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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购买本产品。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后
安全正确地使用本产品。

使用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
“安全注意事项”（P.2～P.3）。

日机装株式会社的深紫外线 LED（DUV-LED）
是与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共同开发的。
具备全球最高水平的光输出，并拥有长时间的
使用寿命，与以往的UV-LED相比，作为用
于水和空气的净化、树脂硬化、光触媒等的光源，
具有优良特性。

DUV-LED标志（图形）及“安诺清”是
日机装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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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采用错误的使用方法造成的后果，区分如下。

警告 “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的
内容”。 注意 “可能导致受伤或造成财产

损失的内容”。

警告

禁止

运行过程中请勿拔下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故障）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造成触电）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短路）

请勿损伤、加工、强行弯曲、拉伸、扭拧、捆绑电源插头的线
或将其放在高温处附近

●

电源插头的线或插头损伤、插入插座的插头变松时请勿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短路）

（否则可能因发热导致火灾）
插线板上请勿过多连接用电器●

请勿进行改造、拆解和修理●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受伤）
→ 修理时，请咨询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末页

请勿让主机沾水、淋水。●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
请勿在幼儿能够触碰到的范围内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触电、受伤）
请勿将手指、小棍等异物放入进风口、送风口及间隙中。
另外，请注意防止夹子等细小物品掉入送风口内。

●

（否则可能造成触电、受伤）

必须遵守

在AC 220V下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故障）
必须使用包装内随附的电源插头●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故障）
定期擦拭清理电源插头●
（否则灰尘堆积，会因湿气等导致绝缘不良，可能造成火灾、触电）

拔下
电源插头

进行保养、检修、移动时必须停止运行，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否则可能造成触电、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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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意

■请充分理解以下符号内容，并遵守相关记载事项。

禁止实施的内容。 必须实施的内容。

使用前

请务必遵守
对必须遵守的事项进行说明，
避免给顾客造成危害或财产损失。

安
全
注
意
事
项

禁止

必须遵守

与燃烧器具同时使用时，请开窗通风● 
（否则可能造成事故或身体不适）
本机无法除去一氧化碳等。
通风不充分时，可能会因氧气不足导致窒息，因此请进行通风。

→

拔下
电源插头

必须握紧电源插头拔下●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短路）
长期不使用时，必须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否则绝缘劣化可能导致触电、漏电火灾）

请勿在DUV-LED滤网堆积灰尘的情况下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故障）

请勿让可燃性物体或点燃的烟头、线香等接近进风口●
（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请勿用有机溶剂擦拭，或喷洒杀虫剂●
（否则可能造成龟裂、触电、火灾）

使用室内熏蒸型（发烟型）杀虫剂时请勿运行本产品●
（否则可能造成事故、身体不适）
可能会在机械内部堆积药剂成分，之后从送风口吹出，损害健康。
使用杀虫剂后，请充分通风后再使用。

→

请勿站、坐或靠在主机上●
（否则可能造成人员受伤或机器破损）

请勿在湿气较重、淋水、有掉落危险、摇晃不平的地方使用●
（否则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故障）

１、 本机不适用于身体或精神方面缺乏自理能力（包括儿童），以及无经验和相关知识的
人使用。（除非在使用本机时，有安全负责人或监护人陪同）
请监督好儿童，确保其安全。本设备只能与配备的电源插头一起使用。

2、 说明书中有记载清洁方法和其他详细信息，以及维修内容。
在进行清洁或其他维护之前，必须关机并拔下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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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附带品

本包装内包含以下物品。
使用前请确认是否齐全。

□ SN-CS2主机 .......................................1台

□ 使用说明书（本说明书） .................1本

Model No： UV324-1220

□ 电源插头 ...............................................1个

型号：RHD30W120200

AN-JS1空間除菌消臭装置取説_中国.indd   4 2020/08/20   11:55:59SN-CS2_EPS_OI_NS2CN-91001A.indd   4SN-CS2_EPS_OI_NS2CN-91001A.indd   4 2021/04/22   21:39:522021/04/22   21:39:52



5

·必须使用包装中随附的电源插头。

光触媒滤网

■关于各部件名称
主机内部包括DUV-LED滤网和光触媒滤网。

光触媒滤网内部有冷阴极灯，如果受到强烈冲击，可能会导致发生裂缝或破损，

使用时请注意。

电源插头

使用前

送风口

操作按钮

前面板

P.7

正面

底面

DUV-LED滤网

附
带
品
及
各
部
件
名
称

进风口

·必须使用包装中随附的电源插头。
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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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
放置在合适的场所，将电源插头插到插座上，
通过操作面板的运行按钮调整风量。

操作面板

电源插头

连接电源插头
将电源插头插到插座上，
按下运行按钮

在0℃～35℃的
环境中使用

■使用注意事项

距离
1m以上

35 ℃

0 ℃

在主机底面的插入口插入电源插头的主机用插头。
·请勿使用包装中随附的电源插头以外的电源插头。

请勿在加湿器等产生的
水蒸气所能到达的范围
内使用
（否则有可能造成
火灾、触电和故障）

避免阳光直射
（否则有可能导
致变形、变色和
误动作）

请勿放置在电视、
收音机等家电产品的
附近
（否则有可能引起图像
不清楚或出现杂音）

主机用
插头

插入口
（主机底面中央）中央）中央）

包装中随附的电源插头

电源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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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操作面板

使用方法

前面板灯
前面板未正确安装时
闪烁。 蓝灯开/关按钮

开机时，进风口蓝灯亮灯。
按下蓝灯开/关按钮可以关闭蓝灯。
（关闭蓝灯也不影响除菌、消臭功能）

运行按钮
按下运行按钮可以切换运行模式。

使
用
方
法

风量 运行灯 状态

切断 关机

弱 想要安静运行时

标准 正常运行时

强 想要快速除菌、消臭时

请勿放置在空调、
暖气的风所能到达的
场所或窗户附近
（否则可能导致变形、
变色和动作失灵）

请勿放置在不稳定、
有掉落危险、振动的
地方
（否则可能因翻倒导致
故障）

蓝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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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光触媒滤网
按顺序分别拆下前面板和DUV-LED滤网 P.10 ，
用吸尘器吸走垃圾、灰尘。

P.11
P.7

注意

· 对光触媒滤网进行保养时，请铺上报纸等，

避免弄脏周围。

·DUV-LED 滤网处于用线连接着的状态。

请勿强行拉跩。

· 保养后请切实安装好DUV-LED 滤网与

前面板。

 如果未正确安装前面板，前面板灯 

闪烁，主机不运行。

· 对 DUV-LED滤网进行保养时，

请铺上报纸等，避免弄脏周围。

· 保养后请安装好前面板。

 如果未正确安装前面板，前面板灯

闪烁，主机不运行。

P.11
P.7

■DUV-LED滤网
拆下前面板 P.10 ，
用吸尘器吸走垃圾、灰尘。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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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警告

■主机
请使用柔软的布擦拭灰尘及污垢。

请勿使用以下物品。
（否则会损伤表面或让内部（精密部）浸入液体，导致故障）

■ 金属刷 ■ 有机溶剂 ■ 酒精 ■ 金属用洗洁精

■ 炉灶清洗剂 ■ 漂白剂 ■ 洗洁精

·有明显污渍时，用布蘸水或温水（40℃以下）
进行擦拭。

建议

除了维护人员，请勿拆卸。
内部有高电压部，请勿触摸。
（否则有可能造成火灾、触电和受伤）

使用完后

拔下电源插头

保养时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否则有可能造成触电或受伤）

保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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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 2

■

1 2

前面板的拆除

手握虚线部分向前拉 向上打开，拆下前面板

DUV-LED滤网的拆除

按着虚线部分，向前拉。 打开滤网，从左边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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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V-LED滤网的安装

1

将滤网下端的槽对准虚线部分的
卡爪1

2

按压滤网上端，
直到听到咔嚓的响声2

警告

卡爪

使用完后

拔下电源插头

保养时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否则有可能造成触电或受伤）

保
养

前面板的安装

将前面板上端挂在主机上

钩

按下前面板的下端两侧
（箭头处）

SN-CS2_EPS_OI_NS2CN-91001A.indd   11SN-CS2_EPS_OI_NS2CN-91001A.indd   11 2021/04/22   21:40:092021/04/22   21:40:09



12

StepS

必要时

型号

电源（电源插头） AC 220V

电源（主机）
DC 12 V

SN-CS2

（请使用随附的电源插头）

建议使用面积 13平米左右（厂家标准）

产品尺寸

长 187 mm

宽 145 mm

高 268 mm

重量 约1.4kg（不含电源插头）

运行模式 弱 标准 强

风量 0.13m3/分钟 0.24m3/分钟 0.4m3/分钟

耗电量 14 W 15 W 18 W

运行声音 22 dB 28 dB 40 dB

线长 约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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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6

➡
·光触媒滤网上是否有灰尘？
➡请对光触媒滤网进行保养。

8

11

－

风量变小

·DUV-LED滤网上是否有灰尘？
➡请对DUV-LED滤网进行保养。

·光触媒滤网上是否有灰尘？
➡请对光触媒滤网进行保养。

8

－

电源插头异常变热

➡

－

将电源插头插入
插座时出现火花

·由于电源插头的特性，插入插座时可能会出现微量火花，
但安全上没有问题。

－

前面板的内侧
变成黄色

·主机内部的DUV-LED光会发生反射，光线导致前面板内侧
变色，但不影响主机的强度和安全性。可继续使用。

－

主机内部的
DUV-LED漏光

·将主机拿在手中从下向上看时，在某些角度时可以看到
内部的DUV-LED的反射光，但光的强度不会影响健康和
安全。

－

由于自身的特性，电源插头会发热。当“热到无法用手触
碰”或“电源插头出现糊味”时，有可能已发生异常。
此时，请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然后联系购买本产品
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末页

处理后仍存在异常时，首先请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然后联系购买本产品的
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
（详细内容请参照              ）

必要时

请进行以下确认和处理。

末页
P.14

规
格
/
疑
似
故
障
时

问题情况 请确认 页

无法启动 ·电源插头是否连接牢固？

消臭效果不明显

·DUV-LED滤网上是否有灰尘？
➡➡➡请对DUV-LED滤网进行保养。

前面板灯闪烁 ·前面板是否安装好？

运行灯闪烁
装置异常。请拔下电源插头，联系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
“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
➡

末页

主机掉落时

·有可能是主机内部的光触媒滤网中的冷阴极灯发生破损。
➡冷阴极灯破损时，运行灯闪烁，不再启动。
请联系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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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4

（请您务必仔细阅读）

■联系售后服务前

①请您先查看“疑似故障时” P.13 的内容。

②仍有异常时，请停止使用，并务必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③请联系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末页

■安诺清保修卡

保修期

型号：　SN-CS2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保修内容详情，请参照“保修规定”。

自购买之日起
1年内

姓名

地址

经销商（地址、经销商名称、电话）

－电话号码　　　　－　　　　

·您在上述信息表中填写的姓名、地址等，可能用于保修期内的服务活动和之后的安全检修中，敬请谅解。

·在保修期内发生故障时，请联系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并出示购买发票。

·购物发票丢失不补，请妥善保管。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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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保修期内，用户按照使用说明书、主机上的标签等中的注意事项正常使用时，如果发生了故障，
本公司将免费按本公司指定的方法对故障部位进行修理。请联系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
与产品信息”            。

 有时无法返还为了修理而更换的旧部件或本产品的一部分。

2. 对于因使用目的或使用方法错误导致本产品发生故障，并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任
何责任。

3. 发生以下情况时，即使在保修期内，也需收费修理。
（1）无法提供本产品购买时的发票。
（2）本产品的购物发票上的内容已被涂改时。
（3）购买后，在移动、运输、掉落等而导致的故障和损坏。
（4）由于使用方法错误或进行改造及修理而导致的故障和损坏。
（5）火灾、盐害、气害、地震、雷击以及风灾、水灾、其他天灾地祸或异常电压等外部因素导致的

故障和损坏。
（6）其他设备导致本产品发生故障时。
（7）搭载在车辆、船舶等上时发生的故障和损坏。

· 关于保修期过后的修理等事宜，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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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规定】

末页

是否有此类情况？

长期使用时，应对商品进行检修！

售
后
服
务

必要时

□ 电源插头异常发热。
□ 电源插头的线上有较深的伤痕和变形。
□ 触碰时，有轻微触电感。
□ 出现糊味，在运行过程中有异常声音和振动。
□ 有其他异常和故障。

有此类情况时，为防止故障和事故，请停止使用，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然后联系购买本产品的经销商或“售后服务与产品信息”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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