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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KC1-T
IG-KC1-P

感謝您購買夏普公司生產的自動除菌離子
產生器。
在使用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前，請詳細閱
讀本手冊。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重要安全事項｣。
在閱讀本手冊後，請將本手冊保存妥善以
便隨時參考。

此裝置專為採用12V直流電池的普通客車而
設計。不可用於採用24V直流電池的車輛 
（公共汽車、卡車等）。

請勿將本產品用於業務用途。

*1 本技術標誌的數字，是將本裝置安裝於
汽車空調的中央出風口，以汽車空調的
出風口風速約為4m/秒(相當於弱運轉)、
以｢弱｣速運轉商品時，在自動除菌離子
適用容積的空間中央(離地0.5公尺)所測
得之每1cm3的離子個數的參考標準。

Plasmacluster 標誌與 Plasmacluster 是
夏普株式會社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 
使用說明書

*1

• 型號 IG-KC1-D ：“D” 是表示顏色為橙橘黃色
• 型號 IG-KC1-T ：“T” 是表示顏色為布朗尼色
• 型號 IG-KC1-P ：“P” 是表示顏色為莓果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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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1

搭載高濃度自動除菌離子25000*1

藉由等離子體放電，產生和釋放同於自然界的正負離子。
抑制浮游病毒和浮游黴菌作用的夏普獨創技術。
同於存在自然界的離子種類，其作用機制也已經獲得闡明*2。
就連安全性也已經獲得驗證*3。

何謂 ｢自動除菌離子｣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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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度自動除菌離子隨著空調的氣流擴散至車內，為惱人的氣
味除臭。

在停止汽車空調時，運轉定點離子模式, 以強風量運轉時, 離子
會到達離産品60cm的臉部發揮保溼的效果。
會因為季節，周圍環境 (濕度，溫度，風速) 設置場所,使用時間,
個人差異有所不同。

記憶關閉汽車引擎前的運轉模式，當啟動引擎的同時，用已記
憶的運轉模式重新開始運轉。

汽車空調出風口安裝機種

引擎聯動功能

可輕鬆安裝和拆卸的固定夾。
此外，可透過雙埠車用電源轉接器為智慧型手機邊充電邊使用。

安裝簡單&雙埠USB車用電源轉接器

*1 請參照封面註釋。
*2 德國亞琛 (Aachen) 應用科學大學 Altman教授 (病毒·黴菌·細菌) 

廣島大學研究所 尖端物質科學研究所 (塵蟎糞便、死骸過敏原)
*3 LSI Medience Corporation.

開車同時滋潤美肌

IG-KC1-T_TC.indd   1 2019/12/18   11:49:15



2

重要安全事項 1 請務必遵守

用於說明防止危害人體及造成財物損失之應遵守事項。

警告 預防因觸電、漏電、燃火等而發生事故或受傷

 •請勿在駕駛汽車的同時注視或操作開關或固
定夾 (以防發生事故) 
請務必在安全場所停車後，再操作本產品。

 •請勿設置在妨礙前方視野、或妨礙駕駛操作
的位置或對乘客造成危險的位置進行佈線 
(以防發生事故、受傷)

 •切勿用於12V以外的車輛 
請勿在大卡車、公共汽車等採用24V的車輛上使用。 
(以防發生火災、觸電)

 •切勿讓電源線損傷、加工且勿使用已損傷電源線  
(以防受損部位導致短路、電源線熔化而發生火災)

 •拔出車用電源轉接器或電源線時，切勿拉扯電源
線 (以防電源線損傷，而發生火災、觸電)

 •切勿用潮濕的手，插入或拔出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
線 (以防發生觸電)

 •切勿在影響安全氣囊運作、或妨礙排檔桿或方向盤運
作的位置進行安裝或佈線 (以防發生事故或受傷) 
有可能因安全氣囊的動作不良、或作動中的安全氣囊，
而噴飛零件。

 •切勿安裝於駕駛座車門側及副駕駛座車門側的空
調百葉窗 
(以防發生事故或受傷) 
會妨礙方向盤或安全氣囊的動作等。

 •切勿在安裝主機上使用汽車安全防護零件 (方向盤、煞車系統等螺絲或螺
帽) 

 •切勿改裝本裝置。此外，非維修技術者切勿分解和維修 
(以防發生火災、觸電、受傷) 
維修時請洽購買經銷商、或台灣夏普客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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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預防因觸電、漏電、燃火等而發生事故或受傷

 •請勿設置於爐灶或加濕器旁等，多油煙和濕氣之處 
(以防發生觸電)

 •切勿設置於儀表板上 (以防發生故障、事故、受傷)

 •切勿用油類、酒精、揮發油、稀釋劑擦拭、或噴灑噴髮劑、殺蟲劑 
如有附著時，儘速拭除。(以防龜裂、觸電、燃火)

 •切勿從出風口或吸風口，將飲料、菸灰、金屬類或易燃物等放入內部 
(以防發生火災、觸電) 
家中有幼童時，請特別注意。 
如果水或異物進入裝置內部，請將車用電源轉接器從附件插座中拔出。 
(若在此情況下繼續使用，將導致火災、觸電) 
請洽購買經銷商、或台灣夏普客戶服務中心。

 •依照說明書確實為主機進行安裝和佈線 (以防發生事故、受傷)

 •使用附屬固定夾、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線、電源線夾，安裝離子產生
器主機 (以防發生事故、受傷)

 •確實插入直到抵觸到點煙器插座內部為止 
(以防發熱、發生火災)

 •煙灰缸和點煙器插座為一體成型時，除了須將煙灰缸的火徹底熄滅，離
開使用的車輛時，需拔出車用電源轉接器，並關閉煙灰缸蓋 
(以防香菸的餘火釀成火災)

 •清潔保養時，將汽車停放於安全位置後，務必停止運轉離子產生器，並
從點煙器插座拔除車用電源轉接器 
(以防發生觸電、受傷)

 •長期間不使用時，務必從點煙器插座拔除車用電源轉接器 
(以防因絕緣劣化，而造成觸電、漏電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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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事項 2
注意 預防因觸電或火災等而造成事故或受傷

 •切勿觸摸車用電源轉接器的金屬部位 
(剛停止運轉後，車用電源轉接器金屬部位仍處於高溫狀態，恐有燙傷之虞)

 •切勿放置於搖晃的台面或傾斜等不穩定場所 
(以防發生掉落、受傷和故障)

 •切勿用於以下場所 (以防發生觸電、故障)
 • 潮濕或多灰塵場所
 • 接觸油煙或蒸氣的場所
 • 冰箱內
 • 飛機內等可能影響電子設備的場所
 • 激烈震動的場所
 • 美髮美容院、乾洗店等使用噴霧或化學藥劑的場所
 • 搖晃台面等不穩定場所
 • 存在可燃性／爆炸性氣體場所

 •放入手提包等時，切勿一起放入金屬配件 (鑰匙、項鍊、髮夾等)  
(以防發生觸電、受傷、異常動作)

 •切勿在嬰幼兒觸手可及的範圍內使用 (以防發生觸電、受傷)

 •搬運時，切勿掉落或施予撞擊 (以防發生受傷、故障)

 •在安裝產品狀態下難以活動空調百葉窗時，切勿勉強活動空調百葉窗 
(以防主機脫落、或造成車輛或百葉窗損傷)

 •除了汽車空調之外，切勿設置於暖風機的出風口附近、及暖氣設備附近 
(以防主機變形或故障)

 •打雷時停止運轉，並拔除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線 
(以防發生火災、觸電、故障)

 •異常時(燒焦味等)，停止運轉，並拔除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線 
(以防發生火災、觸電) 
請洽購買經銷商、或台灣夏普客戶服務中心。

 •使用室內薰蒸型殺(發煙型)蟲劑或除臭劑時，須將本裝置移往車外。 
否則藥劑成分可能會積蓄在機械內部，而透過出風口釋放出來，不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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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預防因觸電或火災等而造成事故或受傷

 •產品可能從安裝部位脫落時(路況不良、高低差等)，放慢車速或卸除主機 
(以防受傷或造成主機故障)

 •駕駛汽車前，檢查產品安裝狀態 
確認安裝固定夾有無鬆動。 
(以防行駛中發生脫落、掉落等事故或受傷)

 •連結電腦等時，使用附屬電源線 
(以防發生火災、觸電、故障)

 •若屬自動擺動空調的車輛，則在停止擺動的狀態下使用。

 •切勿在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附近使用含氟樹脂或矽膠配方的
化粧品等*4。

*4 護髮產品（髮梢保護液、慕絲、頭髮修護產品等）、化妝品、止
汗劑、靜電防止劑、防水噴霧劑、光亮 劑、玻璃清潔劑、化學抹
布、石蠟等。

氟樹脂、矽膠可能會附著在裝置內部，導致無法產生自動除菌離
子。此時，請清潔保養出風口。(第14頁)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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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名稱

主機、操作部、顯示部、附件

M
O

D
E

 •主機、顯示部  •操作部

出風口

主機連接部

USB插頭

吸風口 
(過濾網)

微型USB插頭

電源按鈕
(MODE)

電源連接部

運轉  
指示燈

 •固定夾

 •使用說明書

 •電源線 (長度1.5m)

 •車用電源轉接器 (2埠)

 •裝置清掃毛刷  •電源線夾 (3個)

附件

(第7, 8, 9頁)

(第10, 11頁)

(第13, 14頁)

(第9, 11頁)

(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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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關於固定夾

 • 有可能因百葉窗及百葉窗週邊形狀而無法設置。
 • 請勿安裝於因時效而劣化的百葉窗上。

請設置於中央的空調百葉窗。
 • 請勿安裝於駕駛座車門側、及副駕駛座
車門側的空調百葉窗上。

請考量駕駛操作或安全氣囊的動作
等安全後，再進行設置和佈線。

固定夾用於將主機安裝在汽車空調
出風口的百葉窗上。

 • 用於家庭或辦公室時，請夾在厚度
5mm以下的筆架等時再使用。

固定夾的說明

爪鉤
(第8, 10頁)

止動裝置
(第8頁)

主機

可安裝的汽車空調百葉窗形狀

安裝位置

10mm以上

10mm以上

5mm以下

5mm以下

5mm以上
5mm以上

請使用附屬車用電源轉接器和電源線，插入到點煙器插
座的最底部

【火災的原因】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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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方式 1

1

2

3

1．安裝固定夾

1

2

插入直到汽車空調百葉窗接觸
上·下爪鉤之間為止。

① 將止動裝置部移往箭頭方
向，再以接觸面板部的方
式進行調節和固定。 

② 將固定夾連接部移往箭頭
方向。 

③ 可5段式調節固定夾連接
部。請配合安裝主機的空
調百葉窗調整角度。

* 請以位於空調出風口中央
附近的方式，安裝產品出
風口。

 •卸除固定夾時
① 停止運轉，卸除固定夾。
② 按住爪鉤予以卸除。

面板部

固定夾連接部

爪鉤

空調百葉窗

面板部

止動裝置

止動裝置

設置時的注意須知
主機與汽車電子鑰匙距離30cm以上。
否則可能會干擾主機的電子波，導致無法識別電子鑰匙。

 • 請勿阻塞吸風口或出風口。
 • 請將裝置與車輛的玻璃天線分開放置。
 • 有可能造成車內電視或收音機出現雜訊、或無線時鐘未能顯示正確時間。 
此時，請讓主機遠離電視、收音機、無線時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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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安裝主機

1

2

將主機連接於電源線。

請將主機連接部朝向箭頭方向，確實插入固定夾連接部位的底部。

請確認微型 USB 插頭的方向後再
插入。
* 若誤插過濾網部位，將造成過濾

網破損故障。

 •卸除主機時
① 按住電源按鈕，停止運轉。
② 按住固定夾，再朝向安裝時的反方向滑開，便可卸除固定夾。

 • 開放暖氣時，主機可能會變熱。
 • 有可能因車輛的振動等，而造成主機損傷。
 • 切勿安裝於妨礙駕駛的位置。
 • 有可能在安裝主機的狀態下，無法操作百葉窗。
 • 切勿長時間直照陽光、或長時間放置於極端高溫、低溫、潮濕場所。

固定夾連接部

固定夾連接部

主機連接部

主機連接部

電源線

注意

俯視圖

 •長時間離開汽車時，請卸除主機後妥善保管於家中。 
(以防夏季等車內呈高溫時發生故障)

請使用附屬車用電源轉接器和電源線，插入到點煙器
插座的最底部

【火災的原因】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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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方式 2
3. 調節主機方向

4. 安裝車用電源轉接器

將爪鉤標記對準空調百葉窗以改變方向。
 • 安裝於副駕駛座時，有可能無法將主機的設置方向朝向駕駛座側。

爪鉤標記

空調百葉窗

朝向右側時

注意  • 調整主機方向時，從爪鉤標記朝
底部安裝。(以防發生掉落)

將車用電源轉接器插入點煙器插座。
 • 請務必將點煙器插座中的雜質清除乾淨。 

(以防發生通電不良、火災)

點煙器插座

車用電源轉接器

朝向左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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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源線 
(USB插頭側)

車用電源轉接器

5. 為電源線進行佈線

① 將電源線 (USB插頭) 插入車用電源轉接器。 

② 為電源線進行佈線。
 • 附屬3個電源線夾。請視其需要使用。 
若黏貼於彎曲面，有可能容易脫落。

佈線范例

電源線夾

2

電源線佈線時的注意 • 請將電源線夾黏貼位置擦拭乾淨後再黏貼。 • 切勿觸摸電源線夾的接著面或重新接著。 • 不適合接著於凹凸面。 • 切勿接觸或夾在排擋桿、座位等、活動部位。 • 考量避免妨礙駕駛操作或安全氣囊動作的安全後，再進行佈線。 • 切勿極端彎折或壓縮電源線。 • 拆除電源線時，用手壓住電源線夾的同時進行拆除。 • 切勿在安裝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線的狀態下收納主機。 
(以防故障) • 車用電源轉接器上有連接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時，可在另一端連接
口上，連接1.5A以下的設備。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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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方式
M

O
DE

電源開/關和模式的切換

按下電源按鈕 (MODE) 後，便依照以下順序進行切換。

 •利用汽車空調的風，讓離子擴散到車內。 •請以從安裝本機的出風口進行出風的方式，
設定汽車空調。

 • 請將吹出方向調整到想接觸離子
的臉部部位。

 • 太陽光反射到主機而感到刺眼
時，請改變主機方向。

 •停止汽車空調以後，再運轉定點離子模式。

在裝置運轉時開閉車輛引擎且車輛停之後，若再次啟動車輛引擎，裝置將按與停止
時相同的模式恢復運轉。 •即使拔出車輛鑰匙或關閉引擎開關，若主機繼續運轉，則拔出車用電源轉接器，

防止電池電量耗盡。

運轉指示燈
車內離子模式 (風量 ｢弱｣)：(綠色指示燈) *1

定點離子模式 (SPOT ION) (風量 ｢強｣)：(藍色指示燈) *2

停止：(熄燈)
電源按鈕
(MODE)

*1 車內離子模式運轉 (風量 ｢弱｣)
想離子充滿整個車內時

*2 定點離子模式 (SPOT ION) 運轉(風量 ｢強｣)
想潤澤肌膚時

固定夾

改變上下角度
(第8頁)

改變左右方向
(第10頁)

引擎聯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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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柔軟乾布擦拭。

請將浸泡於廚房用合成清潔劑稀釋液的布擰乾後再擦拭。
接下來，請將清潔劑完全擦拭乾淨。

清潔保養主機或過濾網時，請勿使用以下物品。
(以防傷及表面、或內部(精密部)滲透液體而發生故障)

為了保持離子濃度，過濾網需要定期清潔。
過濾網的髒污程度會依使用環境而異，因此1個月1次左右、或過濾網
被灰塵堵塞時，請清潔保養過濾網。

 • 請務必將運轉設定為 ｢停止｣ 後，再卸
除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線。

 • 請用附屬清掃毛刷進行清理。
 • 請注意，勿讓吸風口的過濾網破損。

吸風口
(過濾網)

裝置清掃毛刷

對於難處理的污漬

保養與清潔 1
吸風口(過濾網)

主機

1個月1次左右

1個月1次左右

稀釋劑
揮發油
酒精

烤箱清潔劑
去污粉
漂白劑

住宅 · 家具用
合成清潔劑

(鹼性)

含柑橘類成分的
清潔劑

(檸檬油精等)

噴霧式清潔劑
金屬刷

ThinnerBenzine

G
round

flour Bleach

Cleanser

Lim
onene

Synthetic
detergent

Spray
detergent

請務必拔除車用電源轉接器和電源線

【以防觸電或受傷】

警告

IG-KC1-T_TC.indd   13 2019/12/18   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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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為了穩定釋放高濃度自動除菌離子，需定期清潔保養電極部 (2處)。

將運轉設置為｢停止｣後，再拆除車用電源轉接器、電源線

若以1天使用24小時本產品，約2年2個月；若1天使用8小時，約6年6個月 (總運
轉時間經過19,000小時)，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的壽命便已罄。此時，運轉指示
燈將快速閃紅燈而停止運轉。停止運轉後，需換購商品。

毛刷

出風口 6個月1次左右

 關於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壽命的參考標準

3

裝置清掃毛刷

將裝置清掃毛刷約轉動90°的方式，左右移動10次，以清理電極部
(2處) 

 保養與清潔 2 請務必拔除車用電源轉接器和電源線

【以防觸電或受傷】

警告

電極部 (2處)

2

3

將裝置清掃毛刷插入出風口，再以旋轉方式進行轉動

1

IG-KC1-T_TC.indd   14 2019/12/18   1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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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多久清潔保養一次比較好?

 • 為了維持離子濃度，請1個月清潔保養1次過濾網。過濾網的髒污程度會依使用環
境而異，過濾網堵塞時，也請同樣進行清潔保養。勤於清潔保養，有助於有效率
的釋放離子。(第13頁)

 

 •引擎的ON/OFF和運作是相互聯動的嗎?
 • 在主機運轉時關閉引擎且車輛停止後，若再次啟動車輛引擎時，會以同於停止時
的運轉模式再度開始運轉。

 • 即使拔出車輛鑰匙或關閉引擎開關，若主機繼續運轉，則拔出車用電源轉接器，
防止電池電量耗盡。

 

 •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不運作。

 • 汽車轉接頭是否正確連接？ 
請確保進行正確連接。 (第10, 11頁)

 

 •雖然已關閉汽車引擎，但運轉並未停止。

 • 在對點煙器插座供電的汽車上，即使車輛引擎關閉，依然無法使用引擎聯動功
能。 (第12頁)

 

 •因引擎聯動的關係，而未運作。

 • 即使拔出汽車鑰匙或關閉引擎開關，若主機繼續運轉，則拔出汽車轉接頭，防止
電池電量耗盡。

 

 •運轉指示燈 (藍或綠) 呈閃爍

 • 自動除菌離子的總運轉時間約經過17,500小時。總運轉時間約可使用到19,000小
時。 

維修前的檢查事項1
這個時候請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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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前的檢查事項 2
 •運轉指示燈(紅)快速閃爍，已停止運轉

 • 自動除菌離子的總運轉時間已大約經過19,000小時，因而停止運轉。(第14頁) 
運轉停止後，需換購商品。

 

 •發出「唧唧…」聲

 • 屬於產生自動除菌離子時的聲音，並非異常。 
(有可能改變聲音的間隔) 
根據使用環境或運轉模式的不同，可能會感覺聲音變大，或聽不到聲音，但這並
不會改變自動除菌離子的效果。

 • 可能有灰塵導致過濾網阻塞。請清潔過濾網。 (第14頁)

限用物質含有狀況標示
設備名稱：自動除菌離子產生器，型號（型式）：IG-KC1-D / IG-KC1-T / IG-KC1-P

單元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6)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電路板 － ○ ○ ○ ○ ○
電動機 － ○ ○ ○ ○ ○
電源線 ○ ○ ○ ○ ○ ○
外殻 ○ ○ ○ ○ ○ ○

備註1.〝○〞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備註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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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IG-KC1-D / IG-KC1-T / IG-KC1-P 

電源 車用電源轉接器

額定輸入 DC 12V

額定輸出 DC 5V

運轉模式 ｢弱｣ ｢強｣

功耗 0.4 W 0.7 W

運行噪音值 25 dB 33 dB

適用於高濃度自動除菌離子的容積
(參考標準)*1 約3.6 m3 (定點離子模式: 約60 cm*2)

外形尺寸
寬44 mm 深20 mm 高76 mm
(不包括突出部分·附件除外)

重量 約42 g (附件除外)

電源線長度 1.5 m

附件

 • 固定夾 (1個)
 • 車用電源轉接器 (1個)
 • 清掃毛刷 (1個)
 • 電源線 (1個)
 • 電源線夾 (3個)

規格

*1 將商品安裝於汽車空調的中央出風口，汽車空調的出風口風速約為4m/秒 (相當於弱運轉)，而以 
｢弱｣速運轉商品時，可在空間中央 (離地0.5m) 測得25,000個/cm3離子容積的參考標準。

*2 ｢強｣ · ｢弱｣運轉時的吹出方向各為可測得100,000個/cm3·25,000個/cm3離子距離的參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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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愛護， 本公司產品售後服務由台灣夏普客戶服務中心負責

消費者免費洽詢專線：0809-090-510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 09:00~21:00

售後服務

公司名稱：台灣夏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53 號 2 樓 
客戶服務專線：0809-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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