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ruction Book
使用手冊

FLOW A4

Models:
FA41-403WT, FA41-403PK
FA41-403GN, FA41-403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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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A4 空氣清淨機圖示說明
主機：
A. 出風口
B. 控制面板
C. 機身
D. 底座
E. 空氣品質偵測器
F. 電源線
O. 濾網(機身內部)
P. 紫外線燈(機身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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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G. 空氣品質數值顯示幕
H. 風扇速度控制鍵
I. 開/關鍵
J. 空氣品質指示燈

K. 睡眠模式鍵與指示燈
L. 自動模式鍵與指示燈
M. 濾網更換指示燈
N. 紫外線模式鍵與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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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議
此使用手冊為您的空氣清淨機提供具體的操作說明。請依照此使
用手冊的指示說明操作此電器。這些說明並未涵蓋所有可能發生
之狀況與情形。安裝、操作與保養電器時，需謹守常識與注意事
項。
警告！避免火災或觸電。 請勿使用延長線或轉接插頭。切勿從
電源線上移除任何插頭插腳。此電器可適用於50Hz或60Hz電源。
在任何情況下，請勿切斷、拆卸或繞過接地插腳。
請勿在此電器或其他任何電器周圍存放或使用汽油或其他可燃性
氣體和液體。請留意產品標示上有關易燃性或其他警告之內容。
請勿讓水或其他任何液體或易燃清潔劑進入電器內，以防止觸電
或造成火災。
拆卸濾網時請勿觸碰風扇葉片。

兒童與弱勢群體之安全
警告！不適當的操作可能造成窒息、受傷或永久殘疾之風險。
此電器不適於由身體、感官或精神能力不健全、或缺乏經驗與知
識的人(包括兒童)使用，除非負責他們安全的人士在旁監督或有
詳細說明過如何使用本機。
應監督兒童，確保他們不會將本電器當成玩具。
除非在有人監督的情況下，否則不應由兒童清潔和保養本機。
3歲以下的兒童應使其遠離此電器。同時也務必讓孩童遠離所有
包裝。
此電器內建兒童安全鎖，我們建議您啟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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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資訊
警告! 避免火災或觸電。
若你不確定插座是否已充分接地或有延時保險絲
或斷路器保護，請有執照的電工人員依據國家電氣
規則和適用的地方法規及條例安裝適當的插座。請
勿使用延長線或轉接插頭。
切勿以拉扯電源線的方式將此電器插頭從電源上拔
下。請穩固地抓住插頭並將其從插座中直接拔出。
請勿夾住、彎折電源線或使其打結。
請勿切斷或損壞電源線。若電線線損壞，應由伊萊
克斯(Electrolux)維修人員協助更換。如需維修，
請致電給伊萊克斯客服中心。

紫外線燈注意事項
注意! 以避免嚴重傷害或死亡。
此電器內建紫外線燈。
在開啟此電器前，請仔細閱讀本使用手冊。
請勿在此電器外使用紫外線燈。
此電器內含紫外線裝置，若未妥善使用此電器或
電器外殼破損，將可能釋出具危害性之紫外線輻
射。即使僅有低劑量之紫外線輻射，依然可能會
對眼睛及皮膚造成傷害。
若電器外觀已明顯毀損，請勿繼續使用。
視使用狀況，紫外線燈應每10-12個月更換一次。

若電源線受損，必須由製造商或客服維修人員做
更換，以避免危險發生。
進行清潔保養前，請務必拔掉電源線以避免觸電
或火災。

安全注意事項
注意! 以避免嚴重傷害或死亡。
請勿將手指或物體插入或放置於本機的排氣區域及
上方格柵處。
請勿以拔掉電源線或關閉電氣箱電源的方式啟動或
停止本機。如發生故障(火花、燒焦味等)，請立即
停止操作，斷開電源線並致電伊萊克斯客服中心。
請勿以濕的手操作本機，並切勿拉扯電線。
注意!以避免受傷或損壞物件及其他財產。
請勿將氣流導向壁爐或其他熱源，以避免導致突然
燃燒。
請勿攀爬本機、放置或掛置物品於本機上。
請勿將裝有液體的容器置於本機上。
若長時間不使用本機，請關閉此電器的電源。
操作此電器前請先將濾網妥善安裝完成。
請勿阻塞或覆蓋格柵、排氣區域和出風口。
確保任何電氣/電子設備與本機保持30公分以上的
距離。
請務必使用原廠零配件和耗材。
此電器如果往任意方向傾斜超過 30±10 度，內建
安全機制將會自動斷電。只要將本機恢復平放，並
輕觸開/關鍵即可重新啟動產品。

棄置
產品上的此標誌表示本產品含有電池，不
得與一般垃圾一同處理。
產品上或包裝上的此標誌表示產品不得以一
般垃圾方式處理。
若要回收此產品，請將您的產品棄置於電子/電氣
設備廢品回收站或與伊萊克斯客服中心聯繫，伊萊
克斯可安全、專業地對電池與電器零組件進行回
收。丟棄與回收時請依據各國家對電氣設備和充電
電池棄置的規定。
感謝您選擇伊萊克斯 FLOW A4空氣清淨機。
請務必使用原廠零配件和耗材，以獲得最佳效果。
此產品設計時考量了環保要求，所有塑膠零件均有
回收標記。
正式使用前
•請詳閱本使用手冊
•檢查所有描述的零組件是否齊全
•特別留意安全注意事項
設定
使用前請務必先安裝濾網以及紫外線燈。
注意: 安裝濾網及紫外線燈前請先關閉電器電源

1 打開機身底座

欲打開機身底座，請握住底座把手以逆時針方
向轉動直到鬆脫(參照圖1)。

2 取出濾網及紫外線燈

小心地從盒中取出紫外線燈並拆除濾網外的塑
膠包裝，並適當地將塑膠袋丟棄(參照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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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裝紫外線燈

隔著乾淨的布或衛生紙輕輕握住紫外線燈，
並安裝於中央底座上，扣合的時候會到聽
「喀」的聲音，表示安裝妥當(參照圖3)。

4 安裝濾網

將不含塑膠外包裝的濾網裝回機身(濾網的任
一端都可以放入)。請留意需將濾網置於中央
的位置(參照圖4)。
注意！若未妥善安裝濾網，將無法啟動本產
品。

5 關閉底座

欲關上底座，握住底部把手以順時針方向轉
動底部直到穩固。底座有箭號指示可辨別轉
開與鎖緊的方向(參照圖5)。

開始使用
注意: 操作前請確保濾網已確實地置入機身
內，及電器已放置於水平地面處。 同時請留
意產品的上方和周圍有預留足夠的空間。

6 連接電源線(參照圖6)
7 開啟電源

輕觸產品中央的開/關鍵，即可啟動產品(參
照圖7)。

8 風扇速度控制

輕觸產品上的風扇速度圖示即可調整風速。
也可用手指在圓弧線上滑動以改變風速(參照
圖8)。

9 自動模式

輕觸標示“A”的圖示可設定成自動模式。使用
自動模式時，機器會根據當前空氣品質狀況
(PM2.5濃度)調整運轉風速(參照圖9)。

10 睡眠模式

輕觸標示 " " 的圖示可設定成睡眠模式。在
睡眠模式下，機器會以低速運轉，且除了睡
眠模式外的指示燈都會熄滅(參照圖10)。

11 紫外線模式

輕觸標示 " UV " 的圖示可啟動紫外線模式並
開啟紫外線燈。紫外線燈可以幫助消除產品
內部細菌(參照圖11)。
欲停用紫外線模式，請再次輕觸" UV "鍵。

12 關閉電源

輕觸產品中央的開/關鍵即可關閉產品。

13 兒童安全鎖

欲啟用兒童安全鎖，可長按開/關鍵 5 秒鐘，
空氣品質數值顯示幕會顯示"LOC" 3 秒鐘，3
秒後 " LOC " 會消失並再度顯示室內空氣品質數
值。(參照圖7)
啟用兒童安全鎖後，若觸控其他圖示，"LOC"會
再次顯示。在此模式下，觸控其他圖示皆不會
改變設定。
欲停用兒童安全鎖，請長按開/關鍵5秒鐘，直
到"LOC"消失並顯示室內空氣品質數值。
空氣品質指示燈

14 此產品具有空氣品質感測器可偵測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指示燈會透過不同顏色的燈號顯示即
時空氣品質，如下圖所示:
燈號顏色

PM 2.5 (μg/m3)

空氣品質

藍

0-15

良好

綠

16-35

普通

橘

36-75

較差

紅

>75

極差

濾網更換指示燈
15 需要更換濾網時，濾網更換指示燈將會亮起，
以提醒您更換濾網(型號請參考原廠提供的資訊)
• 濾網更換指示燈亮紅光並持續閃爍時，請更
換濾網並重置濾網設定(請見16. 濾網更換指
示燈重置操作)。
• 當濾網更換指示燈停止閃爍且紅光恆亮時，
請立即更換濾網並重置濾網設定，(請見16.
濾網更換指示燈重置操作)。
16 濾網更換指示燈重置操作
輕觸濾網更換鍵" "3秒鐘，濾網更換指示燈
即會被重置，接著紅光會消失。
更換紫外線燈
17 紫外線模式燈號亮起並持續閃爍時，請更換紫
外線燈。請按以下步驟更換紫外線燈(參照圖
12)，並重置紫外線燈更換指示燈。
注意！ 更換紫外線燈時，請務必拔掉電源線。
1&2. 欲打開底座，請握住底座把手以逆時針
方向轉動直到鬆脫。
3. 從機身中取出濾網。
4. 隔著乾淨的布或衛生紙輕輕握住紫外線燈，
並小心地將紫外線燈拔出。
5. 請小心地將新的紫外線燈插入基座中。
6. 將濾網與機身底座重新穩固地安裝。
18 紫外線燈重置操作
輕觸紫外線模式鍵“UV” 3 秒鐘，紫外線燈更換
指示燈即會被重置，白光也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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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和清潔

存放

19 清潔前請先拔除電器插頭以防止觸電或火災。
每個月使用稍微沾濕的紙巾或吸塵器搭配軟刷
清潔空氣清淨機至少一次。

22 若您長期不使用此電器，請用塑膠袋罩住或置
放於紙箱中。

20 主機的塑膠零件可用無油的乾布清潔或以稍微
用溫水沾濕的布擦拭。擦拭時請注意務必要擰
乾布上多餘的水分，以避免控制面板周圍因有
過多水分導致電器損壞。

注意！
拆卸或更換濾網組時，請勿觸碰風扇葉片。

21 清潔時請勿使用強力清潔劑、打蠟或拋光。

備註: 濾網組不能清洗，僅可更換。

錯誤代碼
23 當風扇故障時，螢幕會顯示"E01"，馬達會
停止運轉。
24 當空氣品質感應器故障時，在空氣清淨機運轉
10分鐘後螢幕會顯示"E02"，並且持續運轉。

故障排除
當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時，請參閱以下常見問題進行故障判斷與操作處理。
問題

故障現象

解決辦法

濾網可以清洗嗎？

濾網無法清洗

濾網組無法清洗但可用乾布擦拭，如濾
網更換指示燈亮起，請更換新的濾網。

控制面板無法運作

電線連接或濾網擺放位
置問題

1. 請確認電源線是否穩固地連接至電器
以及插座上，接著重新按開/關鍵。
2. 請打開底座，調整濾網位置讓它位在
濾網放置處的正中央並關上底座。確保
底座已上鎖，接著重新操作此電器。

機器運作時發出很大的
噪音

放置機器的地方不平或沒有
正確安裝濾網

請在水平面處放置此電器並重
新確認濾網安裝位置。

機器正常運作但輸出空
氣量大量減少

出風口可能被物體擋住或沒有
即時更換濾網

請重新調整機器放置位置確保已保
留足夠空間，並確認已依照濾網更
換指示燈的提醒更換濾網。

若故障問題不在上述清單中，請聯絡客服專線0800-888259。
客戶服務
聯繫客服部門時，請確保您已掌握了以下資訊：型號、PNC、序號。此類資訊可在產品機身標籤上找到。
由於Electrolux堅持永續開發的政策，本手冊之中提及的產品規格、顏色、詳細資訊等等均可能隨時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
以下內容僅適用於台灣市場：
有鑒於世界各國對綠色環保意識的重視，伊萊克斯依循RoHS「危害性限制物質指令」誠實標示產品化學
物質含量，關於本產品的RoHS聲明書，請上伊萊克斯官網 -->「支援服務」-->「RoHS聲明書」，依產
品類別及型號檢索。 http://www.electrolux.com.tw/Support/Customer-Care/
www.electro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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