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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渗透净水机消费指南/2014

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和水污染现象频发，饮用水安全也成为公众关

注的热点。被污染的水进入身体以后，人体就充当了“过滤器”的角色，

各种杂质和有毒物质日积月累，如果不能够排出体外，就会导致多种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家用净水设备已经成为品质生活不可或缺的健康家

电。采用反渗透技术的净水机恰恰是家用净水设备家族中，被公认的安

全性最高、净化最彻底的产品。优质的反渗透净水机可以将有害物质过

滤掉，为消费者打造安全饮水防线。

然而，现在市场上的反渗透净水机品牌众多，产品五花八门，在给

消费者提供较大选择余地的同时，也给如何选择带来困扰。在现实的选

购过程中，由于受到相关专业知识的限制，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反渗透

净水机的优劣。加上一些厂商在宣传当中鼓吹众多新概念，使消费者更

如堕入“云里雾里”。面对这一情况，消费者脑中肯定会萦绕一个疑问：

怎样才能选择一台真正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反渗透净水机呢？

为此，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的饮水电器专业委员会委托《电器》杂志

社，特别制作了《反渗透净水机消费指南》，希望能给消费者提供想要的

答案。这本指南得到了安吉尔、A.O. 史密斯、美的、白雪等主流净水器

生产企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帮助消费者厘清各种概念，拆穿促销噱

头，从而走出选购误区同时，这本指南还推荐了许多优秀企业的优质产品，

希望能给消费者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需求选择一款合适的反渗透净水机

提供直接的帮助。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

健康生活，
从安全饮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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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关键词解读
助您了解反渗透净水机

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作为消费者，自身

和家人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您关注的头等大事。在想

方设法强身健体的同时，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饮用

水质量安全问题，是否引起过您的关注？

反渗透净水机是最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产品，或

许您曾经在卖场里或者亲朋好友的家中看到过这一产

品，那么，您是否也准备给自己的家庭饮用水安装一

道这样的“安全屏障”？这就需要您首先对它的产品

知识有所了解，这样，在购买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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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净水机究竟是什么样的设备？这肯定是您首先想了解的问题。其实，简单

形象地讲，这种产品就是一个小型化的纯净水厂，以自来水作为水源，通过反渗透等

水处理技术净化出纯水。一般来说，家用反渗透净水机精致小巧，安装于厨房，并配

有一个专用龙头，出水可直接饮用。

再说得具体一些，反渗透净水机主要部件包括预处理装置、增压泵、反渗透膜、

后处理装置。按照形状和安装位置划分，反渗透净水机分为壁挂式、橱下式及台上式；

根据主机和储水桶的结合情况，可分为分体式和一体式。近年来在市场上也陆续出现

了无储水桶的大流量反渗透净水机，因此，目前市场上的反渗透净水机还分为有桶和

无桶两种机型。

虽然反渗透净水机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是反渗透技术和反渗透膜，但是市场上的反渗透净水机并不是只应

用这一项技术，它是具有层级过滤概念的产品。一般来说，反渗透净水机通常是 4 〜 5 级过滤，即 PP 棉、前

置颗粒炭、前置压缩炭或超滤膜（部分品牌不设此级滤芯）、RO 反渗透膜、后置活性炭。

其中，负责第一层 (级 )过滤的 PP 棉可以对自来水进行预处理 ,滤除水中的泥沙、悬浮物、胶体、杂质等。

负责第二层 ( 级 ) 过滤的颗粒活性炭滤芯 (GAC) 能吸附水中余氯、异味及固体杂质。负责第三层 ( 级 ) 过滤

的压缩活性炭滤芯 (CTO) 可以进一步吸附水中的这些杂质，有的品牌产品会在这一层采用超滤 (UF) 装置，可

去除细菌以及大分子有机物等。负责第四层 ( 级 ) 过滤的是反渗透膜 (RO 膜 )，能够彻底去除水中病毒、高价

离子及复杂单价离子、分子量大于 100 的有机物，同时允许水分子通过。第五层过滤用物质后置活性炭的主要

作用则是调节水的口感，使其甘醇甜美。

反渗透 (Reverse Osmosis 简称 RO) 技术是反渗透净水机的核心技术，也

称逆渗透技术，它是美国太空总署集合多国科学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花

费数十亿美元，经过多年研究而成。其原理是在原水一方施加比自然渗透压

力更大的压力，使水分子由浓度高的一方逆渗透到浓度低的一方。

这个过程中，反渗透膜是关键零部件。目前反渗透膜基本都采用芳香

族聚酰胺复合膜。一般来说，RO膜孔径很小，是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五（10-6

微米）。在一定的压力下，H2O 分子可以逆渗透通过亲水性 RO 膜，而原水中

的其他物质则无法通过。

产品定义

层级过滤

反渗透(Reverse Osmosis)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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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净水机与其他家用净水器相比有一些专有特点，其中

就包括产生浓缩水的问题。反渗透净水机在工作时，一部分水经

过膜过滤后，到达膜的另一端成为净化水，直接输送到水龙头以

供使用，但一部分含有杂质及有毒物质的水会被膜截留成为浓缩

水。总体来说，浓缩水中有可能会留有有害物质，一般厂家的做

法是在安装设计时，将其直接排掉，但是也有部分企业会根据消

费者需求，将浓缩水通过管道或装置加以回收利用，用于家庭中

洗衣服、冲厕所等生活用水，达到节水的目的。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反渗透净水机的纯水和浓缩水比例约为

1:3。一些公司研发的最新技术已经能将浓缩水量大幅度减少，如

A.O. 史密斯的MAX3.0 专利长效反渗透技术已经将纯水及浓缩水

比例提升为 1:1，反渗透滤芯寿命可达 3年。

其实，我们每天饮入口中的自来水并不是像想象得那么安全，由于水源

监控不严以及管道二次污染等因素，自来水的污染风险很大。污染物主要包

括细菌、病毒、微生物、能滋生细菌的有机物、自来水厂消毒残留的余氯及

重金属等。其中的重金属污染对人体来说风险最大且最难去除。自来水原水

中有可能混入的重金属包括铅、镍、硒、铋、钒、金、铂、银、砷、铁、锰、铅、

镉、汞、铬等，这些重金属对人、畜有直接的生理毒性，尤其是对老人和儿

童的健康危害最大。目前绝大多数自来水厂还使用传统水处理工艺，如果水

源被重金属离子所污染，传统工艺去除能力有限。

去除重金属，恰恰是反渗透净水机的强项。国家卫生部卫监发 [1998]19

号文件附件 4《反渗透饮水处理装置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定》就对反渗透净

水机的净化处理效率和出水水质有所要求，具体如右表。

这是一个化学概念，在反渗透净水机性能介绍中出现频率较

高。其实它的涵义就是，在采用膜分离法、化学或离子交换法去

除水中阳离子的过程中，去除的量占原量的百分数称为脱盐率。

它在反渗透系统中的定义是指通过反渗透膜从系统进水中去除可

溶性杂质浓度（盐）的百分比。

浓缩水

有害物质去除率

脱盐率

反渗透净水机净化功能的要求

项目 起始浓度 去除率

砷 0.30mg/L ≥ 83%

镉 0.03mg/L ≥ 83%

铬（六价） 0.15mg/L ≥ 67%

铅 0.15mg/L ≥ 90%

( 硝 ) 酸盐氮 30.0mg/L ≥ 67%

四氯化碳 78μg/L ≥ 98%

三氯甲烷 300μg/L ≥ 95%

氟化物 8.0mg/L ≥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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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反渗透净水机基本概念和性能有了初步了

解之后，您对这一产品已经具备一定的鉴识能力，

但是想要在市场上繁多的品牌中，选到优质的、适

合自己家庭需要的产品，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下面给您介绍五大选购秘诀，希望能帮助您擦亮双

眼，选到心仪的反渗透净水机。

5个技巧大揭密
助您选购反渗透净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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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净水机是与家庭装修

密切相关的产品，主要装于厨房

内。不管是橱上式还是橱下式产

品，一般都会配有一个储水桶，同

时还存在水电连接等问题。这就

需要您在购买这一产品前，要先

考虑好它在自家厨房的放置位置，

甚至在厨房装修时就考虑好这一

问题，进行相应的水电改造，避

免买回家后没有合适位置安装的

尴尬。并且，预留安装位置，还

可以根据自家情况选择不同型号

的反渗透净水机。

1．预留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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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净水机安装比较复杂，并且是涉水

产品，自己安装或更换滤芯存在安全隐患，不

适合用户自己安装。您在购买反渗透净水机时

还应考虑厂家、商家是否具有上门安装的服务

能力。同时，反渗透净水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需要更换滤芯，是一种需要长期售后服务的产

品，购买时应考虑厂家、商家在当地是否具有

稳定的售后服务部门。

通常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会具有较强的售

后服务能力，规范的服务品质应该成为您选择

产品时重要的参考指标。安吉尔、A.O.史密斯、

美的、白雪等专业负责的企业会对您提供全程

服务，从安装、维护到周期性的设备巡检，以

及免费的售前检测水质等，使用户的用水健康

与安全得到绝对的保证。

在选购反渗透净水机前，您还应该对自己家庭所需的产水量有所了解，以此

选一款适合自己家庭用水实际情况的反渗透净水机，避免在买完反渗透净水机后，

才发现水量不够用。

反渗透净水机的产水量一般采用加仑（英文简写 GPD）来表示，如 80GPD 的

反渗透净水机，是指反渗透净水机一天的产水量为 80GPD，相当于每小时产水量为

12 升（一加仑约等于 3.75 升）。每小时 12 升制水量的反渗透净水机可以供应一个

3~6 口人家庭的饮用水、做饭等食用水需求。您可以根据这一比例来计算出自家需

要选购的产品（市面上最常见的是 50 加仑的反渗透净水机）。

反渗透净水机属于国家 ( 卫计委 ) 规定的涉水

产品，每一款产品上市销售时必须获得省卫生厅颁

发的卫生许可批件，经过技术监督部门鉴定，出水

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

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然而，由于目前净

水行业还不规范，很多小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产品

根本就没有卫生批件，有的是多款产品套用一个卫

生批件。

您在选购净水器时应该首先考虑，购买的产品

是否具有卫生许可批件，只有有卫生批件的净水器

才是合格产品。具体的涉水批件查询方法为：百度

搜索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公众查询→涉水产品批

件库→输入产品名称或批件号→查询结果。您也可

以通过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网站友情链接查询省市

级批准的涉水批件。

因品牌众多，附加功能不同，反渗透净水机价格差别也很大，低至五六百元，高至七八千元。例如，具有加热、

制冷功能的冷热型反渗透净水机使用方便，但价格较高，这时就需要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

此外，有些反渗透净水机的滤芯寿命短，更换频繁，会加大后期的使用成本，但一些品牌革命性的新技术

可以使滤芯的寿命更长，这就可以给精打细算的您带来使用成本的节约。

2．根据家庭需求选择合适产水量的产品

3．选择有涉水批件的产品 4．选择售后服务好的品牌

5．精打细算，选择合适价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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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渗透净水机作为电器类产品，随着时间推移，在

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故障出现，但是因为不够专

业，可能您不知道反渗透净水机出现故障后是哪一部分

零件出现问题，因而和经销商沟通上会产生分歧，因此，

一些简单的常见故障的判断和解决办法，对您来说十分

有用。同时，在反渗透净水机首次使用和日常使用过程

中，您还需对一些必要的常识加以了解。

3大问题需注意
助您用好反渗透净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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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一：高压泵不启动，无法造水

出现这一故障时，您需要检查是否停电，插头是否插好；低

压开关是否失灵，不能接通电源；高压开关或水位控制器是否失灵，

无法复位。另外，您还可以检查一下变压器、保险丝是否烧毁。

故障二：高压泵正常工作，但无法造水

出现这一故障的原因有可能是高压泵失压、前置滤芯堵塞 (纯

水、浓缩水均无或浓缩水少 )、逆止阀堵塞 (有浓缩水，无纯水 )、

RO 膜堵塞，以及因电磁阀失灵而不能有效开启。

故障三：水满后机器反复起跳

出现这一故障的原因有可能是原水压力不足、逆止阀泄压、

高压开关失灵、系统有泄压现象。

故障四：压力桶水满但纯水无法流出

出现这一故障的原因是压力桶泄压及后置活性炭堵塞，您可

以检查压力桶球阀是否损坏。

故障五：纯水与废水比例严重失调

出现这一故障时，您可以检查冲洗电磁阀是否损坏、浓缩水

比例器是否堵塞及 RO 膜是否堵塞。

故障六：噪声大

出现这一故障时，您可以检查是否原水管路断水，造成增压

泵空转，致使反渗透净水机噪声大；原水是否正常，如果是无塔供

水，是否水中有气体；是否增压泵出现故障，震动过大，有摩擦声等；

反渗透净水机摆放是否稳固，是否水管过长，泵的震动使水管敲击

机壳；是否热水沸腾造成噪声过大，以及压缩机是否正常。

故障七：漏水

您可以检查反渗透净水机水路，查找漏水点，同时，检查小

联通是否漏水。如果漏水点非常小，不容易检查时，您可以用干燥

的面巾纸铺在水路上测试。

使用时的常见故障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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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常进行顺冲洗。在日常使用自来水龙头取水的时候也就是对反渗透净水机进行顺冲洗，建议在取用净化水之
后打开自来水龙头进行冲洗一下，把截留的污染物及时清理掉，保证反渗透净水机较高的水通量，使其使用的时间延长。

2 反冲洗恢复产水量。要是反渗透净水机通过顺冲洗后产水量还是很小，就应该考虑对反渗透净水机进行反冲洗。
此操作建议约请专业安装人员上门服务。

3 启动反渗透净水机时，应先接通水源，检查反渗透净水机的管路后，再接通电源，如需要停止使用反渗透净水机时，
应先关断电源，再关断水源。反渗透净水机使用时应长期通电、通水，由于反渗透净水机都具有自动控制功能，如经常

断电、断水会影响它的正常使用。

4 反渗透净水机连续使用数月后，应根据情况将反渗透净水机内储放的纯水全部排放一次，这样能起到清洗的作
用。您在擦洗反渗透净水机表面时，应采用一些中性的清洁剂。

5 要定期换芯。如果长期不更换滤芯，有时候会造成污堵，影响正常制水，有时候污堵不严重也可正常使用，但
是浓缩水比例会增加，RO 膜和水泵负担会加重，严重时，会损坏水泵，也有可能降低 RO 膜的使用寿命，因此，不管出

水是否正常，都要定期更换滤芯，以保证反渗透净水机的正常工作。

首次使用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日常使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反渗透净水机第一次使用时应该对其进行冲洗，以冲掉反

渗透净水机里面的保护液，否则会影响反渗透净水机配件中的

性能和前期制水水质。首次使用前应严格按以下步骤进行冲洗： 

　　

步骤 1  将自来水进水球阀、净化水龙头全部打开，冲洗
15 分钟，直到产水清澈无泡沫为止。冲洗过程中频繁的开关自

来水龙头（关 3 秒、开 10 秒），使水流形成脉动式的冲击，会

使冲洗效果更好。　

步骤 2  经过步骤 1后，关闭净化水龙头，打开冲洗水开
关（或龙头），冲洗 5 分钟；然后关闭排污水龙头，打开净化水

龙头，制水 5分钟后可正常使用。

由于首次使用反渗透净水机时，可能有少量黑水以及反渗

透膜的保护液流出，因此，第一次制备的两桶纯水不要饮用，

将其排放。这些纯水排空后，继续将净水水龙头完全打开，再

制水即可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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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产品展示

采用不锈钢拉丝水龙头，坚固耐用的同时兼具

良好质感。滤芯分别使用知名品牌美国陶氏 RO 膜及

美国卡尔冈椰壳活性炭，重金属过滤效果优异，抗污

性强，吸附力出众，碘吸附值最小可达 1100mg/g。

采用安吉尔独有的“PC 节水专利技术” ，延长了 RO

膜与泵的使用寿命。水电分离技术及分体式电源设计

在确保设电部件完全与水路分离的同时使 220V 电流

远离净水机，令消费者使用更安心。此外，OWP 技

术还可有效防止漏水及长流水等故障。

安吉尔这款产品采用“双重节水

技术”，可有效减少废水的排放 60%

以上，产2杯纯水的同时只排1杯废水。

双出水水质可满足消费者生活、饮用

不同需求。另外，这款产品拥有水电

分离结构设计，使用更加安全。采用

OWP 技术，杜绝长流水问题的同时还

配有滤芯寿命显示功能，让消费者对

机器运行状况一目了然。此外，可选

配的“数控水龙头”及创新的 72 小时

“智能保鲜”技术更成为了该款产品的

两大卖点，轻松实现人机交流的同时，

保证水质时刻新鲜。

安吉尔——

J1207ROB8a升级版
安装类型：壁挂式、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6.5cm×15cm×47cm

净重：7kg
安吉尔——J1308ROB15
安装类型：壁挂式、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41.2cm×15.8cm×48.6cm

净重：11.5kg

这款净水器采用脱

盐率大于 98% 的美国陶

氏 RO膜，对铅、铜、砷

等重金属平均去除率高

达 99% 以上，过滤效果

优异，水质更纯。同样

来自美国的进口卡尔冈

椰壳活性炭，拥有强大

吸附力，可有效去除水

中的漂白粉，减少碳粉

泄露现象发生。不锈钢

拉丝水龙头结实耐用的

同时为该款产品提升了

不错的质感。同时这款产品可有效防止漏水及长流水等故

障发生，减少废水的排放 60% 以上。此外，设电部件完

全与水路分离及分体式电源设计也让消费者使用时更加

安全。

安吉尔——J1308ROB8
安装类型：壁挂式、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41.2cm×15.8cm×48.6cm

净重：11.5kg

采用创新的无桶大流量设计，新鲜

制水，即制即饮。五级高效净化系统可

有效滤除重金属、细菌、农药残留物等有

害物质，确保安全的同时保证出水甘冽

可口。MAX3.0 长效反渗透膜专利技术的

采用，使滤芯寿命延长至约 3 年，极大

提高了净水产出率，更加节水。具有龙

头和机身双重滤芯更换提示功能，精确

显示每级滤芯剩余使用寿命，先预警再

报警，令消费者实时掌控滤芯状态。高

标准承压性能测试，确保经久耐用，使

用更安心。具有漏水自动报警，漏水关

阀保护，断水水阀保护等防溃设置，使

用更安心。体积小巧，流量大，每日净

水产出量可达 600 加仑。

A.O.史密斯——AR600-A1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42.5cm×17.5cm×49cm

净重：12.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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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五级高效净化系统可有效滤除重金属、细

菌、农药残留物等有害物质，确保安全的同时保证出

水甘冽可口。MAX3.0 长效反渗透膜专利技术的采用，

使滤芯寿命延长至约3年。动态智能多级滤芯更换提

示功能，让您主动掌控更换时间；五级滤芯分工细

致，精确显示剩余使

用寿命。高标准承压

性能测试，确保经久

耐用。具有漏水自动

报警，漏水关阀保护，

断水水阀保护等防溃

设置，使用更安心。

体积小巧，每日净水

产出量可达 50/75 加

仑，可满足消费者灵

活用水需要。

A.O.史密斯——AR50/75-D1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7.5cm×21.5cm×46cm

净重：14.5kg

白雪净水开水一体机

具有五级 RO反渗透净化系

统，可有效去除水中的余

氯、悬浮物、有机物、重

金属离子、细菌等有害物

质，水质纯净、无垢、口

感好。步进进水，分层加热，

一次性烧开，彻底杜绝“千

滚水”和“阴阳水”。拥有

零功率保温、无水垢耗能

和临界沸腾三大节能技术，

比普通开水器省电 70% 以

上。同时，这款产品伴有

全电脑智能控制，超强抗

堵、节水、滤芯寿命长，

确保水质优异。

白雪牌时尚净水机外观洁净漂亮，造型大气，拆装容易，

维护简便。内置三通并联双膜滤芯，采用 RO 反渗透工艺，水质

有保障。后置活性炭滤芯，改善水质口感。并对不同的水源状

况可随时调整最佳的制水工艺参数。长效控制设计，超强抗堵，

确保滤芯寿命较传统机型延长 50% 以上，节约使用成本。专利

控制技术使产品产生的废水少于传统机型 50%。

白雪牌净水开水一体机

白雪牌时尚净水机
型号：ROFBW-52

电源：AC220V/50HZ

额定功率：<35W

额定出水流量：365L/24h

RO 膜：100GPD

储水压力桶：3G

适用水源：市政自来水

外形尺寸：47.5cm×37.2cm×16cm

型号 SK-C-3A SK-C-6A SK-C-9A

功率 3KW 6KW 9KW

外形尺寸 63.5cm×495cm×153.5cm

水箱容量 45L

适合人数 20 〜 30 40 〜 60 70 〜 90

A.O.史密斯——AR400-A1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42.5cm×17.5cm×49cm

净重：12.8kg
采用创新的无桶设计，新鲜制水，即

制即饮。五级高效净化系统可有效滤除重

金属、细菌、农药残留物等有害物质，确

保安全的同时保证出水甘冽可口。MAX3.0

长效反渗透膜专利技术的采用，使滤芯寿

命延长至约 3 年。动态智能多级滤芯更换

提示功能，让您主动掌控更换时间；五级

滤芯分工细致，精确显示剩余使用寿命。

高标准承压性能测试，确保经久耐用。具

有漏水自动报警，漏水关阀保护，断水水

阀保护等防溃设置，使用更安心。体积小巧，

流量大，每日净水产出量可达 400 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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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这款产品突显了简约时尚的设计风格，采

用钢化玻璃材质，滑盖式开门设计。不但易于清洁，

还可轻松实现拆卸。独创的卧式设计，更适合橱柜

安装。RO 反渗透过滤技术可有效滤除重金属，令消

费者畅享纯净生活。此外，这款产品涉水部件均采

用食品级材

料，使用第

二代快接式

滤芯，能更

好地保证消

费者使用过

程中的安全

卫生。

这款产品采用钢化玻璃材

质，外观时尚大气，更易清洁。

针对橱柜结构特点，方便安装。

配有“T 型渐进式 PP 棉”、“前置

蜂巢颗粒活性炭”、“RO反渗透膜

滤芯”、“后置蜂巢颗粒活性炭”

智能四重净化反渗透系统，有效

且精确过滤水中可见物及有害物

质，消除异色异味，改善口感。

智能记忆芯实时记忆用户滤芯使

用时间，每半年提醒消费者进行

保养。采用第三代 ONE-TOUCH

一体式滤芯，完全密封，轻松换装。

简易拨盖结构，方便机器内部维

护。涉水部件均采用食品级材料，

保证出水安全卫生。

美的——MRO203-4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46.3cm×40.5cm×16.5cm 

净重：8.8kg

美的——MRO208-4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46.2cm×16.7cm×35.4cm

净重：14.2kg

九阳——JYW-UR-PT50G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6.2cm×9cm×37.8cm

净重：6.4kg

“出水可直饮”是九阳这款产品的最大特点，过滤

精度高达 0.0001 微米。滤芯采用“一体式设计”，确保

高效净水效果。此外，九阳独有水路自锁装置，无需关

闭水阀和电源即可实现 5秒轻松换芯。

实现“一机双水”

是九阳这款净水器的

最大卖点。采用 UF 膜

及 RO 膜双膜过滤，超

滤水和纯净水自由切

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

需求。此外，该产品

内置多达 12 道专利径

向密封圈。滤芯内载

大容量过滤材料，确

保高效净水效果。采

用的按键式换芯安全

便捷，可轻松换芯。

九阳——JYW-RO-TT50G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7.6×9cm×38cm

净重：4.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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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采用 4 级过滤方

式的反渗透直饮机。立式设计，

拥有大容量水箱及压缩机制冷

功能，不仅方便取水，在满足

多人用水需求的同时更可轻松

选择冷热。全食品级材料的运

用让消费者可安心使用。同时，

高压锁定技术和双重干烧保护

的运用杜绝了使用中的漏水风

险及火灾隐患。此外，这是一

款“智能”的产品，清洗功能

无需操作保护滤芯，光感技术

可令产品夜间休眠，为消费者

省水省电。进口滤芯的使用隔

绝有害物质，改善口感，令消

费者喝得舒心。

艾波特这款产品采用 5级净化处

理反渗透净水技术，滤芯分别采用美

国原装进口 DOW( 陶氏 )膜片和斯里

兰卡的 calgoon( 卡尔冈 )活性炭，能

隔绝有害物质、改善口感、鲜活水质。

采用快接防锈龙头，安装便捷防锈耐

用。密闭压力水桶及高压锁定技术杜

绝了二次污染与漏水风险。智能清洗

功能及全部食品级材料的运用让消费

者使用得更加安心。

艾波特——ABT-RO093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6cm×21.8cm×38.5cm

净重：8.8kg

艾波特——ABT-LS8(Y)
安装类型：直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8cm×45cm×123cm

净重：33.5kg

简洁美观是海尔这款净水器产品的一大特点。

壁挂式设计风格为没有橱柜或橱柜面积不够大的用

户提供了便利。

采用陶氏 RO 膜

及双出水功能设

计，在保证出水

品质的同时，满

足消费者饮、用

水双重所需。具

有 超 大 LCD 显

示屏智能设计及

滤芯寿命提示功

能，令消费者实

时掌握净水器工

作状态。

海尔——HRO5003-5A
安装类型：橱下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8.6cm×22cm×46.8cm

海尔——HRO5013-5A
安装类型：壁挂式

技术：RO 反渗透

主机尺寸：37.5cm×16cm×39.2cm

海尔这款产品采用超大 LCD 显示

屏及超静音马达设计。纯水、净水可

随时切换，满足饮、用水双重所需，

令消费者使用感受更佳。此外，这款

净水器不仅涉水部件均符合美国 NSF

认证要求，还采用了“纯水出水 TDS

值实时监测”、“自动冲洗”、“滤芯寿

命实时监控”、“提前预警”、“寿命到

期健康锁定”等功能，更能确保出水

水质安全，令消费者放心使用。滤芯

方面，这款产品采用陶氏 RO 膜和斯里

兰卡进口椰壳活性炭，有效保障出水

品质的同时，口感清冽甘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