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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 Vispring 睡床。 

 

 

请仔细阅读本组装说明和保养指南。 

正确的组装和保养，有助于延长床具使用寿命， 

令您持久悦享舒适睡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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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数零售点将会为您配送和安装 Vispring 睡床。如果出于种种原因未安排，而您希望自行组装

睡床，请仔细按照此组装说明操作。

为避免窒息危险，请将聚乙烯包装远离婴儿和儿童放置。

床垫组装说明 配送

从包装中取出新床垫、床体和 / 或床头板。

在丢弃包装之前，请取出脚轮 / 床腿和床头板固定工具包，并将它们放在一侧。

以环保方式处理包装。请回收纸板和聚乙烯包装。前往指定垃圾点丢弃其他包装。

Vispring 床垫使用大量天然材质，分量较重。建议至少由两个人抬起床垫。

我们的床体和床头板采用实木等天然材质制成；分量极重，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安装。

（零售点通常会在配送新床时，为您环保处理旧床垫。如果该服务未提供，则请您咨询当地的垃圾

回收中心，了解处理旧床的最佳方式。）

1.

2.

3.

•

•

注意：您可能会发现，送达的床垫看似略小于床体底座。受运送方式和配送时间的影响，床垫偶尔

会在运输过程中略微收缩（最多 10 厘米），但请放心，您的床垫将随着一次次使用渐渐恢复到正常

规格。定期梳整和拍松，将使床垫加快恢复原形。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注意小心床腿 / 脚轮包装可能脱落的订书钉。如果是抽屉式床体，则在取下抽屉包装运输

带时需要格外留意。



76

床腿固定

大多数床腿只需拧入床体底座。床腿 L3 和 L5 需螺栓拧入。螺栓和垫圈，将视需要随床腿附送。

将床体底座靠在墙上。

连接脚轮 / 床腿。

如果您使用金属连接杆和床脚轮连接，请查看第 13 页。

将床体底座放到地上。

令两张床体相邻，抬起床体，头端朝下，露出床体底面，让床体靠在墙上。

两个中央床腿及其螺栓和垫圈。将螺栓拧到垫圈上，然后将螺栓穿过床腿，插入两个标出的 

卡式螺母，使床腿位于最外侧，接近与床体边缘齐平。

用螺丝刀拧紧螺栓。以相同方式用螺栓固定角腿。每条床腿仅使用一个螺栓和垫圈。为避免床

腿旋转，请用两个木螺钉通过预钻孔拧入床体木框架。注意将螺钉笔直插入，因为拧入的木料

部分仅 20 毫米厚。

在下一步组装之前，请将床腿连接到床体底座上。如果您使用脚轮连接两个床体底座，请查看 

第 13 页。

1.

2.

3.

4.

1.

2.

3.

南/北款床体 - 一件式床垫

东/西款床体

南/北款床体 - 拉链式床垫和单床体

连接 L5 床腿

此床体组装过程与上述相同，但抬起床体时应保证侧边而非头端朝下。

此组装过程不包含中央床腿。如上所述，只需将四个角腿安装到每一个床体上。

请注意，此床腿不适用于配备隐藏床腿的床体。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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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令两张床体相邻，抬起床体，头端朝下，露出床体底面，让床体靠在墙上。

两个中央床腿及其螺栓和垫圈。将两个螺栓拧到垫圈上，然后将螺栓穿过床腿，插入两个标出

的卡式螺母，使床腿位于最外侧，接近与床体边缘齐平。

用螺丝刀拧紧螺栓。以相同方式用螺栓固定角腿。每条床腿仅使用一个螺栓和垫圈。为避免床

腿旋转，请用两个木螺钉通过预钻孔拧入床体木框架。注意将螺钉笔直插入，因为拧入的木料

部分仅 20 毫米厚。

1.

2.

3.

南/北款床体 - 一件式床垫

东 / 西款床体

南/北款床体 - 拉链式床垫和单床体

连接 L3 床腿

此床体组装过程与上述相同，但抬起床体时应保证侧边而非头端朝下。

此组装过程不包含中央床腿。如上所述，只需将四个角腿安装到每一个床体上。

请注意，此床腿不适用于配备隐藏床腿的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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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用金属连杆连接两个床体底座

将床体底座并排靠在墙上。

• 如南 - 北款床体，头端朝下。

• 如东 - 西款床体，侧边朝下。

对齐两个床体底座，确保挂钩和销钉齐平。

1.

2.

床体组装

Vispring 大号床体由两个底座连接而成。根据尺寸或床腿，床体底座连接方式共有三种。请按照 

适用于您所购底座的说明进行操作。

提示：如果您购买了带床裙的床体，建议您在连接床体底座后，再除去床裙的保护套，避免其在 

组装过程中受损。

将金属杆向下推，扣在另一床体底座的销钉上。3.

将床体底座放回地上。4.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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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金属铰链连接两个床体底座

将床体底座靠在墙上，头端并排。

• 如南 - 北款床体，头端朝下。

• 如东 - 西款床体，侧边朝下。

对齐两个底座的铰链，取下销钉。

1.

2.

对齐铰链，以便让销钉穿过。插入销钉。

将床体底座放回地上。

提示：如果难以扣上，可试着略微倾斜铰链，或稍微转动床体底座。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3.

使用带脚轮的金属连杆
连接两个床体底座

将床体底座靠在墙上，头端并排。

• 如南 - 北款床体，头端朝下。

• 如东 - 西款床体，侧边朝下。

将金属连杆放在两个定位标记上方。

将金属垫圈放在金属板上。

拧入床脚轮并牢牢固定。

对第二个中央床脚轮重复该过程。

确保所有脚轮都已拧入床体底座。

将床体底座放回地上。

1.

2.

3.

4.

5.

6.

7.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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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床头板固定螺栓

如同时订购了螺栓贯穿床头板时，则床体底座安置床头板的面料部分将预留切割孔。预留孔附有 

贴纸标识，方便定位。

2 × 定位销

床头板组装

固定包内含

4 × 螺栓 4 × 垫圈

1.50 米宽（5 英尺）床具将配有 1 套固定包，超过 1.50 米宽（5 英尺）的床具则配有两套固定包。

将定位销插入床体底座顶部外侧的孔中。1.

在床头板背面，掀起魔术贴固定的下方布翻盖。露出床头板安装孔。为便于安装，请用透明包

装胶带轻轻将翻盖粘上，避免留下胶痕或损坏面料。利用定位销，将床头板正确靠在床体底座上。

2.

将固定螺栓安装到所有可见孔中。此时请勿完全拧紧，保持稍微松动状态，方便床头板微调。

取下定位销，安装剩下两个螺栓。

3.

提示：有时，预切孔可能要再加大一些，方便螺栓螺纹通过。建议使用锋利的剪刀。



1716

令床头板与底座中央对齐，高度正确。拧紧所有螺栓，避免移动。取下固定布翻盖的胶带， 

重新贴回魔术贴。

4.

检查床体支架与床头板支架是否对齐。

抬起床头板，让其支架滑入床体支架。轻轻向下推床头板，注意不要用力过猛。

后退，检查床头板是否与床体边缘齐平。

1.

2.

3.

开槽床头板固定（欧式配件）

提示：轻轻松开床体支架上的螺栓，以便于对齐。安装后，拆下床头板并重新拧紧螺栓，确保支架

不会移动，随后重新安装床头板。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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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床头板固定（英式配件）

配送到家时，英式支柱已与床头板连接，在其背面摆动。请先拆下螺栓。将支柱定位，然后用螺栓 

固定。

将床头板正面朝下放在稳定的平面上。

拆下床头板背后所有的螺栓。

使用这些螺栓将所有支柱连接到床头板上。这需要我们将螺栓穿过支柱上的孔洞，插入床头板

背面的预钻孔。

拧紧床头板上所有螺栓。

松开床体床头端所有螺栓，让床头板支柱穿过螺栓头和床体。

将床头板支柱中的槽对准螺栓，并将床头板调整到正确的高度。调整到合适的位置后，拧紧 

所有螺栓，固定支柱与床体。

1.

2.

3.

4.

5.

6.

Vispring 床体分量较重。建议由两人组装，组装时请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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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式床体

为确保配送安全，我们使用运输带固定抽屉式床体。收到后，请除去运输带。

在此期间，请注意可能脱落的订书钉，使用钳子小心卸下，安全处置。

如果您需要将抽屉从底座上取下，请将手放在抽屉下方，然后向外推动把手。

床垫保护垫放置

对于排骨架床架，床垫保护垫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延长床垫的使用寿命：

如需重新安装抽屉，请将抽屉滑轨完全抽出。将抽屉放在滑轨上。略抬起抽屉前部（抬起约 1 厘米），

轻轻推动合上。当抽屉完全合上时，您将听到机械装置啮合的轻微咔嗒声。您可以再次拉开抽屉，

略用力推回，测试自动关闭机制。如果自动关闭机制不起作用，请取出抽屉并重复该过程。

翻转床垫时，注意保护床垫底面的面料层免受床板条损坏。

床板条压痕可能会导致床垫表面出现痕迹。

避免床板条颜色渗出。

防止床板条受潮。

•

•

•

•

我们可以轻松将床垫保护垫连到床架上。利用附送的绑带和孔眼，将床垫保护垫系在床架板条上。

如果不加固定，床垫和床垫保护垫可能会在床架上滑动。床垫保护垫很有必要。如果床垫面料层因

床板条损坏或撕裂，则质保服务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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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保

每张 Vispring 奢华床垫和睡床中蕴含的高品质材料和顶尖工艺，确保其主人在采取正确保养措施的

前提下，长年享受安心好眠。您能够享用床垫多久、或期待享用床垫多久，常常取决于您的个人喜好，

也取决于您对床垫的保养是否到位。大多数顾客都能够与 Vispring 床垫亲密相伴数十年之久。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请勿混淆您享用 Vispring 床垫的时间，和 Vispring 的质保年数。Vispring 质保的

宗旨是，若因做工瑕疵或部件缺陷导致可能性较小的损坏，质保将为您提供保障。

质保期限因您所购的产品而异：

保养指南

产品 质保期

床垫和床体套 30 年

仅床垫 30 年

Ottoman 型号床体 5 年 

气柱限 1 年

床头板 2 年

床垫罩 5 年

枕头和羽绒被 2 年

床垫舒缓垫和保护垫 12 个月

注册您的质保

质保和索赔流程

请注册您的质保服务，告知我们您购买了新床垫和 / 或床体。建议通过官网注册：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register-your-guarantee/

如果您无法在线注册，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联系方式见第 31 页。

若您的床垫在质保有效期内需要维护，请首先联系您购买床垫的门店。这是因为购买合同由您和

零售点双方签署。我们的零售点非常专业，可为您提供处理建议。如有需要，他们会代表您联系

Vispring。

根据具体索赔产品，Vispring 可能会安排一名独立的检查员到您家拜访。如果检验员报告证明质保

索赔有效，Vispring 将负责修理或更换产品。

因不合理或不当使用而产生的故障，不在保修范围内。可能导致质保无效的示例：

• 床垫受污且不卫生

• 床垫已卷起或折叠

• 床垫放置在不合适的底座上

• 产品过度磨损或误用

• 床垫因未使用床垫保护垫而受污

如需查看质保全部内容，请参阅条款和条件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terms-and-conditions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register-your-guarantee/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terms-and-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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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新奢华床垫含有各种天然材质，有时崭新的产品中会透出一股“有机物”的气味。若您

察觉到这股气味，请打开房间的窗户，让床垫透气、驱散气味。

让您的床垫“自由呼吸”，切勿在床垫和床体 / 床架顶层之间放置塑料制品。因为它可能会出现

冷凝现象，造成床垫损坏风险。

建议每天将套布退下，让床垫通风，如此便可使天然纤维透气，让一夜好眠后积累的湿气全部

蒸发。

既然购买了奢华床垫，我们强烈建议您使用优质的可水洗床垫保护垫。

使用软刷可以将床垫上的灰尘和绒毛除去。请勿使用真空吸尘器，以免影响填充物。

污渍和液体溢漏应该以干燥吸水布吸收。请勿“湿洗”，因为这可能会损坏垫层材料。

请勿担忧床垫上的羊毛拉扣是否会突然折断，由于其设计是为了将高品质填充物固定在原位，

它们只有在经受过大压力时才会断裂。它们可以轻松更换，并享有 Vispring 30 年质保服务。

尽量避免长时间坐在睡床边缘，因为这将对床沿弹簧施加不当的压力，并可能破坏床边侧缝。

弹簧床总是能引来小朋友欢呼雀跃，但是请避免让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跳，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坏

弹簧。

请勿弯曲或卷曲床垫，因为这样会损坏弹簧件（并导致 30 年质保条款失效）。如需移动床垫， 

例如：搬家时，请确保床垫已经包装好，平放或横向存放。

建议您在前三个月每周翻转床垫两次，之后每一季翻转两次。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床垫填充物 

自然均匀沉降，还有利于延长其使用寿命。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6-29 页。

保养您的床垫

•

•

•

•

•

•

•

•

•

•

•

如果有液体浸染，请使用不褪色的布或普通厨房纸吸干污渍，避免污迹扩散。请勿用力过猛，

否则可能损坏床垫。

使用软刷可以将床垫和床头板上的灰尘和绒毛除去。

根据面料材质不同，可通过湿布和肥皂水去除轻微污迹和污渍。为避免水渍，请先在不显眼的

小区域测试。如果留下水渍，建议使用专业的家居织物清洁剂。

床体和 / 或床头板面料的主要清洁工作，应使用家居织物清洁剂。

Vispring 不对第三方面料保养处理承担任何责任。

请让床具远离阳光直射，避免褪色。

某些面料可能会起球。此非瑕疵问题，请用软毛刷朝绒毛方向轻刷。

定期检查所有螺钉和固定板是否紧固，避免床腿和脚轮松动。

如果您购买了抽屉式床体，请勿放置重物。抽屉仅限放置分量较轻的物品，例如床单或衣服。

如果有液体浸染，请使用不褪色的布或普通厨房纸吸干污渍，避免污迹扩散。请勿用力过猛，

否则可能损坏床垫。

使用软刷可以将床垫舒缓垫上的灰尘和绒毛除去。

保养床体和床头板

保养您的床垫舒缓垫

•

•

如需了解 Ottoman 型号睡床更多详情，请参阅随附宣传页。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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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排骨架床架，则板条之间的缝隙不得超过 7.5 厘米（3 英寸）。这可确保床垫中的弹簧 

得到适当支撑。

建议选择 Vispring 床垫保护垫，作为床垫和排骨架床架之间的保护层。床垫保护垫配合排骨架

床架使用，可以防止凹痕，避免木板条受潮，有利于延长床垫的使用寿命。如需更多信息，请

参见第 21 页。

如使用排骨架床架，Vispring 床垫享受 30 年质保期需配合床垫保护垫。

所有 Vispring 床垫均采用顶级天然材质填充；正因为如此，填充物会在受力最大的区域沉陷。翻转

床垫，将使填充料在整张床垫内重新分布均匀，有助于床垫恢复原状、延长使用寿命。

我们建议您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月将床垫翻转两次，随后每季度翻转一次。

建议至少由两个人来翻转床垫。因为床垫可能分量极重，具体取决于所购规格。

将床垫往床体的尾端滑动约至其 ¾ 长度。

Vispring 床垫配合排骨架床架使用

床垫翻面

1.

•

•

•

往任一方向以 90°旋转床垫。

抬起床垫直到边沿靠在床体上方。轻轻地让床垫朝向床头回落到床体。

从任一方向以 90°旋转床垫，视您是否需要换边而定（不适用于组合式床垫）。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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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翻转方法

单弹力床垫 床垫交替翻转法。

第一次：将床垫首尾对调。

第二次：将床垫旋转 180˚。
第三次：将床垫首尾对调。

第四次：将床垫旋转 180˚。

组合 / 双弹力床垫 如果希望保留习惯睡眠侧，则每次将床垫首尾对调翻转即可。

单弹力拉链式床垫 翻转或旋转以前，应先将拉链松开。

将两个床垫左右翻转，重新拉上拉链。下一次旋转 180˚。每次

翻转床垫时请使用此方法。

Vispring 床垫采用相当宽松的面料层，专为配合优质弹簧，贴合身体轮廓。天然面料比人造材料

需要更长时间沉陷。沉陷期因填充料类型和数量而异，也取决于床垫使用者的体重和睡眠模式。

通常情况下，床垫中央的面料层会更快“下陷”，因为身体大部分重量都集中在此处。如果您在

床垫使用初期，发现沉陷不均匀且视觉效果不佳，请按照指南翻转床垫，见第 26 页。这有利于平

衡压力，让填充料在您睡在床垫另一侧时分布更均匀。

面料层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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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床垫的使用适应时间通常多久？

常见问题

客户服务

Vispring 床垫客户服务团队乐于解答 Vispring 睡床任何问题。请注意，质保问题应首先咨询 

零售点。

问题

Vispring 床垫触感较零售点的样床稍硬，这是因为样床经过多次试睡，已经开始“沉陷”。建议

您使用床垫至少 4-6 周，让床垫填充物沉陷下来。在某些情况下，床垫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

您会感受到填充物正在逐渐变软。

回答

Vispring 床垫的使用寿命有多久？问题

每张 Vispring 奢华床垫和睡床中蕴含的高品质材料和顶尖工艺，确保其主人在采取正确保养措

施的前提下，长年享受安心好眠。您能够享用床垫多久、或期待享用床垫多久，常常取决于您

的个人喜好，也取决于您对床垫的保养是否到位。大多数顾客都能够与 Vispring 床垫亲密相伴

数十年之久。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请勿混淆您享用 Vispring 床垫的时间，和 Vispring 的质保年数。Vispring
质保的宗旨是，若因做工瑕疵或部件缺陷导致可能性较小的损坏，质保将为您提供保障。

敬请点击查看 Vispring 睡床 30 年质保条款及相关条件：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terms-and-conditions

回答

如何了解我的床垫是否在 Vispring 30 年质保涵盖的范围内？问题

在出现结构问题或做工瑕疵的情况下，您购买的产品享有质量保障。若您的床垫在质保有效期

内需要维护，请首先联系出售您床垫的门店，向其提供您所遇问题的详细信息。

进入官网寻找全部零售点：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find-a-store

回答

我的新床垫在床体上看起来有些短。独立袋装弹簧床垫需要多久会舒展开来？问题

由于我们的所有床垫系列均为袋装弹簧床垫，您可能会注意到，您的床垫在送到时，看起来比

床体略小。受运送方式和配送时间的影响，床垫偶尔会在运输过程中略微收缩（最多 10 厘米），

但请放心，您的床垫将随着一次次使用渐渐恢复到正常规格。定期梳整和拍松，将使床垫加快

恢复原形。

回答

为何我的 Vispring 新床垫有异味？问题

鉴于您的 Vispring 奢华床垫含有各种天然材质，有时崭新的产品中会透出一股“有机物”的气

味。若您察觉到这股气味，请打开房间的窗户，让床垫透气、驱散气味。请每天将套布退下，

让床垫通风，如此便可使天然纤维透气，让一夜好眠后积累的湿气全部蒸发。

回答

独立袋装弹簧床垫应多久翻面一次？问题

所有 Vispring 床垫均采用顶级天然材质填充；正因为如此，填充物会在受力最大的区域沉陷。

翻转床垫，将使填充料在整张床垫内重新分布均匀，有助于床垫恢复原状、延长使用寿命。

我们建议您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月将床垫翻转两次，随后每季度翻转一次。

回答

袋装弹簧床垫上出现身形痕迹是否属于正常情况？问题

是的，床垫围绕您的身体轮廓产生痕迹，是正常现象。床垫的自然沉陷和频繁翻面，将使压痕

随时间推移逐渐减轻。

回答

英国 

邮箱：info@vispring.com 
电话：+44 (0)1752 366311 

欧欧洲、中东和非洲 

邮箱：inforeurope@vispring.com 

电话：+32 2 403 3676 

美洲 

邮箱：cs@vispring.com
电话：+1 888 298 5795

亚洲  

邮箱：csasia@vispring.com 

电话：+44 (0)1752 366311 

其他地区 

邮箱：info@vispring.com 

电话：+44 (0)1752 366311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terms-and-conditions
https://www.vispring.com/cn-asia/find-a-store
mailto:info%40vispring.com%20?subject=
mailto:inforeurope%40vispring.com%20?subject=
mailto:cs%40vispring.com%20?subject=
mailto:csasia%40vispring.com%20?subject=
mailto:info%40vispring.com%20?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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