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LOPUR 净水器使用说明书（中文版） 

 
[台上式] 

 
适用 FILOPUR HU-ST 型、HU-A 型、HU-K 型、HU-N 型、HU-RA 产品

的操作说明书。安装和使用净水器设备之前，请先参阅本产品说明书。 

 

晶莹透彻的安全饮用水 

FILOPUR 家用装置和其自动消毒滤水器可让您享有高品质、无菌的饮用

水。并且 FILOPUR 还保留了必要的矿物质。有了 FILOPUR 净水器，你

便可轻易地从水龙头中获得低成本的饮用水。你无需聘请水管工人或进行

电气连接。只需将 FILOPUR 设备安装在水龙头上即可。FILOPUR 系统

可在滤水器未完全被消耗尽之前，自动阻断水流。FILOPUR 设备是可靠、

高品质的老字号瑞士产品，曾经过大量世界知名机构和大学的严格检验。 

 

 
图-1 

所有的 FILOPUR 设备都含有 C1 薄型滤芯（图 1-11），可完全消除或大

量减少：  

－ 细菌如 E 大肠菌、蓝氏贾第鞭毛虫、裂体血吸虫、霍乱菌、变形虫、

沙门氏菌。 

－ 病毒如肝炎病毒、小儿麻痹症等（至少高达 99%） 。 

－ 所有小于 1/1000 毫米的粒子（铁锈、石灰质等） 。 

－ 导致不良味道或气味的物质（氯、腐酸等） 。 

－ 放射性微粒和溶解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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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氢化合物（包括氯化的）、汽油、油脂等。 

－ 除草剂、杀虫剂、部分重金属。 

装有预滤器辅助滤盒并具备有进一步的应用功能  

 
图 2 

－“硝酸盐”（CN 滤盒=图 2-10.1）：可进一步去除有害硝酸盐。 

－“钙”（CK 滤盒=图 2-10.2）：减少碳酸盐硬度，使咖啡和茶更加美味。 

这两种类型的滤水器的水质可用测试条便可轻易地进行测试。 

CN 型和 CK 型的滤盒可用食盐更新使用（详细指示请参阅产品所附的文

档） 。 

－ 活性碳（CA 滤盒=图 2-10.3）：可吸收大量的有害化学物质，但是不可

更新使用。 

注意！  

－ 本净水器是专为改善城市市政自来水而设计的，主要适用于家庭使用。

具有“随用随取”（Point of Use）的特点。用户有责任按照国家标准来使

用本净水器。 

－ 水压压力必须是介于 1-4 bar （1-4 公斤/厘米
2
）之间。水压如果低于

1bar，请使用低压分流阀；如果遇到高压情况，请安装一个减压阀。 

－ 水温不可超过 35°C，因为热水将影响滤水器的性能。 

－ 请在 24 小时之内饮用净化过的水。如果净水器已经 2 天没使用，再

次使用时请放掉第一公升的净化水。 

 
图 3 

 2



滤水器设备的安装指示  

第一步：将开关阀门旋在水龙头上： 

－ 旋松水龙头上的末端过滤筛。选用适当的螺纹和垫圈；共有四种可选：

图 3 内的 M22, 1/2”, 3/8” 螺母和 M24 螺栓。 

－ 请在无螺纹水龙头上使用橡胶适配器（图 3a-21）；去除橡胶插入件（图

3b-25）以便匹配水龙头。 

 
图 4 

第二步：为 FILOPUR 设备找个位置 

 

 
图 5 

 

 

图 6 

将水管一端插入开关阀接口（图 6b-3），另一端则插入净水器的入口处（图

5-7）。将净水器安装在适当的位置，以便过量的水能流入水槽。确保水管

够长，可连接净化器和开关阀门。有三个可用的装置位置（图 4）：  

－ 离水槽上方约 40 公分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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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架的厨橱下方。 

－ 安装在排水板上，以便轻易取下来。 

第三步、将设备固定在使其入口(图 5-7)面朝水龙头的地方：  

－ 挂在墙上：以 30 度的角度将钉子打入墙上，直到钉子的顶部凸出 4 毫

米为止。 

－ 将它粘贴在高架柜橱下方：用双面胶（图 5-9）贴在设备的背部（图 5-6）。

除去胶纸上的保护蜡纸，然后用力将设备按在必须是人造的、极为光滑、

干燥、干净、和无油脂的表面。 

 

享有清澈剔透的 FILOPUR 饮用水 

 

 
图 7 

－ 插入出口延伸器（图 6-15），将设备前部和出口延伸器转到想要的位置。 

－ 打开冷水水龙头，拉出开关阀门拉手（图 6b-2）；即可马上享有用

FILOPUR 法净化 的饮用水。 

－ 要阻断水流，可关掉水龙头或按下拉手（图 6b-2）2 秒钟。 

注意：只要是新安装的净水器滤芯，或净水器滤芯已超过两天没有使用，

就请先将第一公升的净化水放掉。 

保养：用普通肥皂清理设备外壳。将开关阀门隔夜浸泡在醋溶液中，以便

除垢。拉轴可用食油进行润滑。 

 

净水器滤芯及其寿命 

a) 在使用净水器的过程中，流水量可能会下降，自动消毒薄型滤水器

“C1”(图 1-11) 仍可保持其功效。在使用 6 个月后或在流水率降至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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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分钟时，必须进行更换。 

b) 增强型活性炭滤盒（CA 辅助滤盒=图 2-10.3） 必须在使用 12 个月后，

或在使用过 4 个轻薄型的 C1 滤芯后更换掉。 

c) 增强型去硝酸盐(CN辅助滤盒 =图 2-10.1)和增强型除钙 (CK辅助滤盒

=图 2-10.2)滤盒将根据污染程度达到饱和。请用试纸（图 7c-19/20）

对污染程度进行测试。欲知如何再生滤盒， 参见所附的黄色指南。最

多更新次数：50 次。必须在使用 24 个月后更换滤盒。 

 

更换滤芯 

 
图 8 

注意：请在滴水停止后才打开闭锁环（图 8a-6/17）。 

－ 将闭锁环拉开，来回拉转其前部和滤芯以便拆开滤水器。将阻塞的滤水

器 C1（图 2-11）和（或）已耗损的 CA（图 2-10.3） 换掉。重新组装

时请小心地将柱头螺栓装入相对的小孔。将前后的部件拉紧。 

－ 将闭锁环前半段从锁扣端开始固定， 沿着容器的轮廓将它按住，一直

到达中心。 

－ 对闭锁环的第二部分重复进行上述步骤，直到卡到位。你将会听到“咔

哒” 的一声。 

 

更换滤芯和滤盒－旅行者系列 

C1.1B 滤芯：用于所有家用净水器的标准自动消毒滤水器。 

C1.1G 滤芯：处理较混浊自来水或旅行单元， 装上集成前滤器的自动消

毒滤水器。 

CN、CK、CA 滤盒用于 HU-N 型、HU-K 型和 HU-A 型净化器并附加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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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滤盒。 

配件：低压分流阀、高压阀、橡胶变压器、硝酸盐和水硬度测试条（HU-K、

HU-N 有） 

[台下式] 

 
适用 FILOPUR HU-ST 型、HU-A 型、HU-K 型、HU-N 型、HU-RA 产品

的操作说明书。安装和使用净水器设备之前，请先参阅本产品说明书。 

 

根据使用者的需要可选用台下式 FILOPUR 滤水器。台下式 FILOPUR 的

净化功能与台上式相对应的型号完全一样。 

 

 
图-9 

 
安装附件 

1/2”三通 1 个、1/4”小球阀 1 个、ATEU0606M 快接直插 2 个、安全插片 2

片、无压净水龙头一副。 

 

滤水器设备的安装指示（可请当地经销商指派专业水管工人或在专业水管

工人辅导之下安装） 

第一步：安装部位选择 

－建议设备隐蔽式安装在橱柜内水槽下方合适位置。 

－净水龙头建议选择安装在水槽角或橱柜台面上合适位置，以便过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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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流入水槽。 

第二步：设备安装 

－用附件的三通和小球阀连接自来水管。三通、球阀、自来水管连接处须

缠适量生料带，以防渗水。 

－将 2 个 ATEU0606M 快接直插用力插入设备的进、出水孔并到底，同时

将插口旋转至适当方向以便直线连接塑料软管。 

－将设备用螺钉悬挂或用双面胶固定在橱柜内壁上，也可平放在合适位置。 

－在水槽角、或橱柜台面上合适位置开个与净水龙头固定竿相应的孔径，

然后将龙头插入该孔，再用龙头固定螺栓将净水龙头与台面固定。 

 

图-10 

第三步：连接（参见图-10） 

－将无压净水龙头自来水进水管连接到球阀（必须旋紧球阀锣帽，不致软

管脱落）。 

－将无压龙头自来水出水管用力插入设备入水口(快接直插)。 

－将无压龙头净水入水管用力插入设备净水出水口(快接直插)。 

－为防止误将软管拔出，请将所附安全插片分别插入设备二端的快接直插

的插片槽内。 

 

免费附赠品（针对本手册所指所有 FILOPUR 系列产品） 

中国经销商鉴于中国部分地区城市输水管网、屋顶水箱等老化而造成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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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用户自来水管道中杂质超标、二次污染。为延长 FILOPUR 滤芯的使

用寿命，我们特随产品免费附赠 DMT 快插式前置预过滤器一个，连接安

装于设备入水前端。请定期旋开预过滤器进行滤网冲洗。 

 

预过滤器 台上式 连接示意图-11（台下式安装连接部位相同） 

 

图-11 

质量保证 

除了不恰当的操作外，自购买之日起，我们将为 FILOPUR 设备提供一年

的质量无缺陷保证，并且免费更换损坏的部件（不包括滤芯和滤盒）。 

 

FILOPUR®

上海伟泓基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69 弄 3 号楼 308 室 

邮编：200030 

电话：86-21-64692100 

      8006200480 

电邮：service@cuno.cn 

网址：www.filopu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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