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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注意事项

电源注意事项

 只能使⽤符合铭牌标准电压的两脚插座；

 如电源线、电源线插头、电源插座有损坏，请勿使⽤产品；

 拔掉电源插头时，必须紧握插头⽽不要拉扯电源线。否则可能导致触电或者因短路引起⽕

灾；

 定期清除电源插头上的灰尘；

 如电源线损坏，必须由制造商或专业维修⼈员更换。

使⽤中

 请勿在未安装过滤⽹的情况下使⽤本机；

 请勿将⼿指或异物插⼊进⻛⼝或者出⻛⼝；

 请勿堵塞进⻛/出⻛⼝；

 请勿靠近或放在热源物体上（如暖炉等可能接触到易燃⽓体的场所）；

 如出现冒烟、异味等故障情况，应⽴即拔掉电源插头。

使⽤限制

 房间内有油渣、焚⾹时的烟、点烟时的⽕苗、空⽓中有化学⽓味时请勿使⽤；

 请勿在充满氢⽓、天然⽓、丙烷等易燃⽓体的环境下使⽤本机，以免发⽣触电、⽕灾以及其

他损害；

 使⽤喷雾杀⾍剂时，请勿使⽤本机；

 请勿在易倾倒等不稳定场所；浴室等⾼温、潮湿、会沾⽔的场所使⽤；以免发⽣触电、⽕灾

或造成其他损害。

清洁注意 

 请勿清洗复合过滤⽹；

 清洁机器时请加以⼩⼼， 具有强⼒腐蚀性的清洁剂会损坏本机表⾯；

 只能使⽤软布清洁本机器表⾯， 否则本机可能会损坏或破裂， 还可能导致感应器故障；

 禁⽌⽤酒精，有机溶剂擦拭否则会损伤产品或触电发⽣伤害、⽕灾等；

 清洁本机或不使⽤本机时，请将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掉。 否则可能引起触电或因短路引

起⽕灾。

搬运 

 移动时，请务必停⽌运⾏，并拔出电源插头；

 移动时，握牢主机侧⾯的提⼿；请勿握着前⾯板，以免主机摔落伤⼈。

安装 

 前⾯板未正确安装时，主机⽆法启动；

 请勿安装在感应器直接对住⻛⼝的地⽅，否则可能影响本机正常操作；

 请勿安装在可能会接触到进⻛⼝或出⻛⼝的物件附近（如窗帘等），否则该物件可能会被污

染或导致本机故障；

 请勿安装在本机可能会直接暴露于冷凝环境的地⽅。请在0⾄40摄⽒度室温下使⽤；

 请勿安装在会产⽣⿊烟的地⽅（如厨房等），否则可能会导致本机表⾯破裂或感应器故障。

温馨提示 

 空⽓净化器周围应保证有⼀定的空间，让⻛能⾃然流动，从⽽提升净化效果；

 此机不适合伤残⼈⼠、知觉障 碍⼈⼠、智⼒障碍⼈⼠或⼉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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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及配件

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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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前壳

控制区/显示区

空⽓质量指示灯

光线传感器

⽤户使⽤⼿册和APP
说明书各⼀本

（滤⽹放置在主机内部）

空⽓净化器主机
复合滤⽹1套

（HEPA滤⽹） （活性炭滤⽹）

精油开关键

扣⼿
滤⽹盖

滤⽹

进⻛⼝

进⻛⼝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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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

        开机：在待机状态下，短按旋钮开关则开机，产品进⼊开机状态。

        关机：在开机状态下，旋转到"       "界⾯，短按旋钮开关则关机，进⼊待机状态。

        插上电源，数显"888"显示2秒后，进⼊待机状态（待机界⾯“      ”图标亮）。

2档
        在开机状态下，旋转按钮切换到⻛速"       "，短按旋钮开关，进⼊档位切换模式，

此时向右旋转旋钮开关，⻛速按 2 档-3档-4 档 -1 档-2 档循环切换;向左旋转则反向

循环切换。相应显示屏图标同时切换，再次短按旋钮开关，退出档位切换模式。 3 秒

⽆任何操作，则返回到主界⾯。

“⻛速”

2档

“定时”

        在开机状态下，旋转按钮切换到定时"       "，短按旋钮开关，进⼊定时切换模式。

此时向右旋转旋钮开关， 1h-2h-3h-.. .-12h-0h-1h 循环切换 ; 向左旋转则反向切换。

相应显示屏图标同时切换，再次短按旋钮开关，退出定时切换模式。 3 秒⽆任何操作，

则返回到主界⾯。

“童锁”

         开启童锁：在开机状态下，旋转按钮切换到童锁"       "，⻓按旋钮开关3秒 ，⼀

声按键⾳则进⼊童锁模式（此时显示“       ”）。3秒⽆任何操作，则返回到主界⾯。

         解除童锁：当旋转按钮切换到童锁模式“       ”时。⻓按旋钮开关3秒解除童锁。

“⾃动”

        在开机状态下，旋转按钮切换到⾃动"       "，短按旋钮开关，进⼊⾃动模式，显

示“       ”。此时按此键将退出⾃动模式，3 秒⽆任何操作，则返回到主界⾯。

“负离⼦”

        在开机状态下，旋转到"       "界⾯，短按旋钮开关，开启负离⼦功能，显示"       "，

再次短按旋钮开关则关闭负离⼦功能。3秒⽆任何操作，则返回到主界⾯。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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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

        有夜灯模式：在开机状态下，旋转到"       "界⾯，短按旋钮开关，进⼊⼩夜灯模

式，显示"       "，当检测到外部环境较暗且有⼈移动时，⼩夜灯亮，不满⾜上述条件

后10秒熄灭。

       ⽆夜灯模式：在开机状态下，旋转到"       "界⾯，短按旋钮开关，进⼊睡眠模式，

显示"       "，⻛速以低档运⾏。睡眠状态下，短按或旋转旋钮开关则退出睡眠状态。

“滤⽹”

精油放置操作说明

1.  在开机状态下，将后壳的开关推向

"ON"时，精油处于较⼤发挥状态;将后

壳的开关推向"OFF"时，精油处于较

⼩发挥状态。

图一

精油放置盒

开关键

        滤⽹控制：在开机状态下，旋转到"       "界⾯，短按旋钮开关，显示活性炭滤⽹

界⾯，再次短按旋钮开关显示 HEPA 滤⽹界⾯。反复短按旋钮开关，则在活性炭滤⽹

界⾯和 HEPA 滤⽹界⾯切换， % 号前显示对应滤⽹剩余百分⽐。 3 秒⽆任何操作，则

返回到主界⾯。

        滤⽹提醒：当滤⽹使⽤寿命终时，主界⾯会显示“请及时更换活性炭滤⽹”或“请

及时更换HEPA滤⽹”。旋转开关时，⾸先显示滤⽹提醒界⾯，再次旋转时才切换到其

它界⾯。3秒⽆任何操作，则返回到主界⾯。

        滤⽹重置：切换到对应滤⽹百分⽐显示界⾯，滤⽹时间到，滤⽹剩余百分⽐显示

00%时。⻓按旋钮开关3秒，滤⽹百分⽐显示99%，则滤⽹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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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放置操作说明

精油
放置盒

挡尘⽹

滤⽹更换

滤⽹界⾯提示更换滤⽹

1.  关机并切断主机电源
注意：

机器若已启动，旋转按钮⾄关机图标后，短

按旋钮关闭净化器，此时净化器处于待机模

式，需要把电源插头拔掉，才能切断主机电

源

2.  打开后盖，抽出精油放置盒，将精油

滴⼊盒内的吸⽔海绵上，然后推⼊滑槽

内，再盖好滤⽹盖即可。

3 .  清理精油放置盒，当使⽤⼀段时间

后，需要清理精油放置盒，抽出盒⼦，将

挡尘⽹拿出，⽤清⽔冲洗⼲净，再推⼊滑

槽内，建议更换吸⽔海绵。

温馨提示：清理时请关闭机器，切断

电源。



滤⽹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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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出滤⽹，⽤垃圾袋包裹废弃滤

材，防⽌滤材上的污染物飘落到室

内
注意：

a.  请将废旧的过滤⽹作为⾮可燃垃圾处理

b.  滤⽹的更换周期⼤约半年（因使⽤环境的

不同更换滤⽹的周期相差较⼤）

c.  当滤⽹提醒界⾯显示"请及时更换HEPA滤

⽹"或"请及时更换活性炭滤⽹"时,请根据提示

更换对应的滤⽹,并重置滤⽹寿命。

2.  打开滤⽹盖

抓住滤⽹盖的扣⼿位置，往外拉出

4. 调整好新滤⽹的⽅向对应上净化

器上的滤⽹槽，并安装好滤⽹；然

后抓住滤⽹盖扣⼿，滤⽹盖底部对

准主机底部的凹槽后再合上⻔盖，

插上电源即可运⾏

（活性炭滤⽹）

（HEPA滤⽹）



滤⽹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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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滤⽹更换后请重置滤⽹提醒，⻓按5秒重置。

a.  请详细阅读滤⽹更换操作，以确保净化器的净化效果

b.  在清洁净化器系统之前，把电源插头拔掉，切断净化器系统的电源

c.  保持净化器内部的⼲燥，防⽌破坏电路

d.  表⾯积尘时使⽤吸尘器清洁表⾯灰尘，可延⻓滤⽹使⽤寿命

此为滤⽹顶部

此为滤⽹底⾯

a.  滤⽹安装请注意要将底⾯朝下。



常⻅故障处理
如果您的净化器运⾏不良，请在维修前检查下列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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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害物质成分含量排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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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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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580G-A01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志

环保使⽤期限10年：表示本产品中含有的有害物质不会发⽣外泄或突变,⽤户在产品使⽤书所述情况下正常使⽤本

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

箭头循环标志：表示本产品可回收利⽤。超过使⽤期限或经过维修⽆法正常⼯作后，不应被随意丢弃，请交由正

规回收渠道以及有废弃电器电⼦产品处理资格的企业处理。正确的处理⽅法请查阅国家或当地有关旧电器电⼦

品的处理规定。

以上标识均依据中国有害物质限制使⽤管理⽅法及其配套标准SJ/T11364要求执⾏。

本产品⻓期使⽤不会对⼈体产⽣危害，请放⼼使⽤。

可能缘由 处理⽅法现象 可能缘由

出⻛⼝有异味

除尘净化效果不

显著，空⽓质量

没有明显提升

运转噪⾳太⼤

主机按键失灵

滤⽹装不进去

a.  电源插头未安装

b.  主机滤⽹盖未安装到位

a.  房间内污染源较多

b.  滤⽹被污染严重

a.  机器没装滤⽹

b.  机器放置在狭⼩的地⽅或附近

有障碍物，影响净化效果

c.  滤⽹太脏

a.  是否安装不够牢固

b.  机内有杂物

a.  是否开启童锁

a.  滤⽹装反了

a.  重新插好电源插头

b.  重新安装主机滤⽹盖，并安装到位

a.  建议对房间进⾏开窗换⽓

b.  更换全新的滤⽹

a.  安装滤⽹

b.  清除堵塞物或换个地⽅

c.  清洁或更换滤⽹

a.  联系售后服务中⼼

b.  清除杂物

a.  旋转按钮⾄童锁图标后，⻓按旋

钮 秒解除童锁3

a.  调整滤⽹正确⽅向，并对准底部

卡槽安装

机器不启动

若经过以上检查仍不能排除故障，请与我公司服务中⼼提供的维修⽹店或者技术服务

中⼼联系，切勿⾃⾏拆卸维修，避免危险和对机器造成损坏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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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示意图

电⽓图中连接器的位置，不代表实物中的具体位置

控制板 电源板

直流⽆

刷电机
磁开关1

感光板

粉尘传感器 蓝光LED WIFI模块(可选) 220V   负离⼦
INPUT:220V

型号 KJ580G-A01

额定频率

额定电压

50Hz

220V~ 噪⾳

颗粒物洁净空⽓量(CADR颗粒物)

≤66dB(A)

580m³/h

额定功率 60W

适⽤⾯积 41m²~70m²

颗粒物洁净空⽓量(CADR⽓态) 180m³/h

产品名称 空⽓净化器

产品尺⼨ 320x320x657mm

颗粒物累计净化量(CCM颗粒物) P4级

净重 9.5Kg ⽑重 1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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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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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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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权益

注意事项：



空⽓净化器保修卡（⽤户保存）

空⽓净化器保修卡（供应商保存）

型 号

保修期

购买⼈

销售单位

售后

服务

说明

年           ⽉          ⽇⾄           年          ⽉           ⽇⽌

姓名

地址

名称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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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期外按市价收取资费。

本产品设计参数，规格及其它信息若有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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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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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保修期

购买⼈

销售单位

售后

服务

说明

年           ⽉          ⽇⾄           年          ⽉           ⽇⽌

姓名

地址

名称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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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期外按市价收取资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