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禾聯氣旋式吸塵器
型號：EPB-275

使用說明書

圖片僅供參考，產品及配件外觀以實物為準

使用本產品前請詳閱說明書，並妥善保存以備參照使用。
保證書印製於說明書最後頁，請主動要求經銷商填妥購買日期及蓋店章，以確保您的權益。

禾聯碩股份有限公司
產 品 保 證 書

商品名稱

商品型號

姓 名

電 話

地 址

購買日期

經銷商(蓋店章)

※請務必填妥購買日期並蓋店章以確保權益，如未蓋店章、日期請保留原始發票。

憑本保證書及發票，自購買日起壹年內免費服務。
小家電產品如需服務請送至總公司或全省服務站中心。
本公司小家電產品轉為營利商務用時，保固減半(6個月)。
產品維修時請出示本保證書，若無法提出，則以製造出廠日期為保固啟始日加一年。

非保證範圍：

(1)本服務保證內容之範圍不包括產品內部、外部、外觀及任何隨機附贈之產品、消耗品(如電
池、燈泡、濾網、磁頭等)及相關配件產品(包裝材、遙控器、說明書等)之損壞或遺失。

(2)本機以外之附件、配件。

因下列情形而發生故障者，雖在保證期間內亦不予免費優待：

(1)由於天災地變或人為引起之故障或損毀。
(2)因使用不當、異常電壓，以致商品故障或損毀。
(3)擅自改裝商品或外人拆解檢修所引起之故障或損毀。
(4)安裝位置之遷移或搬運所引起之故障或損毀。
(5)任意拔除電源插頭的接地端，等同人為毀損機體，故不在保固範圍內。
(6)若產品為福利品，全機零組件保證期限一年，但外觀不保固。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得按價收費：

(1)超過保證期間者。
(2)未出示本保證書者。
(3)保證書記載經塗改或模糊不清者、內容與現物不符者。
(4)保證書內容購買日期未填寫及未加蓋經銷商店章者，視同失去保證效力。
(5)保證期間外之檢修或調整服務，不論是否更換零件，按公司規定酌收檢修費300元。

本保證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敬請妥為保存。
服務區域限中華民國管轄區內。 

1. 
2.
3. 
4. 

5.

6.

7.

送站修理        √ ※若須到府服務酌收外出基本費300元

   TEL (03)396-118888
TEL (03)327-540788
TEL (03)396-118822  
TEL (03)610-6383197
TEL (04)2338-04803 130-3
TEL (05)597-7800552-9
TEL (06)593-8133281-5
TEL (07)733-5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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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吸塵器是一台電動機具：請務必按照正常使用條

件進行使用。

請勿讓吸塵器在無人看管操作的情況下獨自運轉。

嚴禁吸入下列物體，否則可能會損壞吸塵器，引起火

災或造成人身傷害等意外。

A. 發熱物體，如炭火，煙頭。

B. 銳利碎片，如玻璃。

C. 有害物品（溶劑、腐蝕劑），侵蝕劑（酸劑、清

    潔劑）及水等液體。

D. 易燃易爆物品，如汽油或酒精製品。

清潔、維修或暫時不用吸塵器時，必須切斷電源。

切斷電源時，不可直接拉扯電源線體，應用手輕握最

前端之插頭塑膠部位拔下插頭。

避免強拉或折疊軟管，否則易導致軟管變形或破損。

檢查確認吸塵器使用電壓必須與供電電壓一致。

請避免吸塵器的電源線觸碰銳利或過於粗糙的物品，

以免破壞電源線。

請勿將吸塵器浸入水中，避免接近發熱器具或曝曬，

以免發生火災。

請勿拖拉電源線來移動本吸塵器。

請勿讓小孩玩弄、操作吸塵器，以免發生意外。

搬運過程中請勿按塵桶按鈕，以防機器脫落砸傷。

使用本產品吸取石灰、水泥灰或其他建築材料及垃圾

有可能導致電機故障或產品破壞，故建議不要使用吸

塵器吸取該類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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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持握把
2 洩壓閥
3 軟管
4 金屬管伸縮鍵

5 金屬伸縮管
6  軟管連接埠
7  金屬地刷
8  地刷切換
 

 9  HEPA濾網蓋
10 集塵桶
11 電源開關按鈕
12 自動收線按鈕

13 電源線

14 集塵桶卸除鍵

15 2合1配件刷 

110V 60Hz電源電壓 

5.5kg淨       重 

禾聯氣旋式吸塵器品       名 

1200W消耗功率

 420x280x340 mm機體尺寸

型       號

各部名稱

安全注意事項

11 1214

2

3

4

5

967 8 13

110

EPB-275,EPB-276,EPB-277,EPB-278,
EPB-267,EPB-287,EPB-257,EPB-460,
EPB-461,EPB-462,EPB-463,EPB-406,
EPB-416,EPB-426,EPB-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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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組裝方法
1 將軟管配接器握住，對準吸塵器風口處的連接卡榫，

並推進風口處的連接卡榫，用力往裡推至"喀嚓"聲鎖

定(圖1)。若要卸除軟管，請按著軟管配接器上側的釋

放按鈕，然後拉出軟管即可。

2.彎管與金屬伸縮管連接連接時，請於圖示對準插入即

可。（圖2）

3.若要調整金屬伸縮管的長度，按住高度伸縮鍵向外拉

出金屬伸縮管，至所需長度並確定金屬伸縮管卡入到

位，即可放開高度伸縮鍵（圖3）

4.連接時，將地刷管插入金屬伸縮管口徑較大的一端內

，然後左右轉動插入到底。（圖4）

5.拔出電源線到所需的長度。（圖5）

6.拉出與電源線電源線可拉至黃色標記長度，嚴禁超過

紅色標記。（圖6）

本產品為乾式吸塵器，勿吸溼。
本產品僅供室內使用，且為家用，若做為營業使用將喪失保固資格。
下列情形時，請不要使用吸塵器：
A. 發生摔落並出現明顯破壞或運轉不正常。
B. 電源線破損時。
遇到上述情況時，不要打開機器，及時運至本公司指定維修部檢修。
避免在吸入口堵住的狀態下長時間運行，以免電機損壞及吸塵器
發熱變形。
本產品屬於Y 型連接，如果電源軟線破壞，為了避免危險，必須
由製造商、其維修部或類似部門的專業人員更換。

14.
15.
16.

17.

18.

1 組合吸刷適合吸除窗縫、傢俱縫、角落等小縫隙處的
灰塵或短毛布藝傢俱處的灰塵，可根據需求轉動刷頭
調節。

2 家飾吸頭適合清除床面、布藝沙發、臺面等傢俱表面
的灰塵。(圖1)

3 踏下地刷踏板，伸出刷毛時可進行地板吸塵。(圖2)

4 踏下地刷踏板，縮進刷毛時可進行地毯吸塵。(圖3)

※提示：對於髒的地毯和地板，使用大吸力：對於窗簾、桌
布等物品時，使用小吸力。

配件使用說明

圖3

圖2

使用說明安全注意事項

圖1

高度伸縮鍵

圖3

圖4

圖6

紅色標記

圖1

圖2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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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開關將插頭插入電源插座後，按下開關按鈕即可控制

吸塵器的啟動與停止。（圖7）

8.使用完畢後請先從插座拔下插頭，然後用手指按下吸

塵器後部的電源線卷線按鈕即可。

吸力調整

9.透過彎管手把上的洩壓閥前後滑動風量調節器來調節

吸力（圖8），用你的拇指操作洩壓孔大小，完全關閉

時，達到最大的吸力，方孔的面積露的越多，吸力越

小。

使用說明

圖7

圖8

圖4

圖7-1 圖7-2

將集塵桶時常保持乾淨，您可以持續享有其頂級的性能和
最佳的除塵效果，應清洗的集塵桶組件及步驟如下。

集塵桶清潔步驟

1.拆除集塵桶前請關閉電源並拔除電源線。(圖1)

2.輕按集塵桶卸除鍵手持握把取出集塵桶。(圖2)

3.按壓集塵蓋開關鍵(圖3)，開啟集塵蓋傾
倒內部垃圾，確認集塵桶內垃圾清空後，
請關閉集塵蓋。(圖4)

集塵桶部件的清潔與保養

圖1

圖2

圖3

圖5 圖6

旋風濾網清潔步驟

1.手持握把逆時針旋轉塵杯直到顯示解
鎖的符號(圖5 )，提起塵杯取下旋風濾
網。(圖6 )

2.要清潔旋風濾網(圖7-1)及塵杯內部(圖
7-2)，請使用軟毛刷輕刷或濕布擦拭。

因旋風濾網為醫療等級HEPA，請特別注意:
(1)旋風濾網不能浸泡在水裡，或用水沖洗。
(2)不要使用洗滌劑或煮沸的水來清洗。
(3)須確實安裝集塵桶組件(含塵杯及旋風濾網)才能啟動機體電源，否

則將損壞吸塵器的機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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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有異常狀況發生，請依下列步驟處理：

01.拔除電源插頭。

02.靜置機器，送往最近的經銷商或本公司服務站檢修。

03.本產品的電源線如有任何損壞時，必須由本公司服務站之專業維

修技術人員更換，以避免危險。

清潔步驟

1.手握HEPA濾網蓋逆時針旋轉，直到HEPA

濾網蓋開關標示▲指向解鎖的符號(圖1)。

2.取下濾網蓋抽出HEPA濾網。(圖2)

3.輕輕拍打濾網及濾網罩的側邊以去除累積的灰塵，再以溫

水(水溫不得高於40℃)清洗濾網，並徹底晾乾。(圖3)

3.確認HEPA濾網組件(含濾網蓋及HEPA濾網)全部乾燥，

並將HEPA濾網放回，蓋上濾網蓋順時鐘方向旋緊，直

到HEPA濾網蓋開關標示▲指向鎖定的符號。(圖4)

清潔注意事項:

(1)HEPA濾網切勿以洗衣機清洗或以吹風機吹乾。

(2)安裝濾網前，請確定濾網為乾燥狀態，或自然風乾至少24小時以上。

(3)HEPA濾網切勿以清潔劑或沸水清洗。

(4)須確實安裝HEPA濾網組件(含濾網蓋、濾網)才能啟動機體電源，

否則將損壞吸塵器的機電裝置。

本品在使用時如發現異常，請先查閱下表。

故障現象 可能原因 處理方法

吸塵器

完全不工作

吸力減弱

1.電源插頭未在插座上插牢

2.電源插座沒有電

3.吸塵器開關沒有打開

1.重新插入插頭

2.檢查斷路器

3.按下機器的電源開關

1.主地刷或附件吸頭堵塞

2.塵桶中的灰塵過滿

3.集塵桶HEPA灰塵堆積過多

1.清理堵塞物

2.及時清理垃圾

3.清洗 HEPA

二次過濾HEPA清潔與保養 緊急處理方式

常見故障排除指南

圖1

圖4

圖3

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