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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PURE A9-40/PURE A9-60 空气净化器说明
设备：
A. 控制面板
B. 出风口
C. 空气质量灯
D. 空气质量传感器

E. 织物手柄
F. 多层过滤器
G. 进气门
H. 进气口
I. 产品手柄

控制面板：
J. 装载指示灯
K. 手动模式指示灯
L.WiFi 指示灯
M. 童锁指示灯
N. 过滤器更换指示灯
O. 离子发生器指示灯

P. 编程指示灯
Q. 风扇速度滑动条
R. 智能模式指示灯
S. 模式键
T. 开 / 关键

功能可能会随新应用程序的发布而增加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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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电气信息
CN
警告！避免火灾或触电。
如果您不确定插座是否已通过延时保险丝或断路器
充分接地或进行保护，则请由合格的电工根据国家
电气规范和适用的当地法规和条例安装合适的插
座。
警告！避免火灾或触电。请勿使用延长线或适配器 请勿使用延长线或适配器插头。
切勿拉动电源线拔下本机插头。务必牢牢抓住插头
插头。请勿从电源线上取下任何插脚。
并从插座中直接拔出。
本机可在 50 Hz 或 60 Hz 电源下使用，无需任何更改。
请勿夹住电源线或使其弯曲或打结。
在任何情况下，切勿切断、拆除或绕过接地插脚（参 切勿切断或损坏电源线。如果电源线损坏，只能由
见第 5 页图 24）。英标版，另见第 5 页图 25。
伊莱克斯授权服务商进行更换。本机不含用户可维
请勿在本机或任何其他设备附近存放或使用汽油或 修的部件。务必致电伊莱克斯授权服务商进行维修。
其他易燃蒸气和液体。请阅读有关可燃性和其他警 如果电源软线损坏，为了避免危险，必须由制造商、
其维修部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告的产品标签。
清洁前务必拔下本机插头，以免发生触电或火灾。
请勿让水或任何其他液体或易燃洗涤剂进入本机，
以免触电和 / 或引发火灾。
安全注意事项
本用户手册提供了适用于您的型号的具体操作说
明。请仅按照本用户手册中的说明使用本机。这些
说明并不意味着涵盖可能发生的每种可能的条件和
情况。安装、操作和维护任何设备时，必须遵守常
识和注意事项。

拆卸过滤器时请勿触摸风扇叶片。
儿童和弱势群体的安全
警告！窒息、受伤或永久伤残风险。
8 岁及以上儿童以及体力、感官或智力受损、或缺
乏相关经验和知识的人员使用本设备时，应处于监
护之下，或在安全使用本设备方面给予相应指导，
了解其中所存在的危险。
儿童不得将本品当作玩具使用。
除非处于监护之下，否则不得由儿童进行清洁和用
户维护。
除非处于持续监护之下，否则三岁以下儿童不得靠
近本设备。
保证儿童远离所有包装。
空气净化器中的软件部分是基于免费开源软件。如
需查看完整的版权信息和适用的许可条款，请访问：
www.electrolux.com/appliance-supplementary

警告！避免严重伤害或死亡。
请勿将手指或物体插入或放置在本机的排气区域或
前侧格栅中。
请勿通过拔下电源线或切断电气盒电源的方式来启
动或停止本机。
如果出现故障（火花、燃烧气味等），应立即停止
操作，断开电源线，并致电伊莱克斯授权服务商。
请勿用湿手操作本机。
切勿拉扯电源线。
警告！避免伤害或损坏本机或其他财产。
请勿将气流直接引导至壁炉或其他热源，否则可能
会引起爆发。
请勿攀爬本机或在本机上放置物体。
请勿在本机上悬挂物体。
请勿将装有液体的容器放在本机上。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请关闭电源。
操作本机时，应确保空气过滤器处于适当的位置。
请勿堵塞或覆盖进气格栅、排气区域和出气口。
应确保所有电气 / 电子设备距离本机 30 cm。
废弃处置
此符号在产品或其包装上表示该产品不可被
视为生活垃圾。
如需回收产品，请将其带至官方指定的收集点或伊
莱克斯服务中心，以便以安全专业的方式拆卸并回
收电池和电子部件。请遵循您所在国家 / 地区有关
单独收集电气产品和可充电电池的规定。

注意
CMIIT ID 显示在设备底部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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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感谢您选择伊莱克斯空气净化器 PURE A9系列。
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始终使用原装配件和备件。
本产品在设计时已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所有塑
料部件均标有回收标记。

SMART 模式
10 在该模式下，设备将根据空气质量水平自动选
择风扇速度。该模式是每次开启设备时的默认
模式。
注意：在“SMART”模式下，无法手动更改风
扇速度。

启动之前
• 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 请检查是否包含所描述的所有部件。
• 应特别注意安全注意事项！

关于空气质量灯
11 本设备配有空气质量传感器，可进行空气质量
分析。
空气质量灯将通过指示灯的不同颜色实时显示
空气质量。如下所示：

图片页第 4-5 页
首次使用前
为实现最佳运行和效果，请根据以下说明放置
本品：

1 请在封闭区域中操作空气净化器。请关闭所有
门窗和其他通向房间外的开口。

2 请将空气净化器放置在不会限制气流通过设备
顶部的位置。

3 必须将设备放置在可以提供充分支撑的水平地
板上。

4 设备周围应至少留有 30 cm 的空隙。

指示灯颜色

PM 2.5（μg/m3） 空气质量

绿色

0-12

非常好

黄色

13-35

良好

橙色

36-55

较差

红色

56-150

很差

紫色

151-250

恶劣

栗色

>250

非常恶劣

注意：每次打开设备时，传感器需要大约 10 秒
钟的时间来分析空气质量。在此期间，空气质
量灯将以白色缓慢闪烁。
若室内湿度较高，可能会在传感器中发生冷凝。
这可能会影响传感器读数的准确性。

从多层过滤器上取下塑料保护袋：

5 向外拉动织物手柄，取下进气门。
6 通过手柄拉出多层过滤器，将其取出。
7 从多层过滤器上取下塑料保护袋。
8 将多层过滤器重新安装到设备中。
操作说明
开启设备

9 插入设备插头，点击（触摸并释放）“ ”键
将其打开。
注意：大约需要 10 秒钟的时间由传感器进行
空气质量分析，在此期间，装载指示灯和空气
质量灯将以白色缓慢闪烁。每次开启设备时，
SMART（智能）模式均会自动激活，届时风扇
低速运行，直至完成空气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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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模式
12 点击“MODE（模式）”键将设备切换到“MANUAL
（手动）”模式。在该模式下，可以通过触摸
风扇速度滑动条手动更改风扇速度。
注意：选择新的风扇速度后，风扇速度将会逐
渐改变。
WIFI 功能
13 本设备配有 WiFi 模块，可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
序实现远程控制和访问系统的全部功能。下载
伊莱克斯应用程序，并按照说明将其连接到您的
设备。建立连接后，WiFi 指示灯将会亮起。

童锁功能
14 同时长按“开关”和“MODE（模式）”键 4 秒
钟，可以激活和停用童锁。该功能还可以通过
应用程序激活或停用。激活童锁后，无法与设
备的控制面板进行交互，童锁指示灯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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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清洁

过滤器更换指示灯
15 过滤器更换指示灯将会亮起以提醒您更换过滤
器。您可以联系伊莱克斯售后服务中心更换
过滤器。使用前，应确保已从替换过滤器中取
下塑料保护袋。更换过滤器后，过滤器更换指
示灯将自动关闭。
注意：多层过滤器不能清洗，只能更换。

16 离子发生器功能
离子发生器功能只能使用应用程序激活和停
用。激活该功能后，离子发生器指示灯亮起，设
备会产生离子，以提高设备性能并改善房间空
气质量。

17 编程功能
在应用程序中，您可以设置不同的程序，例如风
扇速度在夜间降低，然后在白天恢复到正常速
度。设置程序后，设备上的编程指示灯将亮
起。

CN

清洁前请拔下设备插头，以防止触电或火灾。
18 可以使用无油干布或带软刷的真空吸尘器清洁
本设备的塑料部件。
19 本设备上的织物无法取下。请使用无油干布或
带软刷的真空吸尘器清洁该织物。
20 空气质量传感器中积聚的灰尘可能会导致传感
器读数错误并影响性能。请使用带软刷的真空
吸尘器清除可能积聚在此区域的灰尘。每月至
少吸尘一次。
21 清洁本机时，切勿使用磨蚀性、刺激性的清洁
剂或蜡。
22 注意：多层过滤器不能清洗，只能更换。
警告！取下层过滤器时，请勿触摸风扇叶片。
存放
23 如果您不打算长时间使用本产品，请使用塑料
带覆盖或将其放回纸箱。
尽享 PURE A9伊莱克斯空气净化器为您带来的
非凡清新体验！
伊莱克斯保留更改产品、信息和规格的权利，
恕不另行通知。

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空气净化器不工作。

• 检查电源插头是否断开。将电源插头牢牢插入电源插座。
• 检查房间保险丝是否烧断或断路器是否跳闸。使用延时型保险丝进行更换
或重置断路器。

风扇不运转。

• 确保进气门（图 8）正确关闭，并且过滤器安装正确，然后使用净化器重试。

空气质量没有得到改善。

• 检查门窗是否打开。关闭所有门窗和通向房间外的其他开口。

设备噪音过大。

• 请确保设备附近没有障碍物，周围保持至少 30 cm 的间隙，以确保最佳运
行。

选择新的风扇速度后，风
扇速度没有改变。

• 风扇速度会逐渐降低或增加，此属正常现象。如果输入后长时间没有变化，
请联系伊莱克斯服务中心获取支持。

设备产生异味。

• 第一次使用净化器时，可能会感觉到塑料或油漆味。此属正常现象，应
该会很快消失。如果气味持续存在或者感觉到烧焦味，请断开净化器并联
系伊莱克斯服务中心获取支持。

应用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或者无法在应用程序上
登录该设备。

• 请联系伊莱克斯服务中心以获取该方面相关支持。

装载指示灯在运行期间
快速闪烁。

• 如果发生此类问题，说明本机工作不正常。从插座拔下本机插头，30 秒
后重新插上。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伊莱克斯服务中心获取支持。

如有任何其他问题，请联系伊莱克斯服务中心。联系方式请见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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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产品信息和售后服务支持
点击 即刻体验->客户服务

全国服务热线

95105801

全国服务邮箱

saservice.china@electrolu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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