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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是一款外觀時尚小巧。
具 有 刷 牙，潔 面 和 按 摩 三 項 功 能，同 時 具 功 能 獨 特
的智慧控制消毒盒。有是您出行和家用的理想必備
日 常 用 品，專 為 我 們 的 獨 特 產 品 量 身 定 做，產 品 高
檔，時尚，實用。
給您的生活帶來不一樣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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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主要配置
複合式矽膠牙刷

矽膠潔面刷

主機 

底座
UV紫外線殺菌消毒盒

按摩儀

UV顯示燈罩

充電插孔

電量提示燈

自動通/斷
開關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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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消毒盒是一款U V 紫外線殺菌消毒盒，使用最新
產品紫外線LED燈泡工作，因LED燈泡節能，壽命長，
穩定性好,延長電池使用壽命。
2.內置3.7V/800MAH可充電鋰電池，合上蓋子後自動
消毒7分鐘；打開盒子，UV燈消毒自動停止。
3.USB充電插孔於機體右後方。
4.充電孔右方提示燈於正常使用時不會亮燈。
5.當電量較少時，殺菌盒後方的紅色提示燈閃爍。充
電時紅色提示燈長亮；電量充滿時，紅色提示燈變成
綠色。

消毒盒功能說明

注意事項：
1.請勿在打開U V 紫外線殺菌消毒盒打開後，人為按
下自動通斷開關按鈕使紫外線運作。避免紫外線照射
到人體導致傷害。
2.紫外線殺菌消毒盒合上時，因為紫外線無法穿過塑
膠殼而不會對人體產生傷害，請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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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是一款旨在提高整體口腔衛生水準、清潔牙齒
、去除污漬的複合式矽膠牙刷。
此牙刷通過將高強度聲波脈動與矽膠刷毛+尼龍刷毛
的創新結合，在去除牙菌斑、防止齲齒、清除牙漬、清
潔牙齦等各方面都有獨特優異的性能。柔軟矽膠刷頭
對牙齒與牙齦極其溫和，可溫柔按摩牙齦。
八檔的振動強弱選擇進行調整。30秒刷牙區域換區
提醒，3分鐘智慧停機呵護敏感性牙齒。

潔牙刷功能說明

3.依據手動牙刷的使用方式清潔口腔內的每個四分
之一區域：通過轉圈的方式完成從牙齒到牙齦，外側
及裡側的清潔。在刷咬合面時，刷頭置於咬合面上前
後水準移動清潔。

2.按下中間按鈕啟動，上下
按 動 兩 個 按 鈕“+”和“-”，
調 節 振 動 大 小（共 八 個 檔
位）到您理想的使用狀態。

震幅調大

震幅調小

開/關

2-1操作方法：
1.使用本牙刷是十分溫和的，您只需像使用手動牙刷
一樣使用本產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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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潔和放置：
刷牙完後，刷頭和主機使用溫水並用手指清洗，清潔
後用溫水再次沖洗產品以達到最佳清潔效果。最後放
入底座，自然晾乾產品。

2-3維護和安全：
1.使用本牙刷時，請避免使用含漂白劑的牙膏。
2.如果您在使用本產品時感到有任何不適，請立即停
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3.如正在接受口腔疾病的治療，使用前請諮詢牙醫。
4.本產品不適合5歲以下的兒童使用。兒童及殘障人 
士需要在監護人的監督和指導下使用。

請勿使用含有酒精、汽油或丙酮等清潔產品。
請避免將產品直接暴露于陽光下，請勿將產品
置於高溫或沸水中。

4.本機設置有二分鐘的智慧提醒功能，將口腔分為四
個區域（左上，左下，右上，右下），每個區域工作30秒

，工作時每隔30秒會聽到 “滋”的一個提醒音，提示用
戶換區。
5.當四個區域工作完成時，會聽到“滋，滋，滋“三聲表
示二分鐘刷牙完成，隨後自動延長一分鐘，即整個刷
牙行程於三分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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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功能說明
換上按摩儀，我們的產品就是一支時尚優雅，抗老首
選的按摩筆。在輕輕的聲波柔動裡，對長期使用手機
的消費者，可以消除肌膚疲勞，減少皺紋，讓肌膚更
有彈性。

3-1適用對象：

3-2功能作用：
1.快速吸收保養品精華，撫平細紋
2.淡化細紋，增強肌膚彈性
3.細緻微震按摩，舒緩疲勞，促進新陳代謝

長時間使用3C電子產品
長時間熬夜、睡眠不佳

5.勿讓兒童把產品當做玩具把玩。
6.勿使用損壞的充電線，避免引起火災、觸電或損傷。
7.僅按照本說明書中的用法使用本產品。
8.本產品不會受到其它設備的電磁干擾，也不會對其
它設備產生電磁干擾。
9 . 本 產 品 在 環 境 溫 度 - 2 0 ℃ - 5 0 ℃，相 對 濕 度：
20%-90%都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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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頭
3-3使用方法：
點 動 主 機 中 間 按 鈕 開 機，調 節 上 下

“+”“-”二按鈕，選擇適合您的振動大小
，將保養品均勻塗抹在要護理的部位，
探頭輕柔接觸肌膚部位，由內而外，由
上而下，來回按摩護理。

3-4護理手法： 換上矽膠潔面刷刷頭，我們的產品就是一款多方位，
具清潔，去角質，美顏，時尚於一體的多能效潔面儀。
八個檔位元的聲波震動大小和頻率選擇，細小溫和彈 
性十足的高品質矽膠材質，它將令您的肌膚呈現自然
美麗與健康光澤。
透過溫和聲波脈動，它提供了比您雙手更完善的清潔

，有效提高了護膚品的吸收性。它可以去除絕大部分
的污垢、油脂，化妝品殘留以及死皮細胞。
在易長皺紋區域溫和傳遞低頻脈動，在不經意間，它
舒緩了歲月痕跡。經常使用令您的肌膚清爽自然，煥
發迷人光采，讓您青春常駐。

4-1使用方法：
清潔：
1.首先卸下您的面部彩妝，潤濕矽膠刷頭和您的臉部

，然後塗抹上常用的潔面乳。
2.點動主機中間按鈕開機，調節上下“+”“-”二按鈕，
選擇適合您的振動大小和頻率。
3.清潔面部時，以打圈方式清潔下巴和面頰，使用相
同方式清潔另一側面部。
4.清潔額頭時從額頭的中間分別向兩邊輕輕撫動，由
內向外直至清潔整個額頭。
5.清潔鼻子時，在鼻子的一側上下輕輕劃動，然後以
同樣的方法清潔鼻子的另一側。
6.清潔眼睛以下部位時，建議您用震動較小的脈動強
度，特別輕柔地向外撫動。
7.清潔過程完成後，沖洗並擦乾面部。然後可根據您
的需要使用護膚品。

1.塗抹保養品

2.畫圈護理

用指腹將保養品由眼內角沿下眼瞼向太陽
穴輕輕塗抹。

使用儀器由眼內角沿下眼瞼向太陽穴畫圈
式慢慢移動，每邊做6次，促進保養品吸收。

3.點壓護理
手握儀器，將儀器按頭按圖示方式由眼內角
像眼尾進行點壓護理，每點停留10秒左右，
每邊反覆6次。

4.移動護理
從下眼瞼的中點，分別向內眼角和眼尾處緩
慢移動，每邊6次，切勿往後拉扯，舒緩撫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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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注意事項：
1.搭配個人適合的保養品加倍保養
2.塗抹精華液、乳液、眼霜、面膜保養後使用

臉部清潔功能說明
換上矽膠潔面刷刷頭，我們的產品就是一款多方位，
具清潔，去角質，美顏，時尚於一體的多能效潔面儀。
八個檔位元的聲波震動大小和頻率選擇，細小溫和彈 
性十足的高品質矽膠材質，它將令您的肌膚呈現自然
美麗與健康光澤。
透過溫和聲波脈動，它提供了比您雙手更完善的清潔

，有效提高了護膚品的吸收性。它可以去除絕大部分
的污垢、油脂，化妝品殘留以及死皮細胞。
在易長皺紋區域溫和傳遞低頻脈動，在不經意間，它
舒緩了歲月痕跡。經常使用令您的肌膚清爽自然，煥
發迷人光采，讓您青春常駐。

4-1使用方法：
清潔：
1.首先卸下您的面部彩妝，潤濕矽膠刷頭和您的臉部

，然後塗抹上常用的潔面乳。
2.點動主機中間按鈕開機，調節上下“+”“-”二按鈕，
選擇適合您的振動大小和頻率。
3.清潔面部時，以打圈方式清潔下巴和面頰，使用相
同方式清潔另一側面部。
4.清潔額頭時從額頭的中間分別向兩邊輕輕撫動，由
內向外直至清潔整個額頭。
5.清潔鼻子時，在鼻子的一側上下輕輕劃動，然後以
同樣的方法清潔鼻子的另一側。
6.清潔眼睛以下部位時，建議您用震動較小的脈動強
度，特別輕柔地向外撫動。
7.清潔過程完成後，沖洗並擦乾面部。然後可根據您
的需要使用護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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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上矽膠潔面刷刷頭，我們的產品就是一款多方位，
具清潔，去角質，美顏，時尚於一體的多能效潔面儀。
八個檔位元的聲波震動大小和頻率選擇，細小溫和彈 
性十足的高品質矽膠材質，它將令您的肌膚呈現自然
美麗與健康光澤。
透過溫和聲波脈動，它提供了比您雙手更完善的清潔

，有效提高了護膚品的吸收性。它可以去除絕大部分
的污垢、油脂，化妝品殘留以及死皮細胞。
在易長皺紋區域溫和傳遞低頻脈動，在不經意間，它
舒緩了歲月痕跡。經常使用令您的肌膚清爽自然，煥
發迷人光采，讓您青春常駐。

4-1使用方法：
清潔：
1.首先卸下您的面部彩妝，潤濕矽膠刷頭和您的臉部

，然後塗抹上常用的潔面乳。
2.點動主機中間按鈕開機，調節上下“+”“-”二按鈕，
選擇適合您的振動大小和頻率。
3.清潔面部時，以打圈方式清潔下巴和面頰，使用相
同方式清潔另一側面部。
4.清潔額頭時從額頭的中間分別向兩邊輕輕撫動，由
內向外直至清潔整個額頭。
5.清潔鼻子時，在鼻子的一側上下輕輕劃動，然後以
同樣的方法清潔鼻子的另一側。
6.清潔眼睛以下部位時，建議您用震動較小的脈動強
度，特別輕柔地向外撫動。
7.清潔過程完成後，沖洗並擦乾面部。然後可根據您
的需要使用護膚品。

按摩：
您 也 可 以 選 擇 合 適 的 檔 位 進 行
面部按摩，這將可幫助您淡化細
紋 與 皺 紋 痕 跡，緊 致 肌 膚，增 加
皮膚彈性，消除疲勞。

潔面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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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上矽膠潔面刷刷頭，我們的產品就是一款多方位，
具清潔，去角質，美顏，時尚於一體的多能效潔面儀。
八個檔位元的聲波震動大小和頻率選擇，細小溫和彈 
性十足的高品質矽膠材質，它將令您的肌膚呈現自然
美麗與健康光澤。
透過溫和聲波脈動，它提供了比您雙手更完善的清潔

，有效提高了護膚品的吸收性。它可以去除絕大部分
的污垢、油脂，化妝品殘留以及死皮細胞。
在易長皺紋區域溫和傳遞低頻脈動，在不經意間，它
舒緩了歲月痕跡。經常使用令您的肌膚清爽自然，煥
發迷人光采，讓您青春常駐。

4-1使用方法：
清潔：
1.首先卸下您的面部彩妝，潤濕矽膠刷頭和您的臉部

，然後塗抹上常用的潔面乳。
2.點動主機中間按鈕開機，調節上下“+”“-”二按鈕，
選擇適合您的振動大小和頻率。
3.清潔面部時，以打圈方式清潔下巴和面頰，使用相
同方式清潔另一側面部。
4.清潔額頭時從額頭的中間分別向兩邊輕輕撫動，由
內向外直至清潔整個額頭。
5.清潔鼻子時，在鼻子的一側上下輕輕劃動，然後以
同樣的方法清潔鼻子的另一側。
6.清潔眼睛以下部位時，建議您用震動較小的脈動強
度，特別輕柔地向外撫動。
7.清潔過程完成後，沖洗並擦乾面部。然後可根據您
的需要使用護膚品。

4-2注意事項：
1.每次使用後請徹底清潔。使用清水與肥皂清洗刷頭
表面，然後用溫水沖洗。使用不起毛的布或毛巾擦乾
後，插入專用的底座，或放入專用消毒盒中。
2.請勿使用含酒精、汽油或丙酮的清潔產品，這些物
質可能會刺激皮膚。
3.請勿使用粘土基質洗面乳、矽溶性或顆粒狀洗面乳

，去角質霜或磨砂膏，因為這些物質可能會損害柔軟
的矽膠觸點。
4.如有肌膚問題或有任何醫學疑慮，使用前請諮詢皮
膚科醫生。
5.使用過程應當是舒適的，如果您有任何不適，請立
即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6.清潔眼下區域時請特別小心，請勿使產品直接接觸
眼瞼或眼部。
7.衛生起見，不建議您與其他人共同使用。
8.請避免陽光直曬，請勿置於極端高溫或沸水中。
9.兒童使用、給兒童使用或距離兒童較近時，請密切
監督使用。
10.產品或充電器損壞時請勿使用。
11.為避免遭受電擊，本產品應連接配有安全保護接
地線的電源進行充電。
12.僅按照本說明書中的用法使用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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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仔細閱讀本部分並嚴格按照說明方法替換刷頭，
以避免損壞產品。

配件更換說明

1.主機、消毒盒充電接使用相同充電線
2.產品首次使用前請先充滿電。
3.當電池電量不足時，主機下端透明底蓋
內燈會不間斷閃爍，提示您需要馬上充電

，將USB充電插針插入主機下端充電插座
，另一端插入配有安全保護接地線的其他
任何輸出。電壓請使用直流5V的USB插座
4.充電完成之後（約一小時），指示燈持續
燈亮，不再閃動。
5.電池電量耗盡時，產品關閉。
6.充電時請勿使用產品。
7.每次充電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8.每充滿一次電後，約可使用120分鐘。

充電說明

2.更換刷頭時，請不要擰動刷頭
和主機。向上拔出刷頭，然後將
替換刷頭插入，看不到刷頭與主
機之間的縫隙為止。任何時候都
請勿擰動。

9.產品充滿電後請移除USB充電線。
10.本機使用3.7V,420MAH的鋰離子電池。                      
11.以上是關於主機部份的充電，有關消毒盒的充電
詳見” 消毒功能說明”

充電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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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按下中間鍵後，產品無法正常運作

1.電池沒電了，請充電。
2.介面被鎖定。持續按住“+”和“-”鍵解鎖。
3.微處理器出現短暫性功能故障。請連接充電線以
啟動其功能。

1.電池電量已滿，可進行使用。
2.電池電量耗盡，需要充電幾分鐘才能重新識別充
電線。
3.充電線未連接正確。請檢查充電插座或USB介面
以及充電插口。

1.乾燥後繼續使用。 
全身防水，充電插口完全密封，敬請放心使用。

1.主機、消毒盒充電接使用相同充電線
2.產品首次使用前請先充滿電。
3.當電池電量不足時，主機下端透明底蓋
內燈會不間斷閃爍，提示您需要馬上充電

，將USB充電插針插入主機下端充電插座
，另一端插入配有安全保護接地線的其他
任何輸出。電壓請使用直流5V的USB插座
4.充電完成之後（約一小時），指示燈持續
燈亮，不再閃動。
5.電池電量耗盡時，產品關閉。
6.充電時請勿使用產品。
7.每次充電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8.每充滿一次電後，約可使用120分鐘。

常見故障處理

9.產品充滿電後請移除USB充電線。
10.本機使用3.7V,420MAH的鋰離子電池。                      
11.以上是關於主機部份的充電，有關消毒盒的充電
詳見” 消毒功能說明”

Q.連接充電器後，LED指示燈沒有閃動提示

Q.充電插口潮濕

12



1.標示打叉的垃圾桶圖示產品廢棄後，不適用於普通
垃圾的處理方式，不能按照家庭垃圾處理，需按電子
電器回收處理要求送回收站處理。
2.當產品因外力原因被損壞及使用壽命已到需報廢
處理時，需按照電氣和電子設備回收標準送至相關的
電子電器產品回收站。

1.報廢產品時請先將電池取出處理。
2.請先將配件取出，再用剪刀或者其他工具將外面 
包的矽膠套取下，再用螺絲刀將手柄上的5個螺絲和
尾蓋裡的一個螺絲全部鬆開，打開手柄，剪斷電池上
的二條線，注意先剪紅色的正極線，再剪黑色的負極
線，拿出電池並按當地環保規定處理廢棄電池。
3.為保證安全，請在拆卸時佩戴手套。

廢棄處理

廢棄電池拆卸

回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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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如有以下情形，製造商及其零售商不承擔使用本產品
所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身體傷害或其他損害等後
果及相關法律責任：
1.因使用者在使用產品的時候，沒有按照產品所標示
的使用說明加以使用造成的損害；
2.產品造成的使用者或者第三人的損害，是由於第三
人的原因而引起的，則應當由該第三人承擔責任，不
能由產品的製造者或者銷售者承擔責任；
3.產品使用期限已超過安全使用期所造成的損害。

產品規格

手柄

品名：JWAY 洗臉潔牙按摩UV殺菌潔顏組

型號：JY-WF01

材質：矽膠+PA6+ABS

尺寸：194x29.5x25mm

電池：3.7V/420MAH

使用時間/充滿：約120分鐘

頻率：220/120HZ

最大噪音量：50分貝

充電輸入電壓/功率：USB 5V/2w

輸出電壓/功率：3.7V/1W

材質：ABS

尺寸：220x65x36mm

電池：3.7V/800MAH

總使用次數：70次/滿電

每次殺菌時間：7分鐘

充電時間：２.5小時

充電輸入：USB 5V/1A

充電輸出：3.0V/0.2W

合計總淨量：200g

紫外線消毒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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