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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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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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警示
为减少故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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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如果您没有遵照此指示操作，您可能会受到
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

注意

您必须注意，否则潜在的危险可能使您受到
轻度的伤害或损坏您的物品。

请勿损坏或改造，或用力弯曲，拉扯，扭曲电源线，
也不要放置任何重物在电源线上或挤压到电源线。
请勿让电源线接触蒸汽喷头的高温表面。
请勿在捆绑着电源线的状态下使用。
不要在手湿的时候使用本产品。
不要让本体靠近易燃物品（如汽油或类似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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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为了减少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触电或火灾的危险，请遵守
下列规定：

电源线插头或电源线在损坏或发烫的情况下请勿使用。
如果插入家用电源插座的电源插头松动时，请勿使用。
在本产品接通电源期间，使用者不能离开。
02

切勿在手湿的情况下将电源插头连接到家用电源插座或
从家用电源插座中拔出。
中文

目次

请勿改装，拆卸或修理本产品。
－ 否则可能会因为异常操作而导致火灾或伤害，请务必
委托本公司指定的维修店修理。
请勿在存放时将电源线缠绕在本体上。
－ 否则可能导致电源线断线，发生触电，或由于短路而
导致火灾。
请不要把产品浸入水中或其他液体中。
－ 否则可能会导致烫伤，触电或短路引起火灾。
如果产品或水箱等部品发生跌落、有可见的损坏迹象或
有渗漏现象，则不能使用。
－ 请不要自行拆机维修，应送指定的维修店修理。
03

中文

为减少受伤、触电或火灾的危险，请务必遵守以下安全注意
事项：
在给水箱注水前必须将器具的电源软线的插头从插座上
拔掉。
输入电压必须符合产品底座上标明的额定电压。请将电
源插头完全插入插座中。
定期清洁插头，以防止灰尘堆积。
－ 请拔下插头，并用干布擦拭。
请单独使用插座，不要使用电源接线板。
－否则会造成触电或火灾。
本产品只能使用带接地线的插座。
－否则可能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发生异常和故障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拔下电源插头。
＜异常或故障的例子＞
·经常自动停止或电源线，电源线插头发热异常或褪色。
·本产品变形或发出类似燃烧的异味。
－ 请咨询本公司授权的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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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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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或其维
修部或类似的专业人员来更换。
－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生或受伤。
蒸汽喷头必须稳固地放在放置架上，并确保底座放置的
位置是平稳的。
－ 否则会造成蒸汽喷头刮伤，蒸汽喷头掉落会造成身体
受伤或烫伤。

注意
蒸汽喷头不能朝下使用。
－ 否则会因热水滴出导致烫伤。
使用期间，不要用手接触高温部位（喷嘴表面、放置架、
蒸汽输送管及其附近的高温部）。
－ 否则会造成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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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使用期间，不要触碰蒸汽。
－ 否则会造成烫伤。

为了减少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触电或火灾的危险，请遵守
下列规定：
请勿将针或他类似物品插入喷嘴，或将其用于插着缝纫
针或其他类似物品的衣物上。
可能会有喷嘴面突然喷出蒸汽的情况，请不要将喷嘴近
距离地对向自己或他人。

不要侧倒放置底座。
－ 否则会造成漏水、地板和地毯损坏。

切勿将本产品用于织物以外的物品。
本产品完全冷却之前请勿进行收纳。

电源线在扭曲的状态下请勿收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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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倒置或倾斜放置蒸汽喷头，请按指示正确放置蒸汽
喷头。
－ 否则可能会造成产品跌落、人员受伤或烫伤。

中文

警告

不要把蒸汽喷头放在底座或地板上。
－ 否则会造成产品、地板
和地毯损坏。

请勿在水箱中加入香水，醋，淀粉，除垢剂，熨烫辅助
剂或其他化学物品。
本产品适用自来水、纯净水或蒸馏水。
－ 否则可能会沾染衣物，使衣物变色。
请勿使用市面上的任何熨烫配件。
－ 否则可能会因为错误操作而导致烫伤或者衣物损坏。
请勿在不耐高温或者不防潮的墙壁或者家具附近使用本
产品。
－ 否则可能会损坏墙壁或者家具。
请勿在水箱中加入热水。
－ 否则可能会因热水溅出而造成烫伤。
不要拉着蒸汽输送管来移动底座。
－ 否则会损坏蒸汽输送管、触电、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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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搬动产品时，请不要通过衣架及衣架挂钩来提起整个
产品。
－ 否则可能导致产品跌落、受伤。
请勿在蒸汽输送管被压扁、堵塞的情况下使用。
－ 否则会因热水从底座溢出导致地板和地毯损坏或造成
烫伤。
不要在蒸汽输送管或电源线缠结的状态下使用本产品。
－ 否则可能会造成蒸汽输送管损坏，触电和火灾。

将本产品用于高级或者特制衣物时，请先在衣物隐蔽处
试用。
－ 否则可能会导致其损坏。

衣架

只能使用本产品应有的功能熨烫衣物，请不要熨烫或喷
蒸汽到穿在身上的衣物。
－ 以免烫伤或受伤。

熨烫布
（仅NI-GWE080）

蒸汽输送管未正确安装到底座上时请勿使用，在使用过
程中请勿拔出蒸汽输送管。
－ 否则可能会造成烫伤。

在取出水箱时，请确保电源开关处于断开状态，且请不
要触碰底座的残留水。
－ 否则有可能造成烫伤。

将电源插头拔出时必须抓住电源插头，不能拉电源线或
用湿手触及电源线。
－ 否则会造成火灾、触电、或受伤。
使用产品时，请注意防止由于蒸汽喷溅所产生的危险。
－ 否则蒸汽喷出可能导致烫伤。

档位开关

喷嘴
衣架挂钩

将蒸汽喷头放置在放置架时，请将伸缩杆拉伸至最长。
－ 否则蒸汽喷头会因掉落而造成产品损坏或受伤。

蒸汽喷头

各部品名称

在不使用本产品的时候必须将电源插头拔掉。
－ 否则会造成火灾，触电或受伤。

电熨斗完全冷却之前请勿进行收纳。
－ 否则有可能造成烫伤。

为了减少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触电或火灾的危险，请遵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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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后，请将水箱的水排空。
－ 否则产品在下一次使用时会有热水溅出而导致烫伤。

蒸汽喷头
喷头放置架
横杆
蒸汽输送管

档位开关

把手
阴影部分表示手持区域。

横杆
（仅NI-GWE080）
烫布支撑杆
（仅NI-GWE080）

中文

注意

电源开关

水箱
关

水箱

底座

电源开关
水箱
电源线
电源插头

注水口盖
注水口

提手

锁定扣

电源指示灯

开

伸缩杆
固定螺母
底座

衣架

蒸汽输送
管插口
伸缩杆
插口

（NI-GWE080）

（NI-GWE075）
07

中文

组装产品时，请在平坦稳固的地方进行。
1. 将底座的锁定扣打开，然后按正确的安装方向［烫布支
撑杆的方向如图（仅ＮＩ－ＧＷＥ０８０）］将伸缩杆插进底座上
的插口内，并将伸缩杆压到底，然后将锁定扣压紧。
安装时注意底座
放置的方向。
烫布
支撑杆

４． 将衣架上的熨烫布拉长，把
下端横杆卡入烫布支撑杆的
前端卡位。然后将熨烫布按
图示拉直，并将烫布支撑杆
位置调整至适合高度。
（仅NI-GWE080）

５． 将蒸汽输送管接口插进底座上的
插口内，然后顺时针旋紧固定
螺母，直到听到“咔”的声音。

挂烫机的使用方法

水箱的加水
在给水箱注水前必须将器具的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掉。
１．在底座中间位置轻轻提起水箱尾部，取出水箱。把水箱
反过来拿稳，使其底部向上。
2. 1 拧开水箱底部的注水口盖。
2 把水箱稳固放在水龙头下方，根据需要加入适量的
水。
3 拧紧注水口盖。

１． 将需要熨烫的衣物挂在衣架上。
将电源插头插入合适的交流电源插座中。
２． 将电源开关设置到“
点亮。

”或“

中文

产品的组装

”位置，电源指示灯

2
1

3

２． 松开伸缩杆上的锁定扣，将伸缩杆向上拉到最大高度，

电源开关档位

指示灯亮度

开始出蒸汽时间

再将锁定扣压紧。
3. 将水箱安装在底座上，要注意水箱与底座稳固配合。
约８０秒
（NI-GWE080）

（NI-GWE075）

６． 将蒸汽喷头放在衣架的放置架上。

３． 如图示在伸缩杆（小头）安装衣

架，安装时衣架下端的伸缩
杆插口对准伸缩杆的头部后
把衣架用力下压，直到听到
“咔”的声音，确保伸缩杆
头部的弹子锁扣卡入伸缩杆
插口壁上的小孔中。安装时
注意衣架和伸缩杆的方向。
08

伸缩杆
插口

弹子
锁扣

注意：
ａ） 在给水箱注水时，水面触碰注水口下部时的水箱容量约
2 Ｌ，请根据需要加入适量的水。
ｂ） 请加入自来水，如果您所居住的区域水质非常硬，水垢
在产品内积聚的速度会非常快，建议使用蒸馏水或纯净
水等。
ｃ） 加水时，注水口及水箱周围的凹槽内可能会出现积水，
这并非故障。请在安装水箱前妥善清除。

约５０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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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蒸汽档位。

中文

在抓握蒸汽喷头时，请握住把手上有条纹的部位。

注意：
ａ） 如果蒸汽输送管松动时会很难出蒸汽，蒸汽输送管会发
出异常响声。
ｂ） 当水箱的水位线低于“
”时请加水。
ｃ） 使用过程中请勿将水箱或者蒸汽输送管从底座中取出。
ｄ） 关闭电源开关即可关闭蒸汽。
ｅ） 在熨烫时，可能有水从喷嘴滴到衣物上，这并非故障。
ｆ ） 从底座上取出水箱时，请关闭电源开关，拔出电源插头。
ｇ） 在水箱水量减少到最少水位以下时，指示灯会反复点亮
与熄灭，并非异常。

更好的使用
在熨烫过程中可同时用手拉直衣物，
使衣物熨烫得更平整。
亦可使用熨烫布支撑衣物进行熨烫
（仅NI-GWE080）。

阴影部分表示手持区域。
４． 熨烫衣物。
建议整理或更换衣物时，将蒸汽喷头挂放在喷头放置架上。

５． 使用完毕后请将电源开关设置到“ 关 ”并
切断电源，拔出电源插头。

腈纶、醋酸纤维
尼龙、丝绸
涤纶、人造丝
雪纺
羊毛
棉布、亚麻

电源开关 档位开关

”位置，
将电源开关设置在“ 关 ”位置。

3. 切断电源，拔出电源插头。

建 议
适用于薄质衣物的
一般褶皱。

4. 约1小时后，从底座上取出水箱，
拧开注水口盖，晃动水箱内剩余
的水（或再加入适量的水）清洗水
箱内壁，然后将水倒干净，之后
拧紧注水口盖。

适用于薄质衣物的
顽固褶皱。
适用于厚质衣物的
一般褶皱。
适用于厚质衣物的
顽固褶皱。

注意：
请勿使用于皮制衣物。
将本产品用于高级品、特殊材料、耐热性弱的纤维时，请先在
衣物隐蔽处试用。
（天鹅绒、毛织品、山羊绒、腈纶、丝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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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档位开关设置在“

2. 把蒸汽喷头正确放在放置架内。

衣物织物及熨烫方式
衣物纤维

使用后
中文

３． 然后根据您的需要设定“

注意：
ａ） 挂衣物的最大荷重为３ ｋg，衣架挂钩的单独最大荷重
为２ ｋg。
ｂ） 在熨烫时请勿用力拉扯衣物，以免产品侧翻。
ｃ） 请勿触碰蒸汽，以免烫伤。
ｄ） 在使用熨烫布进行熨烫时，请勿将手放置于熨烫布的
背面。
ｅ） 在熨烫过程中，在熨烫过程中，蒸汽会在衣架上凝结水
滴，水滴过多时会弄湿衣物，这是正常现象。

5. 请确认伸缩杆的锁定扣确实锁紧，
然后双手分别握住两侧伸缩杆向上
提起整个产品进行移动，并将产品
置于安全处保管。
11

清洁保养

中文

蒸汽喷头、底座及蒸汽输送管的清洁保养
1 关闭电源后，待蒸汽喷头、
衣架和底座充分冷却。
2 用软布擦拭蒸汽喷头的喷嘴
和底座表面等部位，出现较
严重的污渍时，可用软布沾
中性洗涤剂擦拭。
3 边旋转固定螺母边向上拔出
蒸汽输送管，清理蒸汽管及
其与底座接口处的污渍。
注意：
蒸汽输送管会随着伸缩杆的收回而弯曲，并妨碍搬动，故
如需要收回伸缩杆时，请先将产品置于安全处，并按图示
收纳。

为了保持最佳的蒸汽熨烫性能，请定期去除产品内部的水垢
和杂质。
因此，建议您至少每个月进行一次除垢。

2
3
4

(NI-GWE07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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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产品无法产生蒸汽或
产生的蒸汽不连贯

关闭电源后，放置约１小时，待蒸汽喷头、衣架和底座
充分冷却。
将伸缩杆、蒸汽输送管、水箱
从底座取出。
如图，将底座内的水从蒸汽
输送管插口倒出。
将底座放置在水平的地方， 蒸汽输送
管插口
然后将装有水的水箱安装
在底座上，等待约10秒后
取出水箱。
如图，将底座的水从蒸汽管
输送插口倒出。

处理方法

可能造成的原因
电源插头没插上或电源开关未设置。

插上电源插头，确实设定电源开关到
“ ”或“ ”档位。

蒸汽凝结产生的冷凝水残留在蒸汽输送管内。

将蒸汽喷头垂直提起并拉直蒸汽输送管，
使冷凝水回流。

水箱没水或水位低于“

按加水指示给水箱加水。

”水位标示。

水箱或蒸汽输送管没正确安装到底座上。

正确安装水箱到底座上。

挂烫机未充分加热。

电源开关设定为“
电源开关设定为“

水箱的注水口盖没拧紧。

拧紧注水口盖。

蒸汽输送管弯曲。

将蒸汽输送管拉直。

衣架上的衣物过重。

减轻衣架承载的衣物（少于３ ｋg）。

伸缩杆的锁定扣未锁紧。

将锁定扣确实锁紧。

产品发出咕噜声

蒸汽输送管处于 Ｕ 形状态。

请勿弯曲蒸汽输送管。

蒸汽喷头有水滴出

蒸汽输送管或蒸汽喷头长时间水平使用
（产生积水）。

请竖直使用蒸汽输送管或蒸汽喷头一次（使积
水流回水箱）。

清洁水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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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WE080)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中文

6. 请在蒸汽输送管伸直的状态下存放。

”档时，需加热约８０秒；
”档时，需加热约５０秒。

底座漏水

伸缩杆下滑

如果按照以上方法仍然无法处理故障。

请送指定维修店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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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号

NI-GWE080

额定电源

220 V

额定输入
功率

1 800 W

NI-GWE075

50 Hz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约 3.9 kg

产品重量

约 3.8 kg
大面积蒸汽＋标准蒸汽模式

蒸汽档位 四种蒸汽
模式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集中蒸汽＋标准蒸汽模式
大面积蒸汽＋顽固蒸汽模式
集中蒸汽＋顽固蒸汽模式

产品尺寸
（组装）

中文

中文

型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宽ｘ深ｘ高） 约 31 x 31 x 168 cm [从底座处测量]
（宽ｘ深ｘ高） 约 43 x 31 x 168 cm [从衣架处测量]

插头／电源
线长度

单相三极插头／长约 1.2 m

蒸汽输送
管长度
水箱容量

约 1.2 m
约2L

温度过升
防止装置

温度保险丝

执行标准

GB4706.1-2005, GB4706.84-2007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备注

塑料部件
橡胶部件
金属部件
电源线、
内部配线
陶瓷部件
本表格根据SJ/T 11364的规定编制。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
此标志标识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为10年，在环保使用期限内，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
元素在正常使用下不会发生外泄或突变，用户使用该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其人
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产品过了环保使用期要废弃时，必须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理
处理。

本产品仅适合家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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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WE080/NI-GWE075

NI-GWE080/NI-GWE075

Panasonic客户咨询服务中心：4008-811-315;
Panasonic官方网站：http://panasonic.cn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