得到 ePropulsion 工作人员的诊断并进行维修或更换。

4. 如果您的保修申请通过，则可享受免费更换或维修服务。

5. ePropulsion 代理商 / 经销商仔细检确认后，基础实际情况进行维修或更换有质量

问题的产品零件或部件。

6. 如果您的保修申请没有通过（请参考保修范围），您会被告知包括运费在内的维修费

用估算。在得到您的确认后，ePropulsion 官方授权代理商 / 经销商将会进行相应的维

修。

如果保修已失效，您仍然可以通过支付相应的维修费用，继续享受 ePropulsion

的维修服务。





感谢您阅读逸动科技产品使用手册。

如果您在阅读时有任何疑问或遇到任何问题，欢迎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东莞亿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官网 : www.epropulsion.com 

邮箱 : service@epropul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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