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使用说明书
飞莫洁面仪Icee



感谢您购买飞莫洁面仪Icee
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指示，正确安全地使用。

关于飞莫洁面仪Icee

直立或悬挂随心所欲，多种放置方式实用而有趣。

来自荷兰的精心设计，打造简约现代而富有女性气质的时尚外观，挑选最适合女
性的产品体量感，为您带来不凡的愉悦使用体验。

亲肤厚实的精选食用级别硅胶材质，以其极度温柔的优质触感细心呵护您的娇弱
肌肤。

技术升级的硅胶材质易干防潮抗菌，无需更换刷头，持久环保耐用。

细腻温和的刷毛，触感柔软，特别加长的刷毛以及独创的渐变式刷毛布局，为您
带来舒适触感与高效清洁度的完美结合。  

创新的Intellitemp  技术将为您提供高效智能的冰肌方案，帮助您有效的收缩毛
孔，使您的肌肤更加细腻有光泽。

二档可调的超感振动，高达8000转/分钟，深入毛孔内部，彻底清洁肌肤，去除各
种顽固的皮肤污垢，油脂，角质死皮和化妆残留，满足多种面部清洁需求。

独特的磁吸式充电设计，让日常充电变得更加简便易操作。

TM

飞莫洁面仪lcee即将为您带来最愉快的肌肤清洁体验，助您重现自然清爽
的细腻肌肤。以下我们为您展示独一无二的飞莫洁面仪Icee，让您对它有
个全面的了解。



① 清洁触点刷毛
② 指示灯
③ 冰肌焕肤头
④ 操作界面
⑤ 充电接口
⑥ 悬挂扣带连接口

机体



悬挂扣带

视图 安装

使用



放   置

站立 悬挂

其它配件

usb磁吸充电线
简要说明卡

（印于附件盒内侧）



使用飞莫洁面仪Icee

飞莫洁面仪Icee的独创刷毛适用于所有类型肌肤，为您面部不同的清洁部位提供针对性的清洁方
案。我们建议每天至少使用一次飞莫洁面仪Icee对面部进行彻底清洁，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肌肤状
态调整各功能的使用频率。在开始使用前，请您了解以下重要信息：

·请先为您的飞莫洁面仪Icee充电直至满电状态。如何充电请参见下文“充电”介绍。
·新的飞莫洁面仪Icee处于自锁状态，初次使用需要先解锁。请同时长按冰肌键和清洁键2秒，对
飞莫洁面仪Icee进行解锁。
·飞莫洁面仪Icee配备了便捷的悬挂扣带，方便您将其挂在任意位置，您可根据需求安装使用。飞
莫洁面仪Icee在未安装悬挂扣带的时候也可竖直站立，请放心使用。
·请皮肤异常敏感者在使用本产品前，先在手背等皮肤上试用，确认没有异常之后再使用。
·一旦皮肤有发红、肿、痒等异常情况，请立即终止使用并咨询相关医生。
·基于对皮肤的健康管理，我们不建议您与其他人共享使用飞莫洁面仪Icee，或在面部以外区域使
用。

功能模式
1.同时长按冰肌键      和清洁键      2秒，可对飞莫洁面仪Icee进行自锁和解锁操作。自锁 时，机身
短促振动，同时指示灯快速闪亮一次；解锁时，机身短促振动，同时指示灯快速闪亮 一次。

2. 按下清洁键       开启飞莫洁面仪Icee清洁模式，指示灯快速闪烁一次，10秒内再次按下该键可调
整清洁强度，共二个强度档位可供用户选择，一档为敏感肌清洁强度，二档为深层清洁强度；每
次调整到新的强度，指示灯闪烁一次进行提示。超过10秒无操作系统启动智能记忆功能，再次按
下清洁键即关闭，下一次启动时系统自动跳转至记忆的最终清洁强度。

3. 按下冰肌键       开启飞莫洁面仪Icee冰肌模式，指示灯亮，灯光由暗变亮，依次循环，冰肌焕肤
头开始制冷，再次按下关闭。

注意：
冰肌模式每次默认的运行时间为1.5分钟，之后机体轻微震动提醒模式结束；若在结束后仍需要继
续进行冰肌，请再次开启相应模式。
*  当飞莫洁面仪Icee处于低电量状态时，冰肌模式将无法继续使用。具体请参见下文“充    电”介
绍。

*  清洁模式下，在系统启动智能记忆功能后，若仍需要更换强度，请先关闭机器并重新开启清    洁
模式进入新一次的10秒强度调节时间。在强度调节时间内，您可单击清洁键，在“一档强    度→
二档强度→关闭”三个档位中依次循环切换。



详细步骤

STEP1: 卸除脸部彩妆。

STEP2: 湿润脸部，涂抹洁面乳并湿润飞莫洁面仪Icee。

STEP3: 按下清洁键        打开清洁模式，开始清洁脸部；

档位，具体操作请参见 “功能模式选择”介绍。

 

面部清洁&护理

在10s内可通过再次按下清洁键      来调节选择您所需

飞莫洁面仪Icee清洁模式



STEP4: 每隔15秒清洁振动将会短促暂停一次提醒您清洁下一区域。

1.   左面颊以及下巴：以打圈方式清洁面颊和下巴；
2．右面颊以及下巴：以打圈方式清洁面颊和下巴；
3．额头：从额头中间 分别向两边轻轻抚动，由内向外直

4．鼻子：清洁鼻子时，用深层清洁刷头在鼻子的一侧上下

建议您配合飞莫洁面仪Icee独特超感振动重点清洗以下四
个区域：

1分钟后，清洁振动将短促停顿3次，提醒您一次完整的清洁流程
结束。按下清洁键      关闭机体；

当您希望继续清洁时，可在停顿后继续使用，直至2分钟后机机器
自动停止。

至清洁整个额头；

轻轻划动，然后以同样方法清洁鼻子的另一侧；

STEP5: 清洁过程完成后，冲洗并擦干面部； 
然后可根据需要使用护肤品。

注意：

* 请根据个人皮肤状态进行操作，避免过度使用。
* 清洁眼周区域时请特别小心，请勿使产品直接接触眼睑或眼部。
* 建议敏感肌用户使用一档敏感肌清洁强度进行清洁，每周使用1~2次；待肌肤完全适应后

可根据肌肤状态尝试深层清洁强度。
* 建议敏感肌用户采用轻柔平移的方式使用该产品。



STEP1: 按下冰肌键      打开飞莫洁面仪Icee冰肌模式，利 用冷却的

Tip: 冰肌模式亦可冰敷眼下水肿部位，弱化眼袋消除浮肿。

飞莫洁面仪Icee冰肌模式

冰肌焕肤头温和地按摩毛孔粗大区域，帮助毛孔收缩细腻肌
肤；1.5分钟后，机体轻微震动提醒此模式结束。

注意：

* 一次冰肌模式使用完毕后，请先等待冰肌焕肤头恢复至常温后再进行下一次使用。

充电与耗电量

充   电

·  每台飞莫洁面仪Icee配备一条专用usb磁吸充电线，请您自行搭配质量合格的usb适配器，即
  可为飞莫洁面仪Icee进行充电。 

·  充电时，请准备好usb磁吸充电线，将其一端的磁吸头的金属触点面从右侧对接到飞莫洁面仪
  Icee（站立状态）背后的充电接口（见下图），两端接口靠近时会自动磁吸对接；再将另一端
  的usb接头插入您自备的usb电源适配器，然后将适配器插入插座。

* 冷敷模式下，机体轻微发热属正常现象，如外壳过热应立即停止使用。



·  飞莫洁面仪Icee的电池在正常充电状态时，机体的指示灯亮起并按呼吸频率闪；充电结束

·  飞莫洁面仪Icee在直立和悬挂的状态下均可以进行充电（见下图）请放心使用。

   时，指示灯光由呼吸闪烁变为稳定光。

·  飞莫洁面仪Icee从无电量状态直至充满电大约需要4小时。

注意：

*  当usb磁吸充电线一端的磁吸头（金属触点面）从右侧接近飞莫洁面仪Icee背后的充电接口时，
会有明显磁吸力产生并引导双方正确对接；而当磁吸头（金属触点面）从左侧接近充电接口时，
会有明显的排斥力产生，此时请勿强行将双方对接，以免对机器造成损坏。

警告：

* 充电前，请确保充电线接口干燥无水，并检查所标识电压与当地电压是否相符。
* 请勿在有浸水可能性的地方充电。

*  当飞莫洁面仪Icee电池电量过低时，指示灯将持续闪烁10秒进行提醒，此时清洁模式仍可继续
使用，但冰肌模式将无法继续使用；之后在每次使用时指示灯将重复一次此类提醒，直至产品
电量耗尽。



维护

请您妥善维护飞莫洁面仪Icee，让其保持最佳工作状态

·   请勿多次连续使用冰肌模式，以免影响使用效果。

·   请每次使用完毕，用中性清洁液和清水彻底清洁机体表面，然后用温水冲洗干净，并用柔软
的布或者毛巾拭干。

·   请勿将粘土基质洗面奶、硅溶性或颗粒状洗面奶，去角质霜或磨砂膏与飞莫洁面仪Icee同时
   使用，因为这些物质可能会损害柔软的清洁触点刷毛。

·   请勿将精油质地护肤品与飞莫洁面仪Icee同时使用，这些物质易使硅胶表面受损。
·   请勿使用含酒精、汽油或丙酮的清洁产品清洁机体，这些物质可能会刺激皮肤。

·   请勿将飞莫洁面仪Icee置于酸性、碱性液体中。
·   请勿将飞莫洁面仪Icee投入洗碗机、微波炉或高压容器中，否则可能造成事故或受伤。
·   请避免阳光直晒，勿置于极端高温环境或沸水中。

·   请保管于儿童不可接触之处，勿让其使用。
·   请不要在产品充电时使用。

·   请在对产品自锁前关闭所有功能。

·   请在飞莫洁面仪Icee处于低电量状态时，及时为其充电，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   请使用飞莫洁面仪Icee原装配套的usb磁吸充电线进行充电。

·   请勿使用劣质适配器连接飞莫洁面仪Icee的usb磁吸充电线进行充电，以免造成损坏。

·   请勿强行将usb磁吸充电线的磁吸头（金属触点面）从左侧与飞莫洁面仪Icee背后的充电接

·   请勿自行拆解、改造、修理。

·   请只使用产品在本说明书中的特定用途。

口对接，以免造成损坏。

·  一次冰肌模式使用完毕后，请先等待冰肌焕肤头恢复至常温后再进行下一次使用。如果冰肌
   焕肤头温度过高，飞莫洁面仪Icee将自动暂停冰肌功能直至温度恢复正常。

·  请勿用力击打飞莫洁面仪Icee背部的冰肌焕肤金属头，以免造成损坏。 

·  飞莫洁面仪Icee配备的悬挂扣带仅用于正常悬挂使用，请勿在扣带与机体连接时，持扣带剧
   烈旋转和甩动机体，以免造成机体损坏。

请勿将飞莫洁面仪Icee的机体长时间浸入水或其它液体中。·  



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列出了关于飞莫洁面仪Icee最常见的问题。如果您无法找到您的问题的答案，请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了解更多信息。

连接上充电器后飞莫洁面仪Icee的指示灯不闪烁

  电池完全无电，需要几分钟才可识别充电器。

  磁吸充电线或电源适配器未连接好。

按下功能模式按钮后飞莫洁面仪Icee没有相应反应

·  处于自锁状态。请同时长按冰肌键    和清洁键    解锁。

  机体温度过高，进入温度保护状态。请放置一段时间，待温度降至室温再进行使用。

  电池无电。请及时充电。

  微处理器出现短暂性功能故障。请连接充电线使功能恢复正常。

进入冰肌模式后冰肌焕肤头温度没有变化

·  电池处于低电量或无电状态。请及时充电。

  微处理器出现短暂性功能故障。请连接充电线使功能恢复正常。

  外界温度过热或过冷都可能对产品的冷热功能产生影响，建议在适宜温度（5 ℃~28 ℃）下
  使用。

飞莫洁面仪Icee的硅胶刷面退化为粘粘或泡沫质地
·  立即停止使用。飞莫洁面仪Icee的硅胶虽高度耐用，但是在某些非正常使用条件下会退化，
  请参看“维护”介绍，了解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
·

·

·
·

·
·

弃置

弃置产品时，请不要将其与一般生活垃圾堆放在一起，而应该送入合适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回收收
集站处理。合理回收有助于节约自然资源，恰当处理本产品可防止废旧产品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人
类健康的侵害。



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飞莫洁面仪Icee
产品型号： FI1.0 
产品材质： 安全硅胶与 ABS塑料 安全合金 
产品颜色： 雾黛粉flamingo、鸢尾紫Iris、珊瑚橙coral、天空蓝azure、 阳光黄sunshine
机体尺寸： 80*54*30毫米
机体重量： 105克
额定输入： 110v-240v
电　　池： 锂离子电池300毫安时3.7伏
充电时间： 4小时
待机时间： 280天
频　　率： 100赫兹 
界　　面： 二个功能模式按键、一个指示灯

 

免责声明： 产品使用者自担风险。femooi和经销商对因使用产品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任何身体或
非身体的伤害或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此外，femooi保留修改本说明并随时更改内容的
权利，且没有义务将这些修改或改变通知任何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注意： 产品模型可能会因改进而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2018  菲莫科技 版权所有。  

 Femooi  （中国）：宁波菲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星光路211号021幢1层111室
中国大陆地区客户服务热线：400-800-8681
 www.femoo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