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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osition the cooling cartridge according to the 
TOP/BOTTOM markings. The tab located on the 
bottom of the cooling cartridge slides into the 
reservoir slot (Figure 4B). NOTE: The cooling 
cartridge only fits one way. Never operate 
the unit without the cooling cartridge.

2.  Press the release butt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top cover. Slowly lift, allowing time for 
the water to drain, and remove the top cover 
from the Personal Space Cooler.  Pour out any 
excess water remaining in the water reservoir.

1. Unplug the power adapter from the 
wall and from the unit.  Remove the 
water tank from the top housing.

3.  Remove the old cooling cartridge and 
discard.

REPLACING THE COOLING CARTRIDGE
Replace the cooling cartridge seasonally, or after 540 hours of use, for optimal performance. The 
Personal Space Cooler is equipped with a replace cooling cartridge LED that illuminates red after 540 
hours of use, indicating the cooling cartridge needs to be replaced. 
 
Please contact OGAWA repair center.

NOTE: If you live in an area with hard water, it may need to be replaced more frequently. In these 
instances, you will notice mineral buildup on the cooling cartridge that, over time, may restrict air flow.

FIGURE A FIGUR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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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ING THE COOLING CARTRIDGE

8.  Turn the unit on, press and hold 
the FAN button for 5 seconds. The 
timer is reset and the replace 
cooling cartridge LED turns off.

6.  Refill the water tank and 
reservoir as described in the 
“How to Fill” section.

5.  Replace the top cover onto the 
water reservoir. Be sure the top 
cover snaps onto the water 
reservoir.

7.  Plug the power adapter into the back 
of the unit and the other end into a 
household electrical outlet to resume 
operation.

This appliance can be used by children aged from 8 years and above and persons with reduced physical, 
sensory or mental capabilities or lack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f they have been given supervision or in
struction concerning use of the appliance in a safe way and understand the hazards involved. Children 
shall not play with the appliance. Cleaning and user maintenance shall not be made by children without 
supervision.

Safety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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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POSSIBLE CAUSE SOLUTION

No power • Unit is not plugged in
• No power at unit
• Top cover not seated properly

• Plug unit in
• Press the power button to turn 

the unit on
• Check circuits and fuses  

or try a different outlet
• Remove top cover and reseat

Peculiar odor • Cooling cartridge is new
• Unit may have a dirty tank or 

water reservoir
• Water in tank or reservoir 

may be old

• The cooling cartridge may 
emit a slight odor which will 
dissipate after a few days

• Follow instructions described 
in the “Cleaning and Care” 
section

Discoloration of water in the 
reservoir

• New cooling cartridge • Discoloration will dissipate 
after a few days of operation

Mineral buildup on cooling 
cartridge

• Hard water used • Use distilled water

Not cooling • Out of water
• Outside of recommended 

cooling zone 
• Cool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or high humidity 
conditions

• Pump filter clogged

• Refill water tank
• Use within 4 FT / 1.2 M of the 

unit’s front grill
• Use in warmer and/or less 

humid conditions
• Clean pump filter as instructed 

in the “Cleaning and Care” 
section

Reduced or uneven water 
flow across cooling cartridge

• Pump filter clogged
• Cooling cartridge needs 

replacing

• Clean pump filter as instructed 
in the “Cleaning and Care” 
section

• Replace cooling cartridge

Replace cooling cartridge 
LED is illuminated after 
cooling cartridge replace-
ment

• Cooling cartridge reset 
button not activated

• Turn the unit on, then press 
and hold the FAN button for 5 
seconds until the LED flashes

TROUBLE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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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Name                              COOLLALA 

 Model  No.                                                   OA 1522

 Output Voltage                               12V  0.8A 

 Frequency                                                   50/60Hz 

 Power Consumption                               6W

Dimensions(Length/width/height)                 L195*W177*H200.5mm

Weight                                                            1.34Kg

Product Specifications



危險 - 減少觸電危險：
•  將Coollala放置在平坦且穩固的桌面或工作臺面上。建議在Coollala底部使用防水墊或防水布。切
   勿置於毛毯或地毯上，或直接放在暴露於水汽或濕氣中，或受損的地板或桌面上。
•  將Coollala放置於至少距離牆體六 (6) 英寸的地方，與火爐、散熱器或加熱器等熱源至少三 (3) 英
    尺的地方。
•  請勿伸手接觸掉落水中的裝置，並馬上拔下裝置的插頭。
•  請勿在洗澡或淋浴時使用。
•  請勿將裝置放在或存放在能夠掉入或被拉入浴缸或水槽的位置。
•  請勿置於或掉入水中或其他液體中。

警告 - 降低燒傷、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的風險：
•  僅按本手冊所述用途使用本裝置。請勿使用非OGAWA建議的附件；尤其是非本裝置配備的任何
    附件。使用製造商未建議的任何其他附件，可能會導致火災、觸電或人身傷害。
•  切勿將任何異物掉入或插入任何開口中。
•  請勿在使用氣溶膠 (噴霧劑) 產品或氧氣含量有限的環境中使用本產品。
•  運行時，請勿傾斜或移動Coollala。移動之前，請關閉電源，並取下插座上的插頭。
•  為防止可能發生的火災，切勿以任何方式堵塞進口和出口。請勿在床等柔軟表面上使用本產品，
   因可能會導致開口阻塞。
•  搬動時，必須用雙手牢牢握緊Coollala裝置的底部。
•  請勿在無冷卻筒的情況下操作該裝置。
•  电源線或插頭損壞，或裝置無法正常工作，或摔落或受損或掉入水中的情況下，切勿操作本裝置。
   將裝置返回OGAWA服務中心進行檢查和維修。
•  請使電源線遠離受熱表面。
•  在對裝置進行加注、移動或清潔之前，必須拔下裝置的插頭。
•  操作控制項或拔下插頭時，確保雙手乾燥。
•  請勿使用電源線拉動本裝置，或將電源線用作把手。
•  若要中斷電源，請將所有控制項旋轉至“關閉”位置，然後從插座上拔下插頭。
•  請勿在室外使用。只允許於室內使用。
•  警告：Coollala所有維修，必須由OGAWA授權維修人員執行。

重要安全資訊

在使用電器產品時，應遵循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項，包括：

使用前先閱讀所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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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維護和清潔Coollala的儲水槽和冷卻筒。

•  切勿使用清潔劑清潔冷卻筒。

•  切勿使用硬物刮擦冷卻筒或Coollala的儲水槽。

•  如有異常噪音或異味，請立即停止使用本裝置。

•  長時間不使用時，請拔下本裝置的插頭。

•  在裝置打開或接通電源時，請勿接觸水，或讓裝置的任何部分沾上水。

•  如果水箱中無水，裝置將不會進行冷卻

•  僅限使用水箱中的水。

•  切勿在水中使用任何添加物。

•  將本裝置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  在無監督的情況下，不允許兒童使用本裝置。

•  本裝置的設計，適於個人非專業用途。

•  本產品僅供家庭使用。

妥善保存這些說明

警告 - 操作前，請仔細閱讀所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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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功能和規格

Coollala (室內個人空間冷卻器)

Coollala可以將溫度降低不超過 6.6 ℃，而且在裝置前部4英尺 / 1.2米的範圍內可產生舒適冷卻效

果。冷卻效果隨著相對濕度的降低而增加。空氣越乾燥，獲得的冷卻效果愈好。相對濕度愈高，獲

冷卻的效能愈低。當在較炎熱和濕度較低 (濕度低於60%) 的室內環境中使用時，Coollala的效能最

佳。

本裝置適用於辦公室、宿舍、床頭、廚房或任何您想要為室內個人空間降溫的地方。

Coollala可提供自然高效的冷卻效果，耗電量低，無壓縮機，且無需使用任何消耗臭氧的冷卻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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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箱

水 箱 蓋

 控 制 台 
(詳情如下) 

頂 蓋

可調整的通風口

釋放按鈕 (2) 

冷卻筒

儲水槽

火牛

低水位LED指示燈 風扇轉速 - 低 / 高

更換冷卻
筒LED
指示燈

高速模式LED指示燈
低速模式LED指示燈

待 机

冷卻筒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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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注

警告：向裝置進行注水之前，請從牆上和裝置上拔掉火牛。

註：搬動裝置時，務必使用雙手握緊裝置。

Coollala的位置

注水前，請將Coollala放置於預定位置。裝置前部應位於所需個人冷卻區域的4英尺 / 1.2米範圍內。

建議在裝置的底部放置防水墊。

1.移除水箱。 2.倒置水箱 - 沿逆時針

  方向旋轉水箱蓋，

  並將其取下。

3.使用清潔的涼水 (非冷水) 加

注到水箱中。若居住在硬質水

地區，則建議使用蒸餾水。切

勿使用任何添加物或將精油放

入水中。即使幾滴上述物質，

都有機會損壞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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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沿順時針方向旋轉直至

   擰緊，更換水箱蓋。

   請勿過度擰緊。

5.將水箱置於腔內，確保水

箱牢固放置。水源會開始流

入儲水槽。

6.在水停止排入儲水槽時，

   請移除水箱並按照步驟2-5

   再次加注，以完全注滿水箱

   和儲水槽。

7.若有需要，向上或向下

   調節前端通風口，

   以引導氣流。

8.您的Coollala已經準備就緒。

如何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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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位LED指示燈 風扇轉速 - 低 / 高

更換冷卻
筒LED
指示燈

高速模式LED指示燈
低速模式LED指示燈

待 机

冷卻筒更換

電源 

將火牛插入裝置的背部，另一端插入家用電源插座。

按下“POWER” (電源) 按鈕，啟動 / 關閉裝置。

速度調整

裝置通電時，預設速度為“LOW” (低速) ，“FAN” (風扇) 按鈕的右側一個藍色LED燈將亮起。

若提高速度，請再次按下“FAN” (風扇) 按鈕，速度將調節為“HIGH” (高速) ，兩個藍色LED燈都將亮起。

按下“POWER” (電源) 按鈕，啟動 / 關閉裝置。

執行時間

在按照“如何加注”的說明往水箱和儲水槽注滿水時，該裝置的執行時間可長達4小時。基於

22.2 ℃的室溫，以及42%的相對濕度。通常執行時間會根據室溫和相對濕度而變化。

低水位指示燈

當裝置配備低水位，再次加注的LED燈的指示燈將會閃爍紅色，表示水箱需重新加注。在風扇繼續運

轉時，泵將會自動關閉。此時，請關閉裝置，並拔掉電源插頭，再次注滿水箱。在將注滿的水箱放

入裝置中，並重新打開裝置時，低水位指示燈將會復位，泵將會運轉。

Coollala有配備安全裝置，在取下儲水槽上頂蓋時，安全裝置將會自動關閉。

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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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和保養

警告：進行裝置清潔前，請關閉電源，並從牆上和裝置上拔掉火牛。

清潔水箱和儲水槽

通過將水箱從主機中提高，移除coollala內的水箱。

擰開水箱蓋。使用清水清洗水箱蓋子和水箱內部，然後擦乾。

按下釋放按鈕，慢慢提起儲水槽中的頂蓋，將其從儲水槽中取出。

清除任何水垢或積垢，按需要使用50 / 50的白醋和溫水混合物來

清潔儲水槽和水箱。

清潔冷卻筒
取出冷卻筒，並使用清水進行清洗。

清潔泵篩檢程式
按需要檢查和清潔泵篩檢程式的兩側。泵篩檢程式通過摩擦放置到
位。拉出泵篩檢程式，使用柔軟毛刷 (不包括在內) 刷洗乾淨。若要
重新安裝，請將泵篩檢程式壓入到位。
註：進行安裝時，切勿讓水流入泵篩檢程式。

清潔表面
需要時，使用乾淨的濕軟布清潔裝置表面。切勿使用清潔劑、過量
的水、使用過的布料、劣質清潔劑或噴霧。
存放您的coollala：使用50 / 50的白醋和水混合物來清潔水箱和儲水
槽。使用濕軟布擦拭頂蓋的下側。使用水清洗冷卻筒，然後自然風
乾。務必徹底清洗乾淨，使所有零件都完全乾燥，
然後包裝在原裝紙箱中，並存放在涼爽乾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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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A FIGURE B

更換冷卻筒

季節性地更換冷卻筒，或使用540個小時後進行更換，以保持最佳性能。Coollala配備更換冷卻筒
LED指示燈，在使用540個小時後會亮起紅燈，這表示需要更換冷卻筒。

 
註：如居住在硬質水地區，則可能需頻繁地進行更換。在這情況下，將會發現冷卻筒上的礦物積垢，
隨著時間推移，這可能會阻礙空氣流通。

1.從牆上和裝置上拔掉電源
   適配器。移除頂部外殼
   中的水箱。

2.按下頂蓋兩側的釋放按鈕。慢慢提起，以便水
   逐漸排出，然後移除coollala中的頂蓋。將儲
   水槽中剩餘的水傾倒出來。

3.移除舊的冷卻筒並丟棄。 4.根據“TOP/BOTTOM” (頂部 / 底部) 標記來定位冷
卻筒。位於冷卻筒底部的凸舌滑入儲水槽的插槽 (圖4B) 。
註：僅適用於一種方式的冷卻筒。切勿在無冷卻筒的情況
下運行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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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冷卻筒

5.更換儲水槽上的頂蓋。
   確保頂蓋卡住儲水槽。

6.按照“如何加注”一節內容說明，
   重新向水箱和儲水槽加注。

7.將火牛插入裝置的
   背部，另一端插入家用電
   源插座，以恢復運行。

8.啟動裝置，按住“FAN” (風扇) 按
   鈕5秒鐘。計時器復位，更換冷卻
   筒LED指示燈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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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COOLLALA 

 产品型号          OA 1522

 输出电压         12V  0.8A 

 额定频率          50/60Hz 

 功率                          6W

 尺寸 （长x宽x高）         长195 x 宽177 x 长200.5( 毫米）

 

产品规格

重量                                1.34公斤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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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可能原因 解決方案

無電源

特殊氣味

儲水槽中的水出現變色

冷卻筒上的礦物積垢

流經冷卻筒的水流
減少或不均勻

進行冷卻筒更換後，
更換冷卻筒的LED
指示燈亮起

未冷卻

裝置並未插上電源
裝置未通電
頂蓋未正確就位

接通裝置
按下“POWER” (電源) 按鈕，
啟動裝置
檢查電路和保險絲，
或嘗試不同的插座
移除頂蓋並重新拔插

新的冷卻筒

裝置的水箱或儲水槽可能變髒

水箱或儲水槽中的水可能使用

過久

冷卻筒可能散發出輕微異味，
幾天後會消散
遵循“清潔和保養”一節內容
的說明

新的冷卻筒 運行幾天後，變色的情況便
會消失

使用穢水 使用蒸餾水。

缺水

在建議的冷卻區域以外使用

涼爽的環境溫度或高濕度條件

泵篩檢程式堵塞

再次加注水箱

在裝置前部格柵4英尺 / 1.2米

的範圍內使用

在溫暖或乾燥的環境條件下使用

按照“清潔和保養”一節內容說明

來清潔泵篩檢程式

泵篩檢程式堵塞

冷卻筒需要更換

按照“清潔和保養”一節的說明

來清潔泵篩檢程式

更換冷卻筒

冷卻筒的重定按鈕未啟動 啟動裝置，然後按住“FAN”

 (風扇) 按鈕5秒鐘，直至LED

指示燈閃爍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