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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繁體)
在使用空氣淨化器時請勿使用彩色蠟燭或油燭，以免蠟燭燃燒時釋放的
煙灰粘附到牆壁和傢俱上。

警告說明
使用本空氣淨化器之前，請仔細閱讀使用說明，並妥善保管本說明書。
安裝指南見於第66頁（示意圖）
8歲及以上兒童以及身體、感官或精神方面有缺陷或者缺乏知識經驗的
人群在有人監督或獲得有關安全使用本器具的指導并且清楚所涉及的危
害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本器具；

在接觸吸附裝置時，可能會發生微放電現象。它不會對人體構成直接傷
害！如果您不希望接觸這種放電現象，請拔下電源插頭後再進行處理，並
在開著空氣淨化器時使用防護罩。注意：防護罩是非強制裝配件，可按需
要決定安裝與否。
Solution安全與安裝說明

禁止兒童玩耍本器具。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兒童不可對器械進行清
潔和維護操作。

您必須 安裝一個天花板固定裝置，該裝置須能承受至少9公斤重量

連接的電源電壓必須和標籤上的額定電壓相同。

在安裝前：確保進線無電流通過。線路的連接必須符合接線規定。

該設備只能使用隨設備一起提供的電源裝置。

危險：觸電危險

本空氣淨化器為電子設備，應正確使用。在安裝、使用和維護本產品時，
必須謹慎操作，以免發生意外。

在維護前：確保將空氣淨化器與電源斷開。
警告：切勿從處於負載下的離子生成器中取出吊架！

本空氣淨化器應由成人進行安裝和清潔。
必須遵照使用說明，將本空氣淨化器安裝在距牆壁適當距離的穩固表面
上。如安放位置不當，可導致空氣淨化器摔落，從而造成人身傷害或周圍
物品損壞。
我們建議您將Style/Signature/
Surface/Evolution/Solution 型號安裝在
距離牆壁和傢俱至少3英尺（×1米）遠
的位置，同時將Solution型號懸掛在天
花板下1.5英尺（×0.5米）處。如未遵循
上述建議，可導致附近的牆壁和傢俱
髒污。

針對安裝的安全說明
1. 將鋼製托架固定到天花板上（示意圖1，第68頁）
2. 將變壓器安裝在鋼製托架上（示意圖3-4，第68頁）
3. 將電源線連接至接線板（示意圖5-6，第69頁）
4. 將YoYo掛在鋼製托架的掛勾上（示意圖7-8，第69頁）

+3 ft / 1m

嚴禁將破損的電源線、電源適配器或電子設備用於本空氣淨化器。
如電源線損壞，應由專業人員進行更換。
為避免發生電擊、火災、人身傷害及其它危險，請勿將本空氣淨化器（包
括電源適配器）浸入水中或其它液體內。

5. 安裝外罩並將其固定在鋼製托架上（示意圖9-10，第69頁）
6. 將吊架插入離子發生器的卡扣（會聽到卡嗒聲）（示意圖11-14，第70頁）
注意：對於因未遵循上述建議而導致的任何損壞，Lightair不承擔任何責
任。

請勿將本空氣淨化器或電線靠近熱源擺放。
請勿在室外使用本空氣淨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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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繁體)

中文(繁體)
產品描述

IonFlow 50 Style, Signature, Surface, Evolution：
1個離子發生器（上面= 3只電暈針，下面=介面和
金屬鉤）
1個吸附裝置
1只壓克力支架
1只開關
1只電源適配器
4只裝飾燈
1只防護罩（32只翼片和2只裝配環）
1只電暈針毛刷

IonFlow 50 Solution型：
1個離子發生器（上面=介面和金屬鉤，下面=3只
電暈針）
1個吸附裝置
1個支架
1個變壓器
1個罩蓬
1個卸壓裝置
1只電暈針毛刷

IONFLOW 50附件
IonFlow 50 Style, signature, Surface, evolution：
4只裝飾燈

防護罩

清潔與保養
清潔前，請務必斷開電源並關閉空氣淨化器。

1. 在吸附裝置上噴灑清潔劑並保持五分鐘。

請勿使用洗碗機清洗吸附裝置。

2. 用濕海綿擦除剩餘的污漬。

請勿使用含有酒精溶液、氨或鹼性物質的清潔
產品，以免損壞空氣淨化器。

3. 用擦碟布將吸附裝置擦乾，並遵循上述說明，

吸附裝置應大約每兩周清洗一次或在需要時清
洗。如用於污染嚴重的環境，則需要更頻密地
清洗吸附裝置。

4. 如有必要，請重複以上步驟。

清潔吸附裝置：

1. 使用清潔劑、水和柔軟的海綿清潔吸附裝置。
2. 使用擦碟布將吸附裝置擦乾。
3. 遵循上述說明，將吸附裝置重新裝到離子發生
器上。

如果您照此執行後吸附裝置仍未
清洗乾淨，請嘗試以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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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吸附裝置重新裝到離子發生器上。

清潔離子發生器、電暈針和壓克力
支架

應每兩個月仔細清潔一次極易損壞的電暈針。
使用隨產品附贈的小毛刷仔細將電暈針上粘附
的熟石灰層和污垢刷去。清潔電暈針時請勿用
力或使用水。
使用濕布或濕海綿清潔離子發生器和壓克力
支架。擦除剩餘的污漬，然後用毛巾擦乾。離子
發生器的上下兩端不能沾水，不要損壞或弄斷
電暈針。

保修信息，請參見 www.lightair.com。

妥善地處置該產品：該標誌表明，在整個歐盟地區內，不能將該產品與
其他家庭廢棄物放在一起進行處置。為防止不受控制的廢物處置可能對
環境或人類健康造成的損害，請負責任地將其回收，以幫助可持續地重
新利用材料資源。請使用回收系統或聯繫出售該產品的零售商來回收用
後的設備。他們能夠以環保的方式對該產品進行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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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INSTRUCTIONS: Style, Signature, Surface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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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 INSTRUCTION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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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according to UL 867

This air cleaner complies
with the federal ozone
emissions limit.
ARB certified

This appliance complies with the European Directives for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2004/108/EC and its revisions, as well as
Low Voltage Directive (LVD) 2006/95/EC and its revisions.
This appliance complies with the WEEE-Directive 2002/96/EC on
the disposa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This product should not be disposed with other household wastes
throughout the EU. To prevent possible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or
human health from uncontrolled waste disposal, recycle it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reuse of material resources. To return
your used device, please use the return and collection systems or
contact the retainer where the product was purchased. They can take
this product for environmental safe recycling.
Warning: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this unit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FOR INDOOR
USE ONLY

NOTE: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ISM equipment, pursuant to Part 18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Having reduction role of
inhalable particle on indoor air.
Release ozone content lower
than inspected limit.

•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
	TV technician for help.

Electrical rating: 12VDC (with class II AC/DC adaptor, input:
100 – 240VAC 50/60Hz 0.4A max.,
output: 12VDC 600 – 1000mA)

Lightair AB • Smidesvägen 8 • 171 41 Solna • Sweden
info@lightair.com • www.lightai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