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非常感谢选购本公司的产品，请仔细阅
读本使用说明书，以便正确地使用本产
品。阅读后请保留作日後參考之用。

※本产品有部份需要由客户自己组装。

电源 DC24V

 

专用

 

AC

 

适配器

    

23W

 

(使用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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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时）

   ）

 

约

 

4.0kg

 

(不包括遥控器、AC

 

适配器

 

约 1.8m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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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28.5

 
x

 
高度

 
57cm

   
(中管取下来时高度）

   
         

高度
 
100cm

   
(中管组装后时高度）

耗電量

AC  适配器的電線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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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風扇

本產品只適用於室

●為改進產品，本公司保留更改設計及規格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主機淨重

電壓

頻率

220V

50Hz

本使用說明書之圖片只供參考，實際以廠方生產的規格為準。●

    
硬幣型鋰電池（CR-2025）一枚遙控器電池



安全相关注意事项

警告

为保证您正确使用本产品，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安全相关注意事项”。
本注意事项中记载了与安全相关的重要性内容，请必须严格遵守。
为方便您随时取阅，阅读完毕后请务必妥善保管。

表示错误使用时，预计可能造成死亡或带来重大人身伤害等安全事故的情况。

表示的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具体的强制性内容将在     里面或旁边用图片
和文字进行表示。（左图表示的“必须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出”。）

禁止

不要將本產品連接至額定電壓及
額定頻率以外的電源。有可能引
发火災• 触电等安全 事故。

禁止使用除附带的专用AC适配
器之外的其他适配器。
有可能引发火災•触电等安全事故

对产品进行保养维护时，禁止
将AC适配器插入插座中。
有可能引发触电•人员受伤•火災
等安全事故。

禁止损伤、损坏、加工、强行
折弯、拉伸、挤压、捆扎电源
线，禁止在上面放置重物或夹
击电源线。
有可能引发火災•触电等安全事
故。

请勿损伤电源线和AC适配器，
禁止在插头尚未完全插入插座
的情况下使用本设备。
有可能造成触电•短路•着火等安
全事故。

请勿在未安装叶片和防护罩的
情况下运行风扇。
有可能造成人员受伤•设备故障
等安全事故。

请勿让儿童单独使用，或在儿
童手能接触到的地方使用。
有可能造成人员受伤•触电等安
全事故。

请勿将别针和金属丝等金属类
異物放入主机的缝隙中。 有
可能引发触电•人员受伤等 安
全事故。

不使用时请务必将AC适
配器从插座中拔出。
有可能因绝缘老化造成
触电•漏电•火灾等安全事故。

保养维护时，出於安全考虑请将
AC适配器从插座中拔
出。
不拔出时有可能造成触电•
火灾•人员受伤等安全事故。

禁止分解。同时，禁止委托除
修理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
进行修理。
有可能引发火災•触电•人员受伤
等安全事故。如需修理请咨询
销售店铺或信興服務中心有限
公司。

请勿用湿的手直接插拔AC适配
器。
有可能造成触电等安全事故。

禁止因浸水、洒水等造成设备
沾水。
有可能造成短路•触电等安全事
故。

发生異常时（产生糊焦味、
冒烟等），请立即拔出AC
适配器，並并停止使用。

有 可能引发火災•触电等安
全 事故。

请将AC适配器完全插入插座
内。
如没有完全插入，有可能引发
触电•短路•着火等安全事故。

当AC适配器的引脚及引脚安装
面上有灰尘附着时，请将其擦
拭乾淨。
在有灰尘附着的状态下插入AC
适配器时，有可能引发短路•火
災等安全事故。

保养维护后，请充分固定叶片
和防护罩。
如果没有完全拧紧，或未正确
对其进行安装，有可能造成人
员受伤•设备故障等安全事故。

遥控器电池泄漏的液体不慎进
入眼睛时，请勿揉搓，应立即
用凉水沖洗，並接受医生的诊
断治疗。
有可能造成失明或留下眼部残
疾。

禁止

使用禁止

拔出插头

禁止拆解

禁止湿手
触碰

禁止沾水

指示

表示的是“禁止做的事情”。具体的禁止内容将在    里面或旁边用图片和文字进
行表示。（左图表示的是“禁止拆解”。）

表示错误使用时，预计可能造成受伤及带来财产损失等的情况。
（物质财产损失指的是与房屋·家庭财产·家禽·宠物等有关的损失。）

警告

注意

图示符号的意思及实例

。



注意

拔出AC适配器时请务必手拿
AC适配器将其拔出，禁止拉扯
电源线。
有可能造成触电•短路•电源线
被扯断等安全事故。

请勿使用指定产品以外的其他
电池。
有可能造成液体泄漏等。

请勿使头发过於靠近设备。

有可能因头髮被卷入造成人员
受伤等安全事故。

给遥控器装入电池时请务必保证            
        极正确。
如果正负极安装错误，不仅会造
成设备故障，还有可能因液体泄
漏和电池破裂引发安全事故。

请勿将遥控器的电池放置在有
日光直射的高温场所中。
有可能造成液体泄漏和电池破
裂·火災等安全事故。

请勿在以下场所中使用。
●炉具等火源附近
●有易燃气体的场所
●会被雨水和水花溅到的场所
有可能造成变色•变形•火焰熄灭
•火災•触电等安全事故。

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将电池从遥
控器中拔出。
在装有电池的状态下长时间闲置
时，有可能因液体泄漏造成内部
脏污，因电池破裂造成火災和人
员受伤等安全事故。

请勿长时间持续对着身体吹
风。
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

保养维护时请勿使用住宅用清
洗剂•稀释剂•汽油•酒精•去污
粉等。
有可能造成变色•变形•触电•设
备故障等。

废棄遥控器时，请务必拔出电
池。

在装有电池的状态下直接废棄
时，有可能引发意外事故。请
按照各地方的要求处理 电池
。

请勿拖拽主机。
有可能损伤地板。

摇头作业过程中，请勿强行将
主机转向正面。
有可能造成设备损坏•故障•異音
等。

请勿将手指等伸入防护罩中或

任何轉動的部件中。 有可能
造成人员受伤等安全事 故。

組合支架時請注意手指。有可
能造成人員受傷。

请勿在不平坦的场所中使用。
有可能造成人员受伤•设备故
障等安全事故。

禁止

禁止

指示

■ 此產品不適合身體、感官或精神功能遲緩，或缺乏經驗與知識的人（包括兒童）使用，除非他們
在負責其安全的人的監督或指引下使用。
■

 

請看管好兒童，確保他們不會以本產品玩耍。
■

 

本電器只可使用隨附的電源裝置。
■

 

本電器必須使用對應本電器上的標記的安全特低電壓。



前网罩

风叶

香薰盒

中支管

风量调节旋钮

操作部

遥控器接收部

本体底座

使用最高高度时，将中支管下
端插入底座，将上面部份插入
中支管

中支管部

本体机头部

后网罩

提手

锁位

DC 插孔

掛線勾

本体机头取下来时，把锁位
往里按, 机头部便可取下来

遥控器/遥控器收纳部

各部件名称和功能
前面

本体操作部

后面

風量顯示指示器
表示风量。

搖頭顯 示30°、 60°、90°
搖頭運行時，將顯示左右搖頭的角度

定时灯 1H、2H、4H、8H、
预约开机定时是绿色灯，预约关机时是红色灯

自然风/睡眠风顯示
自然风的时候是白色灯亮起，睡眠风时是蓝色灯亮起

电源按键
运转开始/停止的表示

搖頭按键
搖頭运转开始/停止

定时按键
预约开机定时，预约关机定时的时间设定

自然风/睡眠风按键
自然风/睡眠风的功能交替。

減光按键
減光模式的设定及解除

风量调节旋钮
調節運行中的風量

-风量调节·減弱按键（遥控器）
減少運行中的風量

+风量调节·加強按键（遥控器）
加強運行風量

信号發送部（遥控器）
使用遥控器时对着信号接收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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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的准备

您购买后，请确认以下配件。

组装后本产品的包装材料请不要棄掉，使用季节过后，产品收纳起来时可以存储本产品。

請勿在沒有安裝扇葉和網罩的情況下運行本產品。

网罩和扇叶安装牢固后才可接通电源使用。

底座部.......................................................... 1 个
本休机头部 （带香薰盒盖）......................... 1 个
中支管.......................................................... 1 个
专用AC适配器.............................................. 1 个

遥控器.......................................................... 1 个
硬币形锂电池（CR2025・单独胶袋包装...... 1 个
香薰棉（香薰盒内装1个）...........................  1 个
说明书（包含保修卡） ................................ 1 个

包装清单

警告

注意

本体底座部与中支管、本体机头部的组装中支
管可以拆卸或是安装，用以調節高度。
■ 产品高度想要调高的时候

① 本体底座放在水平地方
② 将中支管插入到本体底座
③ 本体机头部插入到中支管

※ ②③组装时，请注意中支管、  本体机头部的
安装方向。

■
 
产品高度想要调低的时候

1.
 
本体底座放在水平地方

 
。

2.
 
本体机头部插入到本体底座里面

 

※请注意本体底座
  

、本体机头部的安装方向。

※
 
不使用中支管时，请将中支管保管好

 
。

※

 

本体机头部、

  

中支管取下来的时候，請按住
后面锁扭的按

 

键然后取出。

请在水平稳定的地面使用本產品。

安装和设置

接合部不能有间隙，请轻轻拉动接合部确
认是否连接好。

若不牢牢安装好，风扇运转时有可能会产
生晃动，导致产品脱落，摔落等故障。

用手拿提手时，可能会导致产品掉落的风
险。

1.

2.

《连接部放大》 杆与孔的大小先要确认、与杆
同时插入孔里面

锁位

本体机头部

中支管

产品降低时
高度约 57cm

产品升高时
高度约 100cm

本体底座

后面

后面

4



使用前的准备

警告

请使用专用 AC 适配器

① 请将 AC 适配器的 DC 插头插进底盘后面的
DC 插孔里。

② 为了避免 DC 線脱落，请一定将 DC 線掛
在 底盘的电線掛钩上，防止脱落。

AC 适配器的 DC 線一定要掛在底座的电

線掛钩里面。

警告 DC 線不掛在底座掛钩上面时，DC 端

子容易脱落，易造成火災、事故及故障。

3.

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板时, 产品会发出“嗶嗶”
的声音。 

使用可能范围
•  本体正面直线距离约 5m。
•  本体正面左右距离约 30 度。
•  遥控器与木体中间有障碍物时，可能会影响遥

控器的正常动作。

5.

遥控电池的安装

① 从遥控器主体上拔出电池盖，从缝隙中拉出电
池盖。

② 装入硬币形锂电池，请注意电池的正负极，
电池的正极朝上。

③ 将电池盖插入遥控器中，听到“咔嚓”声就是
卡到位了。

不使用遥控器的时候

④ 请将遥控器放置在本體機頭部的遙控器收納
部位中。 遥控器里面与遥控器收纳部装有磁

石, 以磁石方式吸住遥控器。

4.

•  长时间不使用电池时，请将电池取出。 
•  电池的正负极一定要安装正确 。
•  不可对电池进行充电、短路、分解、高

温加热等。
•  万一发生电池漏液时，请擦拭乾净后

装入新电池才可使用。

•  遥控器内部装有磁石， 取遥控器与装遥
控器时请特别注意。

•  使用心脏起博器者切忌不能将遥控器放
置於胸前口袋里，弱磁（磁卡）等不能
放置在一起。

电線掛钩
DC 插孔

DC 線DC 端子

电池盖

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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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或者是遥控器的    电源按键按下后运转开始。

正常使用时，由於本產品有记忆功能，將從上一次開
機時的設定模式開始運行（風量，搖頭角度）。

刚把电源插头插进插座时，按下风扇或遥控器 上的
     电源按钮，风扇會以最小风量，不搖头开始运转。

正确使用方法

开始/停止運行
1. 运转开始

本体与遥控器的     电源按键按了之后，將從上次设
定的功能开始运转（风量·搖头角度）。

※电源插头从电源插板拔出来后、所有功能恢复原
始设定。

［即初期设定］风量：最低风量、没有搖头。

自然（白色LED 灯亮起）

調節風量強弱、都能再现自然风的感觉。

本体或遥控器的        风量调节・强按键和        风量调
节・弱按键变化。

睡眠风（蓝色LED 灯亮灯）

調節風量強弱、都能再现睡眠风的感觉。

本体或遥控器的       风量调节・强按键和        风量调节
・弱按键调节的风量来进行变化。

（强风时）强自然风 → 中自然风 → 弱自然风 → 微弱

自然风，随着时间来变化。

（中风时）中自然风 → 弱自然风 → 微弱自然风,

随着时间来变化。

（弱风时）弱自然风 → 微弱自然风，随着时间来变化 。

（微弱风时）微弱自然风一样。

※風量顯示指示器將保持設定時的顯示狀態。

弱风 强风

弱风

弱

微弱风 弱风 强风中风

风量调节 风量调节

强风

强

风量调节
旋钮

例: 现在的风量

往左转 往右转

记忆功能

关於自然风/睡眠风的介绍

风量顯示指示器

本体操作部

按键

运转中按下本体或是遥控器的     自然风/睡眠风，
切换到自然风/睡眠风模式。

※ 设定的自然风/睡眠风的LED 灯。

白色LED 亮灯 蓝色LED 亮灯

（自然风）

自然风 ／睡眠风LED  灯熄灯
（睡眠风）

（解除）

3. 自然风/睡眠风的运转

风扇工作中，可以往右边转动机身上的风量调节旋钮来
调节风量、或遥控器上的        增大风量。

減小风量，风扇工作中，可以往左边转动机身上的风量

调节旋钮来、或遥控器的        減小风量。

※ 风量表示光带为左右变化，会在设定的风量进行表
示。

[风量变大调节]

本体的      风量调节旋钮往右边转动。

遥控器的       风量调节・按加強按键。

[风量变小调节]

本体的      风量调节旋钮往左边转动。

遥控器的       风量调节・按減弱按键

如果按住減弱按键不放时，产品会自
动按顺序风量往下降

   
。

2. 风量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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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方法

本产品的搖頭头角度可以设定30°、60°、90°。

• 电源DC 端子插入本体产品后，按产品或遥控器
搖頭头按键时、「30°」摆头LED 灯亮灯、开始摆头。

设定后的角度，正确开始搖头之前需要一定的
时间来复位。

手动调节搖头角度，上下约80 度，往上70度
往下10 度，左右60 度左右

搖头30度 搖头60度 搖头90度
[30°] 亮著 [60°] 亮著 [90°] 亮著

搖头解除
（ 搖头灯熄滅 ）

4. 搖頭开始/停止

风量顯示指示器或者是LED灯感觉太刺眼时，按下

本体或者是遥控器的減光按键后，风量显示指示器
与LED 灯会变暗，再按一次时减光功能时解除。

左右搖头转动

上下角度调节往下约10 度、
往上约70 度的角度。

往下约 10 度 往上约 70 度

5. 減光模式的设定/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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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时间过了之后会自动停止运转。可以设定预约关机定时。

1. 运转中     按下了    定时按键之后，可以开始设置预约关机定时。

    运转中按下了本体或者是遥控器     按键之后，定时灯红色亮起，定时设定开始。

预约定时的动作时间，可按下本体或者是遥控器的     定时按键来设定。

2. 要取消定时功能时，可多次按下本体或者是遥控器的     定时按键，定時指示燈將會自動
熄滅。

定时设定

预约关机定时设定

到達设定开机定时时间时，产品会自动开始运转。

1.  产品在运转停止状态的时候、按下了    定时按键     之后，定时绿灯會亮起、可以开
始设定预约开机定时。

•  产品带有记忆功能，会记忆上一次的使用模式，上一次使用模式的风量灯、搖头灯
会闪烁。

• 进入预约开机定时之后，会显示预约开机定时的时间。

预约开机定时设定

定时指示灯，
每次按下主机或遥控器上的定时键时，定时指示灯如下图变换。

定时关机/定时开机设定后，随着时间的变化，定时指示灯也改变。定时
器显示的是工作停止的时间

定时指示灯在定时关机的时候是红色，定时开机的时候是绿色。 
定时关机和定时开机不能同时设定

关於定时指示灯

1H (1个小时) 

1H (1个小时) 

2H (2个小时) 

2H (2个小时) 

4H (4个小时) 

4H (4个小时) 

8H (8个小时) 

8H (8个小时) 

（灭灯）
（定时解除）

（灭灯）
（定时工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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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使用方法

香薰精油的使用方法

1. 取下前网中心处的香薰盒前盖，左转香薰盒前
盖， 往外拿出。

2. 取出毛毡垫，在毛毡上面滴上精油，然后装上
香薰盒前盖。

3. 从香薰盒前盖里将毛毡垫左转取出，请确认安
装 了毛毡。把市面上卖的香薰精油或者天然 精
油滴  2~3滴在毛毡上，操作過程中注意防止

    精油溢出。
4. 安装 毛 毡盖时，将它放置香薰盒前盖里右转。

然后 再将 香薰盒前盖放回前网上右转装好。

5. 开始運行，请根据第6页的【开始工作/停止】 

的步骤操作。您可以尽情享受带着芳香的风。

毛毡垫的更换

※ 當毛毡墊髒了或使用不同種類的香薰精油或天
然精 油的 情况下，请更换毛毡垫。

※ 更换毛毡垫时左转取下毛毡盖，然后取出毛
毡垫进行更换。

※在购买时，除了在香薰盒前盖里的毛毡垫以外，
另配有3枚备用。毛毡垫不可清洗后再用。

※ 香薰盒前盖用中性洗涤剂清洗，完全擦乾后，
按 1~3的步骤安装。

更换毛毡垫

更换用的毛毡垫是单独销售的。请与经销商联系或 

咨询信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由於毛毡垫是消耗品，所以保修期内也須有
偿   更换。

香薰盒盖

香薰精油或者是天然精油

香薰盒盖 香薰盒盖内盖 香薰棉

香薰棉保护盖

香薰盒



注意事项
• 绝对不要使用住宅用的清洗剂、稀释剂、天拿水、汽油、酒精、去污粉来清洗本产品。
• 不可以水洗本机或本机专用适配器。  (可能会引起触电及故障)

存放
不使用本产品时，请将抹布在温水或中性洗涤剂里浸泡后扭乾，然后轻轻擦拭产品上的污渍，再用乾抹布
轻轻地擦拭。(塑胶部分请不要太用力, 可能会刮伤表面)

扇葉的拆卸
要取出扇叶时要先鬆開螺絲拆下前网罩，才能拿到扇叶，請盡可能兩個人同時進行，一个人将产品
扶住，另外 一个人拆网罩。

扇叶・前网罩的装卸方法
1. 要拆前网罩时，请先将前网罩下面安全螺丝卸下来，

然后将前网罩往左转动见①。

2. 前网罩往左转动，直到往左无法转动时将前网罩
取下见②

3. 左手握住扇叶，右手转动叶索，叶索取下来后，
将扇叶朝前方向取出。

叶索结构与普通旋转式零件结构不同

与普通旋转式方向相反，往左边旋转为扭紧、往
右边旋转为拆卸。

※ 由於後網罩內部有電線線路，請勿拆卸
※

 

请一定要存放在乾燥的环境下

 

存放时请一定要将电源插头拔掉

没有拔掉电源时、会有触电·火災·受伤等可能性发生。

請勿在沒有安裝扇葉和網罩時運行風扇

請在扇叶与网罩固定好之后，才将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板座中。

请不要过度往相反方向转动前网罩。
可能会引起产品破损・故障。

后网罩

前网罩

叶索
扇叶 马达轴心

安全螺丝

②
①

③

④ 

清洁及保存方法

警告

警告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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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叶、  前网罩的组装方法

1. 将扇叶对准马达轴心后安装。见图①

扇叶的中心部对准马达轴的中心部，将扇叶插到
马达轴心根部。

2. 左手扶住扇叶，右手往叶索中心对准马达轴心往

左方向旋转叶索，将扇叶固定在扇叶上。见图②

3. 前网罩凹部与后网罩U字型的印線对齐

前网罩整体扣到后网罩上面。见图③

4. 前网罩整体往右边旋转。见图④

前网罩整体往右边旋转，直至锁紧，然后将网罩 

安全螺丝锁上去、锁紧。

前网罩在没有锁紧的情况下，会產生噪音。

5. 锁防护网罩安全螺丝。见图⑤

保存方法

•  部件拆卸后，请先将清理乾淨后的零件乾透。

•  将乾透后的部件装入胶袋，請將其放入購買時

   

用於

包裝商品的包裝箱內，並將其保存在沒有濕氣的

   

乾燥

場所。

•

  

装入箱子前、请将机头调整到最前面。

•

  

长时间不使用时，请将遥控器电池取出。

請注意防止過度用力旋轉前網罩，
有可能造成風扇損壞・故障。

前网罩位置对好凹部与后网罩中心U 部对齐， 
将前网罩扣上去，图③、往右边旋转④

中心U 部

前网

前网罩凹部

后网罩

前网罩
安全螺丝

扇叶

马达轴心

扇叶组装时, 扇叶的中心部与马达轴心中心部位
置对好后， 将扇叶插入马达轴心内。见图① 

叶索

叶索固定部

马达轴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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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主要发生原因 处理方法

申请保修、售后服务前的排查

当产品出现故障时, 请您在送修前先确认您的产品是否有以下症状，请不要拆解及修理。

扇叶不转

突然停止工作

正确安装扇叶和网罩，第11页

【扇 叶 • 网罩的组装方法】

• 扇叶没有正确安装好 

• 扇叶碰到网罩

本机风扇部 • 中支管 • 底盘部位重新安
装请参考第4页

• 本机风扇部 • 中支管 • 底盘部位没有 
正确安装好

DC插头重新插进DC端口 (第5页）• DC插头从DC端口处脱落

电源插头重新插入插座里(第5页）• 电源插头从插座里脱落

按下住本體或遙控器上的電源鍵，
便可啟動

• 12小时无操作，自动防止忘记关机
功能启动(第7、8页）

风量显示指示器或指示灯昏暗 解除调光模式(第7页）• 设定了减光模式

把安装扇叶和网罩，第11页【扇叶 • 前
网的组装方法】

• 安装扇叶的叶索松动

運作時產生噪音

按搖头键后搖头角度比设定的 
大、或需要一段时间开始正常
運作

长年不使用的电风扇请做以下檢查

是否有这些症状？

• 电源线，AC 适配器，插头会異常发热
这些症状发生的时候，为了防止事故，
请立即切断电源，拔出电源插头，务必和
经销商或信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售联系，
进行檢查

• 摆动电源线的时候时而通电，时而不通电

• 聞到了異常氣味

• 有其他出現錯誤啟動的異常·故障发生

正确安装扇叶和网罩，第11页【扇叶 • 
网罩的组装方法】

• 扇叶没有正确安装
• 扇叶碰到网罩 
• 网罩没有正确安装

请等待正常搖頭开始• 这不是故障
• 第一次转动支管是从停止时的方向起 

向左转45度，一旦停止，是在找中心

遥控器无法操作

更换新电池(第5页）• 遥控器电池过期

正确安装锂电池(第5页）• 锂电池正负极装反

將遙控器信號發送部位對準遙控器接
收部位，在可使用的範圍內進行操作

• 没有对着遥控器接收部 
• 离遥控器接收部位距离太远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