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用）多功能美发器

感谢您购买松下电器产品。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将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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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为减少触电、受伤、火灾、死亡以及财产损坏的危险，请务必
遵守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标志说明

以下标志用于对因无视标志说明和使用不当而导致的危险、伤
害和财产损失的程度进行分类和描述。

 警告 表示可能会导致重伤或死亡的潜在危险。

 注意 表示可能会导致轻伤或财产损失的危险。

以下标志用于对需要遵循的说明的种类进行分类和描述。

此标志用于提醒用户注意禁止采取的操作步骤。

此标志用于提醒用户注意为了安全操作本产品而必须
遵循的操作步骤。

说明书内插图与实物可能有差异。

 警告

 电源插头与电源线

请勿在捆着电源线的状态下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请勿损坏或改装、或用力弯曲、拉拔或扭曲电源线。
另外，请勿在电源线上面放置重物或挤压电源线。
-否则可能导致烫伤、触电或因短路而引发火灾。

电源插头有损伤（微微裂开，可以看到其中的电源线等
等），发热的时候请勿使用。
-否则可能烧伤、触电或因短路导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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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插入插座的电源插头松动时，请勿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烫伤、触电或因短路而引发火灾。

请勿在手湿的情况下将电源插头连接到家用电源插座
中，或从家用电源插座中拔出。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和受伤。

请勿在存放时将电源线缠绕在机身上。
-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断线，发生烫伤、触电或由于短
路而导致火灾。

定期清洁电源插头，防止灰尘积聚。
-否则可能因潮湿造成绝缘故障，从而引发火灾。
断开电源插头，然后用干布擦拭。

充分插入电源插头。
请务必使用100 - 240 V ～ 电压。
请单独使用插座，不要使用电源接线板。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如果电源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
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如果发生异常或故障

发生异常和故障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拔下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或受伤。
<异常或故障情况 >
·主装置偶尔停止，或电源线或插头异常发烫。
·主装置变形或发出烧焦的味道。
-请立即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本产品

请勿在本产品接通电源时，或使用后加热板仍很烫时，
使其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烫伤、附近物品变色或变形。

请勿在石油气或其它易燃品（例如酒精、汽油、稀释剂、
喷雾器、整发液、洗甲水等）附近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爆炸或火灾。

EH-HW13 v9_0411.indd   5 18/4/11   上午9:54



6

 警告
请勿自行改装、拆卸或维修本产品。
-否则可能因为起火或动作异常而导致受伤。
需要修理时，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请勿存放在儿童和婴幼儿的接触范围之内。请勿让儿童
和婴幼儿玩耍。
-否则可能导致烫伤、触电和受伤。

请勿在湿水、浴室或潮湿场所使用。
请勿放置或存放在靠近浴室、水槽、有水或其它盛有液
体、高度潮湿的地方。
-否则可能导致爆炸或火灾。

请勿在手湿的情况下使用。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或由于短路而导致火灾。

使用本产品时，请勿在美发器机身或头发上使用发胶或
易燃的美发护发产品。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或烫伤。

请勿将本产品浸泡在水中。
请勿在洗澡或淋浴时使用本产品。
请勿在盛水的浴缸、淋浴器、洗脸盆或其它器皿附近使
用本产品。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以上符号表示“禁止在洗澡或淋浴时使用”

不可以在产品拉伸电源线后，会碰到淋浴或澡盆的插座
上使用。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为了保障您的安全，建议在浴室供电的电气回路中安装
一个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超过30 mA的漏电保护装置
（RCD），向RCD安装商咨询。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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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在浴室内使用后拔下插头，因为即使美发器断电后，接
近水仍存在危险。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请妥善处理本产品的包装袋，使其远离婴幼儿。
-否则可能导致婴幼儿窒息等意外发生。

本产品不宜供肢体、感官或精神上有残疾者、或缺乏经
验和知识者（包括儿童）使用，必须有监护者从旁监督
并对本产品的使用加以指导，且对使用者的安全能承担
责任。并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产品。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注意
 电源插头与电源线

拔下电源插头时，请勿拉扯电源线，请务必握着电源插
头拔出。
-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断线，发生烫伤、触电或由于短
路而导致火灾。

使用后请务必将电源开关设置为［0］档状态，将电源插
头从插座上拔出。
-否则可能导致烫伤或火灾。

 注意事项

当电源开关打开时，切勿安装保护盖。
-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请勿在电源线弯曲的状态下使用或者收纳。
-电源线负重断线可能导致烧伤、触电、短路或火灾。

避免摔落美发器或让美发器受到强烈的撞击。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请仅用于使用者护理自身头发。
请勿给宠物使用。
-否则可能会导致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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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请勿在头发上有烫发液时使用本产品。
-否则可能导致头发或皮肤问题。

请勿对儿童和婴儿使用。
-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请勿让加热部分碰触到皮肤（耳朵或额头、后颈等等）。
-否则可能会导致烫伤。

安装或取下保护盖时，切勿触碰加热板等加热区域。
-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请勿在使用中或刚使用后触碰阴影部分，因为这些地方
会很烫。
-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使用时握住本产品，使手指不会接触阴影部分。
-否则可能会夹到手指并造成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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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
·本产品使用效果仅可保持一天。洗发后，头发将会恢复其
通常的状态。

·本产品不适合发质极差或卷曲的头发。
·某些类型的假发和接发会因加热而变差，并且可能会变色
或劣化。

·粘附着化妆产品或护发产品的情况下存放本产品时，可能
会导致塑胶品质下降或变色、破裂，从而造成本产品无法 
正常工作。

·如需清洁本产品，请使用已经浸有肥皂水并已彻底拧干的
布。

·本产品应放置在远离高温或阳光直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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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A  夹板梢
B  手柄
C  电源线
D  电源插头
E  电源开关 [0/1]
F  夹板

G 陶瓷涂层加热板
（陶瓷涂层加热板在本
说明书中简称为加热板。）

附属品
H 保护盖

阴影部分代表加热区域。
为避免烫伤，美发器启动时请勿触碰这些区域。

*多功能美发器在本说明书中简称为美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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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直发效果的技巧

1 将头发梳理成相同的方向。

2 按照图中所示顺序，用束带和发夹
将您的头发固定。
·如果您的头发浓密，将头发分成

较多区块可以更方便地定型。

b

a

d

c

3 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练习。
·请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练习，直到您熟练使用。

烫发顺序

从头后部最底部的头发开始按照 a 到
b[ 另可c到d] 的顺序定型。

b

a

d

c

 

发型和烫直原则
直发效果因各人头发卷曲程度或发型等而异。

难以烫直的头发 毛糙的头发，打结的头发
 

关于直发产品
·使用完家用直发烫发液之后，切勿立即使用本产品。否则，

可能会损伤你的头发。（使用直发烫发液3-4天后，可使用本
产品。在美容院烫完直发3-4天后，也可使用本产品。）

 

关于染发产品
·染发会损伤头发。染发后，请等待2或3天方可使用本产品。

如果采用暂时性染发剂，请在使用前将其洗净并弄干头发。
·染发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着色。对于暂时性染发剂的

情况，如果染发剂未完全洗净则会弄脏美发器。 
此外，湿发无法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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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对加热板加热

1 将插头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2 取下保护盖。
·握住保护盖顶端，将其拉出。

3 滑动电源开关打开美发器电源。
·烫直头发需要大约1分钟才能准备就绪。
·卷发需要大约3分钟才能准备就绪。
·请注意，根据操作环境的不同，达到操作温度所需时间

可能会有所差别。

使用美发器
 

烫直

1 挑起大约5 cm宽的一束头发。
·请勿挑起过多的头发，否则难以

烫直。 5 cm

2 夹板面朝内，将发束夹住。
·请将发束夹在加热板中央。

3 夹住头发的同时，将美发器朝发梢
方向移动。
·慢慢移动美发器（较平常梳头 

稍慢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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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觉得头发难以烫直，请在握住夹板梢的同时， 
滑动美发器。

·烫直后，用发乳、发蜡等固定发型。

卷发

<对于内卷 >

1 挑起大约3 cm宽的一束头发。
·请勿挑起过多的头发，否则难以

固定发型。
3 cm

·挑起大约3 cm宽、4 cm长的一束
头发。

4 cm4 cm

3 cm3 cm

2 让机身倾斜10°，并将发束夹住。
·请将发束夹在加热板中央。
·请在想要做成卷发处的正上方夹住头发。

·朝头的背面倾斜机身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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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发束夹住后，以稍大于半转（180°）的角度旋转机身。

·请用双手旋转机身。
·请向内旋转机身。

·半转后，确保发梢朝向头的背面。

<对于外卷 >
请向外旋转机身。
·唯一的差别在于旋转机身的方向。
其他方面，请按照内卷的步骤 
操作。

4 让美发器保持在半转位置，在夹住发束的同时，向下笔直
滑动。

·慢慢移动美发器（较平常梳头 
稍慢的速度）。

10˚
建议的速度（从头皮到发梢）

中长 约4 - 5秒
长 约7 - 8秒

·若要卷发更加精致，请将机身旋转一圈（360°），并向
下滑动。

·若要卷发更显著，请在夹住一小束头发的同时以相同的
速度慢慢移动美发器。

EH-HW13 v9_0411.indd   14 18/4/11   上午9:54



15

·用手抓住已经卷曲的头发根部。
然后上下移动。这样可以让卷发
更加精致。 
头发温度降低以前，请勿梳理 
做完的卷发。

·卷发后，用发乳、发蜡等固定发型。

使用后

1 滑动电源开关关闭美发器电源。

2 从家用电源插座上拔下插头。

3 安装保护盖。

·握住保护盖顶端。
请在美发器冷却后进行操作。

·让 [▶][◀]标记的方向保持一致，
将保护盖插入机身。

清洁
请在美发器或保护盖已冷却且插头已从家用电源插座上拔下后
对它们进行清洁。
·机身温度降低以前，切勿触摸。
·如需清洁美发器或保护盖，请使用已经浸有肥皂水并已彻底

拧干的布。
·请勿使用酒精、稀释剂、汽油或去除剂。

否则可能导致美发器表面出现裂痕或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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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可能原因 措施

使用期间，
本装置散
发出燃烧
的气味。

灰尘等粘附在加热板
上。

清洁加热板，除
去任何附着物。

加热板温
度不升高。

电源线已断开。

立即停止使用。
机身部分
变形。

如果按照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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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多功能美发器

产品型号 EH-GHW1D
额定电压 100 - 240 V～  50 - 60 Hz
额定功率 20 W
原产地 中国

生产日期 见商品上刻印

加热板温度
220 V 使用时：大约170 ℃
100 V 使用时：大约160 ℃

执行标准
GB4706.1, GB4706.15
GB4343.1, GB17625.1

Q/SXWBMJ 8
本产品仅适合家庭使用。



EH-GHW1D

EH-GHW1D

EH-GHW1D

EH-GHW1D

EH-GHW1D

EH-GHW1D

多功能美发器

整机                             2年内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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