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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带保修卡）

空气净化器（家庭用）

产品型号

ACSQ180D-W
ACSQ180D-N
ACSQ180D-R

感谢您购买富士通将军空气净化器。

为正确使用本产品，请在使用前仔细阅读本“使用说

明书”。

以备使用中碰到不懂的事项或者发生故障时参考。

特别是安全上的注意事项，请务必阅读并正确使用。 
阅读后请务必保存在使用者随时可以查阅的地方。

本说明书后附有“保修卡”。

目录

使用前

本产品的特点 ………………………………… 2
各部分的名称及功能 ………………………… 3
安全上的注意事项 …………………………… 4
设置 …………………………………………… 6
运转前的准备（水箱内加水） ……………… 8
按钮和指示灯的作用 ………………………… 9

基本使用方法

运转 ……………………………………………10
迅速净化房间的空气（急速净化运转） ……11
设定定时关机（定时关机） …………………12
防止孩子错误操作（按钮锁） ………………12
抑制指示灯的亮度（亮度调节） ……………13
变更初始设定 …………………………………13
关于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14

维护

维修时期的大致基准 …………………………15
加湿过滤网、托盘的维护 ……………………16
前置过滤网、温湿度感应器、气味感应器、 
尘埃感应器、电气集尘装置的维护 …………18
更换加湿过滤网时 ……………………………20

出现问题时

当认为可能出现故障时 ………………………21
规格 ……………………………………………23
保修卡 ………………………………………封底

PART No. 9451089145-01
C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 2018/2/14   10:31:38



2

本产品的特点

采用电气集尘方式，而非常规的无纺布过滤网。即便是超微细粒子，也能通过静电作用使其离子化后被强力吸附
捕捉。同时，还配备了可自动再生式除味装置。无论是集尘还是除异味，均无需更换过滤网，使房间内空气始终
保持洁净清新，持久怡人。

※1：根据家庭使用情况的差异，有可能发生需要更换的情况。
※2：电气集尘装置建议1年清洗1次，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清洗次数有所不同。

自动再生式除味装置电气集尘装置

实现“无需更换过滤网※1”、“净化能力持续不变※2”

与过滤网方式不同，电气集尘方式可持续保持性能。
电气集尘方式是将细颗粒物吸附到静电板上，完全没
有无纺布过滤网的阻塞问题等，可一直保持强劲的集
尘能力※4。

 ■电气集尘方式

※3：无法确定本空气净化器能否清除小于0.1µm的

细颗粒物。此外，也不能清除空气中的所有有

害物质。

※4：需要1年清洗1次。根据使用环境不同，清洗频

度也不同。

过滤网集尘区域

 ■无纺布过滤网方式

凭借持续的静电力量切实
捕集细颗粒物※3

　

在捕捉到臭味成分的瞬间便开始分解，并对残余成分
进行加热分解。在运转过程中，定期转动除臭过滤网
并进行加热，可自动恢复除臭性能。

加热

转动

除臭过滤网

※5：根据在您家庭中的运转时间、使用情况不同，

有时可能需要更换。

无需更换过滤网※5，始终
如一的强力脱臭

离子放出区域 集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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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名称及功能
 ■主体

 ■主体内部

水箱

前面面板

前置过滤网 托盘

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水位窗

温湿度感应器
 • 检测房间的温湿度。

自动再生式除味装置
 • 再生除臭过滤网，同时
进行除臭。 电源插头

电源线

水箱面板

尘埃感应器
 • 检测尘埃。

电气集尘装置
 • 捕集尘埃及花粉。

水箱盖

PM2.5污染监视器
9页

气味感应器
 • 检测气味。7页

主体操作部及显示部
9页

提手（左右）
拿放搬运时使用。

出风口（上部左右）

回风口（上下左右） 标签（背面）

××××

×××× ××××
××

产品型号
KJ×××型号

本使用说明书中记载的操作方

法适用于本体背面标签上带C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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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上的注意事项
为防止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以下说明的事项。

以下分类说明错误的使用方法所导致的危险及其程度。

错误使用时，有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错误使用时，有可能导致轻伤或产生物质

损失。

图形符号的含义如下所示。

该图形符号的含义是不能这样

做，表示“禁止”。

该图形符号的含义是必须执

行，是“强制”内容。

电源线及电源插头
 ●请勿超出插座及布线器具的额定值使用，使
用电压不要超出220V的范围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请勿改造、中途接入支线或者与其它电气设
备放射状布线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请勿损坏、大力弯曲、扭转、捆束起来通
电、靠近高温部、拉扯、加工、承载或夹持
重物，损坏时请勿使用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电源线或电源插头有损伤或插入插座后用松
动时请勿使用
（否则会引起触电、短路及起火）
插头、插座上有损伤及松动时，请咨询购买
时的销售店。
 ●请勿拔电源插头停机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
（否则会引起触电）
 ●电源线上不要承载或夹持家具等重物

（否则电源线破损，会引起火灾或触电）

 ●请勿自行更换电源线和电源插头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如果发生破损或需要更换，请咨询购买时的

销售店。

 ●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时，请将插脚完全插

入，以免晃动

（不完全连接时，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时，要清除电源插头、
插座的尘埃
（否则会因潮湿等导致绝缘不良，
引起火灾）
 ●定期清除电源插头、插座的尘埃
（否则会因潮湿等导致绝缘不良，
引起火灾）
 ●移动主体时务必停止运转，从插座上拔出电
源插头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受伤）

 ●维护及向水箱内加水时务必从插座上拔出电
源线
（否则水珠滴落，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使用和修理
 ●请勿改造 
非修理技术人员请勿拆解或修理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火灾等）
修理时请咨询购买时的销售店。

出现异常、故障时马上停止使用，拔出
电源插头

 ●马上停止使用
（如果在异常、故障状态下使用，会引起触
电或火灾等）
〔异常、故障示例〕

 • 异常热。
 • 有烧焦的气味。
 • 有异常的声音或振动。
 • 漏水。
 • 活动电线时，有时带电，有时不带电。
 • 打开开关时，有时运转，有时半途停止。
 • 主体、前面面板、水箱、托盘等部件破损。

此时，为防止故障或事故，请马上停止使
用，拔出电源插头，咨询购买时的销售店进
行检修。

使用时
 ●请勿接触前面面板或者托盘的突起物所在
孔洞的深处或者放入异物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故障）

 ●请勿将主体浸入水中、在主体上
洒水或直接加水
（否则会引起短路或触电）

 ●请勿在拆下前面面板、前置过滤网、电气集
尘装置、水箱、托盘的状态下使用
（否则会引起故障或火灾）

 ●请勿在运转中搬动
（否则水珠滴落，会引起故障）
 ●打雷时请勿触摸主体及电源插头
（否则雷击会引起触电或火灾）

请勿在以下场所使用
 ●请勿在幼儿伸手可及的范围内使用
（否则会引起触电、烫伤、受伤、误吞咽部件）

 ●请勿倾斜主体、放置在不稳定的场所或高处
（否则翻倒或掉落会引起受伤、故障或漏水）

请务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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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插头
 ●不要拉扯电源线拔电源插头
（否则部分芯线断线，会引起火灾）

长期不使用时
 ●长期不使用时，请务必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
头清扫
（否则绝缘老化会引起触电或漏电火灾）

向水箱内加水时及维护时
 ●使用中及使用后不久请勿进行维护或向水箱
内加水
（否则碰触高温部会引起烫伤）
 ●不在濡湿的状态下安装电气集尘装置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故障）

 ●只使用自来水向水箱内加水
（如果加入40°C以上的热水或油、化学药
品、芳香剂、脏水、洗涤剂、碱离子水等，
会引起变形或故障）

 ●向水箱内加水后及维护后，将拆下的部件安

装复原

（否则会引起烫伤、故障或、水箱面板或前
面面板掉落造成受伤）
 ●在水箱内加水后及维护时，注意不要掉落部

件（水箱面板、前面面板等）

（否则会损伤地板等）

 ●在水箱内加水后及维护时，注意不要被主体

或部件（水箱、水箱面板、前置过滤网、前

面面板、加湿滤网框架）夹住手指

（否则会引起受伤）

 ●切实组装好加湿过滤网的框架

（如果组装不完整，会引起漏水或故障）

请勿在以下场所使用
 ●请勿在浴室等潮湿的场所使用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故障）

 ●请勿在产生蒸汽或雾气的物体附近使用。与
加湿器一起使用时，请勿直接吸入蒸汽
（否则会引起触电或故障）

 ●请勿在油烟多的地方、有可燃性气体、腐蚀
性气体或金属性粉尘的地方使用
（否则会引起火灾或故障）

 ●请勿在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等油分的场所使用
（否则会引发裂纹产生）

 ●请勿放置在暖气器具或电视机等电器产品上
（否则翻倒后水珠滴落或漏水，会引起触电
或短路）
 ●使用室内熏蒸型（发烟型）杀虫剂时不开机
运转
（否则会引起身体不适）
否则药剂成分可能蓄积在机器内部，之后运
转时释放出来，对健康不好。
使用杀虫剂后，请充分通风换气后再开机运转。

与燃烧器具一起运转时
 ●认真进行通风换气
（否则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本产品无法清除一氧化碳。

使用时
 ●不要吸入可燃物或点着的香烟、蚊香等
（否则会引起火灾）

 ●在宠物附近使用时，应设置在不会被宠物撒

尿、啮咬电源线的场所

（否则绝缘老化会引起触电或漏电火灾）

 ●请勿坐、压、靠在上面 
此外，请勿倒放使用或挂在墙壁上使用
（否则会引起受伤或故障）

 ●请勿在产品已破损的状态下使用
（否则会引起触电、火灾或受伤等）

 ●请勿将手指、异物或棒状物等伸入或用力按
压出风口或回风口
（否则会引起触电、受伤或故障）

 ●请勿将手、手指、棒状物伸入托盘安装口
（否则会引起受伤或故障）

 ●不要放置杯子或花瓶等
（否则水珠等滴到主体中会引起故障）

 ●请勿用苯、稀释剂擦拭或喷洒杀虫剂
（否则会引发裂纹、触电或火灾）

 ●掉落的水箱或主体不要直接使用
（如果直接使用，破损处漏水会引起短路、
触电或火灾）
 ●请勿饮用托盘或水箱内的水
（否则会引起身体不适）
 ●本产品并非设计给身体、感觉或心智功能不
足（包括儿童）或缺乏经验及知识的人使
用，除非有负责其安全的人给予监督或指
导，才能使用本产品
（否则会引起触电、受伤或身体不适）

 ●放置在带脚轮的桌子、台面等上使用时，不
要卡住电源线
（否则掉落后会引起受伤或漏水）
 ●搬运主体时捆束好电源线
（如果直接搬运，电源线卡住或产品掉落会
导致受伤）
 ●放倒后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不要在放倒的
状态下打开电源
（否则会引起故障或触电）
 ●有可能冻结时，排掉水箱和托盘内的水
（否则水箱破损、漏水会引起故障）

 ●加湿时，托盘、水箱的水每天更换新鲜的自
来水，每次换水时进行清扫，以保持托盘、
水箱总是清洁
（否则会滋生细菌等）
此外，根据体质不同，极少数人可能会危害
健康。此时请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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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请将主体设置在结实稳定水平的场所。

 ■设置时的参考尺寸

10cm以上

1cm以上

30cm以上

30cm以上

30cm以上

注意

 �如果放置在墙根处，由于气流的影响，长时间后可能在墙上留下污
迹。墙面不能污染时，请在墙上粘贴塑料薄膜等。

 �设置在易划伤的地面上时，请在产品下铺垫保护用的塑料膜等。

 ■请勿设置在以下场所

 ● 长绒的地毯、被子等不稳定的地方或不水平的地方

 ⇒否则翻倒后水珠滴落，会引起受伤或故障。

 ● 被暖气机的热气直接烘烤的地方，暖气器具的正上方或被炉中

 ⇒否则可能会导致变形或故障。

 ● 在日光直射的地方或在室外使用

 ⇒否则可能会导致变形、变色或故障。

 ● 距电视机、收音机或空调等1m以内的地方。

 ⇒否则语音、影像有可能受到干扰或产生误动作。

 ● 窗帘或墙壁等有可能堵住回风口或出风口的地方。

 ⇒否则可能会导致变形或故障。

 ● 书箱、书架中等通风差的地方

 ⇒否则主体内部温度上升，有可能引起火灾或故障。

 ■请勿用于以下用途

 ● 请勿在厨房代替换气扇或抽油烟机使用。

 ⇒否则粘附在过滤网上的油有可能导致出风口有异味或变形。

 ● 请勿用于店铺、工厂等业务用途。

 ⇒本产品用于家庭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故障。

 ■使用时

 ● 请勿堵塞回风口、出风口。

 ⇒否则可能会导致变形或故障。

 ● 请勿在主体倾斜或倒放的状态下使用。

 ⇒否则水珠滴落，有可能引起故障。

 ■搬运时

 ● 牢牢抓住提手，务必抬起来轻轻搬运。

 ⇒如果掉落，可能会引起受伤或故障。如果在地面上拖曳，有可能损伤地板等。

 ● 因为有可能滴水，请排空水箱及托盘的水再搬运。

 ⇒否则有可能弄脏地板、地毯等。

 ■长期不使用时

 ● 不使用加湿时、长期不使用时，排掉托盘、水箱内的水并清扫。

 ⇒否则可能会滋生细菌等。

空气净化器安全使用须知

1m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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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勿使装置直接吸入烹调时产生的烟气、石油燃烧器具等点火及熄火时产生的烟气或香烟的烟气。否则烟气中含有
的固体成分不能完全分解，会导致从出风口发出异味。请用抽油烟机或换气扇等排出到室外后再打开空气净化器。

感应器会对空气净化器放置处附近的宠物气味、烹调气味、酒精气味、化妆品气味、喷雾器气味、香烟气味※等有

反应。

 ● 有时也会对开门关门导致的温度、湿度的剧烈变化或无味气体反应。

 ● 有时会对燃烧机器、煮饭器等冒出的水蒸汽反应。

 ● 对总是有气味的场所或根据气味的主要成分不同，也有可能不反应。每个人对气味的感觉都有差异，有时能感

觉到气味但感应器却没有反应。

 ● 插入电源插头后2分钟内，感应器不会反应。最初会将此时的空气记忆为清洁状态，但之后会不断更新。如果时

常打开窗户通风换气等，尽量保持清洁的空气状态，感应器的灵敏度会提高。

 ● 没有气味的烟气、室内尘埃（尘埃、螨虫尸体、霉菌孢子、花粉）、细菌、病毒无法检测。

关于气味感应器

※ 香烟的有害物质（一氧化碳等）无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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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前的准备（水箱内加水）

不加湿运转时，请勿在水箱内加水。

在水箱内加水　※加湿运转时，请在水箱内加入自来水。

1 拆开水箱面板

①按住挂钩，同时向箭头方向打开水箱 
面板。

②从主体上拆开水箱面板的爪片（3处）。

挂钩

1

　

2

爪片
（3处）

2 拆开水箱

 ●握住把手向身前放倒并拉出。

把手

3 维护（清洗）水箱和水箱盖

①拆开水箱盖， 在水箱内加入少量的水。

②拧紧水箱盖涮洗。

※ 请勿拆解水

箱盖。

水箱盖

水箱

 ●发现水箱盖有污渍时，请浸渍清洗。（请参

照“加湿过滤网、托盘的维护”的“3. 进行

浸洗＜发现污渍或异味时＞”中的托盘栏。 
16页）

4 拆开水箱盖，在水箱内加入自来水

水箱盖

水箱

 ●如果加入40°C以上的热水或油、化学药品、
芳香剂、脏水、洗涤剂、碱离子水等，有可
能引起变形或故障。

5 盖好水箱盖

 ●请确认不会漏水。
 ●水箱周围的水滴务必擦掉。

6 将水箱安装在主体上
 ●将水箱倾斜插入本体，然后按箭头方向推入。

7 安装水箱面板

①将水箱面板的爪片（3处）扣合在主体上。
②向箭头方向关闭水箱面板，将挂钩按入

扣合。
③将水箱盖的上下部（2处）按入。

爪片
（3处）

1

　

2

3

3

咔嚓

主体的准备

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 
（220V）

加水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9451089145-01_OM_SC.indd   8 2018/2/14   10: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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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前

按钮和指示灯的作用

模式切换 
按钮/指示灯（绿）
10页

维护指示灯

加湿复位按钮/指示灯（红）
 • 如果到了维护加湿过滤网的时期，指示灯
就亮灯。

 • 维护后按该按钮，将运转累计时间复位。
17页

集尘复位按钮/指示灯（红）
 • 如果到了电气集尘装置的清洗时期，指示
灯就亮灯。

 • 清洗后按该按钮，将运转累计时间复位。
19页

按扭锁 
按钮/指示灯（红）

 • 该指示灯亮灯时，其它按
钮无法操作。 
12页 风量切换按钮/指示灯（绿）

10页

加湿切换按钮/指示灯（绿）11页

急速净化按钮/指示灯（橙）11页

定时关机按钮/指示灯（橙）12页

当前湿度指示灯（大致）
 • 指示灯亮灯，表示当前的湿度状态。

50％、60％以上：绿色
40％：橙色
30％以下：红色

加水指示灯（红）
 • 水箱内无水时亮灯，通知
加水。

 • 要继续加湿时，请向水箱
内加水。8页

PM2.5污染监视器（大致）
 • 通过指示灯颜色表示当前PM2.5的污染量。
蓝色： 少
黄绿色：
橙色：
红色： 多

※PM2.5是指2.5µm以下细颗粒物的总称。
※ 开始运行后，在传感器灵敏度稳定前的数分钟内，显
示器颜色会显示为黄绿色。

亮度调节按钮
13页

开/关按钮
10页

9451089145-01_OM_SC.indd   9 2018/2/14   1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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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

开始运转

按开/关按钮

 ●蜂鸣器声：“运转时…哔”

 ●所选择的运转指示灯分别亮灯。

 ●记忆停止前的运转状态，开始运转。

切换模式

（选择了加湿·空气净化时）

按模式切换按钮，切换模式

 ●每按一次，模式就切换，所选择的指示灯亮灯。

“空气净化” “加湿·空气净化”

 ●蜂鸣器声：“空气净化…哔哔”、 
　　　　　“加湿·空气净化…哔”

 • 空气净化…………进行空气净化运转。

 • 加湿·空气净化… 加湿的同时进行空气净化运转。（请在水箱中加入自来

水使用。）

停止运转 

再次按开/关按钮
 ●蜂鸣器声：“停止时…哔—”　指示灯：所有指示灯熄灭

改变风量

（选择了“强”时）

按风量按钮，选择风量

 ●每按一次就切换，所选择的指示灯亮灯。

“自动” “弱” “强”“中”

 ●蜂鸣器声：“自动…哔哔”、“弱…哔”、“中…哔”、“强…哔”

 • 自动…风量根据空气的污染情况及气味自动切换。

 • 弱……用较弱的风量运转。 
（推荐休息等时使用。）

 • 中……用中等的风量运转。

 • 强……用较强的风量运转。

信息

 �冬季等时，在主体冷却的状态下移动到温暖的室内后，感应器有可能结露，无法正常运转。运转一会儿即可恢复
正常。

哔

哔

哔—

哔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0 2018/2/14   1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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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加湿模式

（选择了“强”时）

按加湿按钮，选择加湿模式

 ●每按一次就切换，所选择的指示灯亮灯。 
（加水指示灯亮灯时，按加湿模式按钮也不切换。）

“自动” “弱” “强”

 ●蜂鸣器声：“自动…哔哔”、“弱…哔”、“强…哔”

 • 自动…根据室温情况，以目标湿度为大致基准进行运转。

室温 目标湿度（大致基准）

22°C以下 60%
22°C以上24°C以下 50%

24°C以上 40%
 • 弱……以目标湿度45%为大致基准进行运转。

 • 强……以目标湿度60%为大致基准进行运转。

注意

 �水箱的水一耗尽，加水指示灯就亮灯，但运转并不停止。继续加湿时，请在水箱
里加入自来水。8页
 �尽管运转的目标是达到目标湿度，但根据设置房间的大小或环境不同，有时达不
到、有时则超过目标湿度。

 • 达不到目标湿度时…请将风量切换到“强”。

 • 超出目标湿度时……请将模式切换到“空气净化”运转。

信息

 �加湿运转中，风量有可能自动改变。

迅速净化房间的空气（急速净化运转）

以最大风量运转

（设定了急速净化运转时）

按急速净化按钮

 ●蜂鸣器声：“哔”、指示灯：亮灯

 ●以最大风量运转8小时。（8小时后恢复设定的风量。）

解除急速净化运转

再次按急速净化按钮

 ●蜂鸣器声：“哔哔”、指示灯：熄灭

信息

 �在急速净化运转中，不进行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哔

急速净化运转

哔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1 2018/2/14   1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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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定时关机（定时关机）

定时预约的方法

（选择了“4小时后”时）

在运转中按定时关机按钮，选择定时关机时间

 ●每按一次就切换，所选择的指示灯亮灯。

1 2 4 熄灭（连续运转）

 ●蜂鸣器声：“1小时…哔”、“2小时…哔”、“4小时…哔”、 
　　　　　“熄灭（连续运转）…哔哔”

 ●一到达设定的时间，运转就自动停止。

 ●设定定时后也可以更改定时关机时间。

要取消定时时

按定时关机按钮，选择连续运转（指示灯熄灭）
 ●蜂鸣器声：“哔哔”

防止孩子错误操作（按钮锁）

锁定按钮操作

（已设定了按钮锁时）

长按按钮锁按钮3秒钟

 ●蜂鸣器声：“哔”、指示灯：亮灯

 ●除了解除按钮锁以外，所有操作都无法进行（一按按钮，按钮锁指示灯就闪

烁，无法操作）。

解除按钮锁

再次长按按钮锁按钮3秒钟

 ●蜂鸣器声：“哔哔”、指示灯：熄灭

定时关机

哔

按钮锁

哔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2 2018/2/14   10: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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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指示灯的亮度（亮度调节）

切换指示灯的亮度

按亮度调节按钮

 ●每按一次，指示灯及PM2.5污染监视器指示灯的亮度就切换。

“亮度调节” “亮度调节解除”“PM2.5污染监视器熄灭”

 ●蜂鸣器声：“亮度调节…哔”、“PM2.5污染监视器熄灭…哔”、“亮度调节

解除…哔哔”

 • 亮度调节…减弱所有指示灯和PM2.5污染监视器的亮度。

 • PM2.5污染监视器熄灭…… 熄灭PM2.5污染监视器的指示灯。 
　　　　　　　　　　　　 指示灯亮度减弱。

 • 亮度调节解除……解除亮度调节。

信息

 �调节亮度时，所有指示灯亮度会减弱，因此在有的房间亮度下可能会看不清指示灯。

变更初始设定

亮度调节

哔

在自动运转中，感觉风量切换频繁烦人等时，可以切换灵敏度高低。

①在运转停止状态下长按风量按钮5秒钟。（发出“哔哔哔哔”的蜂鸣声。）

 ●进入变更模式。（在变更模式中，风量自动指示灯闪烁。）

 ●风量“强”或“弱”指示灯亮灯。（初始设定：强）

 • “强”亮灯时：感应器灵敏度高。

 • “弱”亮灯时：感应器灵敏度低。

②按风量按钮，切换感应器灵敏度。

 ●每按一次切换。

 “强” “弱”

③按开/关按钮，设定完毕。

关于气味感应器和尘埃感应器的灵敏度切换

若对臭氧气味（类似游泳池的消毒气味）比较敏感，可以切换臭氧释放量。

①在停止状态下长按定时关机按钮5秒钟。（发出“哔哔哔哔”的蜂鸣声。）

 ●进入变更模式。（在变更模式中，湿度30%指示灯闪烁。）

 ●风量指示灯变为以下任一状态。（初始设定：弱）

 • “中”亮灯时：根据气味的浓淡增加臭氧释放量。

 • “弱”亮灯时：正常的臭氧释放量。

 • 风量指示灯全部灭灯时：减少臭氧释放量。※除臭效果可能会降低。

②按风量按钮，切换臭氧释放量。

 ●每按一次切换。

 “弱”          “灭灯（停止）”          “中”

③按开/关按钮，设定完毕。

关于臭氧释放量的切换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3 2018/2/14   10: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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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在该运转中，自动恢复过滤网的除臭性能。

重要信息

 �一开始运转，就自动开始除臭过滤器再生运转。

 �每运转24小时，进行15小时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在急速净化运转中，不进行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是对内部的过滤网进行加热，因此主体可能会变热。此外，有时会排出暖风或加热气味。

 �请勿接触除臭过滤网。否则可能导致除臭过滤网损伤，失去功能。

 ■定期转动并加热除臭过滤网的本公司独创的自动再生式除味装置

H2O

H2O

CO2

CO2 H2O

CO2

停止运转后不久，请勿碰触自动再生式除味装置
 ●如果拆开电气集尘装置、加湿过滤网及托盘，触碰自动再生式除味装置，有可能引起受伤或烫伤。

感觉气味不易清除时，可以启动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在停止状态下长按急速按钮 5 秒钟。（蜂鸣声：哔哔哔哔）

 ●连续 30 小时进行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在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中，急速指示灯缓慢闪烁，反复切换弱

风量运转和停止。）

 ●要停止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时，按开 / 关按钮。

 ●开 / 关按钮以外的按钮无效。

关于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

每隔1.5小时转动36度 用15小时全面加热再生

转动

①强力抽吸　　　　　　　　　　　②吸附　　　　　　　③分解　　　　　　  ④加热分解

触媒截面放大图 触媒截面放大图 触媒截面放大图

触媒
吸气

吸气

恢复除臭力

加热

除臭过滤网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4 2018/2/14   10: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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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

基
本
使
用
方
法

维修时期的大致基准

为了清洁使用，请定期进行维护。

※ 根据使用环境不同，有时可能需要提前进行维护。

信息

 �维护指示灯在以下运转时间上亮灯。

 • 加湿：1日运转10小时时，约1个月后

 • 集尘：1日运转10小时时，约1年 根据使用环境（空气污染程度）而改变。

注意

 �关于前面面板和托盘的使用

 • 请注意不要损坏拆下的前面面板或托盘表面、扣爪和

突起部。

 • 突起部起到的是当前面面板或者托盘被拆下以后电源

将会“关闭”的安全开关的作用。 
如果破损就无法运转。

维护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浸洗

1年1次或

亮灯时

温湿度感应器
18页

气味感应器
18页

用吸尘器

前置过滤网
18页

1个月1次

加湿过滤网 
托盘
16页

水洗

1个月1次或

亮灯时

擦拭

主体和水箱面板
 • 请用软布擦拭。
 • 污渍严重时，用软布蘸温水或凉水擦掉污渍
后，再用干布擦干。 

注意

 �使用化学品抹布时，请遵守其注意事项。

 �请勿使用汽油、稀释剂、研磨粉等。否则会引起变色、变形。

发现变脏时

电气集尘装置
18页

水箱盖卡针
水箱盖弹簧
水箱盖主体
水箱盖垫圈B
水箱盖垫圈A

※ 请勿拆解水箱盖。

水箱盖的结构

前面面板
 • 用吸尘器抽吸回风口
周围的尘埃

抽吸
口

2

前面面板的反面 托盘的反面

用棉棒擦拭

尘埃感应器
19页

3个月1次

水洗

水箱
水箱盖
8页

每次加水时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5 2018/2/14   10: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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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湿过滤网、托盘的维护
※ 水质不同，脏污情况也会变化，所以即使不到1个月时间，如果有异味或结了水垢、粘液，请进行维护。

1. 拆下加湿过滤网和托盘 2. 进行水洗              ＜1个月1次＞或者＜ 亮灯＞

1 拆开水箱面板

①按住挂钩，同时向箭头方向打开水箱 
面板。

②从主体上拆开水箱面板的爪片（3处）。

挂钩

1

　

2

爪片
（3处）

2 拆开水箱
 ●握住把手向身前放倒并拉出。

把手

3 拉出托盘

托盘

4 拆下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加湿过滤网
（带框架）

 ■托盘

浮子

勿手持

（请勿拆下浮子。）

 ● 浮子脱落了时请安装好。（如果浮子脱落了，就无

法进行加湿）

 ■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用水冲洗

加湿过滤网
（带框架）

（带着框架）

 ● 冲洗时请勿用力过度。（否则会引起变形。）

3. 进行浸洗　＜发现污渍或异味时＞　

托盘 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污渍的

状态

水垢不易清除 出风口发出气味 加湿过滤网有气味 白粉不易清除

洗涤剂 弱碱性的厨房用合成洗涤剂（粉末）

请勿用于维护电气集尘装置。

否则有可能导致损坏或老化。

小苏打 柠檬酸

使用量 约700ml水中加入约12g 凉水或温水

（约40°C以下）

每1L约加入9g

凉水或温水
（约40°C以下）
每1L约加入60g
（4大匙）

凉水或温水

（约40°C以下）

每1L约加入6g
（2/3大匙）

清洗 
方法

浸洗       浸洗

浸渍 
时间

约30～60分钟 约30分钟 约2小时

清洗后 用水充分冲洗，避免洗涤剂、小苏打、柠檬酸残留。（如果冲洗不干净，会导致发出洗涤剂、柠檬酸的气味或

主体变形、变色。）

※ 如果使用非指定洗涤剂，变色、变形或开裂会导致漏水。

浮子安装方法

浮子

① 将浮子放入该凸
起部分的下面。

② 将浮子的爪片
插入孔中。

③ 将浮子的相
反侧的爪片
插入孔中。

浮子托盘

爪片

浮子脱落了时，请务必安装。        （如果浮子脱落了，就无法进行加湿）

维护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9451089145-01_OM_SC.indd   16 2018/2/14   10: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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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

加湿过滤网、托盘的维护
※ 水质不同，脏污情况也会变化，所以即使不到1个月时间，如果有异味或结了水垢、粘液，请进行维护。

1. 拆下加湿过滤网和托盘 2. 进行水洗              ＜1个月1次＞或者＜ 亮灯＞

1 拆开水箱面板

①按住挂钩，同时向箭头方向打开水箱 
面板。

②从主体上拆开水箱面板的爪片（3处）。

挂钩

1

　

2

爪片
（3处）

2 拆开水箱
 ●握住把手向身前放倒并拉出。

把手

3 拉出托盘

托盘

4 拆下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加湿过滤网
（带框架）

 ■托盘

浮子

勿手持

（请勿拆下浮子。）

 ● 浮子脱落了时请安装好。（如果浮子脱落了，就无

法进行加湿）

 ■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用水冲洗

加湿过滤网
（带框架）

（带着框架）

 ● 冲洗时请勿用力过度。（否则会引起变形。）

3. 进行浸洗　＜发现污渍或异味时＞　

托盘 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污渍的

状态

水垢不易清除 出风口发出气味 加湿过滤网有气味 白粉不易清除

洗涤剂 弱碱性的厨房用合成洗涤剂（粉末）

请勿用于维护电气集尘装置。

否则有可能导致损坏或老化。

小苏打 柠檬酸

使用量 约700ml水中加入约12g 凉水或温水

（约40°C以下）

每1L约加入9g

凉水或温水
（约40°C以下）
每1L约加入60g
（4大匙）

凉水或温水

（约40°C以下）

每1L约加入6g
（2/3大匙）

清洗 
方法

浸洗       浸洗

浸渍 
时间

约30～60分钟 约30分钟 约2小时

清洗后 用水充分冲洗，避免洗涤剂、小苏打、柠檬酸残留。（如果冲洗不干净，会导致发出洗涤剂、柠檬酸的气味或

主体变形、变色。）

※ 如果使用非指定洗涤剂，变色、变形或开裂会导致漏水。

浮子安装方法

浮子

① 将浮子放入该凸
起部分的下面。

② 将浮子的爪片
插入孔中。

③ 将浮子的相
反侧的爪片
插入孔中。

浮子托盘

爪片

浮子脱落了时，请务必安装。        （如果浮子脱落了，就无法进行加湿）

维护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4. 安装加湿过滤网和托盘

1 将加湿过滤网（带框架）安装在

托盘上

加湿过滤网
（带框架）

2 将托盘安装在主体上
 ●按入托盘下的扣爪，直至听到“咔擦”声。

※ 如果托盘安装不正
确，安全开关工
作，将无法运转。
15页 托盘

3 将水箱安装在主体上
 ●将水箱倾斜插入本

体，然后按箭头方

向推入。

4 安装水箱面板

①将水箱面板的爪片（3处）扣合在主体上。

②向箭头方向关闭水箱面板，将挂钩按入

扣合。

③将水箱盖的上下部（2处）按入。

爪片
（3处）

1

　

2

3

3

咔嚓

5 打开电源，长按加湿复位按钮3秒钟

哔
 ●将运转累计时间复位。

 ●维护指示灯的加湿指

示灯亮着灯时，确认

其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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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过滤网、温湿度感应器、气味感应器、 
尘埃感应器、电气集尘装置的维护
1. 拆下前面面板和前置过滤网 2. 用吸尘器抽吸尘埃　＜1个月1次＞ 3. 用棉棒擦拭尘埃感应器 ＜3个月1次＞

1保持主体直立，拆下前面面板

①按住位于前面 
面板下方两侧

的按钮，向箭

头方向拉。

②向斜上方拉出，

避免碰到主

体。 1

2

按钮 
（左右2处）

2拆下前置过滤网
 ●打开上部扣爪，向上拉起。

扣爪

 ■前置过滤网

用吸尘器抽吸尘埃

 ●污渍严重时，用温水或凉水清洗，用流水冲洗

后，在阴凉处充分晾干。

 ●不要用力压吸尘器的吸头。

 ■温湿度感应器、气味感应器

用吸尘器的带毛刷吸头抽吸尘埃

温湿度感应器
气味感应器

拆开尘埃感应器罩，用干棉棒擦掉透
镜的污渍

①拆开扣爪，拆开感应器罩。

扣爪

感应器罩

②用干棉棒擦掉透镜的污渍。

透镜

注意

 �请勿将棉棒插入透镜以
外的部位。

 �看不清楚时，请用手电筒
照亮。

③插入感应器罩下部的爪片，合上罩子。

爪片（2处）

4. 浸洗电气集尘装置　＜1年1次＞或者＜ 亮灯·闪烁＞

1 保持主体直立，拆下电气集
尘装置
①转动固定杆（4处）。

②笔直地拉出电气集尘装置。

开
关固定杆

（左） 固定杆（右）
关

开

端子

（金属）

注意

 �拆卸时请笔直地抽出。
 �操作时请注意力度，以防端子（本体内
部左侧）变形。
 �取下电气集尘装置后，请不要直接放在
地板上。可能会弄脏地板。
 �不要在堆叠状态下搬运取下的电气集尘
装置。有滑落的危险。

2浸洗电气集尘装置
①在40 ～ 45℃的热水中浸渍约10 ～ 15 分钟。 

污渍严重时，请在热水中放入较多的厨房用中性洗涤剂
（液体）（标准使用量※的约15倍左右），然后浸渍。 
※ 厨房用中性洗涤剂的注意事项中记载的参考用量。
例）如果标准使用量为1L水兑1mL洗涤剂，则在1L水中放入约

15mL洗涤剂。

②用流水冲洗。
③甩动电气集尘装置控水。（脏污很难去除时，请重

复①～③的步骤2～3次。如果脏污没有完全去除，
在干燥后不久，集尘指示灯可能会再次闪烁。）

④在阴凉处充分晾干。
※ 如果电气集尘装置没有完全干燥，在维护完成后不久，集尘指示灯

可能会再次闪烁。此时，请重新将电气集尘装置干燥后再安装。

3

不在濡湿的状态下安装电气集

尘装置
 ●可能无法正常放电，维护指

示灯的集尘指示灯闪烁。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故障。

将电气集尘装置安装在
主体上

 ●竖直装好电气集尘装置，转动
固定杆（4处）固定。

※ 安装时请注意上下、前后的方向。

电气集尘装置

立起来晾干

注意

 �请勿将刷子等伸入集尘装置的内
部清洗。否则有可能引起内部细
线断线等故障。
 �请勿使用除中性洗涤剂以外的其
它洗涤剂。
 �请勿使用与维护托盘或加湿过滤
网相同的洗涤剂。否则有可能导
致损坏或老化。 
 �请勿喷涂市售的除臭剂、除臭喷
剂、香料（精油）、杀虫剂、润
滑油及易燃性喷剂等。 

 �请勿用高压清洗机、高压蒸汽及餐
具清洗机等清洗。
 �冲洗时请勿用力过度。请勿用炊帚
等硬物或刷子刷洗。
 �请勿用洗衣机洗涤、脱水、烘干。
 �请勿用力甩动控水。
 �如果冲洗不干净，会引起网眼阻塞。
 �暴露在日光下可能导致老化。
 �请勿用电吹风等热风烘干。
 �请勿用微波炉加热、烘干。 
（内部是金属制的。） 禁止

维护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前置过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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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

前置过滤网、温湿度感应器、气味感应器、 
尘埃感应器、电气集尘装置的维护
1. 拆下前面面板和前置过滤网 2. 用吸尘器抽吸尘埃　＜1个月1次＞ 3. 用棉棒擦拭尘埃感应器 ＜3个月1次＞

1保持主体直立，拆下前面面板

①按住位于前面 
面板下方两侧

的按钮，向箭

头方向拉。

②向斜上方拉出，

避免碰到主

体。 1

2

按钮 
（左右2处）

2拆下前置过滤网
 ●打开上部扣爪，向上拉起。

扣爪

 ■前置过滤网

用吸尘器抽吸尘埃

 ●污渍严重时，用温水或凉水清洗，用流水冲洗

后，在阴凉处充分晾干。

 ●不要用力压吸尘器的吸头。

 ■温湿度感应器、气味感应器

用吸尘器的带毛刷吸头抽吸尘埃

温湿度感应器
气味感应器

拆开尘埃感应器罩，用干棉棒擦掉透
镜的污渍

①拆开扣爪，拆开感应器罩。

扣爪

感应器罩

②用干棉棒擦掉透镜的污渍。

透镜

注意

 �请勿将棉棒插入透镜以
外的部位。

 �看不清楚时，请用手电筒
照亮。

③插入感应器罩下部的爪片，合上罩子。

爪片（2处）

4. 浸洗电气集尘装置　＜1年1次＞或者＜ 亮灯·闪烁＞

1 保持主体直立，拆下电气集
尘装置
①转动固定杆（4处）。

②笔直地拉出电气集尘装置。

开
关固定杆

（左） 固定杆（右）
关

开

端子

（金属）

注意

 �拆卸时请笔直地抽出。
 �操作时请注意力度，以防端子（本体内
部左侧）变形。
 �取下电气集尘装置后，请不要直接放在
地板上。可能会弄脏地板。
 �不要在堆叠状态下搬运取下的电气集尘
装置。有滑落的危险。

2浸洗电气集尘装置
①在40 ～ 45℃的热水中浸渍约10 ～ 15 分钟。 

污渍严重时，请在热水中放入较多的厨房用中性洗涤剂
（液体）（标准使用量※的约15倍左右），然后浸渍。 
※ 厨房用中性洗涤剂的注意事项中记载的参考用量。
例）如果标准使用量为1L水兑1mL洗涤剂，则在1L水中放入约

15mL洗涤剂。

②用流水冲洗。
③甩动电气集尘装置控水。（脏污很难去除时，请重

复①～③的步骤2～3次。如果脏污没有完全去除，
在干燥后不久，集尘指示灯可能会再次闪烁。）

④在阴凉处充分晾干。
※ 如果电气集尘装置没有完全干燥，在维护完成后不久，集尘指示灯

可能会再次闪烁。此时，请重新将电气集尘装置干燥后再安装。

3

不在濡湿的状态下安装电气集

尘装置
 ●可能无法正常放电，维护指

示灯的集尘指示灯闪烁。

 ●否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故障。

将电气集尘装置安装在
主体上

 ●竖直装好电气集尘装置，转动
固定杆（4处）固定。

※ 安装时请注意上下、前后的方向。

电气集尘装置

立起来晾干

注意

 �请勿将刷子等伸入集尘装置的内
部清洗。否则有可能引起内部细
线断线等故障。
 �请勿使用除中性洗涤剂以外的其
它洗涤剂。
 �请勿使用与维护托盘或加湿过滤
网相同的洗涤剂。否则有可能导
致损坏或老化。 
 �请勿喷涂市售的除臭剂、除臭喷
剂、香料（精油）、杀虫剂、润
滑油及易燃性喷剂等。 

 �请勿用高压清洗机、高压蒸汽及餐
具清洗机等清洗。
 �冲洗时请勿用力过度。请勿用炊帚
等硬物或刷子刷洗。
 �请勿用洗衣机洗涤、脱水、烘干。
 �请勿用力甩动控水。
 �如果冲洗不干净，会引起网眼阻塞。
 �暴露在日光下可能导致老化。
 �请勿用电吹风等热风烘干。
 �请勿用微波炉加热、烘干。 
（内部是金属制的。） 禁止

维护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5. 安装前面面板和前置过滤网

1 安装前置过滤网

①将下方突起处（2处）插入主体凹

槽中。

②将上部扣爪插入主体中。

扣爪

下部凸起部分

1 2

2 安装前面面板

①将前面面板的上侧爪片（左右2处）

扣在主体上。

②按入下侧的锁扣（左右2处），直至

听到“咔擦”声。

1

2

上部爪扣

（左右2处）

前面面板背面

前面面板侧面

锁扣（左右2处）

※ 如果前面面板安装不正确，安全开关工作，

将无法运转。15页

浸洗电气集尘装置后

3 打开电源，长按集尘复位按钮3 
秒钟

 ●将运转累计时间复位。

 ●维护指示灯的集尘指示灯亮着灯时，确

认其熄灭。

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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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加湿过滤网时
※ 购买更换用加湿过滤网时，请咨询销售店。

1 拆下水箱面板和水箱，拉出托盘，

拆下加湿过滤网（带框架）
 ●参考“加湿过滤网、托盘的维护”的 
“1.拆下加湿过滤网和托盘”。16页

2 拆解框架，拆下加湿过滤网

①如下图所示，握住加湿过滤网（带框

架），按箭头方向转动。

安装爪片

将手指扣入框架

将手指扣入安装爪片

将手指扣入安装爪片

将手指扣入框架

②分开框架（有齿轮）和框架（无齿

轮），取出其中的加湿过滤网。

加湿过滤网
框架（有齿轮）

框架
（无齿轮）

3 在框架上安装新的加湿过滤网

①将加湿过滤网放入框架（无齿轮）内。

新的加湿过滤网

框架（无齿轮）

②在框架（无齿轮）内整理加湿过滤网的

形状。

4 组装框架

①将框架（有齿轮）的安装爪片对准框架

（无齿轮）的孔中放入。

框架（有齿轮）

穴

安装爪片

框架（无齿轮）

※ 请注意不要让外框夹住加湿过滤网。

②将框架（有齿轮）和框架（无齿轮） 
沿着箭头方向分别转动，用安装爪片 
固定。

转动到发出“啪
嚓”声为止。

5 将加湿过滤网（带框架）安装在

托盘上，将托盘安装在主体上，

安装水箱和水箱面板

 ●参考“加湿过滤网、托盘的维护”的“4.安
装加湿过滤网和托盘”。17页

维护前请务必停止运转， 
从插座上拔出电源插头。

拔出 
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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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问
题
时

维
护

当认为可能出现故障时
当认为可能出现故障时，请确认以下项目。

指示灯亮灯、闪烁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加湿（强）（弱）、急速净

化、风量（强）（弱）、按扭

锁指示灯闪烁

是
故
障

是主体的故障。请停止运转，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出，然后咨询购买时的销售店。

加水指示灯亮灯

请
确
认

 ● 水箱中有水吗？8页
 ● 浮子是否脱落了？16页
 ● 浮子、托盘、水箱盖上是否附着了水垢或粘液？
 ⇒请进行维护。16页

定时关机2小时指示灯闪

烁

 ● 电气集尘装置正确安装了吗？
 ⇒请正确安装电气集尘装置。18页

过滤网维护的集尘指示灯

亮灯或闪烁

 ● 未维护电气集尘装置时
 ⇒请维护电气集尘装置。18页
 ● 维护电气集尘装置后，是否在潮湿的状态下安装了？
 ⇒请干燥电气集尘装置。18页

※ 如果内部放电线等的脏污没有完全去除，即使进行了维护，过滤网维护的集尘指
示灯可能会再次闪烁。

无法运转、中途停止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无法运转、中途停止

请
确
认

 ● 托盘及前面面板正确安装了吗？

 ⇒请安装好托盘及前面面板。15页·17页·19页
 ● 是否设定了定时。

 ● 是否正在执行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过程中，

会反复切换弱风量运转和停止。

 ● 电源插头是否从插座拔出。

 ● 配电盘断路器或保险丝是否断开。

 ● 漏电断路器是否已触发。

 ● 是否停电。

气味清除不掉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气味清除不掉

请
确
认

 ● 房间是否过大？

 ⇒适用范围最高约46m2。请根据房间大小增加设置台数。

 ● 是否气味源过多？

 ⇒如果宠物等气味源过多，就体现不出效果。请根据需要增加设置台数。

 ● 回风口、出风口是否被障碍物堵塞。

 ⇒请去除障碍物。

 ● 是否频繁地进行急速净化运转？

 ⇒在急速净化运转中不进行除臭过滤网的再生运转。请勿频繁地进行急速净化运转。

 ● 前置过滤网是否脏污了?
 ⇒请维护前置过滤网。18页
 ● 前置过滤网不脏的情况下。

 ⇒请进行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14页

功能失灵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自动运转中的反应

迟缓
这
不
是
故
障

 ● 插入电源插头后已经过2分钟了吗？

 ⇒插入电源插头后2分钟内，气味感应器会进行初始化，不会有反应。 7页
 ● 气味感应器对总是有气味的场所或根据气味的主要成分不同，也有可能不反

应。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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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失灵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PM2.5污染监视器指示灯
的颜色不改变

这
不
是
故
障

 ● 开始运转后，传感器灵敏度可能不稳定，短时间内PM2.5污染监视器指示灯
可能不会发生变化。运转数分钟后，传感器灵敏度会变得稳定。

 ● 如果保持蓝色或黄绿色，则表示空气状态一直保持良好。在某些场所，传感
器可能难以感测到。可在进风口附近拍打毛巾等，如果PM2.5污染监视器指
示灯颜色发生变化，则表示正常。

请
确
认

 ● 尘埃感应器上是否附着了尘埃？
 ⇒请进行维护。19页
 ● 传感器的灵敏度可能与房间的状态不匹配。
 ⇒请先停止运转，将传感器的灵敏度设定为“高”或“低”。13页

风力弱·发出气味·吹出暖风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风力弱

请
确
认

 ● 定时关机4小时指示灯是否缓慢闪烁？
 ⇒在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时，将用弱风量运转。14页
 ● 前置过滤网及电气集尘装置是否脏污了？
 ⇒请清扫前置过滤网和电气集尘装置。18页

运行过程中，出风口有臭

氧的气味

 ● 是否象游泳池的消毒气味？
 ⇒会产生微量的臭氧作为除臭成分，并非异常。若对气味比较敏感，请减少臭氧
释放量。13页

运行过程中，出风口有气

味（臭氧以外的气味）

 ● 主体内侧有没有气味？
 ⇒长期使用期间，根据气味的强度及成分不同，气味有可能附着在主体内侧，从
出风口发出气味。此时，请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空气净化”风量强运转
（空转）。10页
 ● 加湿过滤网有气味吗？
 ⇒请浸洗加湿过滤网。16页
 ● 电气集尘装置有气味吗？
 ⇒请水洗电气集尘装置。18页
 ● 电气集尘装置没有气味时
 ⇒请进行强力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14页

出风口吹出暖风 这
不
是 

故
障

在运转时会进行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在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时，会对内部的过
滤网进行加热，因此可能从出风口吹出暖风。

湿度上不去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湿度上不去

请
确
认

 ● 房间是否过大？
 ⇒适用范围最高约20m2（活动板房、西式房间）。请根据房间大小增加设置台数。

 ● 回风口、出风口是否被障碍物堵塞？
 ⇒请去除障碍物。

 ● 水箱中有水吗？8页
 ● 加湿过滤网上是否附着了水垢或脏物？
 ⇒请进行维护。16页

水箱或托盘的水是黄色的 • 不减少 • 很快减少 • 滴落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水箱的水很快减少
这
不
是
故
障

根据房间的湿度及温度不同，加湿量会改变。湿度低时（晴天等）或房间温度高
时，加湿量增多，水箱的水会减少较快。

没有进行加湿运转，但水
箱的水却减少了

水箱中有水时，由于托盘的水自然蒸发，水箱的水可能会减少。不进行加湿运转
时，请排空水箱、托盘的水。

水箱的水不减少减少迟缓 由于进行湿度控制，一达到合适的湿度就会停止加湿。

请
确
认

 ● 水箱、托盘、加湿过滤网安装好了吗？17页·20页
 ● 加湿过滤网上是否附着了水垢或脏物？
 ⇒请进行维护。16页

托盘的水是黄色的
请
确
认

加湿过滤网是否变脏了？
 ⇒请进行维护。16页

水滴到地板上了  ● 是否倾斜了主体或设置在倾斜的地方？6页
 ● 加湿过滤网及框架是否正确安装了？17页·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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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
问
题
时

主体变暖·发出声音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主体变暖 这
不
是
故
障

在运转时会进行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在除臭过滤网再生运转时，会对内部的过
滤网进行加热，因此主体可能会变热。

产品发出“咕噜咕噜”的

声音

这是水从水箱流到加湿托盘时发出的气泡声。加湿量不同，发出声音的频度也不同。

发出“啪啪”或“唧—”

的声音

请
确
认

电气集尘装置是否脏了？
 ⇒请浸洗电气集尘装置。18页

其它

出现这种情况时 原因和处理方法

加湿过滤网及产品内部有

白色粉末
请
确
认

加湿过滤网进行维护了吗？
 ⇒这是加湿过滤网上附着的自来水中含有的成分（钙等）导致的。请维护加湿过
滤网。16页

运转中出现误动作 这
不
是 

故
障

有时会因雷击、汽车无线信号等导致误动作。出现误动作时，请先拔出电源插头，然
后重新插入后，再开始运转。但是，当可能出现打雷时，请停止运转，不要触摸。

检查过以上事项后仍有不良情况时，需要进行检修。请停止运转，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出，然后与购买
时的销售店联系。

规格
本产品规格如下所示。

产品型号 ACSQ180D-W／ACSQ180D-N／ACSQ180D-R
型号 KJ190D-DHW / KJ190D-DHN / KJ190D-DHR
电源 AC220V　50Hz

运转模式
空气净化 加湿·空气净化

弱 中 强 急速净化 弱 中 强 急速净化

功耗 W 33 37 42 21 36～40 40～45 45 24

风量
m3/ 
分钟

1.4 2.1 2.9 4.0 1.4～2.1 2.1～2.9 2.9 4.0

加湿量 mL/h － － － － 100～150 150～220 220 290

连续加湿时间 h － － － －
约

8.0～12.0
约 

5.5～8.0 约5.5 约4.1

加湿用水箱 L 约1.2
线长 m 2

外形尺寸
（高×宽×深）

cm 57.0×36.0×30.0

产品重量
（总质量）

kg 11

 ● 运转停止时的功耗约为0.9W。（设定了按钮锁时除外）

 ■产品性能指标
本产品执行　GB/T 18801-2015 （空气净化模式中的急速净化）

颗粒物洁净空
气量(CADR) m3/h 190

甲醛洁净空气
量(CADR) m3/h 16

颗粒物累积净化量
(CCM) P4 ※

颗粒物净化能效 高效级

甲醛净化能效 合格级

噪声 dB(A) 58
适用面积 m2 13～22

※  是在试验室条件下，以特定的烟尘颗粒物为目标污染物测

试得出的，并以表１规定的评价区间标注

表1 区间分档 累积净化量 M 颗粒物 /mg

P1 3000 ～ 5000mg
P2 5000 ～ 8000mg
P3 8000 ～ 12000mg
P4 ≧ 120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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