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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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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产品
本产品含有内置充电电池。请勿将其投入火中或加热。
- 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内液体泄漏、发热或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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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自行改装或维修本产品。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受伤或火灾。
→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 维修、更换电池等 )。
除废弃本产品时以外，切勿进行拆解。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受伤或火灾。

此标志用于提醒用户注意禁止采取的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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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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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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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标志用于对需要遵循的说明的种类进行分类和描述。

说明书内插图与实物可能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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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如果发生异常或故障
如果发生异常或故障，请立即停止使用，若此时正
在充电，请拔出电源适配器。
-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触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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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或电源线的使用或充电过程中发出
异常声音。
- 请立即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 电源适配器
请勿用湿手将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家用电源插座中，
或从家用电源插座中拔出电源适配器。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或受伤。
切勿在浴室或者淋浴房使用电源适配器。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或由于短路引发火灾。
请勿将电源适配器浸入水中或用水清洗。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或由于短路引发火灾。
当电源适配器损坏时，或者电源线插头没有在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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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损坏电源线或电源插头。
请勿损坏、改装、用力弯曲、拉拔、扭曲或捆扎电
源线或电源插头。另外，请勿在电源线上面放置重
物或挤压电源线。
- 否则可能发生触电或由于短路引发火灾。
请勿使用除附带的电源适配器(见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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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确保电源适配器的工作电压符合其额定电压。
请充分插入电源适配器。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受伤或火灾。
进行清洁时，请务必从家用电源插座上拔出电源适配器。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受伤。
请定期用干布擦拭电源线插头和电源插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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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止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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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则可能会因其意外吞入内刀头、清洁刷等部件
而引发事故和伤害。
若不慎饮下专用润滑油时，请勿勉强催吐，大量饮
水后及时就医。
专用润滑油不慎入眼时，请立即用流动的水清洗并
及时就医。
- 否则可能给身体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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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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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保护皮肤

请勿将刀刃用力按压在皮肤上。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
请勿用力按压刀刃。使用时亦勿让刀刃直接接触指
甲。
请勿使刀刃触碰硬物。因为刀刃非常薄，可能会让
刀刃破损而导致受伤。
- 请小心使用。
请勿在未安装配件的情况下用于比基尼区域、臀部
（屁股）、肛门及其周围区域。(见第9页)
-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请勿用于如下所示部位 ：
·皮肤的凹凸部分（疙瘩、伤痕、痔疮等凸起物，
乳头及其周围区域等）
·黑痣、瘀伤等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
请勿用于除修剪体毛以外的其他用途。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

▶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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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让针或异物附着到电源插头、电源线插头及机
身电源线插孔上。
- 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因短路引发火灾。
请勿和家人或者其他人员共用。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感染或发炎。
请避免本产品跌落或受到冲击。
-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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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断线，发生烫伤、触电，或
由于短路而导致火灾。
不充电时，请从家用电源插座上断开电源适配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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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前请确认刀刃没有破损或变形。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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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本产品时拆下电池的处理

危险
▶ 充电电池（镍氢充电电池）的报废处理
·此充电电池专用于此产品。请勿将其用于其它产
品。
·请勿对已从此产品上拆下的电池充电。
·请勿对其加热或将其投入火中。
·请勿焊接、拆解或改造电池。
·请勿用金属物体连接电池的正负极端子。
·请勿将电池与项链和发夹等金属饰品放在一起携
带或保存。
·请勿撕掉电池外皮。
- 否则会导致电解液泄漏、过热或爆炸。
电池含有碱性电解液。如电解液接触到眼睛，请勿
揉眼，用自来水等清水彻底冲洗。
- 否则可能导致失明。
→应立即就医。

警告
取出充电电池后，请勿将其放在儿童和婴儿可触及
的范围内。
- 不慎吞服电池会给造成人身伤害。
如发生此种情况，应立即就医。
电池含有碱性电解液。如电解液接触到皮肤或衣物，
用自来水等清水冲洗。
- 否则可能导致皮肤受伤。

使用须知
▶ 说明
·本产品可干湿两用。下图是湿式修剪器的标志。该标
志表示修剪器可以在入浴或淋浴时使用。

警告 ：用水清洗之前，请将机身与电源线插头分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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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用配件前，请确保配件已正确安装，否则可能会导致
体毛修剪过多。
·请勿用于修剪宠物毛发。
·每次使用前后，请在箭头标注处加入润滑油。
( 见第13页 )
（如果不加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
·锋利度变差
·使用时间缩短
·操作声音增大
·刀刃生锈
·刀刃磨损、烧坏，寿命缩短
·刀刃变钝
→加润滑油时，请使用专用润滑油（随附或另售）。
·请存放于干燥处，否则可能会由于结露或生锈而发生
故障。

·请根据本使用说明书，正确地为本产品充电。
（见第8页“充电”。）
·本产品包含的电池仅限熟练人员更换，详情请联络授权
的服务中心。
·以下符号表示需要用特定的可拆卸式供电装置将电器连
接到供电装置。供参考的供电装置型号标识在该符号旁边。

••务必将皮肤保护配件安装到机身上，
以便在运输或储存时保护刀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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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A



B


E









C




F




D


G


H



A 机身

C 皮肤保护配件

 电源开关 (O/I)
 充电状态指示灯
 电源线插孔
 进水口
B 刀刃
 清洁用压柄
 可动刀片
 固定刀片
 刀刃卡扣

·修剪长度约 2 mm
D 可调节式定长配件
 修剪高度指示标记
 长度切换拨盘
E 电源适配器（RE9-86）
 电源线
 电源线插头
 电源插头
 适配器

附属品
F 清洁刷
G 专用润滑油
H 携带小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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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确保修剪器已关闭。
·擦干电源线插孔内的水滴和污迹。

1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机身中。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插座中。
2 ·确保充电状态指示灯已亮起。
·充电约1小时完成。

2
1

3 充电状态指示灯熄灯后，拔下电源适配器（出于安全
和节能考虑）。
确认充电完成的方法
如果在充电状态下插拔电源线插头，则充电状态指示灯
会亮灯，并在约5秒后熄灯。

注意
·初次充电或是半年以上未使用时，可能会发生情况：充
电时间会发生变化；刚开始的数分钟内机身的充电状态
指示灯不亮，或操作时间变短。在这种情况下，请充电
超过8小时。
·充电推荐温度是0 – 35 ℃。充电推荐温度外，有可能
发生电池性能低下的情况。
·充满电时大约能使用50分钟。
(基于20 – 30 ℃下的干式使用方式)
根据使用频率、使用方法和环境温度，运行时间可能会
有所差异。
·完全放电前也可充电。
不过，建议在电池完全放电后再充电。电池寿命主要取
决于使用和存放方式。
·半年以上未使用过时，电池性能可能会减弱(电池液泄
漏等)。
因此，请每半年为电池完全充电一次。
·使用本产品或为本产品充电时，如果有噪音从收音机或
者其它来源发出，请将本产品移动至其它位置后继续使
用。
·电池充电超过1小时不会影响电池的性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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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于看不到的部位时，可能会导致皮肤受伤，请格外
注意。

使用前的确认事项
可使用的部位
可使用
部位

使用配件时

不可使用
不使用
配件时

·在以下 (
) 部位使用时，可能会导致皮肤受
伤。
请务必安装配件。
比基尼区域

臀部(屁股)

比基尼区域
·阴部
·阴部周围
·大腿根部
·臀部(屁股)
·肛门
·肛门周围
腋下
胸

注意
·对于皮肤上有凹陷或褶皱的部位，请将皮肤展平，将刀
刃或配件的顶端轻轻抵在皮肤上。
·毛发濡湿时请勿使用配件。濡湿的毛发可能会贴在皮肤
上或聚成一团，因而难以修剪。此外，还可能会难以修
剪成同一长度。
·当体毛的量较多时，请逐步修剪。配件可能会被毛发堵
塞。当发生毛发堵塞时，请进行清理。(见第12页)

肚脐周围
手臂、手
腿部、脚
·鬓角
·胡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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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注意
·使用前请确认刀刃没有变形或损坏。
·使用前后请务必在刀刃上加入润滑油。(见第13页)
·插在插座上的状态下，无法启动。请务必拔下电源适配
器后再使用。
·使用完毕后，请关闭电源开关。

干剃
·请根据需要安装配件。(见本页)

1 打开电源开关，剃毛。

不使用配件时的使用方法
皮肤保护配件的使用方法
可调节式定长配件的使用方法
(以上使用方法详见第11页）

湿剃

配件的拆装方法
·拆装配件时，请小心不要被刀刃割到手。
·确认电源开关已关闭。
安装方法
垂直装上配件
将配件按入，直到发出
“咔嗒”声
咔嗒
·如果安装不正确，则配件可
能会在使用过程中错位，导
致修剪过多。
拆卸方法
抓稳机身，垂直拔出配件
抓稳皮肤保护配件的加强筋
部分。

加强筋

*所有配件的拆装方法相同。

·湿剃时，请勿使用配件。

1 淋湿身体，打上肥皂。
2 打开电源开关，剃毛。

·剃毛，但在皮肤上滑动时要比干
剃时更轻柔。
不使用配件时的使用方法
（见第11页）
·推荐环境温度不低于0摄氏度。超出建议温度范围可能
会无法运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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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配件时
将表面轻轻抵在皮肤上，沿着毛发生长方向，像梳理毛发
一样慢慢移动。

·在肚脐周围，将刀刃放平，沿皮肤方向移动，可修剪到
0.1 mm长。
·刀刃两面均可使用。

皮肤保护配件
将配件末端轻轻抵住皮肤，慢慢移动。

可调节式定长配件
·可能会比所设定的长度更长一些。
·当毛发较长时，可能会无法顺利修剪。此时，先将毛发
剪短到2 cm左右，然后再使用修剪器。
·当发量较多时，配件可能会被毛发堵塞，所以请一点点
少量修剪。当发生毛发堵塞时，请进行清理。
（见第12页）
旋转长度切换拨盘，将目标修剪
1 高度（显示在机身上）对准修剪
高度指示标记。
·修剪高度可在约3 mm～12 mm
长度范围内选择。
修剪高度
指示标记

将配件的平面抵在皮肤
2 上，左右移动修剪。

·可安全地剪短，修剪到约2 mm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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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
·建议每次使用后及时清理。
(如果不及时清理，可能会导致锋利度变差。)
·甩干时不要碰撞到洗面台等。（否则会导致破损）
·请勿使用涂料稀释剂、汽油、酒精等擦拭机身。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故障、部件破裂或变色等。）
→请用稀释后的肥皂水擦拭。

用清洁刷清洁

1. 从电源适配器上拔下机身。
污垢较少时（用水冲洗）
2. 取下配件（见第10页），
打开修剪器电源。

4. 用毛巾擦干水滴，自然晾干。
·取下刀刃会干得更快。
5. 晾干后，在刀刃上加入润滑油。
（见第13页）
6. 将配件和刀刃装回机身。
（见第10和13页）
·存放时务必将配件安装好。

污垢严重时（水洗）
2. 取下配件和刀刃。
（见第10和13页）

1. 取下配件和刀刃。（见第10和13页）
2. 用随附的清洁刷刷掉毛屑。
3. 清洁后请务必在刀刃上加入润滑油。（见第13页）
4. 将配件和刀刃装回机身。（见第10和13页）
·存放时务必将配件安装好。

䘑≪ਙ

3. 将水灌入机身背面的
进水口，彻底冲洗
（约20秒），然后关闭
电源开关。
·用水冲洗后上下甩动数
次，甩干水分。

3. 用流水冲洗修剪器、
刀刃和配件。
·用水冲洗后上下甩动数
次，甩干水分。

·按住清洁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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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刃的拆装方法

注油
·使用前后请务必在刀刃上加入润滑油。
·注油时请确认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拆卸方法
1. 手持机身，正面朝前。
2. 用拇指指肚将刀刃金属部分推向左侧。
·此时手指可以触摸刀刃。
·请小心避免刀刃掉落。

1 取下刀刃。
在刀刃上加入润滑油。
2 （箭头所指的5处金属部分各

安装方法
将( B )刀刃卡扣卡入( A )刀刃安装部，按压刀刃将其固
定在机身上直到发出“咔嗒”声。
A

滴1滴）
将刀刃装到机身上，打开电源开
3 关，运转约5秒钟。

B

咔嗒

13

PB018768 - ER-WGK8A中国向说明书_03-05-20.indd 13

2020/3/5 10:24:22

故障排除

刀刃寿命

故障
锋利度变差。

不运转。

使用次数
减少。

操作声音大。
无法充电。

纠正措施
请执行如下步骤，直至问题解
决：
1. 请充电。（见第8页）
2. 清洁刀刃并涂上润滑油。
（见第12和13页）
3. 更换刀刃。（见第13页）
4. 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使用前请连续充电约8小时以激活
电池。
充电后使用次数仍然很少时，
说明电池已达到寿命极限。
（可能会因达到寿命后老化而导
致漏液）。

刀刃寿命取决于修剪器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例如，
若每周使用修剪器1次、每次10分钟，则刀刃的寿命约为
3年。若保养得当但修剪效率却明显降低，请更换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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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加入润滑油。（见第13页）
请确认刀刃没有脱落。
将电源线插头插到底，确认充电
状态指示灯亮起。（见第8页）

配件、毛刷、电源
适配器破损或遗
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失。
如果按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请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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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式充电电池的取出方法

环境保护与资源回收

本产品内藏有充电电池，在消费者决定废弃本产品前，请
务必将电池从本产品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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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应安全地处置。仅在废弃本产品时才可使用下图所示
方法，切勿使用此方法进行维修。如果自行拆解本产品，
产品可能将不再防水或引起功能故障。
·取出电池之前，请将本产品断电。并打开电源开关保持
产品一直动作，直到电池电量完全耗尽。
·鼓励消费者在决定废弃本产品前，事先征求经销商或松
下电器认定维修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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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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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图所示的①～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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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
极端子短路，在端子部贴上胶布进行绝缘。

本产品使用镍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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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
产品名称

电动体毛修剪器

产品型号

ER-WGK8A

电源适配器额定输入
电源适配器额定输出
充电时间
原产地

ş

1.5 A

约1小时
中国
见商品上刻印

执行标准

GB4706.1 附录B
GB4706.9
Q/SXWBMJ 6

Š

本产品仅适合家庭使用。

Ŝ
ŝ

1.7 V

生产日期

Ş
Ś

100 - 240 V～ 50 - 60 Hz
85 mA

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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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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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WGK8A
商品型号：

地：
制造编号：

产

制造编号：

制造编号：

ER-WGK8A
商品型号：

制造编号：

ER-WGK8A
商品型号：

ER-WGK8A

制造编号：

ER-WGK8A
商品型号：

商品型号：

制造编号：

ER-WGK8A
商品型号：

[保修回执] 以下回执是保修的重要依据，请勿自行撕下

电动体毛修剪器

商品名称：

[商品信息]
中国

1

2

3

4

促销员留存

保修结算

保修结算

保修结算

保修结算

4.本保修条款只适用于消费者个人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的场合，不适用于经营性等使用。

f.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雷电、地震、火灾、水灾等 ) 造成损坏的。

e. 保修证上记录的信息与商品实物标识不符或者涂改的；

d. 不能出示本保修证及有效购机发票的；

c. 不经Panasonic 认定维修店维修人员拆动造成损坏的；

b. 因不正确操作、电源不正常、破损 ( 如：摔落等 ) 而造成损坏的；

a. 未按商品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损坏的；

3.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即使在保修期内，也不能以保修对待，但是可以实行收费修理：

· 整机（上述部件除外） ·····2年内无偿

· 刀刃、辅助装置、附属品 ·····有偿提供

2.自购入之日起在以下期间内，在正常使用中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进行保修。

b. 本保修证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有效(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区暂不可使用)。

a. 本保修证遗失后不再补发，请妥善保管。

有关保修期内Panasonic商品的保修 ( 无偿修理 ) ，从购入之日起开始实施。
1.保修期内的商品只可在Panasonic认定维修店进行保修；保修时，请出示本保修证及购机发票。
以下两点需特别注意：

保修条款

保修证

保修证管理编码印刷处：

发票号码：

邮

编：

编：

编：

编：

编：

销售店
(盖章)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

邮

送修日：

邮

送修日：

邮

送修日：

邮

[销售记录]此处所载信息仅于商品保修时作核对之用，本公司不对该信息进行收集记录。
销售日期：
联系电话：

故障原因：

联系电话：

销售店电话：

顾客姓名：
顾客地址：
销售店名称：
销售店地址：

[维修记录]
维修店名称：
维修店地址：
故障内容：

交验日期：

维修内容：
维修员签字：
联系电话：

故障原因：

维修店名称：
维修店地址：
故障内容：

交验日期：

维修内容：
维修员签字：
联系电话：

交验日期：

故障原因：

维修店名称：
维修店地址：
故障内容：
维修内容：
维修员签字：

本保修证因含有消费者个人信息，请妥善自行保管。
Panasonic客户咨询服务中心：4008 - 811 - 315
Panasonic官方网站：http://panason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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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ᴿᇩ⢟䍞
䜞Ԭ〦

䫻
3E

⊔
+J

䭿
&G

ޣԭ䬢
&U 9,

ງᯏ䜞Ԭ

Ȗ

Ȗ

Ȗ

Ȗ

Ȗ

Ȗ

䠇ኔ䜞Ԭ

h

Ȗ

Ȗ

Ȗ

Ȗ

Ȗ

⭫≊ഔ䐥㓺Ԭ

h

Ȗ

Ȗ

Ȗ

Ȗ

Ȗ

⭫Ⓠ㓵Ƚ
䜞䞃㓵

h

Ȗ

Ȗ

Ȗ

Ȗ

Ȗ

⭫Ⓠ䘸䞃ಞ

h

Ȗ

Ȗ

Ȗ

Ȗ

Ȗ

⧱⪹Ƚ䲬⬭

h

Ȗ

Ȗ

Ȗ

Ȗ

Ȗ

༽⌞

ཐ⓪㚊㤥 ཐ⓪ӂ㤥䟐
3%%
3%'(

ӻ䜞࠼ᵰශ
ᴿ䈛䜞Ԭ

ᵢ㺞ṲᦤדSJ/T 11364Ⲻ㿺ᇐ㕌Ⱦ
Ȗ φ㺞⽰䈛ᴿᇩ⢟䍞൞䈛䜞Ԭᡶᴿൽ䍞ᶆᯏѣⲺ䠅ൽ൞GB/T 26572㿺ᇐⲺ䲆䠅㾷≸ԛсȾ
hφ㺞⽰䈛ᴿᇩ⢟䍞㠩ቇ൞䈛䜞ԬⲺḆжൽ䍞ᶆᯏѣⲺ䠅䎻࠰GB/T 26572㿺ᇐⲺ䲆䠅㾷≸Ⱦ
↚ḽᘍḽ䇼ӝⲺ⧥ֵؓ⭞ᵕ䲆Ѱ10ᒪθ൞⧥ֵؓ⭞ᵕ䲆θӝѣᴿⲺᴿ∈ᴿᇩ⢟䍞ᡌݹ㍖൞
↙ᑮֵ⭞суՐਇ⭕ཌ⋺ᡌシθ⭞ᡭֵ⭞䈛ӝуՐሯ⧥ູ䙖ᡆћ䠃⊗ḉᡌሯެӰ䓡Ƚ䍘ӝ䙖ᡆ
ћ䠃ᦕᇩȾӝ䗽Ҽ⧥ֵؓ⭞ᵕ㾷ᓕᔹᰬθᗻ亱ളᇬީ⌋ᗁ⌋㿺䘑㺂ਾ⨼༺⨼Ⱦ

PB018768 - ER-WGK8A中国向说明书_03-05-20.indd 19

2020/3/5 10:24:24

൘ληऀᒼӡᅴ༰ᆀ( ݥ৶) ണᰊԚ( ـPWAPBLGZ)

Panasonic Wanbao Appliances Beauty and Living (Guangzhou) Co., Ltd.

൦൶φᒵᐔᐸ⮠⿰॰䫕ᶇнᇓะ൦нᇓ्㺍33 ਭ
(Address)φ 33, Wanbao North Street, Wanbao Industry Zone, Zhongcu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䈓(Tel)φ(020)84770333
Ֆⵕ(Fax)φ(020)84773033
䛤᭵㕌⸷(Post Code)φ51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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