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8 vtech

米妮系列冰激凌屋

用户手册

© Disney
www.disney.com 91-003539-010 中



2

包装清单:

一辆米妮系列
冰激凌车

一个冰激凌屋塔楼 塔楼支架A

塔楼支架B 发射台 门闸

一个电梯导轨 一个电梯墙 一个电梯拼板

一个发射台底座 底层墙A 底层墙B

产品介绍:

非常感谢您购买伟易达®“神奇轨道车 米妮系列
冰激凌屋”玩具！该产品是专门为1至5岁的幼儿开发
设计的。

欢迎来到伟易达®“神奇轨道车 米妮系列冰激凌
屋”!小宝贝们一定会在这里度过一段快乐的难忘的
时光！和米妮一起开着冰激凌车穿行于轨道、门廊之
间。当经过互动感应区的时候，听米妮用悦耳动听的
声音说话或唱歌，与场景互动，在有趣的互动游戏中
不断地去发现和探索！

冰激凌屋塔楼
上的形状孔 

三个互动感应区

三个冰激凌积木块

两个齿轮

电梯

一辆米妮系列冰激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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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所有包装物料，如胶带、塑胶片、捆绑线、包

装锁扣、标签等，都不属于产品的一部分，不

适于儿童玩耍，为了您孩子的安全，请妥善处

理以上包装物料。

注意: 用户手册含有重要信息，请保留备用。 

解开包装锁扣(适用时)： 
逆时针旋转包装锁扣几圈；

拔出包装锁扣。

电池安装: (米妮系列冰激凌车)

1. 电池的更换必须由成人进行安装。

2. 确认主机处于关机状态。

3. 用螺丝起子或硬币将主机底部
的电池盒盖拧开,如里面有用
过的电池，请取出。

4. 如右图所示装入2节新的
1.5V7号(AAA/LR03/AM4)电
池。(为达到最佳性能，推荐使
用新的碱性电池。）

5. 盖好电池盒盖并拧紧螺丝。

• 一本用户手册

底层墙C 底层墙D 两个齿轮

三个冰激凌积木块 一个出口门框 一个手型吊牌

一个带出口标志
的轨道拼板

一个斜坡轨道 斜坡轨道支架

一个有伟易达
的标志吊牌

一份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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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1. 可以使用碱性、碳锌等类型电池；
2. 非充电电池不可被充电；
3. 充电电池只能在成人的监护下充电；
4. 充电电池在充电前应从产品中取出；
5. 不同类型的电池或新旧电池不能混用；
6. 电池应以正确的极性（+、-）放入；
7. 用尽的电池应从产品中取出；
8. 电源端子不得短路；
9. 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取出电池；
10.不能将电池投入火中。

贴纸说明：

请按下列图表数字标识，将图纸对应地贴于玩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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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图所示，将电梯导轨插入电梯墙。然后，将电梯
导轨插入电梯拼板。

5. 如图所示，将电梯墙插入发射台基座里，安装到位
时会听到“咔哒”声。

6. 如图所示，将屋顶支架插入发射台基座正面两侧的
插槽里。然后将有伟易达标志的吊牌插入冰激凌屋
塔楼支架A下面的卡榫。安装到位时，将会听到“
咔哒”声。

组装说明-米妮系列冰激凌屋:

1. 如图所示，将两个齿轮插入底层墙B。当您听到“
咔哒”声，表明安装成功。

2. 如图所示，将底层墙A,B,C和D分别插入发射台基
座背面的插孔。当您听到“咔哒”声，表明安装成
功。

3. 如图所示，将门闸插入发射台基座正面的插孔里，
安装到位时将会听到“咔哒”声。

秉承安全第一的原则，为保证您孩子的安全，请让
成年人组装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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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上述安装，将安装好的部件与包装中剩下的轨
道拼板任意拼接组合后，就可以让你的米妮系列冰
激凌车在轨道上跑动了。您也可以将米妮系列冰激
凌屋与神奇轨道车系列其他场景混搭（每个场景独
立销售）。

探索与发现:
“米妮系列冰激凌屋”还可与“米奇系列火车站”混
搭或者其他神奇轨道车系列场景混搭（每个场景独立
销售），激发宝宝的创造力。

7. 如图所示，将发射台插入发射台基座。

8. 如图所示，将冰激凌塔楼盖在塔楼支架上。安装到
位时，将会听到“咔哒”声。

9. 如图所示，斜坡轨道扣在斜坡轨道支架上。然后，
将斜坡轨道与发射台基座拼接在一起。

10. 如图所示，将手型吊牌挂在出口门框上。然后，
将出口门框插入带出口识别区的轨道片上。安装
到位时，将会听到“咔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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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动冰激凌车，听有趣的音效
和音乐。音乐播放时，推动冰
激凌车，会在音乐上插入有趣
的音效。灯光随着声音闪烁。

4. 米妮系列冰激凌车可以和米妮的冰激凌屋互动。
推动冰激凌车，或者将冰激凌车放在场景里的互
动感应区上，冰激凌车有趣的声光反应。

功能介绍-米妮系列冰激凌屋:
1. 将冰激凌车放在场景里的互动

感应区上可以触发有趣的声光
反应

2. 将冰激凌车放在电梯上，可以
模拟搭乘电梯上下。

3.  将冰激凌车放置在冰激凌屋塔
楼下面，拉动把手可以将塔楼
里的冰激凌积木块释放出来掉
落到冰激凌车厢里。

主机说明-米妮系列冰激凌车:
1. 开/关机键

拨动开/关机键到开机( )位置
开机，拨动开/关机键到关机
( )位置关机。

2. 自动休眠

为节约电池寿命，如果大约50秒内对主机无任何
操作，米妮系列冰激凌车将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按压米妮或快速推动冰激凌车可以重新唤醒主机。

注意:米妮系列冰激凌车在彩盒中处于试玩模式，打
开包装后，将冰激凌车关机后再开机即进入正常模式
玩耍。在玩机过程中，如果小车重复多次自动关机， 
表示电量不足，请及时更换新电池。

游戏说明-米妮系列冰激凌车 
1. 拨动开/关机键开机，你将听

到一首主题歌，米妮的介绍以
及有趣的音效。灯光随着声音
闪烁。

2. 按压米妮，听有趣的音效、主
题歌及米妮的介绍。灯光随着
声音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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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与保养：
1. 用柔软的干布擦拭主机表面，保持机身清洁。
2. 避免阳光直射，远离任何热源。 
3. 当长期不用时，请将电池取出。
4. 不可与硬物相碰撞，或试图拆卸主机。

5. 不可把主机浸在水中，并避免受潮。

常见故障排除：
如在游戏的过程中突然出现死机现象，请按以下

步骤排除故障：

1. 关闭主机；

2. 取出电池，中断电源；

3. 将主机放置数分钟，再重新装入电池；

4. 重新开机。

5. 如果还不能排除故障，请更换新的电池，再尝试。

若通过以上步骤仍不能排除故障，敬请联系就近的
伟易达®特约维修点。伟易达®特约维修点详见保修卡。

如果仍存在问题，请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

400-188-8628。我们的客服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声明： 
vtech® ，伟易达®均属伟易达集团注册商标。未经

授权，不得使用。

主题歌歌词:

1. 噢，天呐！

 冰激凌车来,

 冰激凌车走,

 美味的冰激凌在路上! 

2. 你见过米妮的冰激凌，

 冰激凌，冰激凌，

 你见过米妮的冰激凌，

 你想不想尝一尝？<真甜啊!>

3. 来吧选你喜欢的口味，

 米妮冰激凌最呀最美味！Yeah！

音乐列表:

1. Chopsticks

2. Did you Ever See a Lassie

3. Flight of the Bumble Bee

4. Jack Be Nimble

5. Little Miss Muffet

6. Where Has My Little Dog G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