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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及配件

EcoSphere 净水器

触控龙头

转接头配件盒

三合一滤芯 
(在 EcoSphere 净水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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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套件仅适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它有可能与其他市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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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概述

自来水

净水

蓝灯：使用自来水

蓝灯：使用净水
橙灯：净水器正在启动； 超过72小
时未使用净水器；三合一滤芯已经
超出使用寿命。
闪烁的橙灯：水温过高

维修指示灯：当橙灯亮起， 表示净水器需要维修。

电源指示灯：当蓝灯亮起， 表示净水器已开启。

三合一滤芯指示灯：当橙灯亮起，表示须更换三合一滤芯。

三合一滤芯重设：安装新的三合一滤芯后，请按住此键长达
三秒钟以重设净水器。这是为了准确地追踪三合一滤芯的
使用寿命。

3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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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滤芯设置
拆开三合一滤芯包装袋。

将三合一滤芯轻轻放入净水器内 (图一)。

轻压三合一滤芯并顺时针旋转90°即可。

三合一滤芯圆点指向锁标并对齐(图二)。

确保滤芯顶面与净水器顶面平齐 (图三)。

安装三合一滤芯后，务必用净水功能冲洗至清澈状态即可(图四)。

注意：冲洗是为了清洗三合一滤芯和管路。出水可能呈灰黑色或气
泡状，这属正常现象。

如何设置您的净水器

外表光滑的起泡器，可徒手拆卸。
小提示：可使用毛巾以增加摩擦力

如果难以拆卸起泡器，请使用内附的小扳手。
小提示：小扳手是专门为拆卸起泡器和安装转接头而设
计的工具。

记得拆卸起泡器上方的垫圈

注意：以下自来水龙头不适于安装 EcoSphere 净水器。

花洒式水龙头 大于24mm的水龙头

方形水龙头 水龙头高度不足15mm

椭圆形水龙头 抽拉式水龙头

从转接头配件盒中选择合适的转接头。
如果6个转接头都不合适，您可选择其
中1个连接头来连接合适的转接头。

使用小扳手拧紧于水龙头上。
小提示：确保匹配合适的水龙头螺纹以防漏水
如有需要，可使用连接头以连接水龙头和转接
头。

拆卸起泡器

什么是起泡器？

多数的水龙头都有起泡器。起泡器可让流动的自来水和空气充分混合，让水流顺畅。

注意：一些旧款的水龙头不具有起泡器

起泡器

安装转接头
安装合适的转接头，使用小扳手以拧紧。

一手扶住水龙头，另一手握住触控龙头，将快接口插入已
安装好的转接头。当听到咔嚓声后，即表示安装完成。

如需拆卸，一手扶住触控龙头，另一手将快接口向下拉，即
可拔出触控龙头。

图一

9:00

12:00

图二

图三

图四

三合一滤芯与表面齐平

9:00

Remove/Install 
Faucet Adapter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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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使用
 

轻触“净水”键。净水指示灯即会亮起橙色灯。

打开自来水龙头开关。

用净水冲洗净水器至清澈状态。当净水指示灯由橙色转变为蓝色时，
就能开始使用净水器。

注意：第一次冲洗是为了清洗三合一滤芯和管路。出水可能呈灰黑
色或气泡状，这属正常现象。

使用
触控龙头分两个出水口: 一个为净化后的净水出口，一个为自来水出
水口。

净水 
轻触“净水”键，净水指示灯会亮起蓝色灯。

打开自来水龙头开关，即可出净水。

注意事项：
•  若水温超过38℃，净水器将自动切换成自来水以保护三合一滤芯

的使用寿命。
•  使用净水时，若自来水的温度和水压较低，净水流量将有所减少。

用水时若净水指示灯变为橙色，请继续至净水指示灯变为蓝色， 
即可恢复正常状态。 

•  若龙头被关上长达10秒，净水器将自动切换回自来水。

自来水
待机状态：轻触“自来水”键以切换自来水。

打开自来水龙头后，您可轻触按键以切换自来水和净水。

当使用自来水时，净水器不会受到水温所影响。

更换三合一滤芯
当三合一指示灯开始闪橙灯时， 这表示三合一滤芯已接近更换 
时期 。

当三合一指示灯持续亮着橙灯时，这表示三合一滤芯需要更换了。

购买三合一滤芯

如何购买三合一滤芯：

• 于如新网络上订购（www.nuskin.com)

• 于如新展销处购买

+

+

自来水出水口

净水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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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滤芯更换周期
三

合
一

滤
芯

   
更换周期

12个月

注意：以上的更换周期是官方推荐周期。 更换周期将根据您的国家和地区、水质、季节和 
使用频率而有所不同。

如何更换三合一滤芯

关闭水龙头后，请稍等2分钟。然后拆卸旧滤芯。

轻压滤芯并逆时针旋转90°即可（图1）。

将滤芯小心取出（图2）。

按照第7页的说明进行滤芯安装。

 请按住重设键三秒钟以重新设置净水器（图3）。

安装新滤芯后，务必用净水功能冲洗至清澈状态即可。

注意：出水可能呈灰黑色或气泡状，这属正常现象。

产品保养

图二

9:00

12:00

图一

一手扶住触控龙头，另一手将快接口向下拉，
即可拔出触控龙头。

可用小扳手拆卸转接头。

清转接头及祛除硬水沉淀物积。

清洗转接头
请定期用自来水冲洗转接头内的硬水沉淀物、杂质等，以防堵塞。

排除故障
指示灯识别
标志 指示灯 状况 原因 解决方案

橙灯持续亮着 净水器处于异常状况 联络如新展销处。

橙灯闪烁 三合一滤芯寿命快到 购买新三合一滤芯。

橙灯持续亮着 三合一滤芯寿命已到 更换三合一滤芯。
蓝灯持续亮着 三合一滤芯正常运作

橙灯闪烁 水温高于38˚C 降低水温度。

橙灯持续亮着

净水器正在启动或
超过72小时未使用净水器

轻触净水键。接着让水流至橙灯转
为蓝灯。

三合一滤芯寿命已到 更换三合一滤芯。

蓝灯持续亮着 净水器正常运作
图三

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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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故障
状况 确认事项/原因

无净水流出 电源线是否连接到位。
是否有故障指示灯。
是否正确安装滤芯。
是否打开自来水龙头阀门。
是否是使用三合一滤芯。

蓝色LED指示灯闪烁 请检查进水阀门是否打开。

净水流量小 请检查三合一滤芯是否堵塞。
请检查三合一滤芯是否已超出更换周期。
自来水是否水压过低。
自来水是否温度过低。
可适当加温自来水，并保证在38℃以下。
请检查转接头是否有杂质。如有，请进行清洗。

净水功能切换回自来水功能 请检查自来水温度是否超过38℃。
净水器长时间运作而过热，待温度下降可继续使用。
请检查三合一滤芯是否安装到位。

注意事项
存放
•  请勿使用、存放或暴露EcoSphere净水器在0℃或以下的环境中。

水源或水压
•  EcoSphere净水器用于过滤自来水，请勿用作其它用途。
•  为保证出水水质，请在水压为0.1~0.4MPa的自来水下使用净水器，高于此水压时，请在净

水器进水端安装减压阀。

日常维护
•  EcoSphere净水器出现故障时，请联系如新展销处。
•  请勿自行维修。否则保修将不被保证。
•  移动或搬运EcoSphere净水器时，需包装妥当以避免产品被损坏。
•  请定期清理转接头及其他有关部位以避免损坏。
•  如对EcoSphere净水器表面进行清洗，请避免在清洗过程中有水从滤芯桶流入净水器内

部。
•  勿用自来水清洗滤芯桶内，否则容易造成内部有异味或细菌滋生。
•  指示灯亮橙色时，请更换三合一滤芯。

使用
•  如果您将会长时间不使用EcoSphere净水器，请将水龙头关闭，并关闭电源。
•  若EcoSphere净水器长时期在无用的状态，务必用自来水功能冲洗以清洗掉水龙头内可能

堵塞三合一滤芯的任何颗粒。
•  若自来水的质量差、低温或极低水压，净水的流量将较弱。 这是正常的。
•  使用新的三合一滤芯，出水可能呈灰黑色或气泡状，这属正常现象。请继续冲洗至清澈状

态即可。
•  请勿将EcoSphere净水器放在其侧面或上下颠倒。
•  请勿在水温低于5°C或高于38°C的状态下使用EcoSphere净水器，因为这将损坏净水器。
•  请勿掉落EcoSphere净水器和三合一滤芯。
•  丢弃所有运送包装。请勿让小孩玩EcoSphere净水器。当小孩运作净水器时，需被监督。
•  不适用于公共场所。

配件和滤芯
•  务必使用符合EcoSphere净水器的附件和三合一滤芯。

存放 
•  避免被阳光直射，这会缩短EcoSphere净水器的使用寿命。
•  请勿在水温低于5°C或高于38°C的状态下使用EcoSphere净水器，因为这将损坏净水器。
•  避免靠近火源或磁性物件。
•  避免靠近潮湿或多尘的地方。
•  请勿将重物放在EcoSphere净水器顶部。

其他 

•  如果电源线潮湿的话，请勿使用。
•  请勿以任何方式弯曲、扭曲或损坏电源线。
•  如果电源线有任何损坏，请停止使用并与如新展销处联系。
•  请勿拉电源线来拔出插头。
•  8岁以上的儿童及残障人士可以使用EcoSphere净水器。但他们需要对净水器的安全使用进

行监督或指导。避免小孩玩净水器。未经指导的儿童不得进行清理净水器维护。
•  务必监督儿童使用净水器，以确保他们不玩净水器。
•  净水器内设有紫外线C发射器。
•  用户不能自行替换紫外线C发射器。
•  故意弄坏净水器或损坏外壳可能导致危险的紫外线C泄漏。即使在很小的剂量，紫外线C也

可能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
•  勿用有明显受损的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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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规格
名称 EcoSphere 净水器
型号 00001703
产品尺寸 宽134 X 高410 X 直径202毫米 (MM)
重量 2.95 公斤 (KG) - 净水器

1.1公斤 (KG) - 三合一滤芯
水源 市政自来水类
总净水量 5200 升 (L)
净水流量* 每分钟为1.7升 (L)
适用水压 0.1-0.4兆帕 (MPa)
适用水温 摄氏5-38 (°C)
电压和频率 100-240伏特 (V)   50/60赫兹 (Hz)
功率 18瓦特 (W)
IEC保护类型 II类

*  在实验室测试条件下测试净水流量。 
测试条件：水源为市政自来水，进水压力为0.2MPa，水温度为25℃，连续运行2分钟以上再
进行测试。

更换和保修信息
有限一年保修：如新保证您的EcoSphere净水器在购买一年内不会出现材料和工艺上的缺陷。 
本保修不包括由于误用或意外而导致的产品损坏。 如果产品在一年保修期内发生故障，请致
电于您当地的如新展销处询问。请保留您的购买证明（如正版发票）以认领您的更换和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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