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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尖端，可高效清洁所有型号
的奶瓶、奶嘴和哺喂用品。
 • 弯曲刷头和模制手柄尖端可
以触及奶瓶的角落。弧形尖
端可清洁奶嘴内侧。

 • 耐用的高密度刷毛，彻底清
洁您的所有奶瓶、奶嘴及其
他哺喂用品。

 • 奶瓶及奶嘴刷可用洗碗机清
洗，清洁非常方便。

 • 悬挂的毛刷可方便地进行存
储和干燥。

注意：
切勿让婴幼儿将清洁刷放入嘴
中，使用后甩干，置于凉爽干
燥处保存，不可煮沸消毒。请

产品 ： 飞利浦新安怡宽口径自然系列玻璃奶瓶新生儿套装
型号 ：SCF679/73
容量 ： 奶瓶：125毫升x1、240毫升x1 

奶嘴：0月＋（新生儿流量）x1、1月+（慢流量）x1
食品接触部件/材料： 奶嘴：硅橡胶 

瓶盖/旋盖：聚丙烯（CAS: 9010-79-1）丙烯与乙烯的
聚合物，其中丙烯占最大质量分数 
瓶身：玻璃（不适用于微波炉和烹饪）

耐热温度 ： 瓶身：600°C，其余部件：110°C
执行标准 ： GB4806.2-2015、GB4806.5-2016、GB4806.7-2016
检验 ：合格
产地 ：中国 江苏 丹阳
生产日期 ：请见产品包装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718号A1幢 
全国顾客服务热线：4008 800 008

食品接触用

另包含产品：飞利浦新安怡奶瓶及奶嘴刷
型号 ：SCF145/06
材料（非食品接触用）：手柄：聚丙烯（PP），刷毛：聚酰胺（PA）

产品 ： 飞利浦新安怡宽口径自然系列玻璃 
奶瓶2oz/60毫升

型号 ：SCF677/13
容量 ： 60毫升 

奶嘴：0月（新生儿特小流量）
食品接触部件/材料：奶嘴：硅橡胶
瓶盖/旋盖：聚丙烯（CAS: 9010-79-1）丙烯与乙
烯的聚合物，其中丙烯占最大质量分数
瓶身：玻璃（不适用于微波炉和烹饪）
密封垫：乙烯和1-辛烯的聚合物（CAS号：26221-
73-8）和聚丙烯（丙烯均聚物）的共混物
耐热温度 ： 瓶身：600°C，其余部件：110°C
执行标准 ： GB4806.2-2015、GB4806.5-2016 

GB4806.7-2016
检验 ：合格
产地 ：中国 江苏 丹阳
生产日期 ：请见产品包装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718号A1幢 
全国顾客服务热线：4008 800 008

食品接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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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F677/13中包含密封垫，可替换奶嘴，
用于储存母乳或婴儿辅食。

*
勿置于火源旁或高温场所，以
免变形或破损。请不要使用碱
性洗涤剂或漂白剂，会造成产
品损坏。

兼容性
 • 要购买附件和备件，请访问 
www.shop.philips.com/
service 或 联系飞利浦经销
商。您也可以联系您所在国
家/地区的飞利浦客户服务 
中心。

飞利浦新安怡竭诚为您服务： 
中国大陆服务热线:
4008 800 008

产品 ：飞利浦新安怡宽口径自然系列玻璃奶瓶4oz/125毫升 SCF678/13
 飞利浦新安怡宽口径自然系列玻璃奶瓶6oz/160毫升  SCF678/33
 飞利浦新安怡宽口径自然系列玻璃奶瓶8oz/240毫升 SCF679/13
 飞利浦新安怡宽口径自然系列玻璃奶瓶新生儿套装 SCF679/53
食品接触部件/材料：奶嘴：硅橡胶 
瓶盖/旋盖：聚丙烯（CAS: 9010-79-1）丙烯与乙烯的聚合物，其中丙烯占最大
质量分数；瓶身：玻璃（不适用于微波炉和烹饪）
耐热温度 ：瓶身：600°C，其余部件：110°C
执行标准 ： GB4806.2-2015、GB4806.5-2016、GB4806.7-2016
检验 ：合格
产地 ：中国 江苏 丹阳
生产日期 ：请见产品包装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718号A1幢 
全国顾客服务热线：4008 800 008

食品接触用 

SCF678/13 包括：奶瓶：4oz/125毫升x1、 奶嘴：0月＋（新生儿流量）x1；
SCF678/33 包括：奶瓶：6oz/160毫升x1、 奶嘴：0月＋（新生儿流量）x1；
SCF679/13 包括：奶瓶：8oz/240毫升x1、 奶嘴：1月＋（慢流量）x1；
SCF679/53 包括：奶瓶：4oz/125毫升x1、 奶嘴：0月＋（新生儿流量）x1、
 8oz/240毫升x1、 1月＋（慢流量）x1



简体中文

为了儿童的安全和健康 
警告！
 • 务必在成人的监督下使用本
产品。新产品包装拆卸后请
立即丢弃或存放到宝宝接触
不到的地方。

 • 请勿将奶嘴用作安抚奶嘴。
 • 长时间持续吮吸液体可能导
致蛀牙。

 • 喂食前请务必检查食物的 
温度。

 • 切勿在微波炉中加热瓶内的
食物，否则可能导致加热不
均，从而烫伤宝宝。

 • 用奶瓶调乳时，如上下摇动
奶瓶，可能导致里面液体喷
出。请避免烫伤。

 • 所有不用的部件放置在儿童
无法接触到的地方。

 • 切勿让儿童玩耍小零件，或
让儿童在行走或奔跑时使用
奶瓶或杯子。

 • 切勿置于发热炉具内。
 • 避免烫伤，请等待液体冷却
后再哺喂宝宝。

 • 建议不要在奶瓶内装入奶或
水以外的液体食物，例如果
汁和带有味道的含糖饮料。
如果确实要使用，请充分稀
释这类液体，并尽量缩短使
用时间，避免持续啜饮。

 • 保证奶瓶功能完好并且没有
泄漏，请始终确保：组装
前，清除所有聚积在瓶身边
缘的碎屑或残留物，将螺旋
盖组装到瓶身上时避免拧得
过紧。

 • 已消毒的飞利浦新安怡奶瓶/
储存杯中存储的母乳最多可
在冰箱冷藏室内存放 48 小时
（不包括放在冰箱门上）。

 • 每次使用之前，检查奶瓶，
确保各组件已正确组装。如
果发现损坏、破裂或碎片碎
渣，须立即停止使用奶瓶。
玻璃奶瓶属易碎物品，须小
心使用，切勿让婴儿自己使
用玻璃奶瓶。

 • 奶瓶跌落或遭碰撞可能破
碎，产生锋利的碎片和碎渣
对人体造成伤害。

 • 玻璃奶瓶湿漉时，须小心使
用以防滑落。

 • 气温较低以及玻璃奶瓶本身
温度较低时，切勿直接注入
沸水，以防奶瓶破裂。

 • 切勿用冰水冷却玻璃奶瓶，
以防奶瓶破裂。可使用流水
冷却或将奶瓶置于装有适量
冷水的盆中冷却。

 • 玻璃奶瓶加热消毒后会持续
保持高温状态，须使用奶瓶
夹取出玻璃奶瓶，或等奶瓶
冷却后取出，以防烫伤。

 • 切勿将玻璃奶瓶放入冰箱冷
冻室中冷冻。

 • 消毒和高温可能会影响塑料
材质属性。这可能会影响瓶
盖的贴合度。

 • 玻璃奶瓶可能会破裂。不要
用金属物在奶瓶内搅拌或进
行清洁，否则会损坏奶瓶内
侧的玻璃。

 • 每次使用前，请检查奶瓶内
是否存在锋利的边缘或玻璃
碎片。

 • 如果瓶身有任何破裂或瓶内
有玻璃碎片，请不要使用。

 • 不要让宝宝在无人监督的情
况下使用该奶瓶。

首次使用之前
 • 初次使用前请去除置于奶嘴
下的纸质垫片。（适用于
SCF678/13，SCF678/33， 
SCF679/13, SCF679/53 
SCF679/73）

 • 对产品进行清洁和消毒。
 • 为保证卫生，请使用飞利浦
新安怡消毒锅进行消毒或在
沸水中煮5分钟。如用沸水消
毒，水量应足够，使其能够
浸没所有部件，避免产品因
长时间接触到温度较高的锅
底或锅壁而导致不可逆的变
形或损坏。

 • 过度的煮沸可能会影响奶瓶
的使用寿命。

每次使用前请清洁
 • 彻底洗净并冲洗，然后使用
飞利浦新安怡消毒锅进行消
毒，或在沸水中煮 5 分钟。
有关消毒锅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消毒锅用户手册。

 • 切勿使用腐蚀性抑菌清洁剂、
化学溶液或高浓度洗涤剂。

 • 请勿将部件直接放在使用抗菌
清洁剂清洁过的物体表面。

 • 可用洗碗机清洗 - 食物的颜
色可能会使组件变色。

组装
 • 组装奶瓶时，确保将瓶盖垂
直置于瓶上，以使奶嘴垂直
放置。

 • 要取下瓶盖，请将手放在瓶
盖上方，拇指放入瓶盖的凹
状护罩内。

 • 如果向上扭动奶嘴（而不是
沿直线上提），组装起来就
会非常容易。

 • 确保将奶嘴提拉至其下半部
分与螺旋盖齐平。

奶嘴
 • 每次使用之前，朝各个方向
拉拔奶嘴进行检查。为确保

最佳性能，喂哺前，在食指
和拇指之间捏撮并按摩奶嘴
上的数字。若有破损或缺
陷，请立即丢弃。

 • 哺喂宝宝时，请确保使用正
确流量的奶嘴。

 • 出于卫生考虑，建议您每 
3 个月更换一次奶嘴。

 • 为保持卫生，请拆开奶瓶并
将所有组件存放在干燥的带
盖容器中。

 • 使奶瓶及其组件远离热源并
避免阳光直射，置于消毒剂
（消毒溶液）中的时间也不
要超过建议时间。

 • 清洗奶嘴时，请务必小心清
洗奶嘴前端和通气阀。在清
洗过程中勿用力拉扯，由此
所造成的裂痕都有可能导致
渗漏。

新安怡清洁刷
* SCF679/73中包含此配件

耐用的高密刷毛

弯曲刷头
模制手柄尖端

飞利浦新安怡奶瓶清洁刷具有
专门设计的弯曲刷头和模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