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Air-S1

使用前請詳閱並妥善保管本說明書

產品型號：myAir-S1
產品尺寸：41 × 78.2 × 16.6 mm
產品淨重：約58.5±2g
電池容量：400 mA
額定電壓/電流：5V / 0.5A
無線連接：藍牙 BLE 4.2
PM2.5測量範圍：0-500 μg/m³

產品規格

攜帶型雷射PM2.5偵測器
使用說明書



左側 右側

上側

正面

myAir-S1偵測器主機 × 1
Micro USB充電線 × 1
使用說明書 × 1
吊繩 × 1

充電孔
遮蔽偵測孔
入風口
吊繩掛孔

指示燈
顯示幕
主按鍵/測量鍵

包裝清單

偵測器說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單機模式 §

充電

開機/關機

初次使用前，請先將內附之Micro USB充電
線一端插入myAir-S1左側充電孔，並將另一
端與電腦或USB充電器連接進行充電，直至
指示燈顯示綠色時表示電池已充滿電。

開機：在關機狀態下，按住主按鍵1秒，直至
顯示幕顯示myAir動畫時放開，進入待機狀態
關機：在待機狀態下，按住主按鍵1秒，直至
顯示幕顯示myAir動畫時放開，進入關機狀態

。

。

紅燈閃爍 綠燈恆亮

充電完成充電中

1秒



待機/休眠

在開機動畫結束後，顯示幕顯示 請按測量鍵
時，即表示已進入待機狀態。
在進入待機狀態10秒內若沒有進行操作，則
顯示幕會自動關閉，進入休眠狀態。
當偵測器主機處於休眠狀態時，您可透過輕
按主按鍵將之喚回待機狀態。

若偵測器主機尚未與手機進行配對，或超
過30天未與手機連線，顯示幕會提示 請與
APP連線。

在與app連線之前，您仍可在單機模式下
正常進行PM2.5測量。
若您與app連線則將能使用myAir雲端服
務，詳見 §連線模式§ 章節說明。



PM2.5測量

顯示幕符號說明

於待機狀態輕按測量鍵，會進入測量狀態，
並出現測量動畫，提醒您 保持入風口暢通。

藍牙未連線

藍牙連線中

PM2.5測量值

充電中

需充電

低電量

中電量

高電量

輕按



測量結果

PM2.5濃度
(μg/m3)

指示燈號 空氣品質狀態

0 -15

16 -35

36 -54

55 -250

251-500

綠

黃

橙

紅

紫

良好

普通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

不健康

對人體有害

在進入測量狀態後，偵測器主機會由入風口吸
入附近的空氣進行測量，在測量數值穩定時（
約30秒）指示燈將會開始閃爍，顯示幕並將
顯示 測量結果。

測量時需放置於無風，靜止且離地30公
分以上的位置，避免因風壓與地面揚塵干
擾數據精準度。

測量時請確保入風口周圍2公分之內沒有
物體遮擋。在測量過程中若顯示幕出現保
持入風口暢通 提示時，請檢查遮蔽偵測
孔週邊是否有遮蔽物存在。
測量過程中將無法進行關機。



§ 連線模式 §

您可使用手機下載myAir app後建立myAir雲
端服務，使偵測器主機進入連線模式，並在
myAir app上進行以下進階功能的操作：

瀏覽PM2.5測量紀錄與分析建議
瀏覽趨勢圖表與生活地圖
設定自動偵測及超標提醒等智慧功能
進行偵測器主機的韌體更新

1. 
2.
3.
4.

BLE藍牙 4G/Wifi

myAir-S1 myAir app

myAir 雲端



建立myAir雲端服務

請依以下三個步驟建立myAir雲端服務：

於連線模式中，偵測器主機需透過手機與
雲端資料庫保持連線，連線過程需保持手
機的藍牙及網際網路功能開啟，並將使用
手機的網際網路流量。

使用myAir app，手機需滿足最低規格：
1. 藍牙4.1以上
2. Android™ 6.0 或 iPhone iOS 9.0以上
3. myAir app不支援平板電腦

請以您的手機掃描以下QRCode，或至
App Store / Google  Play搜尋「ｍyAir 
我的空氣」，下載myAir app。

開啟myAir app，依app登入畫面引導完
成會員註冊。
備妥您的偵測器主機，開啟手機的藍牙，
並以您的會員帳戶登入app後，點選首頁
連結裝置，依畫面引導進行手機與偵測器
主機配對。

1. 

2.

3.



配對成功

若您已完成手機配對，偵測器主機會顯示 藍
牙連線中 符號，並由您的手機取得時間資訊
在待機狀態下的顯示幕中顯示日期與時間。

，

Android 及 Google Play 是 Google Inc. 的商標。

iPhone 及 App Store 是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或地區註

冊的商標。

iOS是思科(Cisco)在美國的註冊商標並授權Apple使用。

myAir app與偵測器主機是透過手機的藍
牙功能進行連線，故使用app時需保持手
機藍牙開啟，並將偵測器主機置於手機附
近。

若您手機的藍牙功能被關閉，或是因與偵
測器主機距離過遠而斷線，顯示幕會顯示
藍牙未連線 符號，此時您的測量結果將
暫存於偵測器主機內，直到偵測器主機與
手機重新恢復藍牙連線後再進行上傳。



變更配對

在手機與myAir-S1偵測器主機進行配對後，
若您因更換手機等原因，希望以其它手機與
已配對過的myAir-S1偵測器主機進行配對；
或因維修等原因，需要將手機與其它偵測器
主機進行配對，請依以下步驟進行操作：

更多內容

在原本配對的手機上開啟myAir app，點
選 裝置 功能頁尾的 解除配對 按鍵。

使用欲配對的手機與偵測器主機依本說明
書建立myA i r雲端服務章 節 重 新 對
myAir-S1偵測器主機進行配對。

1. 

2.

在將myAir-S1偵測器主機配對至其它
手機時，原本配對的手機會產生干擾，
請將原本配對的手機藍牙暫時關閉。

若仍未能配對成功，可至myAir官網常
見問題頁面中取得進一步協助。

更多產品介紹及使用說明，
請上myAir官網
www.myAir.net.tw



緊急處理方法

若偵測器主機對您的操作沒有回應或無法
關機，請長按主按鍵13秒後放開，再重
新開機。

若偵測器主機不慎進水，可能產生電子零
件損壞，請放置於陰涼處3~4天待設備晾
乾後再嘗試充電或開機。

低電量將造成無法開機。在按下主按鍵後
，若指示燈出現三下紅燈閃爍，請充電1

注意事項與警語

本產品為光學精密儀器，不防摔、不防水
、不防塵，攜帶及使用過程請特別留意。
本產品適用於普通室內環境，請避免長時
間放置於高油煙、高水氣、高粉塵與戶外
等環境，例如廚房、溫泉浴室、蒸氣室及
吸煙室/區，並避免積塵、積油及進水而
導致準確性下降或設備異常。
本產品測量精確度依情境而有所不同，測
量結果供作個人參考，戶外之精確數值請
以政府官方公佈資料為準。

1. 

2.

3.

1. 【偵測器主機無反應】

2. 【進水】

3. 【無法開機】



個小時後再開機使用；若指示燈沒有紅燈
閃爍，請充電1小時後按下主按鍵確認顯
示幕是否能顯示電量，若仍沒有顯示電量
且無法開機，請送至台灣大哥大服務據點
辦理返修。

請確認所使用的Micro USB充電線及充電
器是否正常。

請確認產品入風口是否有風扇運轉聲音，
並確認是否有異物、灰塵或是棉絮導致風
扇異常無法運轉。

請確認手機是否符合本說明書建立myAir
雲端服務章節所示之myAir app最低規格
請確認手機的藍牙功能及myAir app皆已
開啟，並儘量避開藍牙電子用品密集之處
以免訊號干擾導致連線問題。
請確認myAir-S1偵測器主機已解除與其
它手機的藍牙配對。

。

，

4. 【無法充電】

5. 【測量值異常】

6. 【藍牙無法連線】



保固與售後

本產品於銷售日起一年內，除下列非保條例
所列情事外，若有無法開機、無法充電、無
法測量或藍牙失效而致無法使用，請至台灣
大哥大服務據點辦理返修。

所有人為與外力造成的損壞及故障
因放置高油煙、高水氣、高粉塵與戶外環
境所造成之設備異常
與非相容之手機無法配對
顯示幕與電池的耗損
因污損或碰撞而產生的測量誤差
經未授權的拆解、維修或變更標籤之產品

◎
◎

◎
◎
◎
◎

【非保條例】

為縮短維修等待時間，台灣大哥大維修中
心可能以良品交換方式提供維修服務，若
您取得的返修品並非原機，請依本說明書
變更配對章節說明進行重新配對。



聯絡我們

若您希望提供改善myAir產品與服務的建議，
請透過以下Email與myAir團隊取得聯繫：
myAir@taiwanmobile.com
台灣大哥大客服專線 0809-000-852

台灣大哥大服務據點查詢：
www.taiwanmobile.com/repair/
repairStor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