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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显示所有产品的原型。实际交付的产品可能有所不同 

产品规格，功能和软件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迄今为止对于大多数的使用说明书，请访问  

对于其他语言的文档，请访问

 هام: 
 عند تسليمه. جميع المنتجات المعروضة هنا هي المنتج النموذجي. وقد يختلف المنتج الفعلي

 مواصفات المنتج وميزاته وبرامجه قابلة للتغيير دون إشعار.
  .www.truefitness.com لالطالع على أحدث دليل مالك، يُرجى زيارة

 /www.truefitness.com/resources/document-libraryلالطالع على المستندات بلغات إضافية، يُرجى زيار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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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客户
Frank Trulaske 于 35 年前创立了 TRUE Fitness®，一直秉承着提供优质健身产品、服务及支持的简单理
念。如今，TRUE 已成为商用和家用市场上顶级健身器材的全球领导者。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技术、创
新、性能、安全及式样的领导者。多年来，TRUE 的产品获奖无数，并一直是业界的标杆。健身房及消
费者选择 TRUE 产品作为耐用的商用平台，用于其所有产品（包括商用和家用产品）。

TRUE 引以骄傲的质量制造传统及创新文化带来了全系列超凡的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设备。由此，带来
了让全球消费者受益的 TRUE 体验。全系列产品线的创新让 TRUE 获得成功，创新也成为 TRUE 传统
的标志。TRUE 获有专利的心率控制技术是让我们能够向每一位用户提供简单而超凡性能的有效方法之
一，最重要的是，利用这些方法，实现了个人健康及健身目标。

我们的成功在于对产品及其组件进行严格系统的寿命测试。我们拥有专注的员工，深谙我们的理念，致

力于在全球提供最佳的产品。

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健康和健身方案提供世界上最好的顶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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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安全说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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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房和用户安全注意事项 

1. 阅读并理解本机附带的以及健身房安全标志上的所有警告标签。 

2. 确保在使用机器之前了解机器操作。阅读机器附带的说明程序标签。 

3. 确保所有用户都接受过有关如何使用本设备的培训。如果在商业环境中使用本机，最终用户可能

无法查看本使用者手册。健身房有责任指导用户正确使用设备，并使他们了解潜在的危险。最大

用户体重为 300 lbs (136 kg)，除非手册另有说明。 

4. 每台机器仅限用于拟定锻炼。不允许任何人发明在说明程序标签或预期用途标签上没有的锻炼。 

5. 请勿改装机器。 

6. 本设备在用于拟定锻炼时符合行业稳定性安全标准。请勿用皮带、电阻带或其他工具连接到本机

的机架上进行拉伸或负重锻炼。这可能导致机器不稳定并导致严重的挤压伤。 

7. 请让儿童远离本设备。如青少年使用本设备，成年人应密切监督。 

8. 建议用户在开始锻炼计划之前，先接受全面的体检。应对所有体格问题进行检查，以确保负重训

练不会加剧现有的身体状况。 

9. 如果机器出现损坏或无法使用，请联系健身房工作人员，以在机器上放置“发生故障，请勿使

用”标志，直到设备修好为止。仅限使用 TRUE 提供的更换件来维修本机。 

10. 指导用户在使用本设备时勿穿宽松的衣物或戴耳机线。 

11.  请勿试图自行松开任何卡住的组件，否则可能会受伤。 

12. 在挂片式自由重量机器上： 

12a 使用助力者。指导用户征询健身房工作人员的意见，以便在举重时适当使用助力者。根据举

起的重量，可能需要多名助力者。 

12b. 指导用户均匀用力，小心地装载配重片，以避免设备倾倒，导致挤压伤。 

12c. 如果机器配有安全停止器或安全制动装置，请在使用前对其进行检查并确认其能正常运行，

并且在使用或离开机器前确保其固定到位。确保指导会员如何操作和调整所有安全机构。 

12d. 本设备专为具有 50mm 孔径 (1.9") 的标准奥林匹克规格配重片而设计。 

12e. 请勿超过机器的最大承载重量。配重片最大规格为 45 lbs(25 kg)。 

13. 在配备线缆的等重量机器上： 

13a. 不允许用户通过握住线缆末端和/或线缆端接头进行任何锻炼。仅限使用正确连接到线缆端

的适当手柄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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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 请勿用高位销或双销连接配重片。顶板或配重片固定在提升位置时，请勿使用机器。使用辅

助工具，小心地让机器回到正确的位置，盖板位于顶部配重片上。检查整个线缆，确保其正

确安装在所有滑轮槽中。 

13c. 请勿使用配重片或哑铃作为增加配重片重量的手段。仅限使用专为机器设计的 TRUE 加重系

统。 

 安装安全注意事项 

1. 在组装本设备之前，请先读完本安装手册。 

2. 确认本设备周围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安全操作。安装必须符合 ADA 对可达性的要求。 

3. 将本设备安装在坚固的水平面上，10' 的距离偏差不超过 1/8"（或按照当地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

和要求）。 

4. TRUE 强烈建议将所有设备固定在地板上，以防止移动并提高稳定性。 

 由于可以安装设备的地板差异很大，请联系合格的承包商，确定适合您的地板的紧固系统。 

 使用直径为 3/8" 的器件 (10 mm) 固定机器。对于每个位置，锚线至少应具有 220 lb (110 

kg) 的拉力。 

 将机器安装到地板上时，如果机器支脚与地板之间有空隙，请勿通过锚线来消除空隙，因为这

可能造成机架变形。而应在支脚底部和地板之间放置垫片，然后紧固锚线。 

 机架的支脚上设有锚孔。将设备固定到地板上时，必须兼顾所有锚定位置。 

5. 请勿在游泳池、热水浴池或其他潮湿地点附近安装任何健身设备。在这些位置安装引起的腐蚀会

导致组件过早损坏。 

6. 在使用本机之前，请确保所有器件紧固。 

7. 纸板箱内可能会预先组装一些装配材料。请参阅第 2 章：组装指南，了解开始组装之前在适当情

况下拆卸装配材料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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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1. 有关执行维护的时间，请参阅本手册中的维护计划表。 

2. 每日通过确认以下内容检查机器的功能： 

 如有配有线缆，请检查线缆和端接头是否有任何磨损迹象。如果有磨损或损坏，请用 TRUE 更

换件更换。 

 确认所有调整可行并能轻松执行。确保每个调整销完全插入到每个位置，并且运转自如。 

 确认安全制动装置和停止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接合到位。 

 确认锻炼顺畅进行、无噪音和/或束缚。 

 如有配有配重片，请确认正确的选择器销适当入位。 

3. 每周通过确认以下内容检查机器的功能： 

 螺母、螺栓和紧固件：每周检查紧固度。如果任何器件松动，请重新拧紧或使用 Loctite™ 

Threadlocker 242（或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 

 机架和提升臂：每周检查完整性和功能。任何组件出现磨损迹象时，请立即更换。仅限使用 

TRUE 提供的组件。 

4. 任何警告标签出现磨损迹象时，请立即更换。标签和健身房安全标志可以从 TRUE 获得。 

 

 

 螺栓长度测量指南 

 
 

扁头螺丝 

 
 

 
圆头螺丝 
 

 

 
六角头螺丝 

 
 

 

凹头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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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 

预防性维护对于维护本设备的功能和安全至关重要。您的健身房必须制定预防性维护的书面指南，并保

留对这些产品进行维护的书面或在线记录。维护计划中至少应包含本文档的“安全”部分中提及的项目

以及下文提及的项目。 

1. 线缆（如有配备）：每天检查端接头是否磨损。每周检查整个线缆。线缆出现磨损迹象时，立即

予以更换，并且每年更换一次线缆。如果调整了线缆张力，请确保线缆螺母紧固。 

2. 螺母、螺栓和紧固件：每周检查紧固度。如果任何器件松动，请重新拧紧并/或使用 LoctiteTM 品

牌 Threadlocker 242。在使用机器之前，请确保所有器件紧固。 

3. 安全制动装置：每周检查制动片、止动杆及其相关紧固件。拧紧任何松动的器件，任何组件出现

磨损迹象时，立即予以更换。 

4. 机架：汗水、消毒喷雾和溢出液体会导致腐蚀，从而可能导致组件过早损坏。每天用湿布擦拭所

有机器，并完全风干。这包括涂漆部件、镀铬部件和软垫。 

5. 涂漆部件和镀铬部件：使用按 32:1 比例稀释的新波绿或类似的清洁剂，去除轻度污垢。使用龟

牌抛光剂或好用的汽车抛光剂，去除重污垢和油脂以及进行抛光。请勿使用溶剂、稀释剂、丙酮

或指甲水。对于上述方法无法去除的磨损痕迹，请使用软擦清洁剂。确保完成后风干所有部件。 

6. 配重片外壳（护罩）（如有配备）：根据需要用湿布擦拭。 

7. 锻炼说明标签：根据需要用肥皂水清洁。 

8. 导杆（如有配备）：在应用 Tri-FlowTM 或其他特氟隆喷涂润滑剂之前，擦拭导杆上的所有污垢和

灰尘。为抹布喷上 Tri-FlowTM ，然后用抹布擦拭导杆。请勿使用 WD-40 等润滑油。注意事项：

Tri- FlowTM 会染污地毯和衣物。 

9. 青铜衬套：每月检查是否有磨损迹象，并根据需要更换。 

10. 直线轴承轴：每周擦拭轴上积聚的灰尘或其他污染物。每周涂一层薄薄的 Teflon® (PTFE) 润滑

脂。TRUE 建议使用 Magnalube® 品牌。 

11. 更换任何组件时，仅限使用 TRUE 提供的部件。 

12. 在使用机器之前，请确保所有器件紧固。 

 

保留这些说明以备将来参考。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通过 

(800)883-8783 或 service@truefitness.com 联系您的 TRUE 经销商或 TRUE Fitnes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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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安全说明

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所有健身产品标准。有关完整的合规性列表，请访问 www.TrueFitness.com 。

坐式拉背/FUSE1200坐式拉背/FUSE1200

背阔肌
三角肌
大圆肌
菱形肌
中斜方肌

调整指南

 高度 公制 座椅

 5' 2" 及以下 157 cm 5
 5' 7" 170 cm 4
 5' 10" 178 cm 3
 6' 183 cm 2
 6' 2" 及以上 188 cm 1

开始 结束

1. 调整座椅，使胸垫与胸部中间对齐。

2. 将胸垫放置在双手正好触及手柄之处。

3. 抓住手柄，缓慢向后拉，直到肘部与肩部对齐或略靠后。

4. 返回初始位置并重复。

扫描指导视频

1. 阅读机器上的所有警告标签。

2. 请勿尝试使用或修复出现损坏或无法使用的机器。

3. 如果砝码固定在升高的位置，请勿使用。

 请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4. 首次使用机器时，请始终选择较轻的阻力。

FUSE XLFUSE XL 派拉蒙系列  LBL-PR-FU212派拉蒙系列  LBL-PR-FU212

DIGITAL CYMK 

+ Flood of white

Blue  C 42% Y8% K30%

Rich Black  C 60% M40%  Y40%  K100%

每日 每周 每月 6 个月 每年

检查：线缆是否有磨损、张紧力是否妥当、

连接是否正确。
X

检查：所有螺母和螺栓，并根据需要拧紧。 X

检查：所有防滑表面，并根据需要更换。 X

检查：所有调整销、配重片销、固定螺丝、

气压弹簧、弹簧扣环和滑轮。
X

检查：所有辅助杆和手柄。 X

检查：所有安全和指导贴标。 X

检查：所有配重片护罩。 X

清洁：导杆，并用特氟隆润滑剂润滑。 X

清洁：内饰 X

润滑：枢轴承和直线轴承。 X

更换：线缆 X

商用维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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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组装指南
机器规格：
特点

• 标准配重片：17 个位置，10-170 lb. (4.5-77 kg.)，以 10 lb. 配重片为增量。
• 可选配重片：17 个位置，10-250 lb. (4.5-113 kg.)，以 15 lb. 配重片为增量。
• 16 个垂直位置调节
• 组装后的机器重量：489 lb. (222 kg.)，包括 170 lb. 配重片；569 lb. (258 kg.)，包括 250 lb. 可选配重片。
• 地面负荷：

• 对于标准 170 lb. 配重片，为 29 lb/�2 (142 kg/m2) 
• 对于可选 250 lb. 配重片，为 34 lb/�2 (166 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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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组装指南

所需工具：

棘轮手柄

9/16" 套筒

6 mm 六角旋具套筒

9/16" 和 3/4" 扳手

内六角扳手（附送）：
• 3 mm 

踏梯

配重片

每台机器需要 (4) 盒配重片：

• 标准 170 lb. 配重片：

• 可选 250 lb. 配重片：

10 lb. 配重片盒

部件号：B1602 由 (4) 个  
10 lb. 的配重片组成

15 lb. 配重片盒

部件号：B1603 由 (4) 个  
15 lb. 的配重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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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组装指南
预装清单：
纸板箱一内物品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1 TRXL2-12U500X 立柱组件 1
2 XL2-100TC001 前顶罩 1
3 FUS-00TC004 顶罩 1
4 FUS-00TC002 后顶罩 1
5 FUS-00RS101X 后护罩 1
6 FUS-00FS101X 前护罩 1
7 SRCPD04000X 胸垫 1
8 PAD-ST001-00 健身车座垫 1
9 FUS-00GR001 导杆 2

10 FUS-00MT001 顶罩垫 1

注：工具卡上的器件

项目编号可能与用户

手册中显示的器件项

目编号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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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组装指南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1 TRXL2-00SF550X 座架 1
2 TRXL2-12PA900X 右臂 1
3 TRXL2-12PA800X 左臂 1
4 TRXL2-12MF640X 连杆 1
5 TRXL2-12MF750X 底座 1
6 TRXL2-12MF700X 主机架 1
7 TRXL2-09PH500 双滑轮罩 1
8 TRXL2-12MF770X 右枢轴架 1
9 FUS-00TP016X 16 配重顶板 1

10 LBL-WS-FU170 配重标签 170LB 1
11 LBL-WS-FU250 配重标签 250LB 1
12 TRXL2-12MF780X 后连杆 1
13 TRXL2-12CB000X 配重片线缆 1
14 TRXL2-12CB500X 压力臂线缆 1
15 FUS-00GS002 气弹簧 1

预装清单：
纸板箱二内物品

注：工具卡上的器件

项目编号可能与用户

手册中显示的器件项

目编号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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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1（主机架）：

使用认可的器件组装主机架和立柱

组件。

注：在步骤 9（前护罩）前，请勿将
主机架和立柱组件器件完全拧紧。

组装前将配重片线缆穿过主机架。

注：固定好配重片线缆端，以确保在

机器完全组装完成之前不会发生跳闸

危险。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1 TRXL2-12MF700X 主机架 1
2 TRXL2-12MF640X 连杆 1
3 TRXL2-12MF770X 右枢轴架 1
4 TRXL2-12U500X 立柱组件 1
5 C-749 防松垫圈，3/8" 7
6 C-754C 平垫圈，3/8" 7
7 C-622 SH 螺丝，3/8"-16, 3/4" 4
8 C-631 SH 螺丝，3/8"-16, 3" 3
9 TRXL2-12CB000X 配重片线缆 1

可调脚垫，用于
帮助平衡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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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认可的器件将上机架组装到主机

架和立柱组件上。

注：在步骤 12（前护罩）前，请勿
将主机架步骤 9（前护罩）。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10 C-749 防松垫圈，3/8" 4
11 TRXL2-12MF700X 主机架 1
12 TRXL2-12MF780X 后连杆 1
13 TRXL2-12U500X 立柱组件 1
14 C-754C 平垫圈，3/8" 2
15 C-639 SH 螺丝，3/8"-16, 4-1/4" 2
16 C-622 SH 螺丝，3/8"-16, 3/4" 2

组装步骤：
步骤 2（后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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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3（底座）：

使用认可的器件将底座组装到

主机架上。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17 C-749 防松垫圈，3/8" 2
18 TRXL2-12MF700X 主机架 1
19 TRXL2-12MF750X 底座 1
20 C-1012 SH 螺丝，3/8"-16, 2-3/8" 2

可调脚垫，用于
帮助平衡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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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4（配重片和顶罩选择器杆）：

将导杆插入立柱组件中的指定孔中。

按照下面的顺序将配重保险杠、 
平垫圈、配重片和配重顶板放在 
导杆上。

使用认可的器件将导杆固定到立柱

组件上。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21 TRXL2-12U500X 立柱组件 1
22 FUS-00WB001 FUSE 配重保险杠 2
23 C-757A 平垫圈 2
24 B1602 或 B1603 配重片 16
25 FUS-00GR001 导杆 2
26 FUS-00TP016X 16 配重顶板 1
27 XL2-00PN000 选择器销 1
28 C-752 平垫圈，1/4" 4
29 C-740A 防松螺母，1/4"-20 2
30 C-417 HH 螺丝，1/4"-20, 2-1/2" 2

确保在立式组件的这一侧安装防松螺母。

配重片 P/N 
B1602 (10 lb) 和 

B1603 (15 lb)  
随附四盒配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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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5a（布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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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5b（滑轮组件）：

使用如下所示的认可器件组装滑轮。

拧紧滑轮器件之前，请确保线缆位

于滑轮槽中。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31 B 900 滑轮，4-1/2" 4
32 C-749 防松垫圈，3/8" 2
33 C-626UC SH 螺丝，3/8"-16, 1-3/4" 4
34 C-754C 平垫圈，3/8" 5
35 C-766A 防松螺母，3/8"-16 2
36 TRXL2-12CB000X 配重片线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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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5c（滑轮组件）：

使用如下所示的认可器件组装

滑轮。

拧紧滑轮器件之前，请确保线

缆位于滑轮槽中。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36 TRXL2-12CB000X 配重片线缆 1
37 TRXL2-12CB500X 压力臂线缆 1
38 B 900 滑轮，4-1/2" 10
39 C-749 防松垫圈，3/8" 4
40 C-626UC SH 螺丝，3/8"-16, 1-3/4" 6
41 C-629 SH 螺丝，3/8"-16, 2-1/2" 1
42 C-754C 平垫圈，3/8" 12
43 TRXL2-09PH500 双滑轮罩 1
44 C-766A 防松螺母，3/8"-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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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如下所示的认可器件组装

滑轮。

拧紧滑轮器件之前，请确保线

缆位于滑轮槽中。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36 TRXL2-12CB000X 配重片线缆 1
37 TRXL2-12CB500X 压力臂线缆 1
45 C-626UC SH 螺丝，3/8"-16, 1-3/4" 3
46 C-754C 平垫圈，3/8" 3
47 C-1008 带肩螺丝， 

12MM X 28MM，M10
1

组装步骤：
步骤 5d（滑轮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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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6（压力臂）：

一次握住一个压力臂，使用认可的器

件将其固定到主机架上。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48 TRXL2-12MF700X 主机架 1
49 TRXL2-09AX501 轴 2
50 IN-S51102100 轴盖罩（铝帽） 3
51 TRXL2-12PA800X 左臂 1
52 TRXL2-12MF770X 右枢轴架 1
53 TRXL2-12PA900X 右臂 1
54 C-657A FH 螺丝，3/8"-16,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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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7a （可调座椅）：

使用认可的器件将可调座椅组件组

装并固定到主机架上。

注：在步骤 7b（气弹簧）之前，
请勿连接气弹簧。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55 C-749 防松垫圈，3/8" 8
56 C-754C 平垫圈，3/8" 8
57 TRXL2-15SF500X 座架 1
58 TRXL2-15SF513 气弹簧安装板 1
59 TRXL2-15SF512 座架偏向侧板 1
60 TRXL2-15SF511 座架侧板 1
61 TRXL2-12MF700X 主机架 1
62 TRXL2-15SF515X 座架调整板 1
63 FUS-00GS002 气弹簧，280mm 至 

480mm，250N
1

64 TRXL2-15AX502 座椅轴 4
65 TRXL2-CP502X 座椅调整帽 1
66 TRXL2-12MF750X 底座 1
67 C-911 BH 螺丝，3/8"-16, 3/4" 8
68 C 731C 防松螺母，5/16"-18 1

重要事项！
此时请勿连接气弹簧，
直到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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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7b（气弹簧）：

步骤 A：取下本步骤中标识的点处的圆头螺栓，使气弹簧安装板可以自由摆动。

步骤 B：将气弹簧对准并连接到此步骤中标识的点处。

步骤 C：使用之前认可的器件将气弹簧安装板重新安装到座椅组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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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8（座垫）：

使用认可的器件将座垫组装到座

椅调整组件上，将背垫组装到主

机架上。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69 C-749 防松垫圈，3/8" 4
70 SH 螺丝 SH 螺丝，3/8"-16, 2-3/4" 2
71 C-754C 平垫圈，3/8" 4
72 PAD-ST001-00X 健身车座垫 1
73 SRCPD04000X 胸垫 1
74 C-624 SH 螺丝，3/8"-16, 1-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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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9（前护罩）：

完全拧紧所有主机架和立柱组件器件。

接下来，使用认可的器件将毛巾杆固定到

立柱组件上。

最后，使用认可的器件将前护罩固定到立

柱组件上。

注：将护罩固定到位时，请勿过度拧紧

螺丝。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75 XL2-00PN00 选择器销 1
76 FUS-00RD002 毛巾杆 1
77 FUS-00RD001X 杆盖 1
78 C-1006 M5 垫圈 2
79 C-1007 M5 防松垫圈 2
80 C-1005 M5X60 PHMS 2
81 FUS-00FS101X 前护罩 1
82 C-1003 M5x15 PHMS 6

将选择器销的环形端连接到制动
器上，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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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10（后护罩和顶罩）：

使用认可的器件将后护罩固定到立柱

组件上。

接下来，使用认可的器件将顶罩固定

到立柱组件上，然后将前顶罩和后顶

罩固定到立柱组件上。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83 TRXL2-12U500X 立柱组件 1
84 FUS-00TC004 顶罩 1
85 C-1002 M5 x 16 FHMS 4
86 FUS-00MT001 顶罩垫 1
87 FUS-00RS101X 后护罩 1
88 C-1003 M5x15 PHMS 2
89 FUS-00TC002 后顶罩 1
90 FUS-00TC001 前顶罩 1
91 C-1004 PPMS M6 x 60 2

拧紧直到贴靠。

请勿过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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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步骤：
步骤 11（配重片标签）：

将配重片标签装到前护罩上的指定位置。

注：根据您的配重片选择（标准 170 lbs. 或
可选 250 lbs.），选择适当的配重片标签。

项目 部件号 说明 数量
92 LBL-WS-FU170 配重标签 170 LB 1
93 LBL-WS-FU250 配重标签 250 L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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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与维护：
预防性维护对于维护本设备的功能和安全至关重要。您的健身房必须制定预防性维护的书面指南，并保留对这些

产品进行维护的书面或在线记录。维护计划中至少应包含本文档的“安全说明”部分中提及的项目以及下文提及

的项目。

重要事项：务必要从 TRUE Fitness 购买更换件。许多部件是专门针对 TRUE Fitness 设备测试和制造的。使用未

获准的部件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和/或有限保修失效。

每日检查和维护：
以下项目对于用户和维护人员的安全以及确保机器的最佳性能至关重要。应在每天使用设备前进行这些检查。 

TRUE Fitness 不负责执行或定期维护或检查。

• 检查线缆（如有配备）是否有磨损、张紧力是否妥当、连接是否正确（如下面的线缆检查部分所述）。

• 检查所有调整销、配重片销、固定螺丝、气压弹簧、弹簧扣环和滑轮（如有配备）。

• 检查所有安全和指导贴标。

• 检查所有配重片护罩（如有配备）。

• 确认橡胶把手完好无损。

• 确认防滑脚套完好无损。

• 确认配重片选择器销通过盘绳连接到顶板（如有配备）。

每周检查和维护：
以下项目对于用户和维护人员的安全以及确保机器的最佳性能至关重要。这些检查应每周进行一次。TRUE 

Fitness 不负责执行或定期维护或检查。

•  检查整条线缆和端接头（如有配备）是否有任何磨损迹象。根据需要立即更换。（请参阅“日常维护”

部分）。

•  确认线缆螺栓的螺纹部分至少有 1/2 in (12.7 mm) 拧入顶板，并且螺母紧固（如果配有线缆）。（请参

阅“线缆检查和维护”部分）。

•  通过将选择器销放置在顶板中并使机器完成预期的运动循环来进行功能测试（如果配有线缆）。确认机

器平稳运行，线缆不过度紧绷。选择中等配重并重复。

•  确认进行锻炼时每个滑轮都能自由旋转（如果配有滑轮）。如果滑轮不旋转，会导致线缆严重磨损，并

可能导致线缆故障。立即确定原因并采取补救措施。

•  确认调整弹出销容易收回并完全啮合（松开时）到每个调整盘孔/槽中。弹出销是弹簧式的，当您松开旋

钮时，它们应该回到啮合位置。

• 确认在启动调整机构时，调整销自由脱开并啮合。确保调整销完全插入调整盘。

• 确认所有器件紧固，并且相关的机架构件牢靠。在任何松动的螺栓上涂几滴防松螺纹油（如 Loctite）。

• 检查机架的完整性和功能。任何组件一出现磨损迹象则予以更换，仅限使用 TRUE 提供的部件。

第 3 章：保养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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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CARE & MAINTENANCE 

OTHER SCHEDULED PREVENTIVE MAINTENANCE: 
TRUE recommends that scheduled maintenance be performed by a qualified service technician.  Please contact your 
dealer or visit www.truefitness.com to contact a local TRUE authorized service technician. 

Monthly: 
Clean guide rods and lubricate with a Teflon grease if equipped with guide rods. 

Every 6 months: 
Lubricate pivot bearing and linear bearings with lithium grease. 

CLEANING THE EQUIPMENT: 
Daily Cleaning: 
Wipe all machines with a water dampened cloth and dry completely. This includes painted parts, chrome plated parts 
(except guide rods), plastic parts, and upholstered pads. It is important not to leave parts damp. This will increase the 
potential for corrosion to occur.  

CAUTION: 
Certain anti-bacterial cleaners and other harsh cleaning agents can induce corrosion on the machine components. These 
solutions can also dry out and cause cracking and splitting on the upholstery.  

Heavy Duty Cleaning: 
Guide Rods (If Equipped): Clean and lubricate with a Teflon Spray. Be sure to coat the entire guide rod. Spraying 
lubricant into the cap plate bushings is also recommended. 

Chromed Adjustment Tubes: Wipe away dust and dirt before applying a Teflon spray lubricant. TRUE Fitness 
recommends using TriFlow or a similar brand. 

Linear Bearings: Clean the linear shaft and lubricate (as required) with Teflon based grease. Keeping linear bearings clean 
and lubricated is critical to long life and good performance. 

Painted Frames: If you have scuff marks, grease or a heavy dirt buildup on frame components, start with a mild soap 
solution or a diluted solution of a product such as Simple Green with a dilusion of 32:1. If you cannot remove the marks 
using those methods, use a car polish/cleaner. DO NOT use solvents such as lacquer thinner, mineral spirits or acetone. 
For deeper scuff marks, use an automobile finish rubbing compound. 

Upholstery: For heavy duty cleaning,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his method should be sufficient in the majority of 
instances. In severe stain cases, you can use a solution of 5-10% household bleach diluted with water. Be sure to test an 
inconspicuous area first. DO NOT use chemical cleaners on the vinyl upholstery. You can also use a lanolin based hand 
cleaner to clean your upholstery. Wipe off after cleaning with a damp cloth and thoroughly dry. Plastic Parts: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o clean dirt and grease marks. Labels: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o clean dirt and grease marks. Shrouds: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o clean dirt and grease marks. 

 CAUTION:
Do not use any acidic cleaners. Doing so will weaken the paint or powder coatings and may void the TRUE Fitness 
Warranty. Never pour or spray liquids on any part of the equipment. Allow the equipment to dry completely before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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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olstery: For heavy duty cleaning,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his method should be sufficient in the majority of 
instances. In severe stain cases, you can use a solution of 5-10% household bleach diluted with water. Be sure to test an 
inconspicuous area first. DO NOT use chemical cleaners on the vinyl upholstery. You can also use a lanolin based hand 
cleaner to clean your upholstery. Wipe off after cleaning with a damp cloth and thoroughly dry. Plastic Parts: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o clean dirt and grease marks. Labels: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o clean dirt and grease marks. Shrouds: use 
a mild soap solution to clean dirt and grease marks. 

 CAUTION:
Do not use any acidic cleaners. Doing so will weaken the paint or powder coatings and may void the TRUE Fitness 
Warranty. Never pour or spray liquids on any part of the equipment. Allow the equipment to dry completely before using. 

其他定期预防性维护：
TRUE 建议让合格的维修技术人员进行定期维护。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访问 www.true�tness.com 联系本地 TRUE 

授权维修技术人员。

每月：

清洁导杆并使用 Te�on 润滑脂润滑导杆（如果配有导杆）。

每 6 个月：
用锂润滑脂润滑枢轴承和直线轴承。

清洁设备：
日常清洁：

用湿布擦拭所有机器，并完全风干。这包括涂漆部件、镀铬部件（导杆除外）、塑料部件和软垫。请勿使部件潮

湿。这将增加发生腐蚀的可能性。

        注意事项：
某些抗菌清洁剂及其他强力清洁剂可能会腐蚀机器组件。这些溶液还会变干，导致内饰出现裂纹。

强力清洁：

导杆（如有配备）：清洁并用 Te�on 喷剂润滑。确保涂抹整个导杆。还建议将润滑剂喷到盖板衬套中。

镀铬调整管：使用 Te�on 喷涂润滑剂之前，请擦掉灰尘和污垢。TRUE Fitness 推荐使用 TriFlow 或类似的品牌。

直线轴承：清洁直线轴，并（根据需要）用 Te�on 基润滑脂润滑。保持直线轴承清洁和润滑对于延长使用寿命和

良好性能至关重要。

涂漆机架：如果机架组件上有磨损痕迹、油脂或重污垢，请先用温和的皂液或产品的稀释溶液（例如按 32:1 比

例稀释的新波绿）清理。如果用这些方法无法清除痕迹，请使用汽车抛光剂/清洁剂。请勿使用挥发性漆稀释

剂、矿物油或丙酮等溶剂。对于更深的磨损痕迹，请使用汽车专用抛光研磨剂。

内饰：对于强力清洁，请使用温和的皂液。这种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足够了。在重污迹情况下，可以使用以

水稀释为 5-10% 的家用漂白剂溶液。请务必先在不显眼位置测试一下。请勿在乙烯基内饰上使用化学清洁剂。您

也可以使用羊毛脂洗手液清洁内饰。用湿布清洁后擦干，然后彻底风干。塑料部件：使用温和的皂液清洁污垢和

油脂痕迹。标签：使用温和的皂液清洁污垢和油脂痕迹。护罩：使用温和的皂液清洁污垢和油脂痕迹。

        注意事项：
切勿使用任何酸性清洁剂。否则会削弱涂料或粉末涂层，而且可能会导致《TRUE Fitness 保修卡》无效。切勿将

喷雾液喷洒在设备的任何部件上。在使用前，将设备完全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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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N: 
If you determine that the equipment needs service, make sure that the equipment cannot be used inadvertently and ensure 
other users know that the machine needs service.  
*To order parts or to contact a TRUE Authorized Service representative, please visit www.truefitness.com

CABLE INSPECTION & MAINTENANCE: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areas that require frequent inspection on any weight machine is the cable or belt system that lifts 
the weight stack if the machine is equipped with those items. Sudden failure of a worn cable can, in some instances, result 
in injury to the user.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acility to inspect the cables frequently.  
Cables are components that wear over time. This means that the more often a piece of equipment is used,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cable wear will occur. This holds true for equipment made by any manufacturer and applies to urethane 
belts as well as wire rope cables. Listed below are the areas of the cable that require inspection. 
*TRUE Fitness recommends that all cables be replaced on an annual basis to maintain the safety of all users.

Cable Wear: 
Inspect all cables for any signs of wear.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able in the area of the end fittings and attachment 
points. Inspect the areas around the pulleys and/or cams. Shown below are examples of cables that exhibit signs of 
potential failure. If any of these conditions are apparent, the machine should immediately be taken out of service and 
repaired. Be sure to use only cables supplied by TRUE Fitness. DO NOT use cables that have fittings attached with hand-
crimp tools. 

Twisted Cable (Zig-Zag pattern): Break in the Cable Cover: 

Break/Bend in Cable: Tear in the Cable Cover: 

Stretched Cable Covering: Crimp Connector Dislodged: 

Ba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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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如果确定设备需要维修，请确保设备不会被不慎使用，并确保其他用户知道设备需要维修。

*要订购部件或联系 TRUE 授权维修代表，请访问 www.true�tness.com

线缆检查和维护：
在任何配重机器上，需要经常检查的最重要器件之一是用于提升配重片的线缆或皮带系统（如果机器配有这些器

件）。在一些情况下，磨损线缆突然出现故障，可能导致用户受伤。健身房有责任经常检查线缆。

线缆属于随时间磨损的组件。这意味着设备使用越频繁，发生线缆磨损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适用于任何制造商制

造的设备，并适用于聚氨酯皮带以及钢索线缆。下面列出了需要检查的线缆区。

*TRUE Fitness 建议每年更换所有线缆，以保障所有用户的安全。

线缆磨损：

检查所有线缆是否有任何磨损迹象。密切注意端接头和接合点区域中的线缆。检查滑轮和/或凸轮周围的区域。

下面是具有潜在故障迹象的线缆示例。如果其中任何状况比较明显，应立即停止使用机器并进行维修。请务必使

用 TRUE Fitness 提供的线缆。请勿使用接头要用手动压接工具连接的线缆。

双绞线（之字形缠绕）：

线缆断线/弯曲：

线缆皮绷裂：

线缆皮断裂：

线缆皮撕裂：

不良 良好

压接连接器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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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LE INSPECTION & MAINTENANCE (continued): 
Cable Tension: 
Ensure that the cables are adjusted to remove any slack using the threaded end fittings. These are normally located at the 
weight stack connection. Depending upon the machine, there may be multiple threaded fitting on multiple cables. You 
can determine if there is too much slack by performing the exercise. As you start to move a load arm or handle, the weight 
stack should lift immediately. If not, the cable tension needs to be adjusted. 

To adjust the cable tension, loosen the cable nut 
that is located on the cable bolt connected to the 
top plate. Tighten the cable bolt until the top plate 
is barely lifted off of the first weight plate and then 
re-tighten the cable nut.  

 CAUTION:
A minimum of 1/2 inch (12.7mm) of the threaded 
portion of the cable bolt must be threaded into the 
top plate.  
*No more than 1 inch (25.4 mm) of the threaded
portion of the cable bolt should be visible.

Handle Fittings (if applicable): 
Inspect the cable fittings where any handles are 
attached to the end of the cable. The fittings supplied 
with this machine are load rated snap-links. Ensure 
that the snap-link opens and closes easily and is fully 
engaged when closed. Replace the snap-link as 
needed. 

Cable Bolt 

Cable Nut 

Top Plate 

1” (25.4 mm)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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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张力：

确保使用螺纹端接头调整线缆，避免松弛。这些通常位于配重片连接处。根据机器，多根线缆上可能有多个螺纹

接头。您可以通过进行锻炼来确定是否过于松弛。当您开始移动负载臂或手柄时，应立即抬起配重片。如果未抬

起，则需要调整线缆张力。

要调整线缆张力，请松开位于与顶板连接的线

缆螺栓上的线缆螺母。拧紧线缆螺栓，直到顶

板几乎无法从第一个配重片上抬起，然后重新

拧紧线缆螺母。

手柄接头（如适用）：

检查将任何手柄连接到线缆末端的线缆接头。

本机随附的接头是额定负载的弹簧扣环。确保

弹簧扣环能够轻松打开和闭合，并在闭合时完

全啮合。根据需要更换弹簧扣环。

        注意事项：
线缆螺栓的螺纹部分至少有 1/2 in (12.7 mm)  

必须拧入顶板。

*可以看见的线缆螺栓螺纹部分不得超过 1 in 

(25.4 mm)。

线缆螺栓

线缆螺母

1" (25.4 mm)
最大值

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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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维修部：

联系销售部：

TRUE Fitness 向您建议收集序列号、型号以及一份申请原因的简要说明。收集好这些信息后，就可以
联系销售商或当地维修公司进行预约。（如果您不清楚所在地区有哪些经销商，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true�tness.com，使用我们的经销商定位器获取离您最近的经销商的联系信息）。

您也可以致电 800-883-8783 或发送邮件至 service@true�tness.com 联系 TRUE Fitness 的客户支持团队，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正常工作时间。

TRUE FITNESS 维修部 
865 HOFF ROAD  
ST.LOUIS, MO 63366  
1.800.883.8783 
工作时间：上午 8:30 - 下午 5:00（美国中央时区） 
电子邮箱：service@true�tness.com

对 TRUE 产品感兴趣？如需了解任何销售或产品方面的事宜，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指派合适的销售代表
为您答疑解惑。

TRUE FITNESS HOME OFFICE  
865 HOFF ROAD 
ST.LOUIS, MO 63366  
1.800.426.6570  
工作时间：上午 8:30 - 下午 5:00（美国中央时区） 
电子邮箱：sales@true�t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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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货物或部件破损：
遗憾的是，材料有时可能会在发货过程中受损。如果材料在发货过程中受损，请按照以下指南确定出现

受损时应遵守的相应流程。

严重破损：

外包装/内部产品有明显破损。请拒收货物，承运商会将货物返回 TRUE Fitness。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
正常工作时间，致电 800.883.8783 联系 TRUE Fitness 客户支持团队或致电 800.426.6570 联系销售支持团
队，通知我们货物已被拒收。我们收到受损货物后，会立即给您寄送更换货物。只有为多箱货物时，才

能拒收受损的部分。

轻度破损：

包装箱可能有轻微破损，但您不确定实际产品是否受损。收货时，您必须在提货单上注明受损情况。打

开包装箱后，如果确定产品确实有破损，请收集序列号、型号、破损情况说明和照片。请确保照片包括

受损产品以及该产品到货时的受损包装箱。请于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工作时间，致电 800.883.8783 联系 
TRUE Fitness 客户支持团队或致电 800.426.6570 联系销售支持团队。

隐蔽破损：

您可能收到外观无损的货物，打开包装箱后却发现有隐蔽破损。请立即通知承运商。如未及时通知承运

商，我们将无法提出索赔。致电联系承运商后，您需要收集序列号、型号、破损情况描述和照片。请于

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工作时间，致电 800.883.8783 联系 TRUE Fitness 客户支持团队或致电 800.426.6570 
联系销售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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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DIMENSIONS W X D X H
53 x 56 x 58”

135 cm x 142 cm x 147 cm

PRODUCT WEIGHT
Weight Stack Options 170 lbs / 77 kg 250 lbs / 113 kg

Machine Weight 458 lbs / 208 kg 538 lbs / 244 kg

COLOR
Powder coat finish available in standard silver or white with custom color options.

Twelve standard vinyl seat color options with custom colors also available.

Contact your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more information.

WARRANTY
For complete warranty information visit www.truefitness.com

A modern and comprehensive 16 piece strength conditioning system 
designed to meet the space, budget, and performance demands of 
today’s commercial fitness facilities.

View Instructional Video

KEY FEATURES
• Five position seat uses four-bar linkage with gas cylinder assist for   

 stable, low friction adjustments.

• Eight position chest pad accommodates wide range of users.

• Unilateral arms diverge to maximize articulation of the shoulder and   

 allow for a complete range of motion.

• Handles rotate freely for exercise variation. 

USER AMENITIES
•  Height adjustment guide

•  QR code linked to online instructional videos

•   4 bar linkage seat adjustments with gas cylinder assist

•  Integrated towel holder and accessory tray with cup holder

FUSE -1200 
SEATED ROW

FUSE XL
PARAMOUNT SERIES

Warranties outside the U.S. and Canada may vary - Please contact your dealer for details.
Specification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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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TRUE® Fitness 产品皆由 TRUE 经销，并对原始注册产品

购买人提供保修；下列 TRUE 产品（“产品”）在正常使用

和维修条件下，仅在自下列原始购买日期算起的期限内保证

无工艺和材料制造缺陷。

机架* 10 年

部件

轴承、衬套和配重片

导杆和滑轮

线缆和皮带

装饰部件、涂层、把手和内饰

5 年

5 年

1 年

3 个月

人工服务

机架

轴承、衬套、配重片

导杆和滑轮

线缆和皮带

装饰部件、涂层、把手和内饰

1 年

1 年

1 年

1 年

6 个月

注：保修仅对美国和加拿大有效。

注：若本产品未注册将无维修或部件发运授权。

注：购买第三方售后产品将导致保修失效。

注：本产品适用于商业用途。若本产品不用于此种特定应

用，此保修无效，请联系 TRUE。

机架：机架保证 10 年内无材料和工艺缺陷。自购买之日起

一年内，机架保修免人工费及运费（对于从 TRUE 发运的部

件）。* 此对于结构机架的有限保修不涵盖漆层或涂层。

部件：Fuse Strength Line 的机械部件保证五年内无材料及

工艺缺陷以及一年免费人工服务。线缆和皮带保证一年内无 

材料及工艺缺陷以及一年免费人工服务。本有限保修不涵盖

因不当组装/安装、不遵守使用者手册说明及警告、事故、

不当使用、滥用、未授权改装、或未执行合理及必要维护保

养而导致的损坏或设备故障。

装饰部件：Fuse Strength Line 装饰部件、涂层、把手和内

饰保证六个月内无材料及工艺缺陷及相应部件保修期的免

费人工服务。本有限保修不涵盖因不当组装/安装、不遵守 

使用者手册说明及警告、事故、不当使用、滥用、未授权

改装、或未执行合理及必要维护保养而导致的损坏或设备

故障。本有限保修将适用于但可能不仅限于塑料盖、护罩、

盖子、徽章、覆盖层、漆层、涂层、嵌件及把手。

人工服务：人工服务涵盖自购买之日起一年的期限，本有限

保修中明确规定的其他情况除外（前提是 TRUE 授权维修提

供商可提供此类维修）。超过 50 英里以上的维修可能需收

取额外费用。合理而必要的维护保养指南参见使用者手册。

保修申请程序：TRUE 有限保修服务可通过联系产品购买处

的 TRUE 授权经销商获得。如产品购买处经销商不再是 TRUE 

授权经销商，则可通过以下联系信息直接联系 TRUE 获得 

TRUE 有限保修服务：

TRUE Fitness, Service Department

865 Ho� Road, St. Louis, MO 63366

1.800.883.8783

工作时间：上午 8:30 - 下午 5:00（美国中央时区）

节省时间，在线注册！

访问下列网址激活多项保修：true�tn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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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存此页

上述有限保修需遵循下列条款：

1.  本有限保修授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取决于不同的州，

您也可能拥有其他权利。

2.  本有限保修仅当在线填写过保修注册表后方可处理，或

如所附表格由原始购买人填写完成并在收到本产品后 

30 日内邮寄至 TRUE。产品上的序列号必须完整无损，

本有限保修方可有效。

3.  本有限保修仅适用于由原始购买人所有，未经转让的

产品。

4.  仅当产品初始由 TRUE 授权经销商/技术员组装/安装，本

有限保修方可有效（若产品由非 TRUE 授权经销商/技术

员完成初始装配和安装，则本有限保修将无效，除非事

先获得 TRUE 书面授权）。

5.  本有限保修不涵盖因不当组装/安装、不遵守使用者手册

说明及警告、事故、不当使用、滥用、未授权改装、

或未执行合理及必要维护保养而导致的损坏或设备故障 

 （参见使用者手册）。

6.  本有限保修仅适用于部件维修或更换成本，不涵盖相关

的人工费（超出上述保修期限）、运输费、服务费、返

回费及运费，本保修明确指出的除外。

7.  本有限保修不应适用于：为更正设备安装或指导使用者

如何使用设备的服务电话呼叫；或超出适用的免费人工

服务期限的任何人工费用。

8.  本有限保修是明示的保证，代替所有其他明示的保证，

是 TRUE 做出的唯一保证。

9.  任何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和适合特定用途

的保证，仅限于本有限保修期限以及补救措施期限内。

部分州不允许对暗示的保修持续时间作限制，因此上述

限制可能不适用于您。

10.  上述补救措施是您的唯一排他补救措施，是 TRUE 对任

何违反本有限保修承担的全部责任。TRUE 的责任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应超过您为产品支付的实际金额，并且 TRUE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直接或间接的任何结果性的、伴

随性的、特殊的或惩罚性的损害或损失负责。部分州不

允许排除或限制伴随性的或结果性的损害，因此上述限

制或排除可能不适用于您。

对授权保修人工服务提供商的说明：

在无 TRUE 明确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保修人工服务报酬或保

修部件权利不可转让、再转让给第三方。即使分包保修人工

服务也需要获得 TRUE 的书面批准。

Fuse XL-1100 序列号：

Fuse XL-1200 在机器底部有一个序列号。请在下面记下您的

序列号以作保存。

序列号：

序列号标签样例：

节省时间，在线注册！

访问下列网址激活多项保修：true�tness.com

请保存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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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保修注册

感谢您购买 TRUE 产品。为方便快捷验证 TRUE 产品保修，请现在访问 true�tness.com/support 注册产

品。您注册提供的信息将绝不会出于任何目的分发给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如果您选择将保修卡邮寄给

我们，请让产品所有人填写下列信息，并在设备安装后 30 天内返回给 TRUE Fitness。

要邮寄您的保修信息，请填写下列信息并邮寄至：Service Dept., TRUE Fitness, 865 Ho� Road, St. Louis,  

MO 63366（或可免邮费在线注册：true�tness.com）

请在下面提供您的序列号。保修注册需要用：

序列号：

型号                                                                                                               

购买日期                                                                                                      

您的公司名                                                                                 
联系人名字                                                                                 
联系人姓氏                                                                                 
地址                                                                                              
城市                                                州                  邮编                      

电子邮件地址   网站                                            

电话   传真    

1. 您在何处第一次听说 TRUE？ 
____ a.  经销商  ____ b.  网站

____ c.  广告  ____ d.  转介    
____ e.  当前客户   ____ f.  其他_______________

2. 您选择购买 TRUE 产品的原因是？

___ a.  设计/外观      ___ b.  经销商建议       
___ c.  价格/价值          ___ d.  高质量结构   
___ e.  性能  ___ f.   TRUE 声誉

___ g.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请说明您的健身房类型：

___  a.  公寓/个人占有公寓房 ___  b. 企业健身中心 
___  c.  市政府 ___  d. 健身俱乐部/健身房/水疗中心 
___  e.  酒店/度假村 ___  f.  军事基地

___  g.  学生康乐中心   ___  h.  其他

4. 您的公司拥有什么其他类型的设备？ 
___ a.  跑步机        品牌 ________________    
___ b.  健身车                品牌 ________________    
___ c.  椭圆机      品牌________________  
___ d.  自由重量器械/健身器材   品牌 ________________   

5. 每天有多少人使用您的健身房？ 
___  a.  <25        ___  b. 25-75 
___  c.  76-150                ___  d. 150+

6. 您计划在将来 6-12 个月内购买更多健身设备吗？   
 ____   是    ____   否

7. 如果对问题 6 您的回答是“是”，您计划购买什么类型的设备？ 
____ a.  跑步机  ____ b.  椭圆机

____ c.  固定健身车    ____ d.  自由重量器械

____ e.  健身器材  ____ f.  其他 ______________

8. 您会向其它俱乐部所有者推荐 TRUE 吗？

____   是    ____   否

9. 您是 TRUE 的尊贵客户，您的建议会让我们继续改善您的体验。

还有任何其他您愿意补充的吗？请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