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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留此说明书以便将来查询。
如果将吸尘器转交给第三方，请同时转交此说
明书。

正常用途
此吸尘器为家用电器，请勿用作商用电器。 务
必按照说明书提供的信息使用吸尘器。 对于由
不正确使用或错误操作引起的损坏，生产商将
不承担任何责任。 因此请注意下列各项。

本吸尘器是干式吸尘器，请勿在潮湿
和带水的环境中使用！

吸尘器必须结合以下器件使用：

■原装过滤器
■原装替换部件、附件或特殊附件
为避免人身伤害和机器受到损坏，请勿将吸尘
器用于以下用途：
■清洁人或动物。
■清洁以下项目：
    -小型生物（例如苍蝇、蜘蛛等）。
    -危险、尖锐、高温或超高温物体。
    -潮湿或液状物体。
    -高度易燃易爆固体与气体。
    -壁炉和中央供暖系统中的灰尘与烟灰。
    -打印机和复印机中的碳粉粉尘。

安全信息

此吸尘器已获得技术认可，并符合相关安全法
规。
■以下人群只有在监督下或被指导过如何安全
使用吸尘器并了解使用时可能会带来的伤害后
方可使用吸尘器：8 岁以上的儿童；肢体、感
官或智力能力受损的人；缺乏相关经验或知识
的人。
■儿童不得玩耍吸尘器。
■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儿童不得使用吸尘器
或对吸尘器进行维护。
■务必将机器包装塑料袋和塑料膜放在远离儿
童的地方并进行处理。
=>有窒息危险。

正确用法

■务必在铭牌上规定的技术要求下对充电器充
电器进行连接和操作。
■吸尘器必须在室内进行储存和充电。
■不要将吸尘器放置在 0 ℃ 以下或 40 ℃ 以上

的环境中。
■不得在没有垃圾袋或尘桶、电机保护或排气
过滤器的情况下使用吸尘器进行清洁。
=> 这可能会损坏吸尘器。
■使用吸嘴和伸缩管时请让吸尘器远离人体头
部。 => 否则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请勿使用损坏的充电器。 如需更换， 请换用
原装的充电器。
■如果要将充电器从电源上断开，请拔插头，
不要拉拽电源线。
■不要在锋利的边缘拉拽充电器，也不要让其
缠在一起。
■在对吸尘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请关闭吸尘
器并断开充电电源和充电器。
■请勿操作损坏的吸尘器。
■如果发现故障，请关闭吸尘器并将其从充电
器和电源上断开。
■为保证安全，只有授权的售后服务人员才能
对吸尘器进行维修以及更换部件。
■若发生以下情况，请务必立刻关闭吸尘器并
联系售后服务：
    -意外将液体吸进吸尘器或有液体进入吸尘器
内部时；
    -吸尘器摔落且损坏时。
■保护吸尘器免受室外气候、潮气和热源的伤
害。
■请勿将易燃或含有酒精的物质泼溅在过滤器
上（集尘袋、电机保护过滤器、排气过滤器
等）。
■吸尘器不适于在建筑工地上使用。 => 吸入建
筑碎块可能会损坏吸尘器。
■不使用吸尘器时请将其关闭。

电池
吸尘器中装有锂离子电池。为保证安全，只允
许专业维修人员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操作。
若要更换电池，请联系离您最近的售后服务中
心或授权专业经销商。

废弃物处理方法

■包装
 包装用于让吸尘器在运输途中保护免受损坏。 
它由环保材料制成，可以回收利用。废弃包装
应在相关回收点进行处理。

■废旧吸尘器
吸尘器含有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 因此必须由
授权售后服务或经销商进行处理。



恭喜您购买了 Bosch Athlet 吸尘器。
此说明书介绍了各种 Athlet 型号，所涉及的某
些设备特性和功能可能不适用于您的型号（下
面所有打星号的部分）。 您应该只使用 Bosch 
原装配件，这是针对您的吸尘器专门开发的，
能让吸尘器发挥最佳性能。

请打开图册

 
1 电动地刷
2 尘桶
3尘桶 释放按钮
4 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灯
5 尘满指示灯
6 尘桶
7 出风口过滤器
8 滤芯含电机保护过滤器和泡沫过滤器
9 手柄
10 开关
11 充电器
12 家具刷*
13 缝隙吸嘴*
14 专业家具刷*
15 专业缝隙吸嘴*
16 背带*
17 附件转接头*    
18 带有手柄的弹性软管*

首次使用注意事项

图 1
● 仔细将手柄插入主机体并锁定到位。
●若要卸下手柄，请按下松开按钮并小心向上
拉起手柄，然后将其卸下。

图 2
● 将手持吸尘器插入电动地刷并锁定到位。
●若要松开电动地刷，请按下松开按钮并从地
刷中抽出手持吸尘器。

充电
小心：首次使用吸尘器前，务必保证
电池充电至少 6 小时。

图 3
●若要对吸尘器充电，请将其放在插座旁。 可
将吸尘器竖立放在屋里的任何位置。 如图 7所
示

●将充电器插入吸尘器后面的接头。
●将充电器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充电指示灯会在充电过程中闪烁。
●电池完全充满时，指示灯会亮起蓝灯并停止
闪烁。
●充电器和手持吸尘器发热属正常情况，无需
担忧。

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灯
图 4*
吸尘器的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灯有以下两种形式：
a)指示灯显示电池充电状态。
■电池完全充满时，指示灯会亮起蓝灯。

●如果指示灯闪烁，则应对电池重新充电。
b)指示灯 LED 显示电池充电状态。
■电池完全充满
■电池未完全充满
■电池电量低

●如果最后的 LED 闪烁，则应对电池重新充
电。

吸尘
图5
●按照箭头方向移动打开开关按钮。
控制吸力

图6
要调整吸力，请将开关滑至所需位置：
●吸力级别 1
此时吸尘器会在电动地刷不启动的状态下工作。
适用于硬质地板上的简单清洁任务，运行噪音
特别小。
该吸力级别下，吸尘器的运行时间最长。
●吸力级别 2
此时吸尘器会在电动地刷打开并且功率正常的
状态下运行。
适用于各种地板的普通清洁任务，运行时间中
等。
●吸力级别 3
此时吸尘器会在电动地刷打开并且功率最大的
状态下运行。
适用于在各种表面（特别是地毯）上执行要求
严格的清洁工作，也适用于使用可选配件的情
况。 该功率级别下，吸尘器的运行时间较短。

图 7
●在短暂暂停使用吸尘器时，可将吸尘器竖立
于房间的任意位置。 为此，应将吸尘器稍稍向
吸嘴的方向倾斜。 



小心：吸尘器竖立放置时，必须将其关闭。如
果吸尘器静止时刷子仍然转动，可能会对地板
表面造成伤害。

使用附件进行吸尘
图 8*
    a) 将附件转接头插入吸尘器主体并锁定到
位。
要卸下附件转接头，请按下松开按钮并拉出附
件转接头。
    b)将背带紧固到手柄上。 操作时应将吸尘器
横放；不要将其背带系在转接头或软管上。

图 9*
按要求将吸嘴安装到带有附件转接头手柄的弹
性软管上：
●家具刷，用于清洁带软垫包装的家具、窗帘
等。
●缝隙吸嘴，用于清洁缝隙和角落等。
使用后的注意事项
图 10
●吸尘结束后应关闭吸尘器。

清空尘桶

图 11
为了实现最佳吸尘效果，每次使用后都应清空
尘桶，或至少在尘桶中灰尘高度达到标记处时
应清空尘桶。
我们建议您在尘桶中灰尘到达标记之前就进行
清空，否则会使过滤器严重污染。
每次清空尘桶时，务必检查出风口过滤器的脏
污程度，如有必要，应根据“清洁出风口过滤
器”中的详细说明进行清洁。 见图 16
小心：吸尘器开启时请勿清洁过滤器。
未安装出风口过滤器和及其相配的滤芯时，请
勿进行吸尘。

图 12
●按下松开按钮，解除尘桶的锁定并从吸尘器
中将其取出。

图 13
●从尘桶中取出过滤器装置。
●清空尘桶。

图 14
●将尘桶排风开口处堆积的所有污垢清除。
●将过滤器装置插入尘桶，确保插入位置正确。
●将尘桶插入吸尘器，确保插入时听见一声“
咔嗒”。
小心：如果插入尘桶时发现有阻力，应检查过

滤器是否完整，以及过滤器装置和垃圾桶尘桶
是否正确放置。

过滤器保养
小心：吸尘器开启时请勿清洁过滤器。
您的吸尘器具有“传感器控制”功能。
该功能会持续监测您的吸尘器是否以最佳功率
级别运行。 如果滤芯需要清洁，指示灯就会向
您发出提醒，以保证吸尘器再次达到最佳功率
级别。

图 15 传感器控制
吸尘器以最佳功率级别运行时指示灯会亮起蓝
灯或关闭。 如果指示灯亮起红灯并闪烁，必须
清洁出风口过滤器和滤芯。
吸尘器会自动切换到吸力级别 1。

图 16 清洁出风口过滤器
出风口过滤器应定期进行清洁，以实现吸尘器
的最佳操作。
●请关闭吸尘器以清洁出风口过滤器。
●从吸尘器中取出尘桶。 图 12
●从尘桶中取出过滤器装置。 图 13
●清洁出风口过滤器。
    a)如果尘桶是空的，通常只需轻轻摇晃或拍
打整个过滤器装置，即可   清除污垢颗粒。
    b)如果无法清除，您可以使用干布来擦除表
面的污垢颗粒。
如果您想水洗出风口过滤器，则必须首先从过
滤器装置上拆下滤芯。 出风口过滤器未完全干
燥之前，不得将滤芯重新插入。

图 17 清洁滤芯
●关闭吸尘器。
●从吸尘器中取出尘桶。图 12
●从尘桶中取出过滤器装置。 图 13
    a)逆时针打开滤芯盖，然后从过滤器装置上
拆下滤芯。
    b)首先，轻轻拍出污垢，清洁滤芯。
    c)从电机保护中抽出泡沫过滤器，然后单独
清洗。
让泡沫过滤器和电机保护过滤器完全干燥（约 
24 个小时）
    d)泡沫过滤器安装完成后，将过滤器滤芯插
入尘桶。
    e)将滤芯插入过滤器装置，然后顺时针转动
盖子将其锁定。
如果手动清洗滤芯之后，“传感器控制”指示
灯再次闪烁红灯，则说明滤芯污染程度太高，
须通过洗衣机来清洗。 使用温柔程序，最高温
度 30 ℃，最低脱水转速。



如有需要，可通过我们的售后服务购买全新过
滤器。

清洁电动地刷
在进行任何维护操作前，应关闭吸尘器，并拔
下充电器。

图 18
a)按下松开按钮，松开滚刷，然后从地刷侧面
取出滚刷。
b)使用提供的沟槽，用剪刀把缠绕在滚刷上的
线头和毛发剪断，并清洁干净。
c)从侧面沿着地刷的导杆将滚刷推入，并按下
松开按钮将其锁定到位。
小心： 不得使用未安装滚刷的电动地刷。

保养
在清洁手持式吸尘器之前，必须将其关闭并拔
下充电器。 吸尘器和塑料配件可使用普通的塑
料清洁器进行清洁。
小心： 请勿使用研磨材料、玻璃清洁剂或多用
途清洁产品。 切勿将吸尘器浸入水中。

受技术改造的限制，本公司保留技术
更改的权限。
 

该吸尘器根据有关二手电气和电子吸尘器的欧
盟指令 2012/19/EU 进行分类（废旧电气和电子
设备 – WEEE）。 该指南决定了欧盟范围内适
用的二手吸尘器退回和回收机制。

保修条件

此吸尘器的保修条件由我们在销售地区/国家的
代理进行阐释。 要了解相关详情，请联系吸尘
器经销商。 要根据保证进行索赔，需出示销售
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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