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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相關說明產品相關說明產品相關說明產品相關說明    

在開始操作設備前，請閱讀並遵從這些

說明。請保存此操作手冊供將來參考或

其他操作人員使用。 

� 在首次啟動前，請先閱讀本操作手

冊。 

� 若發現運輸過程中造成的損壞，請

立即通知經銷商。 

� 開箱前請先確認包裝內容 

設備元件設備元件設備元件設備元件 

1. 電源線及插頭 

2. 電源開關 

3. 收線按鈕 

4. 攜行握把 

5. 配件架 

6. 配件盒蓋 

7. 吸塵軟管 

8. 手把 

9. 吸力調節 

10. 伸縮吸塵管 

11. 伸縮吸塵管釋放調整按鈕 

12. 可轉向的地板吸頭 

13. 隙縫吸頭 

14. 紡織品吸頭 

15. 中層濾網 

16. 水能過濾水箱蓋 

17. 防波板 

18. 水濾器 

19. 消泡劑 

20. 地板吸頭掛架 

21. HEPA-Plus 濾網 (包含 HEPA 濾網

及馬達濾網) 

 



  

安全注意事項安全注意事項安全注意事項安全注意事項    

適當使用本機適當使用本機適當使用本機適當使用本機    

� 本機非營業用 

� 使用原廠零配件 

� 主要為乾式吸塵 

� 偶爾可做濕式吸取液體用 

 

一般安全事項一般安全事項一般安全事項一般安全事項    

� 孩童使用本機時，應有成人在旁注

意。 

� 不使用時，請關機，以免危險。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    

� 插座電源應與銘牌上所示的電源

電壓相同。    

△△△△!!!!     當心觸電當心觸電當心觸電當心觸電    

� 手濕請勿插電源。 

� 插電源前，先檢視插座及電線是否

完好無損傷，有損傷時即刻請電氣

技師維修。 

 

� 用在潮濕環境下(如浴室)應使用接

地及漏電斷路器之插座。    

△!  當心爆炸當心爆炸當心爆炸當心爆炸    

� 有易爆液體，易燃氣體，易爆塵及

高濃度酸及溶劑(如汽油，油漆溶

劑，燃料油等)，因為溶劑於吸塵干

擾下，易形成易爆蒸氣漂浮空中，

丙酮強酸，鋁塵，錳塵等亦同樣危

險，且這些物質會侵蝕本機內部。 

� 勿吸取爆燒物及冒煙物。 

� 高危險區，如加油站，使用時請遵

守當地規定。 

� 在有爆炸危險區域，勿使用本機。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 包裝物請集中在回收區內，勿隨地

拋棄。 

� 本機廢棄時，請按相關廢棄物規定

處理。 

 



  

開始操作開始操作開始操作開始操作    

連結附連結附連結附連結附件件件件    

圖圖圖圖 1111    

� 連結吸塵軟管。    

� 連結可伸縮延長吸管及地板吸頭。    

    

 

圖圖圖圖 2222    

� 可依不同身高及使用習慣調整。 

� 壓下鎖緊環，用手拉動不鏽鋼內

管，即可依所需調整長度。 

    

水能過濾水箱加水水能過濾水箱加水水能過濾水箱加水水能過濾水箱加水    

水能過濾水箱之水箱蓋，中層濾網及防

波板均安裝於新機上，加水後請確定以

上各零件均安裝在其正確位置上，以免

造成吸力不佳或損壞中層濾網。    

圖圖圖圖 3333    

� 壓下卡榫即可拉出水能過濾水箱。 

    

圖圖圖圖 4444    

� 取下水箱蓋加自來水(大約 2公

升)，水位需在 MIN / MAX 中。    

    

本機原理係利用吸風造成水中漩渦，將

從地板上吸入之灰塵及其他殘留物，過

濾在水中。這些髒物質可能會造成乾淨

水產生泡沫，為消除這現象，可在水中

加入消泡劑，公司之消泡劑為環保產

品，容易分解，但一般有少量泡沫產生

乃屬正常不影響吸塵效果。 

圖圖圖圖 5555    

� 加入一瓶蓋份量之除泡劑 

(FoamStop) 於水中。 

 

圖圖圖圖 6666    

� 放回水箱蓋，推入水箱，到定位後

向上拉一下，可卡住卡榫。 

    



  

開始工作開始工作開始工作開始工作    

圖圖圖圖 7777        

� 將電源線完全拉出然後將頭插至

插座上。 

� 按下電源開關啟動吸塵器。 

 

� 請勿吸入大量之細粉塵如：可可

粉，麵粉，洗衣粉等。 

 

使用地板吸頭使用地板吸頭使用地板吸頭使用地板吸頭 

圖圖圖圖 8888    

硬地表面吸塵硬地表面吸塵硬地表面吸塵硬地表面吸塵((((如瓷磚地板上如瓷磚地板上如瓷磚地板上如瓷磚地板上))))    

� 用腳壓下轉換鈕至刷毛，如圖，刷

毛可伸出便利吸塵 

 

圖圖圖圖 9999    

地毯上吸塵地毯上吸塵地毯上吸塵地毯上吸塵 

� 本機吸力甚強，可能在清理地毯、

窗簾、沙發時造成不便，此時可調

大手把上之調風口，調小風量，以

利使用。 

 

濕吸濕吸濕吸濕吸 

� 地板吸頭不適用，請使用隙縫吸

頭，或直接用軟吸管吸水，水箱內

裝滿水時，可再吸入 0.5 公升以下

之髒水。 

� 水箱內水倒光時，可吸入 2.5 公升

之髒水。 

使用隙縫吸頭及紡織品吸頭使用隙縫吸頭及紡織品吸頭使用隙縫吸頭及紡織品吸頭使用隙縫吸頭及紡織品吸頭 

� 隙縫吸頭及紡織品吸頭存放於吸

塵器內。 

� 使用時打開外蓋選取適合的吸頭 

圖圖圖圖 10101010    

 



  

� 隙縫吸頭-吸取細縫，邊角及散熱

片等。 

� 紡織品吸頭-可吸取沙發，窗簾上

之灰塵，線頭，小毛球等。 

    

暫停休息暫停休息暫停休息暫停休息 

圖圖圖圖 11111111    

� 關閉電源開關。 

� 關機暫停休息時，可將地板吸頭插

入放置架。 

 

    

結束操作結束操作結束操作結束操作 

圖圖圖圖 12121212    

� 關閉電源開關，拔下插頭。 

� 按下自動收線按鈕，將電線全部收

入。 

 

� 使用完畢，應將水箱，水箱蓋，防

波板徹底洗乾淨並曬乾，防波板上

之導軌尤需保持清潔。 

圖圖圖圖 13131313    

� 取出水箱。 

� 取下水箱蓋及防波板。 

� 倒光污水。 

� 清理並晾乾水箱及蓋。 

△!  所有配件尤其中層濾網，必須完全

晾乾後再儲存。 

 

    

移動及儲存移動及儲存移動及儲存移動及儲存 

� 拉提把，移動主機。 

� 儲存時，水箱勿完全堆入定位，應

留點空間做為通風用。 

 

 



  

維護及保養維護及保養維護及保養維護及保養    

△△△△!!!! 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進行任何保養維修前，關閉電源並將插

頭拔下。 

清理本機及配件清理本機及配件清理本機及配件清理本機及配件    

� 機體外部骯髒時，用濕布擦拭即

可，勿使用強力清潔劑，除鏽粉

等。 

� 軟管可由把手處分離，取下清理。 

� 檢查各配件是否阻塞，若有清理

之，勿用水清理地板吸頭。 

圖圖圖圖 14141414    

 

清理及更換中層濾網清理及更換中層濾網清理及更換中層濾網清理及更換中層濾網    

� 最少每二個月清理中層濾網，或吸

力不足時立即清理。 

� 為免損害中間濾網之鰭狀濾板，請

用軟質之海綿來清洗。 

� 邊沖自來水邊用海棉清洗濾網。 

圖圖圖圖 15151515    

 

更換中更換中更換中更換中層層層層濾網濾網濾網濾網    

� 在垃圾筒中，先清理濾網上之灰

塵。 

� 在正常狀況下，至少每年更換中層

濾網一次。 

更換更換更換更換    HEPA HEPA HEPA HEPA PlusPlusPlusPlus 濾濾濾濾網組網組網組網組    

� HEPA Plus 濾網組內含 HEPA Plus

濾網及排放空氣濾網，確保本機吸

塵效果，至少每 18 個月，需更換，

若有損壞或特別髒更應勤於更換。 

△△△△iiii 不可水洗不可水洗不可水洗不可水洗 HEPAHEPAHEPAHEPA----PPPPluslusluslus 濾網組濾網組濾網組濾網組    

圖圖圖圖 16161616    

� 取下蓋子 

 



  

圖圖圖圖 17171717    

� 拿出舊 HEPA-PLUS 超細濾網組。 

� 插入新 HEPA-PLUS 超細濾網組，

到”卡”一聲定位。 

 

 

清理水箱內之吸氣管路清理水箱內之吸氣管路清理水箱內之吸氣管路清理水箱內之吸氣管路    

� 用水從管路上端伸入沖洗清理。 

 

 

 

 

 

 

 

 

 

技術資料技術資料技術資料技術資料    

電壓電壓電壓電壓(1(1(1(1----60Hz)60Hz)60Hz)60Hz)    120120120120    VVVV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輸出功率輸出功率輸出功率輸出功率    1100110011001100    WWWW    

最大輸出功率最大輸出功率最大輸出功率最大輸出功率    1313131300000000    WWWW    

水箱容量水箱容量水箱容量水箱容量    2222    llll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不含配件不含配件不含配件不含配件))))    8.58.58.58.5    kgkgkgkg    

噪音值噪音值噪音值噪音值    72727272    db(A)db(A)db(A)db(A)    

HEPA Plus filter H 12 class as per HEPA Plus filter H 12 class as per HEPA Plus filter H 12 class as per HEPA Plus filter H 12 class as per 

EN 1822EN 1822EN 1822EN 1822    

    

 



  

故障排除故障排除故障排除故障排除    

故障故障故障故障    可能原因可能原因可能原因可能原因    排除方法排除方法排除方法排除方法    

機器不動 供電有問題 拔下插頭，檢查是否插頭

或電源線有損壞 

缺防波板，或未插入定位 正確插入防波板至定位 

中層濾網被水打濕 清理並晾乾濾網，若破損

或半年以上未更換，請換

新 

操作時吸力減低 

水箱內水量太多或不足 確定水位在 MIN/MAX 中間 

中間濾網被水打濕 水中泡沫太多 換乾淨水並加入 1瓶蓋量

之消泡劑，清理/晾乾濾網 

缺防波板或未插入定位 檢查 

HEPA-Plus 超細濾網骯髒 換新 

中層濾網骯髒 清洗或更新 

內部阻塞 清理阻塞 

水箱吸氣管路有沉澱物 清理 

水箱未推入定位 清理 

吸力不足 

手把上調風口未關上 關緊 

水箱內泡沫很多 消泡劑不足 換清水加入 1瓶蓋消泡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