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利浦产品手册



口腔护理



一机在手，尽享出色刷牙体验
新款电动牙刷可更好地清洁牙刷，让您露出闪亮笑容。无论您身在何处，这款牙刷都可
随身携带。它采用时尚的轻型设计，具有便携盒，是适合您的理想牙刷。您的牙刷是哪
个颜色的？

规格
包含
手柄: 1个飞利浦 One 手柄
刷头: 1个飞利浦 One 刷头
旅行收藏盒: 飞利浦 One 旅行盒

设计和外观
颜色: 锦鲤红

技术规格
电池: 7号碱性电池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9 0 天

兼容性
刷头兼容性: 仅兼容, 飞利浦 One 手柄
牙刷柄兼容性: 与其他不兼容, 飞利浦 Sonicare 牙
刷头

更好的刷牙效果
微波震动

自在随行
无论何时何地可随身携带的旅行盒

多种颜色
适合各种风格的颜色

绝无任何烦恼之忧
使用刷牙指导轻松完成例行程序
使用一节电池可刷牙 90 天
订阅飞利浦 One，保持牙刷清洁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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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在手，尽享出色刷牙体验
新款电动牙刷可更好地清洁牙齿，让您露出闪亮笑容。无论您身在何处，这款牙刷都可
随身携带。它采用时尚的轻型设计，具有便携盒，是适合您的理想牙刷。您的牙刷是哪个颜色的？

更好的刷牙效果
微波震动

自在随行
无论何时何地可随身携带的旅行盒

多种颜色
适合各种风格的颜色

规格
包含
手柄: 1个飞利浦 One 手柄
刷头: 1个飞利浦 One 刷头
旅行收藏盒: 飞利浦 One 旅行盒

兼容性
刷头兼容性: 仅兼容, 飞利浦 One 手柄
牙刷柄兼容性: 与其他不兼容, 飞利浦 Sonicare 牙
刷头

设计和外观
颜色: 曜石黑

技术规格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30 天

绝无任何烦恼之忧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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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带来更好的清洁效果而设计
与手动牙刷相比*
只需轻触按钮，即可获得非凡的牙菌斑去除效果

提供高效清洁
专为带来比手动牙刷更好的清洁效果而设计*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飞利浦 Sonicare 先进的声波技术
弯曲式刷头颈，更有效地清洁后牙

柔软
敏感模式，以更轻柔的方式清洁牙齿和牙龈
设计用于去除牙菌斑，而且能轻柔呵护牙龈

零售价

￥239

规格
模式
清洁: 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敏感: 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龈

包含
手柄: 1 2100 系列牙刷柄
刷头: 1温和的清洁标准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 白色

清洁效能
速度: 毛刷震动达30,0 0 0 次/分钟
健康益处: 有助于减少蛀牙

操作简易
电量不足指示: 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手柄: 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牙刷头系统: 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刷牙时间: 长达 2 周

技术规格
电池: 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 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2 周

功率
电压: 110-220伏, 5 伏直流

服务
保修: 2 年全球保修



3600 Series

3种模式

1个牙刷头

消毒旅行收藏盒 2 周内便可令牙齿更加自然洁白，
达到双重美白效果*
轻触按钮即可实现牙齿美白、去除牙菌斑且呵护牙龈

牙齿更白、更健康
2 周内便可达到双重美白效果*
只需 2 周即可去除日常牙渍*
美白刷头，温柔清洁

更有效清除牙菌斑
清除多达 2 倍的牙菌斑**
3 种模式：清洁、亮白、牙龈保健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消毒旅行收藏盒
UV消毒旅行收藏盒可杀死多达 98% 的细菌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牙龈保健:轻柔按摩牙龈
白色:清除表面牙齿色斑

包含
手柄: 13600 系列
刷头: 1温和的清洁标准
旅行收藏盒:消毒旅行收藏盒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浅粉色

清洁效能
速度:毛刷震动达 30,000 次/分钟
健康益处:有助于减少牙菌斑

操作简易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牙刷柄兼容性: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刷牙时间:长达 2周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2 周

功率
电压: 110-220伏, 5 伏直流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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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2100 Series For Kids

2种模式

2支牙刷头

HX2472/01

声波震动牙刷帮助孩子养成刷牙好习惯
儿童系列电动牙刷
飞利浦 Sonicare2100For Kids电动牙刷适合 4 岁及以上儿童使用。它提供了理想的牙菌斑去除效果、声波技术、
趣味
附件，帮助孩子养成正确的刷牙习惯，终生体会刷牙的乐趣。

提供高效清洁
飞利浦 Sonicare 先进的声波技术
专为带来比手动牙刷更好的清洁效果而设计*

为成长中的牙齿保驾护航
较小的 TPE 支架式刷头，专为儿童设计

专为培养正确的刷牙习惯而设计
2 种儿童友好电动模式可提供轻柔、有效的清洁。
可爱的牙刷架
KidPacer 可鼓励孩子有效刷牙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敏感: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龈

包含
手柄: 12100 系列儿童牙刷柄
充电器: 1
刷头: 2 种轻柔清洁模式，适合儿童
牙刷架: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黄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30,000 次刷头移动/分钟

操作简易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刷牙时间:长达 2 周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长达 2 周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5 伏直流

服务
保修: 2 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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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充电式声波震
动牙刷

Elite+

1种模式

1个牙刷头

HX3216/01

声波震动牙刷清洁效果超凡*
清除多达 3倍以上的牙菌斑*
实现从手动到声波震动的过度。从今开始，带给您良好的洁牙体验。

创新技术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比手动牙刷高出 3 倍的牙菌斑清除效果

量身定制
计时器可促进 2 分钟全方位刷牙
适应新牙刷的好方式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电池寿命
卡入式刷头系统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包含
手柄: 1个 Elite+
刷头: 1个 C1ProResults 标准牙刷头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浅蓝色

清洁效能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性能:去除多达 3 倍的牙菌斑*

操作简易
手柄:人体工程学设计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镍氢电池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14天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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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充电式声波震
动牙刷

Elite+

1种模式

2支牙刷头

HX3226

经临床验证，可提供出色的清洁效果*
有效改善牙龈健康*
实现从手动到声波震动的过度。从今开始，带给您良好的洁牙体验。

创新技术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有效改善牙龈健康*

量身定制
计时器可促进 2 分钟全方位刷牙
适应新牙刷的好方式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电池寿命
卡入式刷头系统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出色的每日清洁

包含
手柄: 1个 Elite+
刷头: 2 个牙龈护理型刷头（G2）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深蓝

清洁效能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健康益处:提升牙龈健康

操作简易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手柄:人体工程学设计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镍氢电池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14天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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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Elite+

1种模式

1个牙刷头

HX3714/03

经临床验证，可提供卓越的清洁效果*
清除多达 7倍的牙菌斑*
实现从手动到声波震动的过度。从今开始，带给您良好的洁牙体验。

创新技术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比手动牙刷高出 7倍的牙菌斑清除效果

量身定制
计时器可促进 2 分钟全方位刷牙
适应新牙刷的好方式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电池寿命
卡入式刷头系统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2种强度: 高,低

包含
手柄: 1个 Elite+
刷头: 1个 C2 优化牙菌斑防御刷头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薄荷绿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31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性能:清除多达 7 倍的牙菌斑*

操作简易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手柄:人体工程学设计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镍氢电池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14天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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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临床验证，可提供卓越的清洁效果*
清除多达 3倍以上的牙菌斑*
实现从手动到声波震动的过度。从今开始，带给您良好的洁牙体验。

创新技术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比手动牙刷高出 3 倍的牙菌斑清除效果

量身定制
计时器可促进 2 分钟全方位刷牙
适应新牙刷的好方式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电池寿命
卡入式刷头系统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2种强度: 高,低

包含
手柄: 1个 Elite+
刷头: 1个 C2 优化牙菌斑防御刷头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粉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31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性能:去除多达 3 倍的牙菌斑*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操作简易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手柄:人体工程学设计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镍氢电池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14天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Elite+

1种模式

1个牙刷头

HX3734/03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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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HealthyWhite

3种模式

1个牙刷头

HX6730/02

使牙齿洁白、健康，持久长效
旗舰版牙刷令牙齿洁白
人人都想拥有一口亮白的牙齿。您是否也希望自然洁白的牙齿恒久闪亮？事实证明，
SonicareHealthyWhite健康亮白型声波震动牙刷的清洁与美白模式只需两周时间便可
清除日常累积起来的牙齿色斑。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声波技术令牙齿自然亮白
经实验表明，安全且柔和

提供定制刷牙体验
Easy-start刷牙动力增强程序带来舒适的 Sonicare声波震动刷牙体验
净白模式：实践证明可有效清除牙渍
清洁模式：标准 2 分钟模式
敏感模式：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龈

指导您遵循牙医建议
两分钟计时器有助于确保达到推荐的刷牙时间
Quadpacer30 秒时段计时器可促进有效刷牙

提供高效清洁
Sonicare流动洁力，强力清洁齿间
弯曲式刷头颈，有效接触后牙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出色的每日清洁
敏感: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龈
清洁与美白: 2 分钟清洁 + 30 秒亮白

包含
牙刷柄: 1个 HealthyWhite健康亮白型声波震动牙
刷手柄
刷头: 1个 ProResults标准牙刷头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雾白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31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性能:去除高达 90% 的牙齿色斑*
健康益处:帮助改善牙龈健康
美白益处:令牙齿加倍亮白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操作简易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刷牙时间:长达 3周**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橡胶手柄，易于把
握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3 周**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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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出色的每日清洁
牙龈保健:轻柔按摩牙龈
白色:清除表面牙齿色斑

包含
手柄: 1个 ProtectiveClean 手柄
刷头: 1个牙龈护理型刷头（G2）
旅行收藏盒: 1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淡粉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62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健康益处:短短两周内提升牙龈健康,有助于减少蛀
牙
压力反馈:可提示用户的振动手柄
提醒功能: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和
Smartimer2分钟智能计时器

精锐感知科技
智能力度感应:刷牙太过用力时提醒
BrushSync刷头更换提醒: 始终了解何时更换刷头

操作简易
牙刷柄兼容性: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刷牙时间:长达 2周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2 周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ProtectiveClean
5100

内置压力传感器

3种模式

1种 BrushSync 功能

旅行收藏盒

HX6856/12

轻轻松松，让牙龈更健康。
相比手动刷牙，我们将牙龈健康程度提至理想状态
您可以好好感受下，相对于手动刷牙方式而言，采用压力传感器的温和刷牙技术将牙龈
健康程度提至理想状态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有效改善牙龈健康*
安全且柔和地清洁敏感部位、畸齿矫正和口腔治疗的部位。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从三种模式中进行选择

创新技术
提醒您是否用力过猛
始终了解何时更换您的刷头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连接智能刷柄和智能刷头

量身定制
鼓励您刷牙
旅行可轻松携带

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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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出色的每日清洁
牙龈保健:轻柔按摩牙龈
亮白:清除表面牙齿色斑

包含
手柄: 1个 ProtectiveClean
刷头: 1个牙龈保健型刷头 (G2)
旅行收藏盒: 1
充电器: 1

设计和外观
颜色:白色和浅蓝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62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健康益处:短短两周内提升牙龈健康,有助于减少蛀
牙

压力反馈:可提示用户的振动手柄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精锐感知科技
智能力度感应:刷牙太过用力时提醒
BrushSync更换提醒: 始终了解何时更换刷头

操作简易
牙刷柄兼容性: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更换提醒:始终确保卓越效果,提醒图标亮起
电量不足指示:指示灯显示电池状态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刷牙时间:长达 2周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2 周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ProtectiveClean
5100

内置压力传感器

3种模式

1种 BrushSync 功能

旅行收藏盒

HX6859/12

轻轻松松，让牙龈更健康。
相比手动刷牙，我们将牙龈健康程度提至理想状态
相对于手动刷牙方式而言，采用压力传感器的温和刷牙技术将牙龈健康程度提至理想状
态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有效改善牙龈健康*
安全且柔和地清洁敏感部位、畸齿矫正和口腔治疗的部位。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从三种模式中进行选择

创新技术
飞利浦 Sonicare先进的声波技术
提醒您是否用力过猛
连接智能刷柄和智能刷头
始终了解何时更换您的刷头
带

量身定制
鼓励您刷牙
旅行可轻松携

零售价

￥599



充电式声波震动牙刷

DiamondClean

5种模式

2支牙刷头

杯式充电器

USB旅行充电器

HX9362/67

只需一周，清除表面牙齿色渍,展现亮丽洁白的牙齿
飞利浦 Sonicare美白声波震动牙刷
Sonicare的美白效能在我们的飞利浦 Sonicare声波震动牙刷中得以展现。请立即使用
Sonicare声波震动牙刷。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使用我们的 DiamondClean刷头，1周内即可露出亮白的微笑*
比手动牙刷高出 7倍的牙菌斑清除效果
短短两周内改善牙龈健康*
可从 5 种模式中进行选择，包括深层清洁和敏感模式
安全且柔和，可满足您的口腔健康需要

提供高效清洁
弯曲式牙刷颈，有助于清洁难以触及的部位
我们的创新技术可为您带来强劲、轻柔的清洁效果

量身定制
USB充电式旅行收藏盒和
充电杯
计时器可促进 2 分钟全方
位刷牙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每日清洁
牙龈保健:轻柔按摩牙龈
抛光:让您的牙齿亮丽洁白
敏感: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龈
白色:清除表面牙齿色斑

包含
手柄: 1个 DiamondClean 钻石亮白型刷头
刷头: 1个 DiamondClean 迷你型牙刷头, 1个
DiamondClean标准牙刷头
杯式充电器: 1
旅行收藏盒: USB 旅行充电器

设计和外观
颜色:粉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62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性能:清除多达 7 倍的牙菌斑*
健康益处:短短两周内提升牙龈健康
美白益处: 2 倍更佳的美白牙齿效果*
提醒功能: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计时器和
Quadpacer30 秒时段定时器

操作简易
牙刷头系统: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刷牙时间:长达 3周**
电量不足指示:当电池电量快要耗尽时，充电指示

灯呈琥珀色闪烁 15秒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显示屏:液晶显示屏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长达 3 周**

功率
电压: 100-240 伏，50-60 赫兹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1099



智能化APP声波震动
牙刷

DiamondClean
9000

轻松打造智能化的刷牙体验

内置压力传感器

智能刷头感应

4 种模式、3 种强度

HX9912/79 获得持久的更洁白、更健康的牙齿
3天内实现牙齿自然亮白
使用钻石亮白9000 牙刷获得超卓清洁。带有卓越的清洁和美白功效和实时反馈，让您
体验口腔健康的改善。

钻石亮白用户可体验到口腔健康的明显改善
清除高达 10倍以上的牙菌斑以达到更深层的清洁
我们的创新技术可为您带来强劲、轻柔的清洁效果

让钻石亮白 9000 牙刷满足您的口腔健康需求
个性化刷牙体验
提醒您是否用力过猛
BrushSync可自动选择适合您的理想模式
始终了解何时更换您的刷头

利用个性化刷牙进度报告让您始终保持良好刷牙习惯
开始并保持健康的刷牙习惯

享受人性化的时尚设计
轻松充电，个性化启动

规格
模式
3种强度: 高,中等, 低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深层清洁+:实现舒爽的深层清洁
牙龈健康:特别注意臼齿
亮白+:去除表面污渍

包含
手柄: 1个钻石亮白 9000
刷头: 2 个智臻牙菌斑防御刷头（C3）
充电座: 1

连接

Bluetooth® 无线技术:已连接刷牙应用程序

兼容性
Android兼容性: Android手机, 支持蓝牙 4.0的平
板电脑
iOS 兼容性: iPad 第 3 代或更高版本, iPhone 4S
或更高版本, 带 iOS7 或更高版本, 兼容 iOS7操作
系统

设计和外观
颜色:玫瑰金

清洁效能
性能:去除多达 10 倍的牙菌斑 *
压力反馈:可提示用户的振动手柄
提醒功能: BrushPacer和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
计时器

精锐感知科技
智能力度感应:刷牙太过用力时提醒
BrushSync刷头更换提醒:始终了解,何时更换刷
头
BrushSync技术:连接智能刷柄和, 智能刷头
操作简易
牙刷柄兼容性: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更换提醒:始终确保卓越效果,提醒图标亮起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14天***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1299



声波震动牙刷与应用
程序

DiamondClean
Smart

个性化辅导

精锐感知科技

智能刷头感应

5种模式、3种强度

HX9954/52

智能系统，完善口腔健康
全面呵护，让您自信十足
通过钻石亮白智能系列获得清洁体验。实时反馈和个性化指导消除了各种猜测，可带来
非凡的牙齿、牙龈、美白效果和清新的口气。这不仅仅是一支牙刷 - 更是一套全面的口
腔护理解决方案。

经临床证明可改善口腔健康
清除高达 10倍以上的牙菌斑*适合深层清洁
2 周提升牙龈健康高达 7倍*
3 天清除牙渍高达 2 倍以上
持久享受清新口气

个性化应用程序内辅导，带来出众刷牙体验
指导您重点刷洗遗漏区域
开始护理有问题的部位
提醒您是否用力过猛
引导您减少用力刷牙
带您返回任何错过的部位，达到全覆盖

优化您的刷牙体验
刷头会自动选择设置
确保充分利用刷头
从 5 种模式和 3 种强度设置中进行选择

规格
模式
清洁: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亮白+:去除表面污渍
深层清洁+:实现舒爽的深层清洁
牙龈健康:特别注意臼齿
舌苔清洁刷头:长久保持清新口气
3种强度: 高,中等, 低

包含
手柄: 1个钻石亮白智能系列
刷头: 1个智臻洁净刷头（C3）, 1个智臻护龈刷头
（G3）, 1个智臻亮白刷头（W3）, 1个舌苔清洁
刷头
刷头储袋: 1
杯式充电器: 1
旅行收藏盒: USB 充电式旅行收藏盒

BrushSync模式配对
C3 智臻牙菌斑控制刷头:与清洁模式配对
G3 智臻牙龈保健刷头:与牙龈健康模式配对
W3 智臻亮白刷头: 与亮白+模式配对
舌苔清洁刷头: 与 TongueCare模式配对

连接

Bluetooth® 无线技术:已连接刷牙应用程序

兼容性
Android兼容性: Android手机, 支持蓝牙 4.0的平
板电脑
iOS 兼容性: iPad 第 3 代或更高版本, iPhone 4S
或更高版本, 带 iOS7或更高版本

设计和外观
颜色:蓝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 62000 次电刷运动/分钟
性能:去除多达 10 倍的牙菌斑 *
健康益处:提升牙龈健康高达 7倍****
美白益处:清除牙渍高达 2倍以上*****
压力反馈:环呈紫色亮起,可提示用户的振动手柄
补刷提醒功能:确保全覆盖
提醒功能: BrushPacer和 Smartimer两分钟智能
计时器

精锐感知科技
智能力度感应:刷牙太过用力时提醒
智能定位感应:跟踪和改进覆盖范围
智能摩擦感应:引导减少用力刷牙
立体口腔图:突显有问题的部位
补刷提醒功能:处理错过的部位

操作简易
牙刷柄兼容性: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刷头识别:与匹配的模式同步
更换提醒:始终确保卓越效果,提醒图标亮起
电量不足指示:当电池电量快要耗尽时，充电指示
灯呈琥珀色闪烁 15秒
手柄: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显示屏:液晶显示屏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14天******

功率
电压: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2199



采用 SenseIQ精准智
感科技的电动牙刷

Sonicare9900
Prestige

我们目前最高端的牙刷

SenseIQ精准智感科技可感应，调
整和呵护

三合一刷头

AI智能化 Sonicare应用程序

HX9996/11

提供出众的个性化呵护
采用 SenseIQ技术
Sonicare9900 Prestige采用 SenseIQ技术，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电动牙刷。该产品
配备个性化功能，总能满足您的需求。它通过智能化技术赋能我们的声波震动，能够感
知和适应您对口腔的整体护理需求

借助 SenseIQ精准智感科技，始终获得满意体验
SenseIQ可感应，调整和呵护
感知您的刷牙风格
如果您刷牙力度过大，可实时适应您的需求
直观地呵护牙齿和牙龈
刷牙情况的实时反馈

个性化清洁，毫不逊色
三合一刷头，提供全面呵护
飞利浦 Sonicare应用程序提供个性化指导
声波震动刷牙：高效清洁大师

量身定制
时尚精巧的设计

优质配件
采用设计简约的充电底座，轻松
充电
采用简约支架和充电座，轻松充
电

规格
SenseIQ精准智感科技
智能力度感应:刷牙太过用力时提醒
位置传感器:跟踪每次刷牙的,刷牙覆盖范围
智能摩擦感应:引导减少用力刷牙
自动调整强度级别:在用力过大时,调整强度级别
立体口腔图:展示刷牙遗漏区域
人工智能:监测并同步刷牙情况

包含
手柄: 1个 Sonicare9900系列牙刷
刷头: 1个 A3高级三合一刷头
皮质手感充电旅行盒: 1个
充电座: 1个
USB 线: 1个

连接

Bluetooth® 无线技术:已连接刷牙应用程序

兼容性
Android兼容性: AndroidOS 8.0或更高版本
iOS 兼容性: iPhones iOS 13.0或更高版本

Sonicare应用程序，提供人工智能
实时指导:个性化建议,日/月/年进度报告
可定制的模式:清洁,亮白+,牙龈健康, 深层清洁,
敏感

设计和外观
颜色:香槟金色

清洁效能
速度:高达每分钟震动频率31000次
性能:去除多达 20 倍的牙菌斑*
健康益处:提升牙龈健康多达15倍
美白益处:清除多达2倍齿面色渍
压力反馈:紫色环形灯亮起,同时手柄将改变其振动
方式以提醒您压力过大
摩擦反馈:琥珀色环形灯亮起,同时手柄将改变其振
动方式以提醒您摩擦过大,在应用程序中可打开或
关闭此功能
提醒功能: BrushPacer（每20秒震动提示换区）
和 Smartimer（刷满相应时长后自动结束）

操作简易
手柄:时尚精巧的设计,无缝触控
旅行盒:优雅小巧的充电旅行盒
牙刷柄兼容性:便捷的卡入式刷头
BrushSync刷头更换提醒:提醒图标亮起, 始终确
保卓越效果
电量不足指示:图标指示灯亮起

技术规格
电池:充电式设计
电池类型:锂离子
操作时间（电量从满到空）: 2周以上****

功率
电源: 110-220 伏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2299



飞利浦Sonicare Power
Flosser 3000

冲牙器

QuadStream技术
静音设计
脉冲波引导您操作

HX3711 效率比牙线高 2倍 *
毫不费力，深层清洁
享受轻松、深层的牙齿清洁，改善您的牙龈健康。我们的 QuadStream技术让
您不费吹灰之力覆盖更多区域，而脉冲波技术轻轻地引导您逐一清洁各个牙
齿，毫不费力。

采用先进技术，轻松清洁
• QuadStream技术可实现更快，比使用牙线更有效的清洁效果
• 脉冲波技术引导您逐一清洁各个牙齿
• 静音，效果出众，免打扰他人
• 标准喷嘴，用于定期清洁
• QuadStream喷嘴可实现最大覆盖范围
• 注水方便的 550毫升盛水箱

轻松定制您的需求
•2 种牙线清洁模式、 10种强度

规格
模式
•清洁 :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深层清洁 +:实现舒爽的深层清洁
• 强度 :10

健康益处
•去除牙菌斑 :效率比牙线高 2倍 *,清除多达
99.9%的牙菌斑 **

• 牙龈健康 :2周内改善 ***

包含
•Power Flosser:1
•F1 标准喷嘴 :1
• F3QuadStream喷嘴 :1

操作简易
•手柄 :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喷嘴附件 :轻松卡入和取下

功率
•电压 :多电压充电器

服务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性能
• 清洁 :60-90秒内清洁整个口腔
•

零售价

￥999



飞利浦Sonicare Power
Flosser 7000

冲牙器

QuadStream技术
静音设计
脉冲波引导您操作

HX3911/41

清除洁牙部位高达 99.9%的牙菌斑*
毫不费力，深层清洁
享受轻松、深层的牙齿清洁，改善您的牙龈健康。我们的 QuadStream技术让
您不费吹灰之力覆盖更多区域，而脉冲波技术轻轻地引导您逐一清洁各个牙
齿，毫不费力。

采用先进技术，轻松清洁
• QuadStream技术可实现更快，比使用牙线更有效的清洁效果
• 脉冲波技术引导您逐一清洁各个牙齿
• 注水方便的 600毫升盛水箱
• QuadStream喷嘴可实现最大覆盖范围
• 用于敏感牙龈的舒适型喷嘴
• 标准喷嘴，用于定期清洁
• 简易磁性底座，带自动关闭功能
• 静音，效果出众，免打扰他人
• 小型喷嘴盒

轻松定制您的需求
•4 种牙线清洁模式、 10种强度

规格
•清洁 :实现卓越的每日清洁
•深层清洁 +:实现舒爽的深层清洁
•敏感 :温和地清洁牙齿和牙龈
•按摩 :舒爽按摩
• 强度 :10

• 牙龈健康 :2周内改善 **
• 去除牙菌斑 :清除多达 99.9%的牙菌斑 *,清除
多达 2倍的牙菌斑 **

•Power Flosser:1
•F1 标准喷嘴 :1
•F2 舒适型喷嘴 :1

• F3QuadStream喷嘴 :2
• 喷嘴存储盒 :1

•手柄 :设计纤巧，符合人体工学
•喷嘴附件 :轻松卡入和取下

•电压 :多电压充电器

•保修 :2年全球保修

• 清洁 :60-90秒内清洁整个口腔
•

零售价

￥1299



男士理容



电池供电

便于携带

洁净剃须，让您信心十足
飞利浦 PQ206 电动剃须刀将贴面剃须系统与独立浮动刀头相结合。每
一天都可让您自信展示卓越形象

更贴面高效的剃须
舒适贴合面部轮廓

贴合面部轮廓
贴合面部轮廓

使用寿命长达 2年
自动研磨刀片

高效能电源系统
不接电源线 2 节 AA电池剃须刀

规格
附件
维护:清洁刷,保护盖

操作简易
充电:干电池操作

服务
适合中国的替换刀头:两年内使用 HQ4+ 更换一次
适合中国以外地区的替换刀头:两年内使用 HQ56
更换一次
2 年保修

剃须性能
智能贴合:独立浮动刀头
剃须系统:清洁切剃,欧洲进口

功率
电池类型: AA

零售价

￥99



洁净便利的剃
须，信心十足
飞利浦 PQ190充电式电动剃须刀将轮廓鲜明的
剃须系统与独立浮动刀头相结合。让您每一天都
可自信展示卓越形象

舒适贴合面部轮廓
高效贴面的剃须

卓越的剃须性能
自动研磨刀片

根据您的面部和颈部曲线自动调节剃须角
度
贴合面部轮廓

高效能电源系统
集成电源插头，方便充电

规格
附件
维护:清洁刷,保护盖

操作简易
充电:充电式设计, 充电 10小时可使用 25 分钟,
集成滑针式充电
剃须时间: 长达 25 分钟
显示屏:充电显示灯
充电时间: 10小时

服务
适合中国的替换刀头:两年内使用 HQ4+ 更换一次
适合中国以外地区的替换刀头:两年内使用 HQ56
更换一次
2 年保修

剃须性能
智能贴合:独立浮动刀头
剃须系统:清洁切剃系统

功率
自动电压: 100-240 伏
电池类型:镍氢电池
最大功耗: 5.4瓦
待机功耗: < 0.25瓦

设计
表面处理:装饰前盖,防滑开/关旋钮, 高光（正
面）
颜色:蓝色

零售价

￥109



电动剃须刀

Shaver series 1000

透明剃须刀

四维浮动设计

流线导入净剃系统

风驰切剃系统

S1108/02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风驰切剃系统
智能贴合: ContourFlex剃须刀头部件

功率
使用时间: 30 分钟
充电: 8小时充满电

操作简易
工作中:只能无线操作
清洁:全身水洗

设计
手柄:人体工学设计

透出真我，减少反复，净剃如初
飞利浦新款剃须刀 S1000系列，采用时尚的透明前盖设计，风格前卫且充满科技感。让
您可以通过更少的切剃次数带来洁净的剃须效果。

透明剃须刀
风格前卫且充满科技感，彰显独特自我

四维浮动设计
四维浮动刀头可根据您的面部和颈部曲线进行调整

流线导入净剃系统
出色设计确保高效剃须

风驰切剃系统
每分钟高效剃须 *56,000 次以上
耐腐蚀，自动研磨刀片

零售价

￥209



电动剃须刀

Shaver series 1000

风驰切剃系统

多维浮动刀头

优质进口钢材

S1203/02

干湿双剃

净剃
剃须少反复

飞利浦全新 S 1 0 0 0净剃系列剃须刀让您在剃须过程中减少反复移动。强耐腐蚀性瑞典进
口钢材结合自动研磨科技，确保您获得愉快的剃须体验。刀头可上下浮动，即便是难以

触及的部位，也可确保有效的胡须捕捉。

浮动刀头灵活可调节，帮助贴合面部轮廓

耐腐蚀性钢材，自动研磨刀片

8小时充电 4 0分钟无绳剃须
干湿双剃

1级电池指示灯
全身可水洗

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规格
剃须系统 :风驰切剃系统，优质
进口
钢材
智能贴合 :多维浮动刀头

充电:8小时充满电，15分钟快速
充
电
使用时间:40分钟/13次剃须

清洁:干湿双剃
工作中:无线使用

手柄 :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零售价

￥199



电动剃须刀

Series2000

风驰切剃系统

多维浮动刀头

优质进口钢材

干湿双剃

S2303/02

净剃
剃须少反复

飞利浦全新 S 2 0 0 0净剃系列剃须刀让您在剃须过程中减少反复移动。强
耐腐蚀性瑞典进

口钢材结合自动研磨科技，确保您获得愉快的剃须体验。刀头可上下浮

动，即便是难以

触及的部位，也可确保有效的胡须捕捉。

净剃

曲面凹槽设计帮助更好地捕捉胡须

耐腐蚀性钢材，自动研磨刀片

提高皮肤舒适度

浮动刀头灵活可调节，帮助贴合面部轮廓

享受剃须刀的多种益处

5分钟快充

操作简易

1小时充电40分钟无绳剃须
干湿双剃

1级电池指示灯
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IPX7级防水

S2303/02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 :风驰切剃系统，优质进
口钢材

智能贴合 :多维浮动刀头

操作简易

清洁 :干湿双剃
工作中 :无线使用

电量

使用时间:40分钟/13次剃须
充电 : 81小时充满电，5分钟快速充
电

设计

手柄 :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零售价

￥249



飞利浦S2000

闪剃系列

风驰切剃系统

多维浮动刀头

优质进口钢材

干湿双剃

S2305/06

净剃
剃须少反复
飞利浦全新S2000净剃系列剃须刀让您在剃须过程中减少反复移动。 强耐腐蚀性瑞典进
口钢材结合自动研磨科技，确保您获得愉快的剃须体验
刀头可上下浮动，即便是难以触及的部位，也可确保有效的胡须捕捉。"

曲面凹槽设计帮助更好地捕捉胡须
耐腐蚀性钢材，自动研磨刀片

浮动刀头灵活可调节，帮助贴合面部轮廓

5分钟快速充电提供的电量足够进行一次完整的剃须
弹出式修剪器，准确修剪鬓角和须髭

1级电池指示灯
1小时充电45分钟无绳剃须
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干湿双剃
IPX7防水，易于清洁

S2305/06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风驰切剃系统，优质进口钢材
智能贴合:多维浮动刀头

配件
弹出式修剪器

操作简易
清洁:干湿双剃
工作中:无线使用

功率
使用时间: 45分钟/15次剃须
充电: 11小时充满电,快速充电 5分钟可剃须 1次

设计
握柄:人体工程学握柄

零售价

￥299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Shaverseries 3000

风驰切剃系统

5向浮动剃须刀头

恒稳智能控马达

干湿双剃

S3206/09

恒稳智能控马达
舒适持久的效果，始终如一
飞利浦全新 3000 系列剃须刀能够改善您的日常晨间护理体验。性能出众的恒稳智能控
马达技术与 5向浮动刀头相得益彰，确保为您带来舒适持久、始终如一的剃须效果。

智能马达控制可自动调节剃须刀动力
切剃系统采用弧形槽，可以更好地捕捉毛发

享受剃须刀的多种益处

弹出式修剪器，适合修剪须髭和鬓角
5分钟快速充电提供的电量足够进行一次完整的剃须

充电 1小时后，可无线剃须 60分钟
3格电池电量指示灯可获得出色的剃须刀性能
符合人体工程学手柄，操作方便
干湿两用，提供方便的干式剃须或清爽的湿剃
IPX7防水，易于清洁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风驰切剃系统,优质进口钢材
智能贴合: 5向浮动剃须刀头

功率
使用时间: 60 分钟/21次剃须
充电: 1小时充满电, 快速充电 5分钟可剃须 1次

附件
随附弹出式修剪器

操作简易
显示屏: 3格电池指示
干湿两用:干湿两用
工作中:只能无线操作

设计
手柄: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零售价

￥399



飞利浦电动剃须刀

飞利浦S4000畅系列

风驰切剃系统

五维浮动剃须

优质进口钢材

干湿双剃

S4303/12

舒适净剃
舒适净剃，稳定如初
飞利浦全新S4000恒剃系列剃须刀，特殊的恒稳智能控马达能够自动调节动力，配合五
维浮动剃须，给您稳定的剃须表现。

舒适净剃
飞利浦恒稳智能控马达能够自动调节动力
曲面凹槽设计帮助更好地捕捉胡须

提高皮肤舒适度
刀头可以灵活地向 5 个方向移动带给您快速、贴面的剃须体验

享受剃须刀的多种益处
5分钟快速充电提供的电量足够进行一次完整的剃须
弹出式修剪器，适合修剪须髭和鬓角
充电底座

操作简易
3格电池电量指示灯可获得出色的剃须刀性能
1小时充电60分钟无绳剃须
符合人体工程学手柄，操作方便
干湿两用，提供方便的干式剃须或清爽的湿剃
IPX7防水，易于清洁

S4303/12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风驰切剃系统,优质进口钢材
智能贴合: 5向浮动剃须刀头

附件
软袋:软袋
底座:充电底座
随附弹出式修剪器

操作建议
干湿两用:干湿两用
工作中:只能无线操作

电量
使用时间: 60 分钟/ 21次剃须
充电: 1小时充满电, 快速充电 5分钟可剃须 1次

设计
手柄:人体工程学手柄和操作

零售价

￥449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Shaverseries 5000

动力自适应传感器

精钢精准刀片*

360度灵动刀头

须发引入精准刀头

S5532/00

高效净剃，倍感舒适
采用 SkinIQ 肌肤智能科技
飞利浦 5000 系列可高效剃须，每次滑动可切剃更多须发**。该剃须刀采用先进的
SkinIQ 肌肤智能科技，可感应并适应您的须发密度，从而改善肌肤舒适度。

强劲剃须
始终如一的强劲净剃表现
灵动刀头，可贴合您的面部轮廓
专为精准高效剃须而设计

SkinIQ肌肤智能科技
可根据您的胡须密度进行调整，实现轻松剃须

方便剃须
一触即开，便于清洁
干湿两用（即使在淋浴时也可使用）
充满电后，可提供 50 分钟无线剃须
1小时充电时间，5 分钟快速充电
带图标的 LED 显示屏，让您直观地使用剃须刀

可持续发展
剃须刀随附 Eco passport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精钢精准刀片*
智能贴合: 360 度灵动刀头
SkinIQ肌肤智能科技: 动力自适应传感器

操作简易
干湿两用:干湿两用
显示屏: LED屏幕, 电池电量指示灯,旅行锁
清洁:一触即开,全身水洗

设计
手柄:橡胶手柄
颜色:烟灰蓝
剃须刀头:五边形

功率
使用时间: 50 分钟
充电: 1小时充满电, 5分钟快速充电
自动电压: 100-240 伏

最大功耗: 9 瓦
电池类型:锂电池
待机功耗: 0.04瓦

服务
2 年全球保修
更换刀头 SH71:每 2 年更换一次 SH71

附件
旅行和存放:保护盖

零售价

￥699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Shaverseries 7000

微珠舒适圈

精钢精准刀片*

动态感应传感器

360度灵动刀头

S7732/50

精准顺剃，降低刺激
采用 SkinIQ 肌肤智能科技
飞利浦 7000 系列可顺畅地滑过皮肤，同时精准而贴合地修剪每根须发。该剃须刀采用
先进的 SkinIQ 技术，可感应、调整和引导正确的运动，以减少刺激。

贴面剃须
始终如一的强劲净剃表现
灵动刀头，可贴合您的面部轮廓
专为精准高效剃须而设计

SkinIQ肌肤智能科技
减少对皮肤的摩擦，从而减少刺激
带给您更强的剃须技巧，为您节省剃须时间
使用应用程序增强剃须体验
可根据您的胡须密度进行调整，实现轻松剃须

方便剃须
只需 1分钟即可进行深层清洁，实现卫生剃须
干湿两用（即使在淋浴时也可使用）
手柄中集成有精准修剪器
充满电后，可提供 60 分钟无线剃须
1小时充电时间，5 分钟快速充电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S7732/50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精钢精准刀片*
智能贴合: 360 度灵动刀头
SkinIQ肌肤智能科技: 微珠舒适圈, 动态感应传感
器,动力自适应传感器

操作简易
干湿两用:干湿两用
显示屏: LED屏幕, 动态感应指示灯,电池电量指示
灯,旅行锁
清洁:一触即开,全身水洗

功率
使用时间: 60 分钟
充电: 1小时充满电, 5分钟快速充电
自动电压: 100-240 伏
待机功耗: 0.04瓦
最大功耗: 9 瓦
电池类型:锂电池

设计
手柄:橡胶手柄
颜色:暗镀铬
剃须刀头:五边形

软件

App:GroomTribe,通过蓝牙® 连接
智能手机兼容性: iPhone 和 Android™设备

服务
2 年全球保修
更换刀头 SH71:每 2 年更换一次 SH71

附件
清洁中心:是, 随附 1个须刀清洁液
集成弹出式修剪器
旅行和存放:旅行收藏盒

零售价

￥1399



干湿两用电动剃须刀

Shaverseries9000

压力感应科技

双轨精钢精准刀片*

微珠舒适圈

动力自适应传感器

S9933/50

个性智剃，高定体验
SkinIQ 肌肤智能科技，轻松感应，贴心适配
飞利浦 9000 系列电须刀搭载全新智能科技，配合光圈进行智能压力追踪，带来卓越贴
面净剃。该剃须刀采用 SkinIQ 技术，可感应并适应您的需求，为您带来个性化剃须体
验。

贴面剃须
高端精准设计，打造更强贴面剃须效果
会适应您的面部轮廓，以达到理想的皮肤接触程度

SkinIQ肌肤智能科技
以适当压力剃须
流畅顺滑的肌肤体验，带来更强的护肤效果
可根据您的胡须密度进行调整，实现轻松剃须
带给您更强的剃须技巧，为您节省剃须时间
使用应用程序增强剃须体验

方便剃须
只需 1分钟即可进行深度清洁，实现卫生剃须
干湿两用（即使在淋浴时也可使用）
手柄中集成有精准修剪器
充满电后，可提供 60 分钟无线剃须
OLED 显示屏，提供动态 SkinIQ和剃须刀通知

规格
剃须性能
剃须系统:双轨精钢精准刀片*
轮廓贴合: 360 度灵动刀头
SkinIQ肌肤智能科技:压力感应科技, 微珠舒适圈,
动态感应传感器,动力自适应传感器

操作简易
干湿两用:干湿两用
显示屏:高级 OLED 显示屏,压力指示,电池电量指
示灯,动态感应指示灯,旅行锁
清洁:一触即开,全身水洗

功率
使用时间: 60 分钟
充电: 1小时充满电, 5分钟快速充电
自动电压: 100-240 伏
待机功耗: 0.04瓦
最大功耗: 9 瓦
电池类型:锂电池

设计
手柄:橡胶手柄
颜色:铬银色
剃须刀头:五边形

软件

App:Philips Home+,通过蓝牙® 连接
智能手机兼容性: iPhone 和 Android™设备

服务
2 年全球保修
更换刀头 SH91:每 2 年更换一次 SH91

附件
清洁中心:是, 随附 1个须刀清洁液
集成弹出式修剪器
旅行和存放:收纳盒

零售价

￥2299



美发护肤



飞利浦
美发造型套装

05BHP398/05

零售价

￥699



电吹风

EssentialCare

1200 瓦

小巧设计

BHC010/05

让呵护秀发变得简单
全新飞利浦 Essential Care电吹风可爱小巧，功率强劲。1200瓦功率让您轻柔、迅速地
吹干头发。灵活的护发设置满足不同的吹干需求，并提供更多呵护。

靓丽造型
1200瓦轻柔吹干，打造靓丽发型
集风嘴集中气流，打造精细、闪亮的造型

防止秀发过热损伤
恒温护发温度设定
护发冷风设定轻柔吹干秀发

易于使用
可折叠手柄，便于携带
3 档灵活的预选定干发设定满足不同需求
设计小巧，便于操作和携带
快速干发设定可以高效而柔和地吹干秀发

规格
技术规格
额定功率: 1200 瓦
电线长度: 1.5米
电压: 220伏

功能
可折叠手柄
存放挂钩

附件
附件:集风嘴

设计
颜色:冰淇淋粉红色
图形:淡紫色雨滴

零售价

￥79



电吹风

EssentialCare

1200 瓦

小巧便携设计

BHC015/05 规格
技术规格
额定功率: 1200 瓦
电线长度: 1.5米
电压: 220伏

功能
可折叠手柄
存放挂钩

服务
2 年保修

附件
附件:集风嘴

设计
颜色:青草绿

快速干发，轻柔呵护
全新飞利浦 Essential Care电吹风可爱小巧，功率强劲。1200瓦功率让您轻柔、迅速地
吹干头发。灵活的贴心设置旨在满足不同的吹干需求，并提供额外呵护。

靓丽造型
1200瓦轻柔吹干，打造靓丽发型
集风嘴集中气流，打造精细、闪亮的造型

防止秀发过热损伤
恒温设定
护发冷风设定轻柔吹干秀发

易于使用
3 档灵活的预选定干发设定满足不同需求
可折叠手柄，便于携带
设计小巧，便于操作和携带
快速干发设定可以高效而柔和地吹干秀发

零售价

￥89



负离子电吹风

DryCare Essential

DryCare Essential

负离子

BHD028/05

规格
技术规格
频率: 50 赫兹
功率:2000 瓦
马达:直流马达
电线长度: 1.8米

功能
风嘴/集风嘴
附件数量: 1
挂环
冷风喷出
负离子养护

功率
电压: 220 伏

服务
2 年保修

小巧、强劲、负离子亮泽
此电吹风具有 2000 瓦功率，采用小巧轻便的设计，使其可舒适使用，且提供强劲的干
发体验。它还提供负离子，可帮助您打造优美迷人、亮泽柔顺的秀发。

靓丽造型
负离子养护令秀发亮泽、柔顺
2000 瓦，带来快速干发效果
3 档热力+2 档风速设置，可实现6档风热调节，全面适应您的需求
护发冷风喷出能帮您塑造发型
12毫米集风嘴，可产生流畅的集中气流

防止秀发过热损伤
恒温护发温度设定

易于使用
1.8米电源线，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简便存放挂钩，便于存放电吹风

零售价

￥199



吹风机

Hair Dryer

3000

1600 瓦功率

3 档温度和风速调节

BHD308/05

ThermoProtect Airflower低 10度的温柔

降温花瓣风嘴

降温不降效

Powerfuldryingatalowertemperature withthe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创新降温花瓣风嘴，独特护发设计融合冷暖风，实现更低温度达到同样干发效率。可用于秀发的吹
干呵护以及造型，折叠手柄设计。

Theuniquely-designedThermoProtect Airflowerpowerfullymixeswarmand
coolair for everydaycare,withits foldabledesign.

呵护秀发
Care and protect
ThermoProtectAirflower降温花瓣风嘴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attachment

强劲风力
Powerful drying

1600瓦大功率 快速干发
Powerful drying with 1600W
冷风档帮助定型，打造完美造型
Cool air setting to finish your style

使用方便

Easy to use
可折叠手柄设计， 便于收纳
Foldable handle for easy storage

3 个档位，可随心调节温度和风速
Precise control with 3 heat and speed settings

产品规格：
养护技术

Caring technologies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附件
Attachments

Airflower
Airflower

特点
Features
可折叠手柄
Foldable handle
温度/风速设定 3 档
Heat/Speed settings: 3

技术参数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功率: 1600 瓦

Wattage: 1600 W
电线长度: 1.6米
Cord length:1.6m

零售价

￥129



Hair Dryer

3000
1600W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Advanced ionic care

3 heat & speed settings

BHD318/05 Powerful drying at a lowertemperature
withthe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The uniquely-designed ThermoProtect Airflowerpowerfullymixeswarmand cool
air for everydaycare.With its foldable design and advanced ionic care, you can
enjoy shiny frizz-free hair anywhere.

Care and protect
ThermoProtect Airflowerattachment
Advanced ionic care for shiny, frizz-freehair

Powerful drying
1600W of drying power
Cool air setting to finish your style

Easy to use
Foldable handle foreasy storage
3 heat and speed settings

BHD318/05

Specifications
Caring technologies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Ionic technology

Features
Foldable handle
Heat/Speed settings: 3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Wattage: 1600 W
Cord length: 1.6m

Attachments
Airflower

零售价

￥149



吹风机
Hair Dryer

3000

2100 瓦功率

专业级双倍负离子护理

6 档温度和风速调节

BHD388/05

ThermoProtect Airflower低 15度的温柔

降温花瓣风嘴

降温不降效

Powerful dryingat alower temperature with the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创新降温花瓣风嘴，独特护发设计融合冷暖风，实现更低温度达到同样干发效率。可用于秀发的吹
干呵护以及造型，折叠手柄设计和专业级负离子护发使您随时随都能拥有闪亮光泽的秀发。

Theuniquely-designedThermoProtect Airflower powerfully mixeswarmand
cool air for everyday care. With its foldabledesignandadvancedionic care,
you canenjoy shiny frizz-free hair anywhere.

呵护秀发
Care and protect
ThermoProtectAirflower降温花瓣风嘴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attachment

专业级双倍负离子护发使秀发光泽、不毛躁

Up to 40 million ions for shiny, frizz-free hair

强劲风力
Powerful drying

2100瓦大功率 快速干发
Powerful drying with 2100W
冷风档帮助定型，打造完美造型
Cool air setting to finish your style

使用方便

Easy to use
可折叠手柄设计，便于收纳

Foldable handle for easy storage
6 个档位，可随心调节温度和风速
Precise control with 6 heat and speed settings

产品规格：
养护技术

Caring technologies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ThermoProtect Airflower

负离子技术

Ionic technology

附件
Attachments
Airflower
Airflower

特点
Features
可折叠手柄
Foldable handle
温度/风速设定 6档
Heat/Speed settings: 6

技术参数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功率: 2100 瓦
Wattage: 2100 W
电线长度: 1.6米
Cord length:1.6 m

零售价

￥199



电吹风
Prestige

个性化科技

红外传感器

锁住的水分高达 85%*

BHD628/05

借助 SenseIQ 科技打造个性化干发体验
只为润泽柔亮的健康秀发
为您推荐采用 SenseIQ 科技的飞利浦电吹风。其可以感知和适应您的头发，调整温度，
防止过热，从而保持头发的自然水分。每次吹干头发时，打造迷人造型，同时呵护秀
发。

SenseIQ智能微感应科技
个性化的吹干体验
感知秀发温度
应变干发性能

呵护您的秀发
精心呵护我们的秀发
负离子养护

易于使用
干发预设模式
小巧身形

附件
干发风嘴

规格
护发科技
SenseIQ智能微感应科技
莹亮负离子: 2 倍负离子

附件
集风嘴:干发风嘴

功能
冷风喷出
存放挂钩

技术规格
电压: 220 伏
额定功率: 1700瓦
电线长度: 2米

服务
2 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999



直发器
StraightCare
Essential

角蛋白涂层夹板

造型温度 210°C

60 秒加热时间

HP8401/45

随时准备就绪，让造型更容易
在家中轻松拉直头发和塑造发型
这款易于使用的飞利浦直发器可为您拉直头发和塑造发型。该产品使家居造型变得快捷
方便。让您在重要的自拍时刻展现美丽的自己。

靓丽造型
角蛋白涂层提供加倍呵护
210°C 专业温度带来沙龙级完美效果

操作简易
快速加热，60 秒内即可使用
不烫手尖端，可轻松打造卷发和波浪卷
简便实用的绕线装置可卷绕，防止电源线缠结

规格
功能
夹板材料:角蛋白陶瓷夹板
绕线装置
挂环
2 年保修

技术规格
最高温度: 210 °C
加热时间:60 秒
夹板尺寸: 19x85 毫米
电线长度: 1.6 米

零售价

￥169



Sublime Ends 美发造
型器/卷发棒

StyleCare

32 毫米直径卷发棒

SplitStop 技术

角蛋白涂层

数字温度设置

BHB868/05

让卷发闪亮无瑕疵
让迷人卷发拥有健康发梢
Sublime Ends 美发造型器是我们一款可在造型时保护脆弱发梢的卷发器。得益于
SplitStop 技术，您再也不用遮掩分叉的发梢，可以无忧无虑地打造轻柔卷发，让靓丽卷
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尽情绽放美丽心情！

靓丽造型
高达 200°C，打造理想造型
32 毫米直径卷发棒，打造轻柔卷发

更少发稍分叉
SplitStop 技术专为确保发梢无分叉而设计
角蛋白涂层提供加倍呵护
8 档数字温度设置，可随心控制

操作简易
卷发棒上增加 30% 造型空间，适用于长发或浓密头发
防烫端口，轻松使用、安全使用
安全支架，易于使用
快速加热，60 秒内即可使用
按键锁定功能，可避免意外启动
绕线装置，防止电源线缠结
自动关闭功能，使用安全

规格
技术规格
卷发棒大小: 32 毫米
卷发棒涂层: 角蛋白陶瓷
温度范围:130 °C - 200 °C
加热设置档数: 8
温度控制类型: 液晶

加热时间: 60 秒
电线长度: 1.8 米
电压: 全球 伏

功能
自动关熄功能: 60 分钟后
简易锁扣
搁置架
绕线装置

服务
2 年全球保修

零售价

￥329



Auto Curler with
SenseIQ

8000 Series

Smart curling system

2xmore hair in one go*

95% hair strength**

Straight to curly in 8 seconds

BHB878/15 Gorgeous cared-for curls,automatically
Prevent overheat for beautiful curls
Introducingthe Philips Auto CurlerwithSenseIQ technology. SenseIQ takes you
from straight to curls in seconds, whilemaintaining95% of your hair’snatural
strength**.For gorgeous and healthy-looking curls, everystyle, every time.

SenseIQ technology
Senses hair's temperature
Adapts curling temperature
Cares uniquely for your hair

Easy to use
Smart curling system for effortless styling
Longer barrel to style 2x more hair in one go*
Smart curl guards follow the flow of your hair
3 heat & 3 timer setting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urls
Automatic feedback with curl ready sound
Barrel cleaning accessory to keep the tool clean and smooth

Care for your hair
Prevents static for smooth, frizz free, shiny hair
For gentle rolling of hair

Specifications
Features
Auto rotation
Rotating directions
Coating of heated parts:Ultra smooth surface
Auto shut-off:after 60 min
Swivel cord
Storage hook

Accessories
Barrel cleaning accessory
Hair sectioning accessory

Hair type
Hair typ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Styling temperature:170 °C - 190 °C - 210 °C
Curlingdirections:Right - Alternate - Left
Timer settings:8sec - 10sec - 12sec

Voltage:Universal V
Heat-up time:30 sec
Cable length:2 m

Service
Worldwideguarantee:2 years

零售价

￥999



干湿两用电动剃毛器

SatinShave
Advanced

单刀网剃须器

8小时充电

1个附件

BRL140/80

顺畅剃毛，呵护肌肤
畅享腿部和身体其他部位贴合、轻柔的剃毛体验。您甚至可在洗澡或淋浴时使用这款
SatinShaveAdvanced女士剃毛器，获得光滑肌肤。它简单易用，不会带来任何刺激
感，让您畅享光滑如丝的肌肤。

柔滑肌肤
浮动刀网实现均匀剃毛

呵护肌肤
珍珠梳齿修剪器能保护避免出现划痕

轻松掌控
采用 S 形手柄的脱毛器

易于使用
干湿两用，可在沐浴或淋浴时使用
电池电量指示灯

规格
附件
修剪梳
清洁刷

操作简易
干湿两用
无线设计
手柄:人体工学
电量不足指示:电池电量不足, 电池充电, 电池电量
充足

性能
剃毛刀头:单刀网剃须刀
皮肤护理功能:弧形珍珠梳齿修剪器

功率
供电类型:锂离子
使用时间: 1小时
充电:充电式设计, 8 小时充电时间

技术规格
电压: 8 伏
材料刀网:镍制
剃毛刀网的个数: 1

零售价

￥249



口罩



成人电动新风口罩

SatinShave
Advanced

单刀网剃须器

8小时充电

1个附件

ACM055

每秒享受更新鲜、更干
爽、更酷的空气
飞利浦电动新风口罩具有 AirPower超动力引擎, Hydro Charging水

驻级静电技术和KN95级别防护,带来全新的呼吸体验和过滤性能

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度

AirPower超动力引擎，新风量每分钟高达30升持续滤除95%的花粉专为
中国人脸定制，带来美丽与舒适的佩戴体验基于23000张中国人脸数据
的3D面部轮廓设计

KN95级别防护

有效滤除95%的PM2.5

持续滤除95%的花粉

持续滤除99%的细菌

零售价

￥299



新风口罩

Series6000

出色的呼吸舒适度

3D V形

N95级过滤防护

以时尚方式呼吸新鲜洁净的空气
突破性 Air Power 新风动力系统
飞利浦新风口罩通过其 Air Power 新风动力系统重新定义了呼吸舒适度。使口罩成为您
乐于每天佩戴的时尚配饰，因为其可以将您的面部塑造成V 字形，并具有 N95 级过滤防
护和 UPF 50+ 级紫外线防护。

比以往更舒适地呼吸新鲜洁净的空气
强大的新鲜空气循环系统
透气材料 透气网可改善呼吸体验

精美配饰，佩戴舒适，为中国人脸型度身定制
基于 2.3 万条 * 中国人脸数据的 3D 面部轮廓设计
黄金锚点，有效分散压力
3D 激光精密切割，打造您自己的V 形线条

N95 级过滤防护 *
滤除 95% 的 PM2.5、花粉* 和 99% 的细菌
UPF 50+ 级紫外线防护ACM066

零售价

￥599



儿童新风口罩

Series3000

出色的呼吸舒适度

N95级过滤防护

出色的佩戴舒适度

吸引儿童的设计

即使身处空气质量恶劣的室外环境，也能畅享清新、
洁净的空气
突破性 Air Power 新风动力系统
飞利浦儿童新风口罩通过其 Air Power 新风动力系统重新定义了呼吸舒适度。头戴式设
计适合中国儿童的面部，有了N95 等级防护，孩子们可以尽享户外欢乐时光。

比以往更舒适地呼吸新鲜洁净的空气
强劲 Air Power 新风动力系统，专为儿童设计
透气材料 透气网可改善呼吸体验
科学的 3D 呼吸舱，确保儿童呼吸舒适
智能呼吸灯，每一口好呼吸都值得被看见

N95 级过滤防护
阻隔飞沫、过滤95% 的 PM2.5 和花粉*、99% 的细菌
UPF 50+ 级紫外线防护

头戴式设计，配戴舒适，专为儿童量身定制
头戴式设计，提供出众的佩戴舒适度
专门根据 20,000* 张中国儿童人脸数据分析而设计
黄金锚点，有效分散压力

吸引儿童的设计
专为吸引儿童而设计ACM033

零售价

￥599



KN95口罩

出色的过滤性能

KN95级过滤防护

更低呼吸阻力

高端材料，柔软透气

FY0085

KN95级别口罩
Hydro Charging水驻级静电技术，自在呼吸

KN95级别防护可全面抵御雾霾、汽车尾气(仅限于颗粒) 体验
花粉、细菌，给您极致呼吸

出色的过滤性能
有效滤除95%的PM2.5
持续滤除95%的花粉
持续滤除99%的细菌

更低呼吸阻力
吸气阻力低至85Pa,远低于比国标的吸气阻力标准(250PA)
配合 Air Power Lite系统,呼气阻力低至6a,远低于比国标的呼气阻力标准(150pA)

过滤95%的PM2.5
有效滤除95%的PM2.5
过滤95%的花粉
KN95级别防护,持续滤除95%的花粉

零售价

￥49



口罩滤芯

FY0086成人/FY0083儿童

Series3000

呼吸时刻新鲜*
4 层滤网，N95级防护

N95 级专业防护可全面防御雾霾、汽车尾气（仅限于颗粒）、花
粉、细菌，让您畅享室外空气。

出色的过滤性能

有效滤除95% 的 PM2.5。

有效过滤 95% 的花粉*。

持续滤除 99% 的细菌*

有效阻隔飞沫*

滤网材料可滤除 98% 的小颗粒物*

持久性能

长达 104 小时的使用寿命*

亲肤材质

经过接触类皮肤致敏性及刺激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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