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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使用说明书
真空吸尘器（家用型）

符合国家标准： GB4706.1-2005 GB4706.7-2004
GB4343.1-2009 GB17625.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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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证

安全注意事项

各部位名称

吸尘器的组装方法

吸尘器的使用方法

维护保养

故障的判断

规格

本产品有一根电源线，如有损伤，为了避免危险，必须
由制造商、其认定维修店或类似部门的专业人员更换。

衷心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真空吸尘器。
本说明书的插图形状、颜色可能与实物有所不同，请您以购买的实物为准。
使用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以便正确操作，延长使用寿命。
特别是在使用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第 2 页）。
阅读后，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便随时查阅。 保留备用

型号 MC-CG251

V01ZKY00R
S0415-0
发行：2015年4月
中国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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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器具不能由儿童或有体力、感官或精神缺陷的人或缺乏经验知识的人使用（除非有负责他们
安全的人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
请勿吸火种或可燃物（如烟蒂、打印墨粉、汽油、稀释剂等），以免造成爆炸或火灾。
请勿水洗（可水洗的附属品、零部件除外）。
请勿在浴室等潮湿环境中使用。
请勿擅自拆卸、修理、改造，以免造成触电或火灾。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以免触电。
请勿损伤电源线或电源插头、请勿强行加工、弯曲、扭曲、  拉伸或置于高温处、将重物放在上
面或捆成一束，以免造成触电、短路、火灾。
    损伤需修理时，请咨询Panasonic客户咨询服务中心（400-810-0781）。
电源插头或电源线损坏时，请勿使用，以免因发热、起火而造成火灾。
插头请务必插入到底，以免插入松动的插座或未完全插入而造成触电或因发热而导致火灾。
请单独使用额定电压为交流 220 V 的插座，以免与其它电器并用因发热导致火灾。
维护保养时请务必拔掉插头，以免触电。
请用干布定期清除插头上的灰尘，以免插头积存灰尘后因湿气等导致绝缘不良、火灾。
吸尘中发生停电时，请关掉电源开关，并拔掉电源插头，以免造成冒烟或着火。
应照看好儿童，确保他们不玩耍本器具，以免造成火灾、触电或受伤等。
发生异常、故障时，请立刻停止使用，拔掉电源插头，以免造成冒烟、着火或触电。

本产品为家用型吸尘器，请勿用于商业或工业用途以及吸尘以外的其它用途。
请勿接近火源、热源（如散热器、火等），并避免阳光直射，以免造成火灾或变形。
请勿使用本公司以外的集尘布袋，以免发生垃圾泄漏，导致冒烟、着火。
地面吸嘴在左右方向不可过度拉拽，以免划伤地板表面。
地面吸嘴的轮子等部件磨损时，请勿使用，以免划伤地板表面。
   磨损时，请咨询Panasonic客户咨询服务中心（400-810-0781）。
拔掉电源插头时，请勿拉拽电源线，以免触电、短路而导致着火。
请勿拿着软管连接管提起、搬运本体，以免本体脱落，导致受伤或地板表面损伤。
   请拿着提手提起、搬运本体。
收纳状态下或集尘盖打开时，请勿搬运吸尘器，以免接长管等脱落导致受伤或划伤地板表面。
请勿吸水等液体，建筑垃圾等大量粉状物，玻璃、别针、针、牙签等大或尖锐的物体，绳子、
长筒袜等易缠绕的物体，湿的垃圾，附着了宠物排泄物之类的垃圾等，以免造成故障或产生异味。
请勿堵塞吸入口，排气口，以免过热而导致本体变形。
拉电源线时，请水平拉出，以免朝上下方向拉会与本体摩擦导致电源线破损而触电、着火等。
收回电源线时，请拿住插头再按收线按钮，以免受伤或损坏。
不使用时，请拔掉电源插头，以免因绝缘劣化而导致触电、漏电、火灾等。
本产品装有保护装置，它可以自动关闭吸尘器以防止马达过热。保护装置启动时，请关闭电源开关，
拔掉电源插头，并请检查：集尘布袋是否积满；吸入口是否被堵；软管、吸嘴、接长管内是否被堵。
清理集尘布袋或清除堵塞的垃圾、异物后，请等待约 60 分钟（根据周围温度不同，等待时间可能
不同），马达冷却后，保护装置将自动解除，吸尘器可再次使用。

安全注意事项（请务必遵守） 

为防止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请务必遵守以下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某种潜在危害情况。

异常、故障参考以下例子：
·即使打开电源开关，也不会运转                 ·运转中，发生异常声音
·拉动电源插头或电源线时，发生                 ·本体发生变形，异常发热
    时而通电时而断电的情况                            ·软管破损
·运转中，时常停止                                       ·发生烧焦的气味
     请立刻前往就近的Panasonic认定服务店进行检查、维修。

注意: 表示如不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度伤害的某种潜在危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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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B-4

B-1 连接软管
如图所示，将软管连接管插入软管进口，然后再往右旋转到底。
（拔出时，请稍微往里推一下，同时向左旋转。）

注 ·请小心使用软管，切勿弯曲、拉拽、踩踏软管，或将重物放在软管上。

B-2 连接接长管（3 根）时，如图所示，请一边插入，一边向同一侧方向旋转，使其牢固嵌合。
B-3 如图所示，连接先端管与接长管，以及接长管与地面吸嘴（连接方法请参考 B-2）。 
注 ·吸尘时，请勿用力甩动软管或接长管，以免脱落。
B-4 安装缝隙吸嘴、处处净吸嘴、毛刷吸嘴

如图所示，根据不同的吸尘场所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

各部位名称

吸尘器的组装方法

B-1 B-2 B-3

吸尘小技巧：
各种吸嘴适用吸尘场所的示例
缝隙吸嘴+先端管：键盘、沙发等的缝隙，
                               窗台等的沟槽
缝隙吸嘴+接长管+先端管：家具等缝隙，
                                            移门等的沟槽
处处净吸嘴+先端管：桌子、台阶等场所
处处净吸嘴+接长管+先端管：空调、天花板
                                                等高处
毛刷吸嘴+接续管+先端管：桌子、橱架等
毛刷吸嘴+接续管+接长管+先端管：窗帘等

集尘布袋（置于本体内）

电源插头 集尘盖

收线按钮 电源线 

尘满指示器 电源开关

软管进口 本体

风量调节环 接长管

软管 先端管

地面吸嘴 软管连接管

接续管

缝隙吸嘴

处处净吸嘴

毛刷吸嘴

插
入

插
入

插入

插入

插入

·请勿拿着软管连接管提起本体，以免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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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C-3 C-4

·维护保养前，请务必关闭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
·维护保养时，请勿使用洗涤剂、漂白剂、稀释剂、酒精等物，以免造成裂痕、变色。
·可水洗部品在水洗后,请置于通风良好的地方大约 24 小时,使其完全干燥，以免产生
    异味或造成堵塞。
·请勿使用吹风机等热风进行干燥，以免变形造成故障。

集尘布袋
尘满指示器变为红色时，请及时清理集尘布袋中的垃圾，并进行维护保养。如果没有安装集尘布袋
或未安装到位，则集尘盖将不能关上。
D-1 如图所示，完全打开集尘盖。
D-2 沿箭头方向往前拨开押袋器，再拿着卡板从袋座中小心取出集尘布袋。
D-3 滑动袋夹打开集尘布袋（请保管好袋夹，切勿遗失），倒出垃圾，再将袋夹滑回原处，

此时，请确保布袋和袋夹对齐。

注·集尘布袋可水洗。水洗后，请充分干燥。
D-4 安装集尘布袋时，往前拨开押袋器，同时拿着袋夹与卡板，插入袋座的槽中。
D-5 关闭集尘盖，直到发出“咔嗒”的声音。（关闭后，集尘布袋将自动安装到位）

·吸窗帘等物时，
   可全开风量孔

D-5D-5

D-1 D-2 D-3

D-4

咔嗒

·滑回袋夹时

袋夹
卡板

C 吸尘器的使用方法

C-1 拉出电源线，插入插座。再按下电源开关“ I ”侧，打开电源。
C-2 转动风量调节环，调节风量孔大小，可简单控制吸力大小。
C-3 使用结束时，按下电源开关“○”侧，关闭电源，拔出电源插头，然后按住收线按钮，收回电源线。
注·收回电源线时，请拿住电源插头，以免受伤或造成损坏。
C-4 收纳方法

如图所示，将吸嘴支架插入本体底部的支座中。 

D 维护保养

风量
调节环

风量孔

支座

吸嘴支架

押
袋
器

袋夹
卡板

槽

槽

注意

集
尘
盖
开
合
部

卡
板

袋夹

对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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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6 D-8

D-9 D-10

E

吸嘴
D-9 利用旧牙刷或类似工具清除吸嘴上的絮状物等脏物。

本体
D-10  使用拧干的柔软湿布进行擦拭。

●下列情况时，集尘布袋内即使垃圾积满，尘满指示器也可能不会变红。
·宠物毛或棉状垃圾很多时
  →每次吸尘前请打开集尘盖，直接查看垃圾积存的情况
●下列情况时，集尘布袋内即使垃圾未积满，尘满指示器也可能会变红。
·砂土等之类的垃圾很多时       
   →请清除集尘布袋中的垃圾
·软管、接长管、吸嘴中堵塞垃圾时     
   →请清除堵塞的垃圾
●对新地毯等吸尘时，由于吸入地毯浮毛，集尘布袋会更快积满
  （随着吸尘次数的增加，地毯浮毛会慢慢减少）。

维护保养（续）

故障的判断

吸尘器无法工作时的措施
检查电源插头是否完全插入插座并检查插座是否正常。如果保护装置已经启动，请等待约 60 分钟，
直到保护装置复位（第 2 页）。如果检查了上述部位后，吸尘器仍不能工作，请将其送到Panasonic
认定服务店维修。

吸尘性能下降时的措施
·关闭吸尘器，拔掉电源插头。
·分别检查吸嘴、接长管、软管和附属品是否被堵塞。    →如果堵塞，请清除异物。
·检查集尘布袋是否已满。    →如果已满，请清除集尘布袋中的垃圾。
·检查前过滤网是否堵塞。    →如果堵塞，请进行维护保养。

告知

过滤网框

D-7

前
过
滤
网

前过滤网
D-6  打开集尘盖，取出集尘布袋后（请参看D-1、D-2），再如图所示向上取出前过滤网。
D-7 轻轻敲打前过滤网使垃圾、灰尘等掉落，或轻轻水洗，再使其充分干燥。
D-8 如图所示将前过滤网正确装入过滤网框中。
注 ·前过滤网无正反、上下的区别

CG251_V01ZKY00R.pdf   7   2015-4-21   15:10:12



Panasonic Home Appliances（Hangzhou）Co., Ltd.

© Panasonic Home Appliances（Hangzhou）Co., Ltd. 2015

规格

单卖品

·请勿使用本公司以外的集尘袋（布袋及纸袋），
    以免发生垃圾泄漏，导致冒烟、着火。
·保管纸袋时，请放在小孩碰不到的地方，并
    置于包装袋中避免阳光直射。

松下电化住宅设备机器（杭州）有限公司

邮编:310018
原产地:中国 杭州

Panasonic官方网站: http://panasonic.cn

Panasonic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400-810-0781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松乔街 2 号

MC-CG251

220 V 50 Hz

850 W

900 W

293 mm x 235 mm x 208 mm

2.1 kg（本体）

82 dB（A）

1.5 L

4.5 m

2.8 kg（含软管、接长管、地面吸嘴）

·软管（1 根）
·接长管（3 根）
·地面吸嘴（1 个）
·毛刷吸嘴（1 个）

型号

电源

额定功率

最大功率

尺寸（长×宽×高）

净重

声功率级噪声

集尘容量 

电源线长度

附属品 

※ 本吸尘器属于Ⅱ类器具

温馨提示

本吸尘器中的集尘布袋可用下列单卖品替代。如需购买请致电Panasonic客户咨询服务中心。

·缝隙吸嘴（1 个）
·处处净吸嘴（1 个）
·接续管（1 个）

注意

名  称 型  号

集尘纸袋
（内装 5 个）

C-13
（品号AMC-S5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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