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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您购买本产品。

误操作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重大事故。
使用前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以便正确使用。
阅读后请妥善保管，方便随时阅读。

吸盘使用注意事项
●因为使用的是特殊吸盘，可以吸附在玻璃性质
  的冰箱及镜子等上面。

玻璃 金属 瓷砖 墙纸

●可以反复吸附在没有凹凸且干燥的平滑面上使
  用,请擦掉吸附区域的灰尘·污迹。

●如果吸盘表面有灰尘·污迹的情况下，会堵住
  吸着孔，吸着力会下降。擦掉灰尘·污迹后吸
  着力可以重复使用。

●擦拭灰尘·污迹的情况下、请用含有水及中性
  洗涤剂的布轻轻擦拭吸盘表面。
  用含有水的布擦拭后，如果吸着孔里有残留水
  分的情况会无法吸紧，请将水分完全干燥后再
  使用。

●用中性洗涤剂擦拭后，如有残留洗涤剂的情况
  会无法吸紧，请用含有水的布将洗涤剂擦拭后，
  让水分完全干燥后再使用。
  通常只要用含水的布擦掉灰尘·污迹就可以再
  使用吸着力。

●使用酒精的情况吸着力会下降，如吸附在酒精
  消毒后的地方使用的情况，请待完全干燥后再
  吸附。

●使用热水、天拿水、汽油等，会失去吸着力。

●取下时，如将计时器整体取下，会出现很难取
  下的情况，请用手慢慢揭开。

安全注意事项

为使您安全、正确地使用本产品，防止对自己或
他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损害，本说明书特别做了
各种图示来说明。

警告 此栏表示错误操作后“可能有
受伤害或蒙受物质损害的危险”

禁 止

必须遵守

此标志表示[禁止]的内容。

此标志表示必须遵守的内容。

提示

使用须知

为了保持本产品的最好状态的
遵守内容。

使用、点检时需要知道的补充
事项。

警告

禁 止

●请将电池与产品放置在儿童
  接触不到的地方。
  →避免发生误吞

●请勿将电池投入火中
  →以免发生爆炸。

●请远离火种
  →以免发生火灾

操作、保管、清洁相关

提示
操作、保管相关

禁 止

必须遵守

●绝对不允许拆机

●不要过度的撞击或震动
  →这是会引起故障的原因

●因为本产品没有防水功能，请避免在潮湿或水
  多的地方使用。

●不要放置在取暖设备附近、温湿度变化剧烈的
  地方，或灰尘多的地方保管。
  →这是会引起故障的原因

清洁相关

必须遵守

●不要用酒精、热水、天拿水、汽油等
  →可能会造成产品故障、变色等。
  请用软布擦拭机身的脏污。

各部品名称

使用前准备

从本体背面撕掉数字贴，再安装电池后使用。
※安装电池的方法请参照本书P6[安装电池]。

<表面> 显示部

[开始/停止]
设定键

[分]设定键 [秒]设定键

<背面> 吸盘

电池盖

电池盖锁扣

装入电池 更换电池

1、将电池盖锁扣向箭
   头方向滑动打开。

2、拆开电池盖。

3、电池(CR2032)正
   极  向上，从箭头
   方向装入。

4、电池盖从箭头方向
   装入。

5、电池盖锁扣向箭头
   方向滑动锁上。

显示不清、音量变小的时候,请更换新电池。
因在此情况下使用不能保证产品的性能。

按图中所示部分插入细棒
将电池翘出。

提示

禁 止

必须遵守

●请不要使用除指定电池(CR2032)以外的
  其它电池。
  →这是会引起故障的原因

●请按电池正  负  极方向装入。
  →错误装入的情况会引起故障的原因

使用须知

●附带电池是出厂时装入的，电量可能有所消
  耗。

●旧电池根据所住的市/镇/村的废弃方法进行
  处理。

●丢弃使用完的锂电池情况下，必须用玻璃胶
  纸等有粘着性的绝缘胶纸遮住电池+/-端子。

警告

禁 止

●请将电池放置婴幼儿触摸不到
  的地方。
  →避免误吞。
  如发生误吞电池的情况下请立
  即咨询医生。
  半夜等、无法咨询附近医生的
  情况下、请拨打急救电话：120

使用本产品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吸盘能吸附的地方》
1.可以吸附在玻璃、镜面、金属、瓷砖上面。
  ※不能吸附在墙纸、木材上面。
2.可以吸附在没有凹凸的平滑面上。
3.请用含有水及中性洗净剂的布擦拭掉吸附面
  上的灰尘、脏污、油，待干燥后再吸附。
4.请不要在炉灶・料理机等旁边会溅油的地方
  使用。
《吸盘维护相关》
1.吸盘弄脏吸着力下降时，请用含有水及中性
  洗净剂的布轻轻擦拭，待干燥后再使用。
2.粘上酒精的情况下，吸着力会下降，如果吸
  附在使用酒精消毒后的地方，请待酒精完全
  干燥后吸附。
3.禁止直接在吸盘上使用酒精。

使用注意

销售店

在贵店卖出的时候，请在保修单所规定事项
（在购买日期，销售店栏盖印）记入后交给
客人。

顾客

本书承诺根据免费修理之事项，进行免费修
理。从购买之日起一年内，如果出现故障，
请带本单到公司客户服务部修理。

※客户的个人资料是用于修理品的发送，修
  理品的归还，这段时间，客户的个人情况，
  为了不被第三者接触，本公司将负责管理。

品　　　名

保　证　期

购买日期

计时器   TD-409

机体　购买即日起1年

年　　月　　日

销
售
店

顾
客

地址

名字

电话　　　（　　　　　）

备忘录           <免费维修规定>
１.按说明书等注意书在正常使用状态下，
   在保质期内发生的故障，可提供免费
   维修服务。
２.在保质期内发生故障，提供免费维修
   的情况下，请与本公司客服部联络后
   将产品与保证书一起寄回。
３.如果是赠品等，保证书上没有记载必
   要事项的，请咨询本公司客服部。
４.即使在保质期内，但发生以下情况的
   维修需要收取费用。
   1）因错误使用及不当修理与改造造成
      的故障及破损
   2）购买后因跌落等造成的故障及破损
   3）因火灾、地震、水灾、打雷、气体
      灾害等其它自然灾害、公害及异常
      电压造成的故障及破损
   4）没有保证书的情况下
   5）保证书上没有记载购买年月日、客
      户名、销售店或文字有修改等情况
５.保证书只限中国国内有效。
６.保证书不会补发、请妥善保管。
※按照保证书上记载的时间、条件进行免
  费维修，因此保证书不会限制客户在法
  律上的权利，关于保质期过后的维修，
  请咨询本公司客服部。

1、关于保证书

2、需在保修时

 说明书附有保证书，请正确填写[销
 售店，购买日期]等，请仔细阅读保
 证书内容并妥善保管。

 保修期间，请电话联系本公司客服部，
 然后将保证书与本机一起拿来。

如超过保修期，请与本公司的客服部
联系，根据维持商品的本能修理，可
按你的要求有偿维修。

3、如有不明处，请咨询本公司客服部。

产品规格

显示方法 LCD 4位显示

计时器功能 倒计时方式

设定时间 最大：99分59秒 最小：1秒

警报时间 电子蜂鸣音  约30秒

音    量 70dB以上

电    源
DC3V(CR2032纽扣锂电
池×1个)

电池寿命 约1年

使用温度范围
产品：0℃～40℃
吸盘：15℃～40℃

产品尺寸
D70×W100×H9mm
(含吸盘的尺寸:H10mm)

重    量 约56g(含电池)

主要材质 本体：ABS  镜片：PMMA

附属品
试用电池(CR2032纽扣锂
电池×1个),使用说明书
（附保证书）

中国生产地

使用方法1.设定时间
例：需要3分15分后响铃的情况下

①确认显示屏幕为
     [00:00]

③按15次[SECOND]按
  键

  一直按住会快进
  屏幕显示[03:15]

②按3次[MINUTE]按
  键
  
  一直按住会快进
  屏幕显示[03:00]

  如果不是显示
     [00:00]的情况、
  同时按住[MINUTE]
  与[SECOND]按键、
  设定为[00:00]

使用方法2.开始计时

按照以上步骤、时间设定完成。

续前一页

①确认显示屏上显示
  设定的时间

②按1次[START/STOP]
  按键、开始倒计时。

③显示变为[00:00]
  开始响铃、按任
  意按键、可以中
  途停止响铃。

持续响铃30秒后，
自动停止。

使用方法3.取消设定的时间

①确认显示屏上显示
  设定的时间

②同时按[MINUTE]和
     [SECOND]按键1次

③显示变为[00:00]
  设定的时间被取消
 （设定完成）

提示

●使用重放功能

重放功能是指当每次使用同一时间时，
节省设定时间的功能。

①在响铃时、按1次
     [START/STOP]按键，
  或者等待响铃结束。
  
  持续响铃30秒后，
  自动停止。

②自动返回上次设定
  的时间

●使用暂停功能

①在倒读秒计时中

②按1次[START/STOP]
  按键倒读秒计时停
  止按任意键可以暂
  停倒读秒，但同时
  会改变设定时间。

※再次进行倒读计
  时,再按一次
[START/STOP]按键。

●中途变更已设定时间

①计时器在倒计时的
  时候

②按[START/STOP]按
  键，就会停止倒计
  时。

③同时按[MINUTE]与
  [SECOND]按键1次
  返回[00:00]，从
  最初开始设定时间。

※设定时间方法请
  参照本书P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