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效感應無線吸塵器

使用說明書

使用本產品前請詳閱本說明書

使用方法、維修諮詢窗口：

博西家用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售後服務窗口
服務電話：0800 368 888  
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am~6:30pm、週六 9:00~12:30

週日與國定假日除外
總公司：114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80 號 11 樓

1. 請先向電洽之客服人員說明狀況。
2. 請提出聯絡方式、購買店名以及購買日期等資料。

產品內容
集塵盒

  主機本體

手把

濾網

AC 充電器

馬達濾網濾網海綿

吸塵器頭

BCH6AT18TW  (18V)
BCH6AT25TW  (25.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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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方法                        儲放方法                                                   

橫拿主機本體，將吸塵器頭裝上。 請按說明圖所示，將主機本體和吸塵器頭組裝起來，以主機本體和地面呈垂直的方式直立
放置。本吸塵器可自行直立儲放。

手把朝上。

以吸塵器頭和主機
本體呈垂直的方式
直立放置。

使用完畢，請務必關閉電源。
正常充電時間為 3~6 小時，請勿長期處於充電狀態，以免影響蓄電能力。
若主機本體和吸塵器頭未確實接合，請小心手把是否傾倒。
請勿讓主機本體倚牆站立。若吸塵器頭移動，手把將可能傾倒。

將主機本體立起，裝上手把。

組裝時請小心不要夾到手指。
( 請參考圖示所繪的組裝手法 )

拆解時，請按壓接口處的按鈕並將組件拉開。
( 為固定組件，設有若干按鈕將組件扣住。)

吸塵器頭手把

按壓

按壓 扣上

扣上



充電方法              電量指示燈顯示意義 

清倒灰塵垃圾  

使用方法          

首次使用前請務必充電 ( 充飽 6 小時以上 )。

將充電器插入插座中。

確認主機本體上的開關已關閉。將充電器的
另一頭插入本體主機中。

充電時，電量指示燈會閃動，充電完畢時，
LED 燈會亮起。

將插入主機本體的插頭取下，將充電器從插
座上拔除。

吸塵器連接充電器時，請勿啟動開關。
充電後方可使用吸塵器。

( 電量消耗完畢時，約 3 小時能充飽 80% 的
電量，6 小時可充飽 100% 的電量 )

滑動開關以調整吸塵器頭。利用按
鈕將吸力設為強度 2 時，吸塵器頭
的毛刷會自動旋轉。

使用後請關閉電源，讓主機本體以
垂直站立的方式儲放。

打掃榻榻米時，請沿著榻榻米的編織痕使用吸塵器。清潔地板時，請沿著地板拼接的溝痕使
用吸塵器。

請使用適合地板面料的吸力來打掃，過強吸力可能傷及地板面料。

請勿讓主機本體倚牆站立。若吸塵器頭移動，手把將可能傾倒。

毛刷

毛刷
旋轉

餘電量

※充電後方可使用吸塵器。
( 電量消耗完畢時，約 3 小時能充飽 80% 的電量，6 小時可充飽 100% 的電量 )

按壓主機本體的集塵盒按鈕，取下集塵盒。 將集塵盒裝回主機本體。

請勿讓集塵盒內的垃圾量超過最大容量
標線。

濾網感應器機能顯示 

藍色… 正常
紅色… 請清理濾網。顯示為紅色狀態時，
吸力強度會自動切換為 1。
濾網感應器會感知濾網的髒污程度。正常
為藍色，如顯示紅色，請清洗濾網。
( 請見 P.6 說明 )

取出濾網，將集塵盒裡的垃圾倒出。

用完

閃動

閃動

電
量
指
示
燈
顯
示

使用時間
( 最大 )

強度 2

強度 1

扣上



清理方法

集塵盒的清理方法 (請在濾網感應器顯示紅光時進行清洗 )

吸塵器頭毛刷的清理方法 (請定期清理 )                          

務必關閉電源。

按壓主機本體上的集塵盒固定按鈕，將集
塵盒取出。
取出濾網。

按住吸塵器頭的橫桿，將毛刷拉出。 除去糾結在毛刷上的垃圾。
( 可用剪刀沿著毛刷的溝槽將垃圾剪開 )

按住吸塵器頭的橫桿，
將毛刷放回原處

橫桿

將馬達濾網向左轉動 90 度以取出。

將馬達濾網上的海綿拉開，除去大塊垃圾。

以自來水清洗圖示配件。
( 請勿使用刷子、清潔劑或熱水清洗 )
擦乾並靜置讓水氣充份乾燥。( 靜置
24 小時以上 )

待配件完全乾燥後再重新裝回。

請參考 P.8 所載說明。

清理時請小心，不要讓主機本體傾倒。

務必將集塵盒和濾網等配件裝回，方可再使用吸塵器。



疑難排解 安全注意事項。為求使用安全，請務必遵守。  

廢棄處理 

打開電源但吸塵器不運轉、立即停止                   

吸力變弱                                                             

已清理集塵盒或濾網，但濾網感應器顯示閃動紅燈                       

具有導致死亡或人身受傷的可能性。  

具有導致人身受傷、房屋財產受損、寵物受傷的可能性。

廢棄包材     

廢棄產品                       

若電量指示燈閃動，表示充電不足。請關閉電源並接上充電器以充電。

若電量指示燈完全亮起且也已充滿規定的充電時間 ( 約 6 小時 ) 但吸塵器仍無法作用，則可能
是電池壽命已盡。遇此情況，請與本公司的售後服務窗口聯絡。

本產品僅供家用，非供大量作業使用。請勿用做工地現場清潔。
若需讓兒童、身體 / 感官 / 思考能力不足者或知識經驗不足者使用本產品，請務必在充分了解本產品使用方法和
危險性的保護者監督下進行。
本公司不承擔因未遵守本使用說明書之警告和注意事項而造成的產品故障、物品損壞或事故責任。
認為產品出現異常狀況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與本公司售後服務窗口聯絡。
詳閱過後，請妥善保存本使用說明書以便於日後參考之用。
將本產品轉讓予他人時，請一同附上本使用說明書。

請小心注意所執行的動作。

請確實將充電器插入到底。
請定期清除充電器上灰塵污垢。
清理時，請將充電器拔出，用乾布或擰乾的濕布擦拭。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充電器從主機本體上拔除。
如有下列狀況，請立即停止使用。
主機本體或零件受損。
充電器或電源線異常發熱。
吸入液體或主機本體中有水。

請勿使用非電線插頭或配線用具所規定的使用方式或 100 伏以外的交流電。
勿濕手插拔充電器。
不要讓電源線或充電器倚靠在尖銳物品上，勿放置在可能會絆倒人的地方。
若主機本體、電源線、充電器有破損情況，則請勿使用。
請勿讓主機本體重摔掉落。
勿讓兒童把玩本產品，勿讓幼兒接觸本產品。
為防止誤食或窒息，請將包材放置在幼兒無法觸及的地方。
主機本體不可帶水。
帶水可能會引發觸電、短路、火災、燒傷等狀況。

使用時請務必裝好集塵盒和濾網。
不使用時請務必關閉電源開關。
充電時，請確認主機本體上的電源開關已關閉。
插拔充電器電線時，請用手握住變壓器再拔取。
請在平坦的場所裝設主機本體並關閉主機本體的開關，主機本體需與地面垂直。
移動主機本體時，須關閉主機本體的開關，確認已將充電器從主機本體和電源插頭上拔除。
在樓梯等狹窄場所手持使用主機本體時，請小心不要受傷。
請定期清理糾結在吸塵器頭毛刷上以及集塵盒內的灰塵垃圾。
請在室內為本產品充電並將本產品儲放於室內。

請勿在攝氏 0 度以下、40 度以上的環境使用本產品。
使用期間，請勿碰觸吸塵器頭、旋轉毛刷以及集塵盒。
使用時請勿蓋住吸塵器頭或排氣孔。
請勿用以吸取液體或含水量多的垃圾。
請勿用以吸取可能讓吸塵器頭、吸嘴和集塵盒受損的垃圾。( 例如玻璃、金屬、線繩、含有大量粉塵、
熱度的物品 )
請勿對著人類、寵物、植物、昆蟲 ( 例如蒼蠅蜘蛛 ) 使用本產品。
不可用來吸暖爐、地爐、香爐等物品內的灰燼。
不可用來吸印刷機或影印機的卡匣。
請勿放置在室外、受陽光直曬、高溫潮濕、有水的地方。
請勿和油、可燃瓦斯、具引火性的塗料放置在一起。
不可用揮發油或具可燃性的類似物品擦拭或浸泡主機本體或濾網。

不可進行的動作。

※下列符號所代表之內容意義。

集塵盒內的垃圾是否已超過規定量？請在垃圾滿過集塵盒上指示線前清倒垃圾。

是否有垃圾糾結在吸塵器頭毛刷上？請參考說明書 P. 6 指示進行清理。

是否有垃圾糾結在濾網或馬達濾網上？請參考說明書 P. 6 指示進行清理。

※ 濾網感應器顯示為紅色狀態時，吸力強度會自動切換為 1。

請檢查馬達濾網上的濾網海綿是否確實清理乾淨，如仍髒污，可使用洗衣機清洗 ( 請將洗衣
機設定為柔洗模式。水溫攝氏 30 度以下 )。
如仍閃動紅燈，請與本公司售後服務窗口聯絡。

請依所在地區政府單位的垃圾處理規定來廢棄包材。

本產品內含鋰電池。為有效利用資源，廢棄本產品前請先向所在地區政府單位詢問廢棄方法，
或洽詢本公司售後服務窗口。



規格 產品保固                   

保固時間             

保固規定 

品        名 極效感應無線吸塵器
請務必在保證書上載明「購買日期」「購買店名」。如保證書遺失則不再發給。

購買日期起 1 年。

若在保固期內，按使用說明書和主機本體上貼紙之指示正常使用的狀態下產品發生故障，本公司
售後服務窗口將免費修理。
以下為保固期內不予以保固的狀況。

    錯誤使用，用戶本身分解、改造、修理產品而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天災地震、異常電壓等其他外來因素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未遵守使用說明書之警告與注意事項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使用 100 伏交流電以外之用電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在台灣境外使用所造成的故障或損傷。
    非保證書所載錄的必要事項。保證書遺失亦不予以保固。

長 285 x 寬 185 x 高 1160mm

3.1kg 3.2kg

鋰電池 鋰電池

型        號

產品尺寸

產品重量

集塵容量

使用電池

電        源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充電時間

※ 使用狀態會因連續使用的時間長短而有所變化。

設計、規格與價格皆可能在無預先通知的情況下有所更動。
本產品僅供家用或車用，非做為商業用途之用。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

6 小時 ( 完全充電 )

電線長度

強度 1

強度 2

Turbo

連
續
使
用
時
間
 ( 最
長 )

BCH6AT18TW BCH6AT2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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