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er Guide
Benutzerhandbuch

Guide de l’utilisateur
Guía del usuario

Manuale d’uso
Käyttöopas

Användarhandbok
Οδηγίες χρήσης

用户指南
使用者指南 

	 ユーザーガイド
사용자 설명서

Przewodnik użytkownika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

उपयोगकर्ता म्गतादर्शिक्
دليل املستخدم



CN
TR

簡介         

祝賀您購買 IQAir Atem® 車載空氣淨化器。請仔細閱讀本使用
者指南，熟悉此 IQAir® 產品的特殊特性與功能。請將此文件
妥善存放于安全位置，以備日後參考。
產品組件 
1 空氣淨化器 
2 車載支架 
3 繫帶與帶扣 
4 HyperHEPA® Plus 濾芯 
5 消音器 
6 車載電源適配器  
7 後蓋
8 快速入門指南與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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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前
IQAir Atem® 車載空氣淨化器是您在車中縱享潔淨空氣的不二
之選。本產品僅可與包裝中提供的專用車載支架、電源配件及/
或硬體配合使用。誤用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故障及/或損壞
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這些使用說明，並妥善保存以備日
後參考。
• 與所有電子裝置一樣，請避免讓 8 歲以下兒童觸及本產品。本
裝置並非玩具！ 

• 本產品可供 8 歲及以上的兒童，以及身
體、感官或推理能力較差或者缺乏經驗
與知識的人員使用，但必須滿足此前提：
對應負責人針對安全使用本產品對其進
行監督或提供指導，而且他們了解其中
所涉危險。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兒童不
得執行清潔與使用者維護。
為降低火災、觸電或受傷風險，使用本產

品前，請先閱讀這些警告。
• 為避免觸電或火災風險，請僅將產品插入合適且易於接近的
電源線路中。僅使用 IQAir 提供的電源配件。 
• 僅在車內與乾燥環境中使用電源配件。 

• 請勿使用受損電源適配器、電源線或
插頭。若受損，必須進行處置，並僅使用 
IQAir Atem 的原裝電源配件進行更換。
• 請勿讓任何種類的液體濺到本產品上
或接觸本產品。這包括但不限於：水、洗
滌劑或易燃溶劑。
• 如需清潔裝置： 
- 斷開電源。 
- 僅使用柔軟的幹布。

• 如需維護電源線與插頭： 
 - 保持插頭清潔乾燥。 
 - 吹去連接電源線插頭上的污垢。 

切勿將產品或其任何組件浸入水中或置
於流水下方。 
• 切勿覆蓋裝置，也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礙
進氣與排氣。 
• 請勿將異物或手指插入氣流開口。
• 本產品採用高精密技術。不得墜落、擺
弄或撞擊。

重要安全說明

重要安全警告

12-24 V

3kg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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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警告
• 用雙手抓穩後，再提起並搬運空氣淨化器。
• 本產品僅適用于乘用車環境。 
• 請勿坐在空氣淨化器上或在其上方放置物品。
• 本產品僅可與產品原包裝中提供的專用適配器一起使用。 
• 本產品不宜在潮濕環境中使用。 
• 僅在乾燥環境中使用空氣淨化器。

• 不當使用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故障與
損壞。 
• 使用限制：本產品應僅應用于改善車內
的空氣品質。它不適用於有毒或易爆環
境，也不適用於對抗危險的空中物質。
警告：如未正確安裝，請勿在車內使用空
氣淨化器。
• 請勿將空氣淨化器或車載支架安裝在
安全氣囊的旁邊或頂部。否則，當安全氣
囊展開時，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故障。 
• 開車時請勿使用 Atem 應用程式。大多
數國家/地區禁止在駕車時使用智慧型
手機。 
• 如果您的空氣淨化器無法安裝在座椅
背面，請使用下述替代安裝方法。 
• 請勿安裝在裝有主動式頭枕（頸部保護）
的位置。
• 確保裝好的空氣淨化器不會干擾任何安
全氣囊。
• 確保電源線已安全安裝，不會妨礙您的安
全駕駛或汽車的機械組件（例如：座椅、車
門）。
• 務必將空氣淨化器放置並安裝在安全穩定
的位置。 
• 定期緊固並檢查本產品。 
• 保持 Atem 的獨立性，請勿將產品安裝
在汽車安全相關功能組件的上方或旁邊

（例如，安全氣囊或釋放機構）。 
• 要以不會在發生碰撞或事故時對乘客
造成傷害的方式進行安裝。 
• 確保安裝在頭枕上的空氣淨化器與後
面座位上的乘客之間有足夠空間。 
• 始終遵守您所在國家/地區的所有安全

重要安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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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規則，並確保您的裝置不會危及車內任何人的安全。
• 為保證本車載空氣淨化器的正常工作，用戶須避免對車載空
氣淨化器的撞擊和擠壓。溫馨提示後排乘客在車輛行駛過程中
係好安全帶，避免因意外撞擊造成對乘客及車載空氣淨化器的
傷害。
• 因違反安全使用須知導致的產品損壞、故障以及連帶的人身
損害或財產損害不屬於本公司應承擔的產品責任範圍。
電磁相容性 (EMC)
• 「電磁相容性」一詞是指產品在存在電磁輻射與靜電放電的環
境中平穩運作的能力，並且不會對其他設備造成電磁干擾。
• 電磁輻射會對其他設備造成干擾。雖然本產品符合這一層面
的有效嚴格法規與標準，但 IQAir 不能完全保證其他設備不會
受到干擾。
環境
幫助保護環境。請勿隨同生活垃圾丟棄裝置。將其帶至您附近
的官方廢物回收服務中心。濾芯可以與生活垃圾一起處理。
產品存放
不使用時，將 Atem 存放在清潔乾燥的地方。使用原包裝，實現
最佳存放。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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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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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m 空氣淨化器合規聲明
部分見後蓋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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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113

產品組件與組裝
產品組件 
請參見封面內頁上的產品圖
示。
1 空氣淨化器 
2 車載支架 
3 繫帶與帶扣
4 HyperHEPA® Plus 濾芯 
5 消音器
6 車載電源適配器 
7 後蓋 
8 快速入門指南與 
使用者指南 
 

重要提示！
除非在車內正確安裝，否則
請勿運行空氣淨化器。如果
您不確定安裝是否會干擾
您汽車的防護設備，請諮詢
熟悉您汽車技術的專業人
員，或者考慮替代組裝方
式-安裝在汽車座墊上。

組裝 
汽車配件工具箱包含 Atem 
車載支架、繫帶與帶扣套
件、車載電源適配器、快速
入門指南與使用者指南。

 
請僅安裝在配有兩個支柱
(連接頭枕與座椅)的座椅
上。有關其他安裝選項，請
參見「替代安裝位置」部分。 

將繫帶與帶扣連接到車載支
架上。 
步驟 1：將繫帶與帶扣連接到車
載支架上。將車載支架放在平整
的表面上，Atem 徽標朝上。將繫
帶兩端穿過車載支架上 Atem 徽
標左右兩側的兩個束帶圈。將皮
帶穿過環路，且皮帶帶條紋一面
朝下。將繫帶一直拉過束帶圈，使
帶扣位於兩個束帶圈之間的中心
位置。
將車載支架連接到頭枕支柱。
Atem 車載空氣淨化器的車載支
架組裝，適用於各種配備兩個頭
枕支柱的汽車座椅。 
步驟 2：抬高頭枕以獲得足夠間
隙，使帶扣輕鬆地在頭枕與座椅
頂部之間穿過。 
步驟 3：將車載支架放在座椅頭枕
後面，然後使帶扣從兩個支柱之
間穿過，送到前面。
步驟 4：將繫帶的一端環繞在頭枕
支柱上，將繫帶穿過帶扣並將繫帶拉
緊，以將車載支架固定在支柱周圍。
將繫帶另一端繞過第二個支柱，並執
行相同操作。 
步驟 5：將繫帶兩端拉出並遠離帶
扣中心，將車載支架牢固地固定
到座椅上。

車載電源適配器

車載支架

繫帶與帶扣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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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車載電源適配器。 
步驟 6：連接車載電源適配器，將
小型彎插頭連接到車載支架，並
將大型插頭插入車載電源插座。
確保電源線已安全安裝，不會妨
礙您的安全駕駛或汽車的機械組
件（例如：座椅、車門）。

12-24 V

步驟 6：連接車載電源適配器。

步驟 1：如圖所示，將繫帶兩端穿過車載支
架上的兩個束帶圈。

步驟 2：抬高頭枕以獲得足夠間隙。

步驟 3：將車載支架放在座椅頭枕後面，然
後將帶扣穿過兩個支柱之間。

步驟 4：將繫帶兩端環繞在頭枕支柱上，將
繫帶穿過帶扣並拉動繫帶。

步驟 5：將繫帶的兩端拉出並遠離帶扣中
心，牢固固定車載支架。

ClickClick

步驟 7：緊握、連接並嵌入到位。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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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在配備持續供電插座
（通常位於車輛後部）的車

輛中，當車輛停放超過一週
時應拔下電源適配器，以避
免不必要地消耗車輛電池。 

將空氣淨化器連接到 
車載支架上。 
步驟 7：如需連接空氣淨化器，請
抓穩淨化器並將其背面與車載支
架對齊，然後將其壓入車載支架。
空氣淨化器將牢固地鎖定在車載
支架中，當它鎖定到位時，您應該
會聽到喀嚦聲。
確保安全安裝。
步驟 8：向後拉動空氣淨化器，確
認它已完全鎖定在車載支架上。 
步驟 9：重新拉緊繫帶，確保空氣
淨化器牢固地安裝在頭枕支柱
上。將多餘的繫帶塞入車載支架
下方。

替代安裝位置-汽車座墊
上
如果您的汽車座椅設計不允許
將空氣淨化器安裝在頭枕背面，
或者若存在技術或安全問題，請
按照說明將您的 Atem 車載空氣
淨化器安裝在車內空置的乘客座
墊上。 
步驟 1：將車載支架朝上平放在您
選擇的座椅上。合上安全帶並將
其緊固。 
步驟 2：將車載支架滑到安全帶下
方並將安全帶固定到帶鉤中。 
步驟 3：將電源線連接到車載支架
以及車載電源插座。
步驟 4：將空氣淨化器放入車載支
架中。確保其發出喀嚦聲，並拉動
空氣淨化器確認其鎖定在車載支
架上。安裝好空氣淨化器後，再次
緊固安全帶。
透過旋轉空氣淨化器來調整位
置。 
警告：請勿坐在空氣淨化器
上或在其頂部放置物品。

產品使用與操作

步驟 9：必要時重新拉緊繫帶。

0101

步驟 8：拉動以確認安裝是否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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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合上安全帶並將其緊固。

向前滑動車載支架，將安全帶固定到帶
鉤中。

步驟 2：將車載支架滑到安全帶下方，使安
全帶卡入帶鉤中。

12-24 V

步驟 3：連接車載電源適配器。

Atem 車載空氣淨化器安全檢查表：
• 定期檢查您的安裝，確保所有部件均牢牢固定在車載支架上。
• 必要時拉緊繫帶，確保安裝牢固。
• 若配件損壞或破損（車載支架、繫帶與帶扣、電源線），可能會
導致不安全運作及人身傷害。使用 IQAir 原裝配件替換部件更
換損壞或破損的部件。 
• 確保安全安裝電源線，遠離機械與活動部件（例如，座椅機構）

。 

產品使用與操作

步驟 4：將空氣淨化器居中放置在車載支
架上。 

ClickClick

卡入到位並鎖定空氣淨化器。檢查並緊固
座椅安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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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tem 車載空氣淨化器
使用者介面與觸點設定。 
當汽車啟動並且空氣淨化器連
接到車載電源插座時，您將聽到 
Atem 的通電蜂鳴聲。
若要變更風扇速度，用兩個手指
觸碰正面中心位置。每觸碰一次，
就會聽到一聲響聲，而且燈光會
發生變化。燈的大小與空氣速度

相對應。
旋轉空氣淨化器，根據您的喜好
調節出風口位置。
透過 Atem 應用程式，您可停用觸
點以防止不必要的乘客互動。 

首次使用

產品使用與操作

紅燈與蜂鳴聲 = 待命 

4

觸點

4

低弱藍燈與聲音提示 = 低速

4

中等藍燈與聲音提示 = 中速

4

全藍燈與聲音提示 = 高速（冷氣模
式）

4

紅色雙閃燈與聲音提示 = 更換濾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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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更換
Atem 將利用帶聲音提示的紅色
雙閃燈表明需更換濾芯。現在是
時候更換 Atem 中的濾芯了。  
步驟 1：從車載支架上拆下空氣淨
化器。如需從車載支架上鬆開空
氣淨化器，請用雙手握住空氣淨
化器，然後按下車載支架上的一
個或兩個釋放按鈕並向後拉，從
車載支架上鬆開空氣淨化器。 
先斷開 Atem 的電源，然後再更
換濾芯！
從車載支架上拆下空氣淨化器，
將其正面朝下、背面朝上放到防
刮表面上。
步驟 2：打開後蓋。在後蓋上，注意
鎖環上的方向指示。緊握住鎖環，
逆時針方向旋轉，直到後蓋鬆開。
此時應當能夠輕鬆移走後蓋。 
步驟 3：拉動耳片將舊濾芯拆
下，並進行處置。換上新的 IQAir 
Atem HyperHEPA® Plus 濾芯並緊
緊按壓到位。 
步驟 4：蓋上後蓋並輕輕旋轉，直
到鎖銷就位。緊握住並向下按壓
鎖環，順時針轉動將其鎖定。後蓋
此時應牢固閉合。現在，您可以將
空氣淨化器連接到車載支架上以
供使用。

 
 

雙手握住空氣淨化器，然後按下車載支架
上的一個或兩個釋放按鈕。

產品使用與操作

適用於濾芯更換的後蓋開口方向。

步驟 1：如需拆下，請按下車載支架上的一
個或兩個釋放按鈕。

步驟 2：如需解鎖，請逆時針旋轉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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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Air Atem 應用程式 
開車時請勿使用應用程式。
如需提高使用者體驗並解鎖 
IQAir Atem 空氣淨化器的附加
功能，請下載並安裝 Apple 或 
Android 版 IQAir Atem 應用程
式。應用程式的功能與優點包括：  
觸控 
自訂風扇速度設定 
燈光與聲音設定
濾芯使用期限通知
透過應用程式，您將能夠使用您
的 Atem 可用的所有功能與自訂
設定。請謹記，必須提前在智能
手機上啟動 Bluetooth® 模式。請
按照應用程式上的設定指示進行
安裝。  
藍牙配對 
使用 IQAir Atem 應用程式將智慧
型手機裝置與 Atem 配對。Atem 
自動處於發現模式，並會顯示在
應用程式的「藍牙」部分中。
輕觸 Atem 名稱進行配對。輸入本
使用者指南背面、空氣淨化器背
面與包裝標籤上的藍牙代碼 PIN。 
觸控功能 
透過應用程式，您可停用觸控功
能以防止不必要的乘客互動。
如需在不使用應用程式的情況下
重新啟用觸控功能，請用手指按
壓觸控區域 5 秒鐘。
故障排除
造訪網站上的 Atem 支援部分。 
配件與濾芯
有關 Atem 空氣淨化器的可用濾
芯與替換部件清單，請同樣參見
網站： www.iqair.com

步驟 4：裝回後蓋，順時針旋轉鎖定。

步驟 3：提起耳片，拆下濾芯，換上新濾芯。

移走後蓋。

 Atem 應用程式、疑難排解與技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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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保固與服務資訊
產品製造商
IQAir Ag（以下簡稱為 IQAir）負
責以完全安全的條件供應商品，
包括使用者指南與原裝配件。
非 IQAir 產品配件的製造商負責
開發、執行與傳達其產品的安全
理念，同時負責此類安全理念與 
IQAir 產品結合的有效性。

國際有限保固與服務
IQAir保固將適用於產品按照其預
期用途和操作說明進行使用的情況。 
擅自改動車載電源適配器或使用非 IQAir 電源配件將導致保固無
效。本產品受「國際有限保固」條款與條件的約束，可以從 IQAir 首頁 
(www.iqair.com) 下載該等條款與條件。上述保證具有排他性，代替所
有其他明示或默示的依據事實、法律、法定或其他規定的保證、條款或
條件，包括關於適銷性、適合某一特定用途、令人滿意的品質以及不侵
權的保證、條款或條件，所有此類保證均被明確排除。
如需詳細了解如何針對缺陷裝置申請保固服務，敬請造訪 IQAir 網
站、聯絡 IQAir 分銷商或距您最近的 IQAir 代表。  
如需有關 IQAir 產品的資訊或如果對產品有任何疑問，請造訪 IQAir 
網站：www.iqair.com，或聯絡之前向您出售產品的零售商，取得進
一步幫助。  

產品資訊與規格部分請見背面。

型號： 
Atem 車載空氣淨化器           
額定功率： 
12-24V ---— 最大 1.5A 
電源適配器：  
型號：Atem 車載電源適配器 250.60.20.25
輸入： 12-24V ---— 最大 4A
USB 輸出： ---— 最大 2.1A
直流輸出： 12-24V ---— 最大 2A                                                           
尺寸（僅空氣淨化器）： 
長 x 高 x 寬 300 x 300 x 85 mm           12 x 12 x 3,4 in
重量（僅空氣淨化器）：
1 850 g/4.1 lbs                                      

技術規格

保固與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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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r:
IQAir Germany GmbH
Karl-Maybach-Straße 18 
 88239 Wangen im Allgäu 
Germany

Distribution: 
IQAir North America
IQAir North America, Inc.
14351 Firestone Blvd.
La Mirada, CA 90638
USA

IQAir International
Incen AG
Hauptstrasse 104
9422 Staad
Switzerland

IQAir China 
DRC Liangmaqiao Diplomatic 
Office Building, Suite 1305B
No.19 Dongfang Do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100600 Beijing
Tel.: 400 108 5117 

www.iq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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