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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書
（二）維護保養警告：

一、重要安全說明
（一）使用本機時，為了減少砸傷、觸電或人員傷害的危險，應始終遵
守基本的安全預防措施：
1、為了防止觸電，請勿將本機暴露在雨水中使用。
2、為了安全，本機設有接地線頭，請確實安裝並良好接地。
3、在清潔本機前，請斷開本機的電源；並使用中性清潔液做清潔。
4、將本機牢固固定在穩定的地方；如果本機掉落，會導致嚴重傷害。
5、本機只能使用機器上標明的電源；如果您不了解自己家中的供電類型，請洽
詢施工單位查電。
6、 對於本機，切勿使用小於 0.75 平方的電線；否則可能導致火災或觸電。
7、 晾曬衣物、被單時，桿上之衣物、被單重量需保持均衡，否則可能會導致
曬衣桿變形，與減少馬達使用壽命。
8、 曬衣桿擺動較大時，嚴禁操作本機，以免造成鋼絲繞線錯位或機器損壞。
9、 為了減少觸電危險，切勿拆卸本機；當需要進行檢修時，請聯絡經銷商或
服務中心為您服務；自行打開機殼可能會有觸電風險或其他危險。
10、當發生下列情況時，請關閉本機的電源，並諮詢經銷商或服務中心：
A. 當有液體進入主機或主機已遭受潑水。
B. 當按照使用說明進行操作時，本機不能正常工作。
C. 當主機掉落或主機身損壞。
D. 當本機在性能上發生明顯的異狀。
11、雷雨過程中，應避免使用本機；以降低遭受雷擊的風險。
12、當附近有煤氣洩露時，請勿使用本機。
13、在升、降過程中嚴禁曬衣桿受阻、擺動以免造成鋼絲繞線錯位或機器損壞。
14、操作使用本機時，嚴禁鋼絲繩撓曲，避免鋼絲繩錯軌卡住造成產品損害。
15、在升、降過程中嚴禁人在機器下方，以免鋼絲繩斷裂造成人員傷害。
16、曬衣機升降過程中，應將曬衣桿確實安裝於曬衣機上，使鋼絲繩受有荷
重能筆直升降避免發生錯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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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請注意鋼絲繩與鋼絲繩卡頭之狀況，如果有斷絲、破損、
生銹等現象時，嚴禁使用，請立即聯絡經銷商或服務中心為
您維修更換。
 經常觀察機器頂部是否存在漏水現象。
 發生故障時，非專業人員嚴禁打開機器，應與經銷商或服務中
心聯繫（具體維修事宜可參閱隨機所附產品保修卡）
，避免發
生意外或因人為因素之損壞，將影響保固。

（三）其他注意事項：
 勿將本機直接暴露在陽光底下照射。
 機器外表有灰塵、污垢時，用軟布擦拭本機外層表面。切勿使
用揮發油、稀釋劑或任何磨料粉。
 遙控器長期不使用時應放在乾燥的地方，並取出電池，以免內
部元件受潮影響使用。
 搬運過程中應避免撞擊、避免雨淋。裝卸時輕拿輕放。
 購買後的產品，如果不立刻安裝，應放在通風、乾燥、無腐蝕
性氣體及溫度介於-30°～ +40°，濕度小於 70%的地方。

二、瞭解按鍵、瞭解本機
（一）遙控器
單桿電動曬衣機具有升降、照明等功能，適用於陽臺、室內、衣櫃等不
同的地方。請先確認遙控器裏的電池電量充足和曬衣機的電源開關已經打
開，否則曬衣機不能正常工作。

1、上升按鍵：按一下上升鍵，曬衣桿即可上升，到極限位置時自動停止。
2、停止按鍵：如需在上升或下降過程中停止，只要按一下停止鍵曬衣桿就會立
即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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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降按鍵：按一下下降鍵，曬衣桿即可下降，到極限位置時自動停止。
4、照明按鍵：和普通電燈開關一樣，按遙控器照明鍵打開照明燈，再按照明鍵
關閉照明燈。
5、遙控器對碼設定說明：
(1)對碼設定：開啟主機電源，聽到主機發出滴的一聲響，5 秒鐘內同時按下遙
控器之上升鍵（ ）及下降鍵（ ）
，聽到主機發出滴滴兩聲響，即對碼設定
成功。
在按下上升鍵（ ）及下降鍵（ ）後，如未能聽到滴滴的兩聲響，間隔
一段時間後，聽到一聲滴的長響，則對碼未成功，需斷開電源約 10 秒後重新啟
動電源，對主機再次設定對碼。
對碼成功後，則可對主機各項功能進行正常操作控制，按下功能鍵時，遙
控器指示燈亮，主機發出滴的一聲響，功能則開始運行或關閉，在遙控下一個
功能時，需在遙控器指示燈熄滅的情況下進行。
(2)遙控器刪碼：斷開電源約 10 秒後重新啟動電源，，聽到主機發出滴的一聲
響，5 秒鐘內同時按下遙控器上的照明（
）和下降（
）功能按鍵，聽

三、安裝指導
（一）安裝準備
1、確認安裝位置的表面水準，需平整、質地堅實並確保在任何時候牆面不會
有滲水、漏水發生；
2、確認輸入電源的電壓為標準電壓，電源可以隨時關閉，必須確實安裝接地線。
3、安裝時請關閉電源，將電源線引出 300--500mm 長度。

（二）打孔安裝膨脹螺絲
1、 將包裝紙箱上標示安裝模板之紙板割下（如圖 1）
，將安裝模板固定在安裝
處，確定好位置後根據範本四角所示之圓孔標示在頂面上做出打孔標記(圖 1)；
用電鑽( 用 Ø8mm 鑽尾 )在記號上垂直打出安裝孔，打入膨脹螺絲（圖 2）
（必須將膨脹圈脹開）。
2、 用將螺母套上墊片擰入兩個間距為 65 的膨脹螺絲上，螺母外留出大於 2mm
的距離。

到滴的四聲長響，刪碼成功，此時遙控器無法對主機進行遙控，如未能聽到滴
的四聲長響，需斷開電源約 10 秒後重新啟動電源，按照如上步驟對主機進行
再次刪碼。
(3)記憶效應：對碼設定成功後，只要不進行刪碼操作，再次開啟電源時，操
控功能能維持使用，無需重複對碼設定；刪碼操作成功後，只要不進行對碼設
定，操控功能消失，無法自動恢復。
( 圖1)

（二）主機
1. 主機
5. 左右端蓋

2. 電源線
6. 曬衣桿

3. 升降鋼絲繩
7. 伸縮桿

4. 照明燈
8. 曬衣桿掛座

( 圖2)

3

4

說明書
（三）安裝曬衣機
1、小心取出曬衣機，卸下兩端端蓋，小心托起主機，將主機一端固定架
搭在兩個膨脹螺絲的螺母墊片上，然後用手托高主機套入螺栓後，將
螺母固定鎖緊，接著將所有螺母固定鎖緊並確認主機之水平;
2、將電源線正確連接，用絕緣膠帶包好後小心放在主機頂部。
3、手握兩端鋼絲繩頭向下拉 (鋼絲繩需負重才可作動)，並操作遙控器
使機器下降至下限位。
4、取出曬衣桿，如(圖 3)所示將曬衣桿掛具夾頭穿入鋼絲繩，再將曬衣
桿掛具螺絲微微鬆開後，將鋼絲繩卡頭放於掛具槽內後閉合，再將掛
具夾頭向下扣緊即可(圖 4)。
5、鎖固端蓋前檢查鋼絲繩是否有在不銹鋼滾輪中，確認鋼絲繩位於滾輪
輪槽後，將卸下之端蓋重新鎖固，主機即完成安裝。

四、典型故障及處理方法
智慧型電動曬衣機所使用的電機，是世界著名品牌智能控制電機，連續
不間斷工作 4 分鐘後熱保護，電機會處於停機保護狀態，一定時間冷卻後可
恢復正常工作
現象

沒有信號

照明燈不亮
曬衣桿不升降或
運行中突然停止

處理方法
1.
2.
3.
4.

電源是否接通、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檢查電池是否安裝，電量是否充足
檢查遙控器是否與主機對碼設定成功
檢查主機板上保險絲是否燒壞

1．燈座插頭是否插緊
2．查燈管是否燒壞
1．確認鋼絲繩是否有負重或超重情形
2．電機是否過熱保護
3. 鋼絲繩是否繃緊狀態，遇阻停機

五、主要技術指標
專案

參數

環境溫度

-30°～+40°

工作電源
額定功率

( 圖3)

（四）測試

AC： □110V/60Hz
160 W

最大使用提升重量

30kg（警告：日常使用不推薦）

升降距離

1200±50mm

( 圖4)

)

)

1、接通電源，用遙控器(需對碼)進行曬衣架下降、上升、
停止等功能測試；檢查運作是否流暢；
2、進行開燈、關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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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V/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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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慧型電動升降曬衣機清單
序號

名稱

數量

單位

1

主機

1

臺

2

伸縮曬衣桿

1

套

3
4

遙控器
曬衣桿掛座夾頭

1
2

套

5

主機端蓋

2

個

7

M6 膨脹螺絲

4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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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

9

安裝模板

1

片

10

M6 螺母
M8 華司

4

個

4

個

11

備註

含曬衣桿左右端蓋

個

於紙箱上請割下使用

注釋：
1、如果缺少或損害了任何附件，請向購買處詢問；
2、請保存好原裝紙箱和包裝材料，以便將來運輸和搬運時使用。

感謝您使用和成智慧型電動升降曬衣機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
功率或變更緣設計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
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無線電通信。
低功率射頻電機需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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