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asy
耐用度高
3

容易反洗
1

DIY自换滤芯
2

您的户外过滤器...您的户外过滤器...
有更换滤芯吗? 3年? 5年?
不容易反洗?
安全吗?

符合無害物質指令 符合美國NSF
第42和61項認證

Easy

Full Household Purified System

过滤系统



当滤芯表层杂质累积越多，水的穿透率降低导致
过滤器内压力上升。滤芯经过反洗排污后，水源
过滤顺畅，压力即下降。因此，当压力表指数达2
公斤时，请用户反洗滤芯。

滤芯表层上都会附着泥沙、污泥、杂质、反洗
的作用就是将这些杂质废水经由排水孔排出。

滤芯介绍

双手握把手

滤芯过滤时 滤芯反洗时

逆时钟旋转做反洗动作 反洗完成转回原点

DIY自换滤芯2
符合美国 FDA标准，孔径5 micron的过滤膜，有效排除水中较细之固体沉淀物。针对水中“
物理性污染”过滤：有效滤除水中泥沙，污泥，杂质，钢锈，悬浮物等肉眼尚可见之物质。
高精密深层式PP纤维滤芯，以四个不同孔径大小之喷头， 所生产之。四层结构PP纤维滤芯
，内层纤维细，外层纤维粗，四种不同纤维细度大小结构，以达到分层过滤液体中杂质之
功效，可有效增加滤芯容杂量，延长滤芯使用寿命，降低更换成本。

符合SGS认证，吸附力绝佳的进口椰壳活性碳，有效排除水中之漂白剂，农药之三卤甲
烷等有害人体之重金属，并可除去动物死尸之污染异味。
针对水中“化学性污染”过滤：有效滤除水中重金属，农药，除草剂，化学物质，余氯
等离子或化学物。

椰壳活性碳其强点是微孔，直径小於2mm，根据南澳大学之研究报告，椰壳活性碳拥有很
高巴仙率的初级微孔，直径介於0.3-0.7mm之间。因此它拥有很好的吸收小分子物质能力。

产品特性
拥有美国NSF第42项认证及美国FDA标准认证通过
四层结构滤芯(5μ,3μ,1μ,1μ)，容杂量高，使用寿命长

Melt-Blown超细纤维制程，过滤精度高

100%纯PP, 高抗化性

热融结方式成型，不添加任何粘著剂

产品特性

广泛应用於环境工程上净水，废水（气）处理等相关程序。

介於中性的酸碱值与极低的水可溶解物含量，填充於饮用水纯化装置内更有保障。

排除电镀，污染及一般工业等废水中重金属离子，分散性染料分子等。

排除饮用水中微量溶解之有机化和物体，如苯，酚，氯烷，色素与臭味等分子。

碳粒经过活化处理：利用高温活化处理，使活性碳带满孔洞，具有吸附去污效能。

规格
水分（包装后）：<4%
灰分：<3.0%
四氧化碳吸附量：>60%
碘吸附量：>1100mg/g
硬度：>99%
水可溶解物质量：<0.2%
酸碱值（pH值）：pH7-pH8

流出过滤后的水质

水从底部流入

高碘质活性碳

压力表

四层结构滤芯

1 Micron

1 Micron

3 Micron

5 Micron

1. 延长滤芯使用寿命
2. 强化滤芯过滤效果
3. 操作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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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反洗1

PP丝纤维滤芯

进口椰壳活性碳滤芯

扫描二维码在线观看
如何自己清洗户外滤芯 



这样的水您用得安心吗？这样的水您用得安心吗？

耐用度高3

产品耐用度高
达8至10年以上

滤芯仅2-3年更换一次

出水流量大，每日可
供水达3 - 5吨以上

滤芯有效过滤量
可达1000至2000吨以上

4层10 micron滤芯

外壳具六大耐压条
每平方公分可承受5 - 10公斤

外壳厚度为10mm

外壳塑钢制成
抗UV
耐酸碱
抗腐蚀 
并有保护外衣防水防尘

10mm2年保用期

过滤前 过滤后 过滤前 过滤后



型号 OD01 ( Y / G )

产品规格 直径圆：30cm  外壳厚度 ： 1cm  产品高度 ： 72cm

供水量 每日有效过滤5000Liter

适用范围 一般家庭人数5-10人 一般家庭人数1-4人

每日有效过滤3000Liter

直径圆：30cm  外壳厚度 ： 1cm  产品高度 ： 55cm

OD02 ( Y / G )

产品耐用度 10年以上 10年以上

适用对象 户外，大楼，公寓，餐厅,酒家，小吃店，游泳池，学校，美容SPA馆，
医院，工厂，地下水用户及用水量较大者。

户外，大楼，公寓，一般家庭及自来水用户

保用期 2年 (只限塑钢外壳) 2年 (只限塑钢外壳)

附送外套 有 有

滤芯材质 第一道滤芯(黄色) : 10 micron PP纤维滤芯
第二道滤芯(绿色) : 椰壳活性碳滤芯

第一道滤芯(黄色) : 10 micron PP纤维滤芯
第二道滤芯(绿色) : 椰壳活性碳滤芯

授权经销商 ：

优质服务

独家专利
符合無害
物質指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Directive

符合美國NSF
第42和61項認證

• 全包安装和GST 6%• 专业服务团队 • 商品保用2年

新会员配套

Code : NOD02S
MP  : RM3,688
VIP : (WM)RM2,588
   (EM)RM2,688
PTS  : 500

Outdoor Filter (PP) Small
PP丝纤维滤芯 小型

±RM240.67
& above per month

SAVE RM1100

Code : NOD01M
MP  : RM4,048
VIP : (WM)RM2,888
   (EM)RM3,088
PTS  : 600

PP丝纤维滤芯 中型
±RM240.67
& above per month

SAVE RM1160

Outdoor Filter (PP) Medium

Code : NOD03M
MP  : RM4,955
VIP : (WM)RM3,288
   (EM)RM3,488
PTS  : 700

进口椰壳活性炭滤芯 中型
±RM182.67
& above per month

SAVE RM1667

Outdoor Filter (UDF) Medium

Code : NOD04S
MP  : RM4,088
VIP : (WM)RM2,688
   (EM)RM2,788
PTS  : 600

±RM149.33
& above per month

SAVE RM1360

Outdoor Filter (UDF) Small
进口椰壳活性炭滤芯 小型

中型 小型

法国AFAQ证书 DEWA(杜拜水电局)证书 ISO证书 NSF第42项证书 NSF Active Carbon第61项证书 SGS(RoHs)证书

11建议 22建议

自来水

水塔

自来水
地下水

有机物-毒素
重金属: 铅砷磷镉汞
微壤藻毒
农药, 除草剂

异味及负浮游物
氯
三卤甲烷
氯盐

有效过滤水中有效过滤水中
泥沙
淤泥
杂质

钢锈
悬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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