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产品部件

一 安全注意事项

版本号：YCZ·SM59：VER1.0
执行标准：Q/SPD 18-2017

◆ 本产品进水水质为市政直来水，工作压力范围为0.1MPa~ 0.4MPa，适用水温为5℃~38℃，适用
环境温度为4℃~40℃，严禁超范围使用。
◆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或户外，以免造成产品部件老化。
◆ 如因安装要求，需要自行外购配件时，请用户选择合格产品。
◆ 儿童及无行为能力的人，请在监护人监督下使用本产品。
◆ 请注意滤芯定期更换，否则可能会影响出水质量与引水口感。
◆ 未按上述注意事项操作所造成的后果，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C6

◆ C6 结构介绍

净水滤筒

商标持有人：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商：浙江苏泊尔厨卫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滨路
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717
网址：www.supor.com.cn
被委托生产：佛山市顺德区苏格伦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高新区顺盈路9号
顺德高科智能科技产业中心13栋101之二

水龙头连接件

二 装箱清单

水龙头连接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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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出水口

三 产品特点
◆ 净水器可以去除水中的大块沉淀物、铁锈、泥沙、红虫、胶状物等。
◆ 有效对原水净化，确保出水新鲜安全。
◆ 卡口型安装确保滤芯更换迅速、简便、安全。
◆ 可以自主切换原水与净水两种水质。

原水出水口

◆ C6 复合滤芯
硅藻膜

四 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

苏泊尔牌SJL-H1水龙头净水器

产品型号

SJL-H1

产品货号

C6

进水水质

市政自来水

工作压力

0.1~0.4MPa

净水流量

0.5L/min

额定总净水量

50L

适用水温

5~38℃

安装位置

水龙头出水口

产品尺寸

135×59×110 mm

卫生许可批件号
出水水质

椰壳活性炭

◆ C6 产品配件

粤卫水字[2018]-11-第S0014号
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
一般水质处理器》（2001）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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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接头

扳手

■ 滤芯维护方法：

六 安装说明
■ 三种不同水龙头安装：
⒈ 无牙水龙头安装方法
★ 注意：本产品不配备螺丝刀，请在安装前自备使用。
(图2)

(图1)

步骤二：
外牙配件与内牙水龙头拧紧后已经固定了，
请把扳手从外牙接头拨出。然后左手托着净水
器的整体对接水龙头连接套环并往左旋转，将
其拧紧，如 (图6) 所示。
步骤三：
打开水龙头试水，上下扭动净水切换扳手，
检查是否有漏水现象，没有漏水现象的，将水
龙头打开通水，过几分钟后，将黑水流净便可
使用，如右 (图7) 所示，安装完毕。

■ 滤芯安装及更换方法：

■ 日常维护及注意事项:

(图7)
无牙水龙头

多功能接头

⒊ 外牙水龙头安裝方法

一字镙丝刀
(自备)

步骤一：
用一字螺丝刀将多功能接头松开，套入到无牙龙头出水嘴上，
再用一字螺丝刀拧紧多功能接头，确保拧紧，否则此处会漏水。
如上 (图1) 所示。
步骤二：
先拧松净水器上的水龙头连接套环，使其与整机分离，再取
出扳手对准适用内牙接头上的六角形插口组合起来，然后把水龙
头连接套环盖在组合件上对接多功能接头，同时将其拧紧。如右
(图2) 所示；确保拧紧后，这时候水龙头连接套环已经和多功能接
头固定了，把手板从内牙配件中拨出来；然后左手托着净水器的
整机对接固定在多功能接头上的龙头连接件并往左旋转，将其拧紧。
步骤三：
打开水龙头试水，上下扭动净水切换扳手，检查是否有漏水
现象，没有漏水现象的，将水龙头打开通水，过几分钟后，将黑
水流净便可使用，如右 (图3) 所示，安装完毕。

(图3)

防水垫

(图4)

步骤三：
手握净水器，把滤筒盖打开。

(图5)

步骤一：
先准备好合适的外牙配件，拧下水龙头上的起泡器如 (图4) 所示。
再拧松净水器上的水龙头连接套环，使其与整机分离，然后取用
扳手对准外牙接头的六角形插口组合起来，再套上水龙头连接套环对
准内牙水龙头并旋转扳手，将其拧紧，如 (图5) 所示。

■ 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步骤一：
先准备好合适的内牙配件，拧下水龙头上的
起泡器如 (图8) 所示。
先拧松净水器上的水龙头连接套环，使其与
整机分离，取用扳手对准内牙接头的六角形插口
组合起来，然后放置防水垫，再套上水龙头连接
套环对准外牙水龙头并旋转扳手，将其拧紧，如
(图9) 所示。
步骤二：
内牙接头与外牙水龙头拧紧后已经固定了，
请把扳手从内牙接头拨出。然后左手托着净水器
的整体对接外牙水龙头连接套环并往左旋转，将
其拧紧,如 (图10) 所示。
步骤三：
打开水龙头试水，上下扭动净水切换扳手，
检查是否有漏水现象，没有漏水现象的，将水龙
头打开通水，过几分钟后，将黑水流净便可使用，
如右 (图11) 所示，安装完毕。

(图9)

(图10)
步骤四：
从净水器中取出旧滤芯进行更换。

步骤五：
把滤筒盖合上净水器上。

主机与接头连接处漏水
步骤六：
顺时针旋转滤筒，确认拧紧
后，更换完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滤芯桶与阀芯
连接处漏水

滤芯桶与阀芯连接处防水圈没有放置平整

拧下滤桶将阀芯连接处防水垫片放置平整

滤芯桶上下壳
连接处漏水

连接处防水圈有异物附着、防水圈损坏

将防水圈取出用清水清洗、更换新的防水圈

阀芯切换把手
处漏水

滤芯桶与阀芯连接处防水圈没有放置平整

拧下滤桶将阀芯连接处防水垫片放置平整

原水与净水
同时出水

切换把手没有切换到位、阀芯损坏

上下两档拧到底即可、更换阀芯

主机与接头
连接处漏水

阀芯与接头连接处防水硅胶反装

将防水硅胶带钢网凹孔面朝下装入

净水出水
量很小

陶瓷滤芯堵塞、阀芯入水口钢网堵塞、
原水压低

用砂纸打磨清洗陶瓷滤芯表面污渍、
取出入水口钢网清洗、加装增压设备

七 日常保养以及维护
建议滤芯使用期

■ 滤芯使用寿命：

(图11)

(图6)

1、在首次使用复合滤芯时请先放水一段时间，让自来水
通过滤芯流出至水清澈为止，因滤芯内的活性炭在运
输过程中产生碰撞而造成部分细小炭粉尘，出水呈现
复合滤芯
复合滤芯
黑色属于正常情况，过滤后的水均为净化水，如长时
毛刷维护
砂纸维护
间停用净化水时请先排10秒钟的净化水后方可正常使
用过滤出来的水质。
2、为了延长滤芯的使用寿命，用完净化水后请将选择开关锁定在原水处。
3、请不要在水温高于40℃的情况下使用陶瓷滤芯净化水，以免损坏滤芯内部滤料。
4、本产品使用于市政自来水，不明水源请慎用。
5、为了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请及时更换滤芯。
6、注意自来水的水压，以免损坏净水器。

22/24內牙接头
(图8)

★注意：内牙水龙头内必须放置防水垫否则会漏水。

扳手

步骤二：
手握净水器，逆时针旋转滤筒，
并把滤筒松开。

防水 垫

⒉ 內牙水龙头安裝方法

22/2 4外 牙接 头

步骤一：
撕开滤芯保护膜检查
滤芯嘴防水圈是否掉
落，滤芯是否受损。

★注意：外牙水龙头内必须放置防水垫否则会漏水。

防水 垫

1、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属于免费维修范围：

在使用过滤水质的过程中，当水量明显减少时，请拧
松滤芯外筒打开滤筒盖把滤芯件取出；复合滤芯可用砂纸
或者毛刷清洗硅藻表层，但不能用力过大，将硅藻表层洗
见白色即可，如水通量还不理想请考虑更换新的滤芯。

陶瓷滤芯
由于 用水量、 水压、 水质 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
6~8个月
滤芯的使用寿命，在不同区域下使用龙头净水器的净化效果，
滤芯的使用寿命也会随之变化，过滤水质次数越多滤芯使用
*以上建议滤芯使用期仅供参考，请
寿命越短，因此本公司在此建议用户定期对滤芯进行维护及
根据实际使用者在日常使用过滤水
更换，更换周期以用户日常用水的实际情况为准。
水质的出水量为准。

八 售后服务
服务政策：
整机自购买日起提供一年保修服务（滤芯除外），保修期的起始日期以所购买产品的发票日
期为准，在家庭正常使用情况下，非人为导致的破裂或损坏，购买者可以带上保修卡、发票和损
坏产品到苏泊尔特约维修点办理维修。

● 由于没按说明书上要求操作而造成的故障；
● 由于跌落、碰撞等认为因素而造成的故障；
● 由于自行拆卸、修理而造成的故障；
● 由于意外、误用、乱用、故意损坏而造成的故障；
● 商业用途上造成的变色、擦伤、积垢或过热损坏等造成的故障；
● 使用年限之内的超保产品；
● 由于未使用本公司所提供的配件，而造成的故障。

2、对于超过保修期或不属于免费维修的产品，本公司顾客服务部也会热情为您服务。
● 制造单位有改型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 本说明书上所有内容均经过认真核对，如有任何印刷错漏或内容上的误解本公司有保留最终
解释权。

联系我们：
感谢您对苏泊尔产品的信任与支持！为了更及时地为您提供维修、咨询等服务，请认真填写《苏泊尔
产品保修卡》，并妥善保管。您在使用过程中如有疑问，欢迎拨打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717 我们联系，
我们将尽快给予您满意的答复。
顾客服务部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滨路
全国服务热线：400-8899-717
服务网点联系方式如有改动，敬请查询www.supor.com.cn苏泊尔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