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s Manual

SS-595 Series Smoke Absorber
SS-595 Series Smoke Absorber is designed to absorb 80% of
potentially harmful contaminants; and it can also use as a blow fan to
decrease the temperature. The stepless air volume can be adjusted as
per varying requirement. Nine adjustable angles allow users to adjust
the absorber without any tool. It has two ways to place, desktop design
or hang on to any stand. SS-595 new 23W brushless motor offers low
noise and long life service. With activated carbon filter to absorb flux
and lead smoke to protect user’s health.
Safety Note
The appliance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by persons (including children)
with reduced physical, sensory or mental capabilities, or lack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unless they have been given supervision or
instruction concerning use of the appliance by a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ir safety.
Children should be supervised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play with the
appliance.
Warning
If the supply cord is damaged, it must be replaced by the manufacturer,
its service agent or similarly qualified persons in order to avoid a
hazard.
Please make sure smoke absorber is disconnected with power supply
before taking off the protective apparatus.
Specification
Item No.
Voltage & Watt
Power code

SS-595A
110-120V~
60HZ
A type

SS-595B
220-240V~
50HZ
B type

SS-595H
220-240V~
50HZ
H type

SS-595 系列兩用吸煙器
SS-595 系列兩用吸煙機設計用於吸收 80％的潛在有害污染物或作為吹
風器來降低物件溫度。備有九段不同角度可根據不同需求進行調整，同時
可依工作場合配置放置於桌面或吊掛在支架上。無段風量可視吸煙或吹風
需求進行調整。SS-595 新型 23W 無刷電機可提供低噪音、更長的使用
壽命，採用活性炭海綿幫助過濾吸收助焊劑和鉛煙，以保護用戶的健康。
安全使用說明
※此吸煙設備適用於對該產品具有操作經驗的人員. 若缺乏經驗或身體
及精神能力不適者請避免使用，除非有其他人員協助指導或監督且為安全
的情況下，並依據操作手冊指示使用該設備。
※請避免孩童使用。
※開機前請確實檢查此吸煙器, 確認配件是否完整, 並確認電壓為要求
的可使用範圍
送修警示要求
如果吸煙器損壞，為了避免危險，請退回寶工實業或其指定的服務代理商
進行檢測與更換。
操作指南
操作前請先確實檢查
1. 檢查電源及插頭是否符合本產品要求之規格
2. 核對產品是否有配件缺少狀況
3. 機器內是否已裝入高效能活性碳海棉濾片
4. 確認電源範圍開機使用
產品規格
產品型號.
SS-595A
SS-595B
SS-595H
電壓與電源
110-120V~ 60HZ 220-240V~ 50HZ 220-240V~ 50HZ
標準插頭
A type 1.3M
H type 1.3M
B type 1.3M
消耗功率

8-23W (可調整)

吸煙容量

0.2~1m3/min(max) (可調整)

本體尺寸

220*220*145mm

本體重量

1,200g

配件

活性碳海綿濾片 (1 片)

1.3M

1.3M
1.3M
Power consumption 8-23W (adjustable)
Capacity
0.2~1m3/min(max) (adjustable)
Dimension
220*220*145mm
Weight
1,200g
Accessories
Filter (1 PCE)
Speed knob

選購配件: 活性碳海棉濾片
產品型號
數量
尺寸
濾片總重量
每片最大吸煙總量

5SS-593-F
1 片/包
130x130x10mm
7g
2g

On/Off Switch

風速調整鈕
Rotatable
Hinge

開關旋鈕

角度調
整樞鈕

Stand
Hanging mode

Bench mode

吊掛式

Optional Accessories
Activated-Carbon Filter
Item No
Size
Amount of activated-carbon filter
Max. absorbing weight of noxious
components per one filter

5SS-593-F
130x130x10mm
7g
2g

Operating Instruction
1. Install the activated carbon filter from botton.
2. Turn on the power switch.
3. Adjust the angle and wind volume as per requirement.
4. Reverse side can be used as a fan.
Replacing the filter
Under normal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filter should be replaced
since absorption capacity decline.
The filter may also need replacement when the dust adheres.
(Never allow the filter to become wet.).

直立式

支架

更換濾片
1. 由吸煙器底部將活性碳海綿濾片放入。
2. 打開開關。
3. 依需求調整吸煙/吹風角度及風量。
4. 轉到反面可作為吹風降溫使用。
過濾片更換時機
1. 在正常操作條件下，吸煙能力會逐漸下降，活性碳海綿濾片應
該定期更換。
2. 當灰塵黏著於活性碳海綿上且呈現灰白色時，請更換活性碳海
綿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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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595 系列两用吸烟器

公司名称

SS-595 系列两用吸烟机设计用于吸收 80％的潜在有害污染物或作为吹
风器来降低对象温度。备有九段不同角度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调整，同时
可依工作场合配置放置于桌面或吊挂在支架上。无段风量可视吸烟或吹风
需求进行调整。SS-595 新型 23W 无刷电机可提供低噪音、更长的使用
寿命，采用活性炭海绵帮助过滤吸收助焊剂和铅烟，以保护用户的健康。

联络电话
电子邮箱
联络地址
产品型号

安全使用说明
※此吸烟设备适用于对该产品具有操作经验的人员. 若缺乏经验或身体
及精神能力不适者请避免使用，除非有其他人员协助指导或监督且为安全
的情况下，并依据操作手册指示使用该设备。
※请避免孩童使用。
※开机前请确实检查此吸烟器, 确认配件是否完整, 并确认电压为要求
的可使用范围
送修警示要求
如果吸烟器损坏，为了避免危险，请退回宝工实业或其指定的服务代理商
进行检测与更换。
操作指南
操作前请先确实检查
1. 检查电源及插头是否符合本产品要求之规格
2. 核对产品是否有配件缺少状况
3. 机器内是否已装入高效能活性碳海棉濾片
4. 確認電源範圍開機使用
产品规格

电压与电源

SS-595A

SS-595B

110-120V~ 60HZ

标准插头

A type 1.3M

消耗功率

8-23W (可调整)

吸烟容量

0.2~1m3/min(max) (可调整)

本体尺寸

220*220*145mm

本体重量

1,200g

配件

SS-595H

220-240V~ 50HZ 220-240V~ 50HZ
B type 1.3M

H type 1.3M

销售/生产商 ：上海宝工工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1365 弄 25 号
原产地 ：中国.上海
服务热线 ：021-68183050

选购配件: 活性碳海棉滤片
5SS-593-F
1 片/包
130x130x10mm
7g
2g
风速调整钮

开关旋钮

角度调
整枢钮

支架
吊挂式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自原购买日起主机保修一年，发热芯保修三个
月(不含配件、易耗品)。
※ 产品保固卡需盖上店章、日期章并填写产品序号，其保固效力始生
效。
※ 本卡请妥善保存，如需维修服务时，请同时出示本保固卡，如无法
出示，视为自动放弃。
※ 我司产品实行计算机编码，它将作为我司产品保固的依据，每抬产
品均有独立的编码，为了您能得到最好的服务，请勿损坏撕毁该编
码。
※ 保固期满后，如需维修之性质，则酌收检修工时费用。若有零件需
更换，则零件费另计。
保修说明
一、 保固期限内，如发生下列情况，本公司需依实际状况酌收材料成本
或修理费(由本公司维修人员判定)：
• 产品表面的损伤，包括外壳的破裂或刮痕
• 因误用、疏忽、不当安装或测试，未经授权私自打开产品修理，
修改产品或者任何其它超出预期使用范围的原因所造成的损害
• 因意外因素或人为因素(包括搬运、挤压、碰撞、高温、输入不
合适电压、腐蚀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 因使用非宝工导致的故障及损坏。
二、非服务保证内容
• 本机主体外之配件：如烙铁头、吹风嘴、手柄、保险丝等配件。
• 任何因自然磨损、超负荷工作而引起的损坏。
二、 超过保固期限仍需检修，虽未更换零件，将依本公司保固条款酌收
工时服务费用。
制造商 ：宝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 130 巷 7 号 5 楼
电 话 ：886-2-22183233
E-mail ：pk@mail.prokits.com.tw

活性碳海绵滤片 (1 片)

产品型号
数量
尺寸
滤片总重量
每片最大吸烟总量

SS-595H

※

警告！ 为降低伤害风险，用户必须阅读 使用手册。

产品型号.

店章

直立式

更换滤片
1. 由吸烟器底部将活性碳海绵滤片放入。
2. 打开开关。
3. 依需求调整吸烟/吹风角度及风量。
4. 转到反面可作为吹风降温使用。
过滤片更换时机
1.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吸烟能力会逐渐下降，活性碳海绵滤片应该定期
更换。
2. 当灰尘黏着于活性碳海绵上且呈现灰白色时，请更换活性碳海绵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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