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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

避免对使用者或其周邊的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和正确使用本产品，请仔细阅读本“安全注意”事项。

USB便携式烫发器

标示分类

警告

在本手册中，必须遵守的事项分类如下。

注意

有可能造成人员死亡或
重伤的事项

图形标示的含义

需要留心的
注意事项

请勿拆卸、修理或改装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受伤。

切勿進行的
禁止事项

有可能造成人员受伤
或财产损失的事项

请勿将连接线缠绕在產品主体上
它会缩短电源线的使用寿命，并可能导致短路或火灾。

必须执行的
强制事项

警告

使用时，请勿将整发剂等化妆品直接涂抹在发热板或主体上，手上沾有整发
剂时请勿使用本产品
可能会导致灼伤, 変色或故障。
不可用于人体头发护理以外的其他用途（假发、
接发等）
，不可对婴幼儿
和宠物使用
可能会导致烫伤、
变色或故障。

请勿使产品浸湿、沾水，或用水清洗
否则可能造成故障、短路、火灾。

请勿在通电状态下存放
可能会导致火灾。

USB线或USB插头出现破损、变色、插入松动时请勿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短路、火灾、冒烟。
避免让儿童使用。
请勿放在幼儿拿得到的位置。
否则可能造成烧伤、受伤。

请勿对把手部位和发热板施加过大的力
可能会导致故障。

熨烫头发的时间不宜过长
可能会损坏您的头发或过热并着火。

请勿將USB线损坏、强行弯曲、拉扯、扭曲、捆紮、放置重物、挤压、加工
或靠近热源
否则可能造成电线断裂、短路、火灾、冒烟、烧伤。

请勿在墙壁或家具的附近使用
热气可能会导致墙壁及家具受损、
变形、
变色，有火灾隐患。
拔下USB插头时，切勿拉扯连接线，务必手持插头端部拔出
可能会导致断线故障或短路，造成起火事故。

请勿使用USB以外的电源
否则可能造成冒烟、火灾。

务必关掉电源开关并拔下 USB 插头，待冷却后才進行清洁和存放
可能因高温而导致烫伤。

请勿在易燃物品（汽油、溶剂油、稀释剂、喷雾剂等）附近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或爆炸。

使用说明书

使用完毕后，务必从USB电源接口上拔下插头
可能会导致烧伤、
受伤、绝缘劣化导致短路、漏电或火灾。

使用后请务必关掉电源开关，拔下USB插头
否则可能造成冒烟、火灾。
请使用带有PSE标志的电源，且勿与其他产品共用
否则可能造成产品工作不良或引发火灾。

首先对您选购 Maxell 产品表示感谢。
使用本产品前，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
书，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产品。如果附件中随附有追加信息，请务必参照该追加信息。

使用中或使用后不久，请勿接触本产品的高温部位
可能会因高温而导致烫伤。
请勿摔落或撞击本产品
可能会导致故障、
起火。

请勿在浴室或潮湿的地方使用或存放
否则可能因绝缘劣化造成短路、冒烟、火灾。

开合夹板的过程中，注意不要夹到手指
可能会导致烧伤、受伤。

请勿湿手使用本产品，或用湿手拔插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造成短路、触电、受伤。

前言

阅读须知

●本使用说明书今后可能会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同包装品

主机

USB 充电线（1 条）

●为了改良产品，产品外观或规格可能会有部分变更，如有改动恕不另通知，敬
请谅解。

收纳袋（束口袋）
（1 个）

● 由本说明书以外的使用方法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 对因与连接机器组合引起的误动作等而造成的损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本产品并非用于医疗器材、核能机器、航天机器、运输用机器等关乎人命的设
备或机器、或是要求高度可靠性的设备或机器。使用本产品于上述设备、机器
的控制系统而故障导致的人身事故、火灾事故等，本公司概不负责。

注意

清洁保养本产品前，请务必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等发热板部
位充分冷却。
（��分钟以上）

＊请绝对不要使用溶剂油、稀释剂、煤油、汽油、酒精等，否
则会导致塑料零件受损，同时可能引起火灾或触电。

免责事項（有关保修内容请参照保修单页面 ）

● 全部以保修单上记载的规定保修为准，除该保修外，对任何包括明示和暗示
的保修不承担保修责任 。由本说明书以外的使用方法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本
公司概不负责。

清洁保养方法

●处理主体及 USB 线上的污垢时，请将布放入用水稀
释后的中性洗涤剂中浸湿，拧干后擦拭即可

●除个人使用外，禁止擅自对本使用说明书的一部分或全部进行复制。严禁擅
自转载本书内容。
● 由火灾、地震、第三者行为、其他事故、由客户故意或过失、误用、其他异常条
件下使用而导致的损失，本公司 概不负责。

注意

请勿让针脚或碎屑粘附在 USB 插头上
否则可能导致短路、起火。

使用说明书（本书 )

电源开关

Hi ：约 200˚C
Lo ：约 160˚C

发热板
（可回弹）

Oﬀ

把手部位

USB 充电线

电源灯
开合锁扣

USB-A
插头

稀
释
剂

存放方法

各部分名称

主机

溶
剂
油

Type-C
插头

●请务必关闭电源开关，拔下插头，待发热板部位充分冷却后再
进行存放。
（30分钟以上）
＊存放时，若插头与USB电源处于连接状态，可能会导致烫
伤或火灾。

注意

●请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否则可能导致烫伤、触电或受伤。
●请勿存放在浴室或其他潮湿的场所。
＊否则可能因绝缘劣化而导致火灾、冒烟、短路。

●存放时，请勿把连接线缠绕在主体上，或使连接线处于扭转的
状态。
＊否则可能导致连接线因负荷过大而断线，造成火灾、冒烟、
烫伤或短路。连接线被扭转时，请将其复直后妥善存放。

1
2

将开关设置到“Oﬀ”，从 USB 电源上拔下插头。

待发热板充分冷却后，合上夹板，滑动开闭锁扣进
行锁定。

＊如果夹板未闭合，开闭锁扣将无法
滑动。
开闭锁扣紧固难以滑动时，请
用力握紧把手部位再滑动。

开合锁扣

故障诊断
现象

操作电源开关时
电源指示灯不亮

发热板不升温 ,
升温慢

无法操作开合锁扣

USB 线异常发热

USB 插头异常发热
移动连接线时，
通电
时断时续
发热板以外的部位
传出焦臭味

原因

未连接 USB 电线
USB 电源供电不足，
USB
电源的保护电路启动了

处理方法

使用随附的 USB 线与 USB
电源连接
使用额定输出为 �V�A 以
上的 USB 电源或移动电源

USB 线的插头未完全插入 确认插头的插入状态
移动电源的电量不足

给移动电源充电

USB 电源电力不足

使用额定输出为 �V�A 以
上的 USB 电源或移动电源

夹板的开闭锁扣未锁定

夹板处于打开状态时，
升温
较慢

夹板处于打开状态

合上夹板后再进行锁定

开关紧固难以滑动

稍微加大力度握紧把手部
位，
同时滑动开闭锁扣

使用了随附配件以外的
连接线
连接线断线

有异物堵塞插头

请使用随附的 USB 线
立即停止使用
立即停止使用

连接线断线

立即停止使用

内部零件短路

立即停止使用

使用方法

使用前

●湿发状态下，请擦干头发后再使用本产品。
＊湿发状态下，难以顺利打理发型。

基本使用方法
使用随附的 USB 线，连接主体和 USB 电源（AC 适配器或移
动电源等）

1

●请将插头完全插到底。
●请使用输出功率为5V2A以上的USB电源。
＊建议使用麦克赛尔制的移动电源。

●若使用了美发油，请在头发完全干透的状态下使用本产品。
＊湿发状态下，色素容易脱落，弄脏夹板。
●若使用了染发剂进行染发，请在染发的�～�天后再使用本
产品。
＊否则可能会损伤头发。

●使用烫发夹板时，请勿与家用直发剂、含有还原剂的烫发药水、
卷发拉直剂搭配使用。
＊否则可能会损伤头发或做成故障。
注意

2

●发热板周围温度非常高。
使用时，请注意不要貼近脸部。

＊否则可能会烫伤。请注意不要触碰到面部、耳朵、脖子和手
等部位。

●主体上沾有整发剂或化妆品等污垢时，请立即用干布等擦拭干
净。
＊否则可能会导致主体受损。

1

2

3

取 3cm 左右的发束，夹在发热板中央
●每次取的发束的量不要超出发热板。
●熨烫头发时，请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同一
位置。

保持匀速，缓缓拉至发梢

●发热板请与皮肤保持3cm以上的距离。
●拉直的效果因人而异，取决于发质和卷曲的程
度。
●对于卷曲的头发没有拉直效果。

对所有头发进行上述（1 ～ 2）的操作

发热板及发热板周围的温度非常高。
请注意不要接触到皮肤。

请勿触摸此部位

3
4

等待温度达到设定值

●3分钟左右约有160˚C，6分钟左右约有200˚C。
（因使用时的室温而异）

用手稍稍用力握住夹板的把手部分，在闭合状态
下滑动开合锁扣，解除锁定

●接通电源后，若夹板处于
打开状态，需要等待一段
时间，才能达到设定温度。

5

直发造型方式

注意

发热板处于锁定状态下，滑动电源开关，设置档
位 Lo（约 160˚C）或 Hi（约 200˚C）

注意

●请勿对严重受损的头发使用。
＊否则可能会导致头发断裂或烧焦。

使用方法

打理头发

参照“直发造型方式”或“卷发造型方式”
，打理头发。

●电源灯亮起，发热板开始加热。

●使用前请先确认产品各部位有无变形或破损等异常。
●使用时，请避免发热板在同一位置停留过久。
＊否则可能会损伤头发。

6

把手部分

2

3

使用完毕后，滑动电源开关，设置到“Oﬀ”

8

从 USB 电源和主体上拔下 USB 线
的插头

9

锁定发热板

●请手持插头的端部拔出。

插头端部

●在夹板闭合的状态下滑动开闭锁扣，锁定发热板。
●使用后不久，发热板的温度非常高。
注意

开合锁扣

即使发热板处于闭合状态，也有可能
导致烫伤或火灾。若要进行保养，或
是放入袋中收纳、存放等，要待发热
板充分冷却后再进行。
（��分钟以上）

请注意定期检查

从希望卷曲的位置取 3cm 左右的发束，夹在发
热板中央
●每次取的发束的量不要超出发热板。
●熨烫头发时，请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同一位
置。

边夹住发束，边旋转半圈

●发热板请与皮肤保持3cm以上的距离。
●打造内卷造型时，将发梢往面部方向旋转半圈。
●打造外卷造型时，将发梢向外侧旋转半圈。

将夹板缓缓向发梢拉动

【内卷造型示意图】

4

7

●请勿放置在易燃物品、不耐热的物品
附近。

梳理头发，整理头发流向

卷发造型方式

1

开合锁扣

●在正式操作之前，请先用低温进行试用。
否则可能会导致
头发断裂或烧焦
●打理头发的过程中，请注意不要使发热板及发热板周围
接触到皮肤。否则可能会烫伤。
●打造卷发时，无需固定发热板，拉动发热板滑过头发即
可。
否则可能会损伤头发。
●使用中想要暂时放置主机时，请放置在平坦的桌子上。
＊请勿置于易燃物品上。

对所有头发进行上述（1 ～ 3）的操作

烫发夹板有使用寿命。请定期进行检查 , 以防止产品因使用寿命发生事
故。
务必检查使用多年的 USB 便携式烫发器 !
是否出现过以下状况？

●发热板有时不发热。
●移动连接线时，通电时断时续。
●有烧焦的气味。
●出现其他异常、故障。

若出现异常，请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发生故障或事故，请从USB电源上拔下插头，停止
使用。
自行修理十分危险。
切不可自行修理。

规格

［主机］

输入电压 / 电流
预设温度
外形尺寸
重量
使用温度范围

： DC5V/2A
： Hi 约 200℃ / Lo 约 160℃
： 202×35×28mm( 当开合扣被锁定时 )
： 约 100g
： 0 ～ 35℃

USB 充电线
收纳袋（束口袋）

：USB-A Type-C、约 1m
： 约 24×8 cm

［付属品］

※记载的名称、文字标记、标志是maxell 或其他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Maxell, Ltd.
邮编151-8527 东京都涩谷区元代代木町3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