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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刷牙方式指導

智能刷頭與刷牙模式配對

5 個模式，3 段牙刷力度

 

HX9924/02

我們最出色的全面口腔護理牙刷
充滿信心、百分百保障

DiamondClean Smart 是我們最出色的全面護理牙刷。四個智能刷頭讓使用者可兼顧各

個部位，全面護理口腔健康，而 Smart Sensor 智能系統能因應個人使用習慣，自動調

節和指導使用者清潔。

證實能改善口腔健康

去除多達 10 倍牙菌膜*，更深層清潔

只需 2 星期，即可帶來 7 倍更健康的牙齦

只需 3 天，即可去除多達 100% 的牙菌斑**

享受持久的清新口氣

個人化應用程式指導完美刷牙效果

指導完成刷牙程序，顯示忽略部位

指出忽略清潔的位置，提醒補刷

方便您照顧難以清潔的部位

過度用力刷牙時發出提示

指導您減少刷磨動作

改善牙齒潔淨體驗

刷頭會自動選擇最佳設定

確保您充分利用刷頭

可選 5 個模式，3 段牙刷力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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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向牙菌膜說再見

智能清潔刷頭是目前可以最深層清潔的刷頭。透過

柔軟的彈性橡膠側面設計，刷毛可以順應牙齦輪廓

和每一隻牙齒表面的形狀進行清潔，將接觸的表面

範圍提高至 4 倍***，可去除多達 10 倍的牙菌膜，

牙刷難以觸及的部位也絕無問題*。

呵護您的牙齦

插上智能牙齦護理刷頭即可改善牙齦健康。較細小

的刷頭和針對牙齦邊緣清潔的刷毛，可以沿牙齦邊

緣提供溫和而有效的清潔效果，避免形成牙齦疾

病。臨床證實，刷頭能夠在短短兩星期內讓牙齦炎

的機會減少 100％*，並帶來 7 倍更健康的牙齦。*

更亮白的牙齒

插上智能亮白刷頭，即可去除牙齒污漬並展現您最

亮白的笑容。臨床證實，密集中央的刷毛，可以在

短短三天內去除多 100% 牙齒污漬*。

智能舌苔清潔刷頭

配上智能舌苔清潔刷頭，即可輕柔地去除舌頭上因

舌苔引起的異味。MicroBristles 的 240 條專門設

計刷毛，可以在您所有舌頭上的細小空隙之間來回

清潔，消除導致口臭的細菌和碎屑。讓口氣清新。

不錯過任何清潔部位

Philips Sonicare 應用程式讓您知道自己是否已徹

底清潔牙齒，指導您妥善清潔、刷牙時更為細心。

TouchUp 功能

如果您刷牙時忽略了某個部位，應用程式的

TouchUp 功能就會顯示該部位，讓您可以在第二次

清潔過程中加以改善，確保您每次都徹底清潔。

清潔重點和口腔護理目標設定

您的牙醫有沒有向您指出任何難以清潔的部位？我

們將在您的應用程式內以 3D 口腔視圖顯示這些範

圍，讓您在刷牙時格外留神。

過度用力刷牙？

您可能無法察覺是否過度用力刷牙，

DiamondClean Smart 則可以代勞。如感應到過

度用力刷牙時，牙刷手柄底部會亮燈提示，讓使用

者明確感應到而減輕刷牙的力度。研究發現，10 位

過度用力刷牙的使用者中有 7 位都憑藉力度感應成

功而減輕刷牙時的力度。

輕鬆完成清潔工作

您可放心讓電動牙刷為您清潔牙齒。我們已經在牙

刷手柄上加入一個刷磨感應，提醒您減少刷磨動

作。讓您可以改善刷牙技巧，並同時享受更輕柔但

更有效的清潔效果。

Philips 環保標誌

Philips 環保產品可降低成本、節省能源及減少二

氧化碳 (CO2) 排放量。Philips 是如何做到的呢﹖

這些環保產品在至少一個 Philips 環保重點領域中

提供顯著的環境改善效果 – 能源效率、包裝、有害

物質、重量、循環再用與棄置處理及壽命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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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模式

清潔: 日常清潔效果出眾

亮白+: 去除牙齒表面色斑

深層清潔+: 加倍深層清潔

牙齦健康: 加強臼齒清潔

舌苔清潔: 持久清新口氣

3 段強度: 高, 中, 低

內含物件

手柄: 1 個 DiamondClean Smart

刷頭: 1 個 C3 智能清潔刷頭, 1 個 G3 智能牙齦護理

刷頭, 1 個 W3 智能亮白刷頭, 1 個智能舌苔清潔刷

頭

玻璃杯充電: 1

旅行收藏盒: USB 旅行充電收藏盒

BrushSync 智能感應配對刷頭

C3 智能清潔刷頭: 與清潔模式配對

G3 智能牙齦護理刷頭: 與牙齦健康模式配對

W3 智能亮白刷頭: 與亮白模式配對

智能舌苔清潔刷頭: 與舌苔清潔模式配對

連接

藍牙無線技術: 連接牙刷應用程式

兼容度

Android 兼容性: Android 手機, 支援藍牙 4.0 的平

板電腦

兼容 iOS 裝置: 第三代 iPad 或以上, iPhone 4S

或以上版本, 兼容 iOS7 或以上版本

設計和外表

顏色: 白色

清潔效能

速度: 每分鐘刷毛擺動高達31,000次

效能: 可清除多達 10 倍牙菌膜*

健康功能: 7 倍更健康的牙齦****

潔白效果: 去除多100%的牙齒表面色斑*****

力度感應: 牙刷手柄底部亮起紫色燈, 震動手柄提醒

使用者

TouchUp: 提醒補刷

計時器: 分段時間提示及兩分鐘計時器

智能感測器技術

力度感應: 提醒使用者減低刷牙時的力度

定位感應: 追蹤及提醒補刷

刷磨感應: 提示減少過份大幅度來回刷磨牙齒

3D 口腔視圖: 突出顯示未清潔的部位

TouchUp: 指出忽略清潔的部位

位置感應器: 引導至忽略清潔的區域

方便易用

兼容手柄: 簡便扣合式刷頭

智能刷頭與刷牙模式配對: 同步並使用優化模式

更換刷頭提示: 提醒更換以達至最佳效果, 更换刷頭

提示燈亮起

電量指示燈: 亮燈圖示代表需要充電

手柄: 人體工學設計

顯示: 明亮顯示屏

技術規格

電池: 可重複充電

電池類型: 鋰離子電池

操作時間（從完全充電到沒電）: 14 日******

電源

電壓: 110-220 V

服務

保用: 2 年有限保養

* 與手動牙刷相比，可清除多達 7 倍牙菌膜

* * 與使用手動牙刷，配合市場領先的潔白牙膏刷牙比較

* * 與 DiamondClean 比較

* *** 使用牙齦健康模式和手動牙刷比較，為期兩星期

* **** 使用亮白+模式和手動牙刷三天後進行比較

* **** 根據每天使用標準模式刷牙兩次，每次兩分鐘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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