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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操作手册 

1.重要安全信息
在参考操作说明之前，请仔细阅读此信息。
该装置应安装在操作者的脸部区域，尽可能紧密贴合，但不
能令操作者感到不适。这是为了确保自动供气系统正常工作
以在面罩中提供一定正向气压。
当以套装形式购买Tiki时，它仅包含一块P3颗粒过滤片。请
注意，该过滤片（像所有过滤片一样）在使用方法和使用环
境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Tiki不提供氧气，切勿在氧气含
量低于19.5％的环境中使用。

在使用保护性措施以控制有害物质暴露方面，建议操作
者掌握充分的相关信息并接受必要的培训。 呼吸防护装
置的操作者必须经过全面的装配、佩戴、使用、维护和限
制方面的培训。 

必须始终遵循与使用此面罩有关的说明。使用不当将导
致对操作者的防护程度降低，滥用本产品将使所有担保
无效。 

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面部密封方式不正确可能会使危险颗
粒进入面罩，从而减少或消除呼吸保护；同时，令操作者处
于危险环境之中。  
此外，它还会减少电池时间及过滤片寿命，并可能影响操作
者的舒适度。 
始终确保面罩对操作者的面部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诸如胡子
和眼镜之类的东西可能会影响密封效果。请参阅“密封检查
和贴合测试”以获取有关执行此操作的说明。每次使用前必
须对密封件进行测试。
除非在使用Tiki方面接受了适当的培训，阅读并理解了本说
明手册并熟练使用Tiki，否则请不要在紧急情况下使用Tiki。 

必须特别注意：
• 面部密封

• 在每次使用前检查报警系统

• 了解不同条件下使用的不同过滤片和电池时间

• 紧急情况

• 在低气流或Tiki发出报警信号时的操作

在任何人使用本产品之前，均须已阅读并完全理解本说
明手册的全部内容。 

Tiki是全脸呼吸器，可用于可能需要过滤空气的环
境。在正确使用条件下，它有助于保护操作者免受某
些空气污染物的侵害。对本产品的功能和使用局限性
了解不详可能导致受伤或死亡。
使用此类安全装置的任何人都必须对其使用的环境进
行适当的健康和安全培训。
本手册内容可能随时作出一些变更。下载最新版本请
访问www.tikisafety.com。确保您手边有最新版本的
手册以供参考。
该产品有助于防止某些空气传播的颗粒。滥用可能导
致疾病或死亡。
强烈建议协同授权的Tiki经销商完成Tiki培训和贴合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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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如遇：，请立即离开污染区」
• 发生紧急情况时，您在采取解救的同时注意不要伤害到自己。

• 呼吸困难或嗓子发炎。

• 头晕或其他困扰变得明显。

• 呼吸器的任何一个组件发生损坏。

• 电池电量过低。

• 如果您的口鼻接触到污染物。

• 进入面罩的气流减少或供给停止。

未能遵守所有（但不限于）这些操作要点可能会对操作者造成呼吸伤害或死亡，并且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能对您周围的人员或
物品造成严重后果。

2.组件

Tiki是一款电动空气净化呼吸器（PAPR），它使用过滤片去除经由空气传播的有害污染物。本产品包括几个组件。该装置所
需的基本功能组件有面罩、风机、过滤片和安全带。外接电池组可延长面罩的电池寿命，并且需要使用充电器对风机单元和外
接电池进行充电。

3.初次使用和充电
 
第1步从包装中取出所有部件。确保所有部件都包括在内且无任何损坏。请参考第2章。“组件”。

第2步用附带的电池充电器为风机单元充电。然后为外接电池组（单独售卖）充电。在使用本装置之前，请务必先将二者都充
满电量，以防止电池过早耗尽。 

分别对风机和外接电池充电。 
充电状态指示灯（第2页，图2），红色指示灯=正在充电 绿色指示灯=电已充满

详细视图：连接插头时须对齐三个销脚。然后将插头推入并顺时针旋转插头的末端以将其固定到位。（第2页，图3）

)   警告
请注意，如果在不使用外接电池时将其连接到风机，则风机内部的充电电路会引起装置自行放电。如果电池和风机断开连接，
则本机将保持充电状态。切勿在低于0°C的温度下为装置充电。 

第3步从包装中取出安全带，然后将其固定在面罩上。请参见第2页的图1进行图示。

第4步按照本说明手册第4章的指示执行“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 



4.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

在每次使用之前，必须在风机未与过滤片与面罩组装的情况下进行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测试目的是确定面罩是否可以正确密
封在操作者的脸部。面部密封不当可能会使危险颗粒进入面罩，从而降低或失去呼吸保护；若此，操作者将处于危险之中。它
还将减少电池时间及过滤片寿命，并可能影响操作者的舒适度。

需执行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
为了您的安全–强烈建议在授权的Tiki讲师的指导下进行密封检查。
1.将皮带连接到面罩上。 
2.将面罩滑过头顶（第3页，图9）。
3.拧紧皮带，直到感觉舒适（图10，第3页）。
4.在面罩的顶部平放一张纸，确保遮盖两个孔（第3页的图4）。

）   警告
面罩在头顶上并且孔被遮盖时，您将无法呼吸。不用惊慌。只需移动或松开密封检查垫，以使孔眼不再被覆盖，或从您的脸上
取下面罩。

5.仔细尝试呼吸。

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通过后，此时您暂时是无法吸气的。吸气时，可将面罩推至您的脸部上方即可。现在，您可以开始阅读下
一章的“操作说明”。

如果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失败，您会发现空气漏入面罩中。尝试诊断泄漏点位置并尝试补救。它可能只需要调整皮带，或者可
能需要使用其他尺寸的面罩。面罩尺码分小号、中号和大号三种。其他可能破坏脸部紧密贴合的物件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胡
子、头发、眼镜和不同的身体特征。
 
如果面罩继续泄漏，并且您无法成功执行密封和贴合测试，请不要使用面罩。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tikisafety.com与我们
联系。

5.操作说明

第1步将风机单元滑入面罩顶部（第5页，图5）。然后将过滤片安装到装置顶部（第3页，图6），确保过滤片和风机联轴器
按30°连接并扭转。（图7，第3页）。 
注意！过滤片标签上的箭头指向面罩启用后您的脸部所在位置。

）   警告
过滤片安装错误会导致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并有使操作者处于危险之中。 

第2步重置功能 
每次开始使用Tiki时，都应重置风机单元。此操作是为了确保软件已重置且运行良好。（图11，第3页）。将风机单元倒置（
按钮朝上）以将其复位。首先先按下照明按钮（图11c，第3页），然后按下开/关按钮（图11a，第3页）。按住两个按钮，
直到右两个红色LED都点亮并且右闪烁（第3页的图11d）  此时风机不应启动。
释放两个按钮。重置完成。您现在可以开始使用风机单元了。

第3步使用外接电池组时，在将设备滑过头顶之前，请将外接电池连接到Tiki。

第4步拧紧皮带，直到舒适地合上为止，确保没有遮盖住脸部周围的密封物体（如头发或眼镜），以免造成泄漏。如果面罩无
法正确密封且存在泄漏，则受污染的空气可能会进入面罩，使操作者接触到污染物。由此也可能大大缩短电池和过滤片的使用
寿命，使操作者处于危险之中。 

第5步按住电源按钮3秒钟以打开设备。（图11a，第3页）

风机单元的速度初始会较高，直到该单元可以确定面罩内部的压力已处于正向状态。几秒钟后，风机内部的风扇将减速，因为
它将气流优化到所需的用量。现在将根据使用情况继续自动调节气流。 如果您开始呼吸加快，风扇将加快气流的速度，以始终
保持面罩内的正向气压。这样可最大程度减少过滤片和电池的磨损，并为操作者带来舒适感。



标有“ Light on / off”（照明开/关）的按钮用于打开和关闭内置的LED工作灯（图11b，第11页）。使用灯光会略微减少
风机单元的电池时间。
 
红色指示灯

 左侧指示灯指示风机装置的打开或关闭状态。只要打开本照明单元，它就会一直照明。 

 当只有右侧的指示灯闪烁并且风机每5秒钟发出声音警报时，表明电池电量已经很低，剩下大约15分钟的使用时
间。操作者应立即从受污染的区域移开，并将风机单元和外接电池充电至100％。

 如果右侧的两个指示灯开始闪烁，并且风机每隔（一）秒钟发出声音警报；这表明面罩过滤片被阻塞或存在重大
泄漏，从而导致面罩内产生负压。这意味着操作者可能会暴露在外部大气中。操作者应立即从受污染的区域移开，并将风机单
元和外接电池充电至100％。

第6步将电池组牢固地安装在衣服或头盔上。例如：放在衬衫前袋中或利用电池组上的夹子与皮带相连接。我们还建议您最好
将电缆固定，以免被任何东西绊住。

红色LED的符号（图11，第3页）

 = off （关）

 = on （开）

 = 闪烁

6.警告系统检查
 
每次使用前都必须进行警告系统检查。
 
如果检测到重大泄漏导致面罩中的正压力损失，则在检测到泄漏后2秒内将发出声音警报，提醒操作者有泄漏发生。因此，测
试警告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操作者只需以手动方式造成泄漏即可。操作方法很简单，可以直接将面罩拉离面部几厘米（图12，
第3页）直到发出警告报警声。听到此声音后，操作者可以将面罩重新戴在脸上。 警报应停止并且可以继续进行正常操作。

）   警告
警告系统检查必须在每次使用前进行，并且只能在非危险环境中进行。



8.清洁与保养
 
Tiki被设计为可以长期使用的产品。如果面罩被污染，则可以对其进行清洁和消毒，然后再次使用。如果损坏，则应回收利
用。如果被污染而无法修复，则应将其处置。 
∞用布料和清水加入温和清洁剂的混合物清洁Tiki防护装置。请勿使用任何溶剂。清洁期间，请确保水液不会进入风机单元。
风机单元切勿浸入液体中。 
∞在风机单元的外部使用消毒喷雾，如Incidur ®(Ecolab® Healthcare) ，以去除细菌和细菌。
∞用布料擦干 Tiki和/或留置户外干燥。

）   警告
∞请勿打开风机单元，切勿修改或更改本产品，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所有保修条款失效。

9.存放

为保持电池（风机中的内部电池和外接电池组）的完整性，在存放设备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长期存放（> 6个月） . . . . . . . . . . . . . . . . .。相对湿度<60％时为17°C至28°C
   中期存放（1–6个月）.  .  .  .  .  .  .  .  .  .  .  .  .  .  .  .  0°C至38°C
   短期存放（<1个月） .  .  .  .  .  .  .  .  .  .  .  .  .  .  .  .  .  .相对湿度RH<30％时为-20°C至40°C

10.如何读取QR码

Tiki Safety产品附带有一个QR码，安装了QR码阅读器应用程序的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可以轻松读取QR码。QR码包含有关您的
Tiki Safety产品的序列号信息。
 

)   警告
如果Tiki的外部暴露于病原体，则可能需要进行消毒或灭菌。注意风机单元不可受到污染。  
*如果在危险环境中使用设备，则面罩和过滤片中可能存在危险颗粒。它可能需要作为危险品处置。请根据当地、州和联邦法
律进行处置。

7.更换面罩和过滤片
 
第1步  逆时针旋转过滤片30°，将其取下。

第2步。  在风机和面罩顶部之间轻轻滑入食指来卸下风机。
用拇指和食指抓住风机单元，然后轻轻拉动。风机会随即滑
出。如未成功，请进一步插入食指，将风机与面罩进一步分
开，然后再次拉出。

第3步  处置面罩和/或过滤片。请考虑环境，并将这些部件
作为可回收塑料*处置。

第4步  从包装中取出新的面罩/过滤片。

第5步  如果尚未系上皮带，请系上。

第6步  根据本手册中“初次使用”的图示插入风机单元（第
3页，图5）。

第7步  将过滤片顺时针旋转30°（第3页，图7），将其连
接到风机单元（第3页，图6）。



11.回收利用

该面罩由PET-G和TPE材料组成，并根据当地法规进行回
收。请定期对面罩进行系统检查和/或根据处置时间表来确定
具体处置时间。如果在危险环境中使用设备，则面罩上可能
沾有危险颗粒。它可能需要作为危险品处置。请根据当地、
州和联邦法律进行处置。 

P3 颗粒过滤片请注意，根据使用环境的不同，本防护装置可
能带上危险颗粒，因此必须按照当地的法规进行处置。 

风机单元和外接电池这些应根据当地法规进行回收或处置。

12.数据和产品规格

Tiki是一款正压可变气流净化呼吸器，可根据需求调节气流。
它设计用于具有正常氧气含量的呼吸环境，并且不需要特殊
过滤片的化学物质或颗粒。 

Tiki单元包括：

面部遮罩
大中小。如果面罩被污染，应将其丢弃。面罩由PET-G和
TPE组成。

安全带
该安全带由弹性织带和尼龙夹制成。  
除非暴露在危险环境中，接触传染性病原体或其他有害颗
粒，否则可以重复使用。

风机单元
风机包含风扇、工作灯以及操作按钮和警告。它会根据面罩
内部的需求自动调整气流。风机包含一个锂聚合物电池，该
电池可确保风机运行至少60分钟。

P3粒子过滤片
购买时，Tiki仅包含颗粒过滤片，不适用于含有气态溶剂和其
他有害空气传播污染物（P3颗粒过滤片无法去除）的区域。
颗粒过滤片由ABS塑料和HEPA玻璃纤维介质组成。
 
电池充电器
电池充电器专为风机单元和外接电池组充电。它们需单独充
电。当电池温度低于0°C时，切勿给电池充电。 

外接电池组
外接电池是包含锂聚合物电池的夹式单元。它使用带螺丝接
头的电缆连接到风机单元。这种设计可延长电池寿命至少6小
时*。包括电池电缆。  
（*提供的密封检查和贴合测试已成功执行。以20x1.5L / 
min正弦波进行测试。）

电池单元工作温度为-10°C至45°C。充电温度为5°C至
30°C。 
如果相对湿度超过90％，请勿操作。 

  警告
请勿在爆炸性环境中使用Tiki。仅使用Tiki Safety AB制造的配件。

电池组：
风机单元和外接电池组均包含锂聚合物电池组。因此，必须
遵循以下预防措施：
• 请勿置于火中或置于高温下。

• 请勿拆卸。

• 如果有任何机械损坏迹象，请勿使用。

• 请勿在大雨中使用或浸入液体中。

• 请勿在低于0°C的温度下充电。 
 

万一发生电池损坏和电解液渗漏的情况，请远离眼睛部位。 
如果电解液接触到眼睛，请用水冲洗并立即就医。



电池警告时间 > 15 分钟（正常情况）

最小自由流通的空气 200L/分钟

最小过滤片自由流量 100L /分钟

压力触发 ≤  2毫巴 

压力报警 > 2秒负压

电池充电规格 输入100-240V AC输出2A

面罩重量 小号92g，中号102g，大号112g

风机 165g

过滤片 70g

安全带 33g

外接电池 200g 

电池电缆 48g

总重量（减少外接电池套件） 小360g，中370g，大380g

Tiki 产品

产品名称： Part number:

TikiSTART入门包，小号面罩 1050-51

TikiSTART入门包，中号面膜 1050-52

TikiSTART入门包，大号面罩 1050-53

Tiki面膜5件装，小号 1010-51

Tiki面膜5件装，中号 1010-52

Tiki面膜5件装，大号 1010-53

P3颗粒过滤片，2件 1005-51

P3微粒过滤片，120件 1005-52

P3粒子过滤片，60x2件 1005-53

外接电池组 1007-51

通用车载充电器12-24V 1080-51

安全带，5副 1012-51



13.产品质量保证
「有限保修责任」

该产品已由Tiki Safety AB生产并按照最高质量标准进行了测
试。Tiki Safety AB提供的此有限保修涵盖了满足以下条件且在
保修期内的Tiki Safety AB产品的材料或工艺缺陷。

此保修仅适用于原始购买者，并且不可转让。仅从授权的Tiki 
Safety AB零售商或代理商或通过Tiki Safety AB购买Tiki Safe-
ty AB产品的消费者才能获得此有限保修的范围。

Tiki Safety AB保证本产品不存在以下材料或工艺缺陷：

在正常安装、使用、服务和维护条件下，Tiki Safety AB将仅免
费替换零件，或选择替换任何由于工艺和/或材料不当而出现故障
的 产品或部分产品。

如果Tiki Safety AB无法提供更换且维修不切实际或无法及时
进行，则Tiki Safety AB可以选择退还购买价格以换取产品的
退货。

从Tiki Safety AB或授权经销商购买之日起，标准保修期为1年或
2000小时。这不包括过滤片和面罩等消耗品。保修期限可能会因
最初购买产品的当地法律而异。

保修不涵盖由以下原因引起的任何问题，但不限于：

A.并非由于材料或工艺缺陷造成的情况、故障或损坏。

B.由于正常磨损、安装不当、维护不当、误用、滥用、疏忽、事
故或改动而导致的状况、故障或损坏。

C.非Tiki Safety AB制造的附件、连接件材料和产品或相关产
品。

如果产品退回时带有被去除、损坏或篡改的标签或任何改动（包
括卸下任何组件或外部护盖），则此有限保修无效。

Tiki Safety AB将不提供任何保修范围，除非根据您产品随附的
控制性保修声明的所有条款提出索赔，并遵循正确的退货程序。

请求保修服务时，您需要提供：

1.销售收据或购买日期和地点的其他证据。

2.相关问题的描述。

3.产品或有缺陷的部件的交付，需预付邮资并仔细包装、投保并
进行跟踪。   

保修服务完成后，所有维修或更换的产品或零件将退回给您，并
且已预付邮资。

要求您在退货之前与客户服务部门联系并提供与该问题有关
的信息。有关如何与服务部门联系的详细信息，请访问www.
tikisafety.com。

「根据本保修条款提供的维修或更换（或在部分情况下退还购买
价）是购买者的专有补救措施。」「TIKI SAFETY AB不承担任
何责任，也不授权任何人对此产品承担任何其他义务或责任。」

「TIKI SAFETY AB对任何偶然的、特殊的或后果性的损坏，由
于违反本保证或任何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默示的保
证）而导致的购买者或任何其他人员概不负责。」

14.版权声明和免责声明
Tiki Safety AB对本文档的内容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此外，本
文包含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在编制本手册时已采取
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对于因使用本出版物中的信息而导致的错
误、遗漏或任何损坏，Tiki Safety AB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手册
中的任何时间/检测均在最佳条件下进行。充电时间和操作时间
可能会因温度、过滤片类型、空气中的微粒数量、呼吸困难等而
有所差异。

版权所有。未经Tiki Safety AB的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
式复制本手册的任何部分。

本用户手册中的所有插图和文字均受版权保护©2014。

所有产品均获得全球专利。专利号No.D755953

15.法定义务和规定
系统核准： 

DEKRA EXAM GmbH个人保护设备、气体检测设备29 * 
45307埃森

系统上的认证机构标记：

DEKRA EXAM GmbH Zertifizierungsstelle，Dinnendahl-
strasse 9 * 44809波鸿

符合性声明和其他文档可以从我们的网站tikisafety.com下
载。

16.图标词汇表 
   

为了您的安全，请勿将本产品存放在湿度（RH）
超过60％的地方。

存放温度不应低于-20°C或高于40°C。 长期存
放的建议温度应约为21°C。

阅读本说明手册以获取正确处理和/或佩戴产品所
需的所有信息。

该产品是一次性的，如果未被污染，应予以回收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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