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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2 青春版装箱清单 

    乐行天下 P2 青春版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包含如下零部件，开箱后请检查，如有缺失，请咨询经销商或者乐

行天下售后部门。 

序号 名称 数量  序号 名称 数量 

1 整车 1 台 2 充电器 1 套 

3 鞍座组件 1 套 4 脚蹬 1 对 

5 用户手册 1 本 6 合格证 1 张 

7 保修卡 1 张 8 脚蹬安装扳手 1 个 

9 开箱说明 1 张  

 

 

 采用非认可的零部件，或者没有正确安装零部件，均可能导致对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的损坏甚至造成人

身伤害。为了确保品质和安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的所有零配件均需要经过深圳乐行天下科技有限公

司的认可，并确保被正确安装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上。 

 请不要试图骑行在一个没有正确有效地安装完整的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上。 

 不要在未经容许的情况下拆卸、改装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否则将可能导致不可恢复性损坏，并有可能

导致人身伤害。 

2 说明书概述 

2.1 关于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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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您的驾驶安全，在使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确保能够按照指导正确的驾驶。 

 知晓本手册所列出的所有安全警告和注意事项，有助于您更好的驾驶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无法从本手册中获取您所需的信息，请及时联系乐行天下授权代理商或售后部门。 

2.2 相关资料与文档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P2 青春版用户手册》的 PDF格式文档，电池组使用注意事项，手机客户端及其帮

助文档，均可从深圳乐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官方网站：www.imscv.com 下载。 

2.3 相关约定 

    以下说明适用于整本《用户手册》，请特别留意相关“警告”和“提示”。 

 警告: 您的动作或者行为或将导致人身伤害 

 指示: 使用者需注意的事项或者功能提示等信息 

3 产品概述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是一款小巧、高效、经济的个人代步工具。其造型极具时尚科技感，极轻的结构设

计，强大的锂电池动力，给您提供愉悦的行驶体验。 

3.1 产品序列号 

    产品序列号是产品的唯一标识符，用于产品的质量追踪、售后服务等。请务必将该序列号记录并保存好。您

可以从以下的位置获取产品的序列号：产品包装箱上、产品保修卡上、产品车体上(在控制器盒侧面的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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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2 产品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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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2 青春版产品参数 

参数名称 产品型号  参数名称 产品型号   

型号 TDW03Z  型号 TDW03Z 

销售型号 P2 青春版 销售型号 P2 青春版 

最高设计车速 25 km/h  电机类型 永磁 

续行里程 25 km② 额定转速 500 r/min 

助力里程 52 km③ 额定电压 36 V 

爬坡角度 12° 额定功率 350W 

整车重量 18.4 kg 欠压保护 30±1 V 

载重 75 kg 过流保护 13±1 A 

充电要求 220VAC  50Hz（国内版） 工作温度 -10~40℃ 

充电时间 约 5.5h④ 存储温度 -20~45℃ 

轮胎种类 充气胎，前后 12寸 USB充电 5 V，1 A 

刹车类型 双碟刹 防水防尘 IP54 

电池规格 

(锂电池） 
36 V 6 Ah 整车尺寸 

展开尺寸：1031*490*1050 mm 

完全折叠：1020*670*200 mm 

该速度在体重为 75 kg,满电量，平路的情况下测得。 

②续行里程为 25℃，75kg 负载，20km/h 的速度匀速，纯电动骑行，平路环境下测得, 百公里能耗 1.3kw.h。驾驶

习惯，环境温度，路面环境，载重大小等因素均会影响续行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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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助力续行里程为 25℃，75kg负载，使用节能模式，在平路环境下，使用脚踏骑行测得。 

④充电时间为使用标配 1.8A 充电器时测得。 

3.4 P2 产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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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2 组装 

    第一步：按图所示，扶正折叠立管，并锁紧折叠立管手柄； 

    第二步：按图所示，松开折叠立管头部的快拆扳手，转动横把，调整好横把的方向（调整到自己骑行比较舒

适的方向)； 

    第三步：用力扣合住快拆扳手，若快拆扳手过紧或过松，则调节扳手上的螺丝，以保证夹紧横把； 

    第四步：将鞍座组件插入车架中管内，锁紧快拆扳手，注意座管上的安全线不要外露； 

    第五部：按图所示，将脚蹬旋入相应的螺纹孔中，注意左侧逆时针旋入，右侧为顺时针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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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使用说明 

4.1 产品颜色 

    乐行天下 P2 青春版使用金色为装饰色。 

4.2 档位切换 

乐行天下 P2 青春版，骑行模式均有三种，用户可连接手机 APP 按需切换骑行模式。 

 节能模式：助力及油门启动较柔和，整车速度达到 5km 时油门才会启动，骑行最高速度限速 18km/h。同等条

件下，节能模式下的纯电或助力续行更大。 

 普通模式：助力及油门启动强度稍强，整车速度为 0 时油门仍可启动，骑行最高速度限速 20km/h。 

 极速模式：助力及油门启动强度更强，该模式在保证骑行安全性的前提下，开放电机最大性能，骑行可达最

大速度 25km/h。注意同等条件下，极速模式会降低车辆续行。 

4.3 自行车学习模式 

    使用乐行天下 APP 选择电动车模式为自行车学习模式时，整车助力功能关闭，整车速度限速为 7km/h。 

4.4 整车编码 

乐行天下 P2 系列每一台车均具有唯一的整车编码，贴在尾灯前方的车架上。车架亦具有唯一编码，刻在头管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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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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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机客户端 

 乐行天下 P2 系列微型电动自行车均可连接手机 APP。 

 手机客户端是深圳乐行天下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公司生产的产品为乐行天下用户专门设

计的一款手机软件，可实现控制车辆、交友、发布乐文、参加乐行活动、购买乐行天

下配件等功能。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手机客户端中文名称为: 乐行 

 手机客户端可以从我司官方网站或相应的 APP Store 里获取。 

 通过手机客户端，用户可以实现以下功能操作： 

a) 车体控制：锁车、解锁、开启或关闭自动巡航功能。 

b) 助力系统参数设置：包括但不限于档位选择、灵敏度设置、启动模式等。 

c) 车身状态显示：显示车速，里程，电量等信息。 

d) 车身参数设置：最高速度。 

e) 故障检测：可实现对乐行微电动车车体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与检测。 

f) 售后服务：可与我司的工作服务人员进行交流，实现售后问题的及时处理。 

 关于手机客户端更详细的功能，请参考手机客户端内部的提示信息与帮助文档或者官网下载最新手机 APP 的

产品说明书,手机客户端会不定期推出的新功能。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通过无线蓝牙 4.0 BLE 与手机互联，适用于安卓 4.3 及其以上系统，iphone 4S 以

上、IOS7.0 及以上版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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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使用规范                                         

 

P2 充电口位置示意图 

 

6.1 充电方法 

第一步：充电口在电池后边尾部位置，如右图所示； 

第二步：将充电器充电口端插到电池上的充电接口处（确保充电接口是干燥的）； 

第三步：充电器上指示灯亮红色，表示正在充电；指示灯由红色变为绿色时，表明电池电量已充满。此时请停止

充电，长时间充电会影响电池的寿命； 

第四步：充电完成需要盖好充电口盖，避免进水。 

6.2 安全充电规范 

 首次运行前请将 P2 电池充电至少 5 个小时。 

 为了最大限度延长电池的寿命，在不使用的情况下，请每个月充电一次。切忌电量用光后长时间存放。请在

合适的温度环境下进行充电。 

 未按时充电，可能导致电池损坏。随着时间的流逝，电池电量会逐渐用光，最后导致电池过放。 

 请使用原生产商提供的电池、充电器和电缆线。以免电池过充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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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充电器电缆线连接正确，且有足够的通风环境。 

 请确保在干燥的环境中使用。决不允许充电器或电缆线与水接触，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触电。切勿用湿手触摸。

在充电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故障，立即拔掉电源插头。 

 请务必从插头拔出，不要从电缆线拉出插头。 

 请勿让充电器或电缆线接触锋利或高温的物品。充电时请远离可燃物。请勿长时间充电。 

 定期为充电器和充电器的电缆线执行目视检查。 

 如果充电器或电缆线有明显的损坏，为避免进一步的损害请勿使用充电器，并请联系更换。更换充电器时，

应注意和电池的型号匹配。 

 请勿独立进行修理电池、充电器或电缆线。如有问题请联系我们为您服务。 

 请勿将电池电源线短路，或使电机长期处于过载状态，电池电流达到 30A 时会触发保险丝。 

6.3 电池拆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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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镊子或刀片,将电池固定夹装饰片取下 

 

2、用两个十字螺丝刀将电池对锁十字螺丝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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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六角扳手将电池对锁内六角螺丝取下 

 

4、将电池固定片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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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电池放电端子拔出 
 

6、电池拆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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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将电池放电口插入接口  

8、上下电池固定片夹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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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用六角螺丝将电池对锁内六角螺丝拧紧 

 

10、用十字螺丝将电池对锁十字螺丝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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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将电池固定片装回原位 

 

6.4 骑行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是一款科技的代步产品，在您不了解操作规范的情况下骑行，将会导致不可预知的

伤害。下文将针对新手，特别是第一次使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的用户详细讲解如何正确驾驶该产品，并列

出驾驶中的各项注意事项，请用户务必认真阅读并按要求驾驶。 

6.5 驾驶前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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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在骑行过程以及停放期间可能会产生损耗，影响产品的使用性能。因此您在驾驶之

前，必须进行相应的检查，并遵循以下注意事项： 

 电源电路、灯光照明电路是否正常 

 前、后闸能否正常工作 

 车把及前后轮的紧固状态 

 轮胎的气压 

 反射器是否破损或污染 

 确保各部件安装牢固，无损坏。 

 确保刹车功能完好。 

 刹车时请先刹后刹。 

 确保折叠机构已锁定。 

 确保有足够的电量。 

 确保轮胎完好无损。 

 调整车把或鞍座时，应当注意不得露出把立管、鞍管的安全标记 

 确保车把手固定，若有松动迹象，请向内拧紧。 

 您需要找一块较为空旷平坦的场地进行驾驶练习，至少是 4m * 20m 的面积，室内外均可。 

 您需要对周围驾驶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确保不会受到汽车，行人，宠物，自行车及其他障碍物的干扰。 

 您需要一个熟练的助手在旁边。该助手需要能熟练操作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以及熟知本手册中的所有注

意事项和驾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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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行时请带好头盔和护具。 

 上下坡时不要超过 12°，且不要在坡上急加速、急减速。 

 注意障碍物和路面打滑；不要在草地上、小石子路面上骑行。 

 涉水深度不要超过 30mm，禁止将车浸泡在水中。 

 禁止骑车上下台阶。 

 严禁 16 周岁以下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大于 45 的使用者在使用时需要有人在旁协助学习。 

 电动自行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最高车速不得超过 15km/h；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

侧行驶； 

 请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借给不会操纵的人员行驶，以免发生伤害； 

 电动自行车应按照法律法规搭载人员和物品； 

 建议骑行时佩戴头盔 

 雨雪天骑行，制动距离会延长，注意减速慢行；暴雨等恶劣天气，尽量避免出行； 

 使用前请确认电量充足，轮胎充气正常。 

 在尚未熟悉驾驶前请勿尝试较快的行驶速度，请缓慢加速。 

 刹车时一定要先刹后刹。 

 由于锂电池的特殊属性，要求用户对微电动车至少每个月充一次电，如因为没有定期保养出现电池损坏，不

在公司保修范围内。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仅用作日常出行代步，请勿将其用作极限运动，以及类似危险的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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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会导致刹车反应变慢，清洗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车车身后，在安全的地方晾干刹车。 

 避免在恶劣的天气（如：下雨、下雪或有冰的环境）使用本产品。 

 任何环境下使用本产品，请先确认刹车是否能正常使用。 

  

7 保养与维护 

7.1 存放 

 避免在阳光直射处存放（即使是您车的后备箱里），因为一段时间后车体和电池的温度可以高达 50 摄氏度，

致使电池的功能和产品寿命的损伤。 

 避免在潮湿环境中存放。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在不使用的时候，电池也会缓慢自动放电。应至少每 3 个月进行一次监测电池电量，

并及时充电以确保电池有足够的电量。避免长时间存储没有电量的电池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电池深度放

电）。若您长时间不使用，请将电池充满并至少每个月充一次电。 

 电动自行车不要在居住建筑内充电和停放，充电时应当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 

 废旧蓄电池不可擅自进行拆解，应当由相关专门部门组织回收。 

 注意充电器的使用方法，注意使用匹配的充电器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7.2 清洁 

 清洁前确保车体关机，并拔掉充电线，关闭充电口，在清洗过程中，注意不要让水流入充电口。 

 使用肥皂水或清水以及软布擦拭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的外壳，禁止使用高压水枪冲洗。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的防水防尘等级为 IP54，即防泼溅，防尘土。因此，不可将整车浸泡在水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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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永久性损坏。 

7.3 处理 

    电池和电力设备不得视为一般家用废弃来处理,您已经通过骑行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为环保作出了重大

贡献，为了进一步避免不必要的污染: 

 请通过授权处理设施处理你的微型电动自行车和所有相关组件（电池）。 

 请遵守最新的适用指引，如有疑问请咨询经销商或者联系乐行天下售后部门。 

7.4 充气及更换内外胎 

    轮胎出现气压不足，或者两只轮胎的气压出现不一样时，请及时充气，保证两只轮胎的气压一致。乐行天下

微电动车默认的出厂胎压为 2.8Bar。 

如果您的微型电动自行车出现爆胎等原因需要更换轮胎时，请联系乐行天下授权代理商或乐行天下售后部门

进行维修(也可到自行车维修店维修)。 

7.5 碟刹保养 

 将弯头插入刹车固定于车架的螺口，按螺丝“左松右紧”的方向，先往左轻轻转动，使刹车稍微松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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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左（右）手将车闸捏紧，目的是后刹车紧贴刹车片，保持捏紧。 

 

 接着用弯头向右紧刹车，直到把刹车固定紧为止，然后松开车闸，刹车自动回位，刹车片方向正了,也就不

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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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律声明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可以作为一种智能轻便的代步工具。当您使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作为短途出

行的交通工具时，可能存在跌落、碰撞等导致受伤的情况以及其他风险，为了降低（但不能完全消除）可能的风

险，以确保您和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您有责任和义务认真阅读和学习《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P2 青春版用

户手册》，熟练掌握如何使用本产品，并充分知悉其中的警告及注意事项及以下法律声明条款。 

8.1 使用声明 

为了您的安全使用和良好体验，我们特别请您严格按照如下要求使用产品： 

1. 请务必认真阅读并完整理解《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P2 青春版用户手册》后方可使用。 

2. 请不要让未能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P2 青春版用户手册》的人使用您的车。 

3. 遵照《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P2 青春版用户手册》上规定的驾驶年龄要求，不要让不在此年龄范围内的

人使用，不要借给不会操纵的人员驾驶，以免发生伤害。 

4. 禁止孕妇及生理或心理不适宜的人员使用。 

5. 当您生病或服用药物或饮酒等身体或精神状态不好时，请勿驾驶。 

6.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为单人骑行车,禁止两人或两人以上人员同时骑行一台车,同时禁止抱着孩子或负

重骑行。请按法律法规和本产品要求搭载物品行驶。 

7. 在驾驶前，请确认您充分具备在无人协助情况下自由上下和控制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的身体和精神条件，

方可驾驶。 

8. 请勿私自或由非乐行天下授权人员对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和维修，如产品发生任何问题，请随

时与乐行天下售后联系，这是您最有保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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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在确保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不存在任何松散、损坏、故障等不正常情形后使用。 

10. 充电前，请确保插口处于干燥、无故障、无异物状态。充电时，务必插入正确的插口（国内 220V~/50Hz），

并避免儿童和宠物接触，远离易燃物品。 

11.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所的电池必须存储在-20°C到 45°C的环境中。请勿置于温度高于 45°C的环境中。 

12. 如果电池发生泄露（包括破损、散发异味、烟雾或过热）等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避免与其他物体接触。 

13. 禁止试图自行打开或拆卸以及任何对电池的不正常操作和使用。 

14. 充满电的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显示屏显示电量满格)，因电池状态和存储环境不同，待机时长最长 180

天，未充满电的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显示屏显示有 1格电量），待机时长最长为 30天，请您注意待机

时间以防止不及时充电对电池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 

15. 请勿穿高跟鞋等不适于驾驶的鞋子、过于宽松等不适于驾驶的衣物驾驶，使用时建议佩戴头盔等专业护具。 

16. 当您驾驶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时，强烈建议您佩戴防护眼镜，以防止空气中污垢、尘埃或昆虫对您眼睛

造成的伤害和可能对驾驶造成的不利影响。 

17. 禁止在下雨天气以及其他潮湿路面上骑行，因为路面湿滑时，轮胎抓地力降低，刹车制动距离加长，容易打

滑导致微整车失控等事故。 

18. 请使用干软布对车身进行擦拭清洁，禁止用强力水流或高压软管清洗车身，禁止将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

浸入水中，以避免不可控之严重故障、异常、事故等风险。 

19. 禁止在恶劣天气、能见度很低、光线很差等不良环境中使用，请勿在极度疲劳的时候使用。 

20. 在夜间等光线比较差的环境中，驾驶者、汽车驾驶员和行人等人员都非常难互相及时关注到，我们强烈建议

您不要在夜间等光线差的环境下骑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严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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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时，请注意路面、周围环境的变化，谨慎驾驶，避免给自身或他人带来伤害。 

22. 请勿在楼梯、电梯或通过旋转门时等不适宜路况和环境中驾驶。 

23. 当您驾驶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注意车体、身体与障碍之间的距离。 

24. 当您在骑行过程中遇到陡坡、不平坦路段或其他您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地形环境时，请务必不要冒险骑行通过。 

25. 请勿高速转弯，请勿在较光滑的路面突然刹车，上述行为易导致打滑等失控情况。 

26. 请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禁止在机动车道等不适宜场所行驶，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等法律法规。当接近或通

过交叉路口、机动车道、转弯处、门口等地时，请注意减速避让，同时也要有防御意识，注意来往车辆及行

人对自身可能造成的危险行为。 

27. 驾驶时请您务必随时注意和提防前后左右的车辆、行人、坑洞、下水道隔板、铁路轨道、伸缩缝、路面或道

路施工、碎片和其他障碍物等其它影响您和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的危险情况。 

28. 禁止在驾驶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时接打电话或做任何可能分散您注意力的活动或行为，以便您集中注意

力随时监测外部环境。 

29. 请按照使用地当地政府和法律允许的、指定的自行车道或马路边缘行车方向順向骑行，禁止逆行。 

30. 当您驾驶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请勿与车辆、行人抢道。 

31. 请勿使用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时将手搭附在另外一种交通工具上被拖着走，禁止做特技或其他任何极限

运动等不当行为。 

32. 当您需要骑行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去偏远地区时，请勿单独行驶，即使与其他人一起时，也要预防可能

存在的风险。 

33. 乐行天下微型电动自行车是个人短途代步工具，禁止使用其运货或用作其他不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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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个人信息声明 

1. 您的个人信息包括您在使用乐行天下手机客户端（以下简称 APP）与乐行天下产品连接进行注册认证以绑定

该产品时您自愿输入的以及您在产品使用过程您自愿提供的您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您的姓名、性别、

年龄、地址、联系方式、职业以及使用我们服务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2. 在 APP 使用过程中，您在车主认证、产品序列号激活、调查问卷、售后跟踪和回访、有关产品或服务征求意

见或建议、活动参加中提供的个人信息，方便我们向您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改善并提高您的用户体验。 

3. 您有权不提供个人信息，但如果您不提供您的某些个人信息，可能因此导致我们无法给您提供更好的产品和

服务，甚至会影响您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4. 若您提供任何个人信息视为您完全同意乐行天下可以自行使用、披露给关联公司使用，乐行天下和关联公司

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乐行天下和关联公司的内部员工、顾问、代理商、供应商、合作伙伴的使用。 

5. 在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您同意我们可能把您的个人信息提供给相关第三方： 

 经过你的特别授权; 

 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或由政府机关（包括司法机关）提出的强制性要求; 

 执行可用的服务条款（包括调查可能存在的违规情况）; 

 处理欺诈、安全或技术等问题; 

 在法律要求或允许的范围内，保护用户或公众的权利、财产或安全免遭损害; 

 特殊及/或紧急情况下的需要。 

6. 您个人信息的使用、传输和存储包含电子数据方式，并且前述行为可能位于中国境内或境外。 

7. 为了您更好的使用、体验，您完全同意乐行天下和关联公司可能不定期地向您推送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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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信息。 

8. 为保护您的人个信息安全，我们将采用合理、安全的措施来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不被未经授权的披露和使用，

我们也会促使本法律声明所述其他接受和使用您个人信息的相关方履行相同的义务。您同意乐行天下根据使

用目的所需要的时间或任何协议、法律法规来决定存储和保留您个人信息的时间。 

9. 您同意全部免除乐行天下及/或关联公司等接收方及/或使用方因按照本法律声明披露和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所导致的或可能导致的任何索赔、责任和损失，除非前述索赔、责任和损失因为接收方及/或使用方的直接

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导致的。 

8.3 知识产权声明 

1.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协议另有约定，乐行天下对产品及其附件、APP、网站所涉知识产权（包括但

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及其申请权、实施权、许可权等权能）保留全部的权利，未经乐行天下的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非法使用或做其他任何处分。 

2. 本法律声明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3. 对于消费者以及任何第三方违反本法律声明而导致的或可能导致的所有索赔、责任和损失，乐行天下公司不

承担赔偿等任何责任。 

4. 本法律声明是构成乐行天下产品不可分割的法定部分（转卖产品时请务必一并转交）。您可以选择全部接受

本法律声明的所有条款而使用乐行天下产品，如果您使用了乐行天下产品即视为您同意接受本法律声明的所

有条款，并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和责任。如果您购买我们的产品后不同意接受本法律声明的所有条款，请您

做退货处理，并确保您退货时的产品及包装完好无损，不影响二次销售。 

5. 衷心感谢您对乐行天下的选择和信任，如有疑问，我们乐意随时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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