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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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书

（家用）泡沫洁面仪

型号 EH-SC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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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为减少触电、受伤、火灾、死亡以及设备或财产损坏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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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表示极有可能导致重伤或死亡的潜在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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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肌肤或身体问题

怀孕、月经期间或刚生育的人不应使用本产品。
- 否则可能因荷尔蒙失衡而导致皮肤不适问题。

下述人士请勿使用本产品：

 面部神经损伤的人士
 因骨折、整形等而在面部接受过金属、硅胶、塑
料等植入手术的人士
 本产品有发热表面，对热不敏感的人使用时必
须注意
 由于交通事故等，头部以及眼部有后遗症的人士
- 否则可能导致事故或引起身体不适。
 过敏性体质的人士
 敏感性肌肤的人士
 患有皮肤病及过敏性皮肤炎的人士
- 否则可能会导致肌肤、身体异常。

为防止出现皮肤及身体不适，请勿在以下情况及
部位使用本产品。

 身体不适时
 饮酒及服药期间、感觉特别疲劳时
 皮肤上有伤口、湿疹及肿块时
 有皮炎、晒伤等皮肤疾病时
 当天脱毛部位、接受过整形手术的部位
- 否则会引起皮肤或身体不适。

按摩洁面附件、洁面刷、皮脂护理刷不可用于眼
睛周围。

- 否则可能导致眼部损伤。

如果皮肤或身体其他部位感觉到疼痛或不适，请
立即停止使用本产品。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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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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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正在接受医生治疗或下记人士，请一定要咨询医
生后再使用

 有恶性肿瘤的人士
 手术部位有创伤或手术痕迹的人士
 有重度血液循环障碍的人士
 由于糖尿病等导致末梢循环障碍而有知觉障碍
的人士
 有骨质疏松，脊椎骨质，扭伤，肌肉拉伤等，急
性疼痛的人士

- 否则可能会引起身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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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则可能导致事故或受伤。

►电源插头与电源线

请勿用湿手将适配器连接到家用电源插座中，或从
家用电源插座中拔出适配器。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并受伤。

请勿将电源适配器浸入水中或用水清洗，更加不要
在浴室中使用。
当电源适配器损坏时，或者插头没有在家用电源
插座上插紧时，切勿使用本产品。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或由于短路引起火灾。

请勿损坏、改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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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由于短路而引发火灾。

使用时，请勿超过家用电源插座或接线的额定值。
- 如果在一个家用电源插座上连接过多插头而使
其超过额定值，可能会因过热而引发火灾。

请勿使用除附带的电源适配器（见第 6页）以外
的其他设备对本产品进行充电。此外，请勿使用
附带的电源适配器对其他产品充电。
- 否则可能导致烫伤或由于短路引发火灾。

电源线不能更换，如果电源线损坏，此电源适配
器应废弃。
-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请务必确保电源适配器的工作电压符合其额定电
压。
请充分插入适配器或电源线插头。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引发火灾。

进行清洁时，请务必从家用电源插座上拔出适配
器。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受伤。

请定期清洁电源插头和电源线插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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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断开适配器，然后用干布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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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本产品

本产品含有内置充电电池。
请勿投入火中或加热。
请勿在高温环境下充电、使用、放置本产品。
- 因否则可能会导致发热、起火、爆炸。

请勿将本产品存放在儿童和婴幼儿的接触范围之
内。此外，还请勿让他们接触或操作本产品。
- 否则可能会因为其意外吞入部件而引发事故和
伤害。

除废弃本产品以外，切勿进行拆解。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受伤或火灾。

请勿自行改装或维修本产品。
-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或受伤。
→ 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更换电池等）。

►如果发生异常或故障

如果发生异常和故障，请立即停止使用。
-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受伤或火灾。

＜异常或故障情况＞
 机身、适配器或电源线变形或异常变热
 机身、适配器或电源线发出烧焦的气味
 机身、适配器或电源线在使用或充电过程中发
出异常声音

→ 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本产品使用后应清洁以避免油脂及其它残余物的
积聚。
- 否则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

 注意
►电源

请勿让针或异物附着到适配器、电源线插头及机
身电源线插孔上。
- 否则可能造成触电或因短路引发火灾。

请勿在存放时将电源线紧紧地缠绕在适配器上。
- 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断线，并可能发生触电或
由于短路引发火灾。

拔出适配器或电源线插头时，应握住适配器或电
源线插头而不要仅握住电源线。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并受伤。

不充电时，请从家用电源插座上断开适配器。
- 否则可能因绝缘性能下降而导致漏电，从而引
发触电或火灾。

►注意事项
请避免本产品跌落或受到冲击。
-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请勿使用具有磨砂或磨皮（去除角质）功效的洁
面产品、卸妆产品。
- 否则可能损伤皮肤或导致色素沉淀。

请勿以下述方式使用本产品。
 用本产品使劲按压皮肤
 在相同部位长时间使用本产品
 和家人或其他人共用本产品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感染、发炎、出血、色
素沉淀等问题，由于脉搏减少，血压下降等导
致身体不适或症状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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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用前，请检查刷头、附件和卸妆头是否有裂纹、
缺口、变形和其他损坏。
-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本产品只能用于脸部、胸口及脖颈（除咽喉部外）
的皮肤护理。（初次使用前在手臂进行过敏测试的
情况除外。）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产生炎症。

 危险
►充电电池报废处理

废弃产品前，请取出内置的充电电池。

这是本产品专用的充电电池，请勿使用在其他产
品上。
 请勿给已经取出的充电电池充电。
 请勿将电池投入火中或加热。
 切勿使用钉子刺电池、请勿撞击、分解、改造电池。
 请勿使电池的正极和负极通过金属物体互相接
触形成短路。
 请勿将电池与项链、发夹等金属饰品一起携带 
或保管。
 请勿在明火附近或炎热天气下等高温的地方充
电、使用或放置电池。
 绝对不要剥下电池胶套。
- 否则可能导致发热、起火、爆炸。

 警告
请勿将取出的充电电池存放在儿童和婴幼儿的接
触范围之内。
- 否则可能造成误吞服，伤害身体。
→ 万一发生误吞服的情况下，请立即就医。

如果充电电池发生漏液，请勿直接用手触碰液体。
- 万一电池液接触眼睛，可能导致失明。
→ 请勿揉搓眼睛，请立刻用干净的水充分清洗后
咨询医生。

- 万一电池液沾到身体和衣服上，可能造成发炎或受伤。
→ 请用干净的水充分清洗后咨询医生。

提示

 以下符号表示需要用特定的可拆卸式供电装置将电器
连接到供电电源。供电装置的类型参考标示在符号附
近。

EH-SC65 中国向说明书.indd   5 2017/3/20   11:41:26



6

部件名称

A

F

G

D

EB C
�

�

�

�

�

�

�

�

�

�

�
�

�

�

�
�

�

A  按摩洁面附件
 滚珠

B  洁面刷 (温和型）
C  皮脂护理刷头
2 硅胶部位

D 机身
3 出泡口

4 充电指示灯

提示

 可以在放置架上放置 2
个附件或刷头。
 长时间不使用或带出
时，为了保护刷毛，请
将干燥状态的刷子装上
刷头保护盖进行保管。

5 卸妆头

6 洁面产品注入口

  ( 注入口 )

7 注入口盖

8 电源线连接口

9 电源线连接口盖

 洁面模式指示灯

 洁面模式开关

（电源/选择）

 卸妆模式开关

（电源/选择）

 卸妆模式指示灯

E  放置架
F  刷头保护盖

G   电源适配器
(RE7-87)
 电源线

 适配器

 电源插头

 电源线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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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方法

1. 打开电源线连接口盖，将电
源线插头插入电源线连接口
 若电源线连接口处有水滴，
请擦干。

2. 将机身放置于放置架上

3. 将适配器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4. 检查充电指示灯点亮状态

正在充电

红色指示灯亮起 指示灯熄灭

充电完成时

指示灯的表示

大约 2 小时过后，电量完全充满

 如果电池内仍残留有部分电量，则充电时间将相应缩短。

如何确认电量完全充满状态

充满电状态下连接电源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会亮起，并
在大约 5秒钟后熄灭。

5. 充电完毕后，将适配器从家用电源插座拔出，将器具
用插头从机身拔出。 

（为了保证安全并节省能源）

 即使充电时间超过 2 小时，也不会对产品造成损害。

关于充电

根据电池特性，电池首次使用或放置 6 个月或更久之后
首次使用时，可能无法发挥出完全的放电能力。而且，
在充电开始后几分钟内，充电指示灯也可能不亮；遇此
情况，只需持续充电指示灯就会亮起。
 在一次满电的状态下本产品可以使用一周。（每周使用温
热卸妆 7 次、按摩洁面或者洁面刷洁面 7次的情况下。）
 推荐的充电温度范围为 15 ℃～35 ℃。如果环境温度过低
或过高，则电池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同时还可能无法充电。
 充电或使用时对电视机或其它设备造成干扰，请变更
使用场所。

如果充电指示灯闪烁

请充电

每秒闪烁 1 次  电池内剩余电量低，请充电。

充电异常

每秒闪烁 2 次

 请在推荐的环境温度 
（15 ℃～35 ℃）下充电。
反复出现闪烁时，请联系客
户咨询服务中心。

本产品内置锂离子电池。
 即使每次使用时都充电，也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本产品报废后，请将锂离子电池回收处理。 
（见第 17 页）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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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

 使用本产品进行皮肤护理的大致频率
温热卸妆.................1 日 1 次，3 分钟以内
按摩洁面.................

...............

.........

1 日 1 次，1 分钟以内
洁面刷洁面 1日 1次，1分钟以内
皮脂护理.................1 周 2 次，1 分钟以内
角质护理（另售） 1 周 1 次，1 分钟以内

 过度护理反而对皮肤造成负担。
 使用按摩洁面附件和洁面刷时，请先从每周 1次开始使
用，再根据皮肤状况进行调整，最多每天使用不超过 1
次。

 请根据自己皮肤的状态调整使用次数及时间。
 首饰类（项链、耳环等）会有卷入机器中的可能性，因
此使用本产品时请摘下首饰。
 为避免头发卷入机器中，请扎起头发或用发箍固定头发。

常见问题

提问 回答

可以在浴缸中使用
吗？

取下电源适配器时，可以在
浴缸中使用。

哪些洁面产品可以用
于本产品？

膏状、啫喱状、液体状、粉
状等能够起泡的洁面产品均
可使用。
不可使用自制的洁面产品、
有磨砂颗粒或用于磨砂作用
（去角质）的洁面产品。

提问 回答

哪些卸妆产品可以用
于本产品？

油类、啫喱类、膏类等适合
自己皮肤的均可使用。
请不要在注入口加入有磨砂
颗粒或用于卸妆（去角质）
的产品。

洁面刷的寿命大约为
多久？

每天使用 1次的情况下，请
每 3个月更换一次。每周使
用 1次的情况下，请 1年更
换一次。（见第 18 页）

皮脂护理刷的寿命大
约是多长时间？

每周使用 2次的情况下，请
每 6个月更换一次。（见第
18 页）

电源线连接口盖内不
小心弄湿了怎么办？

本产品对电源线连接口进行
了防水处理，所以不会产生
问题。但充电前还请擦干水
滴。

脖颈到胸口部位也可
以使用吗？

可使用按摩洁面附件和洁面
刷，每天 1次，每次 1分钟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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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回答

洁面后，可以涂抹按
摩油或按摩霜等吗？

可以使用。
请在洁面后的素颜（卸妆后
的状态）以后，用按摩油或
者按摩霜等涂抹 ※ 后使用。
（※切勿在注入口注入，直
接在皮肤上涂抹）
可以用于脸部，胸口和脖子，
但请勿用于喉咙部位。
按各部位 1～ 2分钟，每周
3次的频率使用。

使用方法

 温馨提示

 使用前，请检查卸妆头表面和按摩洁面附件的滚珠是否
有裂纹。
 在使用电源适配器为机身充电时，无法使用本产品。
  请务必在拔下电源适配器后再使用本产品。

温热卸妆

1. 按  键，选择温度

卸妆头表面温度
低：大约 43 ℃
高：大约 48 ℃
 每次按下卸妆模式开关，温度都会进行切换。每次
启动时，为“低”温度。

 首次使用时，建议从“低”温度开始。

提示

 预热期间卸妆模式指示灯闪烁。
 大约需 30 秒即可升至使用温度。（室温 25 ℃时）
 卸妆模式指示灯亮灯约 3分钟后会自动切断电源。
 卸妆头的表面温度会随环境温度而改变。
 使用时的推荐环境温度是不低于 15 ℃。
 在推荐温度以外的环境中使用可能导致设定温度不准。

2. 将卸妆产品涂抹在额头、下巴、左右脸颊等部位

 也可以将卸妆产品直接涂抹在卸妆头上使用。

3. 待卸妆模式指示灯亮起后，将  卸妆头贴合在肌
肤上移动

将卸妆头轻贴于肌肤上，从脸部
内侧至外侧画圈状移动，帮助彩
妆溶解。
眼部妆容较浓时，请最后再处理，
以避免卸掉的彩妆扩散到其他部
位。
眼皮处的卸妆动作请格外的轻柔。
卸妆头不容易接触到的地方则不
应勉强操作，请用手涂抹卸妆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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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卸妆产品和化妆品充分溶合后，按  键切断电
源

 使用后，一定要用纸巾擦拭或者用清水清洗干净。（见
第 13 页）

按摩洁面／洁面刷洁面

1. 安装 
按摩洁面

 附件或者  附件，紧

紧按下，直至听到“咔嚓”声

2. 打开注入口，加入洁面产品
  按推荐使用量（平时使用的量）加

入洁面产品。

 在洁面产品的质地（例如粘性较
强的洁面产品）的影响下，或者
用量太多的情况下，洁面产品有
可能无法完全溶解而粘在注入口
中，甚至导致本产品在运行过程
中停止。
 根据洁面产品种类不同，产生的
泡沫情况也会不同。请根据洁面
产品包装上所标示的用量自行调
整洁面产品用量。
 请勿加入洁面产品以外的物质。
 （否则可能导致机器故障。）

3. 用刷头保护盖称量水量 
（约 4 mL），注入附件中央

4. 按  键，选择模式

洁面模式指示灯亮起后，约 5 秒即可产生泡沫。
 按下洁面模式开关，可切换模式。
 每次启动时为“标准”模式。

 若手部沾到洁面产品时，请用水冲洗。

提示

 使用时的推荐环境温度是不低于 5 ℃。
推荐温度以外的环境中有可能无法使用本产品。
 打开电源约 1分钟后自动切断电源。

计时提醒功能

大约每 20 秒会暂停一次之后再次启动，以提醒用户
洁面的时间。

4 mL

 液体或粉状的洁面产品请从附件
（刷头）中央注入。（从注入口注
入的话可能会从机身前的孔中流
出。） 附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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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脂护理刷头洁面

每周两次，用于鼻部、下巴周围等皮肤较为粗糙或容易
出现毛孔堵塞的部位。
使用按摩洁面附件或者洁面刷后，请在脸部还有泡沫的
状态下使用。

 使用皮脂护理刷前，请轻轻冲洗机身内部。
 在（机身内部泡沫太浓厚时，为了保护机身，会自动
停止运作）

1. 安装皮脂护理刷

2. 按  键，选择模式。

 若手上有洁面剂等时，使用后请务必用清水清洗。
 在打开电源约 1分钟后会自动断开电源。

5. 清洁面部
 请勿在相同部位长时间使用本产品。
 将面部分为三个部分（见下图），每个部分大致使用
20 秒。（计时提醒功能，见第 10 页）
 请勿用于眼部周围。
 本产品可用于颈部、脖颈到胸口部位，但请勿用于
咽喉处。

按摩洁面时
在按摩洁面附件内充满泡沫的同时，
使附件贴合肌肤轻缓滑动，将细腻
的泡沫在面部轻薄均匀地抹开。
不易接触到的部位不能勉强操作，
请使用手指进行清洗。
 在额头、下颚骨，颧骨周围使用时，
为了保护皮肤，请尽量减轻用力。



 

洁面刷洁面时
不要用力按压，请将洁面刷轻触肌
肤，以画圈的方式滑动。

即使没有用力将洁面刷压在皮肤上
也能感受到刺激，则说明洁面刷不
适合您的皮肤状态或您的体质，请
不要使用洁面刷。



 

6. 洁面后，按  键切断电源

 使用后，请务必用清水将面部清洗干净。（见第13页）

更换部件【洁面刷（基础型）】与【角质护理刷头】
也请按同样的操作步骤使用。（见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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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洁面部
不要用力按压，请将皮脂护理刷
的尖端轻触肌肤，以画圈的方式
滑动。  



 鼻部与下巴周围（ 1 ～ 3 ），各使用 20 秒。（计时提
醒功能见第 10 页）
 请勿在眼部周围使用。
 请勿长时间用于同一部位。

4. 洁面后，按  键，切断电源。

 使用后请务必用清水清洗。

推荐使用方法

按摩洁面

 为了保护皮肤，请轻触额头、下颚骨和颧骨周围的皮肤。

脸部

1. 脸颊中间的清洁
将按摩洁面附件贴合皮
肤，无需移动，靠振动
按摩进行清洁。

约
20
秒

2. 脸颊整体的清洁
按 1 ～ 4 的顺序从下往
上进行提拉式轻缓移动。
①脸部轮廓线
②下巴到耳朵下部
③嘴角到耳旁
④鼻翼旁到鬓角









3. 在另一侧脸部完成步骤 1、2
约
20
秒

4. 额头的清洁
以螺旋式方式进行额头
中间向两侧的移动。

约
20
秒

5. 鼻部的清洁
在鼻翼进行左右移动。
另一侧也完成同样的步
骤
 请勿接触鼻翼的软骨部
位

6. 下巴的清洁
左右移动。
 用舌头顶起下嘴唇，能
更方便地充分清洁下巴
的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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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方法

1. 将各附件的泡沫用水清洗干净后，笔直拔出

2. 打开注入口盖，将清水注入出泡口，按  键清洗

干净

 当洁面产品有残留时，可能会发生
按洁面模式开关时，电源接通数秒
后就自动切断的情况，使产品不能
顺畅运转。

 若发生该情况，请用温水清洗产品。

3. 按  键，切断电源

胸口、颈部

按 1 ～ 4 的顺序轻缓移动
1 耳朵下部到肩部曲线
2 锁骨下部的中心处到两
侧
3 胸口中心到两侧
以画大圆圈的方式移动
4 锁骨到肩关节
 另一侧也请完成同样的 
 步骤









约
1
分
钟

 请勿用于咽喉部。

提示

 用于脸部、胸口，颈部时，建议先用于胸口、颈部。

4. 彻底冲洗干净卸妆液或洁面剂的残留物

完整机身 注入口附近 卸妆头

按摩洁面附件 洁面刷

 由于注入口附近很容易残留洁面产品，因此请仔细清洗。
 请勿用力拉扯皮脂护理刷头的硅胶部。
硅胶部位脱落时请重新装回。
 使用油状或膏状洁面产品时，请用温水清洗干净。

5. 轻甩机身，排出水分
 甩干时，请注意不要撞到洗面台等地方，有可能造成
产品故障，因此请充分注意。

6. 用毛巾等轻轻擦拭后，放置在放置
架上晾干
 将注入口盖打开晾干。
 附件等请放置于放置架背面。
将刷毛向上放置晾干。
 清洁后，请将产品放置于相对干
燥的地方进行保管。（若放置于浴
室等地方，则可能导致机身内部
发生结露或生锈引发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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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障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即使按下电源开关，
本产品也不运行。

电池电量已耗尽。 请充电。（见第 7 页）

机身和电源适配器仍连接在家用电源插座
上。

将电源适配器从机身上移除。

本产品在运行过程中
停止。

电池电量已耗尽。 请充电。（见第 7 页）

有洁面产品固着。 请用温水清洗。

洁面产品的用量过多。或使用了粘性较强
的洁面产品。

请先清洗本产品，然后在减少洁面产
品的用量后再次尝试使用。（见第13页）

 模式完成后，会自动停止。
温感卸妆：约 3分钟
按摩洁面附件，洁面刷：约 1分钟
皮脂护理洁面刷：约 1分钟
 洁面过程中，每 20 秒左右会暂停一次。

（见第 10 页）
这并不表示存在问题。

充电指示灯熄灭。
本产品已充满电。这并不表示存在问题。 
（见第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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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障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充电指示灯不点亮。

适配器未正确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请将适配器正确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电源线插头未牢牢地插入到电源线连接口。
请将电源线插头牢牢地插入电源线连
接口。

即便已充过电，但产
品也只能使用几分钟。

电池寿命已尽。（大约 3 年）（见第 17 页）
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请勿自行
更换电池，否则可能造成本产品损坏。）

起泡不理想。

水量不足或过多。 请使用刷头保护盖确认水量。

加入的洁面产品不足或过多。 请调整洁面产品用量。

虽然达到推荐用量，但使用了非起泡类的
洁面产品。

请确认洁面产品类型。（见第 8 页）

卸妆头不发热。 在推荐的环境温度范围之外使用了本产品。
请在推荐的不低于 15 ℃的使用环境温
度内使用。（见第 9 页）

使用洁面刷后使用皮
脂护理刷，旋转变慢。

产品内部的泡沫太浓密。 轻轻冲洗产品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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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障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在注入口的附近或机
身的孔位或间隙，有
水或泡沫溢出。

 水量过多
 加入的洁面剂过少
 水洗后，产品没有充分干燥

减少注水量，或增加洁面剂用量等，
方法以调整比例。（见第 10 页）
另外，水洗后请使本产品充分干燥。（见
第 13 页）

因为需要吸入空气以制造泡沫，因此机身
会有缝隙设计，并可能会有水或泡沫溢出。
不会影响防水功能。

如果按照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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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资源回收
本产品使用锂离子电池。
如果您所在的国家有相关规定，请务必在指定处对旧电
池进行统一处理。

电池寿命

电池寿命大约为 3 年。本产品内的电池不可由消费者
自行更换。应请授权的维修中心完成电池的更换操作。

内置式充电电池的取出方法

本产品内藏有充电电池，在消费者决定废弃本产品前，
请务必将电池从产品中取出。

如有官方指定的电池处理场所，请务必在指定处对旧电
池进行统一处理。

仅在废弃产品时才可使用图示方法，切勿使用此方法进
行维修。如果自行拆解本产品，可能会引起功能故障。

 取出电池时，应切断电源。
 鼓励消费者在决定废弃本产品前，事先征求经销商或松下
电器授权的维修中心的意见，尽量延长本产品的使用寿
命。
 当消费者决定废弃本产品又不想自行分解本产品取出电
池时，鼓励消费者将本产品送往松下电器授权的维修中
心，由维修中心对电池进行分解和回收。
 电池务必废弃于政府规定的地方或回收处理单位。
 在拆解本产品之前，先将电源适配器插头拔下。
 启动电源，然后保持电源打开状态直至电池完全放电。
按右图所示 ～5  的顺序拆开本产品，卸下电池。
 分解过程中切勿将电池短路，切勿让取出后的电池     
极端子短路，在端子部贴上胶布进行绝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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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部件

更换部件在经销商或松下电器授权的维修中心有售。

部件名 刷头种类及用途 建议更换时间

EH-2S01/ 
2S01S
洁面刷 

（温和型）

适用于各种肤
质，触感柔软

如果每天使用 
1 次，建议每 
3 个月更换；
如果每周使用 
1 次，建议 1 年
更换

EH-2S02
皮脂护理 
刷头

适用于清洁鼻
翼、下巴等毛
孔易堵塞部位
※硅胶刷毛

每周使用 2 次， 
建议 6 个月更换

EH-2S03
洁面刷 

（基础型）

适用于想要深
层洁面时

如果每天使用 
1 次，建议每 
3 个月更换；
如果每周使用 
1 次，建议 1 年
更换

EH-2S04
角质护理 
刷头

适用于老化角
质的定期清洁
※含硅胶刷毛

每周使用 1 次， 
建议 1 年更换

请根据自身的清洁需求选择购买相应的刷头。请在建议的
时间内更换刷头。

规格

产品名称 泡沫洁面仪

产品型号 EH-SC65

电源适配器 
额定输入

100 - 240 V～ 50 - 60 Hz
180 mA

电源适配器 
额定输出

4.8 V  1.25 A

充电时间 约 2 小时

原产地 中国

生产日期 见商品上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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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XWBMJ 16
本产品仅适合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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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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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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