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
我是 briiv
使用手册 v1.0



我的任务是以合符
环保原则的方式，
让您呼吸到更清新
洁净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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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使用



初次使用

1.将 briiv 置于电源插座附近
的合适地方。

2.把 USB 线连接到设备底座。

3.将已接上 USB 线的插头插入
电源插座。

4.确保设备已正确接上电源。

5.取出机顶放有苔藓的包装袋。

6.打开包装袋。

7.从袋中取出苔藓，均匀置于设
备的玻璃组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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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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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操作

briiv 使用触控界面设计，也可通过隔空传感器进行操作，防止有害病原体、细菌或其它有
害物质的传播。

1.设备前方底部有一白点，控制界面位于白点上方。

2.在设备正前方隔空挥手即可将其唤醒。

3.您也可以触碰界面上任何位置唤醒设备。 

多种供电方式

briiv 能在低功耗的情况下操作，不一定使用电源插座也可运行。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为设备供电：

• 笔记型电脑 • 桌上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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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携式电池组/充电器



速度控制

briiv 共有四种速度设置，让您调节空气净化器的清洁空气输送率 (CADR)。

您可使用界面上亮起的「+」和「–」符号来选择风扇速度，「+」代表加速，「-」代表减速。

您可以通过触碰界面来改变速度，或借助隔空传感器在无需触碰设备的情况下执行相同操作。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 briiv 应用程序控制设备的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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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过滤循环
使用内置的「一小时过滤循环」功能将

运行周期设为一小时，结束后设备会自

动关机。

首先选择合适的运行速度。

要激活「一小时过滤循环」功能，请触
碰或将手隔空置于界面上的「1」字附
近。

成功激活后，「1」字将会亮起。当「1」字熄灭，代表一小时循环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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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更换苔藓和椰子滤芯

用双手小心提起玻璃组件（或以手指轻轻握住顶部的进气口，再借力提起）并置于一旁。

小心提起
玻璃组件

将苔藓和椰子滤芯
往下推，再从玻璃组
件下方取出。

把新的椰子滤芯平放在稳固
表面。

将玻璃组件置于新的椰子滤
芯上，确保滤芯完全处于玻
璃组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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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待椰子滤芯放到位后，便可将
新的苔藓放入玻璃组件中。 

旧的苔藓和椰子可以直接用来
堆肥。

轻轻把玻璃组件装回底座，确
保与底座对齐并固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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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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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用双手小心提起玻璃组件
（或以手指轻轻握住顶部的
进气口，再借力提起）并置
于一旁。

滤格安装在 briiv 的
生物塑料底座内部。

打开盒子即可看到滤格

取出要更换的滤格



4. 
将新滤格插入方形凹槽中
（深色一面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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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换出的滤格可当成一般垃圾弃置。

将内有椰子和苔藓滤芯的玻璃组件
轻轻装回底座上，确保与底座对齐
并固定到位。

5. 关上盒子



其它品牌的空气净
化器一般都使用塑
料或玻璃滤芯，唯
独我与众不同。



连接无线网络

要连接到 Wi-Fi 网络，按住「一小时过滤循环」按钮 8 秒钟，

然后使用 briiv 应用程序连接到互联网。

没有Wi-Fi可以使用设备吗？

可以，但您将无法通过应用程序控制 briiv。

设备具有触控式按钮，就算没有网络连接也可如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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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应用程序

扫瞄 QR 码查看详情，或到以下网站：
http://www.briiv.co.uk/pages/download

放置方法

建议将 briiv 放在使用范围的中间位置，确保室内所有空气都能得到过滤。

若中间位置放不得，则应置于空间内较高的地方，让设备能够更安全有效地操

作。避免将 briiv 架设在狭窄环境中，上方也不应被其它表面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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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间
本设备可在一小时内完成净化 36 平方米（367平方英尺）空间内的空气。

最佳使用时间

• 要最大限度地享受 briiv 的效用，请参考以下使用建议。

• 在就寝前一小时使用「一小时过滤循环」净化卧室内的空气。

• 在回到家前一小时使用「 一小时过滤循环」，确保踏进家中即能呼吸到清新洁净的空气。

• 清洁房间时，使用 briiv 清除打扫过程中扬起的灰尘和散布于空中的挥发性有机物。

• 做饭后在厨房使用 briiv 以加快空气净化。

BRI IV.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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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清洁玻璃组件

进行清洁前，请先断开 briiv 的电源连接。

• 定期用抹布清除玻璃表面的灰尘。

• 要清洁玻璃组件，先把它从 briiv 
取下，再取出当中所有滤芯。

• 使用一般家用玻璃清洁剂，彻底洁
净玻璃内外表面，去除任何污垢或
水痕。

• 如有顽固污垢，可用家用洗洁精和
热水清除。

• 玻璃组件也可放进洗碗机清洗，但
需使用适合清洁玻璃的洗涤剂或洗
碗机专用盐。

• 破损的玻璃组件可带到区內的废弃
物回收中心处置。 

清洁底座

• 确保断开 briiv 的电源连接。

• 定期用抹布清除底座上的灰尘。

• 较顽固的污垢可尝试用湿布清除。

• 避免液体或湿气进入设备内部。 

切勿让任何开口进水，否则可能导致电线
短路，使设备损坏并无法使用，也会对四
周的人员和宠物构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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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事项

• 请勿进食任何过滤介质（包括苔藓、椰子和滤格）或将其放进口中。

• 我们不建议在潮湿的环境（如浴室）使用 briiv，否则会增加滤芯使用负荷，给内

部电子组件构成风险。

• 如玻璃组件出现破裂，请立即把整个部份以安全妥善的方式弃置，然后到

briiv.co.uk 订购替换件。

• 建议将 briiv 放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并远离宠物，以免设备任何组件（或整体）

出现损坏。

• 接上电源后、操作期间，或处于待机状态时，切勿将您或任何人员/物体的任何部位

放进设备中。

• 请勿挤压或撕开苔藓，否则会对苔藓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害，并影响苔藓的空气过滤

性能。不要给苔藓浇水或在设备任何部分加水。 

BRI IV.CO.UK



常见问题

滤芯可在哪里购买？

您可到 briiv.co.uk 订购滤芯。

滤芯可用多久？

苔藓和椰子滤芯通常可用一年，

滤格的使用期限则为三个月。

1. 苔藓滤芯（可用一年）

2. 椰子滤芯（可用一年）

3. 滤格（可用三个月）  

保修政策如何？

我们提供一年保修，涵盖任何制造瑕疵和

产品故障。若买家在购买后 30 天内改变

主意，只要把尚未使用的产品连同原有包

装寄回，我们保证原银奉还（扣除运费

及手续费）。

如何实现可持续目标？

目前 briiv 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和可持续的环保

材料制造。展望未来，我们期望会有更多工厂和

供应商使用可持续材料，让我们可以更快实现

「100% 可持续」的目标。

使用多少功率？

通过 USB 供电的 briiv 采用低功耗设计，仅需 

5V 即可运行。一年的耗电支出约为 £2/$3。 

用起来会吵耳吗？

briiv 运行时的噪声值仅 45 分贝，相当于一个

安静的办公室。

是否内置离子产生器？会不会产生臭氧？

briiv 不使用离子产生器，也不会产生臭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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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特别设计，使用
可生物降解的驯鹿苔藓
和椰子滤芯，是合符可
持续原则的环保空气净

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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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引

使用任何电器时务必遵循以下基本安全措施，减低导致失火、触电或其它人身伤害的风险：

1.使用前务必阅读所有相关说明。

2.为免失火或触电，请使用适当的 5V 插头或 USB 插座。

3.请勿将电源线放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为免意外失火，切勿将电源线置于地毯下、暖气

出风口、散热器、火炉或加热器附近。

4.为防触电受伤，请勿将设备浸入水或其它液体中，也不要在有水的地方使用。

5.由儿童使用或在儿童附近使用时请密切监督。

6.在移动设备、拆下玻璃组件、更换滤芯、进行清洁前（或不使用时），请务必拔下电

源插头（抓住插头而不是电源线）。

7.切勿让任何物体掉进或插入任何开口。

8.若电源线或插头受损，电机风扇无法旋转，设备发生故障或因掉落引致损坏，切勿使

用设备。 



10. 请勿在户外使用本设备。

11. 切勿阻塞进/出气口或将设备放置在柔软的表面（如床铺或沙发上），否则可能导致设

备倾翻，阻塞进气口或损坏玻璃组件。

12. 确保设备远离任何受热表面或火焰。

13. 请勿尝试自行维修或调节设备上的任何电气或机械功能，否则相关保修将会失效。设备

内部不含任何可由顾客维修的零件。所有维修工序应由合格人员进行。

14. 警告：为避免失火或遭电击，请勿将空气净化器与任何固态速度控制设备一起使用。

15. 请勿在设备顶部放置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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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呼吸系统或肺部疾病的人在使用本产品之前应先咨询医生意见。

注意：请将本设备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切勿让儿童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独自使用设备。

BRI IV.CO.UK

重要安全指引

9. 请务必按照本手册中的指示使用设备。任何生产商未有建议的其它用途均可能会引致失

火、触电或其它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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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如空气净化器意外停止运作，可能会激活内置安全功能，以防止设备受损和避免使用者

受伤。若发生这种情况：

1.确保空气净化器已连接至能正常运作的电源插座；

2.拔下电源插头，等待 30 秒钟，然后再次供电以重置设备。 

注意：若问题持续，请将空气净化器退回给商家，或查看详细保修条款。

请勿自行拆开设备，否则保修将会失效，并有可能导致产品受损或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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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先阅读所有相关说明。

A. 为期一年的有限保修服务仅适用于维修或更换在材料或工艺上存在缺陷的产品，不

包括因商业使用、滥用或不合理使用所造成的损坏。任何正常磨损造成的缺陷将不

被视作制造上的缺陷。

我们对任何性质的偶然或间接破损恕不负责。任何对本产品的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

合性的暗示保证，仅在保修期限内有效。

本保修条款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您可能还拥有其它权利，具体视司法管辖区而

定。本保修条款仅适用于本产品的原始购买者（自购买日期当天起计）。

B. 如发现产品在材料或工艺上存在缺陷，我们会替您的产品进行维修或更换。有缺陷

的产品应根据商家的个别政策退回至购买地点。此后，若产品仍在保修期内，相关

产品可能会退还给我们。

C. 1.保修服务不适用于因未经授权擅自修理或不按照说明手册使用而造成的损坏。 



2.如对本产品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发电子邮件至 ask@briiv.co.uk 与我们联系。

3.若设备在保修期内无法按保证的方式操作，请将产品寄回给经销商。

4.重要退货说明：如要退回设备，请务必遵循以下指示。

A) 将产品妥善包在原装纸箱或其它合适包装内，以免设备在运输途中损坏。

B) 退回产品时请提供：

a)您的全名、完整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

b)注明日期的销售收据或购买证明；

c)您必须为退货包裹购买运费险。

5.保修服务不涵盖因意外和/或不当使用而造成的损坏。

6.保修服务仅适用于维修或更换任何因材料或工艺上的缺陷导致在正常使用中无法运行的 

零件（需由代理商或授权人员进行检查后确认）。

7.若没有根据建议方法使用本产品，或通过不合适的电压配置进行操作，或使用者尝试自

行维修或改装，均会使保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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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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