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净化器（加湿型）

                     

（产品以实物为准）

     KJ420F-A350使用说明书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空气净化器，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手册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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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期�

空⽓净化器保修卡（供应商保存）

本产品设计参数，规格及其它信息若有更变，恕不另⾏通知，请以实机为准。
本产品包装、印刷品专�为中国⼤陆市场设计，其信息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电话

电话

1、保修条款
a)自购买之日起，保修期为1年，保修期间免费保修（不可抗因素、人为造成除外）。

b)购物附带的赠品不在保修范围。

c)凭证：购买记录、公司发布的购物凭证、发票皆可。

2、零配件
  保修期内，配件免费提供：保修期外，配件按市价收取费用，滤网除外。

1、保修条款
a)自购买之日起，保修期为1年，保修期间免费保修（不可抗因素、人为造成除外）。

b)购物附带的赠品不在保修范围。

c)凭证：购买记录、公司发布的购物凭证、发票皆可。

2、零配件
  保修期内，配件免费提供：保修期外，配件按市价收取费用，滤网除外。

售后服务卡



空气净化器主机

滤网1套 产品使用手册

遥控器

前置初效滤网

活性炭滤网

HEPA滤网

整机及配件

1．按国家“三包”规定执行。

2．本机器享受本公司售后服务中心的终生维护服务。

3．下列情况不在“三包”范围：

            1．因人为因素造成机器损坏。

            2．因非本公司授权人员私自拆装修理造成损坏的。

            3．使用过程中正常损耗及磨损。

            4．过滤网（滤材及产品本身的短板除外）。

            5．未按照操作手册正确安装使用造成损坏。

售后服务权益

注意事项：

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敬请关注以下信息：

1．在购机时，完整、正确和真实地填写您的售后服务卡，并且加盖销售商印章。

2．请妥善保管已填写好并加盖销售商印章的售后服务卡用户联。

3．有效的售后服务卡是实现您享受产品售后服务权益的基本保证。（有效的售后服务卡填

     写内容全面，真实，正确，无涂改痕迹）。

4．产品不能为体力，感官或者精神能力有欠缺或缺少经验知识的人员（包括儿童）使用，

     除非他们在有其他安全负责人员的监护下或有提供有产品使用说明的情况下使用。

�产品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
本产品经检验合格准予出⼚

型号：
质检：
⽣产⽇期：

售后服务

（产品以实物为准）

空气净化器（加湿型）

                          KJ420F-A350使用说明书

负离子

杀菌

童锁 复位



产品部件介绍

 Q8：滤网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A8：一般环境正常可使用6-12个月，长期在高浓度污染环境下使用也有可能提前换滤网。

 Q7：滤网可不可以清洗？

 A7：前置初效滤网可以，建议用吸尘器清理前置初效滤网和HEPA滤网，活性炭滤网定期在阳光下晒。

 Q6：为什么使用一段时间后，风量变小了呢？

 A6：与使用环境有关，长期在高密度粉尘浓度的空间里，更换滤网累积灰尘过多，

         达到使用极限值，请清理滤网或更换新滤网即可解决。

 Q4：为什么开不了机，但有铃音？

 A4：检查面板是否有装或组装到位。

 Q1：控制面板显示屏不显示？

 A1：请检查电源连接是否插接好。

 Q3：为什么运转噪音变大了呢？

 A3：过滤网积累灰尘过多，用吸尘器清理或更换过滤网。

 Q2：过滤网指示灯在闪烁？

 A2：过滤网的工作累积时间已达到的使用周期，请更换过滤网并操作滤网复位。

 Q5：为什么室内空气污染浓度持续偏高？

 A5：检查门窗是否有关闭好，室内是否有污染释放源，如果有请清除处理即可。

 Q9：找谁更换滤网？

 A9：联系经销商获取新滤网或上门更换服务。

 Q10：水箱指示灯闪烁？

 A10：水箱取出或安装不到位，水箱指示灯闪烁。

有害物质成份含量排查表

全体塑料件

阻燃盒盖上

阻燃盒盖下

控制板及连接线

电源板

电机

金属五金类

电源线

蜂鸣器

安全开关

9

10

KJ420F-A350

多溴二苯醚

疑问解答

1、初效滤网

2、复合HEPA滤网

3、复合活性炭滤网

触摸面板

面板

传感器门盖

空气质量指示灯

提手 提手

水箱

马达支架

磁铁

紫外灯(选配)

传感器门盖



快速使⽤指南 故障排除

异常情况 检查项目

不能运转

1、电源线插头是否脱离了电源插座？

      重新插上电源线插头。

2、前置面板是否盖好？

      重新盖好前置面板。

3、主机是否放置倾斜？

      放置平整。

自动运行时，空气质

量指示灯一直显示 " 

红色 "或PM2.5数值

显示一直偏高

异味难以消除

空气中的颗粒物难以清

除，运转时噪音变大

室内空气有污染，但空

气净化器没有作出反应

1.传感器可能受到水蒸气、油烟、喷雾剂

等影响，将机器移到另一个洁净环境再

作测试。

2.取下传感器门用洁净软布擦拭传感器镜片。

检查滤网是否失效或因吸附污染物释放

异味。

1.清洁活性炭滤网，干晒过后使用 , 如

不改善则 , 请更换新的滤网即可。

检查HEPA过滤网是否失效？

       使用吸尘器清洁HEPA高效过滤网，

       和初效滤网。

       如情况尚未改善，请更换新的HEPA

       高效过滤网。

机器放置的位置可能不合理，导致机器

不容易吸入空气污染物。

       改变机器的放置，或选择手动运转

       模式，并把风速调到“4”档。

完成各项检查后，仍无法解决请拔掉电源并联系代理商维修。

以下情况发⽣时，在送修之前请先确认下列项⽬
拆除外包装 打开面板 取出滤网拆除胶袋 装入活性炭滤网

装入HEPA滤网 装入前置初效滤网 装入面板

接入220V交流电源

拆下水箱

安装、加水完成

1装

2拉

取出水箱固定板 10 水箱加水 11

12 13 触摸“开关”键即可

开始净化空气



为防⽌产⽣危害或财产损害，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定及说明。

这种标志所表示的内容是[假定有

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

这种标志所表示的内容是，假定

有发生伤害或物质上的损害的可

能性。

这样的图所表示的是，不能做[禁

止]的内容。

这样的图所表示的是，请务必执

行[强制]的内容。

警告 注意

警告

绝对禁⽌拆卸

电源插头确定到位

非专业维修人员，禁止拆卸及

改造，以免造成损伤或危害。

否则可能会因未全插入的插头发

热而引起火灾，禁止使用破损的

插头及松动的插座。

定期检查电源插头
电源插头上易堆积灰尘，会因

潮湿而造成绝缘不良，定期拔

出电源插头，用干布擦拭，长

期不使用拔出电源插头。

请勿将异物接触到出⻛⼝
及进⻛⼝
以免接触内部造成触电或损伤。

清洁时，务必要拔出电源
否则可能导致受伤或触电。

禁⽌湿⼿接触电源插头
容易导致触电。

禁⽌使⽤其它交流电源
使用超出规格电源会使产品损

伤或引发危害。

禁⽌产品沾⽔
可能会造成短路和触电。

警告

注意事项

滤网清洁 : 空气净化器需要定期对其滤网清理保养,以发挥最佳效能。

初效滤网                 约2个月（污垢多时1个月）     用吸尘器或温水洗

复合HEPA滤网        约2个月                                    仅限用吸尘器清理

复合活性炭滤网      约2个月                                    阳光照晒1到3小时

  过滤网：过滤网更换由内置程序提醒，每层滤网均能使用约1年，如果使用环境的污染很重，

                滤网需提前更换，滤网可到指定的经销商处获取。

保养维护

主    机：请定期⽤湿软布沾少许含洗洁精的清⽔擦拭机器表⾯，进出⻛⼝处⽤⽑刷清理。

             (擦拭时请断开电源)

紫外灯：紫外灯的使用寿命约为15~20个月，需要更换时一定要关闭电源，而后将紫外线灯管

               旋转90度取下，换上新紫外灯即可。



禁⽌在浴室等⾼温多湿
有⽔的场合使⽤
否则容易导致漏电，

触电，火灾等危害。

禁⽌在有油烟的场所使⽤
例如：厨房）
否则会引起机器损坏，且

不能当作换气扇使用。

与燃器具同时使⽤的时候，
请注意换⽓
机器不能滤除一氧化

碳，否则会导致中毒。

禁⽌机器运⾏时
使⽤杀⾍剂喷雾剂
使用杀虫剂之后，先让室内空气充分

流通，否则会使机器内部蓄积药剂成

分，对人体健康不利。

禁⽌接触可燃性
物质或⽕源等

禁⽌⽤酒精，有机溶剂擦拭
否则会损伤产品或触

电引发伤害、火灾等。

注意⼿握电源线插头拔出电源
否则容易损坏电源线，

或出现短路引发火灾、

触电等危害。

关闭好室内⻔窗，以便有效快
速净化空⽓

备注：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其维修部或

          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注   意

以下任何情况出现时，立即拔掉电源

如果任何开关不运作。

如果电源短路。

如果电源线或插头异常发热。

如果有烧焦味或异常声音和震动。

如果有其他异常现象或故障。

禁⽌加⼊有污染、有刺激⽓味
或带化学添加剂的⽔质

警告

注意事项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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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参数

空气净化器（加湿型）

KJ420F-A350

220V~

50Hz

65W

≤66dB（A）

4档风速

ABS

复合式

29m² ~50m²

10.5kg

12.4kg

1.8m

粉尘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

420m /h3

403*245*603mm

甲醛洁净空气量（CADR甲醛）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额定电压

额定频率

额定输入功率

 噪音

风速

主要材质

净化方式

适用面积

产品尺寸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CADR颗粒物）

颗粒物累计净化量（CCM颗粒物）

颗粒物净化能效

甲醛净化能效

净重

毛重

电源线长

传感器类型

P4级

高效级

68m /h3

技术参数



�����开机
      按遥控器”开关  ”键或触摸主机"开关"键即可。

     主机启动后，显示屏内容为

�����⾃动净化
       按摇控器“自动”键或触摸主机“自动"键即进入自动净化模式，智能系统会根据空气质

       量自动净化管理，空气质量优时，指示灯显示绿色，以一档风速净化空气；空气质量良

       时，指示灯显示蓝色，以二档风速净化空气；空气质量为一般时，指示灯显示黄色，以

       三档风速净化空气；空气质量差时，指示灯显示红色，以四档风速净化空气。

       显屏内容如下图所示：

睡眠模式
按遥控器" 睡眠“键或触摸主机“睡眠”键

即可启动或关闭睡眠模式

定时
定时关机

开机状态下按“定时”键 选定时间 定时关机设定完成

预约开机

关机状态下按“定时”键 选定时间 定时开机设定完成

操作说明⼯作原理



滤⽹更换
滤网更换提示：

滤网安装顺序：

初效滤网
复合HEPA滤网
复合活性炭滤网

打开面盖 取下要更换的滤网 按顺序装入新滤网 合上面盖完成更换

童锁锁定功能
按遥控器“童锁”键或触摸主机“童锁”键3秒即可

开启 / 关闭操作面板锁定功能。

正常时，滤网指示灯灭，当滤网指示灯闪烁，

且发出提示音，则需要更换滤网。

净化⻛速
按遥控器“风速”键或触摸主机“风速”键即可调节净化

风速 , 风速按 3      4      1      2      3      4档循环切换。

⽔箱加⽔提⽰
当水箱安装好时，加湿图标亮，缺水图标不亮。

当水位观察看不到水时，需要加水。

当取出水箱或者水箱安装不到位时，加湿图标和缺水图标同时闪烁。

操作说明

同时按自动键+定时键5

秒复位或按遥控器“复

位”键（关闭更换提示）

技术创新

开关灯带

同时按“风速”+“杀菌”3秒，则开启或关闭灯带显示。

启动负离⼦
按遥控器“负离子”键或触摸主机“负离子”即可打开或

关闭负离子功能。

启动UV紫外线净化功能
按遥控器“杀菌”键或触摸主机“杀菌”键即可打开或关

闭UV紫外线净化功能。

启动⻛叶摆动
同时按“童锁”+“风速”，则开启或关闭风叶摆动。

 双重安全保护，如使用过程中不小心机器倾倒或剧烈抖动，其内部安全保护装置会自动切

 断电源（机器静止正放后会立即恢复原操作模式），以防止发生危害，另设计有儿童开盖

 保护装置，面板被打开后，运行中的机器会自动停机，防止小孩接触到内部风轮。

安全保护

智能管理
  内置微电脑智能管理芯片，能自动管理室内空气质量，空气净化后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

  空气受到污染自动加速净化，还可以预约开机 , 或定时关机，避免浪费一切，都只为您省心！

环境光线
  关闭灯带后，当环境光线变暗时，所有显示将微亮显示。

WIFI功能（选配）
  具有WIFI功能。产品带WIFI功能时需配合WIFI说明书使用。

⻚⽚转动⻆度校正
  关机状态按风速键5次将启动步进马达将风窗关闭的方向运转，当达到关闭状态时按风

  速键步进马达将停止运转，此时将保存步进马达0点位置。如需要再次校正，则需要重

  新上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