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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证书使用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正确使用。

 · 阅读之后，请保存在使用者可随时看到的地方。

 · 为了安全正确地使用产品，防止危害客户及其他人员，以及避免财产损失，本说明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标识。

这些标识及含义如下：

如果无视该标识栏的内容进行了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仅限于物质损害

的发生。

※ 所谓物质损害，是指对房屋、家庭财产及家畜、宠物施加的扩展损害。

按以下图案标识，对需遵守内容的种类进行了划分、说明。

是“禁止”之意，不得违背。

左图表示“禁止”。

是“强制”之意，必须执行。

左图表示“必须执行”。

根据产品型号的不同，图示和实际产品形状会有部分差异。

请勿使用煤油、汽油、挥发性的油等

否则有可能引起火灾。

请勿使用 60℃以上的热水

如使用 60℃以上的热水，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

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放置金属制品

如放置发夹、剃须刀的刀片等，有可能导致锈迹难以去除。

请勿放置染发剂。另外也不要放置化妆品、清洗剂等

如使用染发剂，或放置化妆品、清洗剂等，有可能导致洗面器破损或变色。

请勿对排水盖等金属部使用氯类、酸性、碱性清洗剂

否则有可能腐蚀金属部，或者镀层剥落而导致受伤。

请勿将固体物掉落到洗面器上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对洗面器施加强力或撞击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上到洗面器上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

当洗面器破损时，请勿触碰使用。

否则有可能由于洗面器的裂痕或碎片而导致受伤。

请尽快更换。

另外切勿自行修理，请委托专业公司修理。

（废弃时请勿当作普通生活垃圾，而是作为工业废弃物处理）

请勿设置在室外和有可能结冰的场所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使用本产品上附带零件以外的配件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药品、清洗剂洒落时，马上用水冲、擦净。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发生变色。

排水口塞的开闭

要关闭排水口塞时，请抬起弹出杆。

要打开排水口塞时，请按下弹出杆。

日常保养
通过对洗面器进行保养，可以保持清洁、长久使用。

请在日常进行认真保养。

洗面器的保养

请用沾有中性清洗剂的柔软抹布或海绵进行擦拭、

清洁，使其在 5分钟以内干燥。

关于清洁用的清洗剂

请勿使用清洗剂、稀释剂、药品（酸性、碱性）。

进行清洁时，请按清洗剂容器上标注的注意事项进行清洁。

关于清洁用具

粗粉粒、研磨粉、尼龙刷、砂皮等会损伤表面，请勿使用。

但表面是磨砂型的产品，则可以使用研磨剂、尼龙刷进行保养。

排水口塞、毛发过滤网的保养

请卸下来去除污垢。

如不保养，将导致杂质堵塞，水流不畅。

排水口塞

排水口
毛发过滤网
请卸下排水口塞，拔出毛发过滤网。
※ 装回时，请插入毛发过滤网，

嵌入到与排水口塞喀嚓接触的程度。

排水口塞 弹出杆 

为了充分发挥产品功能，请按本安装说明书的内容正确安装。安装后请向客户充分说明使用方法。

1 安全注意事项

为保证安全请务必遵守

安装前请认真阅读“为保证安全请务必遵守”，正确安装。

为了安全正确地安装产品，防止危害客户及其他人员，以及避免财产损失，本说明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标识。这些标识及含义

如下：

标识 含义

如果无视该标识栏的内容进行了错误操作，有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仅限于物质损害

的发生。

※ 所谓物质损害，是指对房屋、家庭财产及家畜、宠物施加的扩展损害。

按以下图案标识，对需遵守内容的种类进行了划分、说明。

是“禁止”之意，不得违背。左图

表示“禁止”。

是“强制”之意，必须执行。左图表示

“必须执行”。

根据产品型号的不同，图示和实际产品形状会有部分差异。

请勿使用 60℃以上的热水

如使用 60℃以上的热水，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

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将固体物掉落到洗面器上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对洗面器施加强力或撞击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或漏水浸湿家庭财物等造成财产损失。

请勿上到洗面器上

否则有可能造成洗面器破损而导致人员受伤。

2 附属部件清单

名称 数量

1
洗面器本体

（已安装排水部件。）
1个

2 固定部件 各 4个

3 传动杆构件 各 1个

4 弹出构件 各 1个

5
安装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

1份

※本书

6 合格证 1份

3 规格尺寸

规格 PJS05W PJS06W PJS07W

产品尺寸 (mm) 600×380×120 600×380×120 600×380×150

产品重量 (kg) 14 12 11

颜色 #GW（高光）、#MW（亚光）

产品材质 人造大理石、FRP

连接排水管尺寸 Φ31.5（外径）

4 安装步骤

4-1　台板加工

（1）沿虚线剪下切割图和安装步骤。

（2）钻取要安装的龙头孔。

龙头孔请按龙头上附带的安装说明书进行操作。

（3）将图纸（本说明纸）安装到台板上。

（4）根据图纸钻取洗面器安装孔、洗面器固定孔。

4-2 洗面器的安装

（1）洗面器的固定

①将洗面器对准 4-1 中切割的开口进行设置。设置时要使得溢出口在前。

②使用附带的 M6×60 螺栓，在 4个地方将台板与洗面器固定住。

③在洗面器和台板之间涂上硅胶。

台板背面

M6 螺栓

蝴蝶紧固夹
M6 平垫

（2）弹出器的连接

① 将排水尾管上附带的碗座（黄色、白色）、碗杆安设在右图的位置上，装上侧

螺母，用手上紧。

 【注意】

 注意不要放错碗座（黄色）和碗座（白色）的位置。如放错位置，有可能导致

漏水。

②将弹出杆安装到台板上的。

③用连接器将弹出杆和碗杆连接起来。

④ 调节至排水口塞正常开闭的位置上后，请上紧连接器的螺丝进行固定。

（螺钉仅有弹出杆侧的一处。）

⑤用螺丝将固定部件固定在碗杆头上。

⑥请确认排水口塞能否正常开闭。

如不能正常开闭，请重新调整④的位置。

连接器

弹出杆

碗杆

③ ⑤

对位置进行调整

④、⑥

固定在碗杆头上

（3）排水口塞、毛发过滤网的安装

①※请插入毛发过滤网，嵌入到与排水口塞喀嚓接触的程度。

②请将排水口塞与毛发过滤网安装到排水口处。

排水口塞

排水口

毛发过滤网

4-3　排水设备（现场筹配）

连接冷 /热水管及排水管。

警告： 请切实连接冷 /热水管和排水管。

未连接不牢靠，有可能导致漏水。

另外，安装之后请确认是否有漏水等问题。

图纸

碗座（黄色）

碗座（白色）

侧螺母
上紧

长
短

排水尾管

碗杆

①

洗面器

台板

密封圈
垫圈

螺母

② 弹出杆

连接冷 /热水管 连接排水管

洗面器

切割图

注意：纸张印刷过程中有误差，固定孔的位置，参考上图定位的同时，需要测量确认。

沿虚线剪切下来，

安装说明部分交予客户保存。

本书是对所记载的内容进行免费修理的保证。

在保修期内如发生故障,请出示本保证书以要求代理店、安装公司或东
陶（中国）有限公司维修。（不明之处，请与本公司客服联系）

〈免费修理规定〉
1．当您按照使用说明书标签上的注意事项正确使用时发生故障的情况，在如表所记的时间内进

    行免费修理。

2．在保证期内发生故障进行免费修理时，委托代理店、安装公司或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的同时将本书提示给修理人员。

3．如您搬迁，请妥善转交使用说明书。

4．即使在保证期内，以下的情况也要有偿修理。

  A．因使用不当，误操作引起的不良情况及不正当的修理，改造而造成的故障及损伤。

  B．在安装完毕后又再行移动或自行拆装产品而引起的故障及损伤，
（本公司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人员伤害、财物损失等责任）。

  C．由火灾、地震、水灾、雷击、冰冻及其它的天灾地害，公害及气体灾害(硫酸气体)盐酸、

异常电压引起的故障及损伤。

  D．使用指定外的燃料、电源（电压、周波数）及异常水质引起的故障及损伤。

  E．因淤积的沙土，污物而产生的使用不良及包装等易耗品的损伤。

  F．其他施工的失误所造成的损伤。

  G．管理不当造成的污物水锈等。

  H．无本保证书的情况。

5．本保证书只在中国境内有效。

6．本保证书不再发行，请认真保管，切勿遗失。

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全国售后服务电话
固定：800-820-9787（免费）
手机：400-820-9787

本保证书是对本书中明记的时间、条件下进行免费修理的保证。因此，此保证书不是作为限制客户在法律

上权利的东西。对保证期过后的修理等问题有不明的，请查询东陶（中国）有限公司。

生产商：南京东陶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董村西路2号

姓名

地址 邮编 电话

地址 邮编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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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限 购买起一年内

购买日期

保证书

扫描二维码
服务预约，方便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