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說明書

Pro Air _ CAF-W116XTW

  使用前請詳閱說明書，並保存以便查閱



請注意以下安全事項，為避免對使用者或他人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請詳閱並充分理解以下內容(含標記與圖標)，
並遵守此安全事項指示。

禁止事項說明

避免潮濕環境

● 禁止在潮濕或高溫環境，如浴室、廁所和廚房，使用本產品。

● 更換濾網前，請關閉清淨機電源，並拔下插頭。

● 禁止放置任何物品在本機器頂部，禁止坐或站在清淨機上。

● 請使用原廠濾網，若使用他牌濾網則無法達到最佳使用效果。

● 請勿擅自更換電源線，或使用損壞、老化的電源線。如果電源線損壞，請聯繫TOSHIBA售後維修以進行維

修或更換，以避免危險。

● 本產品僅供110V電源使用，若長時間不使用請拔掉電源插頭。

● 不要將手指或物體插入進風口或出風口，以防止產品損壞或故障。

● 當產品發出異常聲音、燒焦氣味或煙霧時，請立即拔除電源插頭，並及時連繫TOSHIBA售後維修服務。

● 不要在本產品附近噴灑易燃物質、勿直接噴水或使用酒精、鹽酸等化學清潔劑。

● 不要在本產品上放置裝水的容器、藥品或易燃物品。

● 請避免讓任何物品擋住清淨機的進風口/出風口。



請留意以下可能會造成身理傷害或財產損失的事項

● 本產品不能替代自然通風設備，如吸塵器、廚房抽風機等。

● 清淨機運作時，必須放置在乾燥、平坦、穩定的地面上，並在周圍保留30公分的空間。

● 不要放在陽光直射的地方。

● 為防止電磁波干擾，請將清淨機與電視、收音機、微波爐等電器保持一定距離。

● 超音波加濕器產生的水氣可能影響本產品PM2.5的檢測，兩者應保持一定距離。

● 請勿擅自拆卸或改裝本產品，以免發生意外。

● 請勿拉扯電源線移動清淨機，請移動清淨機本體。

● 請看照兒童，並確保兒童不接觸本產品，以免發生意外。

● 本產品不預期提供生理、感知、心智能力，經驗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包含兒童)使用，除非在對其負有安全責任的

人員之監護或指導下安全使用，孩童應受監護，以確保孩童不嬉玩電器。



禁止在潮濕或高溫環境，
如浴室、廁所和廚房，使
用本產品。

清淨機運作時，必須放置
在乾燥、平坦、穩定的地
面上，並在周圍保留30公
分的空間。

為防止電磁波干擾，請將清
淨機與電視、收音機、微波
爐等電器保持一定距離。

超音波加濕器產生的水氣
可能影響本產品PM2.5的
檢測，兩者應保持一定距
離。

更換濾網前，請關閉清淨
機電源，並拔下插頭。

禁止放置任何物品在本
機器頂部、禁止坐或站
在清淨機上。

本產品不能替代自然通風設備，
如吸塵器、廚房抽風機等。



請勿擅自更換電源線，或
使用損壞、老化的電源
線。如果電源線損壞，請
聯繫TOSHIBA售後維修
以進行維修或更換，以避
免危險。

請避免讓任何物品擋
住清淨機的進風口/出
風口。

請勿拉扯電源線移動
清淨機，請移動清淨
機本體。

請看照兒童，並確保
兒童不接觸本產品，
以免發生意外。

本產品僅供110V電源使
用，若長時間不使用請
拔掉電源插頭。

不要將手指或物體插入
進風口或出風口，以防
止產品損壞或故障。

當產品發出異常聲音、
燒焦氣味或煙霧時，請
立即拔除電源插頭，並
及時連繫TOSHIBA售
後維修服務。

不要在本產品附近噴灑易燃
物質、勿直接噴水或使用酒
精、鹽酸等化學清潔劑。
不要在本產品上放置裝水的
容器、藥品或易燃物品。

以下內容說明對用戶或他人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重點注意事項。
請詳閱本內容並充分理解後，遵守此安全事項。



以下內容為示意圖，僅供參考，請以實際機器內容物為準。

氣態汙染物感測器
懸浮微粒(含PM2.5)感測

觸控操作面板

HEPA複合濾網
可水洗前置濾網

可視濾網進度窗

使用說明書

（1）台 滾輪(4顆)
已安裝在機器底部

使用說明書(一本) 濾網(一組兩片)
已附在主機內
使用前請拆除外包裝



開/關機按鈕
按下按鈕後開啟/關閉（待機）
Pro Air清淨機

螢幕燈亮度調整按鈕
亮/暗/關閉

運轉模式按紐
自動/睡眠/高速

負離子按鈕
按下開啟/關閉負離子
長按3秒可重置濾網
(參考P.13)

運轉模式顯示

風速按紐
低/中/高

風速顯示

同時長按「運轉模式&
風速」按紐3秒，將開
啟兒童安全鎖。

觸控操作面板

PM2.5偵測按鈕
當機器運轉時，按下顯示即
時PM2.5數值/燈號；
當機器不運轉時，按下檢測
環境PM2.5。

負離子顯示
當啟動ION負離子功能時，機器
內的離子模組開始運轉產生正離
子和負離子。
正離子→破壞微生物表面的蛋白
質從而破壞細菌、微生物結構。
負離子→可附著在空氣中的細微
顆粒物上，使其凝聚沉降，達到
淨化空氣的作用。



TOSHIBA Pro Air搭載兩種空氣品質汙染偵測

懸浮微粒感測器：偵測PM2.5、灰塵、花粉、寵物毛屑… 等
PM2.5數值顯示→數字面板數值越小代表空氣品質越佳，品質指示燈會隨空氣
品質變化顏色，
PM2.5品質燈號顯示→會隨空氣品質變化顏色，依優到差排序-藍/綠/橘/紅。
PM2.5品質狀態顯示→會隨空氣品質變化顏色，依優到差排序-
Great/Good/Med/Poor。

氣態汙染物感測器：偵測氣味、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氣體汙染物（含
甲醛，醇、烴、苯系化合物）…等
氣態汙染品質燈號顯示→會隨空氣品質變化顏色，依優到差排序-藍/綠/橘/紅。
氣態汙染品質狀態顯示→會隨空氣品質變化顏色，依優到差排序-
Great/Good/Med/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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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數值跳動原因：
可能因為清淨機所處環境中有人/物體的移動、風扇或
對外窗開啟所產生的空氣流動… 等因素讓空氣中的微
塵揚起，若機器後方的偵測裝置偵測到微粒變化，即會
影響數值跳動。

7

PM2.5 數值願示

PM2.5品質燈號願示
PM2.5品質狀態願示

前置濾網清洗提醒

光感功能

氣態汙染物示數組

氣態汙染品質燈號顯示

氣態汙染品質狀態顯示

HEPA濾網更換提醒

PM2.5數值



前置濾網

HEPA濾網

格柵
格柵

外包裝

前置濾網

前置濾網



(機器本身已裝，在此僅備註說明)

HEPA
格柵

格柵
格柵

濾網、進氣格柵

前置濾網、進氣格柵。

插上電源插頭即可運轉機器。



Gaseous pollutant

 Great Good Med Poor
 Great Good Med Poor

關機

懸浮微粒感測器剛啟用時，PM2.5數值/
狀態會交替顯示，15秒後即正常顯示。

使用說明

本產品保護裝置：當進風口格柵和出風口格柵安裝好，才能正常運轉。

開機後，機體自動記憶前次運轉模式。
當意外停電時(如停電或設備正常運轉時拔掉電源)後再通電，會自動恢復停電前的運轉模式。

首次通電，螢幕閃爍一秒後不再亮燈，清淨機處於待
機狀態。

預備工作

氣態汙染物感測器在剛啟用時，
狀態條會交替顯示，1分鐘後即
正常顯示。

清淨機首次啟用為自動模式。



停止運轉

格柵
格柵

格柵
格柵



完成濾網重置。
插入電源插頭，啟動機器。

 Pre-Filter

C
lean

擦拭。

前置濾網清潔

前置濾網

電源
前置濾網。

如果有很多汙垢，稀釋廚房清潔劑後，
再進行清潔。

乾燥前置濾網。 前置濾網。 負離子按紐

TOSHIBA Pro Air搭載兩種濾網更換/水洗提示
平時可以放大檢視窗查看濾網狀態，當顯示面板的進度條出現最後一條並亮起紅色燈號時，代表濾網需要更換或清洗。
HEPA濾網更換提醒：HEPA濾網不可水洗，視環境、使用習慣而定，建議約4-8個月更換，實際更換請參考此進度條提示。
前置濾網清洗提醒：可使用吸塵器吸塵或以濕布擦拭，於稀釋的中性廚房清潔劑中浸泡10分鐘，待完全乾燥後即可安裝於機身上使用。



C
hange

HEPA Filter

表示

外包裝 負離子按紐
(請使用原廠濾網以達最佳使用性能) 完成 HEPA

HEPA複合濾網更換
專用濾網型號：
(共2片)

裝上HEPA濾網

濾網重置。



清淨機

清淨機

寬

格柵 格柵

HEPA濾網 格柵  前置濾網

 前置濾網

格柵 前置濾網

偵測器故障

格柵 格柵 本產品清淨機

清淨機

清淨機

規格

機器未完全組裝

清淨機
進氣格柵 格柵

前置濾網

吸菸場域

滾輪



進口商:

台灣美芝消費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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