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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为Pronto充入精油
第一次打开后，您需要为Pronto充入复方精
油，步骤如下：

1.  从包装中取出产品前，请
先洗手。

2.  打开Pronto再充装置并取
下再充接点罩盖。

3.  如图所示，将Pronto精
油吸入器置于再充位
置。轻按吸入器，确保
其稳固处于再充位置且
香氛组件与再充接点相
触。静待30秒至两分
钟。

4.  取出吸入器并立即用罩盖
将再充接点盖上。

5.  遵循下一页的配戴说明，
将Pronto吸入器放入鼻
内。

为Pronto进行香氛再充
使用后，清洁Pronto并将其置于存放盒的非
再充位置。在下次配戴前，请：

1.  打开再充接点罩盖并将
Pronto置于再充位置。轻按
吸入器，确保其稳固处于再
充位置且香氛组件与再充接
点相触。

2.  静待30秒至两分钟。

3.  将Pronto放入鼻内并立即用罩盖将再充接
点盖上。

Pronto 的设计可使其进行 10 次香氛再充，
每次再充的香薰时长可达 8 小时。若不盖上
再充接点，任何长短的暴露时间都会导致可
再充次数减少。

产品信息与使用说明
Pronto Sleep
Pronto Sleep是一种独特的精油吸入器，能
轻柔地畅通鼻腔并释放宁神复方精油，配方
包含四种可以令人自然放松、获得更优质睡
眠的传统精油。
如果您有难以入眠或长时间熟睡的问
题，Pronto Sleep可能适合您使用。
如果症状持续，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Pronto Clear
Pronto Clear是一种独特的精油吸入器，能轻
柔地畅通鼻腔并释放宁神复方精油，配方包
含六种可以帮助自然疏通鼻塞的传统精油。
如果您有因鼻塞、过敏、鼻中隔偏曲或气道
狭窄而感到呼吸困难的问题，Pronto Clear可
能适合您使用。
如果症状持续，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可再充的经鼻精油吸入器
Pronto是一款可再充的经鼻精油吸入器，带
有特为设计的存放与再充盒。 再充接点

存放盒

再充装置

处于再充位置的
精油吸入器

再充接点
罩盖

Pronto的配戴方法
1.  用拇指与食指捏住香氛

组件，环形支架朝向自
己，环片固定口朝外。

2.  先将环形支架轻推入鼻
孔，在推入时向上翘起香
氛组件，轻轻推到鼻顶。
本款吸入器在设计时依
照了鼻孔内壁的自然
角度。

3.  Pronto应全部进入鼻孔
内，只留香氛组件在鼻孔
外，横跨两侧鼻孔。如
果Pronto不能全部进入
鼻孔，那它对您的鼻子
来说可能太大了。

4.  调整：如果觉得Pronto太
松，或是想要空气更加
流通，进行调整也很方
便，只需将固定口处的
环片轻轻向外拉，让环
形增大即可。

如果在调整时固定销整个松
脱，可以轻轻地将其插回，恢复成环形。

Pronto的清洁方法
プロントの使用後には、ディ配戴Pronto
后，必须用温肥皂水清洁被放入鼻内的部
分，请小心避免香氛组件浸水或沾湿。建议
您使用较小容器，温肥皂水装到半满为宜。

1.  用拇指与食指捏住香氛组件，以保护香氛
组件。

2.  将Pronto上下倒转，把
环形支架浸入肥皂水
里，旋转几下。

3.  将容器内的肥皂水倒去，
再注入清水，重复步骤1与
2进行冲洗。

4.  彻底晾干Pronto，应特别
注意环形支架与固定销部
分。晾干后，将其放回到
存放盒的非再充位置。下
次配戴之前，再充接点罩
盖应保持盖上。

5. 手指可能沾到精油，所以应清洗双手。

材质与精油
Pronto精油吸入器由医用等级聚合物制成，
吸入器与再充装置的材质不是天然橡胶乳
胶。

Pronto复方精油含100%纯精油，成分包
括：

1.  Pronto Sleep含薰衣草、尤加利树、缬草
与茶树精油。

2.  Pronto Clear含薄荷、薄荷醇、柠檬、尤
加利树、茶树与迷迭香精油。

如果您对精油过敏或敏感，请勿使用
Pronto；若出现不适反应，请停止使用
Pronto。

怀孕期间请勿使用Pronto。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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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请严格遵照说明使用 Pronto。
• 如包装破损，请勿使用。
• Pronto 仅供个人使用，不应与他人共用。
• Pronto 含有精油，因此不应在怀孕期间使

用。
• Pronto 不应被用于输送任何其他复方精

油、液体或药物。
• Pronto 仅适合被置于鼻中。
•  在手持或佩戴 Pronto 时，请勿吸烟或使用

气体打火机。
•  在扩展环片时，动作应保持轻柔，而且对

环片的扩展不应超过固定销的长度。
• Pronto 不适合 12 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  如果本装置出现任何损坏，请勿使用。
•  切勿故意折断香氛组件，将本装置一掰为

二，单独使用半个扩张器。
•  切勿故意拆卸香氛再充装置。
•  切勿对香氛组件或香氛再充接点添加其他

液体或精油。
•  如出现发炎情况，请停止使用并咨询医

生。
•  切勿在进行接触性运动、水上运动或游泳

时使用。
• 请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包括所有

零散部件。
• Pronto 的设计可使其进行 10 次香氛再

充，每次香薰时长可达 8 小时。
• 在 8 小时的香薰总时长内，香氛强度会逐

渐减弱。空调和暖气可能会影响 8 小时香
薰时长内的香氛强度。

• Pronto 鼻扩张器进行香氛再充需要 30 秒
至 2 分钟。最初几次香氛再充用时最少，
而在接近 Pronto 使用寿命结束时，香氛再
充所需用时可长达两分钟。

• 如果 Pronto 的香氛组件松动，请勿使用。
• 如果 Pronto 的香氛再充接点缺失或松动，

请勿使用。
• 如果香氛再充接点出现精油泄漏，请勿使

用。
• 请避免将本装置长时间暴露在阳光直射和

高温的环境下。
• 当 Pronto 无法再补充香氛，请将香氛充座

和鼻扩张器丢入普通垃圾桶。
• Pronto 外包装可回收。 

故障排除与常见问题解答
Pronto是如何运作的？ 
Pronto结合了鼻腔扩张器的各项优点，能够
帮助畅通鼻腔，改善空气流通，还能提供有
助于睡眠或疏通鼻塞的纯精油香薰。

Pronto可以再充几次？ 
Pronto可以再充至少10次，每次可配戴最多
8小时。 

Pronto再充一次需要花多少时间？ 
根据剩余的再充次数，Pronto需要30秒至两
分钟才能完成再充，完全再充后的香氛组件
应呈饱和状态。

每次为Pronto再充后，为什么必须用罩盖将
再充接点盖上？ 
用罩盖将再充接点盖上可确保Pronto能再充
10次。

为什么我的Pronto不能再充10次？ 
不正确使用再充装置，尤其是没有用罩盖将
再充接点盖上，会导致可再充次数减少。

为什么香氛组件不能沾湿？ 
香氛组件采用可渗透材质制成，以便充入精
油。这种材质被沾湿会影响Pronto再充。

如何确认吸入器的尺寸是否正确？ 
Pronto应该能全部进入鼻孔内，只留香氛组
件在鼻外，横跨两侧鼻孔。如果Pronto留在
鼻孔外的部分太多，那它对您的鼻子来说可
能太大了。与之相反，如果Pronto从鼻孔松
脱，您可能需要调大环形或使用尺寸更大的
Pronto。

如果发炎，该怎么办？ 
如果精油或扩张器引起发炎，请立即停止使
用Pronto。

Pronto采用的是什么材质？ 
Pronto采用超柔软的医用等级聚合物制成，
而非天然橡胶乳胶。

如果觉得鼻腔干燥或不适，该怎么办？ 
除了保持充足的水分外，气流增加可能导致
鼻黏膜干燥。可以使用Nozoil等舒缓鼻腔干
燥的产品来减轻这些症状。Nozoil有喷剂或
凝胶两种，通常含有三种维生素E并混合芝
麻油，可帮助在鼻腔组织形成护层，缓解吸
入空气造成的干燥并减少发炎。如需更多信
息，请查看 https://tinyurl.com/y2l3f6hh。

觉得香氛太弱该怎么办？ 
Pronto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提供特定强度的
精油以确保最佳效果。我们在使用者试验
中测试了香氛强度，由此来确定大多数人偏
好的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十分重视您
的意见。请发邮件至feedback@rhinomed.
global，告诉我们您对Pronto香氛强度的意
见。

觉得香氛太强该怎么办？ 
Pronto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提供特定强度的
精油以确保最佳效果。我们在使用者试验中
测试了香氛强度，由此来确定大多数人偏
好的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十分重视您
的意见。请发邮件至feedback@rhinomed.
global，告诉我们您对Pronto香氛强度的意
见。

如果香薰无法持续一整晚，该怎么办？ 
我们精心挑选的专利材料能提供8小时香薰，
香薰会在这8小时内逐渐减弱。空调与暖气也
会影响在这8小时内的香氛强度。举例而言，
相较于正常室温环境，开启中央暖气的环境
可能导致香氛组件内的精油蒸发得更快。

怎么确定再充装置的再充次数已经用完？ 
把一张纸巾轻放到再充接点上。如果纸巾没
有被沾湿，即代表再充次数已经用完。如果
看到纸巾上沾了一小点精油，则代表再充装
置仍可为Pronto补充精油。

Pronto是不是可回收的？ 
Pronto包装是可回收的，包括外盒与内衬的
吸塑托盘。

如果Pronto发生任何严重事故，请立
即向Rhinomed Limited报告，联系方
式：feedback@rhinomed.global。

Rhinomed Limited
L1, 132 Gwynne St,  Richmond 
VIC 3121  Australia

客户服务
如需地区客户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
prontorange.com/contact-us

PATENT PENDING
Pronto, Pronto Clear and Pronto Sleep are used as 
trademarks of Rhinomed Limited.
Pronto is designed in Australia. 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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