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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示
为减少受伤、死亡、触电、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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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标志用于对需要遵循的说明的种类进行分类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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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损坏或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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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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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请勿在存放时将电源线缠绕在本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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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斗。
不要让熨斗靠近易燃物品（如汽油或类似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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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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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熨斗接通电源期间，使用者不能离开。
02

请勿改装，拆卸或修理本熨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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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要把熨斗浸入水中或其他液体中。
请勿直接通过水龙头给电熨斗加水。
－ 否则可能会导致烫伤，触电或短路引起火灾。
请不要超载使用家用电源插头或线路。
－ 在同一家用电源插座插入过多插头而超载使用时，
可能会因过热而导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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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熨斗发生跌落、有可见的损坏迹象或有渗漏现
象，则不能使用。
－ 请咨询本公司授权的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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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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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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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清洁插头，以防止灰尘堆积。
－ 请拔下插头，并用干布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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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熨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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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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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熨斗不宜供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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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必须在平坦、稳定的平面上使用。当竖立放置
本产品时，必须确保后盖板是放在稳定的平面上。
－ 如果放置在毛茸茸的地毯或其他不稳定的地方，该
产品可能会因跌落导致地毯损坏，受伤或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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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在使用过程中不要触摸蒸汽或“喷射蒸汽”。
·当使用蒸汽可以渗透的熨衣板时，不要将手，脚等
部位置于熨衣板下方。
·不要直接喷蒸汽到你的手，膝盖，或身体的其他部
位。
·当产品的一部分从熨衣板伸出时，不要使用蒸汽或
喷射蒸汽。
·不要熨烫穿在身上的衣物。
请勿将针或其他类似物品插入电熨斗，或将其用于插
着缝纫针或其他类似物品的衣物上。
可能会有底板面突然喷出蒸汽的情况，请不要将底板
面近距离地对向自己或他人。
切勿将本熨斗用于织物以外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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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熨斗完全冷却之前请勿进行收纳。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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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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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期间，不要用手接触高温部位（底板表面及其附
近的高温部）。

请勿连续快速地重复操作强力喷射按钮。
－ 如果重复操作的间隔少于２秒，热水溅出会导致烫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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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熨斗适用自来水、纯净水或蒸馏水。
－ 否则可能会沾染衣物，使衣物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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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喷射蒸汽强度低，请勿按压喷射蒸汽按钮。
－ 否则可能因热水溅出而导致烫伤。
不要倾斜或将熨斗剧烈地来回摆动。
－ 否则可能因热水溅出而导致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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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熨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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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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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干式

请在湿润的衣物（喷雾润湿）上使用干式熨烫。

熨烫以下衣物时，先在不显眼的区域测试，或在衣物
上铺一块布，以防在衣物上留下烫痕。
·昂贵或特殊加工面料（绒，腈纶，锦纶，羊绒等）。
·织物上有“低热”或“中温”指示的标签的，或深
色织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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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使用熨斗的时候必须将电源插头拔掉。
－ 否则会造成火灾，触电或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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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档蒸汽 高档蒸汽

A

•
••
•••

N

部分衣物的标签上标有这些点，以指导您选择正确的
熨烫温度设置。
如有需要，请使用熨烫布。

满水

G
H

O
I

A
B
C
D
E
F
G
H
I

调温指示灯
把手
调温旋钮
喷雾按钮
喷射蒸汽按钮
蒸汽／干式旋钮
注水口盖
喷雾嘴
最大水位标线

低温
中温
高温

M

E
F

请勿通过拉扯电源线的方式拔出电源插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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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 C B

J

K L

J
K
L
M
N
O

１．将蒸汽／干式旋钮旋转至干式位置，以防止漏水。

底板
调温刻度位置
水箱
后盖板
电源线
电源插头

注意：
・调温指示灯交替点亮和熄灭时，表示底板温度正在改变。
如果将调温旋钮从高温旋转到较低温度，请等待指示灯
点亮后再使用电熨斗。
・请勿将灼热的电熨斗放在布上过久，亦勿用布包裹灼热
的电熨斗。

２．当需要使用蒸汽、喷射蒸汽、垂直熨烫或喷雾时，请在
水箱中注入水。
① 打开注水口盖，如图所示握
住电熨斗，向电熨斗加水，
最多加到“ 满水 ”标记处
（约 210 毫升）。
请使用干净的加水杯加水。

水

中文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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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熨斗的使用方法

电熨斗调温旋钮上有文字、点和蒸汽符号。
这些点表示 3 种温度范围：

中文

各部件名称

满

注意

“ 满水 ”

② 竖立放置电熨斗，以检查加水量是否正确。
③ 关闭注水口盖，否则熨衣时水会从水箱里飞溅出来。
注意：
・在给水箱注水前必须将产品的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
掉。
・切勿将水箱装得太满，否则竖立放置电熨斗时蒸汽会从
蒸汽孔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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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将电源线插头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５．根据衣物类型设置调温旋钮。
调温工作指示灯将点亮。
请参考第９页“蒸汽／干式旋钮使用指南”。
•使用“高档蒸汽”和“喷射蒸汽”时，请确保调温
指示灯设置为“ 亚麻 ”。
注意：
如果底板温度很高，则指示灯不会点亮。
６．等到温度指示灯自动熄灭（一般需要1-2分钟），即可使用
电熨斗。
在烫衣时此灯会时亮时熄，这表示用温度选择盘选择的
温度维持不变。

７．每次使用后
将调温旋钮旋转至“ 0 ”位置，
并拔出电源插头。

① 将蒸汽／干式旋钮旋转至干式位置。
如果使用后未将蒸汽／干式旋钮旋
转至干式位置，残留的水将会流
入底板而导致在下一次使用电熨
斗时造成烫伤。
② 使用后请立即清空水箱。不要将
本产品在有水的状态下存放。如
你在熨斗冷却的情况下清空水箱，
可在调温旋钮设置为＂ 亚麻 ＂情况
下加热5分钟，以防止有水份留在
熨斗内。
• 切勿将电源线缠绕在电熨斗上。
③ 等待熨斗冷却后再存放，且始终竖
立放置电熨斗以防止底板出现刮痕、
被腐蚀或变脏。

蒸汽／干式旋钮使用指南
蒸汽／干式
旋钮
干式

温度区域

建议

根据衣物类 适用于聚酯及其他合
型进行选择。成纤维材料。

低档
蒸汽

适用于需要少量蒸汽
的薄衣物或精致衣物。

高档
蒸汽

适用于需要大量蒸汽
的衣物（即厚布料、顽
固的皱折部位）。

“喷射蒸汽”功能能产生额外的蒸汽渗透衣料里面，有效
消除顽固皱折。如果长时间未使用“喷射蒸汽”功能，使
用此功能熨烫衣服前必须清洁电熨斗内部。只需远离熨烫
板和要熨烫的衣服，测试“喷射蒸汽”功能几次，即可防
止在衣服上形成棕色斑点或水斑。
将蒸汽／干式旋钮旋转至干式位置。
将调温旋钮旋转至“ 亚麻 ”位置。
按动喷射蒸汽按钮

蒸汽区域

使用“高档蒸汽”时，请确保调温指示设置为“ 亚麻 ”。
注意：
请勿使蒸汽触碰自己或他人身体的任何部位。
注意：
・使用熨烫板支撑蒸汽电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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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射蒸汽”功能的使用方法
中文

３．竖立放置电熨斗，确保调温旋钮
设置于“ 0 ”位置。

•每次熨烫开始时，按喷射蒸汽按钮几次。
•为了防止形成水斑，按喷射蒸汽按钮的时间间隔不得小
于2秒。
•使用蒸汽喷射功能时，如果蒸汽强度减弱，请等待温控
指示灯重新点亮及熄灭之后再使用。
•如有需要，请使用熨烫布。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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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垂直熨烫功能时，
为获得更好的熨烫效
果，请将衣物挂在衣
架上。窗帘和帷幔挂
起来后也可以熨烫。
将电熨斗保持在离身体
较远位置，使其靠近但
不接触衣物。熨烫有皱
折的衣物时，用手拉紧衣物，同时将电熨斗按在衣物上面，
并以2秒的时间间隔按压垂直熨烫按钮（喷射蒸汽按钮）。
•使用蒸汽喷射功能时，如果蒸汽强度减弱，请等待调温
指示灯重新点亮及熄灭之后再使用。

熨斗的保养和存放
使用自动清洗功能
１．请按照第7页“电熨斗的使用方法”所述在水箱中注入
自来水。

８．检查水和蒸汽已完全停止从底板蒸汽孔流出。
自动清洗结束后，将剩余的水从熨斗全部倒出。

２．将调温旋钮切换至“ 0 ”位置。

９．将电源插头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无按钮操作的情况下待电熨斗冷却后，在“ 亚麻 ”温度
设定下加热电熨斗大约５分钟。

３．将电源插头插入家用电源插座。

１０．将调温旋钮旋转至“ 0 ”位置，并拔出电源插头。

４．竖立放置电熨斗，并将调温旋钮
切换至“ 亚麻 ”位置。

“喷水（喷雾）”功能的使用方法
喷水（喷雾）功能对消除顽固皱折和需要额外加湿的部位尤其
有效。
喷水（喷雾）功能可与蒸汽熨烫或干烫同时使用。
需要喷水（喷雾）时，按几次喷水（喷雾）按钮即可。

•如果没有立即喷水（喷雾），
继续按此按钮直到喷水
（喷雾）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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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使熨斗缓慢地上仰俯动，以便将整个内部清洗干净，
并使水从底板蒸汽孔滴下。

５．调温指示灯熄灭后，将调温旋钮
切换至“ 0 ”位置，并拔出电源
插头。

６．在水槽上方水平握住电熨斗，
快速按动喷射蒸汽按钮（至少
每秒３次）约２０－３０次。

•每两周使用这种方法清洁一次。如果水质很硬（即底板
上的蒸汽孔容易被杂质堵塞），则应该更频繁地使用这
种方法进行清洁。
•竖立放置电熨斗使其冷却，然后按照第８页
“每次使用后”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熨斗的保养方法
►熨斗外表面
•拔出电源插头且电熨斗冷却后，只需使用湿抹布擦拭
即可。如有需要，请使用温和的清洁剂。
•切勿使用任何强力清洁剂。
►底板
•使用湿布可轻松去除底板上的浆粉和其他残留物。
•为避免刮擦表面，切勿使用金属垫片清洁底板，也切勿将
熨斗放置在粗糙的表面上。
•去除底板上合成面料残留物的最佳方法是加热电熨斗后，
熨烫一块旧棉布。

中文

“垂直熨烫”功能的使用方法

注意：
•切勿使用清洁器具清洁熨斗内部，它们可能会损坏电熨
斗的工作部件。首次使用熨斗时，可能会产生异味，这
是正常现象，且这些异味不会粘附在您的衣服上。切勿
使用蒸汽熨斗清洁产品清洁电熨斗内部，它们可能会损
坏熨斗的工作部件。

防水垢系统（保持蒸汽孔清洁）
水箱内的内置防水垢系统能减少电熨斗汽化室内积聚的水
垢。
此系统可延长蒸汽功能的使用时间，防止蒸汽孔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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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为什么有时候衣服熨烫
后会变成棕色？

使用蒸汽功能（尤其是使
用喷射蒸汽）时，为什么
蒸汽孔会流出白色粉末／
颗粒？

规格

故障处理
解答
如果衣物上有清洁残留物，
熨烫后衣物可能会变成棕色。

粉末／颗粒是硬水中的杂质和
矿物质。
这种粉末／颗粒无害，可以从
衣服上刷掉。

故障
底板不热

原因，处理方法

请确认插头是否插入插座接通电源。
按指示加水至“ 满水 ”位置。

无蒸汽

无蒸汽时，将蒸汽／干式旋钮设定到蒸汽
的位置，或者将调温旋钮设置到
“ 亚麻 ”位置。
蒸汽难以喷出时，请多次左右来回拨动
蒸汽／干式旋钮，然后设定到蒸汽位置。

蒸汽／喷射
量少

使用蒸汽喷射功能时，如果蒸汽强度减
弱，请等待温控指示灯重新点亮及熄灭
之后再使用。
指示灯亮起时，请等待至灯灭后再使用。

型

号

NI-M306T/M305T/M300T

额定电源

２２０ Ｖ

额定输入功率

１ ５１０ Ｗ

产品重量

约 ０．９５ ｋg

５０ Ｈｚ

中文

常见问题

产品尺寸（组装） （宽ｘ深ｘ高） 约 ２６７ ｘ １１１ ｘ １３３ ｍｍ（毫米）
插头／
电源线长度

单相三极插头／长约 １．９ ｍ

熨烫面积

约 １７３ ｃｍ2

水箱容量

约 ２１０ ｍＬ

指示灯

温控指示灯

执行标准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ＧＢ４７０６．２－２００７，
ＧＢ４３４３．１－２００９，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２０１２

本产品仅适合家庭使用。

将调温旋钮设置到“ 亚麻 ”位置。
无喷雾

漏水／热水
飞溅

请多次按动喷雾按钮。
按指示加水至“ 满水 ”位置。
使用喷射蒸汽时，按动喷射蒸汽按钮的
时间间隔至少为2秒以上。
指示灯亮起时，请等待至灯灭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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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衣后衣服
出现污渍

熨斗或注水容器可能有污染物，请清理
干净熨斗水箱并注入干净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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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中文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有害物质
部件名称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VI))

多溴联苯 多溴二苯醚
(PBDE)
(PBB)

备注

塑料部件
橡胶部件
金属部件
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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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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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NI-M306T/NI-M305T/NI-M300T

NI-M306T/NI-M305T/NI-M300T

NI-M306T/NI-M305T/NI-M300T

NI-M306T/NI-M305T/NI-M300T

NI-M306T/NI-M305T/NI-M300T

NI-M306T/NI-M305T/NI-M300T

蒸汽电熨斗

保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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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