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rusZERO

超级等离子体发生器

ｽｴﾆﾛ ﾇﾃｶ�鋕ｶ ﾀﾌｿﾀｳｪﾀﾌﾀ銈IB_C.indd   20 2009-04-13   ｿﾀﾈﾄ 12:16:28



1

产品的优点

离子发生原理

使Micro plasma放电以产生原子状的活性氢(H)和氧离子(O₂-)
- 陶瓷电极(正电极) :    通过Micro plasma放电分解空气中的水分以产生氢正离子(H+)
- 针状电极(负电极) :    放射高电压电子生成氧离子(O₂-)，同时电极表面的电子与正电极发生 

            氢正离子(H+)反应生成活性氢(H)
- 生成的活性氢(H)与氧离子(O₂-)结合产生超氧化氢(HOO-)

惊人的空气净化功能

活性氢(H)与氧离子(O₂-)结合产生的超氧化氢(HOO-)围住空气中漂浮的有害物， 

破坏蛋白质结构氢气结合，以达到除菌的效果。
与室内空气中危害人体的活性氢(OH-radical)结合，并将其中和为对人体无害的水分状态， 

提供清新空气。

除菌机制

完美的除菌能力 

封闭空间内更能有效清除各种细菌、病毒和霉菌等有害物质。

清除过敏菌 
彻底清除螨虫尸体、排泄物或者附着于宠物毛发上的皮屑等通过皮肤或呼吸系统进入人体， 

进而引发鼻炎和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过敏菌。

举世公认的独创性技术 
经过长期研究活动与韩国、日本、英国等世界研究机构的验认，已获得了最高的除菌力认证。

家里、车内皆宜使用

不仅家里、连在车内也能随时呼吸新鲜空气，保护家人健康，同时带给您清爽的心情。

品位设计

产品设计既简洁又富有品位，可置于家里或车内的任意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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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空气净化功能

活性氢(H)与氧离子(O₂-)结合产生的超氧化氢(HOO-)围住空气中漂浮的有害物， 

破坏蛋白质结构氢气结合，以达到除菌的效果。
与室内空气中危害人体的活性氢(OH-radical)结合，并将其中和为对人体无害的水分状态， 

提供清新空气。

除菌机制

完美的除菌能力 

封闭空间内更能有效清除各种细菌、病毒和霉菌等有害物质。

清除过敏菌 
彻底清除螨虫尸体、排泄物或者附着于宠物毛发上的皮屑等通过皮肤或呼吸系统进入人体， 

进而引发鼻炎和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过敏菌。

举世公认的独创性技术 
经过长期研究活动与韩国、日本、英国等世界研究机构的验认，已获得了最高的除菌力认证。

家里、车内皆宜使用

不仅家里、连在车内也能随时呼吸新鲜空气，保护家人健康，同时带给您清爽的心情。

品位设计

产品设计既简洁又富有品位，可置于家里或车内的任意角落。

介绍更加有效使用本产品的内容。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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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保护用户安全防止财产损失的内容。
请详细阅读下列内容后正确使用本品。

关于电源

220V 110V

请勿使用额定电压外的电压。

▶  可能无法正常运行或有火
灾危险。

请勿使用损坏的电源插头或陈旧的电
源插座。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请勿在同一个电源插座上同时使用多
件电器。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请务必使用规定的电源插头。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产品长期不用时请拔下电源插头。

▶  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消
耗或成为漏电、火灾的原
因。

请勿过度弯曲电线或将重物置于其上。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请勿拔下电源插头关闭产品。

▶  有发生故障或触电的危险，
请务必按下电源按钮关闭产
品。

请勿拉扯电线或用湿手触摸电源插头。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请务必连接设有接地线的电源插座。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不遵守时会导致用户死亡或重伤。警告

不遵守时会导致用户受伤或财产损失。注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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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指示标识，用于表示务必遵守的项目。

行为禁止标识，用于强调禁止操作的项目。

命令切断电源的标识。

禁止拆卸标识。

预防触电的接地标识。

关于安装

关于安装

请勿将产品安装于泄露或可能泄露可燃
性气体之处。

▶  有火灾和爆炸危险。

请勿将产品安装于阳光直射、有热气球
或特别潮湿处。

▶  产品性能降低、有触电危
险。

10cm

10cm

安装时请与周围保持10厘米以上的间距。

▶  吸气/排气空间不足时产品
性能可能有所下降。

请勿将产品安装于不稳定或倾斜处。

▶  可能成为产品坠落损坏、
发生异常噪音及运行不良
的原因。

请勿安装于工业油烟或金属性灰尘较
多处。

▶  有故障和火灾危险。

请勿在暖炉等散热器附近安装本品。

▶  有火灾危险。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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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家用) 警告

安全注意事项(继续)

请勿人为的施加过大冲击或拉扯本品。

▶  有故障或火灾危险，可能
因产品倾倒导致受伤。

产品发出异常响声、焦糊味、冒烟等时
请立即切断电源并向服务中心咨询。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请勿将手指、杂质等放入产品的空气吸
入口或离子排放口内。

▶  有产品故障或触电危险。

产品浸水时请务必与服务中心联系。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请确认产品空气吸入口或离子排放口方
向有无障碍物。

▶  可能成为故障原因并造成产
品性能降低。

请勿任意拆卸、修理、改造本品。

▶     有故障、触电及火灾危险。
需要修理时请与服务中心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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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家用)

为防止危险，在电源线或适配器损坏时
应由制造商、服务技师或具同级资格者
更换。 NO!

请勿让儿童触摸或使用产品。

▶  产品坠落时会导致受伤。

运行中请勿将手置于离子排放口。

▶  有产品故障或触电危险。

请勿令产品内部进水。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  内部进水时请立即停止运
行并拔下插座上的插头。

O2OO2O

请勿在密封的场所内使用，儿童、老年
人与体弱者不宜长期使用。

▶  可能因氧气不足发生危险。

请勿向产品喷撒杀虫剂或可燃性喷雾。

▶  不仅危害人体，还会引起
产品故障、触电或火灾。

请勿将提供的电源插头用于其他产品。

▶  有产品故障或触电危险。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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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继续)

关于使用(车用)

关于使用(车用)

DC12V 

车用适配器务必使用额定电压。

▶  有触电或烫伤危险。

请勿触摸适配器的金属部分。

▶  有触电或烫伤危险。

在车内使用时请与固定器具(杯架等)同
时使用。

▶  行驶中可能因产品掉落导
致事故危险，因此请牢固
地固定产品。

▶  可能因产品坠落导致受伤
或功能降低。

请勿在行驶中操作按钮。

▶  可能发生事故。

使用提供的车用适配器，用力按下适配
器插头使其完全进入插孔。

使用本品时请勿在车内开启喷射式杀
虫剂。

▶  有火灾危险。

警告

注意

ｽｴﾆﾛ ﾇﾃｶ�鋕ｶ ﾀﾌｿﾀｳｪﾀﾌﾀ銈IB_C.indd   7 2009-04-13   ｿﾀﾈﾄ 12:16:18



8

关于清洁

关于清洁

请切断电源后再清洁或维修本品。

▶  有触电或受伤危险。

请务必拔下电源插头后更换过滤器。

请勿直接在产品上喷水清洁，不得用
苯、稀释剂或酒精等擦拭。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  产品表面可能变质。

알
콜
올

알알
콜콜
올올

알알알알
콜콜
올올

与电源插头针相接触的部分落入灰尘时
请仔细擦拭。

▶ 有触电或火灾危险。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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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名称 /构成品

确认构成品

正面 反面

清洁孔 
用于清洁孔内的针状 

电极 

上方悬挂槽 
用于固定车用适配器的
电线

下方悬挂槽 
用于固定家用适配器的
电线

电源输入端子

请了解各部分的名称并在安装前确认构成品是否齐全。

主机

离子排放口 

排放负离子的部分 

电源[     ]按钮
用于开启/关闭电源及调
整离子强度 

※ 上图仅用于理解说明，实物可能与图示有所不同。
※ 随产品规格(家用/车用/兼用)的不同，适配器可能有所不同。
※ 需要追加购买适配器时请向顾客中心(1588-4756)咨询。

家用适配器 车用适配器 清洁刷 使用说明书

针状电极 
接入高电压
产生离子的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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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状电极 
接入高电压
产生离子的电极

安装方法

在家里安装时

1 将产品底面朝上后按下PUSH按钮。  
▶  按下PUSH按钮的同时将盖子沿箭头方向拉起。

▶  盖子被拆下。

2 将家用适配器插入产品电源的输入端子内。
▶  为保障产品安全运行请将电线固定于下方 

的悬挂槽中。

3 将盖子前端对准上方的插槽后推动至听到 
 ‘喀哒’的响声以确认关闭。

4 将家用适配器插入产品电源的输入端子。

●   在湿度过低处(20%以下)使用时产品功能可能会
有所降低。

请勿将产品安装在室内光线直射处。

PUSH按钮(底面)

220V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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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法

在车内安装时

1 将产品底面朝上后按下PUSH按钮。

▶ 按下PUSH按钮同时将盖子沿箭头方向拉起。

▶  盖子被拆下。

2 请将车用适配器插入产品电源的输入端子内。

▶  为使产品安全运行请将电线固定于上方 

的悬挂槽中。

3 将盖子前端对准上方的插槽后推动至听到 
 ‘喀哒’的响声以确认关闭。

4 请将产品插入杯架并令其安全的固定。

5 请将车用适配器(车充)插入车辆电源。

将产品插入车内杯架中使用起来会十分便利。

PUSH按钮(底面)

●   在湿度过低处(20%以下)使用时产品功能可能会
有所降低。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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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可以开/关电源或者调整离子强度。

每次按键时可以反复设定功能。

＞＞
设定开启电源/离子强度(强) 

(绿色显示灯) ＞ 关闭电源
设定离子强度(弱) 

(绿色显示灯)

1 请按下[   ]按钮。

▶   开启电源同时绿色显示灯亮起。 
此时离子强度自动设定为基本值(强)。

产品使用方法

2 请再按一次[   ]按钮。

▶   绿色显示灯亮起。 
此时离子强度设定为(弱)。

3 请重新再按一次[   ]按钮。

▶   关闭电源同时显示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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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与管理方法
清洁时请关闭产品电源并务必拔下适配器。

外观清洁方法

1 请将软布在温水中浸湿再拧干后擦拭产品。

▶ 请用软刷清除离子排出口的灰尘等杂质。

1 将产品底面朝上后按下PUSH按钮。

▶ 按下PUSH按钮同时将盖子沿箭头方向拉起。

▶  盖子被拆下。

2 如图所示提起产品，利用清洁刷清除针状电极末 
端的灰尘。

▶  此时将提供的清洁刷放入清洁孔内后利用刷 
子末端轻柔的清除灰尘。

3 将盖子前端对准上方的插槽后推动至听到 
 ‘喀哒’的响声以确认关闭。

●    请勿直接喷水清洁，并不得使用碱性清洗剂、 
有机溶剂(苯、稀释剂、酒精)等擦拭本品。 

有触电及火灾危险，还可能损伤产品表面。

针状电极的清洁方法

●    请每隔两周清洁一次针状电极。 
清洁周期可随使用环境和时间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用于灰尘较多的环境中时请经常

清洁。针状电极内的积尘可能会成为产品

功能降低的原因。

PUSH按钮(底面)

注意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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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过滤器的清洁方法

1 将产品底面朝上后按下PUSH按钮。

▶ 按下PUSH按钮同时将盖子沿箭头方向拉起。

▶  盖子被拆下。

2 请将盖子内侧下方附着的灰尘过滤器沿箭头方
向按下并拉出。

3 用提供的清洁刷或用流动的清水洗涤拆下的
过滤器以清除灰尘。

▶  用流动的清水洗涤后，在阴凉处使其完全干燥。

4 将过滤器盖子对准下方的插槽后推动至听到 
 ‘喀哒’的响声使其完全关闭。

●    请每隔两周清洁一次灰尘过滤器。
清洁周期可随使用环境和时间的不同有所不同，

用于灰尘较多的环境中时请经常清洁。

5 将盖子前端对准上方的插槽后推动至听到 
 ‘喀哒’的响声以确认关闭。

PUSH按钮(底面)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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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故障前应确认的事项

症状 确认 处理事项

不运行

是否停电? 请确认是否有电源流入后 
重新运行。

电源插头是否松落？ 请插入电源插头后重新运行。

适配器是否不良？ 请插入其他插座后重新运行。

显示灯是否为红色闪烁？ 请拔下电源插头并向顾客 
中心咨询。

有异味

是否用于烟雾或气味较多处？ 用于烟雾或气味较多处时 
产品效果可能会有所下降。 
请在室内换气后再使用。

离子排放品处是否夹入灰尘 
或杂质？

请清除灰尘或杂质等后重 
新运行。

无法确认运行与否 显示灯是否熄灭？ 请按下电源按钮开启显示灯。

不能排风 灰尘过滤器是否被灰尘阻塞？ 请清洁灰尘过滤器。

有杂音
离子排放口是否被障碍物阻
塞？

请清除障碍物等后重新运行。

申报故障前请务必确认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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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家用 车用 兼用

型号名称 SP-PD4系列 SP-PC4系列 SP-PA4系列

产品大小(直径 X 高度) 63.4 x 159 mm

额定电压 AC220V DC12V AC220V/DC12V

产品规格

●为提高质量，产品功能和设计会在无预先通告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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제품보증서 제품보증서

产品名称                                                              型号名称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Serial No.

购买代理店                                                           销售金额

一般产品转换为营业用时，将其保修期缩短至一半。

18

产品的保修期为一年,
零件持有年限为

五年。

免费服务

  消费者损害类型 保修期间内 保修期间外

零部件持有期间内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发生性能或功能瑕疵故障时

   购买后十日内发生重大异常时 更换产品或退款 不相应

   购买后一个月内发生重大异常时 更换产品或免费维修 不相应

   购买时产品的运输过程及安装产 更换产品 不相应

     品过程中发生的损害

   产品更换后一个月内发生需要重 按照买价退款 不相应

     大修理的故障时 

   无法更换时 按照买价退款 不相应

   同一瑕疵发生两次时 免费维修 收费维修

   因同一瑕疵发生三次故障时 更换产品或退款 收费维修

   不同的瑕疵发生五次以上时 更换产品或退款 收费维修

    事业者将消费者委托修理的产品 更换产品或退款 在计提累计折旧的金额

    遗失时  上加算10%后退款

   零件持有期间内因无修理用零件 更换产品或退款 在计提累计折旧的金额

     而无法修理时   上加算10%后退款

   有修理用零件但无法修理时 更换产品或退款 定额累计折旧后退款

收费服务

非故障时

  未进行使用说明或未拆卸处理的
况下，因销售店安装的不牢固引起
的重新安装

   因移动产品、搬家等时的不牢固安
装、消费者安装不熟练或已在购买
时按照用户要求安装又重新申请安
装或内部清洗服务时

 由于消费者的过失引发故障时

   由消费者处理不慎或错误的修理、

改造引发故障时

  因电力容量误用引发故障时

   非(株)CDM技师或合作公司技师修

理产品引发故障时

  外部冲击或坠落等引起故障、

损坏时

     因使用(株)CDM指定消耗品或选项

品外的产品发生故障时

   未遵守使用说明书中的
 ‘注意事项’而发生故  障时

此外的情况

  自然灾害(雷电、火灾、盐害、

水灾等)引发故障时

   消耗性零部件使用寿命耗尽时
(过滤器等)

※  产品无故障却申请服务时需收取费用，因此请务必阅读使用说明书。
※ 本保修证仅限在韩国境内使用，且不予重新发行，因此请与使用说明书一同妥善保管。

因消费者的故意、过失引起的故障

   无法修理时 收取相应的修理 收取相应的修理费并
          费后更换产品 计提折旧后更换产品

   可以修理时 收费修理 收费修理

产品保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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