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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禁止在没有装入集尘器和过滤器的情况下使用机器。这样会损坏机器！

质保条款

For this appliance the guarantee conditions as set out by our representatives in 
the country of sale apply. Details regarding same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dealer from whom the appliance was purchased. For claims under guarantee the 
sales receipt must be produced.

此机器的质保条款由我们在当地的销售代表制定执行。细节内容可以从你购机的经
销商处获得。任何的质保要求，必须出示销售发票。

"This appliance is label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uropean directive 2002/96/EG 
concerning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 WEEE. The directive 
provides the framework for the return and recycling of used appliances as 
applicable throughout the EU."

本机符合欧盟关于电子电器废弃物处理的指令（WEEE）2002/96/EG。该指令提
供了欧盟范围内适用的报废产品的回收和循环利用的构架要求。

售后

HK Hong Kong, 香港
BSH Home Appliances Limited
Unit 1 & 2, 3rd Floor
North Block, Skyway House
3 Sham Mong Road
Tai Kok 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2565 6151
Fax: 2565 6252
mailto:bshhkg.service@bshg.com

SG Singapore, 新加坡
BSH Home Appliances Pte. Ltd.
37 Jalan Pemimpin
Union Industrial Building
Block A, #01-03
577177 Singapore
Tel.: 6751 5000
Fax: 6751 5005
mailto:bshsgp.service@bshg.com



祝贺您购买了博世公司Relaxx系列真空吸尘
器！

这份用户指南描述了多种型号的Relaxx吸
尘器，这就意味着有些特性和功能不适合您
所选购的吸尘器。我们的配件都是专门设计
的，为了使您的吸尘器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请只选用博世公司的配件。
请妥善保管这本用户指南，以备将来参考。
如果您把真空吸尘器转送他人，请同时把用
户指南转送出去。

请将图片页折出来。

 

您的真空吸尘器配置了下列部件：

1. 可调节地板刷头（带附件接头）
2. 带滑动开关和附件接口的伸缩管
3. 附件托
4. 软管
5. 手柄
6. 毛刷（适合装饰吸嘴）*
7. 机器侧面的地刷泊口
8. 电源线
9. 集尘器
10.装饰吸嘴
11. 缝隙吸嘴
12. 过滤器清洁按钮*
13. 功率等级指示器
14. 电子吸力调节开关按钮
15. 吸尘器盖
16. 搬运手柄
17. 吸尘器底部的地刷泊口
18. 折叠过滤器
19. 绒毛过滤器
20. 专业的装饰吸嘴*
21. 专业的缝隙吸嘴*
22. 硬地板刷头*
23. TURBO-UNIVERSAL风动地板刷头*
24. 硬地板刷头*
带*的部分适合个别型号。

可替换部件和特别附件

A.TURBO-UNIVERSAL 风动装饰吸嘴 BBZ-
42TB

这种多合一刷头可以用来
清洁装饰家居、床垫、汽
车座椅等。特别适合清理
宠物毛发。刷头滚轮靠真
空 吸 尘 器 的 吸 入 气 流 驱
动 。 无 需 单 独 的 电 气 连
接。

B.TURBO-UNIVERSAL 风动地板刷头 BBZ-
102TBB
这种多合一刷头可以用来
清洁地毯和硬质地板。特
别适合清理宠物毛发。刷
头滚轮靠真空吸尘器的吸
入气流驱动。 无需单独的
电气连接。

C.硬地板刷头  BBZ123HD
可用于清洁硬质地面（实
木地板、瓷砖面、陶砖面
等 ）

D.硬地板刷头  BBZ124HD
此刷头带2个旋转的刷头
滚轮，可以保护名贵的硬
质地板，并提高粗糙颗粒
灰尘的集尘效率。

初次使用

图片 1
a）把软管插口连接到吸尘器上的吸气口，并
安装到位，此时你会听到“喀哒”声。
b）如果要拆下软管，一起按压两个扣掣，拔
出软管。

图片 2*
a）把手柄推进伸缩管中。如果要拿掉手柄，
轻轻地转动手柄，将手柄从伸缩管中拔出。

中文



b）把手柄推进伸缩管中，一直推装到锁定到
位。如果要拆开此连接，按压锁环拉出手柄
即可。

图片 3*
a）将伸缩管插入地板刷头的连接口中。如果
想拆开此处连接，轻轻转动伸缩管，将其拔
出地板刷头即可。
b）将伸缩管插入地板刷头的连接口中，一直
推装到锁定到位。如果想拆开此处连接，按
压锁环拔出伸缩管。

图片 4
• 按照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滑动开关，可以打
开伸缩管锁，从而把伸缩管调整到合适的长
度。当伸缩管完全伸长时，在地毯上的滑动
阻力最低。

图片 5
a）将附件托安置在伸缩管的合适位置。
b）从上或下开始，依次将装饰吸嘴（带毛
刷）和缝隙吸嘴插进附件托。

图片 6
• 拉住插头，按需要的长度将电缆线拔出，插
进插座中取电。

图片 7
• 按压开关按钮，打开或关闭吸尘器。

图片 8 控制吸力等级
转动控制旋钮，可以将吸力设定在需要的等
级上。

 弱吸等级                                          =〉
设置在该等级上，可以清理一些精细的材
料，比如精细的室内装饰品、窗帘等。

 中吸等级                                          =〉
适合日常的微脏地面清洁

 强吸等级                                          =〉
适合清洁耐用地板、硬质地板，应当厚重的
灰尘场合。

真空清洁
！注意
根据你所使用的硬质地板的不同（例如，粗
糙的瓷砖等），地板刷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磨损。因此，请务必定期检查地板刷头的底
侧。磨损的地板刷头的底侧可能会有锋利的
边缘，这可能会给你的地板（实木地板或油

地毯）造成损坏。由于磨损的地板刷头给你
的地板造成损坏的，制造商不承担任何责
任。

图片 9
设置可调节的地板刷头

 地毯                                               =〉

 硬质地板/实木地板                     =〉

如果您准备吸取较大的颗粒杂物，请务必要
连续将这些大颗粒杂物吸收完毕，并确保吸
收通道的畅通。
如有必要，您可以抬高吸嘴，从而更好的吸
收灰尘颗粒。

图片 10* 用附件清理
按照要求将下列吸嘴附加到吸管或把手上：
a）用于清理缝隙和角落的缝隙吸嘴
b）用于清理室内装饰家居、窗帘等的装饰吸
嘴
c）用于清理窗户框、食物柜等的带固定毛刷
的装饰吸嘴
使用完毕后，将缝隙吸嘴和装饰吸嘴重新放
回附件托。
d）专业的缝隙吸嘴
可用于清洁缝隙、角落和狭窄空间（比如在
车上）的超长缝隙吸嘴
e）专业的装饰吸嘴
可用于精细化的、彻底的清洁室内装饰家
居、窗帘等物品。
如果想要清洁专业的装饰吸嘴，可以用手柄
直接将其吸收干净。
f）用于清洁硬质地板（瓷砖、实木地板等）
的硬质地板刷头

图片 11* 清洁硬质地板刷头
a）从刷头底板开始清洁该刷头
b）用剪刀将缠绕滚轮的丝线和毛发剪断，再
用吸尘器吸收干净。

图片 12
如果您想暂停作业，您可以使用吸尘器侧面
的地刷泊口。
•关闭吸尘器电源后，将地板刷头上的小钩挂
在地刷泊口中。

图片 13
清洁楼梯台阶时，必须把吸尘器放置在楼梯
下面。如果长度不够的话，也可以通过提拉
把手搬移吸尘器。



作业结束后

图片 14
● 关闭电源
● 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中拔出
● 短暂地抽拉电源线后立即释放（电源线会
自动收缩进去）

图片 15
● 按照箭头的方向移动滑动开关，解开伸缩
管锁扣，将其中的一节缩进另一节中。
图片  16
存放吸尘器时，请使用吸尘器底侧的地刷泊
口
a）使用手柄将吸尘器竖起
b）将地板刷头上的小钩挂在地刷泊口中。

清空集尘器

图片 17
为了获得最好的清洁效果，每次使用后，或
者当灰尘明显聚焦在绒毛过滤器上时，或者
当集尘器中的灰尘达到标志高度的时候，应
当及时清空集尘器。
清空集尘器时，请检查绒毛过滤器的脏污程
度，如果有必要，请按照图片26“清洁绒毛
过滤器”中的要求清洗绒毛过滤器。

图片 18
a）拉动锁扣，可以打开吸尘器盖。
b）抓住集尘器的手柄，将集尘器拉出吸尘
器。

图片 19
a）按压打开按钮，打开集尘器的过滤器单
元。
b）把过滤器单元从集尘器中取出，清空集尘
器。

图片 20
a）将过滤器单元插入到集尘器中，请确保插
入的位置正确。过滤器盖上的箭头方向必须
与锁扣的方向一致。
b）按压集尘器盖，听到关闭到位的声音后，
表示集尘器盖已经安装到位。
c）将清空的集尘器重新放回吸尘器，确保放
置的位置正确。关闭吸尘器盖，使锁扣重新
回到原来的位置。

！注意
在关闭吸尘器盖时，如果有所阻滞，请检查
过滤器单元和集尘器安装位置是否正确。

过滤器的护理

清理折叠过滤器
您所选购的吸尘器已配置了“传感控制功
能”。请参考图片21*和图片23*的内容。
这项功能可以监控您的吸尘器是否达到最佳
的功率等级。当需要清洁折叠过滤器时，指
示灯会亮，从而使吸尘器始终在最佳的功率
等级下作业。

带有“转动清洁”功能的真空吸尘器

图片 21*
当吸尘器处在最佳的工作状态时，指示灯会
显示蓝色。当指示灯变红并不断闪烁时，意
味着您要清洁折叠过滤器了。此时吸尘器自
动调整到最低功率的设定上。

图片 22*
●清洁折叠过滤器时，应当关闭吸尘器电
源。
！注意：只有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才可以
清洁折叠过滤器。
● 拉动锁扣，打开吸尘器盖。
● 清洁折叠过滤器，至少要转动旋钮3圈。
如果指示灯没有亮，但吸力变弱时，也可以
清洁过滤器。我们建议在每次清空集尘器
前，先清洁过滤器。当“传感控制”指示灯
亮起来时，必须要清洁过滤器。
如果指示灯连续快速闪动3次，而折叠过滤器
又是干净的，此时可能是绒毛过滤器太脏，
也可能是通道有堵塞情况。这种情况下，吸
尘器会自动调整到最低功率的设定上，指示
灯变成红色，并一直亮着。
● 关闭吸尘器电源，清空集尘器，根据图片
26中“清洁绒毛过滤器”的要求清洁绒毛过
滤器。

带自我清洁功能的吸尘器

图片 23*
当吸尘器处在最佳的工作状态时，指示灯会
显示蓝色。当指示灯变红并不断闪烁时，吸
尘器会自动关闭电源，过滤器清洁功能被激
活，由集成的清洁马达负责清洁过滤器。
如果指示灯连续快速闪动3次，此时可能是绒
毛过滤器太脏，也可能是通道有堵塞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吸尘器会自动设置在最低功
率上，指示灯变成红色，并一直亮着。
● 关闭吸尘器电源，清空集尘器，根据图片
26中“清洁绒毛过滤器”的要求清洁绒毛过
滤器。



图片 24*
如果有必要，打开吸尘器的电源后，您可以
手动启动清洁程序，方法是按压“自清洁”
按钮。
如果指示灯没有亮，但感觉到吸力在减小的
话，你也可以在此时清洁过滤器。我们建议
在每次清空集尘器前，先清洁折叠过滤器。

图片 25
如果折叠过滤器特别脏，污物仍可以清除干
净。
a）逆时针转动过滤器单元底部
将折叠过滤器从过滤器单元中取出。
b）在流水中清洗折叠过滤器
c）等完全干燥后，将折叠过滤器重新插进过
滤器单元中，顺时针转动过滤器单元底部，
锁紧。
在正常情况下，清洁居室内灰尘时，无需手
动清洁折叠过滤器，仍能使吸尘器达到最佳
使用效果。
！注意：不要刷洗折叠过滤器

● 如果是在无水的情况下简单清洁，轻轻敲
打过滤器边缘即可。
● 如果想彻底清洁，应当浸在水中清洗，在
重新装入吸尘器使用前，一定要确保过滤器
完全干燥。

清洁绒毛过滤器
为了使吸尘器保持在最佳的工作状态中，应
当定期对绒毛过滤器进行清洗。
图片 26
● 打开吸尘器盖，取出集尘器。见图片18
a）将过滤器单元从集尘器中取出。
b）清洁绒毛过滤器
●集尘器清空时，轻轻甩动或敲打过滤器套
即可进行充分的清洁。
●如果这样作不足以清洁过滤器的话，你可
以使用吸尘器专配的刷子或者用干布清除表
面的灰尘颗粒。
●如果你想清洗绒毛过滤器，请务必先把折
叠过滤器从过滤器单元中取出。只有等绒毛
过滤器完全干燥后，才可将折叠过滤器重新
装入过滤器单元。

清洁马达保护过滤器
马达保护过滤器应当定期清洁，清洁的方法
为敲打和水洗。
图片 27
a）打开吸尘器盖，取下马达保护过滤器。
b）通过敲打的方式，清洁马达保护过滤器。
如果特别脏，可以用水洗的方式清洁马达保

护过滤器，然后使马达保护过滤器完全干
燥。
c）清洁完毕后，将马达保护过滤器重新装入
吸尘器，关闭吸尘器盖。

清洁排气过滤器
对排气过滤器的设计，我们贯彻这样的原
则，即只要是正常使用吸尘器，无需更换排
气过滤器。为了使吸尘器保持最佳的工作效
果，使用1年后，应当对排气过滤器进行水洗
清洁。可能过滤器表面会出现褪色现象，但
过滤功能不受任何影响。

清洁HEPA滤芯
图片 28*
●打开吸尘器盖，取出集尘器。见描述18
a）利用锁扣打开侧面盖子。
b）推拉2个锁扣，卸下HEPA过滤器单元，将
HEPA过滤器单元从吸尘器中取出来。
c）敲出过滤器单元，并用流水清洗。
d）等完全干燥后，重新安装到位。
e）关闭侧盖，听到锁定的声音后表示侧盖已
经关闭到位。
f）将集尘器安装到吸尘器中，关闭吸尘器盖
子。

清洁微孔过滤器
图片 29*
●打开吸尘器盖，取出集尘器。见描述18
a）利用锁扣打开侧面盖子。
b）推拉2个锁扣，卸下泡沫和微孔过滤器单
元，将此过滤器单元从吸尘器中取出来。
c）从过滤器框中把泡沫过滤器和微孔过滤器
取下来。
d）用流水清洗泡沫过滤器和微孔过滤器。
e）等完全干燥后，再将泡沫过滤器和微孔过
滤器安装到过滤器框中。
f）将过滤器单元重新安装进吸尘器，要听到
锁扣到位的声音。
g）关闭侧盖，听到锁定的声音后表示侧盖已
经关闭到位。
h）将集尘器安装到吸尘器中，关闭吸尘器盖
子。

清洁要求
清洁、清洗吸尘器时，应当关闭电源，将电
源插头从插座上拔出。可以用普通的塑料清
洁剂清洗吸尘器和塑料附件。
！注意：不要使用洗净剂、玻璃洗剂或多功
能清洁产品。绝不可把吸尘器浸入水中。
相关技术事项有可能出现变动。
*根据不同型号会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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