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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ょ╉] 『 《〉‶【《‶〉¨ ′ 《》′╆╉』『』╆【╉] ╆╄『 ╆ ‶[【╅╉ Philips! 
┻』〉╅ぇ ╆〉『《〉[ぉ╋〉╆╄』ぉ『ょ ╆『╉]′ 《》╉′]【ぃ╉『』╆╄]′ 《〉╈╈╉》╊‶′ Philips, 
╋╄》╉╇′『』》′》【¨』╉ 《》′〉╅》╉』╉〈〈〉╉ 【『』》〉¨『』╆〉 〈╄ 『╄¨』╉  
www.philips.com/welcome.

1 ┦╄╊〈╄ょ ′〈】〉》]╄｠′ょ
┳╉》╉╈ ′『《〉[ぉ╋〉╆╄〈′╉] 《》′╅〉》╄ ╆〈′]╄』╉[ぉ〈〉 〉╋〈╄‶〉]ぉ』╉『ぉ 『 
》【‶〉╆〉╈『』╆〉] 《〉[ぉ╋〉╆╄』╉[ょ ′ 『〉‒》╄〈′』╉ ╉╇〉 ╈[ょ ╈╄[ぉ〈╉¨ぁ╉╇〉 
′『《〉[ぉ╋〉╆╄〈′ょ ╆ ‶╄を╉『』╆╉ 『《》╄╆〉を〈〉╇〉 ]╄』╉》′╄[╄.
• ┦┱┬┰┤┱┬┩! ┱╉ ′『《〉[ぉ╋【¨』╉ 《》′╅〉》 ╆╅[′╋′ ╆〉╈ぇ. 
• ┦ぇ〈ぉ』╉ ╆′[‶【 ぁ〈【》╄ 《′』╄〈′ょ 《》′╅〉》╄ ′╋ 》〉╋╉』‶′ ゃ[╉‶』》〉『╉』′ 

《〉『[╉ ′『《〉[ぉ╋〉╆╄〈′ょ 《》′╅〉》╄ ╆ ╆╄〈〈〉¨ ‶〉]〈╄』╉. 
┥[′╋〉『』ぉ ╆〉╈ぇ 《》╉╈『』╄╆[ょ╉』 》′『‶, ╈╄╊╉ ╉『[′ 
《》′╅〉》 ╆ぇ‶[ゅを╉〈.

• ┦┱┬┰┤┱┬┩! ┱╉ ′『《〉[ぉ╋【¨』╉ 《》′╅〉》 ╆ ╆╄〈〈〉¨, 
╈【ぁ╉, ╅╄『『╉¨〈╉ ′[′ ╈》【╇′‒ 《〉]╉ぃ╉〈′ょ‒ 『 
《〉╆ぇぁ╉〈〈〉¨ ╆[╄╊〈〉『』ぉゅ.

• ┳〉『[╉ ╋╄╆╉》ぁ╉〈′ょ 》╄╅〉』ぇ 〉』‶[ゅを′』╉ 《》′╅〉》 〉』 》〉╋╉』‶′ 
ゃ[╉‶』》〉『╉』′.

• ┳》′╅〉》 ╄╆』〉]╄』′を╉『‶′ 〉』‶[ゅを╄╉』『ょ 《》′ 《╉》╉╇》╉╆╉. ┦ぇ‶[ゅを′』╉ 
《》′╅〉》 ′ ╈╄¨』╉ ╉]【 〉『』ぇ』ぉ ╆ 』╉を╉〈′╉ 〈╉『‶〉[ぉ‶′‒ ]′〈【』. ┳╉》╉╈ 
《〉╆』〉》〈ぇ] ╆‶[ゅを╉〈′╉] 《》′╅〉》╄ 【╅╉╈′』╉『ぉ, を』〉 》╉ぁ╉』‶╄ 〈╉ 
╋╄『〉》╉〈╄ 《ぇ[ぉゅ, ╆〉[〉『╄]′ ′ 』.《.

• ┦ 『[【を╄╉ 《〉╆》╉╊╈╉〈′ょ 『╉』╉╆〉╇〉 ぁ〈【》╄ ╉╇〉 〈╉〉╅‒〉╈′]〉 
╋╄]╉〈′』ぉ. ┻』〉╅ぇ 〉╅╉『《╉を′』ぉ ╅╉╋〉《╄『〈【ゅ ゃ‶『《[【╄』╄｠′ゅ 
《》′╅〉》╄, ╋╄]╉〈ょ¨』╉ ぁ〈【》 』〉[ぉ‶〉 ╆ ╄╆』〉》′╋〉╆╄〈〈〉] 『╉》╆′『〈〉] 
｠╉〈』》╉ Philips ′[′ ╆ 『╉》╆′『〈〉] ｠╉〈』》╉ 『 《╉》『〉〈╄[〉] ╆ぇ『〉‶〉¨ 
‶╆╄[′】′‶╄｠′′.

• ┨╄〈〈ぇ] 《》′╅〉》〉] ]〉╇【』 《〉[ぉ╋〉╆╄』ぉ『ょ ╈╉』′ 『』╄》ぁ╉ 
8 [╉』 ′ [′｠╄ 『 〉╇》╄〈′を╉〈〈ぇ]′ ′〈』╉[[╉‶』【╄[ぉ〈ぇ]′ ′[′ 
】′╋′を╉『‶′]′ ╆〉╋]〉╊〈〉『』ょ]′, ╄ 』╄‶╊╉ [′｠╄ 『 〈╉╈〉『』╄』〉を〈ぇ] 
〉《ぇ』〉] ′ ╋〈╄〈′ょ]′ 《〉╈ 《》′『]〉』》〉] ╈》【╇′‒ [′｠ ′[′ 《〉『[╉ 



′〈『』》【‶』′》〉╆╄〈′ょ 〉 ╅╉╋〉《╄『〈〉] ′『《〉[ぉ╋〉╆╄〈′′ 《》′╅〉》╄ ′ 
《〉』╉〈｠′╄[ぉ〈ぇ‒ 〉《╄『〈〉『』ょ‒. ┱╉ 《〉╋╆〉[ょ¨』╉ ╈╉』ょ] ′╇》╄』ぉ 
『 《》′╅〉》〉]. ┨╉』′ ]〉╇【』 〉『【ぃ╉『』╆[ょ』ぉ 〉を′『』‶【 ′ 【‒〉╈ ╋╄ 
《》′╅〉》〉] 』〉[ぉ‶〉 《〉╈ 《》′『]〉』》〉] ╆╋》〉『[ぇ‒. 

• ┨[ょ 〉╅╉『《╉を╉〈′ょ ╈〉《〉[〈′』╉[ぉ〈〉¨ ╋╄ぃ′』ぇ 》╉‶〉]╉〈╈【╉』『ょ 
【『』╄〈〉╆′』ぉ 〉╇》╄〈′を′』╉[ぉ 〉『』╄』〉を〈〉╇〉 』〉‶╄ (RCD), 
《》╉╈〈╄╋〈╄を╉〈〈ぇ¨ ╈[ょ ゃ[╉‶』》〉《′』╄〈′ょ ╆╄〈〈〉¨ ‶〉]〈╄』ぇ. 
┱〉]′〈╄[ぉ〈ぇ¨ 〉『』╄』〉を〈ぇ¨ 》╄╅〉を′¨ 』〉‶ 〈╉ ╈〉[╊╉〈 《》╉╆ぇぁ╄』ぉ 
30 ]┤. ┳〉『〉╆╉』【¨』╉『ぉ 『 ゃ[╉‶』》′‶〉], ╆ぇ《〉[〈ょゅぃ′] 
ゃ[╉‶』》〉]〉〈』╄╊.

• ┦〉 ′╋╅╉╊╄〈′╉ 《〉》╄╊╉〈′ょ ゃ[╉‶』》′を╉『‶′] 』〉‶〉] 〈╉ 
《》〉『〉╆ぇ╆╄¨』╉ ]╉』╄[[′を╉『‶′╉ 《》╉╈]╉』ぇ を╉》╉╋ ╆╉〈』′[ょ｠′〉〈〈【ゅ 
》╉ぁ╉』‶【 《》′╅〉》╄.

• ┱′‶〉╇╈╄ 〈╉ ╅[〉‶′》【¨』╉ ╆╉〈』′[ょ｠′〉〈〈ぇ╉ 》╉ぁ╉』‶′.
• ┳╉》╉╈ 《〉╈‶[ゅを╉〈′╉] 《》′╅〉》╄ 【╅╉╈′』╉『ぉ, を』〉 【‶╄╋╄〈〈〉╉ 〈╄ 〈╉] 

〈╄《》ょ╊╉〈′╉ 『〉〉』╆╉』『』╆【╉』 〈╄《》ょ╊╉〈′ゅ ]╉『』〈〉¨ ゃ[╉‶』》〉『╉』′.
• ┱╉ ′『《〉[ぉ╋【¨』╉ 《》′╅〉》 ╈[ょ ｠╉[╉¨, 〉』[′を〈ぇ‒ 〉』 〉《′『╄〈〈ぇ‒ ╆ 

╈╄〈〈〉] 》【‶〉╆〉╈『』╆╉.
• ┱╉ ′『《〉[ぉ╋【¨』╉ 《》′╅〉》 ╈[ょ ′『‶【『『』╆╉〈〈ぇ‒ ╆〉[〉『.
• ┱╉ 〉『』╄╆[ょ¨』╉ ╆‶[ゅを╉〈〈ぇ¨ ╆ 『╉』ぉ 《》′╅〉》 ╅╉╋ 《》′『]〉』》╄.
• ┫╄《》╉ぃ╄╉』『ょ 《〉[ぉ╋〉╆╄』ぉ『ょ ‶╄‶′]′-[′╅〉 ╄‶『╉『『【╄》╄]′ ′[′ 

╈╉』╄[ょ]′ ╈》【╇′‒ 《》〉′╋╆〉╈′』╉[╉¨, 〈╉ ′]╉ゅぃ′‒ 『《╉｠′╄[ぉ〈〉¨ 
》╉‶〉]╉〈╈╄｠′′ Philips. ┳》′ ′『《〉[ぉ╋〉╆╄〈′′ 』╄‶′‒ ╄‶『╉『『【╄》〉╆ ′ 
╈╉』╄[╉¨ ╇╄》╄〈』′¨〈ぇ╉ 〉╅ょ╋╄』╉[ぉ『』╆╄ 』╉》ょゅ』 『′[【.

• ┱╉ 〉╅]╄』ぇ╆╄¨』╉ 『╉』╉╆〉¨ ぁ〈【》 ╆〉‶》【╇ 《》′╅〉》╄.
• ┳》╉╊╈╉ を╉] 【╅》╄』ぉ 《》′╅〉》, ╈╄¨』╉ ╉]【 〉『』ぇ』ぉ.
┷》〉╆╉〈ぉ ぁ【]╄: Lc = 83 ╈┥ [A]

╁[╉‶』》〉]╄╇〈′』〈ぇ╉ 《〉[ょ (╁┰┳)
┨╄〈〈ぇ¨ 《》′╅〉》 『〉〉』╆╉』『』╆【╉』 ╆『╉] 『』╄〈╈╄》』╄] ╆ 〉╅[╄『』′ 
ゃ[╉‶』》〉]╄╇〈′』〈ぇ‒ 《〉[╉¨ (╁┰┳). ┳》′ 《》╄╆′[ぉ〈〉¨ ゃ‶『《[【╄』╄｠′′ 
╆ 『〉〉』╆╉』『』╆′′ 『 ′〈『』》【‶｠′ょ]′ ╆ ╈╄〈〈〉] 》【‶〉╆〉╈『』╆╉ 《》′╅〉》 
╄╅『〉[ゅ』〈〉 ╅╉╋〉《╄『╉〈 ╆ ′『《〉[ぉ╋〉╆╄〈′′, を』〉 《〉╈』╆╉》╊╈╄╉』『ょ 
′]╉ゅぃ′]′『ょ 〈╄ 『╉╇〉╈〈ょ 〈╄【を〈ぇ]′ ╈╄〈〈ぇ]′.



┫╄ぃ′』╄ 〉‶》【╊╄ゅぃ╉¨ 『》╉╈ぇ
┬╋╈╉[′╉ 》╄╋》╄╅〉』╄〈〉 ′ ′╋╇〉』〉╆[╉〈〉 『 《》′]╉〈╉〈′╉] 
╆ぇ『〉‶〉‶╄を╉『』╆╉〈〈ぇ‒ ╈╉』╄[╉¨ ′ ‶〉]《〉〈╉〈』〉╆, ‶〉』〉》ぇ╉ 
《〉╈[╉╊╄』 《╉》╉》╄╅〉』‶╉ ′ 《〉╆』〉》〈〉]【 ′『《〉[ぉ╋〉╆╄〈′ゅ.
┩『[′ ′╋╈╉[′╉ ]╄》‶′》〉╆╄〈〉 ╋〈╄を‶〉] 『 ′╋〉╅》╄╊╉〈′╉] 
《╉》╉を╉》‶〈【』〉╇〉 ]【『〉》〈〉╇〉 ╅╄‶╄, ゃ』〉 〉╋〈╄を╄╉』, を』〉 〉〈〉 
『〉〉』╆╉』『』╆【╉』 ╈′》╉‶』′╆╉ ┩╆》〉《╉¨『‶〉╇〉 ┳╄》[╄]╉〈』╄ 2012/19/EU.
┷╋〈╄¨』╉ 〉 》╄╋╈╉[ぉ〈〉¨ 【』′[′╋╄｠′′ ゃ[╉‶』》〉』╉‒〈′を╉『‶′‒ ′ 
ゃ[╉‶』》〉〈〈ぇ‒ ′╋╈╉[′¨ 『〉╇[╄『〈〉 ]╉『』〈〉]【 ╋╄‶〉〈〉╈╄』╉[ぉ『』╆【.
┨╉¨『』╆【¨』╉ ╆ 『〉〉』╆╉』『』╆′′ 『 ]╉『』〈ぇ]′ 《》╄╆′[╄]′ ′ 〈╉ 
╆ぇ╅》╄『ぇ╆╄¨』╉ 〉』》╄╅〉』╄╆ぁ╉╉ ′╋╈╉[′╉ ╆]╉『』╉ 『 ╅ぇ』〉╆ぇ]′ 
〉』‒〉╈╄]′. ┳》╄╆′[ぉ〈╄ょ 【』′[′╋╄｠′ょ 〉』》╄╅〉』╄╆ぁ╉╇〉 ′╋╈╉[′ょ 
《〉]〉╊╉』 《》╉╈〉』╆》╄』′』ぉ ╆〉╋]〉╊〈ぇ╉ 〈╉╇╄』′╆〈ぇ╉ 《〉『[╉╈『』╆′ょ ╈[ょ 
〉‶》【╊╄ゅぃ╉¨ 『》╉╈ぇ ′ ╋╈〉》〉╆ぉょ を╉[〉╆╉‶╄.

2 ┵【ぁ‶╄ ╆〉[〉『
1 ┦『』╄╆ぉ』╉ ╆′[‶【 ╆ 》〉╋╉』‶【 ゃ[╉‶』》〉『╉』′.
2 ┷『』╄〈〉╆′』╉ 《╉》╉‶[ゅを╄』╉[ぉ ′〈』╉〈『′╆〈〉『』′ ╆〉╋╈【ぁ〈〉╇〉 《〉』〉‶╄  

(  ) ╆ 《〉[〉╊╉〈′╉ , を』〉╅ぇ ╆‶[ゅを′』ぉ ]ょ╇‶′¨ ╆〉╋╈【ぁ〈ぇ¨ 
《〉』〉‶, ′[′ ╆ 《〉[〉╊╉〈′╉ , を』〉╅ぇ ╆‶[ゅを′』ぉ 『′[ぉ〈ぇ¨ 《〉』〉‶ 
╆〉╋╈【‒╄ ╈[ょ ╅ぇ『』》〉¨ 『【ぁ‶′ ╆〉[〉『. 

┵〉╆╉』. ┨[ょ ′『《〉[ぉ╋〉╆╄〈′ょ ╆〉╋╈【ぁ〈〉╇〉 《〉』〉‶╄ ]╄‶『′]╄[ぉ〈〉¨ 
]〉ぃ〈〉『』′ ′『《〉[ぉ╋【¨』╉ ‶〈〉《‶【 』【》╅〉》╉╊′]╄ (  , 』〉[ぉ‶〉 ╈[ょ 
]〉╈╉[′ HP8233). 
┨[ょ ╅〉[╉╉ 【╈〉╅〈〉¨ 『【ぁ‶′ ]〉╊〈〉 ╆ぇ╅》╄』ぉ 》╉╊′] 『‶〉》〉『』′ . 

3 ┵ 《〉]〉ぃぉゅ 《╉》╉‶[ゅを╄』╉[ょ 』╉]《╉》╄』【》〈〉╇〉 》╉╊′]╄ (  ) 
╆ぇ╅╉》′』╉  ╈[ょ ╆‶[ゅを╉〈′ょ ╇〉》ょを╉╇〉 ╆〉╋╈【ぁ〈〉╇〉 《〉』〉‶╄,  

 — ╈[ょ 』╉《[〉╇〉 ╆〉╋╈【ぁ〈〉╇〉 《〉』〉‶╄ ′[′  ╈[ょ 『【ぁ‶′ 《》′ 
ぃ╄╈ょぃ╉¨ 』╉]《╉》╄』【》╉. ┱╄╊]′』╉ ‶〈〉《‶【 ╆‶[ゅを╉〈′ょ ‒〉[〉╈〈〉╇〉 
〉╅╈【╆╄ (  ), を』〉╅ぇ ╋╄‶》╉《′』ぉ 】〉》]【 《》′を╉『‶′ 『 《〉]〉ぃぉゅ 
《〉』〉‶╄ ‒〉[〉╈〈〉╇〉 ╆〉╋╈【‒╄. 



• ┶〉[ぉ‶〉 ╈[ょ ]〉╈╉[′ HP8232/33. ┸【〈‶｠′ょ ′〉〈′╋╄｠′′ ╆ 
《》′╅〉》╉ 《》′╈╄╉』 ╆〉[〉『╄] ╈〉《〉[〈′』╉[ぉ〈ぇ¨ ╅[╉『‶ ′ 【]╉〈ぉぁ╄╉』 
『《【』ぇ╆╄〈′╉.

• ┶〉[ぉ‶〉 ╈[ょ ]〉╈╉[′ HP8232. ┸【〈‶｠′ょ ′〉〈′╋╄｠′′ ╆‶[ゅを╄╉』『ょ 
╄╆』〉]╄』′を╉『‶′ 《》′ ╆‶[ゅを╉〈′′ 《》′╅〉》╄.

• ┶〉[ぉ‶〉 ╈[ょ ]〉╈╉[′ HP8233. ┷『』╄〈〉╆′╆ 《〉[╋【〈‶〉╆ぇ¨ 
《╉》╉‶[ゅを╄』╉[ぉ (  ) ╆ 《〉[〉╊╉〈′╉  ′[′ , ]〉╊〈〉 ╆‶[ゅを′』ぉ 
′[′ 〉』‶[ゅを′』ぉ 】【〈‶｠′ゅ ′〉〈′╋╄｠′′.
 » ┦〉 ╆》╉]ょ ′〉〈′╋╄｠′′ ]〉╊╉』 ╆ぇ╈╉[ょ』ぉ『ょ 『《╉｠′】′を╉『‶′¨ ╋╄《╄‒. 
┲〈 ╆ぇ╋╆╄〈 〉╅》╄╋〉╆╄〈′╉] ′〉〈〉╆.

┱╄『╄╈‶╄
┶〉[ぉ‶〉 ╈[ょ ]〉╈╉[′ HP8233. ┵╆╉》‒【╋‶╄ょ 〈╄『╄╈‶╄ ╈[ょ 【‶[╄╈‶′ 
〉╅╉『《╉を′╆╄╉』 』〉を〈【ゅ 〈╄《》╄╆[╉〈〈〉『』ぉ 《〉』〉‶╄ ╆〉╋╈【‒╄ ╆〉 ╆》╉]ょ 
【‶[╄╈‶′. ┦ぇ《》ょ][ょ』ぉ ╆〉[〉『ぇ 『』╄[〉 《》〉ぃ╉.
┨′】】【╋〉》 ╈[ょ 『〉╋╈╄〈′ょ 〉╅ぅ╉]╄ (』〉[ぉ‶〉 ╈[ょ ]〉╈╉[′ HP8232/33):
┨′】】【╋〉》 ╈[ょ 『〉╋╈╄〈′ょ 〉╅ぅ╉]╄ 『《╉｠′╄[ぉ〈〉 》╄╋》╄╅〉』╄〈 ╈[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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