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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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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安全信息

使用产品及其附件之前，请仔细阅读本重要信
息，并妥善保管以供日后参考。随附的附件可
能因产品而异。

危险
 - 保持适配器干燥。 (图 1)

警告
 - 电源适配器内含有一个变压器。切勿自行

更换插头，否则将导致严重后果。
 - 产品不建议由有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

缺陷或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儿
童）使用，除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
们进行与产品使用有关的监督或指导。

 - 请照看好儿童，本产品不能用于玩耍。
 - 在自来水龙头下清洗剃须刀之前， 

务必拔掉其电源插头。
 - 使用前，请务必检查产品。如果产品已经

损坏，请勿再使用，否则可能对人体造成
伤害。务必用原装型号更换损坏的部件。

警告
 - 切勿使用温度高于 80°C 的热水冲洗剃

须刀。
 - 只能将本产品用于用户手册中所示的原定

用途。
 - 出于卫生的目的，本产品只能供一 

个人使用。
 - 切勿在插有插电式空气清新剂的电源插座

上或附近使用适配器，以免对适配器造成
不可修复的损坏。

 - 切勿使用压缩气体、钢丝绒、研磨性清洁
剂或腐蚀性液体（例如汽油或丙酮） 
来清洁产品。 

 - 将手持部分与电源线分开后，才能在水中
清洗手持部分。

 - 冲洗产品时，水可能从剃须刀底部的插口
滴出。这是正常的，而且没有危险，因为
所有的电子线路都密封在剃须刀内的一 
个密封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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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本剃须刀采用防水设计。其可在沐浴或淋

浴时使用，也可以在水龙头下清洗。出于
安全考虑，剃须刀只能在不接电源的情况
下使用。 (图 2)

 - 本产品适合在 100 - 240 伏的电源电压下
工作。

 - 电源适配器可将 100-240 伏的电压转换为 
24 伏以下的安全低电压。

 - 最大噪音强度：Lc = 69dB(A)

基本说明 (图 3)

1 保护盖
2 剃须刀头部件（带剃须刀头支架）
3 剃须刀头支架释放钮
4 开/关按钮
5 “电池电量不足”指示灯
6 固定环
7 刀片
8 网罩
9 剃须刀头支架
10 修发器（仅限于 RQ350）
11 适配器
12 充电指示灯
13 小插头
14 清洁刷

充电

电池充满电约需要 10 小时。
充满电的剃须刀可提供多达 30 分钟的剃须 
时间。
如果您的胡须非常浓密，则剃须时间就可能不
足 30 分钟。剃须时间还可能因您的剃须方式、
清洁习惯和胡须类型而异。

“正在充电”指示

 - 剃须刀充电时，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会亮
起。 (图 4)

“电池电量不足”指示灯

 - 电池电量即将耗尽时，剃须刀上的指示灯
会亮起。 (图 5)

充电

切勿在包装中为剃须刀充电。

 1 	将小插头插入剃须刀。

 2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插座。	
 , 适配器上的指示灯亮起，表明剃须刀正在
充电。

注意：	剃须刀充满电后，适配器上的指示灯
不会改变颜色及熄灭。

使用剃须刀

注意：	剃须刀不得接电使用。

剃须

皮肤适应期
前几次剃须可能不会带给您预期效果，并且您
的皮肤可能会受到轻度刺激。这是正常的。 
您的皮肤和胡须需要时间适应新的剃须系统。
建议您在 3 周时间内定期剃须（至少每周 3 次）
，以便让您的皮肤适应新的剃须刀。在此期
间，请仅使用新的电动剃须刀，不要使用其他
剃须方法。如果您使用不同的剃须方法，那么
您的皮肤会更难适应新的剃须系统。

 1 	按下开/关按钮启动剃须刀。

 2 	将剃须刀头在皮肤上移动。作直线和迂回
动作。	(图	6)

 3 	按开/关按钮关闭剃须刀电源。

 4 	每次剃须后均应清洁剃须刀（见“清洁和
保养”一章）。

修剪（仅限于 RQ350）

您可使用修剪器修剪鬓角和小胡子。

 1 	将剃须刀头部件竖直抽离剃须刀。	(图	7)

注意：	将其抽离剃须刀时，不要旋转剃须刀
头部件。

 2 	将修剪器的凸缘插入剃须刀顶部的槽内	(1)
。然后按下修剪器	(2)	以将其安装在剃须
刀上（可听到“咔哒”一声）。	(图	8)

 3 	按开/关按钮打开修发器。可以立即开始 
修剪。

 4 	按开/关按钮关闭修发器。

 5 	将修发器竖直抽离剃须刀。	(图	9)

注意：	将修发器抽离剃须刀时，不要旋转。

	6		将剃须刀头部件的凸缘插入剃须刀顶部的
槽内	(1)。然后按下剃须刀头部件	(2)	 
以将其安装在剃须刀上（可听到“咔哒”
一声）。	(图	10)

清洁和保养

浸水清洁前，请将手持部件从电源线上拆下。	

切勿使用钢丝绒、研磨性清洁剂或腐蚀性液体
（例如汽油或丙酮）来清洁剃须刀及其附件。	

 - 每次剃须后均应清洁剃须刀。
 - 经常使用飞利浦剃须刀头清洁喷雾剂 

(HQ110) 清洁剃须刀头，以获得最佳剃须
效果。

 - 您可以用湿布清洁剃须刀的外侧。切勿用
布清洁剃须刀头部件。

清洁剃须刀头部件

使用热水时一定要小心。切记先检查水温是否
太高，以防烫手。

 1 	关闭剃须刀电源，从电源插座上拔下适配
器，并从剃须刀上拔下设备/小插头。

 2 	在热水龙头下冲洗一会儿剃须刀头部件。	 
(图	11)

注意：	您也可以使用随附的清洁刷清洁剃须
刀头部件。	

 3 	在水龙头下冲洗本产品后，将其竖直握住	
10-15	秒钟，使水从底部流出。

 4 	按剃须刀头部件	(1)	上的的释放钮并将剃
须刀头支架从剃须刀头部件	(2)	中抽离。		 
(图	12)

 5 	将剃须刀头支架在热水龙头下冲洗	30	
秒。	(图	13)

注意：	您也可以使用随附的清洁刷清洁剃须
刀头支架。	

	6		小心甩干多余的水，然后使剃须刀头支架
干燥。	

不要用毛巾或纸巾擦干剃须刀头支架，因为这
样可能会损坏剃须刀头。	

	7		将剃须刀头支架重新装回剃须刀头部件中
（可听到“咔哒”一声）。	(图	14)

超彻底清洁方法 

 1 	关闭剃须刀。	

 2 	按剃须刀头部件	(1)	上的的释放钮并将剃
须刀头支架从剃须刀头部件	(2)	中抽离。	 
(图	15)

 3 	要打开橙色固定环，请按其内和其上所示
的箭头方向转动固定环。	(图	16)

 4 	将固定环从剃须刀头支架中提起并取出。		 
(图	17)

 5 	取下刀片和网罩。	(图	18)

注意：	不要同时清洁多组刀片和网罩，因为
它们都是相互匹配的。如果不小心将刀片装到
了错误的网罩上，则需要数周时间才能恢复产
品的最佳剃须性能。

	6		用随附的清洁刷清洁刀片。	(图	19)

	7		清洁网罩的内侧。	(图	20)

	8	 清洁后，将网罩装回剃须刀头支架。确保
两个翼状物正好插入剃须刀头支架的凹
槽。	(图	21)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剃须刀头已损
坏或磨损。

更换剃须刀头（见 
“更换”一章）。

剃须刀
头的转
速比平
时慢。

剃须刀头中
积聚了太多
的灰尘。

清洁剃须刀头。 
请参阅“清洁和保
养”一章。

充电电池的
电量不足。

给电池充电。 
见“充电”一章。

剃须刀
头未固
定到
位。

未正确固定
固定环。

固定环的四个翼状
物正好位于剃须刀
头支架的凹槽下方
时，才能固定好固
定环。

完全充
电后，
剃须刀
提供的
剃须时
间不足 
30 分
钟。

如果您的胡
须非常浓
密，则剃须
时间就可能
不足 30 分
钟。剃须时
间还可能因
您的剃须方
式、清洁习
惯和胡须类
型而异。

	9		将刀片重新装回至网罩，刀片柄朝下。	 
(图	22)

	10		将固定环置于剃须刀头支架	(1)	上。要重
新安装固定环，请逆着其内和其上所示的
箭头方向转动固定环	(2)。	(图	23)

注意：	确保正确固定固定环。固定环的四个翼
状物必须正好位于剃须刀头支架的凹槽下方。	 
(图	24)

 11 	将剃须刀头支架重新装回剃须刀头部件中
（可听到“咔哒”一声）。		(图	14)

注意：	如果剃须刀头部件关闭不畅，请检查
剃须刀头的放置是否正确，固定环是否正确
固定。

清洁修发器（仅限于 RQ350）

每次使用后都应清洁修发器。

在水龙头下冲洗修发器

 1 	打开装有修剪器的产品。

 2 	在热水龙头下冲洗一会儿修发器。		 
(图	25)

 3 	清洁完成后，关闭产品。

 4 	在水龙头下冲洗本产品后，将其竖直握住	
10-15	秒钟，使水从底部流出。

使用随附的清洁刷清洁修发器

 1 	关闭修发器。

 2 	使用清洁刷的短毛一侧清洁修剪器。 
沿着修剪器齿上下刷净。		(图	26)

提示：	为获得最佳修剪效果，请经常使用飞
利浦剃须刀头清洁喷雾剂	(HQ110)	润滑修发
器齿。

存储 

注意：	确保剃须刀头部件是干燥的，然后再
存放剃须刀。

 1 	使用后请盖上剃须刀保护盖，以防止损坏
剃须刀头并避免其内积聚灰尘。	(图	27)

更换

为获得最佳剃须效果，建议您每隔两年更换
一次剃须刀头部件。损坏的剃须刀头应立即
更换。 
剃须刀头仅可使用原装 RQ32 飞利浦剃须刀头
进行更换。另请参阅“订购附件”一章。 

 1 	关闭剃须刀。

 2 	按剃须刀头部件上的释放钮并将剃须刀头
支架从剃须刀头部件中抽离。	(图	12)

 3 	要打开橙色固定环，请按其内和其上所示
的箭头方向转动固定环。	(图	16)

 4 	将固定环从剃须刀头支架中提起并取出。	 
(图	17)

 5 	取下剃须刀头，将新刀头放入剃须刀头 
部件。

确保剃须刀头的两个翼状物正好插入凹槽。

	6		将固定环置于剃须刀头支架	(1)	上。要重
新安装固定环，请逆着其内和其上所示的
箭头方向转动固定环	(2)。	(图	23)

注意：	确保正确固定固定环。固定环的四个
翼状物必须正好位于剃须刀头支架的凹槽下方。	 
(图	24)

	7		将剃须刀头支架重新装回剃须刀头部件中
（可听到“咔哒”一声）。	(图	14)

注意：	如果剃须刀头部件关闭不畅，请检查
剃须刀头的放置是否正确，固定环是否正确固
定。

订购附件

要购买附件和备件，请访问  
www.shop.philips.com/service 或 请联系飞利
浦经销商。您也可以联系您所在国家/地区的
飞利浦客户服务中心（联系详情，请参阅全球
保修卡）。 
可选配以下附件：
 - RQ32 飞利浦剃须刀头 
 - RQ575 飞利浦洁面刷附件
 - HQ110 飞利浦剃须刀头清洁喷雾剂

回收

弃置产品时，请不要将其与一般生活垃圾扔在
一起，应将其交给指定的回收中心，这样做有
助于保护环境。

卸下剃须刀的充电电池

只有在丢弃剃须刀时才可取下充电电池。 
请确保在取下充电电池时电量已完全耗尽。

注意，电池带非常锋利。

 1  用螺丝刀	(1)	拧下剃须刀后面板中的螺钉， 
并卸下后面板	(2)。	(图	28)

 2 	将钩子向外掰，取出电源部件。	(图	29)

 3 	脱开安全钩	(1)，取下电源部件	(2)	 
的前面板。	(图	30)

 4 	取出电池舱	(1)，用一把钢丝钳	(2)	 
剪下电池标签。	(图	31)

 5 	卸下充电电池。

保修和支持

如果您需要信息或支持，请访问  
www.philips.com/support 或阅读单独的全球
保修卡。 

保修条款

由于剃须刀头（刀片和网罩）属于易磨损物
品，因此不在国际保修条款的涵盖范围之列。

故障种类和处理方法

本章归纳了使用本产品时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如果您无法根据以下信息解决问题，请访问 
www.philips.com/support 查阅常见问题列表，
或联系您所在国家/地区的客户服务中心。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剃须刀
的剃须
效果没
有以前
好。

剃须刀头已
损坏或磨
损。

更换剃须刀头（见 
“更换”一章）。

剃须刀头很
脏。

用随附的清洁刷清洁
刀片和网罩（请参
阅“清洁和保养”
一章中的“彻底清
洁方法”部分）。

过长的胡须
堵塞了剃须
刀头。

用随附的清洁刷清洁
刀片和网罩（请参
阅“清洁和保养”
一章中的“彻底清
洁方法”部分）。

按下开/
关钮
时，剃
须刀不
工作。

充电电池的
电量已耗
尽。

给电池充电（见 
“充电”一章）。

剃须刀的温
度过高。此
时，剃须刀
无法工作。

让剃须刀冷却。一
旦剃须刀降到足够
低的温度，便可重
新打开剃须刀。

剃须刀
不工
作，即
使已
连接电
源。

这款剃须刀
不可直接插
电使用。

从电源插座中拔下
适配器，并从剃须
刀上拔下小插头。
您可以立即重新打
开剃须刀。

我在剃
须后出
现皮肤
过敏。

您的皮肤需要
一定的时间来
适应飞利浦剃
须刀。

在前 2-3 周的使用
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皮肤过敏。在此
之后，皮肤过敏通
常会消失。



23/07/2015
保留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