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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無線充電式空氣清淨機



福庫無線充電式空氣清淨機的特點與優點

本使用說明書內含產品保證書
請在使用前務必閱讀"使用說明書"，正確操作產品。
請在參閱後，將本使用說明書置於用戶可以看到的地方。
注意：若要使用更久且無故障，請一定要閱讀使用說明書。

空氣淨化功能

空氣淨化功能
安裝在產品空氣吸入口的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濾網可過濾空氣中的顆粒物。

有害氣體去除功能
配有除去有害氣體功能濾網，可去除空氣中的異味，保持清新室內空氣。

風量調節功能
可根據不同情況，適當調節風量。

時間預約設定功能
通過預約設定功能，可在外出或睡覺 之前設定開啟時間。

通過汙染感應器的四階段自動操作功能
汙染感應器可適時確認室內汙染情況，若選擇自動操作模式，可根據環境汙染度選擇風量，提共舒適的
環境

空氣品質顯示功能
汙染感應器自動檢測室內空氣品質，顯示出其結果，提升了室內空氣品質效果。同時利用節電模式可開
關指示燈。

充電式空氣清淨機
本產品可直接連接電源工作，也可使用內部電池工作。可做到一個空氣清淨機，多空間靈活使用。

非常感謝您選擇福庫無線充電式空氣清淨機
請保管好本使用說明書(包括保證書在內)。
本使用說明書將在使用產品中有未知事項或不能正常使
用時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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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標示是指在特定條件下，發生危險事故的警告符號。

•為避免發生危險，請嚴格按照說明書使用本產品。

•此符號是"禁止"某種行為的標示

•此符號是"指示"某種行為的標示

如不遵守有導致死亡或重
傷的潛在危險

如不遵守有導致輕傷的潛
在危險

「安全警告」的目的在於安全而正確使用產品，與事先免除事故的危險，請務必遵守
「安全警告」分為"警告"與"注意"兩部分，在此"警告"與"注意"的意義如下。

●

●

警告

注意

請務必在接地的定額電流
110v/60hz專用插頭。
請勿在一個插座中同時插入
多個產品的插頭。

•與其他產品同時使用或使用其他器具，
有可能導致發熱、著火、觸電等情況。

•請隨時確認電源插座狀態。
•若電源插頭的接觸部位沾有灰塵或水漬，請擦乾淨後使用。
•加長插頭也要使用110v/60hz的產品。

請勿使用交流110v/60hz
以外的電源。

若電源插頭的接觸部位沾
有灰塵或水漬，請擦乾淨
後使用。

•會有觸電或火災危險。
•產品不會正常運行。
•請勿將110v電源升壓為220v使用。

•有可能導致觸電或短路而造成火災。
•請隨時確認電源插頭的狀態。

在插入或拔開電源插頭時，
請務必去除手上的水。

漏水或清洗產品時，
請務必切斷電源。

在拔下電源插頭時，
請勿拉電源線而是
要抓住電源插頭。

•用濕手拔下電源插頭會有觸電危險。
•強行拔開電源，有可能出現電源插頭異常，導致漏電

或觸電。請務必隨時確認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的狀態。

•會有觸電或故障的危險。
•請務必隨時確認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的狀態。

•電源線受衝擊有可能造成觸電或火災。
•請務必隨時確認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的狀態。

警告 (禁止)

禁止強行彎曲、捆綁、
拖拉電源線。

•有可能導致觸電或短路而造成火災。
•請隨時確認電源插頭的狀態。

禁止使用損壞的電源線、
插頭或鬆動的電源插座，
此時請向售後服務中心諮詢。

•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因使用不慎導致電源插頭的外
皮脫落或刮破，有可能造成火災或觸電事故，請隨時
確認電源插頭、電源線的狀態。

•當電源插頭或電源線破損時，為防止發生危險情況請
聯繫進口商、經銷商或有資格的技術人(安裝人員)更換
電源。

•請在指定售後服務中心進行維修。
•會有觸電或漏電危險。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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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電源線上覆壓重物，
並注意避免電源線被壓在機
身下。

•電源受損有可能導致火災、觸電及產品傾倒等現象。

請注意勿將電源線或插頭被動
物啃咬，或被螺絲等鋒利金屬
物所損壞。

•電源受損有可能導致短路、火災、觸電。
•請務必隨時確認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的狀態。

維修、檢查、更換零部件時，
請務必切斷電源。

•會有觸電或故障的危險。
•請務必隨時確認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的狀態。

若電源部位被水浸濕，
請切斷電源，完全乾燥後使用。

•會有觸電或火災的危險。
•請務必隨時確認電源插頭及電源線的狀態。

請勿反覆插拔電源。
•會有觸電或火災危險。

請勿擅自連接或加工電源線。
•會有觸電或火災危險。

搬運產品時，
請勿拉扯電源線。

•會有觸電、破損及火災危險。
•請隨時確認電源插頭的狀態。

請勿在陽光直射、
雨雪等戶外場所，
及有水的洗衣間或廁所等地點
使用本產品。

•因受熱、漏電而有可能導致火災、觸電等事故。

請勿安裝在凹凸不平、傾斜的
地方或電熱板、坐墊上。

•會有故障、噪音危險且產品有可能受損。
•請務必隨時確認產品狀態。

請勿在餐廳、燒烤店等產生
氣味、油煙的地方使用。

•有可能導致性能降低。

請勿在有工業油煙或金屬灰
塵的地方使用。

•會有火災及產品故障的危險。

勿將本產品擺放至動植物、精密機器、
藝術品存放等特殊用途及場所使用
•會觸電或引起火災。

請勿在產品周邊存放或使用殺
蟲劑、可燃性氣體、易燃物
質、毒性物質。

•會有火災、產品變形、故障危險。

勿將本產品代替廚房換風扇或抽油煙機使用。
•會降低濾網功能。

電源相關問題

電源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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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60cm

50cm

(指示)

50cm

使用时  

警告 (指示)

請將其置於距牆壁和其他物
體50cm以上處，並其上
部有60cm的空間。
•請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獲得最佳性能。

請將其置於周圍無障礙
物的地方使用，以促進
空氣正常循環。

請勿將手指、筷子等異物
放入產品空氣吸入口及
排出口。
•可能因高速旋轉的風扇而受傷。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

請勿私自清洗產品內部，
請委託專業維修人員進
行清洗。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或因水產生觸電。

移動產品時，只可使用移動凹槽，不可握
住其他部分。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及變形。

電池中溢出液體時，注意避免接觸眼部或皮膚。
如不小心接觸時，用水充分沖洗後立即接受醫生診斷。
•可能會發生火災或故障。

請將其與電視等電子產品
保持2公尺以上的距離。

•可能導致電磁干擾。

請勿靠近窗簾處安裝或
使用。

•可能導致汙染感應器無法正常運作。

請勿在產品空氣吸入口或
排出口放置障礙物。

•可能導致空氣淨化功能下降、
異常噪音或故障。

若產品出現異常聲音、冒煙、
異味等現象，請切斷電源後，
聯繫客服中心。
•可能導致火災、燙傷或受傷。

請勿將產品(特別是電池)放置於靠近火源的地方。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變形、甚至火災。

請勿在產品側面網狀部注入香菸煙霧等有
毒物質，或用鋒利的物品刺破網狀部。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火災及觸電。

電池出現異常時不要分離電池，請撥打售
後服務電話諮詢。

禁止空氣清淨機以外的產品使用本機內部電池。
•可能會發生火災或故障。

更換電池時請撥打售後服務電話諮詢。
•使用非正品電池時可能會出現故障。

在使用燃氣、可燃性、
易燃性物質或洩漏這些
氣體時，必須先開窗換氣
後再使用。
•可能導致爆炸或火災。

請勿用於去除一氧化碳等有毒氣體。

•可能導致產品故障。

安裝相關內容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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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  

 

警告 (指示)

！！

切勿浸泡於水中。
•可能導致觸電。

請勿在產品上放置盛水的碗、
藥品、食品、小金屬物、
易燃物質等。
•若流入產品內部，可能導致觸電、

火災或產品受損。

請勿直接噴水清洗產品，
或利用含苯、稀料等化學物
質擦拭產品。
•可能導致觸電。

當產品浸水時，請務必諮詢
客服中心。
•可能導致觸電或產品故障

初效濾網需要定期用水清
洗並充分乾燥後使用。

•可能導致產品性能下降。
•請在陰涼處乾燥產品。

濾網更換周期滿時，
請更換新濾網。
•可能導致性能下降。

請勿推拉或倚靠產品，
可能導致產品傾倒。

•可能導致身體受傷、產品故障。

請勿將產品置於空調或暖風
機的前面或窗戶附近使用。

•可能影響感應器的準確感應。

清潔後，請將零件正確組裝到原位置。
•有可能導致產品故障。

請勿將產品倒置使用。
•可能導致產品工作不正常及故障。

拔AC電源供應器接口時，
必須拉住插頭拔出。
•拉AC電源供應器電源線時，可能會使產品

的充電接口部出現故障或因AC電源供應器電
源線內部的蕊線斷裂引起發熱、火災或觸電。

請勿在吸入口噴殺蟲劑、
芳香劑等易燃物質。

•可能導致火災或性能下降。

請勿攀爬產品或在產品
上方放置沉重物品。

•因滑落、破損等導致產品故障或受傷。

請勿在電熱器具附近使用。

•請勿在電熱器具附近使用。

請勿讓兒童靠近產品或觸摸及
操作。

•可能導致觸電或受傷。

請勿用直接拔掉電源插頭的方
式關閉產品。

•可能導致火災或產品故障。

請勿在產品工作時移動產品。

•可能導致火災、觸電，或導致部分產
品受損。

打開濾網蓋時，請注意身體或
雜物夾進產品內。

•可能導致身體受傷、產品故障。

移動產品時，請注意避免因門檻等障礙物
而產品底部產生刮痕，或產品受損。

•為方便產品移動，底部裝有移動輪，但產品底部離地
面的距離有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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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配件

各部位名稱

空氣淨化過濾系統

空氣排出口

功能操作面板及顯示
面板
移動凹槽

可吸入顆粒物感應器

空氣淨化濾網

輪子

空氣品質指示燈

有害氣體感應器

空氣吸入口

濾網蓋

前面

背面

 

 

       

初效濾網 HEPA濾網
(Ultra PM 2.5 Filter) 

除臭濾網
高效除甲醛濾網

電源線 AC電源供應器

除臭濾網

▶濾網組裝順序：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除臭濾網→多重抗過敏原濾網(選擇性加購濾網)→初效濾網
※ 請將濾網取下,拆除包裝模後使用.

初效濾網 可去除大塊灰塵、頭髮、寵物毛髮等，可延長濾網的更換週期。

多重抗過敏原濾網
(選擇性加購濾網)

強力消除初效濾網沒有過濾掉的有害過敏物質

除臭濾網
採用了可有效去除異味,甲醛及有害氣體的顆粒活性碳除臭濾網，能去除飲食、香菸煙霧(煙味)、
寵物毛髮、二氧化氮、廁所異味等

HEPA濾網
(Ultra PM 2.5 Filter) 

對塵螨、花粉、微細粉塵及香菸煙霧具有卓越的清除功效。

多重抗過敏原濾網
(選擇性加購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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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電源線連接在AC電源供應器後,再連接到電源插座上。 
▶本產品為19V/4.74A專用產品。 請使用專用AC電源供應器。 
▶初次使用產品或長期未使用時,請將電池充滿電量後 再使用。

為了給產品提供電源使電池充電, 
請在產品的充電連接部連接AC電源供應器介面。

4

5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運行產品,按下模式選擇按鍵,設
定所需的工作模式。

6

打開濾網蓋。
▶拉開濾網蓋的上端中間部位。

※ 若抓住濾網蓋下端部位過於用力拉動時,可能導  
致產品破損,需予以注意。

1

取出濾網拆除包裝物。 
▶除初效濾網以外,所有濾網的包裝物拆除後按照濾網順序組裝。 
▶濾網組裝順序: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 除臭濾網 -> 多重抗過敏原濾網 -> 初  

效濾網(請參閱8頁 的空氣淨化過濾系統)。

2

停止工作時按下運行/停止按鍵。
▶功能顯示面板及空氣淨化狀態顯示面板的指示燈將全部熄滅。 
▶空氣淨化運行中時,風扇運行約10秒後再停止。

7

重新將濾網蓋裝回設備中。
▶重新組裝濾網蓋時,避免雜物被夾入。

可能導致身體受傷、產品故障。

3

長期不使用產品時,請將電源插頭拔出。 
本產品為110V/60HZ專用產品。 請使用專用變壓器。

注意

操作前確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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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操作面板

運行/停止-運行或停止產品時使用。

模式選擇-選擇模式時使用。
※每按下按鍵，將以"自動空氣淨化-霧霾空氣淨化-幼兒空氣淨化-循環空氣淨化-睡眠

空氣淨化"的順序依次轉換。
風速--調節手動空氣淨化模式的風速時使用。
※按下按鍵，將以"微風(第1階段)-弱風(第2階段)-較強風(第3階段)-強風(第4階段)"

的順序依次轉換。
預約設定-設定"定時關閉"、"定時開啟"及"循環空氣淨化"功能時間時使用。
※預約及循環空氣淨化時間可在1~12小時的範圍內，以1個小時為單位進行設定。

空氣除菌-運行或解除等離子發生器時使用。
※按下按鍵，空氣除菌指示燈將亮起，並運行等離子發生器，再次按下按鍵，

空氣除菌指示燈將熄滅，等離子發生器將關閉。
強化運行-選擇強化運行時使用。
※按下按鍵開啟強化空氣淨化模式，再次按下按鍵則返回前一個模式。

功能設定-設定功能時使用。
※在待機狀態下按住模式選擇按鍵3秒以上，則進入語言設定模式，並有語音提示。
※進入語音設定模式後，每按下模式選擇鍵，將以"音量設定-濾網更換提醒功能設定

-感應靈敏度設定-螢幕省電功能設定-"節能感應功能設定-強化模式時間設定"順序
依次轉換。→功能設定方法請參閱24~27頁。

按鍵鎖定-鎖定按鍵時使用
※在運行中按住預約設定鍵3秒以上即可鎖定按鍵。(鎖定按鍵後，顯示面板閃爍

"Loc"三次後熄滅)
※在按鍵鎖定狀態下，再次按住預約設定鍵3秒以上時，解除按鍵鎖定功能。

(解除按鍵鎖定功能時，顯示面板閃爍"UL_"三次後熄滅。)
※在鎖定按鍵狀態下，指示燈亮起，按下除預約設定以外的按鍵時，顯示面板閃爍"Loc"三次。

空氣品質顯示-選擇空氣品質指示燈時使用。
※在運行中按住3秒以上可攜入顆粒物濃度按鈕時，空氣品質指示燈亮起，再次按住

3秒以上時，指示燈將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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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 - 自動空氣淨化模式開啟時將亮起。
•霧霾 - 霧霾空氣淨化模式開啟時將亮起。
•幼兒 - 幼兒空氣淨化模式開啟時將亮起。
•循環 - 循環空氣淨化模式開啟時將亮起。
•睡眠 - 睡眠空氣淨化模式開啟時將亮起。
•語音 - 語音功能開啟時將亮起(音量設為off時，將熄滅。)
•細顆粒物 - 顯示超細顆粒物時將亮起。
•定時開啟 - 定時開啟功能開啟時將亮起。
•定時關閉 - 定時關閉功能開啟時將亮起。
•更換濾網 - 濾網更換週期滿時將亮起。
•按鍵鎖定 - 按鍵鎖定功能開啟時將亮起。
•888/電量/ug/m3/小時/階段 - 根據模式分類顯示超細顆粒物濃度、預約時間設定、

風速階段。
•電量 - 產品運行中顯示電池剩餘電量。

•運行/停止-運行模式開啟時，指示燈亮起，停止時，其熄滅。
•模式選擇-選擇自動、睡眠、霧霾、幼兒、循環時，指示燈閃爍3秒後熄滅。
•風速-手動空氣淨化模式開啟時，指示燈亮起。
•預約設定-選擇定時開啟、定時關閉及空氣循環淨化時，指示燈亮起。
•空氣除菌-等離子體發生器模式開啟時，指示燈亮起，停止時熄滅。
•強化運行-強化運行模式開啟時，指示燈亮起。

功能操作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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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指示燈

•空氣品質指示燈-用顏色顯示室內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狀態根據空氣品質指示燈的顏色分6個階段進行標示。
(汙染) 紅色→紫色→黃色→綠色→青綠色→藍色 (清潔)

※插入電源插頭後無任何操作時，只顯示電池充電量。若需要運行產品時，請按
下［運行/停止］按鍵。

※操作時，按住按鍵至提示音響起，功能操作面板與顯示面板設計可能與實際產
品有所不同。

※空氣淨化模式下淨化效果可能按風量而不同。
※選擇睡眠、嬰兒、手動模式時，空氣淨化指示燈將自動熄滅。
※若要顯示空氣品質，按住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按紐3秒即可，新設定值保持至停止

運行。
※在一個空間內使用不同產品時，超細顆粒物濃度顯示值可能因空氣循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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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顯示面板的異常檢測功能 

使用方法不正確或產品出現異常時，顯示以下內容並發出警報。
在正常使用條件下或採取措施後仍然顯示該內容時，請撥打客服專線進行諮
詢。

風扇電機異常時顯示。
請撥打客服專線進行諮詢。

內部記憶體異常時顯示。
請撥打客服專線進行諮詢。

濾網蓋異常顯示。
請重新安裝濾網蓋。
若採取上述措施後也仍然不能解決問題，請撥打客服專線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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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開啟。
▶提示音響起,轉為待機狀態。 

1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
▶功能顯示面板上的運行/停止及自動指示燈亮起,風機開始運轉。888顯示面板將顯示當前風速。

※ 本產品將記憶最後一次運行模式自動運行。 
※ 沒有安裝濾網蓋時, 將在顯示面板顯示濾網蓋未安裝錯誤指示。

2

按下模式選擇按鍵設定所需的模式。
▶每按下按鍵將以「自動空氣淨化-霧霾空氣淨化-幼兒空氣淨化-反覆空氣淨化-睡眠空

氣淨化」的順序依次轉換。 

3 -1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設定「定時關閉」時間。
▶在運行中按下定時設定按鍵可以設定定時關閉時間。 

※ 設定定時關閉時間時,定時關閉將閃爍3秒後熄滅。 
※ 定時關閉的時間可以在1~2小時範圍內,以1小時為單位進行設定。 預約時間選為

「--」時,將解除定時關閉設定。

3 -3

按下空氣除菌按鍵,等離子發生器進行殺菌。 
▶按下空氣除菌按鍵,等離子發生器將運行,開始產生離子,空氣除菌指示燈將亮起。

在等離子發生器運行時,再次按下空氣除菌按鍵,則可以停止等離子發生器運行。 
※ 當產生離子時會發出「吱吱」的聲音,這是正常的聲音,請放心。

3 -4

按下強力運行按鍵,變更運行模式。 
▶以最大風速快速進行空氣淨化時使用。 

※ 開啟強力運行,強力運行指示燈將亮起。 
※ 在強力運行時,再次按下強力運行按鍵,則記憶最後一次運行模式自動運行。 
※ 強力執行時間可通過功能設定進行設置。 

3 -5

按下微小顆粒濃度按鍵,確認超微顆粒濃度。 
▶前面顯示面板顯示超微顆粒濃度5秒。 

3 -6

按下風速按鍵調節所需風速。 
▶按下風速按鍵時,預設值設為手動空氣淨化模式,之後每按下按鍵將以 「微風(第 1階段)-

弱風(第2階段)-較強風(第3階段)-強風(第4階段)」的順序依次轉換。

3 -2

標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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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模式 /各狀態電池介紹及充電方法

按住微小顆粒濃度按鍵3秒,選擇空氣品質指示燈狀態。 
▶空氣品質指示燈已關閉狀態下, 按住此指示燈按鍵3秒時,空氣品質指示燈將亮 起,此指

示燈已亮燈狀態下,按住此指示燈按鍵時,指示燈將熄滅。 
※ 選擇自動、霧霾、反覆、強力運行模式時,空氣品質指示燈將自動亮起。 
※ 選擇睡眠、幼兒、手動運行模式時,空氣淨化指示燈將自動熄滅。 
※ 已變更空氣品質運行模式時,新設定值將保持至切斷電源。 

3 -7

停止工作時,再次按下運行/停止按鍵。 
▶功能顯示面板與淨化顯示面板的指示燈均熄滅,進入待機狀態。

3 -8

標準模式

•上述內容表示產品未連接電源供應器。 
•運行中處於完全放電狀態(LED全部熄燈)時,連接充電AC電源供應器。
•在完全放電狀態中,不充電繼續運行時,將自動停止動作並無法進行按鍵動作。 (連接AC

電源供應器時可正常動作。 )

1

各狀態電池介紹

電池供電時顯示剩餘電量

電池充電方法 

•空氣清淨機的電量不足時,連接AC電源供應器進行充電。 
•將AC電源供應器接頭完全插入插口

<충전 요함>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需要充電> <步驟1 > <步驟2 > <步驟3 > <步驟4 >

電量 電量電量 電量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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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時間(6個月以上)不使用產品時保管方法

將產品電源至於OFF。

2 從產品充電介面分離AC電源供應器
介面。 

3 產品倒置後將充電接口側的螺絲取下,如圖所示把電池蓋拉動分離即可。

4 將連接電池與產品的連接器分離。 

5 將分離的連接器整理在安裝槽內。
※ 注意不要讓連接器損傷。 

6 如圖所示,將電池蓋推動安裝後,拴緊螺絲。 
※ 安裝時注意不要

7 為防止產品內進入灰塵或異物,用塑膠包裝好後,放置陰涼的地方。
※ 重新使用產品時,必須將產品重新安裝後,把AC電源供應器連接到充電介面, 

等電池充滿電量後再使用產品。 

1.電池無剩餘電量時,將電池充電至"步驟2"
2.充電後,先解除AC電源供應器後再分離電池." 

注意

步驟2 充電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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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內容表示產品已連接AC電源供應器的狀態。 
• 充電中,對應充電狀態的LED燈閃爍。

※ 根據風量設定及使用環境,充電及使用時間可能會略有差異.

2

各狀態電池介紹

充電時顯示電池狀態

<충전 요함>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2 電池充電及使用時間

※ 初次使用時,電池充滿電量後再使用。 
※上述顯示的電池充電及可使用時間是本公司的測定值, 實際時間根據周圍環境、運行

模式、電池使用時間,可能會略有差異。 
※ 電池充電時,請使用正品充電AC電源供應器。 (使用非正品充電電源供應器時,產品可

能會受損或發生火災、觸電。 ) 
※ 請不要將產品的電池隨意分離,注意不要讓產品受到衝擊、短路、受損, 要避開有火

氣或水、直射光線等的環境。 (請注意發生火災、觸電、爆炸等。 ) 
※ 長時間(6個月以上)保存產品時,要分離電池連接器後,把產品存放在陰涼的地方。

(分離及安裝方法參照第16頁) 
※ 請不要用濕手觸碰AC電源供應器介面。 (可能會發生觸電。 ) 
※ 電池為易耗品,其壽命會逐漸減少。 電池壽命明顯縮短時,請撥打售後服務電話。

(使用非正品產品時,可能會發生火災或爆炸。 ) ※ 電池要按照各國國家的法規處理。 
※ 本電池是CUCKOO空氣清淨機專用電池,請勿使用在其他家用電器或其他用途。
※ 請勿將電池扔在火裡或加熱。 
※ 請存放在室內(0℃~40 ℃)。

注意

狀態 時間

充電 約3小時

使用時間 約8~10小時(睡眠運行模式時最大使用時間,本公司測定標準)

<需要充電> <步骤1> <步骤2> <步骤3> <步骤4>

電量 電量 電量 電量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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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介紹

• 在待機狀態下按一次運行/停止按鍵可立即進入自動空氣淨化模式。
(首次進入時以自動空氣淨化模式運行,若有運行記錄時, 則以之前運行模式來 運行。 ) 

• 檢測室內空氣品質後自動調節風速。 
• 運行時,顯示當前電機的風速和空氣品質。 
• 空氣品質指示燈,按住微小顆粒濃度按鍵3秒以上即可進行選擇或解除。

自動空氣淨化

• 在自動空氣淨化模式下按一次模式選擇按鍵即可。 
• 根據程式計算自動調節風速。 
• 運行時,顯示當前電機的風速和空氣品質。 
• 空氣品質指示燈,按住微小顆粒濃度按鍵3秒以上,即可進行選擇或解除。

自動空氣淨化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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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介紹

• 在自動空氣淨化模式下按2次模式選擇按鍵即可。 
• 將風速降到最低並開啟空氣除菌功能,幫助幼兒健康睡眠。 
• 首次進入模式時,顯示面板顯示當前運行狀態5秒後,僅亮起「幼兒」指示燈, 其他 指示燈均將熄滅。
• 首次進入模式時,空氣品質指示燈點亮5秒後熄滅。 
• 按住微小顆粒濃度按鍵3秒以上即可亮起空氣品質指示燈,並保持至切斷電源。

幼兒空氣淨化

• 在自動空氣淨化模式下按3次模式選擇按鍵即可。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可以設定反覆執行時間。(可在1~12小時的範圍內以1小時為單位進行設定。 ) 
• 若不設定定時設定功能,將以1小時為單位反覆運行與停止。 
• 若有之前運行記錄,則以之前設定時間運行。 根據所設定的時間反覆運行與停止。 
• 反覆運行時的模式與自動空氣淨化模式相同。

反覆空氣淨化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模式介紹

20

模式介紹 

• 在自動空氣淨化模式下按4次模式選擇按鍵即可。 
• 為了良好的睡眠,將風速降到最低,開啟安靜的空氣淨化模式。 
• 首次進入模式時,顯示面板顯示當前運行狀態約5秒後,僅亮起「睡眠」指示燈, 其 他指示燈均將熄滅。 
• 首次進入模式時,空氣品質指示燈點亮5秒後熄滅。 
• 淨化顯示按鍵3秒以上,即可亮起空氣品質指示燈,並保持至切斷電源。

睡眠空氣淨化

• 運行時,按下風速按鍵即可。 
• 按下風速按鍵,設定使用者所需風速(微風、弱風、較強風、強風)並運行。

(出廠設定為微風運行模式,若有之前有運行記錄時,則以之前風速模式來運行。 ) 
• 顯示風速。 
• 首次進入模式時,空氣品質指示燈點亮5秒後熄滅。 
• 淨化顯示按鍵3秒以上即可亮起空氣品質指示燈,並保持至切斷電源。

手動空氣淨化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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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運行空氣淨化 

• 運行時,按1次強力運行按鍵即可。 
• 以最大風速,快速進行空氣淨化。 
• 運行時,顯示當前電機的風速和空氣品質。
• 空氣品質指示燈,按住微小顆粒濃度按鍵3秒以上,即可進行選擇或解除。 
• 首次進入模式時,強力執行時間設為連續,執行時間結束後,返回之前的運行模式。 
※ 強力執行時間可透過功能設定進行設定。

幼兒空氣淨化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各運行狀態介紹 

• 運行中按淨化顯示鍵時,顯示5秒淨化度階段及指示燈。

• 在同一空間下使用不同產品時，因空氣循環可能導致空氣品質狀態顯示的階段不同。

淨化度階段顯示

污染度 
階段

1階段
(淨化)

2階段 3階段 4階段 5階段 6階段

充電 藍色 黃綠色 綠色 黃色 紫色
紅色

(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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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運行狀態介紹 

• 在運行狀態下按下空氣除菌按鍵,等離子發生器將開始運行並亮起空氣除菌指示 燈。 再按
一次則停止等離子發生器運行,空氣除菌指示燈也將熄滅。 

空氣除菌功能

• 運行時,按下定時設定按鍵,即進入定時關閉時間設定介面。 
• 每按一次定時設定按鍵時,預約時間將增加1小時,最長可設定12小時。 
• 產品運行定時停止時後將自動關閉。

定時關閉

• 在待機狀態下按下定時設定按鍵,即進入定時開啟時間設定介面。 
• 每按一次定時設定按鍵時,預約時間將增加1小時,最長可設定12小時。 
• 產品待機定時運行時後將自動開啟。

(出廠時的運行模式設定為自動空氣淨化,若有之前運行記錄則將以該模式運行。 )

定時開啟

定時開啟時間設為8小時

[定時關閉時間設為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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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運行狀態介紹 

• 為避免因清潔產品或兒童觸摸而導致運行錯誤,按住定時設定按鍵3秒以上,即 可鎖定按鍵。 
• 再次按下定時設定按鍵3秒以上則可解鎖。

按鍵鎖定設定

• 當濾網更換週期滿時,指示燈將亮起。 請在更換濾網後對濾網更換提示時間進行初 始化。 
• 初始化方法(濾網更換指示燈的熄滅方法)如下。 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 指示燈已熄滅

的狀態)按住強力運行按鍵3秒以上,即可進行濾網更換提示時間初 始化。 
※ 經過24小時後濾網更換指示燈將自動熄滅。 請在要求時間內更換濾網。

更換濾網

• 運行時,「Energy Eye」夜間感應器檢測到黑暗時,將熄滅所有指示燈 (包括空 氣品質指示燈),
開啟省電模式。 

• 當周圍變亮或按下按鍵時,將解除省電模式。 
※ 有關「Energy Eye」的其他設定方法請參閱其他設定指南(26頁)。

省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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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設定方法

① 電源開啟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 按住模式選擇 按鍵3秒
以上。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品運行。 ) 

② 功能顯示部如下圖顯示「Cn」。 
③ 按下「風速」按鍵設定Kr(韓語)或Cn(國語)。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將取

消功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選擇國語或韓語語音提示,設定所需的語音服務。 產品的預設語音設定為國語。

音量設定方法

① 插入電源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按住模式選擇鍵3秒以上,進
入語言設定介面再按一次模式選擇按鍵。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品運行。)

② 功能顯示面板如下圖顯示”3”、“語音”。
③ 按下”風速”按鍵設定適當音量。

※設定為”OFF”時,將解除語音功能。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將取消功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解除語音功能或調節音量的設定方法如下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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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網更換提示功能設定方法 

① 電源開啟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按住模式選擇 按鍵3秒以上,
進入語言設定介面再按2次模式選擇按鍵。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品
運行。 ) 

② 功能顯示面板如下圖顯示「On」、「更換濾網」。 
③ 按下「風速」按鍵設定(On)或解除(OFF)功能。 

※ 選擇解除時,將關閉濾網更換提示功能。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將取消功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感應器靈敏度設定方法 

① 電源開啟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 按住開啟按鍵 3秒以上,進入
語言設定介面再按3次模式選擇按鍵。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品運
行。 ) 

② 功能顯示面板如下圖顯示「2」。 
③ 利用「風速」按鍵,設定第1~3階段。 

* 第1階段:感應器靈敏度設為低。 (自動運行時,在周圍空氣乾淨的情況下,風速也會經常變化
時選擇。 ) 
* 第2階段:感應器靈敏度設為中。 
※ 第3階段 : 感應器靈敏度設為高。 自動運行時,在周圍空氣受污染的情況下風速也仍然沒

有變化時選擇。 )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 
將取消功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設定空氣品質感應器靈敏度的方法如下。 靈敏度可設為低、中、高。 產品的感應器靈敏
度預設設為「中」。

設定或解除濾網更換提示功能的方法如下。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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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面板亮度省電功能設定方法 

① 電源開啟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 按住模式選 擇按鍵3秒以上,
進入語言設定介面,再按4次模式選擇按鍵。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
品運行。 ) 

② 功能顯示面板如下圖顯示「On」。
③ 按下「風速」按鍵設定或解除功能。 ※ 若設定解除,顯示面板將保持高亮度狀態。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 將取消功

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運行時,不進行操作時可適當調整顯示面板亮度,達到省電效果。

「Energy Eye」功能設定方法 

① 電源開啟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 按住模式選 擇按鍵3秒以上,
進入語言設定介面再按5次模式選擇按鍵。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品
運行。 ) 

② 功能顯示面板如下圖顯示「2」。
③ 利用「風速」按鍵,設定「〇FF~第3」的階段。 * OFF階段:不使用夜間檢測功能時。

※ 第1階段:在比標準設定值(第2階段)更暗的環境下開啟夜間檢測功能。 
※ 第2階段:夜間檢測功能的標準設定。
※ 第3階段:在比標準設定更亮的環境下開啟夜間檢測功能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將取消功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以空氣淨化模式運行時,自動檢測周圍亮度。 
當周圍光照低時,將各顯示面板的功能降到 最低,實現達到省電的效果。 用於省電功能的
夜間感應器靈敏度範圍所設定的方法如下。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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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力運行時間設定方法

① 電源開啟後,在待機狀態下(所有功能顯示指示燈已熄滅的狀態)按住模式選擇 按鍵3秒以上,
進入語言設定介面再按6次模式選擇按鍵。 (產品運行時,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停止產品
運行。 ) 

② 功能顯示面板如下圖顯示「Co」。
③ 利用「風速」按鍵,設為「1小時、2小時、3小時、4小時、5小時、連續運行」。

※ 若設定解除,顯示面板將保持高亮度狀態。
④ 按下「運行/停止」按鍵保存功能設定。 

※ 按下定時設定按鍵或拔掉電源插頭時,將取消功能設定。
※ 輸入時間超過20秒,將取消功能設定。 

強力模式的運行時間設定方法如下。默認值設為連續運行。

※ 這是每個運行模式下的功能顯示面板畫面,產品運行時,可能與實際顯示內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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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將抹布置於溫水中沾濕,務必擰乾後再擦拭產品。 

❷利用棉棒或絨布清潔表面凹槽內的灰塵。

清潔產品時，請務必拔掉電源插頭

※ 請勿利用鹼性洗滌劑擦拭操作面板和顯示面板。 
※ 請勿使用硫酸、鹽酸或有機溶劑(稀釋劑、煤油等) 擦拭產 品

表面、或在其表面粘貼貼紙等,可能導致產品表面受損。

※ 清潔週期可能因使用環境和使用期間而不同,請在灰塵較多
的環境中經常進行清潔。

注意

清潔產品機身(每2~4周清潔一次) 

❶將濾網蓋從產品中拆下後,再使用柔軟的乾布清除附
著於表面的灰塵。

清潔濾網蓋

❶請使用軟刷和吸塵器對空氣排出口的灰塵進行清潔。

清潔空氣排出口(每2~4周清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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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打開濾網蓋。
▶拉開濾網蓋的上端中間部位。

※ 若抓住濾網蓋下端部位過於用力拉動時,
可能導致產 品破損,需予以注意。

❷使用真空吸塵器來清除初效濾網表面的灰塵。
▶未清除表面灰塵、在拆卸初效濾網時,

可能使灰塵散落 至地面。
※ 若使用帶有刷子的吸塵器擦拭產品表面,可能導致初效 

濾網受損。 

❸按壓初效濾網卡扣將其拆下,隨後再 
用溫水進行清洗。
▶用清水沖洗拆下的初效濾網後將其置於陰涼 處,

使其徹底風乾。
※ 若殘留水分,可能導致產品故障或異味。

❹將初效濾網安裝到產品後再安裝濾網蓋。
▶安裝初效濾網時,正確安裝到產品插槽上。

清潔及管理方法

•初效濾網可以透過除塵及水洗來清潔並且重複使用。 
•若長時間不清洗初效濾網,可能導致產品性能下降。
•多重抗過敏原濾網、除臭濾網、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濾網無法因為清洗而循
環利用。 切勿用水進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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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使用除水之外的揮發性物質(酒精、丙酮等)來擦拭微小顆粒感應器。 
※ 當微小顆粒感應器探頭部位黏有異物時, 可能導致機身指示燈的污染標示狀態停留在汙

染狀態。 此時,請再次將感應器清潔乾淨。

❶打開濾網蓋。
▶拉開濾網蓋的上端中間部位。 

※ 若抓住濾網蓋下端部位過於用力拉動時, 
可能導致產品破損,需予以注意。

❷ 使用棉棒小心擦拭微小顆粒感應器探頭。
▶使用軟刷或真空吸塵器來清潔灰塵。

※ 若不進行週期清潔,可能導致微小顆粒感應器性能下降。 
※ 清潔週期可能因使用環境而不同,

請在灰塵較多的環 境中經常進行清潔。

清潔微小顆粒感應器(每2個月清潔一次)

濾網清潔及更換週期

•更換濾網前,必須拔下電源插頭。 
•若濾網清潔及更換週期逾期,可能導致產品功能下降或異味。 
•若使用正品濾網以外的仿冒品,可能導致產品功能下降或故障。 

務必選擇正品濾網。 
•若空氣淨化濾網表面撕破、浸濕時,請更換新濾網. 需要購買濾網請連絡原廠經銷商更

換新濾網。 
•濾網更換週期可能因周圍環境不同。

濾網 清潔/更換時期 清潔/更換

初效濾網 1次/2~3周 清潔及清洗

多重抗過敏原濾網(選擇性購買濾網) 1次/4個月 更換

除臭濾網 1次/12個月 更換

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1次/12個月 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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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清潔空氣排出口(每2~4周清潔一次) 
▶ 拉開濾網蓋的上端中間部位。

※ 若抓住濾網蓋下端部位過於用力拉動時,
可能導致產 品破損,需予以注意。 

❷拆卸初效濾網。
▶ 按壓初效濾網上端的左右側卡扣進行拆卸。

❸拆卸空氣淨化濾網。
▶拉開空氣淨化濾網上端中間的卡扣拆卸。

❹組裝新的空氣淨化濾網。
▶ 拆卸濾網包裝物後,按照濾網順序組裝。
▶ 濾網組裝順序: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 除臭濾網 

-> 選擇性購買濾網
※ 更換濾網之前,先確認濾網正面。

❻重新將濾網蓋裝回設備中
▶組裝濾網蓋時,注意身體或雜物夾進產品內。

可能導致身體受傷、產品故障。

濾網更換方法

❺ 組裝初效濾網。
▶ 將初效濾網下端的凸起部位插入插糟上，

再次獎兩側的凸起部位按壓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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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確認事項 處理方法

按下運行/停止按
鍵也不運行

•是否插好電源插頭？
•是否停電？
•產品是否正確組裝？
•是否按下運行／停止按鍵？

•請將電源插頭插入110v/60hz的插座。
•請確認通電後使用產品。
•請正確組裝產品。
•請按下運行/停止按鍵。

風速沒有變化。 •是否是手動運行模式？
•是否是睡眠或幼兒運行模式？

•請調節為所需的運行模式
•睡眠或幼兒運行模式下，風速固定為最小風量。

空氣淨化效果不
太好。

•室內汙染是否非常嚴重？
•使用空間是否過大？
•產品周圍是否有障礙物？
•是否設在不通風處？
•是否清潔濾網或者已到更換週期？

•請進行室內通風後使用
•請選用符合使用面積的產品。

(請勿置於出入口、窗邊等通風處。)
•請清除周圍障礙物。
•請更換運行地點
•請確認濾網清潔及更換週期，定期進行清潔或更換。

空氣排出口散發
異味。

•確認是否是新產品的氣味？
•是否在煙霧或異味較重的地點使用？
•是否清潔濾網或者已到更換週期？

•活性碳的氣味，在產品使用2周之後將消失。該氣味是
對人體無害的活性碳氣味。

•在煙霧或異味重的地方使用，可能降低空氣淨化效率。
請進行室內通風後使用。

•請確認濾網清潔及更換週期，定期進行清潔或更換。

產品發出異常音。•是否有 "吱吱" 的電音？ •在空氣除菌模式下，當產生離子時會發出"吱吱"的聲音。

淨化顯示面板的
顏色保持不變。

•灰塵感應器探頭部位上是否有灰塵?
•灰塵汙染度顯示為低或高?

•請清潔灰塵感應器的探頭部位。
•請將感應器靈敏度調整至第1階段(鈍感)或第3階段(敏

感)。
•為了進行感應器初始化，將電源插頭拔掉30秒後，重新

插入使用產品。

發生其他功能上
的問題

•請確認問題現象後，
拔下電源插頭並撥打客服電話。

經長時間後使用
產品時，電池快
很快沒電。

•長時間保管後，為了獲得最高性能，電池要進行幾次放
電及充電。

•因長時間未使用導致產品不運行，插入AC變壓電源供
應器充電。

故障諮詢前確認事項
▼ 若沒有按照正確的使用方法，即使不是產品故障，也可能造成異常運行。

若有產品功能異常，先按下以下檢查表進行檢查，仍得不到改善時，請與售後服務中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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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及故障諮詢

             

區分 無線空氣清淨機

型號 CAC-B1210FWCL

額定功率 70W(邊充電使用時),35W(僅充電時)

電池類型 鋰離子電池

AC電源供應器類型 90W(19V/4.74A)
電源供應器額定輸入功率:100V-240V~/50~60HZ)

使用時間 約8~10小時
(睡眠模式時可使用時間.本基準為我司自測數值)

充電時間 約3小時

集塵方式 機械式集塵方式(HEPA濾網(Ultra PM 2.5 Filter) )

安全裝置 濾網蓋打開時停止運行

適用環境 室內用

產品尺寸 452(w)*236(l)*630(h)mm

產品重量 11kg

發生如下情況時
1.發生除"常見故障及處理方法"(32頁)外的狀況
2.觸摸產品有觸電的感覺
3.通電但機器不運行
4.發生其他異常及故障時

請停止使用
拔下電源插頭後,請撥打客服電話

長時間使用的產品因受熱,濕氣,灰塵等影響,有可能導致零件老化乃至故障.

故障諮詢

0800-680-888

09:00-18:00(公休日除外)

客服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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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中有害物質的名稱及含量

設備名稱 : 無線充電式空氣清淨機                                   型號（主型式） CAC-B1210FWCL

單元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電源線 ㅇ ㅇ ㅇ ㅇ ㅇ ㅇ

變壓器 超出 0.1 wt % ㅇ ㅇ ㅇ ㅇ ㅇ

塑膠外殼 ㅇ ㅇ ㅇ ㅇ ㅇ ㅇ

風扇馬達 超出 0.1 wt % ㅇ ㅇ ㅇ ㅇ ㅇ

電路板 超出 0.1 wt % ㅇ ㅇ ㅇ ㅇ ㅇ

備考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茲切結保證所提供之商品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內容係經執行測試作業或採適當之品質管理措施，
並備置前述相關文件，確認正確無誤後提供貴局。並同意配合貴局執行後市場管理作業所需，依商
品檢驗法第49條之規定，於限期28個工作天內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供審查。



35

保  證  書
購買時請確認保證書上有經銷商之蓋章及購買日期，無保固章者恕
不提供保固期內之服務．

■親愛的顧客:
感謝您購買Cuckoo福庫的產品，請立即填上購買日期或加蓋購買店章，可享有本
公司提供一年之保固售後服務．

■請依使用說明書及機體上注意事項使用，在正常情況下發生故障，憑本保證書即可
享有自購日期一年內免費售後服務．（使用於營業場所之商品，保固半年）

■請您注意以下事項：
1. 請詳閱產品使用及保養方法，在正常使用條件下，保證一年免費服務；屬於自

然消耗品部分，則不列入免費服務之範圍．
2. 建議使用五年以上的機種應汰舊換新或回廠檢修．
3. 若超過保固年限或人為過失破壞，使用不當，自行拆解維修，異常電壓及天然災

害所造成的損害，將視情形酌收維修費用．
4. 購買時請確認保證書上有經銷商之蓋章及購買日期，以維護您使用保證的權益，

日後若需要保固服務，附上保證卡即可；未附保證卡者，恕不能以保固服務．
5. 請您詳細填寫並妥善保管，以做為日後服務的憑據．
6. 商品若有損壞時可送回原購買地點做修護處理．

商品名稱: 經銷店專用章

商品型號:

購買日期:

姓        名:

連絡電話:

住        址:

進  口  商 : 錡隆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 249新北市八里區忠孝路437號
聯絡電話 : 02-261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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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ckoo.tw/

錡隆事業有限公司

249新北市八里區忠孝路437號

客服專線 : 0800-6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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