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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購買Blueair空氣清淨機Pro系列機種。Pro系列
擁有專利HEPASilentTM空氣過濾技術以及領先業界
的頂尖濾網，Pro系列是目前Blueair旗下效能最強大
且採用最新尖端科技的機種。然而，Pro系列延續一
貫簡易操作的優點，只要插電、啟動開關運作，您就
可以享受來自瑞典的新鮮空氣。  

請保持濾網的乾淨狀態
請按照濾網使用的壽命定期更換濾網，讓您的 
Blueair空氣清淨機Pro系列維持在最佳狀態。

請讓我們的地球也保持潔淨!
利用最少的資源營造最佳的效益! Blueair空氣清淨
機Pro系列能被充分回收利用，不會造成環境負擔。

Blueair 空氣清淨機  
Pro 系列 

手把

智慧型自動偵測
空氣模組通風口 

 
空氣進風口

 
控制面板

 
新鮮空氣出風口

運轉顯示燈

鍍鋅鋼材外殼

歡迎加入  
Blueair空氣清淨機
Pro系列家族

前視圖

背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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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安裝前注意事項) 
 

基本安全使用操作指南 
Blueair 空氣清淨機Pro系列是一種電器用品。使用前，
請詳細閱讀安全操作指南並預防可能起火、觸電或受傷
的風險。Blueair保固專案僅適用於以下正常使用狀況:

此產品設計不適用於身體、感官或精神狀態異常之人
員(包含幼童)，或不具有充足經驗及知識的人員，需有
能負責其安全之人員在旁邊協助或指導才可以使用本
產品。

孩童身旁需有監督的人員以確保他們不會把玩本產品。
如果產品的充電器及電源線毀損，請務必讓製造商、專
門的服務店家或合格的維修師為您更換以避免任何使
用上的危險。

如何放置Blueair空氣清淨機 
請將產品置放在一個空氣可以進出且循環無礙的地方。
產品與其他物件最短可接受的距離為4吋或10公分。請
務必使用Blueair原廠提供的專利濾網。

請勿像這樣放置本產品:

將產品放在或者靠在室內裝飾品，例
如:寢具或者窗簾。

靠近火源之處，例如:暖氣爐、壁爐或
者烤箱。

戶外的開放空間。

擺放在潮濕的位置，例如:浴室或者洗
衣房，這些地點都能碰觸到水。

如何讓 
Blueair空氣清淨機 
發揮最大效能
Blueair的空氣淨化系統運作起來十分簡單。首先，請
確認您購買的空氣清淨機適合目前房間的尺寸，並且
按照建議的時程汰換濾網。請記住，如同冷氣機和暖
氣機一樣，它們的出風量都有對應的有效空間尺寸，
空氣清淨機過濾空氣時也有對應的有效空間尺寸。 
請根據以下易懂的使用大綱操作空氣清淨機。

請將窗戶關緊
您在酷熱的夏天不該一邊開窗一邊吹冷氣，冷氣機絕
對無法有效的運作，因為熱空氣不斷從外面吹進來，
冷空氣從房內散出去，冷房效果不佳。同樣的邏輯可
以運用在空氣清淨機的運作上，開了窗後，您看不到
汙染的空氣吹進屋內，過濾後的乾淨空氣飄到屋外。

請將房門關緊 
如同您在酷寒的冬天將家中的門窗關緊一樣，家中的暖
氣系統才能發揮其效能。空氣清淨機也是一樣的道理，
運作時將門窗關緊才能達到過濾空氣最佳的結果。

24小時不間斷的讓空氣清淨機運作
為求達到空氣淨化的最佳結果，請每天24小時不間
斷的開啟您的Blueair空氣清淨機。全天候開啟空氣
清淨機能確保室內的空氣能不斷的循環，過濾後的
新鮮空氣能持續輸送。Blueair空氣清淨機的設計向來
以超低耗電率而聞名，事實上，Blueair空氣清淨機運
作的耗電成本相當於使用一盞小燈泡。實際耗電功
率依據每一台機型大小及運作的風速而定。

這個符號出現在產品或者外包裝上代表此產品不可以被視為家用廢棄物，而應將此產品交
給Blueair售後服務單位或者電器用品回收集散點。請確保此產品正確的回收，不當的處理
廢棄物恐造成環境汙染並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的後果。

為了減少觸電的危險，本機器設有接地式三角插頭。這個插頭僅供接地式插座使用。如果插
頭無法插入插座，請聯繫合格的維修人員為您安裝一個合適的插座。請勿自行變更插頭的
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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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與設定 
 

請將電源線完全穩固的插入在機身底部的電源線凹
槽，並將另一頭插入接地式插座或者配電盤。建議先
將產品的風速於最初開啟時開到最大，用於過濾白天

汙染嚴重的空氣。經過幾分鐘後，將產品的風速調到
理想的風速。建議將風速於夜間調到最小。

A. 顯示面板(沒有配置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

待機中的面板 只要按住面板上的+號鍵就可以啟動產品，+鍵與-鍵中間會
顯現一藍色長條。

請按+鍵與-鍵調整1-3段的風速。

若要停止空氣清淨機運轉只需按著-鍵直到機器關閉為止。

當需要更換濾網時，紅色的濾網汰換警示燈就會出現在面
板上。

當產品正在運作時，面板的顯示將會於啟動30秒後逐漸消失，若要重新顯示面板僅需觸碰+鍵或者-鍵
即可。

B. 顯示面板(搭配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

若要設成自動模式，只需持續按住+鍵直到風速變成3

後，AUTO的字樣就會顯現。此時面板上方兩項空氣品質感應
器就會依據空氣汙染的程度自動調節過濾風速。

若要換成手動模式，請觸碰-鍵即可。

當需要更換濾網時，紅色的濾網汰換警示燈就會出現在面
板上。

安裝與保養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的相關資訊請參照第
16頁說明。

只要按住面板上的+號鍵就可以啟動產品，+鍵與-鍵中間會
顯現一藍色長條。

在藍條上方有兩個欄位分別顯示細懸浮微粒(PM2.5)以及空
氣汙染物(GAS)的濃度。一橫桿(綠色)代表低懸浮粒子與低
空氣汙染。

顯示三條橫桿(綠色、黃色和紅色)代表微塵粒子與空氣汙染
物處於高濃度的狀態，需增加空氣過濾的風速或者將產品設
定為自動模式。

請注意: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在產品啟動時的前5分鐘因空氣品質感應器仍在校準中，微塵粒子
與空氣汙染物欄位會顯示高濃度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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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air的空氣清淨機象徵高品質的設計、材質與工
藝技術。為了讓您的產品保持在最佳狀態，我們建議
您做以下例行性的清潔。當您要清潔或者保養產品
時，請務必先將電源切斷。

 當您取出濾網準備更換時，請由內向外將空氣進  
 風口處的髒汙用吸塵器吸乾淨。

 請用一條柔軟且乾淨微濕的布擦拭機體外部。

 請避免用汽油、化學溶劑或者具腐蝕性的清潔劑 
 清潔產品，上述清潔物品恐毀損產品表面。

 請勿讓異物由進風口或者出風口處進入機體，此 
 舉恐造成觸電或者對產品造成損害。

  請勿自行修理或者變更Blueair空氣清淨機內部任
何電子或機械類的功能。針對保固的相關資訊請
洽詢當地代理商或Blueair總部。

當空氣經過離子室時，帶電的負離子會附著於微塵粒
子。而這些帶電的微塵粒子通過專利HEPASilent™

濾網後，您即可享受無汙染的潔淨空氣不斷在室內
循環。

Blueair空氣清淨機 
過濾的方式 

產品的 
維護與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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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濾網 
 

請將產品關機並且拉住空氣進風口閘
門上緣將其打開。當面對產品正面時，
空氣進風口的閘門位於產品右側。

原本的濾網是以V型的方式嵌入機身，
兩片濾網備有凸出的拉條。

拉住這兩個拉條將兩片濾網合併在
一起。

輕柔的將髒汙的濾網由機身取出。

1

拿兩片新的濾網，並將其合併在一起。
安裝前請參照閘門裡上方及下方顯示
的濾網放置線。

2 4 53

請輕柔的將新的濾網置入機身。 重新將空氣進氣口的閘門關上，並且
啟動產品。

6

利用濾網的拉條將兩片濾網往左右
分開。

7 8

針對Blueair空氣清淨機Pro系列-L
及XL型號，請依據前述2-7的步驟更
換濾網。

在您開始更換濾網前，請關閉
產品電源並且將插頭從插座中

拔除。

 
 

請插上電源線、啟動產品，然後再長按
住紅色濾網汰換警示燈3秒，警示燈號
就會消失。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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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HEPASilent™科技是造就Blueair空氣清淨機Pro

系列超靜音的大功臣。每一台新的機器已經內含
HEPASilent™濾網。

懸浮粒子濾網: 此濾網可過濾灰塵、花粉、細菌、寵物
皮屑、黴菌孢子及其他空氣汙染物。此濾網是由聚丙
烯製成，可機械式的過濾空氣中的微塵粒子。為求濾
網效益最大化，微塵粒子在通過濾網前已經通過機
體呈現帶電的狀態。

SmokeStop™濾網: 此濾網包含微塵粒子及活性碳二
合一，可以有效去除氣體類的汙染物，例如:香菸及
雪茄或其他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如居家用油漆
塗料或其他化學物質。將活性碳加入濾網中可能影
響風量及CADR(清淨空氣輸出率)。第一次使用時，您
也可能聞到些許活性碳的異味，但這個味道很快就
會散去。

活性碳片+濾網:額外的活性碳片可以與前述的HEPA-

Silent™懸浮粒子濾網或SmokeStop™濾網搭配使用。
它可以強化阻隔氣體汙染物的侵入，如甲醛、二氧化
硫及揮發性有機物體。

為求產品達到最佳效益，Blueair建議您每六個月就汰
換濾網。

我們在部份的國家提供濾網訂購系統，請跟您當地
的代理商聯繫洽詢濾網訂購事宜。

重要!請務必使用原廠Blueair濾網以確保您的機器能
正常運作使用且符合產品保固範圍。

如何安裝 
活性碳片+濾網 

濾網 
 

請將兩片活性碳片濾網合併在一起，
並輕柔的將其放入機身。

利用濾網的拉條將兩片活性碳片濾網
往左右分開。

讓兩片活性碳片濾網緊扣住濾網閘門
的邊框。

1 2 3

當產品正在運作的時候，螢幕顯示會在啟動後30秒逐漸消失。若要讓螢幕再度顯示，僅需輕觸+鍵或-鍵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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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的保養與維護
 請將此模組從機體移除
 請用吸塵器輕柔的將氣體感應器前方的通風口清 
 潔乾淨

 請用一根微濕的棉花棒清潔氣體感應器的透明 
 片。待清潔完畢後，請用一根乾的棉花棒再度擦拭 
 感應器透明片。請避免用酒精清潔感應器的透明片。
 請將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重新裝回機體內。

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 
 

 
 

額外增置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可以讓Blueair空
氣清淨機Pro系列透過業界頂級灰塵與氣體感應器
持續監控與回報室內空氣的品質。此配件可以讓機器
以AUTO的方式運行，運作的風速依據感應器偵測到
的髒汙程度自動調整。

如果您希望將您的Blueair空氣清淨機Pro系列產品
升級配置一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請洽詢您當地
經授權的代理商。

請將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的綠色
保護蓋拉出。

請將智慧型自動偵測空氣模組置回模
組台座。

請由進氣口重新把濾網裝回去。

1 2 3

如何將濾網移除的介紹請參照-更換濾網頁面，步驟1-4。

 

灰塵感應器透明片

 

氣體感應器通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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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air的誕生始自於一個信念-每個人不管在家裡還是上班的時候都能享受乾淨的室內空氣。Blueair對於研究與
創新的堅持造就了我們成為去除室內髒汙空氣及最小微塵粒子的世界性權威。我們能帶給您更健康的空氣改善良
方，不僅超靜音而且可以以更省電的方式快速過濾空氣、去除過敏原、氣喘因子、病毒、細菌和其他氣體汙染物。

我們研發出世界上最具效能的空氣清淨機因為我們誠摯的相信-呼吸乾淨的空氣是身為人的基本權利! 
Blueair-Innovated with love in Sweden. 

Blueair空氣清淨機 
Pro系列  
專業的表現 
出色的設計

v. 1.0tw

保固卡 
 
 

感謝您購買Blueair空氣清淨機。

為確保您的權益，請妥善保管本張保固卡。

台灣獨家總代理，來思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售出之Blueair空氣清淨機，均享有三年保固、終身保修的服務!

保固及保修範圍:
 除消耗品以外，例如: 濾網、遙控器電池...等。
 非人為、天災、操作不當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之損壞。
 產品從未經過非來思比科技維修人員檢測、維修、拆裝或改裝。
 產品從未使用過非原廠配件。

(若產品逾保固期限，產品故障，而瑞典總公司已停產零件，則恕難維修。除此之外，來思比科技提供終身保修的服
務。)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000-048

保固資料紀錄
型號及序號均可以在機身底部找到。請將資訊記錄於下方以便未來參考。

型號     經銷人員  
 

序號       經銷地點 
 

購買日期       經銷處電話



Blueair AB
Danderydsgatan 11  
SE-114 26 Stockholm 
Sweden
Tel: +46 8 679 45 00  
Fax: +46 8 679 45 45
info@blueair.se 
 

www.blueair.com www.hdc.tw/blueair/

台灣區Blueair總代理
來思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87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9號12樓
電話:+886 2 2500 7300
免付費客服專線: 0800 000 048
傳真:+886 2500 7005
service@hdc.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