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時為您提供幫助！
我們的專家可隨時為您解答初次使用
濾水器遇到的問題或疑難。
請直接撥打客服電話2601 1101，
或者發送電子郵件至
enquiry@aquasana.com.hk 聯繫我們。

快速開始步驟
• 使用前，請先插入濾芯。
• 飲用前，需讓濾芯充分沖洗一次，並
 倒掉首次過濾的水。
• 立即開始享用自Aquasana濾水器過濾
 的可口純淨水吧！
使用前，請仔細閱讀整個安裝指南。

智能動力濾水器

安裝指南
適用於智能動力濾水器機型 AQ-PWFS-RB1, AQ-PWFS-RB2, AQ-PWFS-RB1W, 

AQ-PWFS-P-W, AQ-PWFS-P-B, AQ-PWFS-D-W, AQ-PWFS-D-B



歡迎您選擇體驗Aquasana產品。您將會享用到潔淨、

健康的飲用水，和傑出的濾水科技帶來的安心生活。

內含部件

濾水器底座 按壓式水壺連壺蓋 傾倒式水壼連壺蓋 濾芯

濾水器底座 按壓式水壺連壺蓋濾水器底座 傾倒式水壺連壺蓋 濾芯 濾芯

安裝濾水器

使用濾水器前，請完整閱讀安裝指南，並確定指南中列明的所有部件齊備。如果有任何部件
遺失或損壞，請勿嘗試操作本濾水器。請致電顧客服務熱線2601 1101以諮詢部件更換信
息。

您所購買的產品並不同時具備按壓式水壺和傾倒式水壺。您可自行選購按壓式水壺或傾倒式
水壺。請聯絡當地經銷商或致電2601 1101以購買額外的按壓式水壺或傾倒式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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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安裝
準備好濾水器底座
·打開包裝盒，取出包裝盒內的物件，
 並打開智能濾芯的塑膠包裝。

·插入智能濾芯。

濾水器底座面朝前

方，使用位於頂蓋左

側的凹槽，將頂蓋向

右滑，直至頂蓋可被

提起和放下。

請注意：

將 按 壓 式 水 主

或 傾 倒 式 水 壼

插 入 濾 水 器 底

座 時 ， 循 環 閥

可能會漏水。

當水壺和濾水器底座連接後，濾水器將

立即自動開始過濾。過濾出的淨水進入

外壺之前，將會有5-10秒的延時。

系統將保持運行狀態，直至內壺的水完

全過濾。 如果外壺中還留有已過濾淨水，切勿使用未過濾水

再次填滿內壺。否則，系統將溢流。

(重置按鈕)

指示燈注意事項：指示燈只在系統運行時亮起。

濾芯安裝完成後，將濾水器電源線與電源插座連接。

藍燈長亮 紅燈長亮 紅燈閃爍

濾水器性能量佳時 濾水器過濾量已達到90% 濾水器過濾量已達到100%
請更換濾芯

如圖所示，將濾芯經濾水器底座開口

垂直放置下去(凸起的一端向上 ) 。隨

後，將濾水器頂蓋放回去。使勁按

下，向左旋轉頂蓋，直至完全封閉並

鎖緊。
按壓壼蓋上的按鈕以獲取已過濾

的淨水。系統開始過濾前，將會

有5-10秒的延時。

請耐心等待系統完成整個過濾過

程之後，再從濾水器底座上取下水壼。

取下按壓式水壼後，若有水殘留在濾水器底座上，屬於正常現象。

傾倒式水壺
‧飲用前，必須讓濾芯充分沖洗一次(倒掉首次過濾出的一整壺水) 。

 注意：首次運行時，濾水器的啟動時間可能需長達2分鐘。

‧蓋上水壺蓋。

‧經水滴狀開口向內壺中加滿冷水。

‧將帶蓋水壺放置於濾水器底座上，直至其完全鎖緊。

按壓式水壺
‧飲用前，必須讓濾芯充分沖洗一次(倒掉首次過濾出的一整壺水) 。

 注意：首次運行時，濾水器的啟動時間可能需長達2分鐘。

‧蓋上水壺蓋。

‧經水滴狀開口向內壺中加滿冷水。

‧將帶蓋水壺放置于濾水器底座上，直至其完全鎖緊。

重要提示
飲用前，需讓濾芯充分沖洗一次，

並倒掉首次過濾的水。

無水情況下，
系統無法運行。

水壼蓋未蓋緊的情況下，系統無法運行。

請務必等待前燈熄滅後，再將水壺從濾水器底座上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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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維護指南
使用濕布向下擦拭濾水器外部，以清潔濾水器。

可用洗碗機清洗水壺壺身。水壺蓋不可使用洗碗機進行清洗，只能手洗。切勿使用洗碗機的加熱功

能來烘乾水壺壺身。

更換Claryum®智能濾芯
當藍燈變為紅燈長亮時，說明濾水器過濾量已達到90%，

當長亮的紅燈開始閃爍時，說明濾水器過濾量已達到100%，

需要更換新的濾芯。

取下舊濾芯並作廢棄處理。

未及時更換濾芯可能造成過濾系統損壞。

更換智能濾芯時，請按下重新開機按鈕（請參見濾芯更換指南）。

故障排除指南
系統無法運行時，我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請確保系統已接通電源。

‧請確保水壺已完全和濾水器底座連接---取下水壺，將

 其重新放回濾水器底座上。

‧請確保傾倒式水壺的內壺或按壓式水壺中有水。在無

 水的情況下，系統不會運行。

‧擦乾殘留在濾水器底部的多餘的水。

‧請確保水壺器上蓋已蓋緊。在水壺上

 蓋未準確蓋上的情況下，系統不會運行。

水壺與濾水器底座連接時，如果有水從壺底部漏出，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請確保水壺已完全與濾水器底座連接---取下水壺，將其重新放回濾水器底座上。

如果濾水器頂蓋和底座之間出現漏水現象，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從底座上取下頂蓋。

( 請參見「簡易安裝」 部分，瞭解取下頂蓋的具體步驟。)

‧請確保黑色橡膠O形圈準確位於頂蓋底部的連接點位置。

‧請確保濾芯已被準確安裝。(具體請參見「簡易安裝」部分。  )

過濾出的水比較渾濁。

‧過濾出的水看上去渾濁，只是因為存在一些微小的氣泡，流入外壺後的幾分鐘之內，便會消散。

‧如果濾芯經過充分沖洗後，仍然出現渾濁現象，這在安裝新的濾芯之後的頭幾天仍屬於正常現象。

將水壺置於濾水器底座上時，濾水器底座的循環閥出現漏水現象。

‧請確保您已從循環閥頂部位置將水壺垂直插入濾水器底座，避免壓到閥柱塞，造成漏水。

‧濾水器底座的少量殘留水不會對過濾系統造成干擾。

注意事項：

·切勿在未安裝濾芯的情況下運行濾水器。

·濾水器只能用於過濾冷水。

·存在身體 、感官或智力缺陷，以及缺乏安全使用該系統的經驗或知識的 
 成人及兒童應在恰當的監督下使用該過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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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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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規格：
傾倒式水壺 ( 完整系統 ) ：  

高度：29.5厘米

長度：44.5 厘米

寬度：11.5 厘米

容積：1.9 公升

運行溫度範圍：
4.44-32.2oC

額定流量：
1.8公升/分

濾芯額定濾水量：
1,200公升(NSF認證)

運行壓力範圍：
137-482千帕

工作電壓：
100-240

傾倒式水壺：
高度： 25.0 厘米
長度： 28.5 厘米
寬度： 11.5 厘米

指示燈只在系統運行

時亮起。

飲用前，需讓濾芯和系統充分

沖洗一次，並倒掉首次過濾的

水。首次沖洗時，系統可能需

要長遠2分鐘的啟動時間，以開

始過濾。

按壓式水壺 ( 完整系統 ) ：

高度：29.5 厘米

長度：51.5 厘米

寬度：11.5 厘米

容積：3.8 公升

運行溫度範圍：
4.44-32.2oC

額定流量：
1.8公升/分

濾芯額定濾水量：
1,200公升(NSF認證)

運行壓力範圍：
137-482千帕

工作電壓：
100-240

按壓式水壺：
高度： 25.0 厘米
長度： 30.5 厘米
寬度： 11.5 厘米

濾水器底座：
高度：29.5 厘米
長度：41.3 厘米
寬度：11.5 厘米

保修期
產品的保修期為1年，您可對材料和工藝方面出現的問題進行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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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使用其他生產商製造的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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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1 1101以諮詢原裝
Aquasana 部件的更換信息。



使用及維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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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0

傾倒式水壺：
高度： 25.0 厘米
長度： 28.5 厘米
寬度： 11.5 厘米

指示燈只在系統運行

時亮起。

飲用前，需讓濾芯和系統充分

沖洗一次，並倒掉首次過濾的

水。首次沖洗時，系統可能需

要長遠2分鐘的啟動時間，以開

始過濾。

按壓式水壺 ( 完整系統 ) ：

高度：29.5 厘米

長度：51.5 厘米

寬度：11.5 厘米

容積：3.8 公升

運行溫度範圍：
4.44-32.2oC

額定流量：
1.8公升/分

濾芯額定濾水量：
1,200公升(NSF認證)

運行壓力範圍：
137-482千帕

工作電壓：
100-240

按壓式水壺：
高度： 25.0 厘米
長度： 30.5 厘米
寬度： 11.5 厘米

濾水器底座：
高度：29.5 厘米
長度：41.3 厘米
寬度：11.5 厘米

保修期
產品的保修期為1年，您可對材料和工藝方面出現的問題進行保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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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使用其他生產商製造的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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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1 1101以諮詢原裝
Aquasana 部件的更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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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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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