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合1黑胶唱头
超声波清洗器和电子针压计

使用说明书 型号: HG02

感谢您选购 HumminGuru S-DUO。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妥善保管。





Create a new standard of affordable luxury that 
every vinyl record enthusiasts can e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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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供日后参考。

产品使用注意事项

HumminGuru™S-DUO有两大主要功能：超声波清洗和针压测量。本产品仅限于黑胶唱
针的使用，适用于动磁式唱头和动圈式唱头。 本页主要介绍安全注意事项，以防止财产损
失以及对用户或他人造成危险。 请在清楚了解指示和符号后，通读并严格按照说明操作。

• 未经制造商授权， 请勿拆解、自行改装或维修本产品。 
• 请勿向产品淋水或将产品浸泡在水中。
• 产品长时间不用时请将电池取出。
• 不能使用超出产品本身的功能范围。 
• 请勿清洁黑胶唱针以外的任何东西。
• 请勿测量黑胶唱头以外的任何东西。
• 请置于阴凉干燥处存放，勿靠近火源或及强热源，并避免阳光直射。
• 请勿敲击或撞击产品。
• 本产品及包装不是玩具，请勿拿给婴儿幼儿玩耍。
• 不使用时请将产品放置在婴儿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
• 请勿摆放任何大于10克的物品在秤盘上，以免过载。
• 请勿在产品操作过程中移动和倾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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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 请勿在产品操作过程中离开。
• 请勿向洗针池中注入异物、热水、酒精和除水以外液体。
• 请勿将洗针池注水过满。
• 请勿在洗针池内没有水的情况下启动超声波功能。
• 请勿将唱针粗暴地放入洗针池或秤盘上。
• 请勿掉落设备。
• 务必将设备放在水平表面上。
• 使用后请用棉签或湿布清洁洗针池。

• 产品使用4节1.5V“AAA”7号碱性电池。
• 电池取出和装入应按正负极和电压标志进行正确操作，电池不可短路。
• 请同时从设备中取出所有电池，并更换为相同规格和类型的新电池。
• 只有与推荐电池相同或者等效的电池方可使用。
• 用尽的电池应从产品中取出，若长期不使用 （>6 个月），请将产品中的电池取出。
• 请勿混用新旧电池。
• 请勿混用碱性，标准（碳锌）电池。
• 请勿使用充电电池。
• 请勿用湿手接触电池。
• 安全处置电池，请勿将电池丢入火中或放在靠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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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双向LCD屏幕

秤盘

洗针池
5克砝码

唱头胶垫

针压模式/清零
触摸按键

超声模式触摸
按键

防滑垫

附件：
• 主机
• 防尘盖
• 唱头胶垫 x3
• 0.5 毫升滴管
• 5g砝码
• 吸水垫 x2
• 说明书

开关触摸按键

电池盖

0.5ml
滴管

防尘盖
吸水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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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 打开电源，请轻触“   ”按键一次。
• 关闭，请触摸“   ”按键 3 秒。

**产品闲置 1 分钟后将自动关闭。

超声波清洗模式和针压测量模式之间切换功能时，双向LCD显示屏会自动
旋转 180 度以便操作。

开关触摸按键

双向LCD显示屏

电量

秒

克
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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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清洗模式

产品启动后，超声波清洗 (  ) 为默认模式。 超声波清洗时长为 20 秒。 轻触“  ”，开始
超声波清洗，屏幕上的倒数计时器会显示剩余秒数。 在清洗期间，不允许进行模式切
换。 如需停止作业，只需触摸 (  ) 3 秒钟即可关闭电源。

唱头胶垫

本产品提供 3 种类型的唱
头胶垫以适应不同类型的
唱头。 将唱头胶垫正确安
装在洗针池里，把唱头摆放
在胶垫上以选择最合适的
的胶垫*1。

*1 唱针臂不应靠在唱头胶垫上。

*正面朝上， 背面朝下

唱头胶垫的正确放置

正面

背面

1号种类 2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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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压测量模式

洗针池

秤盘

在开始超声波清洗模式之前，使用滴管将
洗针池注满水。注意要先把唱头胶垫安装
后再注水。

将唱针对准秤盘黑点，轻轻摆放上去。

• 请勿摆放任何大于10克的东西在秤盘
上，以免过载。 否则将会导致该产品的
传感器的灵敏度受损或变形。

• 请勿测量黑胶唱头以外的任何东西。

此功能用于测量唱头的针压。 

警告

• 请勿在水池中没有水的情况下运行清
洗模式。

警告



8

防尘盖

5克砝码

清零

为保持准确的称重结果，请定期检查。 只需将 5克砝码放
在秤盘上并检查它是否在预定范围内（ 5克砝码的公差为
±0.01g ）。 如果没有，请移开砝码并确保秤盘上无杂物，然
后触摸(  ) 以清零。

仅当设备处于针压模式时才能清零。 
只需轻触针压模式触摸按键 (  ) 一
次即可。

防尘盖是用于保护设备的。请务必在使用完产
品后盖上防尘盖。

• 务必将电池存放在远离儿童和宠物的安全地方

• 拿起设备时，不要单独握住防尘盖，以免设
备掉落。 务必从设备主体底部拿起设备。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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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安装/更换方法

本产品使用四节 1.5V ‘AAA’ (LR 03) 7号碱性电池。

1. 用十字螺丝刀，卸下电池盖板的螺丝，并且打开电池盖；

2. 按照指示正负极标记进行电池安装；

3. 盖上电池盖，用十字螺丝刀拧紧螺丝。

拧开

吸水垫

清洗完成后，可使用提供的吸水垫，将其放在洗针池里吸取剩余水分。 如有必要，将唱针
或唱头轻轻地放在垫子上吸掉多余水珠。 **使用吸水垫请前先充分沾湿再拧干。

吸水垫

唱针 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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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

1.

3.

2.

4.

打开防尘盖。 安装4节新的“AAA” 7号碱性电池。

把S-DUO放在唱盘上，触摸“   ”启动
设备（开机）。

选择功能模式。 有关模式详细信息，
请参阅接下来的几页说明。

注意：
开机时默认开启超声波清洗模式。



11

超声波清洗功能模式

水位

1.

2.

首先，为唱头选择合适的唱针胶垫并将其安装在洗针池中。

使用滴管吸取合适水量，然后往洗针池里注水
至指示的高度。 请相应调整水位，以免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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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将唱头摆放在唱头胶垫上，并确保只有唱针浸入水中。

触摸超声模式开关 (  ) 开始超声
波清洗 20 秒。

请抬起唱臂并将其放回原位后，使
用吸水垫吸取水池中多余的水。

• 请勿向洗针池中注入异物、热水、酒精和除水以外的液体。

• 使用前，将唱頭胶垫安装在洗针池中。 在清洗运作期间，请
勿让唱针针尖接触到水池底部， 否则可能会损坏唱针。

警告

AVOID TOUCHING 
THE BASE

注意：超声波清洗完成后5秒内为停止
操作状态。

注意：唱针臂不应靠在唱针胶垫上。

避免唱针针尖触碰
水池底部

唱头胶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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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在超声波清洗后需要切换到针压计模式，请将设备水平旋转180度。

针压计功能模式

1.

3.

2.触摸 (  ) 启动针压计功能模式。  移动唱头并轻轻地将唱针摆放在秤
盘黑点上。请根据测量结果，相应地
调整唱臂的针压。

完成后请抬起唱臂并将其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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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过载。
此显示为秤盘过载大于10克。

提示错误超载或开机错误。
1. 请务必在开机前将设备放置在水平面上。 2. 请勿将大于150克
的物体放在秤盘上，以免影响或损坏传感器。

电池电量显示一格时，超声模式显示屏闪烁。 无法正常运行超声
波清洗模式，可切换至针压模式使用。

电池电量低。 无法正常运行超声波清洗模式，但针压模式仍能正
常运行。

需要更换电池。

故障排除

错误

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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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1.

3.

2.

4.

使用后务必清洁水池。可以用棉签或湿布擦除
残余的水份。

清除滴管中的水，并挤干
吸水垫。 请妥善保管，以
免丢失。

定期冲洗并擦干唱头胶垫。 使用防尘盖盖住设备并存放在阴凉
干燥处，并避免阳光直射。

• 请勿向产品淋水或将产品浸泡在水中。

• 请置于阴凉干燥处存放，勿靠近火源或及强热源，并避免阳光直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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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保修声明

产品名称
型号
电源
功率
产品尺寸
产品重量
超声波频率
针压量程
针压精度
执行标准

HumminGuru S-DUO 黑胶唱头超声波清洗器和电子针压计
HG02
DC 6V. LR03 Size AAA x 4 Alkaline
5W
125 x 73 x 38 mm
128 g
110 kHz
10 g
0.01 g
GB 4706.1-2005

感谢您选用HumminGuru产品，请详细阅读保修声明的内容，保障您的下列权益：
产品保修期为从购买之日起一年内。 在保修期内出现非人为损坏的性能故障可免费保修。 
 
保修期外：请咨询购买时的销售店家或联系本公司客服寻求帮助，用户需支付保修产生的费用。
 
保修规定：
1. 按照使用说明书和产品上粘贴的标识等注意事项，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发生的故障或损

坏，本公司将免费维修或更换。
2. 在保修期内因故障等需要接受维修时，用户需出示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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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订单号 : 

购买日期 (mm/dd/yy):

到货日期 (mm/dd/yy):

客户名称 : 

地址：

型号： HG02

3. 敬请注意，下列情况不在保修服务范围： 
• 由于不当使用和擅自维修造成的故障及损坏。
• 购买后由于不慎掉落造成的故障及损坏。
• 使用未经授权的化学清洁剂或液体。
• 由于火灾，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的故障及损坏。
• 用于家用以外的用途时出现的故障及损坏。 
• 误用或滥用。
• 购买后的运送，移动，摔落等出现的故障及损坏。
• 无法提供购买证明或保修卡
• 未按随附的说明，操作手册使用产品。
• 产品部件，如砝码，滴管，防尘盖，唱头胶垫，吸水垫。 

***保修卡仅此一份，请妥善保管，防止丢失。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客服。 (邮箱：support@happywell.com.hk) 



乐和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支持

香港九龙尖沙咀新文华中心科学馆道14号B座12楼2室
(852) 2544 2728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系客服。
support@happywell.com.hk

© 2022 Happy Well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China
HG02OM00010SC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信息

www.hummingur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