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裝指南
AQ-5300 廚下式濾水器

歡迎您選擇體驗AQUASANA產品
您將會享用到潔淨、健康的飲用水，和傑出的淨水科技帶來的安心生活。

安裝必須符合國家和當地法例要求



安裝開始前，請確定所有圖示的部件齊備。

如果有任何部件遺失或損壞，請勿嘗試

安 裝 本 濾 水 器 。 請 致 電 顧 客 服 務 熱 線

(852) 2601 1101以咨詢部件更換信息。

AQ-5300濾水器 聚乙烯出水管 (1)

龍頭 (1) 鉻螺帽 (1)

濾芯 (3) 塑膠套箍 (2)

螺釘和錨 (2)  塑膠插管 (1)

龍頭橡膠墊圈 (1)  聚乙烯進水管 (1)

龍頭墊片(1) 銅螺帽 (1)

龍頭墊圈 (1) 銅插管 (1)

龍頭螺帽 (1) 銅三通 (1)

可使用廚盆水槽邊的皂液器現有孔將龍頭安裝在水槽上方，也可以自行鑽一個直徑

不小於1/2”的孔洞。確保龍頭的位置可讓水柱稍微超過廚盆水槽的邊緣。請注意：如

果需要自行鑽孔，我們建議聘用合資格的專業安裝人員，確保正確安裝。

預計安裝時間：45分鐘

安裝前準備
安裝濾水器前，請仔細閱讀安裝指南。

安裝需要的工具

• 變速鑽 +7/32” 鑽頭

• 活動扳手 

• 卷尺 

• 水桶

• 十字螺絲刀

• 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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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水管：將連接銅三通 (P) 的白色聚乙
烯進水管 (M) 插入濾水器的入水端，同時
把連接龍頭的白色聚乙烯出水管 (I) 插入

濾水器的出水端。請使用右側圖示，量度白色
聚乙烯管子 (M及I) 的插入深度，以確保白色聚
乙烯管子 (M及I)完全插入。
重要提示：白色聚乙烯管子 (M及I) 必須完全插
入(即：25MM)，以避免發生漏水情況。

打開冷水供應閥門。檢測安裝是否正確，
以及是否有滲漏情況：取一條毛巾，放置

在濾水器底，以檢查是否滲漏。
持續放水10分鐘，充分沖洗濾芯的活性炭粉末。
請注意：切勿使用潤滑油塗抹濾水器的密封膠
圈。所有密封膠圈已經過預潤滑處理。

使用7/32”的鑽頭為塑膠錨打安裝孔。
用錘子把塑膠錨(D)小心地輕敲進安裝

孔。用螺釘 (D) 把濾水器固定在牆上。
拉出濾水器電池盒中的塑膠保護條。隨後，
濾 水 器 的 L E D 紅 燈 將 會 閃 動 並 發 出 五 下
“嗶”聲，表明電池安裝正常。

設備安裝：在廚盆水槽底部選擇適合位
置安裝本濾水器。濾水器底部與櫥櫃的

底部必需預留不少於30CM的距離，以確保
取水方便以及便於更換濾芯。
可使用濾水器背部的安裝孔以標記螺釘在牆
上的固定位置。安裝孔距離 : 98MM。

龍頭安裝：請按圖示
安 裝 龍 頭 橡 膠 墊 圈 
(E)、龍頭墊片 (F)、

龍頭墊圈(G)。扭緊龍頭
螺帽(H)，將龍頭固定在
廚盆水槽上。

龍頭管道連接：將鉻螺帽 (J) 套入白色聚乙烯出水管 
(I)，再將塑膠套箍 (K) 緊隨鉛鉻帽 (J) 套入聚乙烯

出水管。將塑膠插管 (L) 插入聚乙烯管子的出水口端。
將聚乙烯管子出水口端用力推進龍頭底部。扭緊鉻螺帽 
(J)。請使用活動扳手以確定完全密封。同時請避免過分
扭緊損壞配件。

將白色聚乙烯進水管 (M) 連接至銅三通 (P)：將銅螺帽 (N) 套進聚乙
烯進水管(帶螺紋一端面向聚乙烯管子的進水口端)。然後，將塑膠套

箍 (K) 套進聚乙烯進水管，再將銅插管 (O) 插入聚乙烯管子的進水口端
。將聚乙烯管子進水口端用力推進銅三通(P)端口。用手將聚乙烯進水管 
(M) 固定於銅三通 (P) 上的同時，扭緊銅螺帽 (N)，使之壓緊塑膠套箍
(K)以密封聚乙烯管子。注 : 請使用活動扳手以確定完全密封。同時請避
免過分扭緊損壞配件。

簡易安裝

將內附的銅三通 (P)接頭帶螺紋的兩端
與淨水供應管和止回閥連接，並用活動

扳手固定。

打開包裝，取出安裝部件。
關閉冷水供應閥門。

將濾芯連接至濾水器機殼。對準連接點，將濾芯
向上推，然後向右旋轉。請確認濾芯正確鎖緊。

入水端

出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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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水含有不安全微生物，或者在原水水質不明的情況下，必須在使用
本濾水器之前或之後，對原水進行充分消毒，否則不得飲用。

本濾水器通過囊腫濾除檢測，可以用於經消毒但可能含有可濾除囊腫的
原水。

保養與維護

使用濕毛巾擦拭濾水器外殼 ，以清潔濾水器。

當濾芯達到95%的使用壽命(約6個月)，電池提醒器會在水龍頭打開後，發
出“嗶”聲及閃動紅燈，直至水龍頭關上後約15秒。

替換濾芯的包裝中附有電池。

請於每次更換濾芯時，同時更換電池。

滿意保證

如您選購本產品，您將享受一年保修服務。

感謝您選擇 AQUASANA 產品！

該濾水器的設計和測試均以使用原裝AQUASANA部件為前提進行，包括替換濾
芯及所有硬體(龍頭除外)。使用其他生產商製造的部件(龍頭除外)有可能導致產
品過濾性能下降，系統損壞或故障，同時也會使您的保修失效。

請聯絡當地經銷商或致電(852) 2601 1101以諮詢原裝AQUASANA部件的更換
信息。

欲瞭解產品使用條件及替換濾芯信息，請參見產品效能數據表。

提示：
 
• 濾水器適用於過濾冷水。
• 如果發現喉管滲漏，請斷開並重新連接喉管。 
• AQUASANA 並不對任何因錯誤安裝引起的直接和間接損失負責。 

AQ-5300 
替換濾芯 
AQ-5300R 

額定工作流速：
每分鐘1.9公升

最大濾水量： 
2,270公升 (NSF認證)

最低運行壓力： 
20 PSI (1.40 KG/CM2) 

最高運行壓力： 
80 PSI (5.62 KG/CM2) 

最低運行溫度: 
4.44oC 

最高運行溫度： 
32.22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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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濾水系統通過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按

照 NSF/ANSI 標准 42 和 53進行的測試

并獲得認證，可有效過濾在“效能數據

表”和 WWW.NSF.ORG中聲明的污染物

港澳及中國獨家總代理：金寶通中國分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1座9樓

客服熱線：(852) 2601 1101  電子郵箱：enquiry@aquasana.com.hk

Manufacturer:
Aquasana, Inc.
6310 Midway Road, Haltom City,
Texas 76117, USA

Sole Distributor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Computime China Distribution (Hong Kong) Limited
9/F, Tower One,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Hong Kong
Customer Service Hotline:(852) 2601 1101    Email: enquiry@aquasan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