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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妥善保管
LA350A 全智能空气净化器

警告：首次使用前，必须拆出HEPA滤芯，去除活性炭片(4片)上的防潮保护袋，方可使用。



前言

监测控制器（简称监控器） 监控器充电连接线

电源适配器(监控器用)

售后服务卡/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

重要安全信息

· 请务必使用制造商标配的附件。                                          
· 请确保不让儿童玩耍或使用机器，以防出现意外。               
· 请勿堵塞进风口和出风口。                                                 
· 放置时保证机器平稳，禁止倾斜或放倒使用。                      
· 长时间不使用机器时，请拔掉插头。                                   
· 请勿在温度变化较大的房间内使用本产品，因为这可
  导致产品内部的冷凝。
· 请勿过度拧捏、弯曲或扭转交流电源线，否则线芯可能
  会暴露在外或折断。
· 更换滤材、移动或清洁初滤网之前必须关掉电源并拔下
  电源插头。

装箱清单

主机×1            活性炭片×4            HEPA滤芯×1            监控器×1            电源线×1            电源适配器(主机用)×1
电源适配器(监控器用)×1                监控器充电连接线×1                     说明书×1                  保修卡/合格证×1        

电源线 电源适配器(主机用)主机 活性炭片，装在主机内

HEPA滤芯(简称滤芯，
装在主机内)

1

x4

感谢：首先感谢您选择LIFAair的产品！您即将享受到芬兰技术所带来的精湛、专业的体验。

· 请勿在浴室等高温、潮湿、会沾水的场所使用。
· 电源适配器内有电危险，请勿开盖，以免触电和影响保修。
· 请勿坐、靠本设备，否则有可能导致人受伤或设备破损等。
· 请勿将异物放入防护件、可移动部分、进风口和出风口中。
· 切勿将本产品直接放到空调下方，以防冷凝水滴到本产品上。
· 除专业维修人员外，其他人不得进行分解、维修，以免造成
  火灾、触电、受伤。
· 为了防止触电，务必按照本手册的要求方法和方式去清洗和
  保养，维护好该产品，请不要尝试其它任何方式进行维护。

功能介绍

监控器

① ② ③

2
① 整圈式触摸控制环：改变风速及
    进入与监控器配对模式

①

②

主机

脱离监控器工作模式
绿灯缓慢闪烁：主机待机
绿灯中速闪烁：响应触摸控制
绿灯快速闪烁：与监控器配对中
绿灯常亮：主机运转中

连接监控器工作模式
白灯缓慢闪烁：主机待机
白灯中速闪烁：响应触摸控制
白灯常亮：主机运转中

③ 进气口
④ DC电源接口（接电源适配器）
⑤ 底盘

④
⑤

⑦
⑥

注意：请勿阻塞进、排气区，长绒类织物做衬垫也会阻塞排气区。

③

④
⑤

②工作状态/电源指示灯

增大 减小

配对

① 光线传感器：监控器显示屏亮度，
         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整
② 开/关机键：长按：开/关机    
       短按：显示时间，关闭/打开屏幕
③ 进气区：监控器由此吸入空气
④ PM2.5传感器进气口

⑤ 电源接口：连接专用充电电源线
⑥ S/N码：监控器序列号（保修时需填写）
        CODE码：用于解锁APP远程控制功能的设备标识码。使用APP搜索到监测控
        制器后，点击控制器图标，输入此标识码打开APP的远程控制功能。
        请注意，输入此标识码时不区分大小写。注：此标识码为设备MAC地址的后6位。
⑦  排气区：监控器由此排出空气

S/N：XXXXXXXXXXX   CODE:XXXXXX



炭片放回主机后需将扣位与主机卡扣位扣牢

首次安装使用

连接电源

将滤芯放回主机，盖上底盘

锁定底盘（务必将底盘旋转至锁对点位置）

去除主机上的DC电源接口保护条，取出电源线连接电源适配器，
将适配器连接主机，插上电源。主机待机，LED灯呼吸闪烁。

安装完成，翻转主机，顶部朝上

4
7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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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底盘旋转至锁定状态

首次安装使用

在地面铺上一层毛巾或其他柔软的防护垫，将主机翻转，
底部朝上，旋转底盘解锁（务必使DC电源断电）。

2

取出底盘

双手握住滤芯顶部取出滤芯

分别将4片炭片放回主机

4

取出炭片，主机内含4片炭片

去除炭片防潮包装袋

3

1

3

65

  将底盘旋转至开锁状态

（用手指按住炭片扣位，将扣位压下去后即可轻便取出炭片。）

(将炭片底下的两个卡位对准主机炭片槽的卡位)



配对

注：由于产品的更新和软件的升级，操作界面可能会与说明书中所示的不符，请以实物为准。

监控器与主机配对 6

监控器与主机通过特殊的蓝牙无线连接方式协同工作，使用需要联机配对。本机出厂时已进行过配对，可以直接插电
使用，如不能自动配对，请进行以下步骤。

1、长按监控器开/关键开机，主机插上电源并显示绿灯。

配对方法

4、配对成功后，主机电源/状态指示灯变为白色，监控器提示“配对
       成功”, 如配对失败请重复上述步骤。

注：主机与监控器配对时必须将主机调至待机状态（即绿灯缓慢闪烁
状态）。

2、逆时针滑动触摸环使主机绿灯缓慢闪烁 ， 单指长按触摸环上标记
   “    ”五秒以上，直至绿灯快速连续闪烁后移开手指，    此时主机进
     入为时30秒的配对模式。

3、在监控器上点击       设置  →        →        ，监控器即和主机进入自
       动配对流程。

请长按净化器上方         空心符号进行配对

使用

手动控制主机风速

为更好的发挥空气净化器的性能，在使用时主机
进风口应与墙壁等遮挡物保持一定距离。

本机设计有121级风速，可以精准控制PM2.5的水平。

顺时针旋转触摸主机顶部，增大风速

逆时针旋转触摸主机顶部，减小风速

5

20CM以上

20CM以上

20CM以上

正确位置摆放

注：本说明书中的图片均为示意图，可能与实物有偏差，请以实物为准。

（连续顺时针旋转触摸至主机电源指示灯长亮为最大风速）

(连续逆时针旋转触摸至主机电源指示灯缓慢闪烁为零风速待机)



您的这套全智能净化器的监测控制器可以监测二氧化碳（CO2）浓度、甲醛浓度、PM2.5浓度，并自动遥控净化器主机
将PM2.5和甲醛浓度控制在健康范围。在和主机配对后还可以监测温度和湿度。
本监控器将监测的空气质量分为六个等级：优、良、中、差、劣、危。

点击“CO2”为二氧化碳浓度。≤1000 ppm 为优，
超出建议开窗通风。数值的稳定大约需要40秒。

点击“PM2.5”为显示 PM2.5 的实时测量值。数值
的稳定大约需要20秒。中国标准75μg/m3 以下为良；
美国标准为35μg/m3 以下。

注意：监控器屏幕左上方的背后是PM2.5 传感器的进气口，如需测量气流中的 PM2.5 浓度，应使此口对准且迎向气流
方向。

监测控制器监测项目 7

CO ≤1000ppm为优 

甲醛传感器是电化学原理，会受到很多其它非甲醛气体的干扰，尤其是酒精、香水。如果房间有甲醛，会缓慢持续释
放，不会在短时间突然增大，所以读数如果发生短时间的快速增大，不用担心，那不是甲醛。您的LIFAair也会自动判
断识别。

点击“甲醛”为甲醛浓度。中国标准 ≤0.08mg/m3 

为合格；美国则要求≤0.06mg/m3

28

监测控制器监测项目

点击“计时测量”，监控器会连续监测5分钟，否则点
击屏幕监控器只测量1分钟。

注意：在监控器与主机配对工作时（主机白灯指示），即使屏幕只显示时钟（插上电源）或黑屏（电池供电），监控
器会自动定时监测空气质量，并且控制主机运行。

监测控制器短时连续监测

8

28

点击“湿度”为显示净化器主机所在位置的相对湿度。 68

点击“温度”为显示净化器主机所在位置的温度。 15.6



LA350A

监控器的使用 10

② 在时钟显示界面，点击画面右侧的       ，可手动设置时间，设置完成后，点
      击        保存当前时间设置

注意：当监控器连接WiFi网络后，时间自动按网络时间准确自动设定，包括自动按当地时区自动调整 。
           建议采用WiFi连接，您即享有一台自动调时的高精度时钟。

监控器是智能控制的核心，应尽可能保持和主机的联机配对。

点击      滤芯 → 进入滤芯监测界面
请在滤芯耗损百分比接近5%时进行滤芯的清洁或更换。
清洁或更换滤芯后，请点击“复位”并确认，以保证重新开始智能监测。

4. 时钟显示/调整

2. 点击监控器上的        ,可设置监控器功能
背光亮度 :        低 → 较暗模式；高 → 较亮模式。两种模式下均受光线传感
                          器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整。
标准选择 :        根据需要选择空气质量标准（ 国标或美国标准 ）来作为控制
                          净化器工作的标准。选择美国标准，净化器将更强力地工作，
                       尤其是在夜间。
夜灯 :                   打开或关闭夜灯功能。 如打开此功能， 在22：00     -     06：00
                       时间段内，监控器插上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在触摸屏幕后屏幕会高光点亮3分钟，用做夜灯。
APP控制权   :        允许或禁止手机APP操作主机， 禁止状态时， 手机APP只能查看，不能控制。
智能开窗检测 :    打开或关闭智能开窗检测的功能。 打开后， 主机的工作模式将受开窗状态控制,  以达节约滤芯及节能效果
                      ( 因为开窗后无论空气质量是否达标，主机运行将毫无意义 )。
主机触控 :        打开或关闭主机触控功能，防止他人误触。
语言设置：      中 → 选择中文显示；繁 → 选择繁体中文显示 ; Eng →  选择英文显示。
恢复出厂设置 : 点击确认后，监控器各项设定将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后，会断开Wi-Fi连接，但与主机的蓝牙连接不会断开）
传感器校零    :    请根据屏幕提示进行传感器的校零工作，以保证传感器的准确度。 

1.控制主机：点击        进入模式选择界面

净化器关机
智能模式：根据实时室内空气质量，全智能自动调节主机风速（建议长期
使用）
睡眠模式：超低噪音运行，营造舒适睡眠环境（非智能模式，主机持续以
此速度运行）
强风模式：全速运行，快速净化（非智能模式，快速运行90分钟后自动切
换为中速运行）
手动模式：可手动调节主机风速         返回模式选择界面        返回监控器
主页

注意：在主机为白灯且允许主机触控时， 触摸主机触摸环会改变风速， 使控制模式进入“手动”，但5分钟后会自动恢
          复“智能”。如想全手动控制主机风速，可在监控器的     手动模式下，或在主机脱离监控器工作时（主机电源/
          状态灯为绿灯），触摸操作主机。主机将始终保持手动设定，风机不再自动切换回“智能”模式。不建议让主机
          工作在“手动”模式，因为会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和额外的滤芯损耗。

监控器的使用 9监控器是智能控制的核心，应尽可能保持和主机的联机配对。

3. 滤芯监测

① 在有外接电源情况下，长时间无操作时(约60秒)，或短按监控器开/关机键，
      屏幕自动显示时间（在电池供电时，屏幕熄灭时不显示时间）。
      如开启夜灯功能，在22：00~06：00，触摸屏幕，
       屏幕以白底黑字方式显示时钟3分钟。
 

滤芯

80% 90% 91%

国高低

关开夜灯

语言设置



连网开窗警告：
在您开窗、开门通风或离家后，监控器会探测到异常，
会出现这个画面。净化器主机会因开窗而停止工作，待
您完成通风关闭门窗或返家后再点击       智能模式→      
     睡眠模式→      智能模式，可恢复全智能工作模式。
也可直接滑动触摸主机触摸环使主机恢复工作。

注：只有当监测控制器运行在“自动”模式时才会对“开窗通风”状况进行检测

监控器与Wi-Fi网络连网

下载并安装APP客户端

12

打开LIFAair，
点击手机屏幕下方“+”

根据提示，点击
监控器的连网

点击已按连网键 连网成功后，点击连接到的监控器，
输入监控器密码（CODE后面的6位
数字，在监控器后部DC接口下面 , 
不区分大小写）

选择         →点击

确认手机连接的是正确
WiFi网络，输入Wi-Fi密码

点击监控器上的         设置

用手机扫描本二维码或
监控器底部的二维码

连接成功后，手机可控制主机，
并与监控器同步显示当前数据

警告窗口 11

主机倾倒警告：
在净化器主机运转时，不能倾斜，否则在监控器上出
现这个画面。

甲醛长时间异常警告：
由于甲醛传感器不只是对甲醛敏感，在监控器监测到
甲醛读数异常变动时会出现这个画面。

我的设备

100%9:41 AM

32
PM2.5

LIFAair

净化器开机

All  About  Professional

100%9:41 AM

添加设备

取消 下一步

设备将与您的手机连入同一Wi-Fi 

TP-Link12

密码 abc

100%9:41 AM

添加设备

取消 已按连网键

TP-Link12

请按设备上的连网按键接受连接！

100%9:41 AM

添加设备

取消 已按连网键

TP-Link12

请按设备上的连网按键接受连接！

我的设备

100%9:41 AM

点击加号添加设备

32 ug/m3

LIFAair

100%9:41 AM

PM 2.5

查看滤芯空气等级：优

抗敏防病

甲醛

温度

湿度

400
℃

ppm

27

45

0.06 ug/m3

%

CO2



规格参数

疑难解答

14

净化器不能运转？
请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到位。
请检查净化器是否处于风速最小状态。
请检查底盘是否锁定到对位点。

监控器不能连接主机？
请按P6“监控器与主机配对”步骤进行
配对。

运行时噪音大？
请检查是否已安装滤芯。
请检查是否已去除炭桶包装袋。

当监控器的滤芯监测数值小于5%
时，则需清洁或更换滤芯了

更换滤芯 滤芯复位 

可参考“首次安装使用”部分
图示，开底盖后请找到炭桶提
手，分别将两对炭桶和滤芯全
部提出，更换滤芯后再依次放
入主机。

滤芯更换（务必使主机停止运行，断电后再进行滤芯清洁或更换的操作）

维护 13
产品名称：LA350A全智能空气净化器                     
产品型号：KJ330G-L30A
颗粒物洁净空气量（CADR颗粒物）：330m3/h     
颗粒物累积净化量（CCM颗粒物）: P4级                
颗粒物净化能效：高效级
甲醛洁净空气量（CADR甲醛）: 140m3/h
甲醛累积净化量（CCM甲醛）: F4级
甲醛净化能效：高效级
噪声：66dB(A)
适用面积：23m2 ~39m2

注：适用面积是按照国标GB/T18801-2015根据颗粒物洁净空气量计算得出。
       以上性能指标数据是在第三方试验室按照国标GB/T18801-2015，以特定的烟尘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为目标污染
       物测试得出。

滤芯

80% 90% 91%

由于甲醛传感器是电化学方式工作，会对很多其它气体产生反应，如酒精、香水等，突然增加的湿度也会使其产生虚假
读数，这是正常现象。如长期不能消除这种干扰，请在室内进行        设置 → 传感器校零 → 不用在室外，直接按甲醛传
感器校零→确认。

甲醛读数突然变大?

甲醛或二氧化碳读数不准?
请按以下流程操作：
       设置→传感器校零，按标准校零方法在户外放置30分钟以上，开机使用“计时测量”，再分别对甲醛和二氧化碳传
       感器校零。

滤芯

80% 90% 91%

PM2.5 传感器：激光式
CO   传感器：双通道热电堆式
甲醛传感器：电化学智能式
温度/湿度传感器：半导体+热电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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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勿用湿毛巾清洗初滤网，以免堵塞初滤网孔。

清洁初滤网

清洁初滤网：取出4片活性炭片，使用装有毛刷头的吸尘器或在户外露天处使用干毛刷清洁活性炭片外部表面灰尘。清洁
完成后将活性炭片放回主机，按下“ 复位”键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