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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尊敬的顾客： 

感谢您选择和泰圣斯特 Hitech-Sciencetool 系列实验室超纯水机。 

您现在拥有的是在当今世界水处理领域中占据领先地位的水处理设备。它所制造的纯水能够满足您实验对纯水的需求，确保水质长期

稳定可靠。在您安装使用纯水机之前，我们建议您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它能使您的安装合格、规范，保养合理，从而使本纯水机发挥出

最大的效能，保证您得到源源不断、质量可靠的纯水。 

如果您在安装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请与当地经销商或我公司工程师联系，我们的专业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 

 

二、 系统配置表，技术参数及性能指标 

*进水 TDS200ppm，25˚C，50psi 和 15%回收比下测得。**GPD＝加仑/天，1 加仑＝3.8 升。***进水水质将影响纯水的质量和滤柱的寿命。 

PF：预过滤，KDF：铜锌合金，AC：活性炭，RO：反渗透，DI：离子交换，UV：(254、185nm)双波紫外杀菌/消解，UF：超滤，TF：双层膜过滤 

 

三、 Master-S UVF 超纯水机流程图 

名称 基础型 除热源型 低有机物型 综合型 

产品

型号 

标准型 Master-S Master-S UF Master-S UV Master-S UVF 

大流量型 Master-S plus Master-S plus UF Master-S plus UV Master-S plus UVF 

系统流程 
PF+KDF+AC+RO+DI+

TF 

PF+KDF+AC+RO+DI+UF

+TF 

PF+KDF+AC+RO+UV+D

I+TF 

PF+KDF+AC+RO+UV+D

I+UF+TF 

超

纯

水

指

标 

超纯水电阻率 18.2 MΩ-cm@25℃ 

重金属离子 < 0.1ppb 

总有机炭(TOC) <10 ppb <3 ppb 

微生物/细菌 <1 CFU/ml 

热源/内毒素 —— <0.001 EU/ml —— <0.001 EU/ml 

颗粒物(>0.22μm) < 1 /m l  

RO 水 TDS 值 5—10 ppm* 

技

术

规

格 

产量 15*升/小时(plus 型：30*升/小时) 

瞬间出水量 1.5 升/分钟(需配水箱)(加装 UF 机型流速会有降低) 

出水口(触摸按键) 2 个：RO 水；超纯水 

外形尺寸/重量 长×宽×高：50×36×54cm/ 约 25Kg 

控

制

系

统 

操作模式显示 电源打开，程序运行，进水冲洗，产水，水满，定时取水，消毒，进、出水超标，耗材寿命及更换提醒 

安全性能 无水，低水压，水满声光报警，源水、RO 水、超纯水超标报警，耗材终结报警，系统密码，自动记忆重启等 

系统监控 进水水质监控，RO 水水质监控，超纯水水质监控，水温监控，耗材使用时间和剩余寿命监控等 

进水要求 城市自来水：TDS<200 ppm，5-45℃，1.0～3.5Kg/cm2 (进水 TDS>200ppm 时，建议选配外置软化器) 

纯

化

系

统 

预处理单元 
外置软化过滤器(高硬度源水地区建议选配)+5μm PP 深层滤芯×1+ KDF 复合滤芯×1+精密活性炭滤芯×1 

(Plus 型外置：10 寸 PP 滤芯×1+10 寸 KDF 复合滤芯×1+10 寸活性炭棒滤芯×1) 

RO 反渗透单元 100 GPD RO 反渗透膜( Plus 型：2×100 GPD RO 反渗透膜) 

后置纯化单元 

后置活性炭滤芯×1 + 超纯化柱(进口树脂)×4 + 0.2μm 进口 PES 终端滤器 

UV型：加装-(254&185nm)双波长 UV杀菌消解紫外灯组件(进口灯管) 

UF 型：加装-进口 PES MWCO 5000D UF 除热源组件 

UVF 型：加装-(254&185nm)双波长 UV杀菌消解紫外灯组件(进口灯管)和进口 PES MWCO 5000D UF 除热源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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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环境 

进水：市政自来水 

适用水压：1.0-3.5 Kg/cm
2
 

适用水温：5-40℃ 

进水 TDS 值：<200ppm(进水条件超过上述指标会影响预处理滤柱、RO 膜和纯化柱的使用寿命。) 

电源：220V、50Hz 

功率：120W 

注意：环境温度过低时，RO 膜的产水量会低于其标注的理论产量。实际产水量与理论产水量最大会有 20％的偏差。RO 膜的理论产量是

在：25℃，1atm 环境下的指标；脱盐率是在：进水 TDS＝200ppm，25℃，50psi 和 15%回收比下测得。 

 

五、 安装 

 机组安装方式：可根据安装地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应以靠近水源，放置水平平稳为原则。 

 纯水管与接头的连接方法 

 

注意：   

(1). 纯水管最好用专用的切管刀切割，如果其他工具切割，须尽量保持切割截面呈圆形，否则容易造成接头处漏水。 

(2). 插水管时，尽量插至接头底部。 

(3). 拔水管时，要按住水孔上的椭圆形螺栓，再拉出水管。 

(4). 与快速街头连接的塑料水管，在拔出重新插入时，最好将前端切断或更换新的水管，否则容易造成接头处漏水。 

 Master-S系列超纯水机安装步骤 

(1). 打开包装，取出主机、压力桶、附件盒。根据实验室布局情况，确定摆放位置。(以靠近水源、避开强烈阳光、放置水平为原则。) 

 

(2). 连接进水：关闭自来水总开关，拆下水龙头，将附件盒中的进水三通接头连接在自来水管与水龙头之间，进水三通的侧面接口与  2

分口铜球阀连接。取适合长度的 1/4" PE 水管，一端与 2 分口铜球阀连接，另一端插入主机侧面的蓝色标签“进水口”插口处。 

 

注意：如主机配有外置预过滤器，将其连接在主机和铜球阀之间即可。(如主机外配置了双级、三级过滤器、或全自动软水机，用 3

分口铜球阀和 3/8" PE 水管连接外置滤器的进水口，外置滤器的出水口用 1/4" PE 水管连接。) 

 

(3). 连接废水：取适合长度的 1/4" PE 水管，一端插入主机侧面的黑色标签“废水口”插口处，另一端导入水槽。(切勿堵塞废水口) 

 

(4). 连接压力桶：将附件盒中的压力桶球阀旋在压力桶侧面螺纹接口处至其紧密。取适合长度的 1/4" PE 水管，一端插入压力桶球阀的快

接接口，另一端插入主机侧面的黄色标签“水箱接口”插口处。 

注意：压力桶阀门应保持在常开状态，蓝色手柄与水管平行为打开，与水管呈 90 度为关闭。 

 

(5). 连接 UF 废水口(仅限加装 UF 机型)：用适合长度的 1/4" PE 水管将 UF 废水阀(正常工作时，为关闭状态)的一端插入“UF 废水口”，另

一端导入水槽即可。(建议每周冲洗 UF 膜 1 次，每次 30 秒，具体步骤为：打开 UP 超纯水出水口和 UF 废水阀，冲洗 30 秒左右，

再关闭 UP 取水口和 UF 废水阀即可。) 

至此安装过程结束。 

 终点滤器的调试： 

把终点滤器侧面排气口上的圆型螺栓旋开，按下面板上的“UP”按键，打开超纯水出水口，排除机器内部的空气，待超纯水基本充满终

点滤器时，再把圆形螺栓旋紧，调试过程结束。(如不排空气，则终点滤器有可能因为气阻而不出纯水，机器会因为高压而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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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S 系列超纯水机-安装及使用图解说明 

 

 

 

 

 

 

 

 

 

 

 

 

 

 

 

 

 

 

 

 

 

 

 

 

 

 

 

 

 

 

 

 

 

 

 

 

 

 

 

 

 

 

 

 

 

 

 

 

UP 超纯水取水口 

主要应用：HPLC、IC,ICP-MS、CF-AAS、物

理学、电化学及界面研究、分子生物学及生命

科学、动物细胞及植物细胞培养等 

RO 反渗透水取水口 

主要应用：超纯水系统进水、玻璃器皿洗涤、

农业实验、水产养殖、普通生物实验、恒温横

湿设备、加湿器及高压灭菌器用水 

4 加仑压力桶 

压力桶球阀 

废水口，导入水槽

(切勿堵塞) 

UF 废水阀(限 UF 机型) 

导入水槽 

10 寸单级过滤器(选配) 

 

水龙头 

自来水管 

进水三通 

3 分口铜球阀 

2 分口铜球阀 

水龙头 

自来水管 

进水三通 

10 寸双级、三级过滤

器、或软水机(选配) 

1/4" PE 水管 

3/8" PE 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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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使用指南 

机器的所有技术参数，出厂调试时都已根据当地水质设定好，客户无需进行任何设定即可让机器产水工作。任何工作状态及异常

状况都可在液晶屏上反应并报警。如需修改工作参数，可参见本使用说明“七、微电脑控制器说明”进行，或致电我公司由专业人员为

您指导。 

Master-S 系列超纯水机的电源开关在机箱后部，如下图：  

 

                       

                   

 

“上-下班”工作模式开关： 

 

 
 

 

 

打开自来水进水水源，插上电源插头，按下电源开关和“上班”工作模式开关，机器即开始制水工作。如需取用 RO 反渗透水或

UP 超纯水，按下薄膜面板上的“RO”、“UP”取水按键即可打开出水口。取水完毕，再次按下“RO”、“UP”取水按键即可关闭出水口，

机器此时仍继续工作，制造 RO 水往水桶里输送，以备急用，直至水桶水满，机器自动停机，关闭自来水进水阀为止(无需频繁关闭、

开启水源及电源)。此时按下任何“RO”、“UP”取水按键，机器则自动重新启动，制造纯水。以此循环，不断制造出所需的纯水。如长

时间不使用，请同时关闭水源及电源。 

如客户第二个工作日一早需取用大量纯水，可在下班前保持电源和水源开启，把“上-下班”工作模式(仅限 Master-S 系列有此功能)

开关打到“下班”档，则液晶显示器熄灭，机器转入“下班”模式继续工作，制造 RO 水往水桶里输送，直至水满后关闭自来水进水阀，自

动停机。水桶里的 RO 纯水供第二天一早使用。 

强烈建议：初次安装使用时，制造的第一桶 RO 水水满后，应按下 RO 取水按键，从左面取水口排放掉。 

注意：如无特殊情况，下班前，请务必关闭纯水机电源，切断自来水进水水源，以避免意外发生。 

注意事项： 

(1). 如无特殊情况，下班前，请务必关闭纯水机电源，切断自来水进水水源，以避免意外发生。 

(2). 系统配有终点滤器时，当超纯水水流速度明显降低时，建议更换。 

(3). 纯水机使用以后，若长时间不用，可能会引起机器内部细菌繁殖污染，造成纯化柱的交换能力下降。 

(4). 原则上，纯水机应至少每 7—10 天通水一次，使系统运转并放掉内部积存的水，以防止微生物污染。 

超纯水保持最佳水质的方法 

(1). 超纯水取水后很容易遭到环境污染，所以使用前取水(即取即用)方式时最合适的。只有把超纯水与环境接触的时间缩到极短，

才能够获得纯度极高的超纯水。 

(2). 在配置高纯度的化学试剂时，尽量不要使用长时间储桶中存放的超纯水，因为储桶经长时间使用后，会因杂质、微生物的污染

而造成水质的劣化，像这种水，在使用时已经不再是超纯水。 

(3). 纯水储桶最好安装空气过滤器，防止环境因素造成的污染。 

(4). 储水桶请勿放置在日光直射处，水温上升，容易造成微生物繁殖。特别是半透明储水桶，也会因为日光通透而造成藻类繁殖。 

(5). 超纯水取水时一定要将初期的出水放掉，以获得稳定的水质。 

(6). 取水时让超纯水顺着容器侧壁流入，尽量不要让气泡产生，可降低空气污染。 

(7). 请不要在终端滤器后再连接软管，使用直接取水的方式才能获得纯度高的超纯水。 

(8). 长时间不用纯水时，应将压力储水桶中的 RO 水全部放掉以防止污染。 

(9). 超纯水机若长时间不使用，再次使用时应把初期纯水充分放掉以确保水质。 

 

 

 

 

 

 

 

 

第一档：打开电源 

第二档：关闭电源 

第二档：待机状态-(接通电源准备工作) 

第一档：“上班”工作模式-(微电脑控制器控制工作，推荐设置在此档位下工作) 

第三档：“下班”工作模式-(显示屏关闭状态下，储水桶自动补充 RO 水、水满自动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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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微电脑控制器说明 

 操作按键说明 

机器控制器共有 6 个按键，安装在液晶显示屏下方(如下图)， 

 

 

 

从左到右依次为：RO 出水键、菜单键、位移键、增量键、确认键和超纯水出水键。 

(1). RO 出水键— RO  ：控制 RO 产水阀。 

(2). 菜单键—  MENU ：选择预修改或查询的参数项。 

(3). 位移键—         ：对要设置参数的千位、百位、十位或个位进行选择，被选择位呈反色状态。 

(4). 增量键—         ：调整被选择位的数字(0~9 循环)。 

(5). 确认键—   OK   ：在参数修改时，执行所选择的功能项 

(6). 超纯水出水键—UP：控制超纯水产水阀 

 控制流程简介 

1. 开机显示：“HITECH”(如图 1) ，显示时间约 5 秒。 

 

 

 

图 1                                     图 2 

2. 5 秒后系统检测判断供水状况。无水或水压不足则报警(如图 2)。如果供水正常，则程序继续以下进程。 

3. 检测入水电导率和预先设置的报警值，判断是否超限。超限则显示当前的测量值(如图 3)并报警。待正常后或按下“OK” 键忽略，

则程序继续以下进程，进入开机冲洗状态。 

 

 

 

图 3                                      图 4 

4. 开机清洗，屏幕显示清洗时动画画面(如图 4)，时间约 20 秒。同时监测供水状况，无水则报警(如图 2)，恢复后继续重新清洗。 

5. 清洗完成进入制水状态，屏幕显示制水时动画画面(如图 5)。同时监测供水和压力水储水桶状况，无水则报警，恢复后继续重新

制水。压力水桶水满(如图 6)，则系统声光报警提示，若干秒后自动进入主界面(如图 7)。 

 

 

 

图 5                           图 6                         图 7 

如果压力储水桶没有储满 RO 水，同样可以按“OK” 键返回主界面(如图 7)，此时机器继续制水，可进行其他操作。  

 消毒流程简介 

主界面下，连续按“OK”键 3 次可进入消毒准备界面(如图 8)，此时机器停机为用户作消毒前的准备。准备就绪后按位移键-       移

动光标至“√”处，按“OK”’键启动消毒模式(如图 9)。 

 

 

 

图 8                                    图 9 

消毒过程将持续 3－4 小时，在此期间，机器纯水出水口将关闭，机器面板操作键将失效。如强行操作需取水，必须重新启动机器

后才能退出消毒模式。 

 报警说明 

1. 无水报警：系统随时检测供水状态 

1) 开机清洗和工作中间隔清洗时无水报警：一直显示报警画面/声音(如图 2)，直到供水正常，继续重新清洗。 

2) 制水时无水报警：一直显示报警画面/声音，直到供水正常，继续制水。  

3) 正常工作时无水报警：显示报警画面/声音，报警时间 3 秒，3 秒后继续工作，间隔 1 分钟后再检测供水状况。 

2. 部件寿命报警：预处理组件(图 10)和紫外灯(图 11)。 

当运行时间等于或大于设置时间时则报警。报警时间为 3 秒。间隔 1 小时再检测。也就是寿命终止后，每隔 1 小时提示一次。



-  - 6 

直到用户延长设置时间或对该部件运行时间清零，则消除报警提示。 

 

 

 

图 10                                    图 11 

3. 超纯化柱报警：(图 12)当检测到超纯水电阻值小于电阻上限设置值时，则报警，(此时超纯水阀不能打开，如果超纯水正在产水

时报警，则超纯水产水阀自动关闭，切换到内循环状态)，间隔 10 秒后再检测。 

 

 

 

图 12 

 内循环系统简介 

本机具有手、自一体的内循环系统，可自由切换。 

主界面下按“MENU”键进入主菜单，移动光标到“REC”处，按“OK”键选择，即进入手动、自动内循环设置界面(图 13)，  

 

 

 

                                               图 13  

按增量键     ，进行内循环开启(ON)与关闭(OFF)的选择。  

 具体操作方法 

系统在运行/测量状态，按下“MENU”键进入设置密码校验状态(如图 14)，通过位移键      选择输入密码或返回测量，通过位移键       

和增量键    输入密码后按“OK”键，如果密码正确进入主菜单选项(如图 15)。如果密码错误将有报警提示；在进入主菜单后，通过

“MENU”键选择要修改的项目菜单或返回，按“OK”键，进入相应的菜单项. 

 

 

 

                      图 14                                图 15 

（1） 电导率参数设置 

在主菜单下，选择“TDS”项，按“OK”进入电导率参数设置项(如图 16)，通过“MENU”键选择修改项，位移键    选择所修改的位，

增量键   修改数据值，修改完毕，按“OK”键确认，按“MENU”键选择“返回”，按“OK”键返回主菜单页。  

(在以下的各菜单数据设置中均使用此方法设置参数，不再重述。) 

Max：TDS1(进水电导率回差)上限报警检测。 

Min：TDS1(进水电导率回差)下限报警检测. 

注：TDS1(进水电导率回差)上下限报警检测只在开机时起作用当测量值>TDS1 上限值时显示当前测量值并报警，当测量值<TDS1

下限值时取消报警，正常运行时不做检测。TDS2(RO 产水检测上下限报警暂时没用，无须设置)。 

EC：电极常数设置。常为 0.500—1.500，可设范围 0000-9999。 

TCQ：温度补偿系数。可设范围 0.020—0.040，(TDS1 和 TDS2 公用)，(出厂设置默认为 0.020/℃)。 

 

 

 

                图 16                                   图 17 

（2） 电阻率参数设置 

在主菜单下，选择“Resist”项，按“OK”键进入电阻率参数设置项(如图 17)。 

Max：电阻率(树脂柱寿命)上限报警检测。  

Min：电阻率(树脂柱寿命)下限报警检测。 

EC：电极常数设置。 

说明：树脂柱寿命报警由电阻率的上限决定。当测量值<(和电导率相反)电阻率上限值时报警并提示更换树脂柱。当测量值>电

阻率下限值时取消报警。 

（3） 内循环开关设置 

在主菜单下，选择“REC”项，按“OK”键进入内循环模式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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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循环开关设置为“ON”时，主界面下显示内循环工作状态图标，进入循环状态。 

    当内循环开关设置为“OFF”时，主界面下显示制水/水满图标。  

（4） 部件寿命设置  / 部件运行时间清零 

在主菜单下，选择“Parts”项，按“OK”键进入 部件寿命设置/部件运行时间清零参数 设置项(如图 18)。 

Pre-treat：预处理组件寿命设置。(范围 0—9999 个小时) 

UV lamp：UV lamp 寿命设置。(范围 0—9999 个小时) 

 

 

 

图 18 

Pre-treat runtime：clr——预处理组件运行时间清零。(此项将对该部件运行时间重新开始记时)。 

UV lamp runtime：clr——UV lamp 运行时间清零。(此项将对该部件运行时间重新开始记时)。 

（5） 密码设定 

所有机器出厂前的密码均默认为“1000”。 

在主菜单下，选择“Code”项，按“OK”键进入密码修改部件项(如图 19)修改密码。密码修改确定后，以后进入主菜单时的密码即

为修改后的密码。 

 

 

 

图 19                                图 20 

（6） RO 产水阀、纯水产水阀打开时间设置 

在主菜单下，选择“DISP”项，按“OK”键进入 RO 水、超纯水定时取水项，打开时间设置和手动 /自动选择项(如图 20)。 

Mode：  Manual(手动模式)；Auto(自动模式) 

UP out：超纯水产水定时取水时间设置(自动模式下有效) 

RO out：：RO 水产水定时取水时间设置(自动模式下有效) 

注意事项： 

(1). 电阻超标时，间隔 10 秒树脂柱报警 1 次。此时纯水输出阀不能打开，如要强制打开需更改“电阻率上限下限设置”人为消除报警。 

(2). 当 RO 阀/超纯水阀打开时，突然检测到水源无水或水压过低，机器会无水报警(3 秒)，报警结束后，关闭RO 出水阀/超纯水出水阀，

回到内循环状态。 

 

八、 水质监测 

Master-S 系列纯水机已装有 3 路在线式水质测定仪。用户可方便直观地读出自来水、RO 水的 TDS(总固体溶解度)值和超纯水的电阻

率数值。一般如果 RO 水的 TDS 值在进水的 10%之内(出厂指标均为：RO 水的 TDS 值=进水 TDS 值的 5%左右)，则认为 RO 膜基本正

常，如超过进水的 10%则必须更换 RO 膜。 

注意：如果把超纯水取出在容器中测量其电导率，由于空气中 CO
2等物质的溶解和纯水的不流动，是无法准确测量其电阻率的。 

备注： 

(1). 如果条件允许，电阻率仪的探头应该每年清洗一次(清洗方法：把电极探头和电极套卸下取出，放入 5％-10％的盐酸溶液或双氧水溶

液浸泡约 5 分钟，取出用纯水冲洗干净即可)，以保证测定的长期稳定精确。 

(2). 对于大多数水源，电导率/TDS 的比率为：1.2-1.7 之间，海水选用 1.4 比率而苦咸水选用 1.3 比率进行换算，通常能够得到较好的近

似换算率。 

(3). 由于自来水水温往往与室温不同，在制水过程中可能引起水中溶解空气的溢出。这些空气在通过电极时，可能会引起读数不稳定。 

(4). 当水流速度变化过大时，电阻率仪受到干扰，会引起读数不稳定。水的实际电阻率为水流速稳定时的读数。 

 

九、 维护保养 

 滤芯的更换周期 

尊敬的客户如果您能注意及时恰当的更换滤芯，则可确保长期稳定的纯净水质。滤芯的更换周期是依据当地进水水源水质的好坏而定。

一般以经验估计。当自来水进水 TDS<200ppm 时，Pre-treat(5μm PP 深层滤芯或 10 寸 PP 棉滤芯的寿命)可设定为：>400 小时以上，当

进水 TDS>200 ppm 时，可设定为：<400 小时。其他过滤组件寿命如下： 

品名 建议更换时间 品名 建议更换时间 

5μm PP 深层滤芯 约 2-6 个月 100 GPD RO 膜 约 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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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F 复合滤芯 约 1 年 超纯化柱(进口树脂) 约 1000 升纯水/柱 

精密活性炭滤芯 约 6 个月 MWCO 5KD UF 除热源组件 - 

后置活性炭滤芯 约 9000 升水 双波长(185&254 nm)UV组件 - 

10 寸 PP 滤芯 约 2-6 个月 双波长(185&254 nm)紫外灯(进口) 约 9000 小时 

10 寸 KDF 复合滤芯 约 1 年 0.2μm 进口 PES 终端滤器 - 

10 寸活性炭棒滤芯 约 6 个月   

备注： 

(1). 以上时间设定以每天 5 小时工作计算，视具体用水量可适当调整时间。 

(2). 如果进水 TDS>200ppm 或用量过大时，建议适当缩短上述前三级滤芯更换时间，或加装外置预滤器。否则会影响纯水水质和

后续超纯化柱的使用寿命。具体请洽讯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 

 滤芯的更换方法 

注意： 

(1). 滤芯的更换必须在切断水源和电源的条件下进行。 

(2). 更换过程中会有水溢出，尽量避免水溅湿电阻率仪的集成电路板，否则将造成电阻率测量不准确或损坏电阻率仪。 

1.前三级滤芯的更换方法： 

关闭进水球阀和压力桶球阀，按下面板上的“RO”取水键，排掉机器内部的 RO 水(让系统减压)，然后切断电源，打开机器左侧机壳(正

对机器正面时)，拔出快速接头处的插片，拔出滤芯两端的快接头，取出需更换的滤芯，放入相应的新滤芯，滤芯两端插入原来拔下的快

接头，再插入插片即可。 

如机器加装外置预处理装置，外置滤芯的更换方法，参见外置滤器使用说明。 

2.RO 逆渗透膜的更换方法： 

(1). 拔下渗透膜壳上方快接头处的水管。 

(2). 逆时针方向旋开渗透膜壳上方的顶盖。 

(3). 左手握紧逆渗透膜壳，右手用钳子夹住旧的反渗透膜，将其拔出管外。 

(4). 将新的反渗透膜塞入反渗透膜壳，至膜壳底端。然后轻轻转动反渗透膜，使膜与膜壳接触紧密。 

(5). 然后顺时针方向旋紧渗透膜壳上方的顶盖。 

(6). 最后把水管插入渗透膜壳上方的快接头处，再把膜壳归位即可。 

3.后置纯化柱的更换方法： 

打开机器右侧机壳(正对机器正面时)，拔出纯化柱两端快接头上的水管，取下旧纯化柱，更换新纯化柱，按原来的顺序重新插入连

接水管即可。 

其他过滤组件更换方法，请致电我公司，我们的专业工程师将为您指导。 

 

十、 故障诊断 

如机器发生故障，请第一时间致电我司，我们的专业工程师将为您指导解决问题。 

 

十一、 注意事项 

(1). 请勿随意拆下机器上的零部件，以防漏水，损坏机器。 

(2). 储水桶上有一气嘴，请勿放气。 

(3). 请勿使用与额定电压不相称的电源。 

(4). 长期不用时应拔出电源插头，关闭进水球阀，切断电源。 

(5). 装卸、搬运、搬运时应小心轻拿轻放。 

(6).  

十二、 售后服务 

产品自购买之日起，非人为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故障，凭保修卡免费维修，免收材料费。 

下列情况不属于保修范围： 

(1). 用户未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用、维护保养而造成机器故障的; 

(2). 由于碰撞、未经许可的自行拆卸、超时使用滤芯而造成机器故障的; 

(3). 因使用非本公司耗材和配件而造成机器故障的; 

下列情况所产生的后果不属于本公司承担的范围： 

(1). 未经许可的自行拆卸后而造成漏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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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经过非本公司授权的维修商/维修人员而造成漏水的; 

(3). 机器适用的水温为：5-40℃，低于最低水温造成机器内部结冰，在温度回升时引起机器零部件开裂而造成漏水的; 

(4). 人为或不可抗力造成机器损坏而造成漏水的。 

 

 

各级滤芯和反渗透膜属于易耗材料，不属于保修范围。 

 

技术支持电话：400-600-6097 转 2 

上海和泰仪器有限公司- 

美国 Sciencetool 国际集团- 

技术合作 

上海和泰仪器有限公司出品 

电话：021-6608 1800 

传真：021-5779 5003 

网址：www.high-tech.cn 

 

产品技术参数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http://www.high-tec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