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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Magnet
磁力刷
nano 小號磁力刷 0220.010
long 中號磁力刷 0220.015
strong 大號磁力刷 0220.020
strong+ 超大號磁力刷 02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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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該磁力刷為玻璃魚缸壁的清潔工具，其手柄設計
遵循人體工程學，其塑料刀片由專用的耐磨高性
能塑料制成。它比傳統的海藻刮刀更緊緻，清潔面
更大，可以和諧的融入周圍環境而不破壞整體造
景。使用此磁刷可以避免水族箱玻璃板的劃傷。
裝上小塑料刀片它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在丙
烯酸類玻璃缸壁。

使用時，置於玻璃缸內的磁吸部分離水族箱玻璃
板至少3毫米遠，這樣有利於防止水族箱內砂子的
吸入。采用局部磁砂時要小心（Hawaiian Black）
！兩個塑料刮刀去除玻璃板上藻類的效果比用平
的刀面的效果要好 - 幾乎是和用一個銳利的金
屬刀片一樣好。刀片的壽命從數月到約一年。清潔
過程中的小水流對於磁力刷的高速吸合有一定的
阻礙作用，但是，要使得缸內外的兩片磁力刷分離
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項技術正在申請國家和國際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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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磁刷0220.015，0220.020或者0220.025用於清
潔缸壁上特別堅韌的藻類，如側壁或厚的石灰質
藻類沉澱，那麼刷頭上的大刀片可用隨帶的特殊
的不銹鋼刀片來替換。

該設備的用戶（包括兒童）可以是身體，感官能力
或者精神感知能力有局限或者沒有相關經驗和知
識的人，前提是相關責任人應給與充分的監管和
全面的使用說明。
確保不要讓孩子玩耍該設備（1）。

0220.015，0220.020和0220.025 的不鏽鋼刀片(2) 
為 磁力刷。
小心劃傷！ 
放置在遠離小孩的地方！

(1)塑料刀片的使用原理（已經申請了專利）
：由於磁力刷的長度不同從而可以獲得不同
的壓力，使得狹窄的刀片能夠去除附著更緊
的海藻。使用寬刀片，可以實現單次更寬範
圍的除藻。

(2)由於其超薄的設計，使其對植物，珊瑚和
飾物的幹擾被減少或消除。

磁刷也可以有限度的用於丙烯酸玻璃面板。
對於這種類型的玻璃，若只用小刀片請參看“
更換刀片”。然而，它仍然可能因為附著在
毛氈或刀上的小顆粒造成對缸壁的劃痕。 

(3)磁刷也可以用在圓形的水族玻璃缸或圓
拱形窗戶。

(4)塑料刀片帶有圓型邊緣，能平穩地從缸
壁的兩塊玻璃平穩過度而不會損壞粘合矽
膠。

(5)它不會把缸壁的藻類散亂的弄到缸內，
而是把它卷成小卷被缸內的魚吃掉。

(6)它也可以用來作為手持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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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參數
小號磁力刷 0220.010

玻璃厚度从6毫米（1/4英吋）至最大10毫米（3/8英吋）。

宽度45毫米（1.77英吋），长78毫米（3.07英吋）。

包含一片更换塑料刀片。

中號磁力刷0220.015

玻璃厚度由10毫米（3/8英吋）到最大15毫米（1/2英吋）。

宽度86毫米（3.38英吋），长度140毫米（5.51英吋）。

包含一个不锈钢刀片和两个备用塑料刀片。

大號磁力刷0220.020

玻璃厚度从15毫米（1/2英吋）到最大20毫米（0.79英吋）。

宽度86毫米（3.38英吋），长度140毫米（5.51英吋）。

包含一个不锈钢刀片和两个备用塑料刀片。

超大號磁力刷0220.025

玻璃厚度从20毫米（3/4英吋）到最大25毫米（1英吋）。

宽度86毫米（3.38英吋），长度140毫米（5.51英吋）。

包含一个不锈钢刀片和两个备用塑料刀片。

安全說明
不要讓兒童接觸到磁力刷（1）！
小心造成傷害！磁鐵的磁性很強（2）！
不要把兩個半塊的磁鐵放在一起！

磁鐵的吸引力是5到20公斤之間，這取決於類型。
用手只能觸摸磁性部件的兩側。切勿將手或者手
指放在兩塊磁鐵的接觸面之間！

磁鐵用很大的力量吸引小於10厘米（4英吋）範圍
內的金屬零件！當處理磁體的時候，不應放置鑰
匙或信用卡在外套的口袋。它們會被吸引，並且當
磁體被拿走了，衣服可能被損壞或者信用卡變得
不可讀。

半徑1米範圍內的電子部件和數據載體有風險（36
英吋）。

小心敏感的設備，如心臟起搏器，至少應保持有50
釐米（20英吋）距離！

加熱50℃以上會導致磁體的破壞，或磁效應（3）
的損失。

CA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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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從包裝中取出磁刷的磁鐵部分，並將其放置到一
個沒有金屬的平面上，完全遵守安全說明操作！

放置塑料刀片与內磁體刀到水族箱（1）內玻璃板
的上方。外磁铁與垫子放置到外玻璃板上，然后
慢慢把它們合在壹起（2）。

水族箱玻璃面板的最佳清潔效果可通過在長方向
（3）施加壹個穩定的滑动推力來實現。如果用其
它方式來做，內磁體容易從玻璃板上分離并沉到
缸底。

內磁鐵离水族箱玻璃板有至少3毫米距离，这样可
以防止对水族箱内砂子的幹擾（4）。然而，当在有
砂子的区域塑料刀片被沾了砂子后，會導致对缸壁
的劃傷。当使用有一定磁砂（Hawaiian Black）時
要小心！

在清除特別顽固的藻類的时候，用随带的不銹鋼
刀片替换大刀片。對於磁刷220.015，220.020和
0220.025已經隨帶，220.010可購買0220.154以擴
展。

為此，藍色支架必須從塑料刀片（5）上分離开，置
入不銹鋼刀片（6）然后用藍色支架鎖定（7）。

更換刀片
塑料刀片的使用壽命是幾個月到約一年。如果用
磁刷清理缸壁后，有少量海藻片留在玻璃面板上，
那麼建議檢查這兩個刀片（用手指），替換其中的
一個或兩個是有必要的（標配含有替換刀片）。

要做到這點，從內磁鐵向上（8）推出刀片，並插入
新的刀片（9）。

如有必要，兩個外部磁鐵的毛毡垫也可以非常容
易地更換（10），商品編號：02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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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刷的部件和配件
（1）塑料刀片45毫米（1.77英吋），2片
商品編號：0220.156

（2）塑料刀片86毫米（3.38英吋），2片
 商品編號： 0220.153

（3）塑料刀架和不锈钢刀片86毫米（3.38英吋）
也可以用作磁刷220.010的擴展 
商品編號：0220.154

（4）不锈钢刀片，3片
 编号： 0220.155

（5）毛毡垫19 x 38mm（0.75 x 1.50英吋），適用
于小號磁力刷0220.010，2片
商品編號： 0220.157

（6）毛毡條97 x 19mm（3.82 x 0.75英吋），適用
於中號磁力刷0220.015，大號磁力刷0220.020，超
大號磁力刷0220.025
商品編號： 0220.157

報廢處理
（遵循RL2002/ 96/ EG）
該裝置的電子元件，不得以正常的生活廢物來處
理，而應以特殊的，專業的方式來處理。

如果在德國：設備可以通過您所在社區的處理站
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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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保
該產品由TUNZE® Aquarientechnik GmbH公司生
產，其對產品材料和工藝上的所有缺陷有24（貳拾
肆）個月的質保期(從購買日算起)。在相應的法律
框架下，如果您在違反擔保義務的情況下造成的
產品問題，您不得自行退回產品和不能要求進行
維修或更換產品，這應當由生產廠家決定。在相
應法律的框架內，上述是唯壹的補救措施。間接
損害和/或其他損壞應該被明確被排。正常的受質
保的問題產品都有權被運到經銷商，同時附上原
包裝和購物發票，請先支付托運費用。廠家不接
受任何的後付款托運。

以下狀況也不在保修之列：對產品的不當操作（例
如：不按手冊正常操作進水造成的問題），買家自
行的改裝或者嘗試生產廠不推薦的方式和設備進
行了連接。

不能自行進行技術改進，尤其是那些涉及安全和
技術提升方面。

美國的客戶，請參考針對美國客戶的有限保修說
明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