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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镜

化妆镜的护栏上请不要挂置物品，会导致破损
和受伤。

不要私自拆卸照明（灯），导致照明短路，造
成人身财产安全受损。

隔板上使用物品时请轻拿轻放，收纳的物品落
下，会导致物品损坏和受伤。

避免加热器放置在产品旁边
可能导致变形、变色。

避免阳光直射
可能导致变形、变色。

不要用吹风机吹化妆镜
可能导致变形、变色。

镜子表面有水时请用干抹布擦拭
避免镜子被腐蚀。

不要向化妆镜上泼水
可能导致镜子及各部材损毁。

不要用硬物撞击镜子
可能导致镜子破损。

化妆镜有破损时不要继续使用
可能导致破损及伤害。

不要在隔板上放置发夹、剃须刀片等物品
可能会留下锈迹，隔板可能会划伤。

不要在化妆镜上涂抹化妆品
可能导致变色、损坏。
如果涂抹了化妆品，请马上清除干净，
因为化妆品可能含有酸碱成分。

※为了能长时间保持产品的整洁美观，请每天做好保养工作，同时按以下方法维护保养。

产品的维护

●产品沾上污物时，请用拧干的湿抹布擦拭。
然后在沾有清水的湿布上滴上少量的中性洗
剂进行擦拭，再用干布擦干。

●稀释剂、挥发油等溶剂，清洁剂和尼龙刷，
厕所用洗剂会对产品造成损伤，请避免使用。

●尖锐硬物会刮花产品，请注意使用。

●产品使用过程中，如有积水，请及时用干
布拭去。

请顾客放心使用，TOTO产品完全符合GB 18584-2001内容的规定，E1级（≤1.5mg/L）
为了能舒适的使用本产品，请您做好以下几点：
·新建或改建后不久的场合，请注意室内通风良好，因为甲醛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释放。
·当室温高时，室内通风良好或使用拧干的湿抹布擦拭柜体内侧，会减少甲醛的释放量。
·平时也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另外，温度高的夏天或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后，请注意室内通风。

禁止使用以下洗剂
可能会导致变色、破损、腐蚀。

不要使用蛮力去按压和敲击镜子，镜子破损会
导致受伤。

化妆镜在通电情况下，不许用湿的手触碰灯管、
灯座部分，会导致触电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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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保留备用。

执行标准：GB 24977-2010   

东陶机器(广州)有限公司

本品经检查合格

厂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715号

本产品具有储物、成像功能
LMMW601W系列

照明单元

化妆镜

镜片

1.浴室内使用
2.如果您需要废弃本产品，请勿将其作为一般生活垃圾处理，请依照法规经由独立的回收体系
进行合适的处理、恢复和回收。

请务必在安装之前认真阅读该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的内容正确进行安装。
下记注意事项是安全相关的重要内容，请务必遵守。
说明书看完后，请保存到经常看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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