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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處理方法與警告

聲明

當發生異常或有燒焦味時，應立即拔除電源插頭，並與本公司服務專
線連絡或就近經銷商洽詢，若在異常狀態下繼續使用易發生火災之危
險。
為了避免火災或是電擊的危險，請勿讓本機暴露於雨中或濕氣中。
電源線請確實插牢於電源插座內，以免因未插牢而引起插頭產生高熱

，而造成意外。
電源線若損壞時，請速與本公司服務專線聯絡或就近經銷商洽詢。
請勿擅自拆下任何蓋子、內部裝置或調校內部機器裝置，請交由本公
司專業人員進行維修。

本手冊業經仔細檢視及校對，但仍不排除文字拼寫及技術錯誤之可能
，若因錯誤導致與實機不符時，以實機為準，此種錯誤或疏漏不能當做
呈堂依據，其將於新版予以修正。
本手冊之全部內容，本公司享有隨時修改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重要安全說明
當您使用本產品時，請您遵循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項，具體內容如下：

1-1 關於本說明書

1-2 關於使用場合

1.在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本說明書的所有內容。
2.任何與說明書指引內容不符合的操作，都有可能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財
產損失或對產品本身造成損壞。
3.未按照本產品說明說指引進行操作而導致的損失，我公司不承擔相關法律
責任。

1.本產品為乾式吸塵器，僅適合在乾燥的環境下工作，請勿於吸水、潮濕的表
面、物體、環境下使用。
2.下雨天請不要於戶外使用。
3.本產品不具備防水功能，請勿吸入水或者潮濕的灰塵。
4.此產品為家用吸塵器，請勿用於吸建築垃圾或者重金屬灰塵，不可用於工
業場合。
5.請不要在水泥路面、柏油路面以及其他粗糙的表面使用。

1-3 關於人員安全

1.對於您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的說明，請您務必仔細閱讀這些內容以避免意
外以及可能對產品造成的損壞。
2.請將機器儲存在室內乾燥的區域，並且遠離兒童。
3.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
4.請不要讓10歲以下兒童接觸機器，使用和保養機器時遠離10歲以下兒童。
5.10歲以上兒童和有身體或者心理殘疾的人使用時請務必在監護下使用。
6.請勿站立或蹲坐在本產品上。
7.產品工作時，請謹慎操作，以免發生危險。
8.清潔樓梯或高處時請額外注意安全。
9.請勿將本產品存放于高處，避免意外跌落的危險。



1.本產品不適用於身體、感官或智力上有缺陷的人士或缺乏經驗和常識的人
士（包括兒童），除非有他人看管或者指導，確保其可安全使用。
2.請按照說明書的指示使用。
3.請勿吸入高溫物質（煙頭，火柴或熱灰），超細物質（如石灰、水泥、木屑、石
膏粉、灰燼、碳粉等），大塊尖銳碎片（如玻璃，鐵釘，大頭針等），危險物品（如
溶劑，除垢劑等），化學物質（如酸性物質，清潔劑等），易燃及易爆液體（汽油，
酒精類產品）。
4.請將產品的吸入風道和活動部分遠離毛髮，毛絨服裝，手指及身體其他部
分。
5.使用前，請檢視清掃的區域，若發現大的紙片，紙團，塑膠布或鋒利物品，以
及粗于吸口管徑的東西，請預先排除，以免吸口管道被堵塞影響產品的使用。
6.使用時，若發現漏電或者電機溫度過高和異常聲響，如機身過熱，異味，異
聲，吸力弱等，應立即停止使用。
7.請定期檢視塵杯，若裡面垃圾較多，請及時清理掉，保持通風口徑暢通，避
免阻塞造成吸力下降，電機發熱，影響機器的使用壽命。
8.清潔本產品時，請勿使用潤滑劑、清潔劑、拋光劑等清潔任何部件。
9.禁止將吸塵器浸泡水中或者使用洗碗機清洗。
10.機器出現故障時，切勿自行維修，請致電本公司售後部門以獲取幫助。
11.              此符號表示為可分離供電單元。
12.取出電池前電器應切斷電源。

1-4 產品安全使用說明

警告:在使用任何家用電器時，安全預防措施必不可少，可避免人身傷害與財
產損失。



1-5 電力安全

1-6 服務

1.請使用原廠搭配的充電器；使用錯誤.非原廠充電器可能造成機器損壞。
2.請不要以任何方式更改充電器。以及自行更改電池可能造成安全問題。
3.請務必保證輸入電壓與充電器上標示電壓相符。
4.充電器與機器都是相互匹配的，如使用其他規格的充電器可能會產生火
災風險。
5.在使用之前請檢視充電器電源線是否有損壞和老化的跡象。損壞或者纏
繞的充電器會增加火災和短路的風險。
6.請勿通過拉扯充電器線來拔除充電器，需要用手拿住充電器進行插拔。
7.請勿將充電器線纏繞在充電器上的方式儲存充電器。
8.充電器線務必遠離熱燙表面或者尖銳的物體。
9.充電器線不可自行進行更換或變更改造，如充電器線有損壞，請務必聯
繫售後服務更換。
10.請勿用潮濕的手接觸充電器或者整機。
11.請勿將機器儲存於戶外，或者在戶外對機器進行充電。
12.清理保養機器時，請務必保證已從插座上取下充電器。

1.在使用之前，請仔細檢視產品是否有損壞及異常。
2.如產品有某部分有損壞或者缺陷，請勿繼續使用。
3.請找專業服務單位並根據相關安全條例進行維修，由非專業人士進行維
修可能會產生危險。
4.請不要以任何方式變更本產品，以免造成任何傷害或損傷。
5.請使用原廠提供的替換部件或者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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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收納固定座組裝方式

1.主機
2.鋁管
3.電動地刷頭
4.二合一沙發吸
5.長扁吸頭
6.收納固定座

7.充電器
8.拖地專用磁吸水箱
9.伸縮軟管
10.電動塵蟎吸頭
11.專用拖地布X6

將金屬管與上、下支架連接起來；選擇
靠近電源插座的位置放置。(如右圖)

上支架

金屬管

下支架



1.將鋁管插入主機
2.將地刷與金屬管連接
3.當清潔高處時，可將配件刷頭安裝在鋁管上進行清潔

主機安裝方式

商品出廠時電池未完全充電，為確保產品正常使用，請在第一次
使用前充電約3.5至4小時。

1.請勿在5℃以下和40℃以上的環境充電
2.運行過程中產品電量不足，電池電量指示燈閃爍提示，此時請停止使用並充電。
3.在a.室溫超過30℃以上的場所b.停止運行後立即充電時，充電時間可能延長。
4.不充電時，建議將充電器及時拔下。
5.若您的機器長時間（2個月以上）不使用時，請將電源插頭拔下，但為了保證電池
壽命，每2個月需將其充滿電一次。
6.充電過程中，機體或電源適配器可能出現發熱，屬正常現象，請放心使用。

充電注意事項:

1.將主機放置於收納固定座上
電源線連接插座與主機手柄部分的充電孔，開始充電，電量指示
燈閃爍表示順利充電 。(如右圖)

2.將主機放置於平面充電
電源線連接插座與主機手柄部分的充電孔開始充電，電量指示燈
閃爍表示順利充電 。(如下圖)
提示：避免機器滑落，建議把地刷和導電金屬管拆下，主機放置水平面進行充電

充電方式

充電時間: 約4.5小時
使用時間: 強速約13分鐘 / 普通約40分鐘



清掃方式
為避免堵塞風道，請先清理區域內的大塊垃圾（如大紙片、包裝膜等）。

1.按住“開關按鈕”開始清掃
2. 視個人需要，按壓“MAX風力調節鍵”調節風力
3.按住“開關按鈕”停止清掃

注意事項:
1.請勿在連接插頭狀態下使用
2.廢棄本產品時，請將電池從整機上拆下
3.嚴禁改造整機、附件以及更換電源線或電池。

電池的回收利用：廢棄電池是最重要的資源。廢棄產品時，請勿隨意丟棄電池。請
依照政府法規對其進行妥善處理，協助回收至相應的廢電池回收設施中。

電量指示燈

MAX 吸力調節

開關按鍵



水箱安裝方式
1.將抹布黏貼到水箱底部

2.把水箱安裝到地刷底部，此兩部件會通過部件內部的磁性產生吸附。

3.打開注水閥，向內注入清水，即可開始進行拖地。

注意事項:
1.由於抹布的全部自動打濕需要3-5分鐘時間，建議用戶在使用前先將抹布打濕
2.使用擦地刷前，請將水箱向下加壓數次，以加速抹布的打濕過程
3.擦地完成後，請務必取下水箱，避免水過度滲漏，造成地面滲水。

 

水分加壓
釋出閥



產品儲存方式
1.將主機放置於收納固定座上，電源線連接插座與主機手
柄部分的充電埠開始充電。
2.常用吸頭分別插在下支架上。
提示：安裝水箱後的產品不能直接放置在收納固定座上。

維護保養
主機灰塵清理：為保持吸塵器吸力，請定期清理灰塵。

1.把吸塵器放在垃圾桶的上方，按壓按鈕，打開塵杯下蓋傾倒灰塵

2.向右旋轉到解鎖標記，卸下塵杯，清潔塵杯和底蓋上的附著灰塵，放回塵杯，
向左旋到對準鎖上標記。

灰塵位置
推下



3.旋轉塵杯並取出,向右旋初效濾網並取下,取下HEPA濾網。徹底清洗和乾燥，
各部件充分晾乾後，根據拆解步驟裝回即可。
注意:HEPA濾網沒晾乾時不可進行安裝與使用，水分被吸入馬達可能造成機器
損壞；或是滋生細菌，產生臭味。

HEPA濾網

初效濾網

注意事項:
1.請注意是否有玻璃等銳利的物品，防止受傷。
2.整機塵杯內部機械結構不能水洗。
3.各部品需完全晾乾(HEPA濾網必須陰乾)後，方可裝機使用。
4.請勿對過HEPA濾網進行過力搓洗或對其施加蠻力。
5.組裝時請務必檢查HEPA濾網已經安裝，否則未安裝HEPA濾網就直接使用會造
成灰塵進入馬達，發生過熱.故障.損毀等狀況。
6.當塵杯.HEPA濾網破損或者清潔保養不充分時，請勿繼續使用。

電動地刷清理：
為避免影響電動滾刷運轉，當電動滾刷、輪子被纏繞或髒汙時，請進行清潔保養。

1.按壓按鈕，卸下電動地刷
按下



2.使用平頭螺絲刀或硬幣，旋轉螺絲到“解鎖”位置，拉出滾刷清潔。各部件充分晾
乾後，按照以上拆卸步驟裝回。

提示：電動滾刷和清潔蓋可水洗，並在水洗後，充分晾乾滾刷。 滾刷水洗時，務必
防止水份進入滾刷中的卡榫內部。
(內有滾刷金屬軸承，若有水分進入，可能造成軸承生鏽.卡死)

注意事項:
1.當灰塵堵塞住地刷風道時，請使用一次性筷子等去除
2.除了滾刷和滾刷壓蓋外，其餘均不能水洗
3.請勿給電動滾刷的兩端上油
4.運行中請勿觸摸地刷底部、電動滾刷，或者整機出風口附近
5.底部的輪子或滾刷起毛、磨損時，請勿繼續使用
6.僅與隨設備提供的電源設備一起使用



常見故障處理措施

解決方法可能原因問題問題

使用原廠充電器進行充電

將吸塵器放置通風處自然冷卻
30分鐘，再重新開機

聯繫售後處理

電池沒電

由於電機有溫度保護裝置，
可能使用時溫度過高觸發了

保護裝置，導致無法使用

內部線路故障

使機器處於適合的
溫度環境充電（5℃-40℃)充電周圍環境溫度過高或者過低

清潔地刷或除蟎刷地刷或除蟎刷被纏住

在適合環境內使用使用環境溫度過高或過低

取下塵杯，清理垃圾或堵塞物灰塵已滿，或者風道被堵住

灰塵已滿，或者過濾網堵塞

集塵杯裡過濾裝置破損

過濾組件沒有安裝到位

立刻停止使用，更新新的過濾裝置

聯繫售後處理內部線路或者電池故障

立刻停止使用，將過濾件組安裝到位

灰塵在鋁管中尚未吸入至集塵筒 請切換強速讓灰塵快速吸入
或是檢查塵筒入口是否有顆粒卡住

清理塵桶灰塵，清洗過濾網

無法開機

三個電量
指示燈閃白

產品發出非
正常聲音

排除卡住的垃圾捲入大型垃圾或被較長垃圾纏繞電動刷頭
無動作

吸入能力
降低

使用中有
灰塵掉出

其他故障

聯繫售後處理.更換電池電池壽命下降

請重新充電並充滿電池沒有完全充電

使用時間
明顯衰弱

（清洗過的過濾網，在徹底乾燥之前
不能安裝到塵杯裡，以免損害電機）

水洗後沒有充分乾燥 水洗後部件於陰涼處完全晾乾使用



備考1.”超出0.1wt%”及”超出0.01wt%”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2.”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考3.”         ”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

設備名稱:無線四合一數位吸塵器(濕拖除蟎版) 型號:JY-SV09M

單元Unit

外殼塑料

馬達

電源供應器

開關

電路板組

內部配線

鉛
Lead
(Pb)

汞
Mercury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biphenyl ethers

(PBDE)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產品規格

型號
名稱
額定電壓

淨重
集塵杯容量
真空度
工作時長

JY-SV09M
無線四合一數位吸塵器(濕拖除蟎版)

主機加全套配件3.2KG；主機1.1KG

馬達功率 250W
充電器輸入電壓 100-240V~ 50/60Hz
充電器輸出電壓 26.5V/500mA
額定輸入電流 0.5A
充電器型號 YNY12WA-265050US

0.5L
23 KPa
強速約13分鐘 低速約40分鐘

充電時長

主機電池規格

約4-4.5小時

鋰電池21.6V/2000mAh
26.5V



商品保證書
機型:JY-SV09M

顧客
姓名 電話:

地址

經銷商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一.上列保證書應確實填寫，並蓋有經銷商店章始為有效。凡檢具購買憑證(或發票)者，亦符合保固
資格。
二.保證書內容購買日期未填寫或經塗改或與現物不符者，則失去保證書保證效力。
二.免費服務年限為一年，自購買日起一年內，在正常使用下，如發生故障，則免費維修，但人為或天
災地變或蟲害，不在此限。(如需服務換修零件，則按本公司服務規定，收取維修費)。
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雖在保證期限內亦不予免費優待:
(a.)由於天災地變、蟲害或人為引起之故障或毀損(b.)因使用過失或使用錯誤，以致商品故障或損
毀(c.)擅自改裝商品或經外人檢修所引起之故障或損毀(d.)安裝位置遷移或搬運所引起之故障或
損毀(e.)故障之起因發生在機體以外者
三.收費服務年限為兩年，收費服務兩年內，如需維修則按本公司服務規定，收取維修費。
四.本保證書遺失恕不補發，但如需服務，則依出廠日期，計算保證年度。
五.本商品無外修服務，如有另行約定則外出檢修費，依公司規定收取；若發生故障請送回原購買經
銷商或親洽本公司所屬營業所。
六.自然耗材不在保固範圍內(例:電池、充電電池、天線、磁頭、雷射頭、耳機、遙控器、信號線、燈泡、
刀具組、濾網、線材與隨機附贈之軟體及其他配件......等)。
七.本商品維修範圍僅餘”台灣本島地區”(需負擔一趟郵資)，外島地區(澎.金.馬)及其餘地區請自付
來回郵資。
八.本商品使用於營利商用時，其保證期限按保證書所載期限減半保固。

宣告:

說明書業經仔細檢視及檢對，但仍不排除文字拼寫及技術錯誤之可能，此種錯誤或疏漏將於新版予

以修正。本手冊之全部內容，本公司享有隨時修改之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消費者專線及售後服務據點

(02)-2988-1776

( 0 2 ) - 2 9 8 8 - 1 7 7 6

政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 北 市 三 重 區 名 源 街 4 4 號

新北市三重區名源街44號

委製/進口商

掃描QR Code_JWAY線上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