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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感谢您的惠顾，欢迎光临飞利浦！为了
您能充分享受飞利浦提供的支持，请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上注册您的
产品。

1	 重要事项

使用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本用户手册，
并妥善保管以供日后参考。

•	  警告：请勿在靠近水的地方使用
本产品。

•	本产品在浴室内使用时，使用后拔
下插头，因为即使本产品开关断开
后，接近水仍存在危险。

•	警告：不要在盛水的浴缸、淋浴、
洗脸盆或其他器皿附近使用本 
器具。

•	警告符号注释：禁止在洗
澡或淋浴时使用。

•	使用后务必拔下产品的插头。
•	如果电源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必

须由服务中心或类似的专职人员来
更换。

•	本产品适合由 8 岁或以上年龄的
儿童以及肢体不健全、感觉或精神
上有障碍或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
人士使用，但前提是有人对他们使
用本产品进行监督或指导，以确保
他们安全使用，并且让他们明白相
关的危害。 不得让儿童玩耍本产
品。 不要让儿童在无人监督的情
况下进行清洁和保养。 

•	为了增加保护，建议在浴室供电的
电气回路中安装一个 额定剩余工
作电流不超过 30mA 的剩余电流装
置 (RCD)。 详情请向 RCD 安装商
咨询。

•	连接产品之前，请确保产品上标示
的电压与当地电源电压相符。

•	请勿将本产品用于本手册中说明以
外的任何其它用途。

•	当产品连接了电源时，切勿让其无
人看管。

•	切勿使用由其它制造商生产的，或
未经飞利浦特别推荐的任何附件
或部件。 如果使用此类附件或部
件，您的保修将失效。

•	切勿将电源线缠绕在产品上。
•	待产品完全冷却后再存放。
•	由于产品可能会发烫，请在使用时

多加注意。 只能握住手柄，因为
其他部位会很烫，请避免与皮肤 
接触。

•	始终将本产品放置在隔热的平稳表
面上。 热卷发室不得接触表面或
其他可燃材料。

•	不要使电源线接触到产品的灼热 
部分。

•	如果产品已打开，请使产品远离易
燃物体和材料。

•	当产品变热时切勿在其表面覆盖任
何物品（如毛巾或衣服）。 

•	产品只能用于干的头发。 切勿用
湿手操作本产品。  

•	卷发棒具有陶瓷钛金属涂层。 
此涂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
磨损。 但是，这并不影响产品的
性能。 

•	将产品用于染过色的头发时，卷发
棒可能会染上颜色。 将产品用于
假发之前，务必先咨询其经销商。 

•	产品只能送到飞利浦授权的服务中
心检修。由不合格人员进行修理可
能将用户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	请勿将金属物插入任何开口中， 
以免触电。

•	使用后请勿拉扯电源线。 拔下产
品插头时，请握紧插头。

电磁场	(EMF)	

本飞利浦产品符合所有有关暴露于电磁场
的适用标准和法规。

环境	 

弃置产品时，请不要将其与一般生活
垃圾堆放在一起，应将其交给政府指
定的回收中心。这样做有利于环保。

2	 保修与服务 

如果您需要了解信息（如更换附件的相关
信息）或有任何疑问，请访问飞利浦网站 
www.philips.com。您也可以与您所在国
家/地区的飞利浦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可从保修卡中找到其电话号码）。如果
您所在的国家/地区没有飞利浦客户服务
中心，请向当地的飞利浦经销商求助。

3	 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产品完
全无法
工作。

产品所连接
的电源插
座可能已损
坏。

检查设备已正确
插入。

检查您家中电源插
座的保险丝。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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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图1）

a 卷发室 b 电源指示灯

c 卷发按钮	 d 开 / 关按钮

e 卷发方向设置 f 挂环	

g 卷发时间设置 h 发量选取附件

i 卷发温度设置 j 卷发室清洁附件

5	 卷发

使用方法：

1 将插头连接至电源插座。
2 按电源开/关按钮  ( g ) 可开启 

产品。
 »闪烁的电源指示灯 ( f ) 表示卷发器正
在加热。指示灯停止闪烁时表示产品可
供使用。

3 按照下图选择所需的卷发时间 ( d ) 和
温度设定 ( e )。

发型 波浪卷发 蓬松卷发 紧致小卷

温度 
设定

170	ºC	 190	ºC	 210	ºC	

卷发
时间
设置 

8 秒 10 秒 12 秒

4 按照下图选择自己喜欢的卷发 
方向 ( c )。

向左 左右交替 向右

5 为了更轻松地将头发放入卷发室，请
先将所选头发放入产品背面的开口处， 
并沿着开口的轮廓将这缕头发放入卷
发室。

6 将这缕头发放置在卷发室内保持不动。 
按住卷发按钮  ( b )，这缕头发将自
动卷入卷发室中。
 »当头发顺利卷入卷发室中，每隔一定时
间便会发出一声蜂鸣音。如果未听到蜂
鸣音且头发仍未卷入卷发室中，请取出
这缕头发并重新放置。

7 如果听到连续 4 声“蜂鸣音”提示后
伴有“咔哒”声，则可以将手指从卷发
按钮上移开。缓慢轻柔地将头发从卷发
室中释放出来。

8 请重复步骤 5-7，可为其余头发造型。

6	 提示和诀窍

•	 卷发前彻底梳理头发，确保无缠结

•	 将头发分区。为防止缠结，所选发量需
正好适合发量选取附件的开口

•	 （图3）待卷的头发需远离卷发室开
口，确保卷发室开口处没有杂乱松散
的发缕 

•	 从后脑处开始卷发造型

•	 将卷发器放置于要开始卷发的位置。 
请勿太靠近头皮

•	 将所选发缕旋转一圈，使其容易进入卷
发室的开口， 然后沿着开口的轮廓将
头发放入卷发室

•	 将发绺置于卷发室的开口之间时要绷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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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使用较少发量以适应更长头发和/或打
造出更加完美的卷发

•	 如要打造不同类型的卷发，请更改温度
设置、时间设置和/或旋转方向。

•	 （图4）如要从耳根处或以下开始卷
发，可选择水平握持产品。拉紧发绺使
其与卷发室开口处平行，这样能轻松放
入头发。 
注意：确保产品正面（有按钮的一面）
朝上。

备注：

•	 按住卷发按钮直至听到连续“蜂鸣音”
后伴有“咔哒”声才可松开按钮。 如
果在听到最终声音提示之前将手指从卷
发按钮上移开，则不要再按卷发按钮。 
取出头发，再次重新开始。 

•	 产品能够智能识别头发被卡住时的情
况，并通过伴连续“蜂鸣音”和“咔
哒”声进行提示。 这种情况下为防止
头发过热造成损伤，产品会自动关闭。 

•	 如果出现头发拉扯现象， 首先确保产
品已关闭，然后轻轻地将头发分成小搓
从卷发室中取出，直至将所有头发释放
出来。

7	 使用后
1 关闭产品并拔下电源插头。
2 将其置于隔热表面，直至卷发室冷却。
3 将产品存放在安全、干燥、清洁的位

置。 您也可以使用挂环 ( h ) 将产品
挂起存放。

清洁和保养：

•	 用湿布清洁产品表面。

•	 （图 5) 将卷发室清洁配件 ( j ) 插入
卷发室。 连续转动以去除残留物。 

•	 如要清洁清洁配件，请在自来水下冲
洗，完全晾干后再使用。  

保留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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