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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Y 360 dimension air circulation purifies inlet air through anion, 
exudes the feel of a fresh breeze throughout your home. Smart 
control with MOMAX Smart APP and trigger automation weather 
driven and environment!

Introduction

Before Using 
Safety instruction, please read this user manual carefully and keep it 
for future reference.

1. This appliance can be used by children aged from 8 years and 
older, also can be used for people with physical, sensory, mental 
disabilities or lack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f they have been 
given supervision and instruction concerning to use this appliance 
in a safe way and understand the hazards involved. Children shall 
not play with the appliance.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shall not 
be made by children without supervision. 

2. To avoid electric shock, do not place the cord, the plug or the 
appliance in water or other liquids. 

3. Unplug the plug when not in use/moving the appliance/before 
cleaning. 

4. Do not operate a damaged appliance or appliance with a 
damaged cord or plug 

5. Do not hang the cord over the edge of a table/counter or let the 
appliance touch any hot surfaces. Do not place the appliance on 
an unsteady or cloth covered surface. 

6. Do not use the fan in those areas: at high humility, temperature 
higher than 45℃ or dusty areas. 

7. Do not insert the fingers or another objects into the fan during 
operation. Especially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8. Do not spray any detergent such as bug or mosquito killer into the 
fan to prevent it from damages to the plastic material. 

9. The appliance is for household use only. Do not use at outdoors or 
for any commercial or industrial purpose. 

10. Always disconnect the mains power, before any user 
maintenance. 

11. If the supply cord is damaged, it must be replaced by professional 
persons to avoid danger. 

12. Do not operate the fan in the presence of explosive or flammable 
fumes. 

13. Do not place the fan or any parts near an open flame, cooking or 
other heating appliance. 

14. Do not hang or mount this fan on a wall or ceiling. 

15. If the power supply cord,plug or any part of the appliance is 
malfunctioning or if it has been dropped or damaged,cease using 
the product immediately to avoid potential injury.

Charging Battery Safety 
1. The supply terminals are not to be short-circuited

2. Batteries need to be charged before use.after extended periods 
of storage,it may be necessary to charge and discharge the cells 
or batteries several times to obtain maximum performance.

3. Dot not dispose of batteries in a fire.

4. Do not dismantle,open or shred secondary cells or batteries.

5. Do not store above 60℃.

6. Do not subject batteries to mechanical shock.

This product is fitted with two 3.7V, 5000mAh polymer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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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Quick Start Guide

1. Download ‘MOMAX Smart’ APP 

  Download “MOMAX Smart” from iOS App Store, Android Google 

Play Store or other platforms.

2. Register 

  Register an account and log in using your mobile number or email 

address.

3. Wireless Pairing

  Click “+”, then tap “MOMAX Smart AIRY 360” to add device. 

  Press and hold the “360° Oscillation” button for about 2 seconds until 
the Wifi indicator rapidly blink. Tap “Confirm indicator rapidly blink”. 
Then, tap ‘Next’ to proceed.  

 •  This product cannot be paired directly through the Bluetooth list of the mobile 
phone. 

 • The pairing process may take 2 minutes, please do not perform other operation.

4. Successfully connected 

  Once the connection is completed, you can edit the name of the AIRY 
360.

Find “IF10S” in MOMAX’s channel 

helpdesk.momaxsmart.com

Get step-by-step setup and support.

Watch the latest video tutorial to learn to 
setup and operate your IF10S.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updates.

Product Overview

1. Front Cover

2. Blade

3. Rear Cover

4. Handle

5. Motor Cover

360° Oscillation 

6. Telescopic Extension Pole

7. Control/display Panel

8. Signal Reception

9. Blue Indicator

10.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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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Control

Power button on/off

Side to side pivoting : angle 30° - 60° - 90° - Stay

Degree oscillation: 90° - 180° - 365° - Stay

Wind mode: General / Natural / Sleep

Timer Auto-off 1-12 hours

Display back light

Wind level / Timer hour up and down

Control Panel

Power  Default anion / General wind
Display auto off when no operating for 30s, touch 
this button to turn off the fan, display the battery 
capacity% in 3s , then the window display light off.

Wind Mode

Wind Level

Display 1-6 speed level

Side To Side Pivoting

360 Oscillation

Timer

Display Panel

Control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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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Panel

Anion

General Air Flow
change according to surrounding temperature.

Natural air flow
gives a unique nature experience indoors.

Sleep air flow
at this mode the flow will drop from initial setting, 
which was set by user. Then it will drop one step 
every 30 minutes until finally running at first step.

Side to side pivoting 
Base horizontal turning from left to right in an 
optional angle of 30°-60°-90°-Stay.

Display in 3 seconds then turn into display wind level.

360 Oscillation 
Fan Oscillation moves in an optional rotation of 
degree 90-180-365-Stay. 
Displays the degree oscillation signal 

Wireless Pairing : 
Press and hold the “360°Oscillation” button for 
about 2 seconds until the Wifi indicator rapidly blink.

Timer : 
Auto-off 1-12 hours 
Display in 3s then turn into display wind level

Battery Capacity %

Blue Indicator :

When charging battery is blue LED indicator. 

Power Switch :

Switch to “ON”, the fan can be charging by battery or the adapter; switch 
to“OFF”, the fan will not be work when is not used  in a long time for saving 
power.

Auto Power Off :

In the power on state, without any operation in 12 hours, it will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Shutdown Memory :

When turn off the appliance with the power on, the fan will memory the 
original working state (wind level, oscillation). The next time you turn up, 
it will directly turn to the memory state, and then press the oscillation to 
continue the last oscillation angle.

Charging Backup Battery

Indicator

NOOFF

Power Insert Power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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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harge Function  :

When the battery voltage is too low,the fan will stop working,and the 
digital panel displays 10% 3s and then power off, at this time,it needs to 
be charged before use or charge while working,when the battery is full,the 
charging will stop automatically, the digital display shows FU%.

1. Charging indication during shutdown

  The digital panel display current battery capacity in % while charging, 
then enter into display FU% while full charged,when turn on the unit, 
the display transfer into operation states.the display light will off when 
remove the adapter.

 
2. No charge indication when power on

  When fan is working, long press the on/off button 3 seconds, the digital 
panel transfer to display battery state in% ,5s later back to display 
current wind leve; when capacity lower than 20%,the capacity signal 
will flash for 3 seconds and back.when lower than 10%, the display 
flash 3 second and the unit turns off.

 
3. Charging indication when fan on

  Charging when fan is on, the digital window will display current battery 
state in%, 3 seconds later will back to wind level display; also you can 
long press on/off button 3 seconds to display battery state in%; when 
full charged will display FU%, the digital window will display current 
wind level when remove the adapter.

1.  Remove the battery protective film before operating.

2.  Operate the remote when pointing to the device. 

3.   Battery replacement: when the remote control decreases the 
operating range or the main body does not response, please replace 
the battery. 

4.  Always follow correct polarity when replacing battery as shown above

5.  Keep button cell batteries away from Children.

Operating Instructions Of Remote Control

+

+
CR2025

C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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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Air Circulation with Anion Maintenance and Storage 

•  Please be sure to turn off the power and remove the mains plug from 
the wall socket before cleaning. The motor may be hot after usage so 
let it cool down before cleaning.

•  Clean regularly to prevent potential breakdown due to potential 
accumulation of dust.

•  Do not use water, alcohol, volatile oil, alkaline lotion, bleach, and others 
liquid to wipe the product, prevent it from discoloration, deformation or 
damages to the plastic material. 

•  If the product is not needed, it has to be switched off and disconnected 
from the power. When not in use for a long time. Please use bags to 
wrap the circulation fan and store it in a cool, ventilated and dry place.

• When cleaning keep away form Childre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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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read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sending to repair.

Trouble Shooting

Problem Possible Causes Solutions

Product does 
not work.

•  Power plug is not 
properly inserted into 
the socket.

•  The battery is run out 
of Power

•  Power plug is not 
properly inserted into 
the socket.

•  The battery is run out 
of Power

No oscillation 
of 360

Turned off the power 
when the fan haven’t 
back to original state.

Press 360oscillation 
button, if no response, 
please wait for 1 
minutes, the oscillation 
will recover.

Product makes 
abnormal noise 
when operating.

The main body is not in 
horizontal position.

Place the appliance on 
an even surface.

Wind weakened Dust buildup. 
Make sure product 
is cleaned and 
maintained regularly. 

The motor 
can be heard 
when the fan is 
oscillation.

This is a motor running 
specific sound

This is normal, no 
solution required

Specification 

Model No. : IF10S

Rated Voltage :  DC12V, 2A

Rated Power :  24W

Adapter Power : AC100-240V, 2A

Input : 220V~ 50/60Hz, 0.6A

Output : 12.0V 2000mA

Wire Long : Wire 1.2m

Wind Blade : Dia. 7inches, blade x 3pcs

Base Horizontal turning angle : 30° - 60° - 90° - Stay 

Fan Oscillation 360 rotation degree : 90° - 180° - 365° - Stay

Anion :  DC12V, <1W

Auto-off timer : 1-12 hours

Charging Battery Type :  Polymer battery, 5000mAh = 2*5000mAh 
(7.4V)(IEC62133/UN38.3/MSDS)

Charging time : 5-6 hours

Using time : 2.8 hours

Remote control battery : Button cell lithium battery CR2025 (1pc)

Noise level : General 58dB/Natural 25dB/Sleep 15dB

Motor speed : 2200±100rpm

Wind speed : 5.5±10%m/s

Wind distance : Up to 7m

Waterproof : IPX4

Wireless frequency : 2.4GHz wifi and wireless connection 

Wireless distance : 10m

Size : 500-780 x 255 x 300mm

Weight : 2.8kg ± 0.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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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1. AIRY 360 IoT 2-way Anion Air Circulation Fan
2. Power adapter (Wire 1.2m)
3. Remote control (1pc. CR2025 battery  included)
4. Instruction Manual and Warranty Card

Please reference Mobile Apps content: Before accepting the Agreement, 
you are supposed to thoroughly read all the contents of the Agreement, 
and fully understand its terms, especially restrictive clauses or exceptions 
and Privacy Notice. Restrictive clauses or exceptions are bold or 
highlighted in other forms to catch your attention. In case of any doubt 
about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business 
department of Tuya. You are not allowed to use the service before 
you have read and accepted all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relevant 
agreements, and rules, etc. Once you select “agree and submit the 
Agreement” (see registration page for detailed wordings) and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or you use the service in any form, it will be 
deemed that you have read and agreed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rules above. In case of any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Tuya has the right to unilaterally restrict, suspend or terminate the service 
for you, and ha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your relevant responsibilities.

Service Agreement of 
Smart Mobile Application Platform

1. Do not place the product as household waste;
2.  Please dispose of discarded electronic products properly according to 

local regulations;
3.  MOMAX encourages you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ronic recycling 

program.

Disposal of Electronic Products

1.  For any defect, in the judgment of our technician, caused under 
normal use, we are responsible for repairing free of charge 12 months 
commencing from the date of purchase at the discretion of our 
company;

2.  A valid warranty card and original purchase invoice must be presented 
upon request of warranty service;

3. This warranty card shall not apply to the product if: 
 (a)  It is consumable part(s), such as Filter, or; 
 (b)  it has explicitly modified or repaired in any way by persons other 

than technicians of this company, or;
 (c)  it has been damaged through misuse, malicious acts, negligence, 

the inflow of any liquid, or;
 (d)  losses or damages are caused by force majeure or natural 

disasters.
4.  No alteration to this warranty card will be allowed;
5.  The warranty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6.  Please retain your proof of purchase for warranty service;
7.  Please consult the dealer about the product compatibility with your 

cell phone/ PDA before purchase. Product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8.  Please visit www.momax.net for the latest product information.

Warrant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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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使用之前

AIRY 360 立體空氣循環同時放出負離子淨化，讓整個家散發出清新的微風。
使用MOMAX Smart APP 進行智能控制，跟據天氣環境數據而智能驅動！

安全說明，請仔細閱讀本用戶手冊並妥善保存以備參考。

錯誤使用時可能會產生的危險及危險程度，如標識內容所示。 

操作環境 

1.  切勿放置於不平穩、震動的地方及高處等，以避免因傾斜引發各種可能
性之危險。

2.  切勿放置於室外滴水的地方或者浴室等潮濕的環境中，一旦機器內部進
水，容易引致觸電以及漏電，進而引發火災。

3.  切勿放置於幼兒可觸摸到的地方，禁止幼兒及無行為能力者在無人看管
下使用，以免引致受傷、觸電等。

電源線使用 

1.  若手中有水份，切勿觸碰電源線或電源插頭，以免觸電。

2.  切勿損壞電源插頭和電源插座，避免放置於容易受損或者高溫器具旁、
避免強力扭曲/拉扯/提取置物等，以免觸電、短路、或發生火災。

3.  切勿使用出現破損情況的電源線，以免斷線、觸電等。

4.  連接本產品的電源之前，請確保本產品所表示的電壓與當時使用電壓相
同，以免觸電、或發生火災。

5.  切勿在電源線捆綁的狀態下進行使用，以免觸電、短路、發生火災等。

6.  切勿使用與出現鬆動的插座中，以免觸電或發生火災。

7.  切勿讓幼童將產品接口或電源線接頭放入口中，以免觸電。

8.  避免電源線接頭與產品接口附著金屬片、垃圾等，以免觸電、短路或發
生火災。

9.  出現異常或故障時，請馬上停止使用，拔出電源插頭，以免觸電或發生
火災。

10.  務必確保電源插頭正確插入插座，且插入到底部，若未正確插入插座，
容易導致觸電和火災。

11.  請確保拔除電源線後，再對產品進行保養，以免受傷、觸電或發生火
災。

12.  不使用產品時，請將電源插頭從插座中拔出，以免產生絕緣不良進而引
發觸電、漏電或火災等。

13.  請確保穩妥抓住插頭後再從插座中拔出，以免電源線破損，引致觸電、
短路、火災。

14.  請確保關機後，再拔出電源插頭，以免受傷及發生故障。

15.  切勿拆解、自行維修、改造產品，以免受傷、觸電、發生火災，必要
時，可聯繫當地銷售方或致電「售後客服熱線」。

16.  切勿用水浸泡或沖洗產品電機、電源線及主機，以免觸電、短路、發生
故障。

17.  切勿從高處跌落或強烈撞擊主機，產品掉落或撞擊其他硬物，會引發故
障。

18.  切勿擅自更換電源線，或將電源線用於其他產品，以免觸電及發生故
障。

19.  若家中飼養狗、貓、其他小動物等，切勿讓主機電源線受損。

20.  若受損情況下繼續使用產品，會有觸電、發生火災、產品故障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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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IF10S” in helpdesk.momaxsmart.com

獲取有關設定和支援。

觀看最新的視頻教學，學習設置和操作您的 IF10S。

隨時了解最新資訊。

電池安全

1. 電源端子不得短路

2.  電池在使用前需要充電。長時間存放後，可能需要對電池或電池進行多
次充電和放電，以獲得最佳性能。

3. 請勿將電池投入火中。

4. 請勿拆卸、打開或撕碎二次電池或電池組。

5. 不要存放在60℃以上。

6. 不要讓電池受到機械衝擊。

本產品配備兩節 3.7V、5000mAh 聚合物電池。

快速入門指南

1. 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 

從iOS App Store、安卓、Google Play Store或其他平台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 然後，在你的手機啟用藍牙功能。

2. 註冊 

註冊一個帳戶，然後使用您的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登錄。

3. 無線配對 

按“+”（添加設備），選取“MOMAX Smart AIRY 360 智能伸縮負離
子空氣循環扇”以添加設備。

 打開設備，按住“360度擺動旋轉鍵”約2秒直到聽到一聲提示聲及看到
Wifi提示燈在快閃。按“確定提示燈正在快閃”，再按“下一步”。

• 不能透過手機的藍牙清單直接配對本產品。

• 搜索過程可能需要兩分鐘。請在此期間不要執行任何操作。

4. 成功連接 

如果配對成功，你會在應用程式中看到本產品的圖標。你可以修改此
IF10S的名稱。確保您的設備已連接，結果將發送到手機的應用程式。 
確保您的設備已連接，結果將發送到手機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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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總覽

遙控器 :

電源開關

左右轉動 : 左右轉選擇 (30度-60度-90度-固定)

360度擺動旋轉 : 循環選擇 (90度-180度-365度-固定)

風類模式 : 一般風量 / 自然氣流 / 睡眠模式

定時自動關機1-12 小時

顯示屏背燈開關

風檔 / 定時調節

360°擺動

1. 前網

2. 扇葉

3. 後網

4. 提手

5. 馬達罩

6. 伸縮桿

7. 顯示屏/控制面板

8. 信號接收窗

9. 指示燈

10. 底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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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顯示屏 :控制面板 :

電源開關

默認負離子 / 正常風模式 

無任何功能操作30秒後熄屏，觸按任
何鍵點亮屏，再次觸按開關鍵關機。

風類模式鍵

風速檔位鍵

默認負離子 / 正常風模式 

左右轉擺鍵

360度擺動旋轉鍵

定時設置鍵

負離子模式

一般風量：根據選擇檔位變化。

自然氣流：在室內提供獨特的自然風體驗。

睡眠模式：在此模式下，流量將從用戶設置的初始設置
下降。然後它將每 30 分鐘下降一個步驟，直到最終在
第一步運行。

左右轉擺鍵

底座水平左右轉選擇“30度-60度-90度-固定”

確定擺動角度3秒後返回當前檔位顯示

360度擺動旋轉鍵

可循環選擇“90度-180度-365度-固定”

顯示擺動圖標及對應的擺頭角度

無線配對 

按住“360 度擺動旋轉鍵”約2秒直到聽到一聲提示聲及
看到Wifi提示燈在快閃

定時設置

自動關機 1-12 小時

3秒顯示後轉為顯示風檔

顯示電池容量%

顯示屏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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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指示燈 :

接通電源，藍光LED指示燈亮，撥開電源，藍光LED指示燈不亮。

撥動開關 :

往右邊撥動開關為“開”，通過電池或外接電源均可供風扇通電正常使
用；往左邊撥動開關為“關”，關閉風扇電源不能工作，防止長期不使用
時電池電量自行消耗；開關在開或關時都可以給電池充電的。

自動關機功能 :

在開機狀態，無任何功能鍵操作12小時自動關機。

關機記憶功能 :

關機進入待機狀態，在不斷電源的情況下，記憶關機前工作狀態（風類檔
位，擺頭），下次開機直接開啟記憶的狀態，開機再按擺頭鍵繼續上次擺
頭角度。

充放電功能 :

電池電壓過低時風機停止工作，數碼屏顯示電池電量10% 3秒後自動關機，
這時需要進行充電方可繼續開機；邊工作邊充電同時進行，電池充滿自動
停止充電，充滿電池時數碼屏顯示FU%。

1. 關機時充電指示：

  充電時數碼屏顯示電池當前電量%，充滿時數碼屏顯示FU%長顯示，直
至按開關鍵開機，數碼屏切換顯示開機運行狀態，或撥開充電線數碼屏
熄滅。

2. 開機不充電時指示：

  風扇在工作時，長按3秒開關鍵，數碼屏切換到顯示當前電池電量%，5
秒後返回當前檔位顯示；工作中電池電量低至20%時電量閃爍顯示3秒後
返回當前檔位顯示，電池電量低至10%時，電量閃爍3秒後自動關機。

3. 開機時充電指示：

  風扇工作時插入充電，數碼屏即切換到顯示當前電池電量%，3秒後返回
當前檔位顯示；也可長按3秒開關鍵數碼屏顯示當前電池電量%；充電至
電池充滿時數碼屏長顯示FU%，直至有功能鍵操作數碼屏顯示該功能，
撥開充電線數碼屏返回當前檔位顯示。

產品總覽

藍光指示燈

電源插口電源開關

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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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使用注意 空氣循環使用場景

1. 遙控器使用前請將電池的絕緣片取下。

2. 請將遙控器的信號發射部對準本體的信號接收部進行操作。

3.  電池更換：當遙控器出現操作範圍變小本體不響應時，請更換新的電
池。

4. 如上圖所示，更換電池時務必遵循正確的極性。

5. 讓鈕扣電池遠離兒童。

+

+
CR2025

CR2025

28 29



清洗和保養 常見問題分析

•  在清潔與保養前，請務必先拔下插頭，斷開電源；並待機體完全冷卻
後，再進行清潔動作。

•   請勿使用甲苯，漂白水，酒精等化學溶劑或硬質刷子擦拭，以免刮傷和
腐蝕本體外觀顏色。

•  若有玷污或不易脫落之污垢，建議用廚房專用中性清潔劑進行清洗，以
柔軟幹布擦乾淨。

•  如果不需要該產品，必須將其關閉並斷開電源。長時間不使用時。請用
袋子將循環風扇包裹起來，存放在陰涼、通風、乾燥的地方。

•  清潔時請遠離兒童。

若在使用風扇時遇到問題，請參考以下幾點提示及解決方式。

問題 / 現象 檢查方向 處理方法

不運行 電源插頭是否切實插入
插座？

1.  請確保電源插頭正確插入
並接通電源。

2.  電池電量是否耗盡，請接
入電源充電。

3.  底座後撥動開關是否已
關，請往右撥動打開。

360° 不擺頭
可能是上一次關機時擺
頭沒有回正原點即切斷
電源。

按下360擺頭鍵後，若無反
應，請耐心等待1分鐘左右，
會再啟動擺頭。

運行中發出
異響

機體是否水平安穩的
放置？

請將產品置於平穩的平面
上使用。

風力減弱 前後網是否有灰塵積聚？ 請定期進行清潔保養。

搖頭時發出
聲響

開始擺頭運行初始會發出
聲響，這是電機特有的運
行聲音。

並非異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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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型號 : IF10S

額定電壓 : DC 12V, 2A 

額定功率 : 24W 

電源適配器電源 : AC100-240V 2A

輸入 : 220V~ 50/60Hz 0.6A

輸出 : 12.0V 2000mA 

線長 : 1.2m

風葉 :  直徑7英寸，3風葉 

底座水平轉動角度 : 30度 - 60度 - 90度 - 固定 

風扇360度擺動旋轉 : 90度 - 180度 - 365度 - 固定

負離子 : DC12V，<1W

自動關機定時器 : 1-12 小時

備用電池種類 : 聚合物電池 5000mAh = 2*5000mAh（7.4V)
   (IEC62133/UN38.3/MSDS)

充電時間 :  5-6 小時

使用時間 : 2.8 小時

遙控器電池 : 鈕扣鋰電池 CR2025 (1粒)

噪音水平 : 一般風量 58dB / 自然氣流 25dB / 睡眠模式15dB

電機轉速 : 2200±100rpm

風速 : 5.5±10%m/s

風距 : 可達到7米

防水值 : IPX4 

無線頻率 : 2.4GHz

無線距離 : 10米

尺寸 : 500-780 x 255 x 300mm

重量 :  2.8kg ± 0.2kg

智能移動應用平台服務協議

請參考移動應用程式內容：在接受本協議之前請您務必仔細閱讀本協議的
移動應用程式全部內容，充分理解條款內容，特別是限制及免責條款。限
製或免除責任條款，私隱聲明，將以加粗或其他醒目形式提示您注意。如
果您對本協議的條款有疑問的，請聯繫相關業務部門進行詢問。除非您已
閱讀並接受本協議及相關協議、規則等所有條款，否則，您無權使用本服
務。一旦您選“同意協議並提交”（具體措辭詳見註冊頁面）並完成註冊
流程，或您以任何方式使用本服務，即視為您已閱讀並同意上述協議、規
則等的約束。如您有違反本協議的任何行為時，智能生活有權根據您違反
的情況隨時單方採取限制、中止或終止向您提供服務等措施，並有權追究
您相關責任。

包裝內容

1. AIRY 360 IoT智能伸縮負離子空氣循環扇 

2. 電源適配器（線1.2m）

3. 遙控器（包括CR2025鋰電池1個）

4. 使用說明書及保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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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廢棄電子產品

1. 請勿將電子產品當成家庭廢棄物丟棄；

2. 請依當地的法例規定處理廢棄的電子產品；

3. MOMAX鼓勵您積極參與電子產品回收計劃。

保養條款

1.  由購買日期起12個月內，如產品有損壞或故障，經本公司技術人員證實
為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發生，本公司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2.  維修時必須出示本保用證及購買商號之發票正本，如果用戶不能提供，
本公司有權不提供維修服務。用戶可能需要支付相關維修費用；

3.  保用期內，出現以下條款產品保用證自動失效；

 (a) 是可消耗的部件，例如過濾網； 

 (b) 非本公司人員恣意拆解或 維修產品之任何部分；

 (c)  錯誤的操作如：非法接駁電源，以及水、污穢物滲入產品內導致產品
損；

 (d) 不可抗拒意外事件或天然災害導致產品損壞；

4.  此保用證如經塗改，保用證自動失效；

5.  本公司有權增刪任何維修及保用條款而不作通知；

6.  如因錯誤使用本公司產品而導致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產品有任何損壞，
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7.  有關 MOMAX 原裝產品和您的手機或電子產品的相容性，請在購買時向
經銷商確認。此產品規格隨時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告；

8.  請瀏覽 www.momax.net 瞭解最新產品資訊。

簡介

使用之前

AIRY 360 立體空氣循環同時放出負離子淨化，讓整個家散發出清新的微風。
使用MOMAX Smart APP 進行智能控制，跟據天氣環境數據而智能驅動！

安全說明，請仔細閱讀本用戶手冊並妥善保存以備參考。

錯誤使用時可能會產生的危險及危險程度，如標識內容所示。 

操作環境 

1.  切勿放置於不平穩、震動的地方及高處等，以避免因傾斜引發各種可能
性之危險。

2.  切勿放置於室外滴水的地方或者浴室等潮濕的環境中，一旦機器內部進
水，容易引致觸電以及漏電，進而引發火災。

3.  切勿放置於幼兒可觸摸到的地方，禁止幼兒及無行為能力者在無人看管
下使用，以免引致受傷、觸電等。

電源線使用 

1.  若手中有水份，切勿觸碰電源線或電源插頭，以免觸電。

2.  切勿損壞電源插頭和電源插座，避免放置於容易受損或者高溫器具旁、
避免強力扭曲/拉扯/提取置物等，以免觸電、短路、或發生火災。

3.  切勿使用出現破損情況的電源線，以免斷線、觸電等。

4.  連接本產品的電源之前，請確保本產品所表示的電壓與當時使用電壓相
同，以免觸電、或發生火災。

5.  切勿在電源線捆綁的狀態下進行使用，以免觸電、短路、發生火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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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IF10S” in helpdesk.momaxsmart.com

獲取有關設定和支援。

觀看最新的視頻教學，學習設置和操作您的 IF10S。

隨時了解最新資訊。

6.  切勿使用與出現鬆動的插座中，以免觸電或發生火災。

7.  切勿讓幼童將產品接口或電源線接頭放入口中，以免觸電。

8.  避免電源線接頭與產品接口附著金屬片、垃圾等，以免觸電、短路或發
生火災。

9.  出現異常或故障時，請馬上停止使用，拔出電源插頭，以免觸電或發生
火災。

10.  務必確保電源插頭正確插入插座，且插入到底部，若未正確插入插座，
容易導致觸電和火災。

11.  請確保拔除電源線後，再對產品進行保養，以免受傷、觸電或發生火
災。

12.  不使用產品時，請將電源插頭從插座中拔出，以免產生絕緣不良進而引
發觸電、漏電或火災等。

13.  請確保穩妥抓住插頭後再從插座中拔出，以免電源線破損，引致觸電、
短路、火災。

14.  請確保關機後，再拔出電源插頭，以免受傷及發生故障。

15.  切勿拆解、自行維修、改造產品，以免受傷、觸電、發生火災，必要
時，可聯繫當地銷售方或致電「售後客服熱線」。

16.  切勿用水浸泡或沖洗產品電機、電源線及主機，以免觸電、短路、發生
故障。

17.  切勿從高處跌落或強烈撞擊主機，產品掉落或撞擊其他硬物，會引發故
障。

18.  切勿擅自更換電源線，或將電源線用於其他產品，以免觸電及發生故
障。

19.  若家中飼養狗、貓、其他小動物等，切勿讓主機電源線受損。

20.  若受損情況下繼續使用產品，會有觸電、發生火災、產品故障的風險。

電池安全

1. 電源端子不得短路

2.  電池在使用前需要充電。長時間存放後，可能需要對電池或電池進行多
次充電和放電，以獲得最佳性能。

3. 請勿將電池投入火中。

4. 請勿拆卸、打開或撕碎二次電池或電池組。

5. 不要存放在60℃以上。

6. 不要讓電池受到機械衝擊。

本產品配備兩節 3.7V、5000mAh 聚合物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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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指南

1. 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式 

  從iOS App Store、安卓、Google Play Store或其他平台下載“MOMAX 
Smart”應用程序。然後，在你的手機啟用藍牙功能。

2. 註冊 

  註冊一個賬戶，然後使用您的手機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登錄。

3. 無線配對 

  按“+”（添加設備），選取“MOMAX AIRY 360智能伸縮負離子空氣
循環扇”以添加設備。

  打開設備，按住“360度擺動旋轉鍵”約2秒直到聽到一聲提示聲及看到
Wifi提示燈在快閃。按“確定提示燈正在快閃”，再按“下一步”。

 • 不能透過手機的藍牙清單直接配對本產品。

 • 搜索過程可能需要兩分鐘。請在此期間不要進行任何操作。

4. 成功連接 

  如果配對成功，你會在應用程序中看到本產品的圖標。你可以修改此
IF10S的名稱。確保您的設備已連接，結果將發送到手機的應用程式。

產品總覽

1

2

3

4

5

6

7

8

9

10

360°

1. 前網

2. 扇葉

3. 後網

4. 提手

5. 馬達罩

6. 伸縮桿

7. 顯示屏/控制面板

8. 信號接收窗

9. 指示燈

10. 底盤

360°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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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

電源開關

左右轉動 : 左右轉選擇 (30度-60度-90度-固定)

360度擺動旋轉 : 循環選擇 (90度-180度-365度-固定)

風類模式 : 一般風量 / 自然氣流 / 睡眠模式

定時自動關機1-12 小時

顯示屏背燈開關

風檔 / 定時調節

控制面板 :

電源開關

默認負離子 / 正常風模式 

無任何功能操作30秒後熄屏，觸按任
何鍵點亮屏，再次觸按開關鍵關機。

風類模式鍵

風速檔位鍵

默認負離子 / 正常風模式 

左右轉擺鍵

360度擺動旋轉鍵

定時設置鍵

顯示屏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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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顯示屏 :

負離子模式

一般風量：根據選擇檔位變化。

自然氣流：在室內提供獨特的自然風體驗。

睡眠模式：在此模式下，流量將從用戶設置的初始設置
下降。然後它將每 30 分鐘下降一個步驟，直到最終在
第一步運行。

左右轉擺鍵

底座水平左右轉選擇“30度-60度-90度-固定”

確定擺動角度3秒後返回當前檔位顯示

360 度擺動旋轉鍵

可循環選擇“90度-180度-365度-固定”

顯示擺動圖標及對應的擺頭角度

無線配對 

按住“360度擺動旋轉鍵”約2秒直到聽到一聲提示聲及
看到Wifi提示燈在快閃

定時設置

自動關機 1-12 小時

3秒顯示後轉為顯示風檔

顯示電池容量%

藍光指示燈 :
接通電源，藍光LED指示燈亮，撥開電源，藍光LED指示燈不亮。

撥動開關 :
往右邊撥動開關為“開”，通過電池或外接電源均可供風扇通電正常使
用；往左邊撥動開關為“關”，關閉風扇電源不能工作，防止長期不使用
時電池電量自行消耗；開關在開或關時都可以給電池充電的。

自動關機功能 :

在開機狀態，無任何功能鍵操作12小時自動關機。

關機記憶功能 :

關機進入待機狀態，在不斷電源的情況下，記憶關機前工作狀態（風類檔
位，擺頭），下次開機直接開啟記憶的狀態，開機再按擺頭鍵繼續上次擺
頭角度。

產品總覽

藍光指示燈

電源插口電源開關

開關

42 43



充放電功能 :

電池電壓過低時風機停止工作，數碼屏顯示電池電量10% 3秒後自動關機，
這時需要進行充電方可繼續開機；邊工作邊充電同時進行，電池充滿自動
停止充電，充滿電池時數碼屏顯示FU%。

1. 關機時充電指示：

  充電時數碼屏顯示電池當前電量%，充滿時數碼屏顯示FU%長顯示，直
至按開關鍵開機，數碼屏切換顯示開機運行狀態，或撥開充電線數碼屏
熄滅。

2. 開機不充電時指示：

  風扇在工作時，長按3秒開關鍵，數碼屏切換到顯示當前電池電量%，5
秒後返回當前檔位顯示；工作中電池電量低至20%時電量閃爍顯示3秒後
返回當前檔位顯示，電池電量低至10%時，電量閃爍3秒後自動關機。

3. 開機時充電指示：

  風扇工作時插入充電，數碼屏即切換到顯示當前電池電量%，3秒後返回
當前檔位顯示；也可長按3秒開關鍵數碼屏顯示當前電池電量%；充電至
電池充滿時數碼屏長顯示FU%，直至有功能鍵操作數碼屏顯示該功能，
撥開充電線數碼屏返回當前檔位顯示。

遙控器使用注意

1. 遙控器使用前請將電池的絕緣片取下。

2. 請將遙控器的信號發射部對準本體的信號接收部進行操作。

3.  電池更換：當遙控器出現操作範圍變小本體不響應時，請更換新的電
池。

4. 如上圖所示，更換電池時務必遵循正確的極性。

5. 讓紐扣電池遠離兒童。

+

+
CR2025

CR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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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循環使用場景 清洗和保養

•  在清潔與保養前，請務必先拔下插頭，斷開電源；並待機體完全冷卻
後，再進行清潔動作。

•  請勿使用甲苯，漂白水，酒精等化學溶劑或硬質刷子擦拭，以免刮傷和
腐蝕本體外觀顏色。

•  若有玷污或不易脫落之污垢，建議用廚房專用中性清潔劑進行清洗，以
柔軟幹布擦乾淨。

•  如果不需要該產品，必須將其關閉並斷開電源。長時間不使用時。請用
袋子將循環風扇包裹起來，存放在陰涼、通風、乾燥的地方。

•  清潔時請遠離兒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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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分析

若在使用風扇時遇到問題，請參考以下幾點提示及解決方式。

問題 / 現象 檢查方向 處理方法

不運行 電源插頭是否切實插入
插座？

1.  請確保電源插頭正確插入
並接通電源。

2.  電池電量是否耗盡，請接
入電源充電。

3.  底座後撥動開關是否已
關，請往右撥動打開。

360° 不擺頭
可能是上一次關機時擺
頭沒有回正原點即切斷
電源。

按下360擺頭鍵後，若無反
應，請耐心等待1分鐘左右，
會再啟動擺頭。

運行中發出
異響

機體是否水平安穩的
放置？

請將產品置於平穩的平面
上使用。

風力減弱 前後網是否有灰塵積聚？ 請定期進行清潔保養。

搖頭時發出
聲響

開始擺頭運行初始會發出
聲響，這是電機特有的運
行聲音。

並非異響

產品規格

型號 : IF10S

額定電壓 : DC 12V, 2A 

額定功率 : 24W 

電源適配器電源 : AC100-240V 2A

輸入 : 220V~ 50/60Hz 0.6A

輸出 : 12.0V 2000mA 

線長 : 1.2m

風葉 :  直徑7英寸，3風葉 

底座水平轉動角度 : 30度 - 60度 - 90度 - 固定 

風扇360度擺動旋轉 : 90度 - 180度 - 365度 - 固定

負離子 : DC12V，<1W

自動關機定時器 : 1-12 小時

備用電池種類 : 聚合物電池 5000mAh = 2*5000mAh（7.4V)
  (IEC62133/UN38.3/MSDS)

充電時間 :  5-6 小時

使用時間 : 2.8 小時

遙控器電池 : 鈕扣鋰電池 CR2025 (1粒)

噪音水平 : 一般風量 58dB / 自然氣流 25dB / 睡眠模式15dB

電機轉速 : 2200±100rpm

風速 : 5.5±10%m/s

風距 : 可達到7米

防水值 : IPX4 

無線頻率 : 2.4GHz

無線距離 : 10米

尺寸 : 500-780 x 255 x 300mm

重量 :  2.8kg ± 0.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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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移動應用平台服務協議

請參考移動應用程式內容：在接受本協議之前請您務必仔細閱讀本協議的
移動應用程式全部內容，充分理解條款內容，特別是限制及免責條款。限
製或免除責任條款，私隱聲明，將以加粗或其他醒目形式提示您注意。如
果您對本協議的條款有疑問的，請聯繫相關業務部門進行詢問。除非您已
閱讀並接受本協議及相關協議、規則等所有條款，否則，您無權使用本服
務。一旦您選“同意協議並提交”（具體措辭詳見註冊頁面）並完成註冊
流程，或您以任何方式使用本服務，即視為您已閱讀並同意上述協議、規
則等的約束。如您有違反本協議的任何行為時，智能生活有權根據您違反
的情況隨時單方採取限制、中止或終止向您提供服務等措施，並有權追究
您相關責任。

如何處理廢棄電子產品

1. 請勿將電子產品當成家庭廢棄物丟棄；

2. 請依當地的法例規定處理廢棄的電子產品；

3. MOMAX鼓勵您積極參與電子產品回收計劃。

保養條款

1.  由購買日期起12個月內，如產品有損壞或故障，經本公司技術人員證實
為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發生，本公司將提供免費維修服務；

2.  維修時必須出示本保用證及購買商號之發票正本，如果用戶不能提供，
本公司有權不提供維修服務。用戶可能需要支付相關維修費用；

3.  保用期內，出現以下條款產品保用證自動失效；

 (a) 是可消耗的部件，例如過濾網； 

 (b) 非本公司人員恣意拆解或 維修產品之任何部分；

 (c)  錯誤的操作如：非法接駁電源，以及水、污穢物滲入產品內導致產品
損；

 (d) 不可抗拒意外事件或天然災害導致產品損壞；

4.  此保用證如經塗改，保用證自動失效；

5.  本公司有權增刪任何維修及保用條款而不作通知；

6.  如因錯誤使用本公司產品而導致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產品有任何損壞，
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責任；

7.  有關 MOMAX 原裝產品和您的手機或電子產品的相容性，請在購買時向
經銷商確認。此產品規格隨時可能變更，恕不另行通告；

8.  請瀏覽 www.momax.net 瞭解最新產品資訊。

包裝內容

1. AIRY 360 IoT智能伸縮負離子空氣循環扇 

2. 電源適配器（線1.2m）

3. 遙控器（包括CR2025鋰電池1個）

4. 使用說明書及保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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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2022 MOMAX Technolog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MOMAX is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OMAX Technology Ltd.  
All other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版權所有  2022 MOMAX Technology Ltd。保留所有權利。 
MOMAX是MOMAX Technology Ltd 的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版權所有  2022 MOMAX Technology Ltd。保留所有權利。  
MOMAX是MOMAX Technology Ltd 的註冊商標。  
所有其他商標均為其各自擁有者的財產。

Customer Service / 客戶服務中心 / 客户服务中心
Hong Kong and Macau: 
Unit A, 4/F., Cheung Lung Industrial Building, 
10 Cheung Yee Street,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Hotline: 852-2402 3186       E-Mail: info@momax.net

香港及澳門: 
香港九龍荔枝角長義街10號昌隆大廈4樓A室 
服務熱線: 852-2402 3186     電郵: info@momax.net

中國內地: 
摩米士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廣東省深圳市深南大道7006號萬科富春東方大廈7樓 
郵編: 518000         全國服務熱線: 86-400-886-0010 
電郵: info@momax.net.cn

Warranty / 保用證 / 保用證

Model / 型號 / 型号: 

Date of Purchase / 購買日期 / 購買日期: 

Remarks / 備註 / 备注: 

•  本產品滿足《電器電子產品有害物質限制使用管理辦法》的要求。

•  在環保使用期限內，消費者在正常使用過程中不會出現有害物質洩
漏、析出等影響消費者健康的問題，可以放心使用。

•  本公司產品環保使用期限為10年，只有在本說明書所述的正常情況
下使用本產品時，“環保使用期限”才有效。

產品中有害物質的名稱及含量

部件名稱 有害物質

鉛
（Pb）

汞
（Hg）

鎘
（Cd）

六價鉻 
(Cr (VI) )

多溴聯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塑料組件 O O O O O O

五金零件 O O O O O O

電機組件 x O O O O O

電源線 x O O O O O

本表格依據SJ/T 11364的規定編制

O：表示該有害物質在該部件所有均質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 26572規定的限
量要求以下

x：表示該有害物質至少在該部件的某一均質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 26572規
定的限量要求

備註：以上標“x”的部件中，部分含有有害物質超標是由於目前行業技術水平
所限，暫時無法實現替代或減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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