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一第    月8年7102

在您使用此产品前请详细阅读说明书

柜式智能新风系统
iClaire-300-G2使用说明



绝对不可自行改造，拆卸或修理。

在更换滤网、清洗或移动机器时，请先关闭电源并拔掉电源插头。

勿将手指或棍棒插入风机本体内或空气的出风口、排风口。

不要将机器安装在靠近热源的地方，如加热器，其热量会影响机器正常工作。

不要将机器用于厨房内的排油烟，这样会缩短过滤网的寿命，并损坏机器。

当机器与加湿器一起使用要防止过量水蒸气进入机器里，水蒸气会损坏机器。

不要在机器横卧或者倾斜的情况下使用机器，否则可能会造成故障。

请勿让儿童擅自操作此空气净化器。

不要用机器去除一些有毒物质（比如一氧化碳、硅气等）。

不要堵塞进风口和出风口，堵塞会降低机器的清洁能力（室内空气难以彻底清洁）并会造成机器的损坏。

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妥善保管，以备日后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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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首先感谢您购买柜式新风机，愿您拥有一个健康的室内环境。一般空气净化器不提供氧气,关闭门窗会使室

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影响呼吸系统从而导致身体疾病。而新风机是一种有效的空气净化设备能够把室外的空气

经过新风机滤网净化，过滤等措施后，输入到室内。让房间里一年四季都不用开窗也能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另外，新风机采用专利内循环技术，通过室内的回风口把室内浑浊的空气吸入新风机内，经过滤网过滤后再回到

室内，使房间里的空气产生立体循环，从而达到快速净化空气的目的。

     新风机采用智能APP操作系统，通过云服务和您的手机互联，让你无论上班，旅行，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随

时随地通过手机了解家里空气质量，千里之外，关爱不变。我们希望通过使用新风机，能使您和您的家人更加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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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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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参数

出风口

操作UI 

主风机

室内回风口

全热交换

初效

内循环进风口

中效；高效

名称   新风机   说明书   合格证    电源线     安装配件包（需向厂家另外购买） 

数量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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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主机按键基本功能介绍

新风机主屏幕八个按键，分别是开关键、模式键、风速键、循环键、辅热键、更多键、儿童锁键、配网键。

开关键：此键控制机器的启停，轻触按键关闭机器，轻触屏幕上任何地方开启机器。

模式键：轻触屏幕上“模式”图标，进入模式页面 ：智能模式、手动模式、夜间模式自由选择。

风速键：轻触屏幕上“风速”图标，风速可在低档、中档、高档、超高档之间自由选择。

自定义风速仅在手动模式下可用，用于调节风量档位和排风比，智能模式和夜间模式下按风速键无法操作。

循环键：轻触屏幕上“循环”图标，进行内、外循环切换。自定义内外循环仅在手动模式下可用，智能模式

和夜间模式下按循环键无法操作。

辅热键：轻触屏幕上“辅热”图标，可开启电辅热，开启后红色电辅热图标开始闪烁，关闭后变为灰色。

自定义电辅热仅在动模式下可用，智能模式和夜间模式下按辅热键无法操作。

更多键：轻触屏幕上“更多”图标，进入更多页面：设备信息、显示屏、 滤芯显示，清除配网。

儿童锁键：轻触儿童锁后，图标变为红色，屏幕上的任何图标都无法操作，若要进行操作需进行解锁。

配网键：轻触屏幕右上角红色“WIFI”图标，此时”WIFI”图标开始闪烁，连接路由器成功后，

“WIFI”图标停止闪烁，图标变为绿色。若网络不可用则图标变黄色。

通电： 上电后系统自检，蜂鸣器发出“滴”一声，同时屏幕闪烁一次后屏幕熄灭，进入待机状态待机（待机

       功率小于5W），此时各个传感器为关闭状态，WIFI模块启动，如果已经配网成功则自动连接到已有网

       络中，可以通过APP进行开机。

开机： 在关机状态，触屏任何地方，屏幕亮起并开机，机器发出“滴”一声，产品开始运行，步进阀门打开，

       系统默认进入低档，各个传感器开始工作。

关机： 在工作状态，按下主机上的开关按键或是APP上的开关按键，机器发出“滴”一声，机器进入关机状态，

       屏幕熄灭，各传感器变为关闭状态，WIFI模块保持开启。产品在每次进入通电关机状态后自动将新风

       门关闭，防止室外的空气进入室内。

通电/开/关机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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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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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模式页面说明

智能模式：新风机根据PM2.5和CO2浓度进入不同的工作状态。智能模式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外循环为主，内

循环为辅助，尽量减少内外循环切换的频率。当室内PM2.5高时开启内循环，当室内CO2高时开启外循环。当温

度低于13°时，电辅热自动打开。用户可在屏幕上手动点击辅热开关或手机APP强制控制其关闭，且系统

继续运行智能模式。智能模式下无法手动调节风量键。 

手动模式：点击APP上或主机“风速键”可以调节风速。点击“循环键”可以切换内外循环。电辅热可手动开启

（温度过高则无法开启），当温度升到30°时会强制关闭加热功能。    

夜间模式:此时主机UI界面屏显示灯全部熄灭，在夜间模式下为低档运行，主机和APP上的风速键、循环键和辅

热键都不可调。再次轻触屏幕任何地方，屏幕点亮，机器运行状态不变，主机UI界面图标显示夜间模式，可进

行任意模式切换操作，否则30S后无其他模式切换，则屏幕熄灭，还是保持夜间模式。

     

更多页面说明  

设备信息：显示设备信息。

显示屏：轻触图标，屏幕关灭，但此时机器仍维持原运行状态。再次轻触屏幕任何地方，屏幕点亮，机器运行

状态不变。

重置滤芯：每次更换完滤网后，请点击重置滤芯，滤芯进入下一个计算周期。

配网：轻触图标，机器将清除用户配网信息。（此功能慎用！）

滤网寿命：滤网寿命低于20%时屏幕上会当出现文字提醒，请根据提示换滤网。

APP：显示公众号二维码，可下载Pelucchi APP。

工作状态说明  

风机档位设定

风机档位根据单机风量直接设定，不需要考虑新风口开多大等因素，风机档位依次为：

PM2.5浓度设定

PM2.5浓度分为6个等级，各阶段状态如下：

CO2浓度设定

CO2浓度(PPM)分为4个等级，各阶段状态如下：

档位 低档 中档 高档 超高档

风量

(m3/h)
80 150 200 280

PM2.5

0-50

51-100

101-150

151-200

201-300

300以上

绿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紫色

褐红色

优

良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重度污染

严重污染

CO2

1000以下

1001-1500

1501-2000

2001以上

绿色

黄色

橙色

红色

优

良

浑浊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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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参数过滤系统

初效G4级滤网

针对大于5um颗粒，过滤效率大于95%，过滤扬尘、花粉、螨虫、毛发、杨柳絮等，阻力小，寿命长，可

冲洗等特性。

抑菌层

纳米抗菌涂层，通过抑制呼吸使细菌死亡，物理性杀菌可杀死650多种细菌，抑制细菌生长。

中效F7级滤网

针对粒径在0.1um-10um之间的颗粒高效过滤，能过滤大多数的微生物，大多数的粉尘、花粉等，增强后

级滤网寿命。

活性炭网

常温催化氧化机理，甲醛彻底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纳米级催化和多孔吸附载体，可与甲醛充分接触，

超高甲醛吸附、催化降解速率。

高效H13级滤网

针对粒径在0.1um-10um之间的颗粒充分过滤，熔喷驻级静电技术，去除率99.5%以上，严把最后一道空气

质量关。

过滤系统 产品技术参数

类型       详细参数 

产品名称       智能新风系统 

产品型号       iClaire-300-G2 

新风量       300m³/h 

额定电压       220V 

额定频率       50Hz 

额定输入功率       110W 

噪音       ≤50dB（A）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       300m³/h 

适用面积       80m² 

工作模式       智能/手动/夜间 

传感器       PM2.5/CO2/温度 

控制       APP＆触屏 

显示       4.3寸彩色屏 

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 

风速       4档 

热交换       全热交换模组 

滤材       初效、中效、高效 

电辅热       200W 

产品尺寸       1200*360*310（mm） 

 



产品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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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次开机前，一定要将所有滤网的包装袋去除，方可使用...

先拉开前面板底部，然后向上提，再把前面板与机体的连接线从端子对插处拔开，即完成前面板的拆装。

下前面板打开后，拎起白色布条取出滤材进行更换（一般3-6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此时间供参考），否则

影响净化效果。更换新的滤材后注意白色布条放在外面，方便以后拿取滤材。

① ②高效（建议更换时间6个月）

③中效；抗菌除霉复合滤网（建议更换时间2-3个月）

  初效滤网（建议更换时间2-3个月）

注：更换时间与工作环境有关，若工作环境较差，更换时间会相应提前。

发生故障按照以上方法处理无效时，应立即与产品代理商联系，切勿自行拆卸、维修和安装。

常见故障滤网更换

现象故障               可能产生的原因                           解决方法

                        插座是否有电                            检查电源

                      电源插头是否插好                          插好电源

                进风口或出风口是否有异物堵住               更换位置或移走异物

                          电机不工作                           与代理商联系

                  是否安装在不通风的地方，

                    或者机器附近有障碍物                

                   海帕过滤网长时间未更换                      更换海帕过滤网

               是否大量气味临时产生（许多人抽烟等）      运转一段时间后气味逐渐消失

              

                  确认WIFI密码是否输入正确                     输入正确的WIFI密码 

                 确认操作是否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        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或退出APP重新进入

                                                             路由器调整与机器的距离，

                                                             或适当增加路由器的数量

将过滤网放置在阳光充足或通风较好的地

方大约6H左右（切勿放置在烈日下暴晒，

暴晒后会使过滤网变形从而影响机器的性

   能），可以使集尘过滤网水分蒸发。

新风机无法连

接到WIFI信号

出风口有异味

没有达到清洁效果

没有空气吹出

不能启动

移走障碍物

 过滤网使用过长时间未更换（根据使环境

 的不同，有时过滤网可能数月，甚至数周

         内需要晾晒或更换）  

距离WIFI太远，无线信号太弱  

① ②

③

4

4

喉箍4个（105-127 mm）

安装方式

1.安装配件见图一(需与厂家联系购买)。

图一

PVC复合软管（直径125mm，

     拉长1米左右）
110穿墙式风帽 160穿墙式风帽

常见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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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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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本产品按照国家三包政策规定为用户提供保障，保修期为1年（购买之日算起）在保修期内，凡属于正常

使用情况下由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本公司将免费维修，如未按说明书及非专业人员安装引起

的损坏，本公司维修收取一定的费用。

保修卡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新风机，即日起您可获得本公司对产品所提供的售后服务

1.公司为每一位客户建立设备及服务档案。

2.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回访一次，询问新风系统使用情况及意见，提醒客户查看滤芯使用情况，定期更换滤芯。

3.公司代表、专业维修人员定期或不定期拜访客户。

4.智能新风主机自出售之日起，享受我司优质的服务，公司承诺1年保修，终身为客户提供维护与咨询。

5.维修人员接到用户通知48小时内给予处理答复。

智能新风售后服务

2.选定合适安装的位置，用工程钻孔机在指定位置打通两个直径为Φ130mm的安装孔（打孔机钻头130规格），

打孔距离地面高度与孔距（见图二）, 打孔应稍微向下倾斜3-5°，防止雨水倒灌（见图三），房间钻孔采用干

打或湿打，但应做好避免灰尘防护。

  

图二 图三

     图四

距离地面高度355mm
距离地面高度27mm

50-80mm

Φ110mm

Φ160mm

喉箍

新风机

墙体

软管

软管

帽风式墙穿0 61

3.机器安装最终效果展示（图四）。

PVC管与墙体之间的

缝隙用发泡胶填满

风管凸出墙体40mm左右

帽风式墙穿0 11

型号：

购买日期：

电话：姓名：

保修说明：

SN：

销售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