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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感谢您的惠顾，欢迎使用飞利浦产品！ 为
了让您能充分享受飞利浦提供的支持，请
在 www.philips.com/welcome 上或通过应

用程序注册您的产品。

基本说明

1 修发器
2 修发器释放滑块
3 剃须刀头部件
4 剃须刀头部件释放按钮
5 开/关按钮
6 手柄
7 小插头插座
8 充电底座
9 电源部件
10 小插头
11 保护盖
12 旅行盒
13 飞利浦快速清洗器滤芯
14 快速清洗器
15 清洁刷
16 长度设定
17 卡入式胡须造型器附件
18 适用于胡须造型器附件的修剪梳
19 附件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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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卡入式洁面刷附件
21 卡入式鼻毛修剪器附件
注意： 随附的附件可能因产品而异。 包
装盒上会显示随附于您产品的附件。

产品手柄上的图标是什么意思？
图标 行为 含义

清洁程序
运行期间
将剃须刀
从快速清
洗器中取
出时缓慢
闪烁a

清洁程序被中断。 如果您在四秒
钟之内将剃须刀放回到快速清洗
器中，清洁程序将自动恢复。

闪烁 在快速清洗器中清洁剃须刀。 在
水龙头下清洁附件。

持续亮起 清洁程序正在进行中。

从快速清
洗器中取
出剃须刀
或在清洁
程序运行
期间按
开/关按钮
时快速闪
烁

清洁程序已停止。 如果要继续，
需要重新启动清洁周期，具体做
法是将剃须刀放入快速清洗器
中，然后按开/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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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行为 含义

在按下
开/关按钮
时闪烁

旅行锁已激活。

拿起产品
时亮起

亮起的指示条的数量代表剩余的
电池电量。

底部指示
灯呈橙色
闪烁

电池电量几乎耗尽。

指示灯依
次闪烁

产品正在充电。

持续亮起 产品已充满电。

闪烁 在打开产品之前应先断开其与电
源插座的连接。

快速清洗器上的图标是什么意思？
图标 行为 含义

显示在快速清洗器上 快速清洗器滤芯需要更换
。

如何为产品充电？

首次使用本产品之前，以及当电池状态指
示灯的底灯呈橙色闪烁（指示电池电量几
乎耗尽）时，请为本产品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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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约需 1 小时。

快速充电： 充电大约 5 分钟后，电池含
有的电量足以完成一次剃须。

产品充满电后，可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工
作长达 60 分钟。
注意： 不能在充电时使用本产品。

使用电源部件充电

1 确保产品己关闭。
2 将充电插头插入产品，然后将电源部

件插入电源插座。
- 当产品处于快速充电模式时，电池

状态指示灯的各个灯会依次亮起。
大约 5 分钟后，电池状态指示灯的
底灯将闪烁。 电池现在所含的电
量足以完成一次剃须。

- 产品充电时，电池状态指示灯的底
灯先是闪烁，然后持续亮起。 接
下来，第二个指示灯闪烁，之后持
续亮起，以此类推，直至本产品充
满电。

- 产品充满电后，所有三个电池指示
灯都会持续亮起。 指示灯将大约
30 分钟后自动熄灭。

3 充电之后，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部
件，并从本产品上拔下小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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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电座上充电（仅限于特定型号）

1 确保产品电源已关闭。
2 将小插头插入充电座，然后将电源部

件插入电源插座
3 将产品存置于充电座中。

仅限于特定型号： 充电座底部的光环
亮起并快速旋转。
- 大约 5 分钟后，光环旋转速度变

慢。 电池现在所含的电量足以完
成一次剃须。

- 随着产品继续充电，光环变得更
亮，旋转速度更慢。

- 产品充满电后，光环将完全亮起并
停止旋转。

4 充电之后，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部
件，并从充电底座上拔下小插头。

“拔出插头即可使用”符号 

“不要接电源使用”指示灯闪烁，提醒您
应该先断开产品与电源插座的连接，并从
本产品上拔下小插头后才能打开它。

如何使用产品和附件？

警告： 使用前务必检查产品和所有配件。
如果产品或任何配件损坏，请勿继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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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否则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请务必用
原装型号更换损坏的部件。

注意： 该产品具有防水性能。 适合在沐
浴或淋浴时使用，也可以放在水龙头下清
洗。 出于安全原因，该产品在使用时不能
连接电线。

剃须

您可以在干湿两种状态下使用本产品，甚
至可以在淋浴时使用它。 若要进行湿剃，
请先用水润湿皮肤，在皮肤上涂抹剃须泡
沫或啫喱，并在水龙头下用温水冲洗剃须
刀头，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1 启动产品。
2 让剃须刀头在您的皮肤上作迂回运

动，以刮剃向不同方向生长的所有须
发。 轻轻按压，以获取舒适贴面的剃
须感受。
注意： 不要用力按压剃须刀，这样做
可能会导致皮肤受刺激。
注意： 如果要用啫喱或泡沫剃须，请
在剃须期间定期冲洗剃须刀头部件，
确保其能够继续在您的皮肤上顺畅滑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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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剃须刀头的窄面剃除难以触及部
位的毛发，例如下颌和鼻子下方。

4 每次使用后，请关闭并清洁本产品。
注意： 确保冲洗干净本产品上的所有
泡沫或剃须啫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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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新的剃须系统。 为了让您的皮肤适应这款
新产品，我们建议您在 3 周时间内定期
（至少每周 3 次）仅使用本产品剃须。
清洁提醒

关闭产品时，清洗提示符号闪烁，提醒您
需要清洁产品。
- 每次使用后都要清洁产品和附件，以

防止堵塞和损坏。
- 请每个月彻底清洁一次剃须刀头，或

在产品剃须效果不如之前好时进行清
洁。

修剪

您可使用修剪器修剪鬓角和须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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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下推修剪器释放滑块可打开修剪器
。

2 启动产品。

3 将修剪器垂直放在皮肤上，向下移动
产品，同时轻轻按压。

4 您还可以使用修剪器剃除鼻子下方毛
发。

5 每次使用后，请关闭本产品并清洁修
剪器，以防止堵塞和损坏。

6 关闭修剪器。
使用卡入式附件

注意： 随附的附件可能因产品而异。 包
装盒上会显示随附于您产品的附件。

使用带修剪梳的胡须造型器附件

您可以使用带修剪梳的胡须造型器附件以
固定设置（或者使用不同的长度设置）修
整胡须。 您也可以在剃须前用其预先修剪
较长须发，以实现更舒适的剃须体验。

胡须造型器附件的须发长度设置对应修剪
后剩余的须发长度，范围为 1 到 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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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旋转剃须刀头或其他附件，将其从手
柄上卸下，然后将胡须造型器附件按
在手柄上。

2 将修剪梳直接滑入胡须造型器附件两
侧的导槽中。

3 按下长度选择器，然后将其向左或向
右推动以选择所需的须发长度设置。

4 启动产品。

5 向上移动产品，同时轻轻按压。 确保
修剪梳的正面与皮肤完全接触。

6 使用后，请关闭本产品并清洁附件。
使用不带修剪梳的胡须造型器附件

您可以使用不带修剪梳的胡须造型器附件
将胡须、须髭、鬓角或颈部轮廓修整至
0.5 毫米的长度。 

您可以使用带修剪梳的胡须造型器附件以
固定设置（或者使用不同的长度设置）修
整胡须。 您也可以在剃须前用其预先修剪
较长须发，以实现更舒适的剃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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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修剪梳抽离胡须造型器附件。
注意： 抓住修剪梳的中间位置，将其
抽离胡须造型器附件。 不要拉拔修剪
梳的侧面。

2 启动产品。

3 将胡须造型器附件垂直放在皮肤上，
向下移动产品，同时轻轻按压。

4 使用后，请关闭本产品并清洁附件。
使用鼻毛/耳毛修剪器附件

您可以使用鼻毛/耳毛修剪器附件修剪鼻毛
和/或耳毛。
修剪鼻毛

修剪之前，请确保鼻毛/耳毛修剪器附件和
鼻腔清洁无异物。

1 旋转剃须刀头或其他附件，将其从手
柄上卸下，然后将鼻毛/耳毛修剪器附
件按在手柄上。

2 启动产品。
3 将修剪刀头小心地插入一个鼻孔。

附件插入鼻孔的深度不得超过 0.5 厘
米。

4 在每个鼻孔内部缓缓地移动修剪刀
头，确保尖端的一侧紧贴在皮肤上。
这将减少可能出现的瘙痒。

5 使用后，请关闭本产品并清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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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鼻屎会阻塞修剪部件，因而阻止产品正
常打开。 如果修剪部件被阻塞，请清洁附
件。
修剪耳毛

确保耳朵外耳道清洁，没有耳垢。
1 启动产品。
2 缓缓地沿着耳缘移动修剪刀头，以剃

掉凸出耳缘的毛发。
3 将修剪刀头小心地插入外耳道。

修剪刀头插入耳道的深度不能超过
0.5 厘米，否则可能损伤鼓膜。

4 缓缓地转动修剪刀头，以剃掉外耳道
中所有多余的毛发。

5 使用后，请关闭本产品并清洁附件。
存放和携带
注意： 我们建议您将本产品及其配件晾干
后再存放，以备下次使用。

- 盖上剃须刀保护盖（若随附），以防
积聚灰尘。

- 将产品存放在软袋中（如有提供）。
- 或者，将本产品存放在充电座（若随

附）上或飞利浦快速清洗器（若随
附）中。

旅行锁

您在旅行时，可以锁住剃须刀，以防止电
源意外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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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c.

按住开/关按钮 3 秒钟以进入旅行锁模式
。 

旅行锁启用后，旅行锁符号将闪烁。

按开/关按钮 3 秒钟。

旅行锁被禁用后，产品自动打开。
注意： 当连接到电源插座时，剃须刀会自
动解锁。

如何清洁产品和附件？

为获得出色性能，请在每次使用后都清洁
本产品和附件。 

在水龙头下冲洗剃须刀

每次使用后都要清洁剃须刀，以防止堵塞
和损坏。
请勿使用毛巾或纸巾擦拭剃须刀头部件，
否则可能会损坏剃须刀头。

冲洗剃须刀头部件时，水可能会从剃须刀
底座中滴出。 这属于正常现象。

1 打开剃须刀。
2 用温水冲洗剃须刀头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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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剃须刀。 按下释放按钮，打开剃
须刀头部件。

4 在温水龙头下冲洗胡茬储藏室。

5 用温水冲洗剃须刀头支架。
6 小心地甩掉多余水分并彻底晾干剃须

刀头支架。

7 关闭剃须刀头部件。

彻底清洁

我们建议您每个月彻底清洁一次剃须刀
头，或在剃须效果没有以前好时进行清
洁。
1 确保产品已关闭并且已与电源插座断

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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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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水龙头下冲洗胡茬储藏室和剃须刀
头支架。

4 取下剃须刀头。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
阅“如何更换剃须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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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
剃须性能。

5 在水龙头下清洁刀片和网罩。
6 甩掉多余的水分。
7 将剃须刀头重新放入剃须刀头部件。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如何更换剃
须刀头？”。

8 将剃须刀头支架的铰链卡入剃须刀头
部件顶部的槽内，并合上剃须刀头部
件。

清洁弹出式修剪器

每次使用后都要清洁修剪器，以防止堵塞
和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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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用毛巾或纸巾擦干修剪器齿，否则可
能会损坏修剪器齿。

1 确保产品已关闭并且已与电源插座断
开连接。

2 向下推修剪器释放滑块可打开弹出式
修剪器。

3 启动本产品，用温水冲洗弹出式修剪
器。

4 清洁完成后，关闭产品。
5 小心地甩干多余的水，然后将弹出式

修剪器晾干。
6 关闭修剪器。
提示： 为达到最佳效果，请每六个月用一
滴矿物油润滑一次弹出式修剪器齿（油未
随附）。

清洁卡入式附件

切勿用毛巾或纸巾擦干修剪器或胡须造型
器附件，可能会损坏修剪齿。

随附的附件可能因产品而异。 包装盒上会
显示随附于您产品的附件。

为达到最佳效果，请在每次使用后都清洁
卡入式附件。
1 确保产品己关闭。
2 旋转附件，将其从手柄上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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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洁面刷头竖直抽离附件支架。

3 用温水彻底清洗部件。 请仅在洁面刷
附件上使用肥皂。
提示： 如果在水龙头下冲洗鼻毛/耳毛
修剪器附件无法充分清洁，请将此附
件按在手柄上，然后将修剪刀头浸入
盛有温水的玻璃杯中几分钟。 然后启
动产品，并在水龙头下冲洗。

4 小心地甩掉胡须造型器、修剪梳和鼻
毛/耳毛修剪器附件上多余的水，并使
其完全晾干。

用毛巾擦干洁面刷附件。

切勿用毛巾或纸巾擦拭修剪部件，否
则可能会损坏修剪齿。

提示： 为达到最佳效果，请定期用一
滴缝纫机油润滑胡须造型器附件齿
部。

如何使用快速清洗器？

准备使用快速清洗器

1 旋转并取下快速清洗器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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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拧开快速清洗器滤芯盖。

3 提起密封圈上的卡舌并拉动一角，以
从快速清洗器滤芯上取下密封圈。

4 按下快速清洗器滤芯手柄上的小圆
片，以脱开手柄上的卡扣。

5 将快速清洗器滤芯放入快速清洗器。

6 将快速清洗器的顶部放回基座，然后
顺时针旋转直到听到“咔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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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倾斜快速清洗器，以防溢漏。

使用快速清洗器

注意： 如果您在剃须时使用了剃须泡沫、
剃须啫喱或剃须前用品，请在使用快速清
洗器前彻底冲洗剃须刀头。

将剃须刀放入快速清洗器之前，务必确保
甩掉剃须刀上多余的水份。

1 将剃须刀倒置放入快速清洗器中。 剃
须刀会自动检测其是否位于快速清洗
器中。

2 打开剃须刀，启动清洁程序。
每个清洁程序大约需要一分钟。 在清
洁程序运行期间，清洁符号会持续亮
起，且蓝色图标会闪烁。

清洁程序结束后，剃须刀手柄会快速
振动两次。

3 待剃须刀在快速清洗器中完全晾干后
再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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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快速清洗器滤芯

当快速清洗器上显示滤芯更换图标时，请
立即更换快速清洗器滤芯，或遵循下表进
行更换。

使用频率 周期数 何时更换快速清
洗器滤芯

每天 大约 30 个 每月

每周几次 大约 20 个 每 2 个月

每周 大约 13 个 每 3 个月

每月 大约 3 个 每 3 个月

1 旋转并取下快速清洗器的顶部。

2 握住手柄将快速清洗器滤芯从快速清
洗器中取出。

3 将滤芯中的所有剩余液体倒入排水
管，并按照当地废物管理条例回收空
的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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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新的快速清洗器滤芯放入快速清洗
器。

扫描左侧二维码或访问
www.philips.com/cleaning-cartridge

订购快速清洗器滤芯替换件。

如何更换剃须刀头？

为获得更好剃须效果，建议每两年更换一
次剃须刀头。

立即更换损坏的剃须刀头。 务必使用原装
飞利浦剃须刀头进行更换。

更换剃须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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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逆时针旋转固定环并将其取下。 将其
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4 从剃须刀头支架上卸下剃须刀头。

直接丢弃用过的剃须刀头，以免与新
的剃须刀头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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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新的剃须刀头放在支架中。

2

1 6 将固定环放回剃须刀头上，然后顺时
针旋转以重新安装固定环。

- 每个固定环均具有两个凹槽，正好能
够装入剃须刀头支架的凸缘上。 顺时
针旋转固定环，直至听到“咔哒”一
声，表明固定环已就位。

注意： 当您重新插入剃须刀头并重新
安装固定环时，请将剃须刀头支架握
在手中。 切勿将剃须刀头支架放在平
面上，否则可能会损坏剃须刀头。

7 将剃须刀头支架的铰链卡入剃须刀头
部件顶部的槽内，并合上剃须刀头部
件。

27简体中文



支持

订购配件

如需购买附件或备件，请访问
www.philips.com/parts-and-accessories

或联系您的飞利浦经销商。 您还可以联系
所在国家/地区的飞利浦客户服务中心（请
参阅保修卡了解详细联系信息）。

可选配以下附件和备件：
- SH71 飞利浦替换剃须刀头
- CC12 飞利浦快速清洗器滤芯（2 件

装）
- CC13 飞利浦快速清洗器滤芯（3 件

装）
- CC16 飞利浦快速清洗器滤芯（6 件

装）
注意： 配件可用性可能因国家/地区而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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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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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须刀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按下开/关钮
时，产品不
工作。

本产品仍然连
接着电源插
座。 出于安全
原因，本产品
在使用时不能
连接电线。

拔掉产品插头并按开/关
按钮打开产品。

充电电池的电
量已耗尽。

给电池充电。

旅行锁已被激
活。

按住开/关按钮 3 秒钟以
禁用旅行锁。

剃须刀头部件
被污染或损
坏，导致马达
无法运行。 

彻底清洁剃须刀头或将
其更换。 

产品的剃须
效果没有以
前好。  

剃须刀头已损
坏或磨损。

更换剃须刀头。

毛发或污垢堵
塞了剃须刀
头。

彻底清洁剃须刀头。

水从产品底
部漏出。

在清洁过程
中，水可能聚
集在产品的机
身内部与外壳
之间。

这是正常现象，而且没
有危险，因为所有电子
元件都封闭在产品内部
的密封电源部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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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快速清洗器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使用飞利浦快速
清洗器后，剃须
刀依旧不干净。

您在清洁程序结
束前卸下剃须
刀。

请将剃须刀放在
飞利浦快速清洗
器中以完成整个
清洁程序。 每个
清洁程序大约需
要 1 分钟。 清洁
程序结束后，清
洁图标熄灭。

需要更换飞利浦
快速清洗器滤
芯。

更换飞利浦快速
清洗器滤芯。

飞利浦快速清洗
器倾斜。

将飞利浦快速清
洗器置于平面
上。

飞利浦快速清洗
器无法启动。

飞利浦快速清洗
器由剃须刀的马
达驱动。

将剃须刀放入飞
利浦快速清洗器
中。 打开剃须
刀。

剃须刀连接了电
源插座。

断开剃须刀与电
源部件的连接。

剃须刀电池电量
耗尽。

在使用飞利浦快
速清洗器前，请
给剃须刀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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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快速清洗
器溢水。

经常在冲洗剃须
刀后但未甩掉多
余水分时使用飞
利浦快速清洗
器。

每次冲洗剃须刀
头后都要甩掉多
余的水分，然后
再将剃须刀放入
飞利浦快速清洗
器中。

您在用剃须啫喱
或剃须泡沫剃须
后，并未冲洗剃
须刀，就使用飞
利浦快速清洗
器。

使用飞利浦快速
清洗器之前，请
彻底冲洗剃须刀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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