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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事項

准備事項

A、智能控制：

   高效敏感的進口顆粒傳感器能實時測試並動態反映出空氣質量，

   自動模式下，根據空氣質量自動調整。

B、高端時尚設計：

   高端液晶數碼顯示，並具備免打擾夜間使用模式。

C、高效節能的過濾系統。

D、快捷淨化功能：

   高效的CADR值，保證了快捷處理PM2.5、異味、甲醛等汙染源，

   爲您營造一個健康的環境。

E、靜音設計：

   直流變頻電機，保證高效運轉的同時，提供一個安靜的使用環

   境。

F、人工智能：

   可預約開機，定時關機，操作方便。

六大強勢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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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清單及各部分的名稱

裝箱清單

O.7空淨機前後本體名稱

O.7 說明書1份整機1台

出風口

把手

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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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殼

過濾網更換方法

拆卸及更換濾網方法

按圖箭頭④所示方向將主機面殼向下插入固定插槽，再按圖箭頭⑤所示

方向輕輕的將面板向機身前框按上去。

注意

請嚴格按照上圖所示的

順序放置各濾網！

按圖箭頭①所示方向摳住主機前面殼頂端向外拉出，再按圖箭頭②所示

方向將主機前殼向上取出。

取出主機前面殼後，抓住每層過濾網的拉繩，按照箭頭③所示方向朝外拉，

即可取出過濾網。

依次將活性炭濾網、紙蜂窩濾網、高效HEPA濾網、預過濾網按圖箭頭③

所示反方向裝入主機內。

如何移取主機前網

過濾網的放置

過濾網的移取

如何安裝主機前網

前網 預過濾網 活性炭濾網HEPA濾網 紙蜂窩濾網

顯示面板
控制按鍵

前網 入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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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確認事項

確認安裝狀態

應確認是否滿足下列安裝條件:

確認地面是否平坦。

確保在空氣吸入口及排出口周圍無阻礙物。

在産品周圍禁止熱源、水汽或易燃物。

擺放應避開人員頻繁經過的位置。

擺放在離插座較近地方。

確認電源插頭及插座

在110V~插座上，把電源插頭插進去。

1 2 3 4 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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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面板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名稱及功能

按鍵操作及指示

顯示屏局部指示燈（1、2、3、4、5）的數字圖標各表示：

1. 睡眠燈光

2. 自動模式

3. 童鎖

4. 濾網更換

5. 電源

6. 定時預約

7. 風速運行模式

8. PM2.5值及設定值

9. 當前空氣質量指數狀況

按鍵說明

淨化器通電後,屏幕上電源圖標顯示，屏幕上其它都不顯示，

蜂鳴器“bi bi”兩聲，待機功率小於2W。

連續3分鍾不操作機器，屏幕變暗。

機器電源切斷或是微動開關斷開，屏幕不顯示任何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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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名稱及功能

按鍵說明

             風速鍵   
             開機時風速調整爲自動檔，根據檢測出來的顆粒

             數運轉速度，顯示數值0-49低速運轉，屏幕顯示

             對應風速圖標； 50-99中速運轉，屏幕顯示對應

風速圖標；100-149高速運轉，屏幕顯示對應風速圖標；150以上

超高速運轉，屏幕顯示對應風速圖標。開機後，風速調整時，輕按

一下風速鍵，機器風速順序依次是低速→中速→高速→超高速→

自動→低速…循環，屏幕上顯示對應的圖標。

顆粒檢測對應的橫杠顯示位置：

0-49顆粒檢測顯示燈亮右邊壹格/50-99顆粒檢測顯示燈亮中間壹格/100以上顆粒

檢測顯示燈亮左邊壹格，300以上爆表，PM2.5指數閃爍。

當機器運轉時，在沒有童鎖的情況下，輕按一下電源鍵，機器停止

運轉，屏幕只顯示電源圖標，其他全部熄滅。

電源

風速

控制面板名稱及功能

按鍵說明

             定時/預約鍵   
             開機時不定時，屏幕上也無顯示。機器正常運轉

              時，輕按壹下定時/預約鍵，定時順序依次是

              1H-2H-3H-4H-5H-6H-7H-8H-無-1H...循環。

顯示屏顯示定時時間依次是：

1H（1小時）-2H(2小時）-3H(3小時）-4H(4小時）-5H(5小時）

-6H（6小時）-7H（7小時）-8H(8小時）-無...循環。

預約開機，在待機狀態，輕按壹下定時/預約鍵，定時圖標亮，定

時顯示，其他都不顯示，再輕按壹下定時/預約鍵，預約時間順序

依次是1H-2H-3H-4H-5H-6H-7H-8H-無-1H...循環。

定時/預約

             童鎖   
             當機器運轉時，長按3秒童鎖鍵，機器鎖住，同時

             屏幕上童鎖圖標顯示，機器在當前模式正常運行，

             此時輕按機器上任一個鍵都對機器不起作用。當

機器鎖定時，長按3秒童鎖鍵，機器恢複可操作模式。定時關機後，

童鎖繼續有效。

童鎖

             濾網更換鍵  
             設定機器運轉到工作時間2000H屏幕上濾網記時

             圖標閃爍，待更換好濾網後長按3秒該按鍵，3秒

             之內再長按3秒（停留3-5秒不按濾網更換按鍵，

不重新計時），圖標快速閃爍3秒消失，濾網重新計時。如果想在

濾網更換圖標未顯示時也重置濾網計時：長按3秒按鍵 ，濾網更

換圖標顯示，3秒之內再長按按鍵3秒（停留3-5秒不按濾網更換按

鍵，不重新計時），濾網計時圖標快速閃爍3秒，重置計時完成。

濾網更換

100以上顆粒檢測顯示 50-99顆粒檢測顯示 0-49顆粒檢測顯示

電源鍵   
在待機狀態下，輕觸一下電源鍵，屏幕亮，機器

自動檔位運行，自動運行圖標顯示，風速圖標根

據當前的轉速顯示對應的檔位圖標。



警告 如果違反下列注意事項，

可能危害到您的生命及財産安全。
警告 如果違反下列注意事項，

可能危害到您的生命及財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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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您的安全，提供注意事項 爲了您的安全，提供注意事項

使用可燃氣體（煤氣、天然氣等）的地方，不得安裝和使用。
可能引起火災及爆炸的危險。

在工業性油煙及金屬性灰塵環境下，不宜安裝和使用。
可能引起故障及火災危險。

加熱電器（電暖氣等）附近，潮濕或高溫度環境下（如浴室、桑

拿房等），不得安裝和使用。
可能引起産品性能的下降及觸電死亡。

不要安裝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
可能引起異常噪音及運行不良。

不要阻擋産品的進風口和排風口。

可能引起産品的故障及淨化效率降低。

産品與牆面或物體等之間的距離應超過20cm。

空氣流動的空間不足，可能會使淨化效率降低。

不要用力拉拽電源線或用濕手插拔插頭。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不要過度彎折電源線或擠壓電源線。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不要用損壞的配線、插座、插頭等。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禁止在一個插座上過多的使用插頭。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安裝時 關於電源

不要直接拔下電源插頭停機。

可能引起觸電及故障，插拔電源前一定要停機。

如有異常聲音、燒焦味、冒煙等，請立即斷電並及時聯系售後服務。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如需要維修，請即時聯繫售後服務。

産品禁止拆卸、改裝部件，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長時間不用時，請您拔掉電源插頭。

可能引起漏電及漏電或火災危險。

不要在産品表面上噴灑可燃性液體。

可能對身體産生不適，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盡量避免兒童接觸本産品。

可能引起故障及事故危險。

産品禁止隨意拆卸、改裝。

可能引起故障、觸電及火災危險，如需要幫助，聯繫售後服務。

在産品的進風口及排風口，禁止放入異物和手指。

可能引起觸電及故障。

産品不得代替換氣扇、抽煙機使用。

會使産品使用壽命縮短。

産品運行中，不要打開前網。

可能引起故障及事故危險。

産品運行中不要放入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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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違反下列注意事項，

可能危害到您的生命及財産安全。
警告 如果違反下列注意事項，

可能危害到您的生命及財産安全。

爲了您的安全，提供注意事項 爲了您的安全，提供注意事項

請注意産品內不要進水。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産品禁止衝擊。

可能引起故障及火災危險。

在密閉空間，請適時通風換氣。
（特別是房間裡如有其它熱電器時）

請務必安裝濾網後運行。

在沒有濾網情況下運行時，沒有任何淨化效率。

産品上禁止擺放水杯。

可能引起觸電及故障。

使用中 使用中

如産品泡水，請立即斷電並即時聯繫售後服務。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清潔産品時，不要用苯、稀釋劑、酒精等腐蝕性有機物。

可能引起觸電及火災危險。

可能引起外觀嚴重損傷。

在未斷電時，不要維護或清潔。

可能引起觸電及受傷。

清洗預過濾網後須放乾燥處，避免陽光直曬。

可能引起濾網的變型，1-2個小時以上陰乾後，可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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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 清潔及保養

安裝時

使用時

其他

清掃外觀方法

在光線直射、發熱器具周圍不要安裝。 請用軟布在産品外觀擦拭（用溫水）。

本産品控制面板部分，不要用堿性洗滌劑。

清洗産品外觀時，不要用苯、稀釋劑、酸類

等，可能引起外觀嚴重損傷。

太陽光線照射時，請拉上窗簾。

産品周圍禁止擺放發熱器具。

安裝在平坦的位置。

使用時，請盡量不要打開窗、門。

開門或開窗後使用時，淨化效率會降低。

請必須安裝過濾網後運行。預過濾網要經常清洗。

沒有安裝濾網時運行，沒有任何效果。

如過濾網很髒，淨化效果降低，應即時清洗或更換。

注意

預過濾網的清洗方法

預過濾網是去除大顆粒灰塵及寵物毛發的過濾網

1 取出濾網組。

3 清洗完預過濾網後，需乾燥1-2個小時以上，

  待完全乾燥後使用。

過濾網乾燥時，避免直射光線，避免過濾網的變型。

HEPA濾網、紙蜂窩濾網、活性炭濾網，

不能清洗。（需要更換）

2 洗濾網組上面的預過濾網，需用溫水沖洗

濾網組的汙染較大時，用中性洗衣粉和溫水混合

用毛刷輕洗。

前網 預過濾網 活性炭濾網HEPA濾網 紙蜂窩濾網



申報故障前確認事項 産品規格

症狀 確認 措施事項

無法運行

機器運行後

産生異味

是否停電

爲了改善産品，外觀如有變動，一切以實物爲準。

插頭是否鬆動

過濾網是否安裝到位

插座是否正常通電

週邊環境是否惡化

濾網框是否汙染

請確認是否停電

確認插頭插緊後再試一試

請按順序安裝好過濾網，
並確認過濾網框裝入到位。

請試一試別的插座

請通風換氣，更換
HEPA濾網、紙蜂窩濾網、
活性炭濾網。

請清洗濾網組上的預過濾網

式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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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內容
産品名

功率

最大噪音

産品重量

産品尺寸

KJ250F-A01

35W

＜61dB(A)

360mm x210mm x640mm(WxDxH)

7.4kg

如果電源線損壞，爲避免危險，必須由製造商、其維修部或類似部門的專業
人員更換。

640
(H)

360
(W)

210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