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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修证

感谢阁下选购Panasonic 产品。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请妥善保管。

●特别是在使用前，请务必先阅读“安全注意事项”的章节（第4至5页），以确保安全使用。

●在阅读使用说明书后，请连同保修证妥善保管，以留作日后参考之用。

执行标准： GB4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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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
被褥干燥机

清洁

舒适

想要烘干被褥时
想要在温暖的被褥上睡眠时
在任何时候，为您提供充分干燥、松软、舒适的被褥。
通过使用 “被褥加热”功能，寒冷季节为您提供温暖被褥。

想要对付被褥中的螨虫时
针对令人担忧的螨虫，通过送50℃以上的热风来去除。

烘干少量衣物时
从袜子、手帕等小件衣物到鞋子，本机都可烘干。

第 8 页

第 9 页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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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名称
正面 背面

风嘴把手
风嘴

软管
（可最长延伸大约55 cm）

出风口

格栅 本机把手

过滤网盖（大）

过滤网（大） 过滤网（小）

过滤网盖（小）

进风口（左侧） 进风口（右侧）

电源线

电源插头后盖

电源线收纳仓

操作面板

夏天按钮

运转指示灯（夏天）

冬天按钮 停止按钮

检查指示灯
运转指示灯（冬天）

冬天被褥烘干时
（第8页）

对付螨虫时
（第9页）

被褥加热时
（第8页）

被褥烘干后通过风扇送风
降低被褥温度（第8页）

夏天被褥烘干时
（第8页）

烘干衣物时
（第10页）

定时器指示灯

 检查指示灯
检查指示灯点亮时（第12页 ⑦、⑧）

 定时器指示灯
随着时间推移，定时器指示灯会显示剩余运行时间。

操作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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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火灾及触电等事故

请务必遵守

为了避免对您自己或其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或财物损害，请务必注意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无视或错误理解这些标志，会产生下列两种情况。

警告 本标志所表示的内容为
“可能造成人员重伤或死亡”。 注意

本标志所表示的内容为
“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其他物
品损害”。

  务必遵守的内容分类，用标志区分说明如下：

此标志表示为禁止事项。 此标志表示为强制事项。

 警告

 出现异常现象或故障时，应立即停
止使用，并拔下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导致冒烟、火灾、触电。）
<异常·故障例>
●触动电源线后，运行停止。
●运行时伴有异常噪音或剧烈振动。
●本机异常发热或散发出焦糊味。
→ 请立即停止运行，拔下电源插头，并联
系经销商进行检查或维修。

 切勿损坏电源线和电源插头。
●  切勿割划、改装、靠近热源、过度扭曲、
拧绞、拉扯、压放重物、挤压电源线等。

（可能会导致短路，引发触电或火灾。） 
请联系经销商进行检查或维修。

 切勿使用超出额定值的电源、万能
电源插座或连接设备，只可使用
220 V 50 Hz的交流电源。
（使用超出额定值的万能电源插座或连接设备，
可能会导致电源线过热，引起火灾。）

 切勿用湿手接触电源插头。
（手上沾水易导致触电。）

 请将电源插头完全插入电源插座。
（如果电源插头没有完全插牢，可能会导致
触电，或因发热而引起火灾。）
●切勿使用已损坏的插头或松动的电源插座。

 请务必在本机停止运行后，拔下或
插入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损坏电源插头和电源插座，
导致造成火灾。）

 请定期清洁电源插头。
（如电源插头上有灰尘、湿气可能会破坏电源
插头的绝缘部分，从而导致火灾。）
●请拔下电源插头，用干布擦拭干净。

安全注意事项

 切勿擅自拆开、修理或改装本机。
（否则可能由于异常操作导致伤害，
引发触电或火灾。）
请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

 请勿放入针、线、金属物等异物在
进风口、出风口等缝隙处。
（触摸内部可能会发生伤害和触电事故。）

 风嘴的出风口内，请勿放入易燃材
料（例如饮用吸管等）。
（否则可能由于过热引发火灾。）

 请勿阻塞进风口
或出风口。
（否则可能由于过热
引发火灾。）

 请勿把本机浸于
水中或沾水。
（可能导致短路并
造成触电或火灾。）

■出现异常现象或故障 ■电源线和电源插头

■电源插头 ■本机

进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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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器的电源线损坏了，必须委托该机器的制造厂商、维修服务中心或有资格的技术人员替
您更换以防发生危险。

●本机不适合伤残人士、知觉障碍人士、智力障碍人士或儿童自行操作。如有安全负责人在场监
督及提供指导下协助操作本机，则属例外。

●请勿让儿童擅自操作本机。
●本机仅可用于烘干纺织品（衣物、被褥、鞋子等）中的水分。

 风嘴、软管及本机的温度恢复至常
温后，方可进行维护保养。
（可能会发生烫伤。）

 请勿让儿童单独使用本机，也勿在
婴儿可以触及的地方使用本机。
（否则可能发生烫伤或伤害，引发触电。）

 请勿在使用期间或刚刚使用后进入
到被褥下或者触碰风嘴或软管。
（否则可能发生烫伤或低温烫伤。）

 请勿使用于沾附以下油类物质的衣物。
●  沾附食用油、机油、稀释剂、汽油、干洗
油等易燃液体的衣物等。
（否则可能发生自燃起火。）

 请勿抓住风嘴把手或软管移动本机。
（否则可能由于本机
掉落发生伤害。）
●  本机移动时，
请抓住本机把手。

 请勿将本机放在被褥内使用。
（否则可能由于异
常过热引发火灾。）

 请勿在使用本机时，同时使用电热
毯或电热水袋等其他取暖装置。
（否则可能由于异常过热引发火灾。）

 请勿烘干以下衣物。
●  皮革制品、沾附漂白剂的衣物、衣服有平
摊晾干的标志。

（否则可能会造成收缩或变色等，对衣物产
生不良影响。）

 请勿烘干皮鞋。
（否则可能会造成皮鞋变形、变质。）

 维护保养前，请务必拔下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产生误动作，导致触电或受伤。）

 应抓紧电源插头后再拔下。
（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断线短路等，引发触
电或火灾。）

 不使用时，从电源插座拨下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由于绝缘老化发生烫伤或伤害，
引发触电或漏电火灾。）

■禁止事项

■使用期间 ■电源插头

■维护保养

■本机移动

■维护保养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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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要求

■ 移动本机时，请抓住本机
把手。

■ 从后盖下面的缺口部分拉出电源线。
（将电源线夹在后盖和本机之间可能导致电源线损坏。）

■ 使用本机时请勿将风嘴向上。
（否则，异物可能从风嘴
进入，导致故障。）

警告 切勿损坏电源线。
（否则可能引发触电或火灾。）

本机把手

■ 请勿将本机放在不稳定的位置上，
例如褥子上或床上。
 （ 否则本机可能翻倒，造成故障。）

■ 请勿在被褥上放置东西。
（否则将影响出风口空气的流动，
防碍烘干或加热功能，还可能导
致本机发生故障。）

■ 如果过滤网被灰尘等阻塞，请勿使
用本机。
如果未安装过滤网，请勿使用本机。
（没有除尘效果时，进入的灰尘可
能会导致本机发生故障。）

■ 烘干/加热薄毯子或贴身薄被等时，
请另外添加一个比较轻的被子。
（有可能无法充分烘干或加热。）

■ 为了防止从被褥缝隙处漏风，
请保持被褥铺平，将风嘴完全置
于被褥之中。
（有可能无法充分烘干或加热。）

■ 烘干鞋子时，将鞋子撑起靠在盒子
上等，请朝鞋子里面吹风。

■ 请勿放置于电视机及收音机等东西附近。（有可能导致影像紊乱以及发生杂音。）
→距离1 m以上放置。

■ 请勿在本机上放置东西。（否则有可能导致操作错误、故障。）
●特别注意不要在本机上放置磁铁或金属品。（否则内置磁体将误检测为翻倒，导致本机停止工作。）

■ 根据材质不同，被褥和枕头有可能受到热空气的损伤。使用前，请咨询床上用品制造商。

■ 请勿用作加热器。

提示 ●根据被褥的类型或大小以及室内温度或湿度的不同，烘干时间会有所不同。

●定时器时间的设定参考值基于下述尺寸的被褥。 
（褥子⋯100×210 cm / 被子⋯150×2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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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风嘴

①将软管收进本机内。

②将风嘴的△标记对准机身的△标记。

③轻按将风嘴收进本机内。

■电源线
●卷好电源线后，存放在电源线收纳仓中。
关闭后盖，让突起进入卡槽，直至听见"咔嗒"声。

大棉毯

软管

风嘴

②

③

①

保存方法

① 将后盖的突起插
入上部圆孔。

② 将后盖的突起插
入下部圆孔。

后盖

上部圆孔

后盖的突起

后盖的突起

下部圆孔

●本机停止运行后，请拨下电源插头，将软管、风嘴及电源线收纳进本机内。

■床上使用时
●请将本机放置在地板上。

■  地板（木地板、地毯、榻榻米等）上使用时
●请将本机放置在稳定和平
坦的位置。

要求

●在木地板或磁砖地面上，进行被褥烘干加热或小件衣物烘干
时，请在被褥或小件衣物与地面之间铺垫大棉毯。
（否则会残留湿气或产生凝结的水珠。）

安装电源线收纳仓的后盖时

放置方法

突起
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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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被子和褥子之间

插入风嘴
●请将风嘴完全置于被褥内。
（不完全置于被褥内，烘干或加热的效率会降低。）

2 插入电源插头，

按下  或 

被褥干燥/被褥取暖

被褥取暖

被褥干燥

局部 标准 充足

 在短时间内只要局部加热时 加热整个被褥时
（对羽毛和羊毛被褥推荐）

比标准加热更充足时
（对棉被褥推荐）

标准 充足

热风运转大约60分钟。
（对羽毛和羊毛被褥推荐）

热风运转大约80分钟。
（对棉被褥推荐）

标准 充足
热风运转大约60分钟，继续送风※1大约30分钟。

（对羽毛和羊毛被褥推荐）
热风运转大约90分钟，继续送风※1大约30分钟。

（对棉被褥推荐）

 ※1 通过送风运转，降低烘干后被褥的温度。

●平时请使用“冬天”按钮，夏天使用“夏天”按钮。

（运转指示灯（冬天）点亮）

（运转指示灯（冬天）点亮）

（运转指示灯（夏天）点亮）

警告 请勿阻塞出风口。
（否则可能由于过热引发火灾。）

●按下按钮后，本机马上开始运转。

●定时器时间结束后，运转停止※2。
本机停止运转后，拨下电源插头，请将软管和风嘴及电源线收纳在本机内。（第7页）

●每次按下时，将会切换到下一个定时器设定。

●运转停止※2。

■ 运转中停止时

按下 

※2  停止后，运转指示灯（冬天或夏天）闪烁，本机仍继续进行送风运转。
为冷却本机（风嘴、软管）最长大约需要2分钟送风运转。
指示灯闪烁停止，运转完全停止后，请拔下电源插头。

风嘴

格栅

格栅朝下更有效。

警告 请勿使用后立即触摸风嘴或软管。
（可能会发生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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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褥螨虫对策
●通过90分钟运转，能对付大约被褥单面1/2面积的螨虫。
用于每套被褥（被子、褥子各1床）的运转时间合计大约6小时。

1 在被子和褥子之间，

插入风嘴
●在被褥长度的1/4左右，插入风嘴，请将风嘴完全置于被褥内。
（如不完全置于被褥内，将无法达到对付螨虫效果。）

2 插入电源插头，

按下  ，选择“蜱螨”（90分钟）

●每按下一次，将切换到下一个定时器设定。
（“定时器”指示灯和运转指示灯（冬天）同时点亮。）

●切换到蜱螨指示灯时松手立即开始运转。
（大约90分钟）

3 停止后，向被子和褥子的另一半部分插入风嘴，

再次按下  ，选择“蜱螨”（90分钟）

●切换到蜱螨指示灯时松手，本机立即开始运转。
（大约90分钟）

4 将被子和褥子都翻转后，

重复步骤 1- 3
●定时器时间结束后，运转自动停止※。

●运转完全停止后拔下电源插头，将软管和风嘴及
电源线收进本机内。（第7页）

5 请用吸尘器清扫被褥
●请用吸尘器吸走被褥中残留的螨虫尸体及它们的粪便等，以避免发生过敏症状。
建议使用带“被褥吸嘴”配件的吸尘器更有效。

警告 请勿阻塞出风口。
（否则可能由于过热引发火灾。）

提示 ●因被褥边角的温度上升不足，可能造成螨虫对策不彻底。

●根据螨虫种类不同，对策效果会有差异。

1/2 1/4

1/4

1/2

●运转停止※。

■ 运转中停止时

按下 

※  停止后，运转指示灯（冬天）闪烁，本机仍继续进行送风运转。
为冷却本机（风嘴、软管）最长大约需要2分钟送风运转。
指示灯闪烁停止，运转完全停止后，请拔下电源插头。

警告 请勿使用后立即触摸风嘴或软管。
（可能会发生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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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少量衣物或鞋子

提示 ●干燥程度因温度、湿度、衣物和鞋子材质不同会有所差异。

●如未完全烘干，请再一次进行烘干。

提示

●用布擦净鞋子再烘干，能够节省烘干时间。

烘干参考时间 （室内温度：大约20 ℃ /湿度：大约65 ％时）

■小件衣物 ■鞋子

男士内裤
（3条）

运动鞋

袜子
（3只）

长靴

手帕、方巾
（3～ 4条）

儿童鞋等

大约120分钟※

※ 使用脱水机脱水后，将
左侧的小件衣物一起烘
干所需时间。

半湿时：大约40分钟

全湿时：大约60分钟

半湿时：大约20分钟

全湿时：大约40分钟

<例>

1 对准衣物或鞋子，

调节格栅的送风方向

2 插入电源插头，

按下  ，选择定时时间

（按照上述“烘干参考时间”，请选择定时时间。）

●每按下一次，将切换到下一个定时器设定。
（“定时器”指示灯和运转指示灯（冬天）点亮。）

●按下后，立即开始进行运转。

●定时器时间结束后，运转自动停止※。
本机停止运转后拔下电源插头，并将电源线
收进本机内。（第7页）

注意 请勿烘干皮鞋。
（否则可能会造成皮鞋变形、变质。）

格栅

· 例如，将鞋子斜靠在盒子上吹热风，可节省烘
干时间。
· 为了避免打湿地面，请用塑料布等垫在鞋子等下面。

●运转停止※。

■ 运转中停止时

按下 

※  停止后，运转指示灯（冬天）闪烁，本机仍继续进行送风运转。
为冷却本机（风嘴、软管）最长大约需要2分钟送风运转。
指示灯闪烁停止，运转完全停止后，请拨下电源插头。

警告 请勿使用后立即触摸风嘴或软管。
（可能会发生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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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闲置时
  针对所有部位进行维护保养。
  将软管和风嘴及电源线收纳在本机内。
  盖上塑料袋，立于干燥处保管。

维护保养前注意事项
●除厨房用的中性洗涤剂外，
不得使用其他洗涤剂。
（ 可能造成树脂零件变质、
变色、破损。）

●使用化学性抹布时，请按照其使用注意事项进行使用。

要求

●维护保养时，请勿随意摆放已拆下的配件。
（有可能被随意摆放的配件绊倒或导致配件受损。）

维护保养

用吸尘器等
清除灰尘。

拆卸方法

① 打开过滤网盖后，取出
过滤网。

② 可用同样方法取出另一
边过滤网。

安装方法

① 向过滤网盖的卡爪内插
入过滤网。

② 将突起对准卡槽，

③ 将过滤网盖上下端的突
起插入卡槽并推入，直
到听见“咔嗒”声。

④  另一边过滤网用同样
方法进行安装。

主机 <大约每月1次>

使用拧干的软布擦拭主机。

使用质地较硬的布擦拭，
可能会造成表面损伤。

●擦拭电源插头时，请务
必使用干布。

过滤网盖（大）

过滤网（大）

过滤网
<大约每月1次>

过滤网（小）

过滤网盖（小）

 ●因容易被吸入到吸尘器中，
请抓牢过滤网。

用手指钩住过滤网盖下面的缺口，向外拉出。

过滤网盖

过滤网

卡爪

卡爪

警告
维护保养前，请务必拔下
电源插头。
（ 否则可能发生意外，导致触电或受伤。）

注意
风嘴和软管的温度恢复常温
后，再进行维护保养。
（否则可能会发生烫伤。）

卡槽

卡槽 突起

突起

突起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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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确认以下内容。
执行以下操作后仍无法修复时，请拔下电源插头，并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或经销商进行检查或
维修。

故障时 请确认以下内容

 运行无法开始 ●是否将电源插头完全插入电源插座？

 不出热风

有可能启动了安全功能。
拔下电源插头后，请确认以下内容。

●过滤网是否被灰尘等阻塞？
→请清扫过滤网。（第11页）

●风嘴的出风口或本机的进风口是否被阻塞？
→请清除出风口或进风口阻塞物。

●是否使用“夏天”按钮进行运转？
→ 使用“夏天”按钮烘干被褥时，定时器计时结束后，仍会送风运转
30分钟。

 出风量少
●过滤网是否被灰尘等阻塞？
→请清扫过滤网。（第11页）

 发出异常声音
●本机移动时，操作面板附近可能听到卡拉卡拉的声音。
这是机身在进行倾倒检测时磁体的声音，此非故障。

 无法烘干
●根据被褥的类型或大小，以及室内温度或湿度的不同，烘干时间会有
所不同。
→改变风嘴的插入位置后，请再进行运转。

 指示灯全部闪烁

●本机是否倾斜或倾倒？
→扶起本机后，请放置在稳定的地方。

●是否将磁铁或金属品放置在本机上？（第6页）
→请勿放东西在本机上。

 “检查”指示灯点亮，运转指示灯
“冬天”和“夏天”闪烁

●过滤网是否被灰尘等阻塞？
→请清洗过滤网。（第11页）

●风嘴的出风口或本机的进风口是否被阻塞？
→请清除出风口或进风口阻塞物。

●风吹不出来。
→请拔下电源插头，并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或经销商进行检查或维修。

如遇以下情况，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或经销商进行维修。

 “检查”指示灯点亮，运转指示灯“冬
天”或“夏天”闪烁。

●本机发生故障。
→请拔下电源插头，并联系客户咨询服务中心或经销商进行检查或维修。

客户咨询服务电话：400-810-0781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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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日本大阪府門真市大字門真1006 番地

进口商：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５号远洋光华中心Ｃ座３层，６层

原产地： 日本

规格
型号 FD-F06S1C

电源 220 V～ 50 Hz

消耗功率※ 440 W

烘干时间（标准）

被褥烘干
每套被褥（被子、褥子各1床）

棉或合成纤维：大约80 分钟 / 羽毛或羊毛：大约60 分钟

鞋子烘干 40 分钟～ 60 分钟

小件衣物烘干 大约 120分钟

除螨措施 大约 ６ 小时＜每套被褥（被子、褥子各1床）＞

定时器 微电脑型　2 小时

产品重量 3.2 

产品尺寸 高 398 ｍｍ × 宽 300 ｍｍ × 深 140 ｍｍ

电源线长度 1.9 m

安全功能
电流保险丝 10 A / 温度保险丝 99 ℃

过热保护型热敏电阻

※  运转状态为[关]时，耗电量约为0.4 W. （插上电源插头的状态）
 消耗功率为环境温度20 ℃时的数值。

●本产品为中国大陆设计，不可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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