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備 SenseIQ 的電動
牙刷
Sonicare 9900
Prestige
我們最先進的牙刷
SenseIQ 感應、適應和護理
All-in-One 刷頭
由 AI 驅動的 Sonicare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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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IQ
為您提供個人專屬的牙齒護理
Sonicare 9900 Prestige 具備 SenseIQ 智能調控技術，是我們最先進的牙刷。電動牙
刷透過智能、感應及適應功能增強我們備受肯定的聲波技術，提供全面護理，滿足您的
一切所需。
Designed around you
優雅而輕巧的設計
Always get it right with SenseIQ
刷牙力度過大時實時作出適應
輕鬆呵護牙齒和牙齦
實時感應您的刷牙過程
SenseIQ 智能調控技術感應、適應和護理
感應您的刷牙方式
Personalized clean without compromise
All-in-One 刷頭帶來全面護理
Philips Sonicare 應用程式提供個人化指導
聲波刷牙：絕對能有效清潔牙齒
Premium accessories
簡約底座，可輕鬆充電
Prestige 旅行收藏盒，身在何處都不失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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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點
SenseIQ 智能調控技術

感應您的刷牙方式

備受肯定的聲波刷牙

刷牙時，SenseIQ 智能調控技術可感應力度、動
作、覆蓋範圍等，感應頻率高達每秒 100 次，並會
在您過度用力時調整強度。SenseIQ 可根據刷牙模
式進行評估，讓您輕鬆護理口腔並提升刷牙效果。

清潔時，Philips Sonicare 9900 Prestige 運用感
應器偵測您的力度、清潔動作和覆蓋範圍，頻率高
達每秒 100 次。感應器亦會留意您刷牙的時間長度
和頻率。

利用聲波技術刷除牙菌膜是達致有效溫和潔淨的效
果。在刷牙同時進行每分鐘高達 31,000 次刷毛擺
動和液體清潔動力，助您潔淨難以觸及的部位，讓
您的口腔感覺格外乾淨清新。

Premium All-in-One 刷頭

實時適應您的情況

提供即時空氣資訊

A3 Premium All-in-One 刷頭為您潔淨牙齒。我
們的優質多角度刷毛有助清除多達 20 倍牙菌膜，
甚至可達難刷部位*。三角刷尖可在 2 日內清除多
100% 污垢***。而較長刷毛則深入牙齦，在 2 星期
內帶來 15 倍更健康的牙齦**。您無須更換刷頭亦可
達到以上效果。您知道刷頭會在使用 3 個月後效果
減低嗎？我們的 BrushSync™ 功能可提醒您更換刷
頭。

我們經常在刷牙時力度過大，因此我們的牙刷可在
您力度過大時自動調整強度。而免費的 Philips
Sonicare 應用程式可讓您獲取度身訂造的指導和個
人化建議，將您的刷牙體驗提升至更高層次。

您可能注意不到自己刷牙力度過大或開始擦洗牙
齒，但您的牙刷會留意得到。手柄未端的光環會提
示您減輕力度或擦洗動作。
Prestige 旅行收藏盒

關注您的口腔健康

個人化指導

Philips Sonicare 9900 Prestige 專為您而設，其
先進技術與您完美配合，讓您感覺不到其存在，而
刷牙效果亦證明一切。

優雅小巧的旅行收藏盒適合放入任何袋中，讓您外
出時輕鬆無憂。耐用的收藏盒採用柔軟觸感的纯素
皮革包裹。
輕鬆充電

Philips Sonicare 應用程式採用人工智能技術，並
與牙刷完美配合。您可以在刷牙時使用應用程式即
時取得有關刷牙力度、動作、覆蓋範圍、時間和頻
率等指導，更可以根據日、週、月和年查看進度報
告。取得個人化建議和可執行步驟以提升刷牙質
素。此外，即使您刷牙時應用程式不在附近，自動
同步功能亦可讓應用程式內的刷牙資料保持更新。

只需將牙刷放在充電底座上，即可為牙刷充電，同
時亦可展現其時尚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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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連接
藍牙無線技術: 連接牙刷應用程式
電源
電源: 110-220v
技術規格
電池: 可重複充電
操作時間（從完全充電到沒電）: 2 星期以上****
電池類型: 鋰離子電池
設計和外表
顏色: 香檳金色
服務
保用: 2 年有限保養
兼容性
Android 兼容性: Android OS 8.0 或以上
兼容 iOS 裝置: iPhones（iOS 13.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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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易用
兼容手柄: 簡便扣合式刷頭
電量指示燈: 發光圖示指示燈
手柄: 優雅而輕巧的設計, 流暢觸控
旅行收藏盒: 優雅小巧的充電盒, 純素皮革
BrushSync 刷頭更換提示: 更換刷頭提示亮起, 時
刻確保最佳效果
內含物件
手柄: 1 個 Sonicare 9900 Prestige
刷頭: 1 個 A3 Premium All-in-One
Prestige USB 充電盒: 1
Charger base: 1
USB 線: 1
清潔效能
效能: 可清除多達 20 倍牙菌膜*
健康功能: 帶來 15 倍更健康的牙齦**
速度: 每分鐘刷動高達 62000 次
美白效果: 減少達 100% 污漬***
計時器: 刷牙速度調節器及智能計時器

SenseIQ 智能調控技術
力度感應: 提醒使用者減低刷牙時的力度
位置感應器: 每次刷牙都可, 追蹤刷牙的覆蓋範圍
刷磨感應: 提示減少過份大幅度來回刷磨牙齒
3D 口腔視圖: 重點指出漏刷的地方
適應強度: 力度過大時, 調整強度
人工智能技術: 偵測和同步刷牙
配備 A.I. 的 Sonicare 應用程式
實時指導: 個人化建議, 日/月/年進度報告
自訂模式: 清潔, 亮白+, 牙齦健康, 深層清潔, 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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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感應: 牙刷手柄底部亮起紫色燈, 震動手柄提醒
使用者
刷磨反應: 牙刷手柄底部亮起黃色燈, 震動手柄提醒
使用者, 可開啟/關閉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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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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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手動牙刷相比
* 與手動牙刷相比使用 6 星期的效果
** 在實驗室測試中與手動牙刷相比
*** 根據每天使用標準模式刷牙兩次，每次兩分鐘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