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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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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椅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按摩椅产品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单相电源、额定电压不超过 250V 的家用及类似用途的按摩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14.1—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通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第 1 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第 2 部分：抗扰度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625.2  电磁兼容限值对每相额定电流≤16A 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中

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0—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4689.20-1996 皮革 涂层粘着牢度测定方法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0-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8949 -2008 聚氨酯干法人造革 

GB/T 12704.1-2009 纺织品 织物透视性试验方法 第一部分：吸湿法 

GB/T14485-93《工程塑料硬质料板材及塑料件耐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落球法》 

GB/T 26182-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保健按摩椅 

GB/T 35758-2017  家用电器 待机功率测量方法 

GB/T 10000-1988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9.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 盐雾 

GB/T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休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GB/T26572-2011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按摩椅 

采用电能驱动，依靠机械、气袋、电磁等及其他辅助功能作用对人体部位进行按摩的座椅。 

注：辅助功能如电热、声波等。 

3.2 揉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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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头依靠机械运动，气袋依靠气体压力模拟人手对人体进行揉、捏动作。 

3.3 捶击 

按摩头依靠机械运动模拟人工对人体进行的敲击动作。 

3.4 拍打 

捶击动作的一种，捶击频率较慢而且是变化的，每一捶击周期中间有短暂间歇的按摩动作。 

3.5 摇摆 

按摩头以摇摆运动施加于人体的按摩动作。 

3.6 振动 

利用电动机、电磁阀或弹性器件等实现振动的按摩动作。 

3.7 气动 

利用气袋中充放气体的压力作用于人体，产生压迫和解除压迫的按摩动作。 

3.8 按压 

按摩头依靠机械运动模拟人工手法对人体进行按摩（包括指压、肘压等）动作。 

3.9 拉伸 

利用气袋、按摩板等将人体某一部位夹紧，结合机械装置的往复运动，达到人体部位的伸展与屈曲

效果。 

3.10 刮拭 

利用电动机械装置模仿人手紧握刮拭器械，对人体部位进行动摩擦的按摩动作。 

3.11 最大按摩范围 

机芯从背架最低点运动到最高点按摩头间的最大距离。 

3.12 按摩宽度 

左右按摩头轮廓外缘最高点（或滚轮中间）处，垂直于左右按摩头轴线的剖面间的距离。 

3.13 加热功能 

利用电能转化成热能，对人体进行温热的功能。 

3.14 程序推送 

按摩椅根据不同的环境、人体检测、人体个性化差异等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并推送适合的按摩程

序供用户选择。 

3.15 健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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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感器对人体健康参数进行检测， 并生成健康报告，此健康报告可实时推送到器具和（或）

其匹配的控制终端（如：手机）APP软件。 

3.16 健康档案 

器具能够对不同用户每次使用后生成的健康报告进行归档管理，能够对每个使用者的健康档案进行

数据分析，得出使用一段时间内的健康状况，并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 

3.17 智能按摩 

通过对使用者数据的收集，利用智能特性方法，对其提供个性化按摩服务。 

3.18 导轨 

用来支承和引导按摩机芯沿一定的轨迹运动，并承受部分工作载荷的一种装置。 

3.19 零靠墙设计 

按摩椅开机整体自动向前滑动，同时后背可自由调节角度，任何时期椅背距墙预留距离<8cm。 

3.20 模拟零重力感 

按摩椅躺倒后，人体躯干与双腿部呈“V”字型角度，身体重心在腰部位置，人体躯干和双腿的角

度在（126±7）°。 

3.21 肩部检测 

按摩机芯沿导轨上线行走检测使用者肩颈位置，用以适当调节按摩行程。 

3.22 待机模式 

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仅提供重启动、信息或位置调节功能，而未提供任何主要功能（如按摩、加热

等）的状态。 

注：重启动功能是指通过手控器、内部传感器或定时时钟等方式使器具切换到提供主要功能模式的

一种功能。 

3.23 关机模式 

连接到供电电源上，但不提供任何待机模式功能和主要功能的一种状态。 

 注：仅提供关机状态指示（如发光二极管）时，也视为处于关机模式。 

4 产品分类 

4.1 机芯分类 

a) 1D机芯：按摩机芯按固定轨迹运动。 

b) 2D机芯：按摩机芯在X、Y两个方向，具备独立的自主驱动装置。 

c) 3D机芯：按摩机芯在X、Y、Z三个方向，具备独立的自主驱动装置。 

d) 4D机芯: 在3D机芯的基础上，按摩机芯在任意位置，实现时间和空间协同运动，具备空间轨迹

的规划和执行能力。 

4.2 导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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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直导轨：直线形式的导轨。 

f) 曲线导轨：与人体背部曲线(颈肩曲线和腰部曲线等)相吻合的非直线型式导轨。 

g) L形导轨：根据人体坐姿自然形成的类“L”形状的导轨(局部可结合曲线方式)，可实现背

部和臀部按摩。 

5 一般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外形及结构尺寸符合经批准的设计文件的规定。 

5.1.2 按摩椅采用的材料、元器件、紧固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1.3 结构件齐全，安装牢固可靠，无松动、滑脱、干涉等现象。 

5.1.4 按摩椅以工作电压通电后，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操作，应能起动运转并完成说明

书所述的功能。功能按键操作灵活，不应有卡滞现象。 

5.2 使用环境 

a）环境温度：0℃ ～ 35℃ 

b）环境相对湿度：20% ～ 80% 

c）大气压力：86 kPa ～ 106 kPa 

5.3 外观 

5.3.1 整机外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污渍、色彩均匀，不应有划伤、刮伤、锐角、毛边、露底、

钉伤及其它可见的缺陷或注塑不良等情况。缝纫件无油渍污染，无明显色差；缝线平直无开脱和

残留线头，转角处无明显皱折。 

5.3.2 钢铁制件（不锈钢除外），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如采用电镀,涂塑，涂漆或其它有效的

防锈蚀处理。金属件漆膜、塑料件涂层应附着力强，结合牢固。不得有明显的露底、凸起、凹坑、

皱皮、飞漆、色差和流挂。 

5.3.3 电镀件镀层表面应光滑、致密，不得有明显的剥落、露底、针孔、气泡、花斑、划痕、

毛刺。 

5.3.4 印刷标示应有足够的附着力并持久耐用，字迹清晰、完整，无脱落、断线现象。 

5.3.5 器具贴面牢固、平整、无卷边和翘起。 

5.3.6 试验方法 

在光照度为 2500-3300lux 光源下，与水平面成 45º角方向，距离被检物 0.45m 处，目视及手

感检查缝纫件、金属件、塑料件及涂饰、印刷的外观状态，应符合 5.3.1 到 5.3.5 条的规定。 

5.5.6.1涂层附着力测试 

用下列方法在涂饰件或喷塑件上测试涂层的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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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用划格器在待测区域划出10mm×10mm的方格区，方格深度必须刮透整个涂层； 

b）用宽度25mm，粘着力（10±1）N/25mm的压敏胶粘带紧贴在划格区域； 

c）拉住胶带的一端，以涂层和胶带形成45º的方向，迅速连贯地把胶带拉脱； 

d）上述测试连续进行3次，切割区域的涂层不应被拉脱并无起皮现象。 

5.3.6.2 印刷附着力测试 

a）用白色棉布沾水，用约10N的力以每秒1次（1个往复）的速率连续擦拭印刷标志15s，再用沾正

己烷的棉布以同样方式擦拭15s； 

b）检查印刷层不应有脱落、模糊，标志仍应清晰易读，标志牌应不易揭下并且不应卷边。 

5.3.6.3 电镀件盐雾试验 

电镀件按GB/T2423.17规定的24h盐雾试验后，在边缘及棱角部位2mm以外的镀层不应出现锈蚀点。 

5.4 噪声 

按摩椅置于一个反射面上方的近似自由场测试环境中，处于空载及开启全部功能最大档位状态下

（音响功能除外）至少工作一个完整周期。按GB/T 4214.1-2017第7章7.1.1规定的方法测试。按GB/T 

4214.1-2017第8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背景噪声级及测试环境的修正，并进行各测点平均声压级的计算，最

后计算出声功率级噪声值。其声功率级噪声值应不大于58dB（A计权）且在测试过程，应近距离耳听有

无异常声音。 

5.5 机械件强度 

5.5.1 背架强度 

靠背倒背到最大仰角，距座面后边缘0.4m处为中心，施加质量80kg的载荷，历时30min。经强度试

验后，无结构损坏、松动、转轴变形、异音、与电动推杆或气弹簧等的连接处变形等异常，功能应正常。 

注：座部允许加载荷作为配重，以保持测试中按摩椅不会倾翻。后边缘指贴近靠背的座面边缘。 

5.5.2 座架强度 

将按摩椅放置在测试平台或水平地面上。用1个直径约410mm，质量为90kg的载荷，以自由落体的方

法，从距离座面0.30m的高度落到座面中心位置，进行10次试验。 

经试验后，无结构松动、损坏和明显变形，锁紧应牢靠。 

5.5.3 小腿框架强度 

5.5.3.1静态测试 

将按摩椅放置于测试平台或水平地面上，小腿框架升至水平状态。小腿框架上端施加质量为70 kg

的载荷均匀分布，保持30min。 

功能应正常，无结构松动、损坏和明显变形，锁紧应牢靠。 

5.5.3.2冲击测试 

小腿框架升至水平状态，在框架中心位置上方0.15m处以质量为30kg的载荷自由落下冲击一次。 

功能应正常，无结构松动、损坏和明显变形，锁紧应牢靠。 

5.5.3.3 侧向拉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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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腿框架升至水平状态，沿水平方向施加垂直于侧板的拉力450N，力值作用于小腿侧板顶部，历时

1min。 

功能应正常，无结构松动、损坏和明显变形，锁紧应牢靠。 

5.5.4 扶手/侧板强度 

5.5.4.1静态测试 

将按摩椅放置在测试平台或水平地面上，在单侧扶手中间位置或最薄弱位置，在长300mm的上表面，

施加垂直压力900N，保持1min。见图1。 

无结构松动、损坏和明显变形，锁紧应牢靠。 

 

图 1 

5.5.4.2拉力（推力）测试 

将按摩椅固定在测试平台上，在扶手中间位置或最薄弱位置，与扶手方向成45°的倾斜角施加450N

拉力（推力）保持1min，见图2 

无结构松动、损坏和明显变形，锁紧应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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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5.5 靠背翻转锁紧装置强度 

靠背处于最大升背状态，在靠背翻转锁紧装置锁紧条件下，从靠背最上端后面任何处，水平向前施

加P=450N的推力，持续10s，测试10次。 

锁紧机构应完好，相关联的零部件（如：电动推杆耳座或气弹簧耳座等）与背架连接应可靠，工作

时无异常和异音。 

注：座部允许施加载荷作为配重，保持按摩椅不前倾和位移。 

5.5.6 脚轮强度测试 

将按摩椅向后倾斜，使2个脚轮着地，推行100m，原地转弯180°掉头，往回推100m，速度（35～40）

m/min。 

测试后不应有脚轮及底座松动、活动不顺畅、变形、裂纹、弯曲、断裂等异常现象。 

5.5.7 外壳和结构强度 

按摩椅所选用塑料件应满足GB/T14485-93《工程塑料硬质料板材及塑料件耐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落

球法》的测试要求。 

 板试样 塑料件试样 

试验条件 温度 23±2℃，湿度 50±5%，样品调节时间不少于 88h 

试验规格 150mm×150mm×6±0.3mm板面 完整的电池槽或其他容器 

样品数量 3个 10个 

落球 
一组直径为 48、57、63.5、75mm的钢球(一

般情况下，应选用较小的落球) 
-- 

试样仪器 落球冲击试验机 

试验步骤 

1、落球提升至 25mm，冲击样板 
1、用一定落球质量在一定高度下冲击试

样一次 

2、检查样板，如果样板背面没有裂纹， 2、检验试样，如无裂纹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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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提升 25mm重复 1步骤，直至样板背

面出现裂纹 

3、记录落球下落的高度、下落的次数、

落球的质量 

3、落球提升 25mm，冲击试样 

4、检查试样，如果试样背面没有裂纹，

高度提升 25mm重复 1 步骤，直至样板背

面出现裂纹 

5、记录落球下落的高度、下落的次数、

落球的质量 

计算方法 

J=9.8×0.001×H×W 

J：冲击值，N·M 

H：球体下落高度，mm 

W：落球质量，kg 

 

5.5.8 运动性强度测试 

    整机负载120kg沙袋的情况下，以额定电压通电工作，累计运行500h，结构无跳动，损坏，异

音。 

注：沙袋分布如下，上半身（背部）90kg， 臀部90kg，腿部30kg， 手臂（左右）各7.5kg， 脚部

（左右）各7.5kg。 

5.6 性能 

5.6.1 按摩范围 

最大按摩范围应符合按摩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用钢直尺和钢卷尺测量，测量结果偏差应在±5%范

围内。 

5.6.2 按摩宽度 

最大按摩宽度及最小按摩宽度应符合按摩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用钢直尺和钢卷尺测量，测量结果

偏差应在±5%范围内。 

5.6.3 按摩速度 

a） 揉捏速度应控制在（3～140）次/min； 

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揉捏功能，分别对最强档和最弱档进行测

试，时间各1min，记录按摩头的揉捏次数。 

b） 捶击速度应控制在（25～1700）次/min； 

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捶击或拍打功能，分别对最强档和最弱档

进行测试，使用频闪仪或测试工装记录捶击、拍打速度。 

c） 振动速度应控制在（34～7300）次/min； 

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振动功能，分别对最强档和最弱档进行测

试，使用频闪仪或测试工装记录振动速度。 

d） 摇摆速度应控制在（3～150）次/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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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摇摆功能，分别对最强档和最弱档进行测

试，时间各1min，记录按摩头的摇摆次数。 

e） 按压速度应控制在（3～150）次/min； 

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按压或指压功能，分别对最强档和最弱档

进行测试，时间各1min，记录按摩头的按压或指压次数。 

f） 拉伸速度应控制在 （1～60）次/min； 

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拉伸功能，时间1min，记录气袋或按摩板

拉伸的次数。 

g） 刮拭速度应控制在（3～1500）次/min。 

按摩椅施加额定电压，于空载状态下，开启刮拭功能，分别对最强档和最弱档进行测

试，时间1min，记录电动机械装置刮拭的次数。 

5.6.4 气动压力 

按摩椅具有气动按摩功能时应有一定的按摩力度，但又不应使人体有难以承受的压迫感。其产生压

迫功能的气压应不大于42kPa。 

注：气压是指充气泵出气口的输出压力。 

将通气软管连接在充气泵的出气口，另一端连接气阀、气袋。启动充气泵，测量其气动按摩产生压

迫功能的压力值。 

5.6.5 定时时间 

按摩椅应有自动停机功能，从开机到自动停机的时间要符合使用说明书标定的时间，应不大于30min，

且其误差应在±2%范围内。 

5.6.6 零靠墙试验 

按摩椅以额定电压正常开机，调节档位使按摩椅整体自动向前滑动，然后调节后背角度，在任何角

度任何时期椅背距墙的距离都应小于8cm。 

5.6.7 模拟零重力试验 

按摩椅以额定电压正常开机，调节档位使按摩椅躺倒后，调节角度至模拟零重力档，测量人体躯干

和双腿的角度，应在126±7°范围内。 

5.6.8 带有加热功能的温升 

按摩椅以额定电压供电，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一个按摩程序周期或最长定时时间（无定时时

间的按摩椅按 30min），器具加热部位的表面温度应不大于 44℃。 

5.6.9 待机功率 

按摩椅在待机模式下，测量其输入功率值。按摩椅待机功率应不大于1.0W。 

注：不适用于带有蓝牙、wifi等通讯协议功能的产品。 

5.6.10 关机功率 

按摩椅在关机模式下，测量其输入功率值。按摩椅关机功率应不大于0.5W。 

5.7 防夹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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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靠背与座部结合部位可能夹伤头部的距离应大于300mm； 

b) 可能夹伤手指的距离应大于25mm或小于5mm； 

c) 腿部结构与座架的间隙要大于60mm； 

d) 可能夹伤脚趾的距离应≥50mm； 

e) 按摩椅具有手部按摩功能时，如果使用者处于自身不能采取避险行动状态下，两只手臂不能同

时被夹持。 

f) 按摩椅靠背与框架结合部应包裹覆盖做无缝处理，或在产品明显位置张贴使用说明，避免头发

被卷入缝隙。 

5.8 结构要求 

a)按摩椅不应有引起用户正常使用和维修保养时造成伤害的粗糙表面和锋利边角，以及易触及到的

自攻螺钉或其它紧固件暴露在外部的尖端。 

b)电机、传动带等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运动部件应有外罩防护或其它方式避免接触，确保正常使

用中，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以防止人身伤害。按摩机芯不应产生人体不易承受的高压力。 

c)防护性的外壳、防护装置或类似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防护性的皮套、布料等的锁紧拉链

应牢固、可靠；必须使用工具方能拆卸。 

d)按摩椅应具备紧急停止功能按键，且明显标识。 

5.9 面料 

样块尺寸200×30mm， 

a) 纺织面料与人体接触的部分，应具有较好的透湿性； 

b) 皮革拉伸负荷：经向>=250N,纬向>=100N；皮革剥离负荷不应小于18N/25mm； 

c) 耐干摩擦色牢度纺织面料应至少达到3级，皮革≥4级。 

d) 耐揉搓性测试在皮革耐挠机测试22.5度测试6万次无断纹； 

e) 耐摩擦性测试：皮革耐磨测仪测试250g/H18砂轮测试6000次以上无破损； 

面料试验方法： 

纺织面料透湿性按GB/T 12704.1中规定进行测试。 

皮革涂层粘着牢度按GB/T 4689.20中规定进行测定。 

6 安全要求 

6.1 电器安全 

按摩椅安全要求应符合GB4706.1和GB 4706.10的规定。 

6.2 电磁兼容 

应符合GB 4343.1和GB 17625.1的要求。 

如有信息设备相关的（如：WIFI、蓝牙、USB）等接口，应符合GB 4943等相应国家标准的要求。 

按摩椅应能承受GB/T4343.2中规定的相关要求。 

6.3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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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按摩椅的各种材料、元器件、部件、皮革，在其组成的单元中，对含有铅(pb)、汞(Hg)、六价

铬〔Cr(VI)〕、多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十溴二苯醚除外）限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物

料件按照GB/T26125-2011进行检测，其含量应该小于0.1%，镉(Cd)的含量应该小于0.01%。 

6.4 安全警示说明 

6.4.1 对特殊人群的使用说明，如儿童或行动有限制的人群使用注意事项； 

6.4.2 对使用时限的说明； 

6.4.3 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场景做预警，如检查机械手可行走部分面料是否破损，禁止在面料破

损情况下使用按摩椅；使用时应去掉首饰、发饰等物品，避免划伤；使用过程中若离开按摩位置，

先停止按摩椅运作；起放椅背时或在腿部抬起状态下，勿强行坐下或起身等。 

7 安全使用寿命及疲劳性能要求 

7.1 运动性的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寿命应不小于 3（900h)年，正常安全使用期限应超过其设计制造

寿命。 

7.2 钢结构件、焊接件的设计制造寿命应不小于 5(1500h)年，正常安全使用期限应超过其设计制

造寿命。 

7.3 塑料件的设计制造寿命应不小于 2(600h)年，正常安全使用期限应超过其设计制造寿命。 

7.4 皮革件的设计制造寿命应不少于 2年（900H，指按摩椅皮革实际工作的时间，不是皮革静放

置时间)。 

7.5 电器件的设计制造寿命应不小于 3(900h)年，正常安全使用期限应超过其设计制造寿命。 

7.6 按摩椅整机寿命应不小于 3（1000h）年。 

7.7 按摩椅可调角度的耐久性应大于 20000次，伸缩记一次。 

8 智能按摩评价 

对于声称有智能按摩功能的产品，其智能化水平采用五级评价等级，1级为最高，5级为最低。器具

的智能化水平等级和起测评得分对应关系如下表。 

 

测评得分 等级 

80-100 1级 

60-79 2级 

40-59 3级 

20-39 4级 

0-19 5级 

 

8.1 程序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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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椅根据不同的环境、人体检测、人体个性化差异等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并推送适合的按摩程

序供用户选择。 

（1）功能要求： 

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如：手机）APP软件等应能识别不同用户，根据环境不同、人体

个性化差异向用户推送合适的按摩程序供用户选择，器具也应可允许用户自定义按摩模式，并在器具本

体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APP软件推送的提示提醒功能。 

评价方法：满分4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40*a*b*c   （圆整到整数为）其中： 

a):能够识别不同用户、不同环境、人体个性化差异等全部参数（100%），仅能识别部分参数（50%），

记为：a； 

b)：可推送多种（2-4种）按摩程序供用户选择（100%）；仅推送一种程序（80%），记为：b； 

c)：用户可自定义按摩模式（100%）,否则（50%），记为c。 

（2）检测评价方法： 

根据器具说明书及其他技术资料并结合试验进行评价。 

 

8.2 健康检测  

通过传感器对人体健康参数进行检测， 并生成健康报告，此健康报告可实时推送到器具和（或）

其匹配的控制终端（如：手机）APP软件。 

（1）功能要求： 

器具应能够检测到人体的如：体重、体脂、血压、心跳（可增加）等常规健康参数，能够根据检测

到的健康参数判断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并生成健康报告，实时推送到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如：

手机）APP软件 

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b*c   （圆整到整数为）其中： 

a)：能够检测到5-7种健康参数（100%），仅能识5种以下参数（50%），记为：a 

b):能够生成健康报告（100%），否则（50%），记为：b 

c): 健康报告可实时推送到器具和（或）其匹配的控制终端（如：手机）APP软件（100%），否则

（50%），记为：c 

评价方法：根据器具说明书及其他技术资料并结合试验进行评价。 

 

8.3 健康档案  

器具能够对不同用户每次使用后生成的健康报告进行归档管理，能够对每个使用者的健康档案进行

数据分析，得出使用一段时间内的健康状况，并向用户推送相关信息。 

（1）功能要求： 

器具能够对归档管理的使用者的健康报告进行数据分析，并推送相关信息。 

满分30分，不具备此功能得0分，实际得分计算：30*a*b*c   （圆整到整数为）其中： 

a):能够对不同用户健康报告进行归档管理（100%），否则（50%），记为：a； 

b)：能够对每个用户的健康档案进行数据分析（100%），否则（50%），记为：b; 

c):能够向用户推送健康状况（100%），否则（50%），记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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