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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特   冷暖空氣循環扇  



請勿直接放置在固定插座的下方或戶外
使用，以免事故發生。

警告：電暖器未具備控制房
間溫度的裝置。
除非持續監督，加熱器不
可在小房間內由無法自行
離開房間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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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110V

當產品在使用中出現異味、異音時，請
立即停止使用，並拔掉電源。

勿使用多孔插座及延長線以免發生危險。

在拔出插頭前，請關閉電源勿用濕手拔
電源插頭，以免觸電。

請勿在電暖器前使用殺蟲劑或是罐裝噴
霧產品，以免產生危險

勿使用程式控制器、定時器、分離遙控
系統或任何其他可自動使電暖器通電的
裝置，若電暖器被覆蓋或置於不當之位
置，將有發生火災的危險。

使用前須先檢查所使用電壓是否110V。
拔出插頭前先關掉電源。

使用前請先檢查電源線是否有破損，使
用中電源線請勿彎折、拉扯以免造成接
觸不良。

使用中或使用後嚴禁用手去觸碰前網。

勿在傾斜或不平穩的表面上使用，造
成摔壞、破損等問題。

請勿拉扯電源線移動機體，以免造成機
體故障與發生跌落的危險。

清潔與保養時、請關閉電源並拔掉插
頭確保安全。

勿在存放汽油、油漆、易揮發物質等
與有油煙的廚房或其他易燃品的地方
使用，以免造成火災等危險事故的發
生。

勿在長期性潮濕、灰塵多的地方使用或
儲藏，會造成外殼腐蝕或因濕氣引起漏
電、感電等事故的發生。

不可使用在寵物取暖或在溫室與建築
工地內使用。

請勿在本加熱器周圍擺放易燃、易爆物
品。

本產品不可拆機清潔。

使用本產品時請勿靠近窗簾以防止發生
火災。

警告：電暖器未具備控制房間溫度的
裝置。
除非持續監督，加熱器不可在小房間
內由無法自行離開房間的人使用。

本電器不預期供生理、感知、心智能
力、經驗或知識不足之使用者（包含
孩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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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禁覆蓋，請勿將衣物放置電暖器上
，過熱會造成機體故障及變形，更危
險的會造成高溫發生火災。

警告：為了避免過熱，不可
覆蓋電暖器。

請勿在浴池、淋浴間或游泳池之環境下
使用此電暖器。

請勿私自分解、改造、修理以免造成觸
電燒傷、而引起火災的原因，修理時請
至原購買販售店或製造廠指定
之服務站詢問。

電暖器使用時，請勿放入尖銳物及金屬
物會造成故障與觸電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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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角度調整方法

依下圖圖示直接拉取或壓下即可控制四段上

下俯仰角度。  

注意：調整角度時請小心手指，以避免夾傷

，四段調整到底即可請勿強制調整過頭以避

免機體損壞 。  

依下圖圖示直接旋轉即可調整三段左右

角度。  

注意：三段調整到底即可請勿強制調整過

頭以避免機體損壞 。  

俯仰角度調節： 左右角度調節：

控制面板
遙控器面板

開/關

在通電狀態下，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此鍵啟動風扇，再按一次則

關閉風扇。

開機狀態下，長按“開/關＂按鍵，開啟暖風模式(預設為弱檔)

風量鍵

在開機狀態下，按此鍵可調節風量，相應指示燈亮起。

弱         中          強
循環

1h           2h           3h           4h 

擺頭鍵

在開機狀態下，按一下此鍵風扇啟動擺頭，再按一下風扇停止擺頭。

定時鍵

開機狀態下，按此鍵可設定定時關機時間，設定定時調節順序如下圖，相應

指示燈亮起。

定時解除

遙控器電池更換方法與注意事項

注意：請正確安裝電池，當遙控器無法使用時，請檢查電池是否安裝方式正確。

CR2032 3V本機使用(     ) 電池，將遙控器背面朝向自己，依圖　箭頭方向向內壓；再依圖    

箭頭方向向後拉出電池盒，依圖    正確的將電池裝置到定位；電池正極面朝向自己，然後

依   圖箭頭方向蓋上電池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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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風扇具有記憶功能，電扇在通電狀態下可記錄上次關機前除定時功能外的其餘工作狀態

，如需消除記憶只需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即可消除記憶。

本風扇設置有蜂鳴器提示裝置（“嗶＂聲提示）。

開啟暖風模式時，注意四肢及人體不要靠近出風口，以免燙傷。

本機有設置電源總開關，需打開機體背後的電源總開關才可通電使用，電源總開關按至ON位

置，整機進入待機狀態，將電源總開關按至OFF位置，關閉總電源 。

本機有設置傾倒斷電裝置，需放置於平穩處使用；傾斜角度太大，會產生無法啟動的情況。

暖風模式風量預設為弱檔，風量無法切換。

暖風模式風量預設為弱檔，風量無法切換。



保養方法：

  

  清潔保養前請先關閉電源開關，並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

  放置於濕氣較少的地方妥善保管。

  清潔前後網時可使用吸塵器裝上毛刷頭或用軟毛刷清潔即可。

  切忌用水直接沖洗。

  忌用稀釋劑、甲苯、酸性洗劑、燈油、酒精或化學抹布

    本機只需做一般性外部清潔保養（濕布擦淨即可）。

擦拭，以免變色或變質。

清潔保養方法

冷 暖

簡 易 故 障 排 除

 如發生下列的故障情況，請依照方法排除故障。

 啟動時未運轉

 遙控器使用時機器未運轉
 

 啟動時有異音

 暖風功能啟動時有異音

 啟動暖風功能時有異味

故障情形 故障排除方法

如果故障情形，並非如上表所述，請立即拔掉電源插頭並聯絡經銷商或與本公司聯絡處

理，請勿自行拆卸與分解改裝。

電源線插頭是否確實插在插座上，檢查是否鬆脫？
請將電源插頭確實插入插座。

遙控器是否對準腳臺遙控器接收處，或有異物阻擋接收？
請將遙控器對準腳臺遙控器接收處，清除阻擋物。

請檢查遙控器電池是否安裝正確？
請將電池安裝正確或是更換電池。

遙控距離是否超過3公尺以上？
最佳的遙控距離為3公尺以內，請調整遙控距離。

金屬急遽變熱變冷時的伸縮聲，非異常現象。

新產品剛開始使用時，會因為發熱器上塗料或少量灰塵而
產生燃燒的氣味，此為正常現象，若是從發熱器以外的部
位產生燒焦味和冒煙之情形請立即關閉電源，將電源線拔
離插座並聯絡經銷商或與本公司聯絡處理，請勿自行拆卸
與分解改裝。

最佳距離3公尺以內

遙控接收處

請勿將遙控器放置水中或潮溼之場所。  

鋰電池無法使用時候，請立即取出。長期不使用時，請將鋰電池取出另外存放。

請勿充電，或將遙控器靠近火源。 

請勿將遙控器放置太陽直射或溫度高於60度之場所。

請勿將遙控器放置水中或潮溼之場所。  

鋰電池無法使用時候，請立即取出。遙控器請勿摔

落、或受到衝擊。

遙控器可收納於腳盤上的收納處，以避免遺失。

遙控器最佳遙控距離３公尺以內。

請勿拆解、敲擊或改裝電池，易導致遙控器短路發生危險。

請將遙控器的發信部對準本體的接收部操作，向著接收部以外的方

向，將不會動作。

遙控器的發信部和本體的接收部之間，若有障礙物的話，也會有不

動作之情形。

為了避免遙控器遺失在機體後面有貼心設計遙控器收納槽，如右圖

所示使用完畢可將遙控器收納於收納槽內避免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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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收納槽

本產品不可拆機清潔。

本體傾斜、或在不安定的場所使用 品

將無法通電啟動。

翻倒後本產

請聯絡經銷商或與本公司聯絡處理，請勿自行拆卸與分解
改裝。



額定電壓 （AC） 額定頻率 （Hz）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W）

本產品若需報廢，請依照廢棄物清理法處理本電器。

本產品僅限於臺灣地區的電壓電流使用    【FOR  USE  IN TAIWAN  ONLY.】

110V 60Hz 1300 W

設備名稱 :
Equipment name

型號(型式) :
Type designat ion

(Type)

鉛Lead

(Pb)

汞Mercury

(Hg)

鎘Cadmium

(Cd)

六價鉻

Hexavalent

chromium

(Cr+6)

多溴聯苯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PBB)

多溴二苯醚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PBDE)

金屬組件 ○ ○ ○ ○ ○ ○

電源開關 ○ ○ － ○ ○ ○

電熱組、溫度斷路

器、溫度保險絲、

馬達組

○ ○ ○ ○ ○ ○

同步馬達 － ○ ○ ○ ○ ○

塑膠組件 ○ ○ ○ ○ ○ ○

電源線組、配線 ○ ○ ○ ○ ○ ○

電路板組 － ○ － ○ ○ ○

Note 1：“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 ion.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單元
Unit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冷暖空氣循環扇

Cool and warm air circulation fan

HT1301R

備考1.〝超出0.1 wt %〞及〝超出0.01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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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2：“ ○＂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備考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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