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型空氣清淨機 

CT-OS01
使用說明書

附保證書

・非常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的小型空氣清淨機。             
・請務必在使用前閱讀本使用說明書，以確保正確安全地使用。             
・閱讀完本說明書之後，請妥善保管。

●  請不要用於工作用途。
●  嚴格遵照本說明書使用，否則可能導致意外事故。
　  

家 庭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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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注意事項 請務必遵守

●為防止對使用者和他人的身體、財產造成損害，特指明有關安全注意事項，
    請充分理解內容並嚴格遵守。

警 告
該標誌表示“會造成需要醫療救
治的傷害，以及遭受同等損失的
內容”。

注 意 該標誌表示“會造成受傷，以及
遭受同等損失的內容”。

禁止

  務必遵守

危 險

危 險
該標誌表示“會造成死亡或不可
逆的傷殘事故，以及可能遭受同
等財產損失的內容”。

●除了本說明書寫明的內容，請不要做其它多餘的操作。 
●請勿私自拆卸、改裝、修理。             
●請勿在機體上釘釘子、用榔頭敲或是踩踏機體。             
●請勿把機體投入火中或加熱機體。             
●請勿在易著火或者易沾到水的地方使用。             
●請勿用濕手去拔插 USB 數據線。             
●請勿使用附屬的 USB 數據線以外的數據線。             
●請勿使用指定精油膠囊以外的產品。             
●請勿在幼兒用手觸摸得到的範圍內使用或存放機體。             
●請勿讓孕婦使用精油膠囊。             
●請勿在有小動物的房間裡使用精油膠囊。             
●若使用時感到身體不適，請停止使用。             
●請勿一邊開車一邊操作。             
●請勿在汽車內妨礙視線或妨礙駕駛的環境裏使用，或會對乘客帶來危險的
    環境內使用。             
●並不是所有有害物質（一氧化碳等）都容易完全去除。跟燃燒器具一起使用的
    時候，請保持通風。             
●安裝掛繩使用時，請勿發生强行拉扯、纏繞、揮舞、投擲等行為。

■由於使用不當產生的問題，在如下列舉說明。 ■要遵守的内容，用下列的圖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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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充電電池的電池溢漏、破裂、發熱、著火容易造成人員的嚴重受傷或眼
睛失明，請務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當發生液體溢漏時，請勿直接用手觸碰液體。

●因液體落入眼睛會造成失明，當發生這種情況時，不要揉搓眼睛，立即用自
    來水等潔淨水沖洗眼睛，然後馬上找醫生治療。 
●液體附著在身體和衣服上時，有時會造成燙傷或其它傷害，所以請立即用自
    來水等乾淨的水沖洗，並立即接受醫生的治療。

警 告

注 意
●請勿在規定溫度範圍（�℃～ ��℃）以外使用或保存。
●請勿在規定濕度範圍（��% ～ ��%）以外使用或保存。 
●請勿放置在劇烈震動或不穩定的地方。
●請勿在油煙或灰塵多的場所使用。 
●請勿在可能濺到水或者已經濺到水的狀況下保存。
●請勿損毀、加工或是過度彎曲、扭轉、拉伸、捆綁 USB 數據線。
●本產品有釋放負離子的功能，因此內部是有帶電的狀態。
　若手觸摸到 USB CABLE 的金屬部分，會感受到靜電的感覺，
　請多加注意。

●請勿在 Micro USB 接口、進風口、出風口、精油膠囊存儲空間中放入別針、
    鐵絲等異物。 
●請勿在 USB 數據線損壞或插孔鬆動的狀態下使用。             
●請勿在火源附近或是炎炎烈日下使用或保存。

危 險
●若要安裝使用掛繩，請勿放在寵物、幼兒以及老年癡呆患者可以直觸摸到的
    地方。
●請勿在有可燃性氣體、爆炸性氣體的地方使用。 
    另外，請勿在使用除臭噴霧或殺蟲劑的地方使用。
●請勿在有火的地方存放或使用精油膠囊。
●若產品產生煙霧、異味、噪音等異常狀況，請立即停止使用。

●若身體內配裝醫療器具，請事前與廠商確認是否使用此款產品。
●在配戴掛繩使用本產品時，請注意掛繩不被門把或突起物品勾住，以免陷入
    危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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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件的名稱

ataraina

進風口
【機體蓋】

機體蓋安裝標記
（蓋面）

【靜電式濾網】

正面 背面

風扇

濾網供電端子

安全開關

精油膠囊投入口蓋

精油膠囊

斜置架

縱置架

機體蓋安裝標記
（機體面）

Micro USB 接口 電源開關

出風口

掛繩孔
紅燈

（充電中）
藍燈

（運行中）

【機體内部】

【本機體底部背面】

【機體側面】

精油膠囊放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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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法
➀確認機體蓋為正常關閉之後，按下電源開關，電源變為
　ON（開啟）的狀態，出風口會釋放清新的空氣和負離子。
　→藍燈亮起。             
　機體運行時，藍燈持續點亮。             

➁電源在 ON（開啟）的狀態下，按下電源開關，電源變為
　OFF（關閉）狀態。             
　→藍燈熄滅。             

➂電量低時，藍燈將閃爍，� 分鐘後電源自動變為 OFF
　（關閉）的狀態。             
　→藍燈熄滅。

➀充電時，將附屬的 USB 數據線插入 Micro USB 接口便
　開始充電。
　→紅燈亮起。             
※充電時也可同時使用本產品。這時藍燈和紅燈都會點亮。
※電池充飽電的時候 (���% 充滿電力的狀態 )，USB CABLE 即使
　插著，充電燈也不會亮起。
➁充電結束→紅燈熄滅。             
※電源接通的狀態下，紅燈一直點亮，請在斷開電源的狀態下進行
　確認。
※長時間未使用時，再次使用 USB CABLE 充電，充電狀態的紅燈
　會有不亮的時候。若發生此狀況，再讓它充電幾分鐘，紅燈會再度
　亮起。

�-�. 基本操作

�-�. 放置方法

� ) 電 源 的 O N / O F F

� ) 充 電 的 方 法

請參考下圖將產品放置在平穩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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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掛繩時的注意事項

●請不要在安裝掛繩的狀態下强行拉扯機體或掛繩，也不要去纏繞、揮舞或投擲等。
●請注意掛繩不要被門把或突起物品勾住。             
●請不要保存在幼兒、老年癡呆症患者以及寵物能觸摸到的地方。

�-�. 掛在脖子上的使用方法

危 險 請務必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以免導致窒息、受傷以及產品損壞等情况。

本 OiSHi 產品有安裝掛繩的孔（掛繩孔），在這裡安裝好掛繩，就可把本產品掛在脖子
上使用。

【安裝範例 】
�）蟹鉗扣型

�）尖插扣型　

將細繩穿過掛繩孔，把另一頭穿過
細繩環，拉緊綁定。

打開蟹鉗扣的前端，讓其穿過掛
繩孔，再關閉蟹鉗扣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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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電式濾網的安裝方法

➀
請將機體蓋按照箭頭的方向轉動並打開。

➁
請將靜電式濾網的表面朝上，然後嵌入
機體内部。

➂
按照箭頭方向旋轉機體蓋，如下圖所示使
機體蓋安裝標記（蓋面）和機體蓋安裝標記

（機體面）對上。

➃
旋轉機體蓋直到標記完全對上。最後請確認
機體蓋和機體底部之間沒有縫隙，
蓋子不會脫落。

�-�. 精油膠囊的放入方法

➀請按照箭頭的方向將蓋子打開。 ➁請放入精油膠囊，並關上蓋子。

※本產品即使不放入精油膠囊也可
    作為空氣清淨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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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膠囊投入口的蓋子是非常小的。
    為了防止誤食等，請在癡呆症患者和孩子接觸不到的地方使用和保管。 
●精油膠囊，請不要在廚房等接觸火源的地方使用。             
●精油膠囊，請不要滴入其它芳香精油等。             
●請勿使用指定精油膠囊以外的產品。             
●懷孕的人請勿使用。             
●請勿在有寵物等小動物的房間裡使用精油膠囊。             
●感覺到因香味而不舒服等異常時，請停止使用，並對室內進行換氣。             
●請注意使用的人的健康狀況、體質、敏感性等，如果有不適或異常，請立即停止使用。             
●使用時，感覺香味强烈時，請將 OiSHi 產品的出風口遠離臉部。另外，請根據需要對室內進行
    換氣。
●精油膠囊是消耗品。香味的感覺根據使用環境和喜好的不同而不同。 
    當香味改變或變淡時，請更換精油膠囊。
●精油膠囊，請在包裝袋上記載的使用期限內使用。 
    記載的使用期限為未開封的情况。開封後請儘快使用。             
●由於本品採用天然精油製作，因此在香味和顏色上不同產品之間會有差異，這不是品質的
    問題。 
●存放精油膠囊時，請避免火源、陽光直射和炎熱潮濕的環境，並將其存放在陰涼處。
   （這可能會導致香氣改變。）             
●如果您正在接受醫生治療或正在使用處方藥，請務必諮詢相關醫療機構。
●如果您是老年人或以前有過身體不適，請在使用前先試香。 
●對於 � 歲以下的嬰兒，考慮您孩子的身體情况，請在諮詢您的醫生或有經驗的專業人員之後，
    再謹慎使用。             
●如果您的皮膚敏感，或者是第一次使用，請在使用前先試香。             
●如果您的皮膚有發炎症状，紅斑或瘙癢等異常情况，請諮詢醫療機構。 
●將精油膠囊安裝到主體上時，用手指從上方推動盒蓋將其安裝到指定位置，然後完全合上
    蓋子。
    （請參閱主體說明書中的 P.�（�-�. 精油膠囊的放入方法））

使用精油膠囊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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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養
【保養的方法】

�. 關閉電源，然後拔掉 USB 數據線的連接。
�. 從機體卸下機體蓋。
   （請參閱本說明書中的 P.� 使用方法（�-�. 靜電式濾網的更換方法➀）。）             
�. 用軟刷清除附著在機體蓋進風口和機體出風口上的灰塵。

●保養前，請務必先拔掉 USB 數據線的連接，然後再進行操作。             
●如果使用材質較硬的刷子，可能會損壞產品，請謹慎使用。             
●太用力進行操作的話，可能會損壞產品。             
●禁止使用稀釋劑、酒精、揮發性溶劑噴霧（殺蟲劑，芳香劑）等。
    可能會導致產品的變色、變質、劣質化。             
●使用化學藥劑時，請遵循注意事項。

�. 清潔後，請參閱本說明書中的 P.� 使用方法（�-�. 靜電式濾網的更換方法➂➃）。

�. 規格
【商品規格】

商品名稱 ： 小型空氣清淨機 OiSHi　 
產品型號 ： CT-OS��
尺寸 ： φ��×Ｈ��ｍｍ  
重量 ： 約 ��ｇ
材質 ： ABS

離子產生量 ： 最大 ��� 萬個 /cc（距離出風口 ��cm） 
電源 ： 鋰電池
可使用時間 ： 約 � 小時　　　　　　　　　　　　　　　　　　
充電時間 ： 約 � 小時（停止運行時）
濾網更換頻率 ： 每 � 個月（根據使用環境略有差異） 
精油膠囊更換頻率 ： 每 � 天（根據使用環境來决定） 
使用環境 ：氣溫 �℃~��℃，濕度 ��%~��%
建議適用範圍 ： 距離出風口 ��~��cm 的範圍內
内容物 ： 濾網 � 個、USB 數據線 � 條、使用說明書 / 保證書 � 本、 
    純天然植物萃取精油膠囊 � 個（天然植物萃取物 )
    ※ 因附贈的精油膠囊為非賣品，所以存在香味及顏色較淡的可能性。

【另售品】
替換用 濾網  ：CT-OS��-�-��
替換用 精油膠囊（薰衣草味） ：CT-OS��-�-��

◇因使用非專用品的膠囊會導致機器故障，請禁止使用。
◇關於本說明書所登載的產品編號，往後若有編號變更的狀況將不另行通知，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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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使用的注意事項               
如長期使用，因受溫度、濕氣和灰塵等影響，淨化機內部的零件會出現劣化、冒煙和著火等的
現象。使用時如發生了下列情况，請切斷電源，拔掉 USB 數據線，與購買本產品的商店或本說明
書上的客服中心聯絡。

經長期使用後 ......
◆啟動中但風扇不轉時（無風）。 
◆風扇轉動緩慢，轉動不規律時。 
◆轉動時有異常聲響和震動時。 
◆發現發燙，燒焦的味道時。 
◆USB 數據線折斷，折彎，破損時。

請立即切斷電源，拔掉 USB 數據線，
聯絡購買本產品的商店或說明書

上的“消費者諮詢窗口”。

當發現異常，
請停止使用！

�. 疑似故障異常情况       

本產品需報廢時
因本產品使用了電池及電子零部件，
廢棄時請去指定的回收中心報廢。 

如有不明之處，請諮詢所在地區的廢棄物處理窗口
或購買本產品的店鋪。

●電池是否充滿？      
→請充滿電後再次重新開機。
●蓋子是否正確安裝上？             
→按標記的位置旋轉，確認蓋子安裝正確。

●請立即停止使用。

●蓋子的進風口和出風口、過濾網中是否積留了灰塵？             
→請用柔軟的刷子清除蓋子的進風口和出風口處的灰塵，
以及更換新的過濾網。

無法運行時

出現異常的聲音，
發燙，震動時

風量變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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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售後服務                              
➀產品附有品質保證書。購買時請務必讓店員在保證欄中填入購買日期，並蓋上商店印章。             
➁保固期間為購買後的一年之內。保固期間內如需修理，請將商品送至購買商店。商店會根據
    品質保證書所記載的內容進行修理。 更多詳情請參考保證書。 
➂關於保固期間後的修理（要收費）請向所購買的商店進行諮詢。             
➃修理本產品所用的性能部件，停產後將保證六年內可供更換。
    修理所用性能部件是指維持產品的基礎效能所需要的部件。             
➄關於售後服務如有任何不明之處，請向說明書中的“消費者諮詢窗口”進行詢問。

【免責說明】 

▲ 關於地震、自然因素導致本公司責任外的火災，第三者行為導致的其它事故，購買者有意
     過失、操作失誤或其它異常條件下使用本產品所產生的損害，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 由於本產品的使用或無法使用所引發的損失（公司利益損失，事業中斷，對象物品的損害），
     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 由於不遵守使用說明書規定而導致的損害，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 關於本產品，無論任何情况下本公司的費用負擔都在產品價格之內。

【保證規定】 

● 遵守使用說明書及使用安全，在正常使用狀態下萬一產生故障，在購買一年之內，可免費
     修理或更換。 
● 保固期間之內，以下的情况不屬於保固範圍。
 �. 使用操作不當和修理改造不當導致的損壞。             
 �. 購買後摔落導致的故障及損壞。             
 �. 火災、地震、水災、打雷、瓦斯、鹽害等天災公害或異常電擊導致的故障及損傷。             
 �. 保證書上沒有提示的情况。             
 �. 保證書上缺少購買日期及店名，或有文字被塗改的情况。             
 �. 在購買國以外。             
 �. 因正常使用磨損而導致的效能惡化。 
●保證書不會重複提供，請妥善保管，以免遺失。
●關於產品使用和維護的疑問，搬家，贈禮等原因無法前往實體店的情况，請向“消費者諮詢
     窗口”進行詢問。             
●可使用電子郵件進行詢問。 
     電子郵件詢問的時候，請在郵件中填寫“商品名稱，商品編號，詢問內容，姓名，電話， 購買店
     名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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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資訊的保管
株式会社クリエイティブトレーディング以及相關聯公司，

為了後續確認我司對於諮詢對接和諮詢內容方面的問題，會保留消費者的個人資訊。
當然，我司會妥當保管消費者的個人資訊，除修理委託和正當理由外，

不會向第三方提供。

消費者諮詢窗口 
株式会社クリエイティブトレーディング

郵件諮詢
epica@createch.co.jp

保 證 書

從購買之日起在以下日期發生故障的情况，
根據保證書的相關規定進行免費保固。

名 稱
型 號

購買日期
保固年限 

消費者 

商店名

小型空氣清淨機 OiSHi
CT-OS��

自購買之日起一年
姓名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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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您購買本公司的小型空氣清淨機 。
・請務必在使用前閱讀本使用說明書，以確保正確安全地使用。

・閱讀完本說明書之後，請妥善保管。

本使用說明書也可掃此
QR Code 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