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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前

安全注意事项（请务必遵守）

使用之前，请熟读“安全注意事项”，以便正确使用。

■此处所述的注意事项记载了防止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的重大内容，因此请务必遵守。

■标志及其含义如下：

警告 表示“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的内容”。

注意 表示“可能导致轻伤或引发财产损失的内容”。

■图形符号的含义

禁止

不得进行的内容。
必须遵守

必须执行的内容。

警告

禁止

●保管在未满 4 岁的孩子无法触及的位置，不可

让其使用。

误吞可拆卸的零件可能导致窒息或消化系统异

常。万一吞入时，请立即赴医就诊。

●不得边走或边跑边使用。

此外，请勿挥舞牙刷。

否则可能导致意外事故。

●请勿在飞机、医院等有精密设备的场所或拥挤

的场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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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禁止

●配件（G·U·M PLAY 本体）应避免阳光直射，

避免靠近明火，不得浇洒热水。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受伤。

●不得改装、修理。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受伤。

●绝对不得拆解。

否则可能导致火灾、触电、受伤。

●不得在可能导致重大影响的设备附近使用。

极少数情况下会受来自外部的相同频率电波或

手机电波的影响，导致出现误操作或工作力度

变弱或不再工作。

●在医院等禁止使用电波的场所，不得使用本产

品。

本产品的电波可能对电子设备或医疗器械等产

生影响。

注意

禁止

●不得用于刷牙以外的用途。

否则可能导致事故或受伤。

●应避免跌落、碰撞。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

●不得在浴室内使用。

水若进入感应器，可能导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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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必须遵守

●注意避免用牙刷太用力地顶住牙龈。

否则可能导致牙或牙龈损伤。

●儿童或残疾人使用时，请注意避免错误的使用

方法。

请周边人员务必留心，例如应在监护人或护理

人员目光所及的场所内使用。

●将牙刷切实插入配件（G·U·MPLAY 本体）内

使用。插入牙刷的部分变得松动时应停止使用，

更换为另售的塑胶盖。

关于电池

注意

禁止

●电池漏液时，不得空手接触漏液。

必须遵守

●放置在幼儿无法触及的位置。

请注意避免误吞电池。万一吞入时，请立即赴

医就诊。

●使用指定的纽扣电池。

●正确放入电池，确保正负极的朝向正确。

●长期不使用时，应取出纽扣电池进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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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luetooth® 无线技术

蓝牙无线技术是无线连接电脑及其周边设备、智能手机

等各种设备，可实现相互通信的技术的名称。

※.即使因蓝牙无线技术引发事故或社会损失，本公司也

概不负责，敬请理解。

关于蓝牙通信的使用

在以下场所内，本产品的通信灵敏度可能受影响。

.·本产品和智能手机之间有人体、金属、墙壁或反射面

等障碍物的场所

.·已构建无线局域网的场所

.·近距离使用多个蓝牙设备的场所

.·正使用微波炉时的周边及产生电磁波的其他场所

在这些场所内，由于电波的影响，有时无法正常工作。使

用前，请确认距离是否适当及是否有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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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标

※..Apple 和 Apple 标志是 Apple.Inc.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注册商标。App.Store是 Apple.Inc.的服务标记。

※..Google.Play 和 Google.Play 徽标均为 Google.Inc. 的

商标。

※..Bluetooth® 字标及徽标均为.Bluetooth.SIG,.Inc. 所有

的注册商标，盛势达有限公司在被许可后方能使用这些

商标。其它商标和商号归其各自的所有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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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MPLAY 的特点

让刷牙从“不得不刷”到“充满乐趣”

“G·U·M.PLAY”是与智能手机联动的全新的刷牙体验。

记录您刷牙的数据，支持您能更正确而又充满乐趣地刷

牙。

刷牙从例行公事的 3分钟变成充满发现、转瞬即逝的 3分

钟。

G·U·MPLAY 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为平时使用的牙刷 * 装上配件。

为平时使用的智能手机安装专用应用程序。

之后只需像平时那样刷牙。

可根据当天的心情和用户选择应用程序。

所有家人可分享 1台配件。

不使用时，也可以作为牙刷的支架直接放置。

*.适用的牙刷参照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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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名称

　　　　　

【牙刷（限定色）】

GUM.牙刷.#211 中毛
或
GUM.儿童牙刷.#76 软毛

配件

（G·U·MPLAY 本体）
※.以下简称“配件”。

【感应器】

【塑胶盖】

【纽扣电池】

构件

LED

电源开关

电池盖

【感应器】【塑胶盖】 【纽扣电池】
（CR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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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将电池装入感应器

1 打开电池盖。

（1）将纽扣电池装入感应器底面的槽，逆时

针转动直至电池盖浮起。

（2）打开电池盖。

.·电池盖无法取下时，请直接在装入纽扣

电池的状态下稍微倾斜着取下电池盖。

2 装入纽扣电池（CR2032），使正极朝上。

3 关上电池盖。

（1）对准电池盖的突出部分

（a）和感应器的凹入部

分（b）进行安装，用

手指切实按入。

（2）将纽扣电池装入槽并顺

时针转动，如图所示，

在切实按入的同时关闭

电池盖，以使三角标志

一字排开。

(a)

(b)

三角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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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数的大致基准

约 300 天（1天 3次，每次各使用 3分钟时）

※.电池的使用寿命因使用环境、情况、老化、质量及

特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附带的电池在制造时随附出厂，因此使用寿命可能

较短。

■更换电池时

如图所示，翻转感应器，取出用完的电池。

※.用完的电池请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废

弃方法进行处理。

※.更换时，请保持感应器和手处于干燥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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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感应器装入塑胶盖

1 将感应器的突出部分（c）对准塑

胶盖的凹入部分（d），将其装入。

.·请在扩张塑胶盖的同时缓慢装入

感应器。

(c)

(d)

注意

.·感应器的突出部分（c）和塑

胶盖的凹入部分（d）的位置

错开时，无法正确进行测量。

请拆下感应器，再次重装。

（感应器的拆卸方法见第 77

页）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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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G·U·MPLAY 应用程序

为了使用本产品，需安装免费的 G·U·M.PLAY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有 3 种。详细信息请参照“G·U·M PLAY 应用

程序的介绍”（第 15 页）。

请通过 App.Store 或 Google.Play 搜索“GUM.PLAY”，在您

使用的智能手机中安装自己喜欢的应用程序。

G·U·M.PLAY 应用程序支持 iOS 和 Android。

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如下：

.· iOS8.0 以上 /Android4.4 以上（配备 Bluetooth®4.0

或更高版本的型号）

※.在某些型号中可能无法工作。关于确认动作的终端，请

通过以下网站进行确认。.

http://www.gumplay.jp/support/

如果已安装 G·U·M.PLAY 应用程序，请检查可用的更新，

确认已安装应用程序的最新版。

https://itunes.apple.com/cn/developer/sunstar-inc./id854271833
https://play.google.com/store/search?q=GUM%20PLAY%20%20%20sunstar&c=apps&h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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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M PLAY 应用程序的介绍

使用 G·U·M PLAY 刷牙，能获得新的刷牙体验。首先，本

产品准备了 2个应用程序。

※ MOUTH NEWS 应用程序仅支持日语语音朗读。

MOUTH BAND

将您的牙刷变成乐器的应用

程序。

选择模式和乐器，之后只需

像平时那样刷牙。

这样就能配合刷牙方法演奏 3

分钟音乐。

演奏后可保存为视频进行分享。

MOUTH MONSTER

清除口腔内部细菌的游戏应

用程序。

使用牙刷与以实际细菌为原

型的 MOUTH MONSTER 们战斗。

能边玩游戏边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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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共同的功能

■口腔日志

记录刷牙过程中

的动作和经过时

间。

可确认刷牙方法

是否正确。

■口腔检查

基于牙科保健员

的数据，以分数

显示您的刷牙动

作。

关于应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G·U·M.PLAY 的网站。

http://www.gumplay.jp

可通过 QR 码访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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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账户 /配件注册

如果安装 G·U·M. PLAY 应用程序，需进行账户注册和配

件注册（智能手机配对）。注册家庭账户后，多位用户即

可分享 G·U·M.PLAY。

1 启用智能手机的蓝牙功能。

.·关于蓝牙的使用方法，请参照智能手机的使用说明

书。

2 通过智能手机启动 G·U·MPLAY 应

用程序。

.·无论通过哪一个 G·U·M. PLAY 应

用程序，均可进行账户 / 配件注

册。（如果通过 1 个应用程序进行

了注册，账户即可共同使用。）

.·启动应用程序后，显示启动画面。

3 点击 [首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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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显示应用程序的介绍画面，确

认内容，点击 [下一步 ]。

.·按照 [ 三个应用程序 ] → [ 口腔检

查 ] → [ 口腔日志 ] 的顺序，显示

应用程序的功能说明。

5 按照画面的指示，注册新账户。

（1）点击 [使用电子邮箱注册者 ]。

.·盛势达俱乐部会员请点击［盛势达

俱乐部会员者］。在 [ 注册账户 ]

画面输入电子邮箱和密码，点击

[下一步 ]。接着请进入（5）。

（2）输入电子邮箱，点击［OK］。

.·请通过智能手机输入可确认的电子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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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认电子邮箱，点击［OK］。

.·系统发送“G·U·M.PLAY 临时注册邮件”。

（4）通过智能手机启动邮件应用程序，

打开“G·U·MPLAY 临时注册邮件”，

点击 URL。

.·应用程序的后续打开。

.·接收“G·U·M.PLAY 临时注册邮件”

后，请于 1 小时内完成账户信息的

输入。

注意

.·如果个别指定电子邮箱或域名设置了接收 / 拒收，

邮件可能无法送达。

（5）[ 衷心感谢您的临时注册。] 画面显示后，滚动画

面确认其内容直到最后，点击 [同意并进行注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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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 [ 注册账户 ] 画面中输入昵称、

密码等项目，点击［OK］。

.·设置图标时，点击 选择图像。

.·昵称（账户名称）最多可输入 10

个字符。

.·密码请输入 4 ～ 10 个字符的半角

字母和数字。

.·盛势达俱乐部会员无需输入密码。

（7）点击 [下一步 ]。

.·至此，账户注册完成。

.·接着进行配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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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通配件的电源。

（1）竖放配件。

（2）向下按 1次牙刷。

.·接通电源后，LED 闪烁 2次。

.·电池用尽时，LED 不闪烁。

请更换电池。

（详细信息见第 11 页）

注意

.·若太用力将牙刷按向下方，感应器可能损坏。

.·配件和牙刷的朝向安装得相反（G·U·M标志向内）时，

无法正确测量。

请确认与图示一致。

（牙刷的安装方法见第 79 页）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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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智能手机上进行配件注册（配对）。

（1）在应用程序的［配件注册］画面中

点击［下一步］。

（2）点击 [ 配件选择 >] →［GUMPLAY-

＊＊＊＊＊＊］，点击［OK］。

.·注册成功后，LED 闪烁 3次。

（3）点击 [下一步 ]。

.·至此，配件注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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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是否注册家庭账户。

.·如果不注册家庭账户，点击 [ 暂

不创建 ] 完成操作。接着刷牙时，

请参照自“用 G·U·MPLAY 刷牙”

的步骤 5（第 25 页）起的内容。

.·如果注册家庭账户，请点击［创

建家庭账户］，进入下一步骤。

.·家庭账户也可以在以后注册。

9 注册家庭账户。

（1）在［家庭账户注册］画面中输入

信息，点击［OK］。

.·设置图标时，点击 选择图像。

.·昵称（账户名称）最多可输入 10

个字符。

.·请点击选择 [ 用和您同样的配件 ]

或 [用不同的配件 ]的任意一项。

（2）点击 [下一步 ]。

.·至此，家庭账户注册完成。

.·接着刷牙时，请参照自“用 G·U·MPLAY 刷牙”的

步骤 5（第 25 页）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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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用 G·U·MPLAY 刷牙

请先将牙刷安装到配件。（详细信息见第 79 页）

1 通 过 智 能 手 机 启 动 您 喜 欢 的

G·U·MPLAY 应用程序。

.·启动应用程序后，显示启动画面。

2 点击 [登录 ]。

3 输入电子邮箱和密码，点击［登录］。

.·请输入已注册账户的电子邮箱和密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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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通配件的电源。

.·详细信息请参照“进行账户/配件注册”的步骤 6（第

21 页）。

5 用 G·U·MPLAY 刷牙。

.·请按照应用程序的说明进行刷牙。

.·使用 G·U·M.PLAY 时，请在靠近智能手机的状态下

刷牙。

注意

.·应用程序未适当发挥功能时，请重新进行账户 / 配件

注册。（第 17 页）

.·应用程序的指示说明约“3分钟”后结束。

.·如果不按照应用程序的指示说明正确使用，就无法正

确测量。

6 结束刷牙。

.·清洗牙刷后，若静止状态持续，将自动断开配件的

电源。

.·无需每次将牙刷从配件上拆下。但是，发现有污渍

时，请拆下感应器和牙刷，对塑胶盖进行保养。（详

细信息见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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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家庭账户时

使用家庭账户时，请视需要在开始刷牙前按照以下

步骤切换用户。

此处以 MOUTH.BAND 的画面为例进行说明，使用其他

应用程序的步骤也相同。

（1）步骤 3之后，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2）点击［切换账户］。

（3）点击想切换的用户的账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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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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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THBAND 的使用方法

通过“用 G·U·M PLAY 刷牙”的步骤 5（第 25 页），对

使用 MOUTH.BAND 时的使用方法进行说明。

怎么看 MOUTHBAND 的主页画面

启动 MOUTH.BAND 后，显示主页画面。

［1］

［2］ ［3］

［4］

 

［1］菜单 显示菜单。

（第 47 页）

［2］［SONGMODE］ 变为 SONG.MODE。

（第 29 页）

［3］［FREEMODE］ 变为 FREE.MODE。

（第 33 页）

［4］登录名称 显示登录用户的账户名称。如果已

注册家庭账户，请视需要切换用户。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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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歌曲刷牙（SONGMODE）

配合歌曲刷牙。可选择智能手机内喜欢的歌曲刷牙。刷

牙过程中的动作和经过时间等信息记录到口腔日志。（第

49 页）

1 在主页画面中点击［SONGMODE］。

.·仅首次通过视频显示 SONG.MODE 的使用方法。

2 显示以下画面后，点击想演奏的歌曲。

.·播放所选的歌曲。

.·点击 ，就会停止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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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 从我的音乐中选择 ]，即可选择智能手机中

保存的喜欢的歌曲。

3 点击 [OK]。

4 开始刷牙。

.·在画面中间显示［READY］→［START］，开始播放

歌曲。

.·请按照刷牙位置的指示进行刷牙。

.·如果刷牙方法正确，使黄色的指示计朝中间集中，

可更正确地播放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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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播放画面

［1］

［2］［3］ ［4］

［1］刷牙位置

的指示

将口腔内部分成 16 个部分，用插图和

中间的文字指示刷牙位置。

［OUT.SIDE］：牙的外侧

［MIDDLE］：咬合面

［INSIDE］：牙的内侧

上方的画面表示“右上牙的外侧”。

［2］停止 歌曲暂停。

［3］经过时间 以“分：秒”显示经过时间。

［4］指示计显

示和成绩

请好好刷牙，使黄色的指示计朝中间

集中。

如果持续正确刷牙，指示计整体将闪

耀黄色光芒。

小提示

.·显示［TOO.HARD］时，表示刷牙力度太强。请轻点儿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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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时，请停止刷牙或点击 。显示以下画面：

重新开始时请点击［继续］，结束刷牙时请点击［结束］。

5 显示［结束］后，刷牙结束。

.·通过中间显示的文字，可了解刷牙方法是否正确。

［BEST］：刷牙方法正确。

［GOOD］：刷牙方法一般。

［BAD］：刷牙方法不正确。

.·点击［HOME］，就会返回主页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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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牙以使应用程序自由地演奏乐器（FREEMODE）

可选择乐器，刷牙以使应用程序自由地演奏。也可以录

制演奏中的声音和脸部表情。请设置智能手机，使

MOUTH.BAND 可以访问摄像头。

在 FREE. MODE 下不记录口腔日志。口腔日志用于记录刷

牙时的动作和经过时间等信息。

1 在主页画面中点击［FREEMODE］。

.·仅首次通过视频显示 FREE.MODE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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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显示以下画面后，点击想演奏的乐器。

.·播放所选乐器的音色。

.·点击 ，就会停止播放。

3 点击 [OK]。

4 开始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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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刷牙画面

［1］

［4］

［5］

［2］

［6］

［3］

［1］当前刷牙位

置

当前刷牙位置以黄色显示。

乐器为吉他、小提琴、大提琴时，音

程因刷牙位置不同而变。乐器为架子

鼓时，音色会改变。

［2］乐器的更改 可更改演奏的乐器。

点击 选择乐器，点击 。

［3］正在演奏的

乐器

显示正在演奏的乐器。

［4］［ R E C ］ /

停止

点击，就会开始录像。

若在录像中点击，就会停止录像。

［5］经过时间 以“分：秒”显示录像中的经过时间。

录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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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在录像停止中点击，就会返回前面

的画面。

小提示

.·显示［TOO.HARD］时，表示刷牙力度太强。请轻点儿刷。

.·要返回主页画面时，双击［＜］。

■刷牙中要录制刷牙时的表情

（1）按照步骤 4，拿好智能手机，使脸部拍在画面中间。

.·录制画面中间的椭圆部分。

（2）点击［REC］，开始刷牙。

.·在画面中间显示［READY］→［START］，开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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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束刷牙。

.·配件的动作停止，或点击 ，经过 3 分钟后，显

示以下的画面：

（4）点击 [保存在相册中 ]。

.·录制的视频保存到智能手机。

.·点击［返回］，就会返回使用画面。返回主页画面时，

请在使用画面中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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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THMONSTER 的使用方法

通过“用 G·U·M PLAY 刷牙”的步骤 5（第 25 页），对

使用 MOUTH.MONSTER 时的使用方法进行说明。

怎么看 MOUTHMONSTER 的主页画面

启动 MOUTH.MONSTER 后，就会播放开幕视频。

显示如下标题画面后，请点击画面。

显示 MOUTH.MONSTER 的主页画面。

［1］

［3］ ［4］

［5］

［2］
 

［1］菜单 显示菜单。

（第 47 页）

［2］［玩游戏］ 用 MOUTH. MONSTER 开 始 刷 牙。（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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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看怪兽书］ 通过 MOUTH.MONSTER，可看到此前打

败过的怪兽。（第 43 页）

［4］［看日历］ 可看到日历中保存的照片。（第 45

页）

［5］登录名称 显示登录用户的账户名称。如果已

注册家庭账户，请视需要切换用户。

（第 26 页）

小提示

.·在开幕视频中，点击画面左下方的［SKIP］，即可跳过

视频显示主页画面。

用 MOUTHMONSTER 刷牙

使用牙刷与以实际细菌为原型的 MOUTH. MONSTER 们战斗。

能边玩游戏边刷牙。

也可以用摄像头自动拍摄刷牙中的脸部表情。请设置智

能手机，使 MOUTH.MONSTER 可以访问摄像头。

刷牙过程中的动作和经过时间等信息记录到口腔日志。

（第 49 页）

1 在主页画面中点击［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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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1 分钟模式 ]或 [3 分钟模式 ]的任意一项。

.·选择刷牙的时间。

.·要降低游戏难度时，请通过[请选择难度。]点击[简

单 ]。（初始设置：［普通］）

.·仅首次通过视频显示 MOUTH.MONSTER 的游戏方法。

3 开始刷牙。

.·请好好刷牙，以打败口中的怪兽。

.·如果光芒集中到指示计的中间，意味着刷牙方法正

确，就可以打败怪兽。如果持续集中光芒，就可以

发出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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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刷牙画面

［1］ ［2］ ［3］

［4］

［1］得分 当前的得分。

［2］指示计显示 请好好刷牙，使指示计的中间闪耀光

芒。

如果持续正确刷牙，指示计整体将闪

耀光芒。

［3］剩余时间 以“分：秒”显示游戏的剩余时间。

若在游戏过程中点击，就会暂停游戏。

［4］怪兽出现

的区域

怪兽在画面的 5 个区域（左上方、右

上方、正中、右下方、左下方）移动。

请结合怪兽移动的位置，好好刷口腔

内部。

小提示

.·显示［刷轻一点］时，表示刷牙力度太强。请轻点儿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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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时，请停止刷牙或点击画面右上方。显示以下画面：

重新开始时请点击［返回游戏］，结束游戏时请点击［至

菜单］。

.·打败怪兽后会显示 [过关！ ]。

请点击画面。

4 显示 [结束！]后，刷牙结束。

.·通过 [得分 ]显示游戏的得分。

.·［结果］的 数量越多，表示刷牙的正确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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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 [下一步 ]（或 [至菜单 ]）。

1分钟模式 3分钟模式

.·为 3分钟模式时，返回 MOUTH.MONSTER 的启动画面。

.·为 1 分钟模式时，显示以下的画面，因此请视需要

帮您的孩子刷牙。点击［至菜单］，就会返回启动

画面。

看怪兽书

可看到在游戏中打败过的怪兽一览。

1 点击标题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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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看怪兽书］。

.·显示打败过的怪兽一览。

.·纵向滚动画面，即显示自 No.010 起的怪兽。

.·最近刚打败的怪兽显示为 [新怪兽！]。

.·点击怪兽的插图，就会显示详细信息。

点击［×］，画面就会关闭。

.·点击［返回］，就会返回主页画面。

小提示

.·打败的怪兽保存到智能手机。一旦更换使用的智能手

机，怪兽书的一览将无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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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保存到日历中的照片

刷牙中自动拍摄的照片保存到 MOUTH.MONSTER 的日历中。

可将喜欢的照片保存到智能手机的相册中，或与他人分

享。

1 点击标题画面。

2 点击［看日历］。

3 点击想看的日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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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他月份的日历时，请点击 或 。

4 点击 或 ，显示照片。

.·与他人分享照片时，请显示照片，点击 [ 分享 ]，

通过您喜欢的应用程序进行分享。

.·将照片保存到智能手机时，请显示照片，点击 [ 保

存到相册中 ]。

.·从日历中删除照片时，请显示照片，点击 。

.·要关闭画面时，点击［×］。

小提示

.·一旦更换使用的智能手机，日历中保存的照片将无法

继承。更换智能手机前，请视需要将照片保存到智能

手机。

■通过视频观看积累的照片

可将日历中保存的照片作为 1个视频进行观看。

（1）在步骤 3的日历中，点击［刷牙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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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画面的中间

.·播放视频。

.·中途要停止视频播放时，请点击画面。

.·将视频保存到智能手机时，请点击[保存到相册中]。

.·要关闭画面时，点击［×］。

应用程序共同的使用方法

此处说明从任何一种应用程序均可使用的共同的功能。

显示菜单

为了使用应用程序共同的功能，显示菜单。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显示菜单。通过任何一种应用程序均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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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菜单画面

［1］［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蓝牙连接状态 配件和智能手机通过蓝牙连接后，

以黄绿色显示。

［2］配件的电池

余量

纽扣电池的余量以黄绿色显示。（仅

限通过蓝牙连接时）

［3］登录中的账

户名称

显示登录中的账户名称。

如果已注册家庭账户，可点击 [ 切

换账户 ]切换用户。（第 26 页）

［4］［主页］ 点击后，显示各应用程序的主页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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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口腔日志］ 点击后，显示[口腔日志]画面。（第

49 页）

［6］[ 口腔检查 ] 点击后，显示[口腔检查]画面。（第

58 页）

［7］［口腔笔记］ 点击后，显示[口腔笔记]画面。（第

60 页）

［8］［更换牙刷］ 点击后，可确认牙刷的更换历史。（第

62 页）

［9］［设置］ 点击后，显示设置画面。可编辑账

户或确认应用程序的版本。

［10］［退出］ 点击后，就会退出应用程序。

［11］G·U·MPLAY

应用程序

点击后，即可启动其他的 G·U·M.

PLAY 应用程序。

［12］关闭 点击后，菜单就会关闭。

通过口腔日志确认统计数据

使用 2个应用程序（MOUTH.BAND、MOUTH.MONSTER）刷牙过

程中的动作及经过时间等数据记录到共同的日志中。

刷牙后，可确认刷牙方法是否正确。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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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菜单的［口腔日志］。

.·仅首次显示怎么看口腔日志。每次点击画面，都会

进入下一个说明画面。

3 确认统计数据画面。

.·显示今天的统计数据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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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统计数据画面

［1］
［2］

［5］

［3］

［4］

［6］

［7］

［8］

［1］账户名称

的选项卡

显示账户名称。

如果已注册家庭账户，点击选项卡可

查看其他用户的统计数据。

［2］显示期间 显示统计数据的期间。

以年为单位显示时，点击［＜］或［＞］

可切换到上一年或下一年。

统计数据（日志）最多可保存 1年。

［3］条形图 横轴

显示过去刷牙的时间。

颜色

以 5 个层级的颜色显示刷牙方法是否

正确。

长度

显示刷牙所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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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显示期间

的选择

通过［日］、［周］、［月］、［年］切换

统计数据的显示期间。

［5］平均成绩 显示［2］的期間的平均成绩。

［6］合计时间 以“分：秒”显示在［2］的期间内刷

牙所花费的合计时间。

［7］平均时间 以“分：秒”显示在［2］的期间内每

次刷牙所花费的平均时间。

［8］次数 显示在［2］的期间内早上、中午、晚

上各自的刷牙次数。

4 点击条形图。

.·此处选择了早上的刷牙。

.·显示 1次刷牙的详细日志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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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 1次刷牙的详细日志画面

可查看 1次刷牙的详细画面。

可确认口腔内部各位置的刷牙方法是否正确。

［1］

［2］

［3］

［5］

［4］

［6］

［8］

［7］

［1］［＜］ 点击后，就会返回统计数据画面。

［2］总成绩 以数值和 5 个层级的颜色显示 1 次刷

牙的成绩。

80 ～ 100 分：［GOOD］（黄绿）

60 ～ 79 分：［GOOD］（绿）

40 ～ 59 分：［MID］（蓝）

20 ～ 39 分：［BAD］（紫）

0～ 19 分：［BAD］（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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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区域

的成绩

将口腔内部分成 16 个部分，以 5 个层

级的颜色显示刷牙方法是否正确。

［4］日期和时间 显示日期和时间。

［5］刷牙所花

费的时间

以“分：秒”显示刷牙所花费的时间。

［6］刷牙间距 以波形显示刷牙中的动作。

［7］建议 显示刷牙方法的建议。

［8］［观看正确

刷牙方法

视频］

点击后，以视频显示正确的刷牙方法。

5 点击想详细查看的区域。

.·此处选择了右下方的区域。

.·显示各区域的详细日志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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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各区域的详细日志画面

可查看各区域的详细数据。

［3］

［1］

［4］

［2］

［1］［×］ 关闭各区域的详细日志画面。

［2］各区域的

成绩

以 5 个层级的颜色，显示牙的外侧、

咬合面、内侧各自的刷牙方法是否正

确。

点击选择的区域以黄框显示。

［3］刷牙所花

费的时间

以“分：秒”显示［2］中所选区域的

刷牙所花费的时间。

［4］刷牙间距

/建议

显示［2］中所选区域的刷牙间距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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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相同月份各日（周）的统计数据

（1）在步骤 3的统计数据画面中点击［周］（或［月］）。

（2）点击想看的期间的条形图。

.·显示所选日（或周）的统计数据。想进一步看详

细数据时，请点击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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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同月份的统计数据

（1）在步骤 3的统计数据画面中点击［年］。

.·显示上一年或下一年时，请点击显示期间的［＜］

或［＞］。

（2）点击想看的月份的条形图。

.·显示所选月的统计数据。想进一步看详细数据时，

请点击条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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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口腔检查，检查自己的刷牙方法

基于牙科保健员的刷牙数据，可在刷牙的同时检查刷牙

方法是否正确。能以波形确认刷牙中的动作（速度及细

致程度）。

1 接通配件的电源。（第 21 页）

2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3 点击菜单的［口腔检查］。

.·仅首次显示怎么看口腔检查。每次点击画面，都会

进入下一个说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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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查看 [口腔检查 ]画面的同时进行刷牙。

.·查看波形及成绩，可确认刷牙方法是否正确。

■怎么看［口腔检查］画面

［1］

［3］

［2］

［1］刷牙间距 能以波形（速度及细致程度）显示刷

牙中的动作。

［2］指示计 刷牙的正确度越高，指示计越是向右

方伸展。

［3］成绩 显示当前的成绩。

刷牙的正确度越高，越接近 100 分，

波形也就越变成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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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口腔笔记（通知）

有新通知时，菜单上会有红色标志。

此处说明查看旧通知的步骤。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2 点击菜单的［口腔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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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 [口腔笔记 ]一览画面，点击想看的通知。

.·显示通知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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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牙刷更换历史

记录更换成新牙刷的日期，即可确认自更换起经过了多

少天。

经过 30 天后，将通过在菜单上添加红色标志的方式，通

知已到了更换牙刷的时期。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2 点击菜单的 [更换牙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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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首次显示使用方法。每次点击画面，都会进入下

一个说明画面。

.·显示 [更换牙刷 ]画面。

■记录牙刷的更换日期

（1）在 [更换牙刷 ]画面中点击 [已更换为新牙刷 ]。

（2）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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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牙刷更换历史 ]中增加今天的日期。

编辑账户信息

按照以下步骤，可编辑进行账户注册时已输入的内容。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2 点击菜单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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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编辑账户］。

4 点击想编辑的账户（或家庭账户）。

.·编辑家庭账户的信息时，请点击［家庭账户］中显

示的账户。

5 编辑账户信息。



66使用方法

■怎么看［账户］画面

［2］

［8］

［7］

［3］

［9］

［4］

［1］

［5］

［6］

［1］［＜］ 返回上一个画面。

［2］编辑昵称 可编辑昵称（账户名称）。

点击后显示 [ 更改昵称 ] 画面，输入

昵称（最多 10 个字符），点击 [保存 ]。

［3］［编辑图标］ 可更改图标。

点击拍摄照片或选择智能手机中保存

的照片。

［4］［详细信息］ 可更改出生年份、性别、省市县。

点击更改设置，点击 [保存 ]。

［5］更改电子

邮箱

可更改电子邮箱。

点击输入新的电子邮箱，点击［OK］。

之后请按照画面的指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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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更改密码 可更改密码。

点击输入当前的密码和新密码（4～ 10

个字符的半角字母或数字），点击［OK］。

之后请按照画面的指示进行操作。

［7］［更换配件］ 更换配件时，在智能手机上进行新配

件注册（配对）。

请点击［GUMPLAY- ＊＊＊＊＊＊］，

按照画面的指示进行操作。

［8］［电子邮件

杂志］

可接收来自盛势达的电子邮件杂志。

点击开启 [ 注册电子邮件杂志 ]，点

击 [OK]。之后请按照画面的指示进行

操作。

［9］[ 删 除 账

户 ]

删除账户。

（第 69 页）

■增加家庭账户

增加家庭账户后，即使是没有电子邮箱的孩子，也可

以通过已注册的主账户使用 G·U·M.PLAY。

（1）在步骤 4的画面中，点击 [增加家庭账户 ]。



68使用方法

（2）输入家庭账户的信息。

.·在[家庭账户注册]画面中可输入的内容与[账户]

画面的［1］～［4］、［7］、［9］相同。（第 66 页）

（3）输入完成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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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 [OK]。

■删除账户

若删除账户，将删除此前的全部刷牙日志。

如果是已注册家庭账户的账户，家庭账户的信息也将

全部删除。

（1）在步骤 4的画面中，点击想删除的账户。

（2）点击［删除账户］。

.



70使用方法

（3）点击［删除账户］。

.

（4）点击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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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止过度刷牙功能

本功能用于防止因孩子刷牙过度导致牙和牙龈疼痛。

如果间隔不达到设定间隔（初始设置：30 分钟）以上，

就无法使用应用程序刷牙。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2 点击菜单的［设置］。

3 点击 [防止过度刷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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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开启 [防止过度刷牙 ]。

.·点击 [ 至下一次刷牙的间隔 ] 后，可以 30 分钟为

间隔更改时间。

确认使用条款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2 点击菜单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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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查看使用条款 ]。

.·显示 [G·U·M.PLAY.使用条款 ]画面。

.·请滚动确认画面。

确认版本

可确认应用程序、硬件、固件的版本。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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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菜单的［设置］。

3 点击 [版本 ]。

.·显示 [版本信息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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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1 点击应用程序画面左上方的 。

2 点击菜单的［退出］。

3 ［要退出吗？］的信息显示后，点击［OK］。

.·至此完成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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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及售后服务

保养的方法

塑胶盖的保养

发现有污渍时，请拆下感应器和牙刷，用水或温水洗去污

渍。

之后请务必擦干水。

若长期无视污渍，可能导致“牙膏”变硬，牙刷难以取出。

感应器的保养

请拆下感应器，用软布沾上少量水或温水再拧干，并擦

除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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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的拆卸方法

更换纽扣电池时，进行塑胶盖及感应器的保养时，请拆

下感应器。

1 在牙刷安装到配件的状态下，上

下颠倒握住。

.·握住时请使本体的 G·U·M标志

朝向大拇指一侧。

2 将大拇指扣到配件上，缓慢向身

前弯曲。

.·请使其倾斜，直至使感应器的

突出部分脱离塑胶盖。

3 用手指抠起感应器，将其从塑胶盖

上拆下。

.·使感应器竖起与塑胶盖垂直后即

可拆下。

G·U·M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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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塑胶盖的更换时期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跌落，因此请更换塑胶盖。

.·牙刷的安装部分变得松动时

.·塑胶盖有变色、变形时

关于牙刷的更换时期

为了保持牙刷的清洁效果，请大致以 1 个月为基准（毛

尖分叉后）更换牙刷。

■适用牙刷

.· GUM.牙刷 .#191、#211、#407、#409、#166、#266、#466、

#202

.· GUM 儿童牙刷 .#76、#87

　（牙科医院用品）

.· GUM.专业牙刷 .RS-M、RS-S、R-3M、R-3H、OR

请注意，使用上述以外的牙刷时，不适用保修规定。

※.适用的牙刷是截至 2016 年 4 月的信息。有更改时恕

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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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刷的安装方法

1 注意配件的朝向，将牙刷笔直

插入深处。

.·请对准 G·U·M 标志和牙刷

的 G·U·M标志。

.·牙刷无法笔直插入深处时，

开关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注意

.·若太用力将牙刷按向下方，感应器可能损坏。

.·牙刷安装得与配件朝向相反（G·U·M 标志向内）时，

无法正确测量。

.·与他人共用配件时，因牙刷种类不同，手柄的形状各异，

因此请为每种牙刷准备塑胶盖。

G·U·M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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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故障

无法正常工作时，提出咨询或委托修理前，请通过以下

的一览表进行确认。

■G·U·MPLAY 不工作时

可能的原因 处理方法

未接通电源。 u
请装入电池。

（详细信息见第 21 页）

纽扣电池的负极被安

装在上方。
u

电池的方向反了。

请重新装入纽扣电池，使正

极朝上。（详细信息见第 11

页）

电池电量耗尽。 u

LED 不闪烁时，请更换纽扣电

池。

（详细信息见第 11 页）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未

启动。
u

请启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详细信息见第 17 页、第

24 页）

未能与智能手机配

对。
u

请将配件注册到智能手机。

（详细信息见第 17 页）

蓝牙功能处于禁用状

态。
u

请启用智能手机的蓝牙功能。

关于蓝牙的使用方法，请参

照智能手机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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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 处理方法

蓝牙的连接已断开。

（距离太远。）
u

为了再次连接，请在靠近智

能手机的状态下刷牙。

未连接到互联网。 u
请在智能手机连接互联网的

环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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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电源 纽扣型锂电池（CR2032）

外形尺寸 本体：φ32.mm×高度 35.mm

重量 约 15.ｇ（牙刷除外 /包括纽扣电池）

配套内容 ●塑胶盖 (纯白色 )/ 有机硅.....1 个

●感应器......................1 个

●纽扣电池 CR2032（赠品）.......1 个

● GUM牙刷#211 中毛（限定色）...1 把

或

GUM儿童牙刷#76 软毛

（限定色）....................1 把

附属牙刷（限定色、大人用）

牙刷 GUM.牙刷.#211 中毛

手柄的材质 饱和聚酯树脂

毛的材质 尼龙

耐热温度 60℃

附属牙刷（限定色、儿童用）

牙刷 GUM.儿童牙刷.#76 软毛

手柄的材质 饱和聚酯树脂

毛的材质 饱和聚酯树脂

耐热温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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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项

●万一因客户自己使用本产品删除了已注册信息的内容，

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理解。

●对于因使用本产品对智能手机等其他设备、软件产生

的损害，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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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及售后服务

关于售后服务

.·用于指定用途以外时，不适用保修规定。

.·关于保修期过期后的修理，请联系以下商品的咨询窗

口。经修理无法保持功能时，本公司将根据客户的要

求有偿进行对应。

.·本产品的维修用功能零件（为保持功能所需的零件）的

库存保有期为停产后 5年。

.·万一发生故障时，根据保修规定，在保修期内由盛势

达无偿对应。

.·保修期..自购买日期起 1年。

商品的咨询窗口及送达地址

通过盛势达邮购购买时 通过左述以外的渠道购买时

盛势达邮购客服中心

邮编：567-0032

大阪府茨木市西站前町 5-1

京都银行茨木大厦 4层

0120-565-006
9:00 ～ 16:00

（周六、周日、节假日及年末年初除

外）

盛势达客户咨询室

邮编：569-1195

大阪府高西南槻市朝日町 3-1

0120-008241
平日 9:30 ～ 17:00

（周六、周日、节假日及年末年

初除外）

※.本书仅限在日本国内有效。

※.上述“商品的咨询窗口及送达地址”以日语对应。

※.本产品只能在日本国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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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规定

1..在按照使用说明等的注意事项要求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在保修期内发

生故障时，请联系商品的咨询窗口（记载于第 84 页）。本公司将无

偿对应。通过店铺购买时，请同时提供本产品随附的保修单和证明购

买的收据。

2..对于售后服务（保修期内的修理等）如有疑问，请联系商品的咨询窗

口（记载于第 84 页）。

3..以下情况，即使在保修期内也需有偿处理：

（1）.因误用及不当修正、改装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2）.购买后由于跌落、运输上的原因导致故障及损伤；

（3）.火灾、燃气事故、地震、风灾、水灾、雷击、异常电压及其他自

然灾害导致的故障；

（4）.通过店铺购买，但没有证明购买的收据时；

（5）.本产品的保修单内没有记载购买日期，没有附带收据或明细单时，

或文字有涂改时；

（6）.用于一般家庭用途以外导致的故障及损伤；

（7）.使用第 78 页记载的适用商品以外的牙刷导致的故障及损伤。

4..牙刷和塑胶盖不属于保修范围。（作为易耗品，需重新购买。）

5..本书仅限在日本国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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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的保修单内没有销售店填写的信息，或没有客户附带

的收据或明细单时无效。这些资料都没有时，请联系销售店。

●根据保修单注明的期间及保修单的规定条件，本产品的保修

单是本公司进行无偿对应的约定。因此，本保修单并不限制

客户的法律权利。关于保修期过期后的售后服务、维修用功

能零件的保有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书第 84 页“关于售后

服务”。如有疑问，请联系咨询窗口。

※.产品的外观、规格等可能因性能改善而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关于咨询窗口对客户个人信息的处理

盛势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从客户处获得的客户姓名、

地址等个人信息（以下简称“个人信息”）进行以下处理。

1..本公司将客户的个人信息用于对应对本公司商品的咨询、修理及其确

认。用于此类用途时，会保留咨询内容的记录。将修理及其确认业务

委托给本公司的外协公司时，为依法履行义务或行使权利，除非有必

要或有其他正当原因，不得将个人信息披露、提供给第三方。

2..本公司将妥善管理客户的个人信息。

3...关于客户个人信息的咨询，请联系以下窗口：

【总务组个人信息窗口　072-682-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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