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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產品名稱 Haenim UV LED消毒烘乾機 (典雅系列)

型號

款式

額定電壓(V)/額定頻率( Hz)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

原產地

烘乾/消毒方式

規格尺寸 

重量

注意事項

使用方法

製造商

進口商

HN-04L

座檯式

AC 220V 50Hz/60Hz

95W

韓國

內置型PTC加熱器／UV LED

295(W) ╳ 375(D) ╳ 425(H) mm

淨重 5kg

請詳細閱請使用說明書內容

請參照使用說明書內容

Haenim Co., Ltd.

港豐遠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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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使用方法 

安全注意事項       

保養方法 清潔及隔板使用說明

服務 FAQ

產品概要

產品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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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本使用說明書，並妥善保存以備將來參考。
· 如果本產品有任何問題，請參閱本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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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警告
若忽略此說明可能會導致產品故障或使用者受傷。

220 V 本產品僅與220V 50/60Hz電
壓相容。
不正確的使用可能會導致觸
電或起火。

切勿將本產品浸入水中，也
不要嘗試拆卸零件。

請勿在產品運作途中拔除電
源線。
這可能會導致觸電或起火。

定期清潔時請勿使用氯化物
的清潔產品( 例如漂白劑），
因為它會腐蝕不銹鋼部件。

建議每月用水清洗隔塵網，
並在瀝乾後安裝回去。

建議每月清潔不銹鋼內部。

請勿在門打開的情況下強行開
着UV LED。
強烈的UV光會對眼睛有害。

請勿在本產品中放置動物或不
能受熱的產品，例如塑膠、油
漆稀釋劑或苯。這可能會導致
觸電或起火。

請將本產品放在平坦的表面
上，並避免陽光直射。

在放置本產品時不要完全緊貼
牆邊，請在背面預留足夠空間
以保持氣流出入暢順。

請勿在本產品內放置超過建議
量的物品，因為會降低消毒效
能。



安全注意事項

警告！
若忽略此說明可能會導致重傷或死亡的危險。

若在使用過程中有燃燒的氣
味，請停止使用產品、立即中
斷電源並致電技術支援。

請將本產品和電線放在兒童
接觸不到的地方，以防觸電
或物體掉落。

在閃電或雷雨天氣清潔本產品
時，請先拔除電源線。

請勿在浴室、溫泉或游泳池等
濕度高的地方使用本產品。

手濕的時候請勿使用電源插
座。

請勿用力彎曲或拉扯電源線。

請用乾布清潔電源線。

如果懷疑有氣體洩漏，請停止使
用本產品，並且保持室內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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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保養過程中須特別留意的事項，其適當的細節應於說明書中說明



上層不銹鋼架 電源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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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層不銹鋼架 盛水盤

產品零件介紹

產品概要

附屬零件

......................

......................

......................
...............................................

....................

..................................................................................

1) 時間指示燈

5) 鋼化反射玻璃

2) 溫度指示燈
3) 前置操作面

4) 門把手

11) 紅外線LED燈

12) 紫外線LED 13) 過濾網

14) 入氣口

15) 排氣口

16) 插座

17) 電源線

6) 風機入口

7) 吹風出口

8) 不銹鋼內膽

9) 上層不銹鋼架

10-1) 不鏽鋼盛水盤

10) 下層不銹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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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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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模式

按下AUTO按鈕一次：
烘乾2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30分鐘）
總共運作30分鐘

按下AUTO按鈕二次：
烘乾4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50分鐘）
總共運作50分鐘

按下AUTO按鈕三次：
烘乾6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70分鐘）
總共運作70分鐘

先烘乾後消毒的方式，
可選擇（自動1/自動2/自動3）模式

注意：為確保有更好的烘乾效果，請將清洗乾淨的奶瓶用力甩3-5次後，瓶口向上放進消毒機

加速模式

按下TURBO按鈕一次：
烘乾2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30分鐘）
總共運作30分鐘

按下TURBO按鈕二次：
烘乾4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50分鐘）
總共運作50分鐘

按下TURBO按鈕三次：
烘乾6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70分鐘）
總共運作70分鐘

先快速烘乾後消毒的方式，
可選擇（強力1/強力2/強力3）模式

智能模式

按下SMART按鈕一次：
烘乾20分鐘、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30分鐘）
總共運作30分鐘

在智能模式下，若中途開關機門，
將會自動進行消毒1分鐘 ( 同時吹風1分鐘 )

24小時的保溫及儲存模式。
每3小時進行烘亁20分鐘、消毒10分鐘及吹風10分鐘。
一共8個循環。

產品使用說明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50分鐘)

烘乾(4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消毒(10分鐘)烘乾(2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3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7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7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70分鐘)

烘乾(60分鐘) 消毒(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50分鐘)

烘乾(40分鐘)

消毒(10分鐘)

消毒(10分鐘)

烘乾(2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30分鐘)

消毒(1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 (1分鐘)

烘乾(2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3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70分鐘)

烘乾(60分鐘) 消毒(10分鐘)



烘乾模式 只需烘乾的模式，可選擇烘乾1/烘乾
2/烘乾3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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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模式 清潔提醒功能，消毒烘乾機累計使用60小時後，
提示燈亮起，將內部清潔後，按一下清潔模式，就會自動重置。

按下烘乾按鈕一次：
烘乾30分鐘（同時吹風30分鐘）
總共運作30分鐘

按下烘乾按鈕二次：
烘乾50分鐘（同時吹風50分鐘）
總共運作50分鐘

按下烘乾按鈕三次：
烘乾70分鐘（同時吹風70分鐘）
總共運作70分鐘

產品使用說明

消毒模式 只需消毒的模式（e.g. 遙控器、手機、玩具等）

按下消毒按鈕一次：
消毒10分鐘（同時吹風10分鐘）
總共運作10分鐘

按下消毒按鈕二次：
消毒20分鐘（同時吹風20分鐘）
總共運作2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只需消毒的儲存功能，每1小時進行消毒10分鐘，吹風10分鐘，總共運作8小時。儲存模式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50分鐘)

烘乾(5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烘乾(3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30分鐘)

0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7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70分鐘)

烘乾(7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10分鐘)

吹風—同時運作(20分鐘)

消毒(10分鐘)

消毒(20分鐘)

1  小時

設定功能
啟動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1  小時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消毒10分鐘
吹風10分鐘

總共8小時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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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清潔

使用中性清潔劑和軟布清潔消毒器的外部，
然後再用乾布清潔。

清潔頻率因用戶而異，但建議每月清潔一次以上。
本產品的清潔功能有助於計算下次清潔時間。
當收到清潔功能的提醒時，請卸下內部零件並用
濕布清潔內部，然後用乾布擦拭。
清潔內部後，請按“清潔”按鈕重置。

如圖所示，請將上層不銹鋼架放在中間。
( 沿著距離底部13cm的4個溝槽放入機身內。)
將盛水盤放在最底部，再放下層不銹鋼架。
為了獲得最佳的消毒效果，請將瓶子直立放置，如圖所
示。倒置的瓶子會影響消毒效果。

內部清潔

鋼架使用說明

清潔及鋼架使用說明
清潔前，請先斷開主電源線。



請再維修之前，先參閱下面的常見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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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答

如何棄置消毒機？

我需用什麼清潔內部？

按鍵時沒有發出聲效！

時間顯示UE是什麼意思？

如果您想棄置Haenim消毒機，請勿自行拆卸或嘗試將
其放入一般垃圾桶或回收箱中。
請致電您當地的衛生服務中心並諮詢協助。

可以一杯水加十滴醋去製作天然清潔劑，並將其噴塗在不
銹鋼內膽，再用乾淨的布擦拭。
建議每周清潔一次，請在清潔後將門打開一段時間，以保
持不銹鋼內膽它乾爽通風。

按住“AUTO”按鈕十秒鐘能夠進入靜音模式。
此功能對於對聲音敏感的嬰兒十分有用。
再次按住“AUTO”按鈕五秒鐘能夠退出靜音模式。 
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聯絡技術支援中心。

Haenim消毒機有9個UV LED燈泡。
若偵測器發現其中一個UV LED燈泡故障，時間指示燈就
會顯示UE提醒用家。請聯絡技術支援中心以安排保養。

FAQ(常見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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