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 Startup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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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和過濾後的水能吸引您的愛貓多喝水，令它更健康和快樂。 隨機贈送的潔齒磚, 能讓您的愛貓在
日常飲水中做好口腔護理。 在Facebook上讚好及追蹤Cat H20, 保持聯系並掌握最新優惠活動。
www.myCatH2O.com
安全需知:
警告——沒有加入足夠的水時, 不能使用
不能戶外使用。只能在室內使用。
只要保持足夠的水在飲水機內及定期清潔，Cat H2O就能夠持續運作。請定期檢查水位，以防止飲水機
裏的水蒸發掉或喝完而水位過低，進而導致水泵損壞。底殼背面刻有最低水位線標識。
不要把飲水機放在插座和其他電器旁。飲水機應擺放在底于插座的位置，以避免飲水機意外損壞後流出
來的水影響到電源插座或其他電器。
這飲水機只適用于猫，狗，或其它小動物飲水用，不適合其它用途。
手濕時不能接觸電源。
如果電源線有損壞，爲避免危險，請不要使用飲水機。請拿水泵到廠家，經銷商或專業維修人員那裏
更換。
請保存好說明書以作日後參考。
Cat H2O加水後的重量是5.5lbs（2.5kg）。
每次清潔前，必需拔開插頭斷開電源 。
當不使用時，必需拔開插頭斷開電源。
如果飲水機損壞或運作異常，請不要使用。
當小孩或寵物靠近或使用此電器時, 需適時監督, 以避免意外。
請每日檢查電源線及其保護套的狀況。 如電線保護套有被咬爛或損壞，請及時更換。如電源線有損壞,
請勿使用此飲水機。請拿水泵到廠家，經銷商或專業維修人員那裏更換。
有些動物可能對塑膠敏感。如果你的寵物對飲水機有過敏反應，請停止使用並諮詢您的寵物醫生。
潔齒磚: 如發現您的愛貓嘔吐, 腹泄或有其他不適, 請立即停止使用。

此産品包括:
1. 盛水底殼 （容量: 2公升/0.5美式加侖）
2. 上蓋
3. 噴水咀
4. 水泵
5. 短喉通 – 隔開毛髮和雜質
6. 矽膠線尾套
7. 電線保護套
8. 過濾片
9. 過濾柵板
10. 潔齒磚及矽膠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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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1.把包裝拆開，檢查是否有損壞。如果發現有任何損壞，請拿産品和收據到經銷商那裏進行退換。
2.把兩邊的扣位拔起，取走上蓋。（如圖1）
3. 使用前先清潔：取出所有部件, 包括水泵, 過濾片及過濾柵板，然後用自來水清洗 (請勿使用肥皂或清潔劑)。
把過濾片裝入過濾柵板 （如圖2），再沿著槽位插入底殼。注意: 請先清洗過濾片沖去多餘附著的碳灰,
才裝入過濾柵板。
4.水泵和噴水咀都是已預裝好。請檢查水泵的出水口是否有接好上蓋底部以及短喉通是否有連接好水泵
入水口。（如圖3）
5.確保矽膠線尾套裝好在水泵電線與上蓋之間。
6.加水到底殼的”Max”處 (如圖4 )。這對初次啓動非常重要，如水太少，水泵不能運作。底殼可以盛2升水,
加水後整個産品重量大約是2.5KG(5.5磅）。
7.加水後，蓋上上蓋。確保電線和矽膠線尾套的位置正確。把上蓋兩邊的扣位扣緊。（如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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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將飲水機放到你喜歡的地方。飲水機加水後有重量，
請不要只提兩邊的扣位（如圖6A），應該是握緊左
右兩邊，托住底部（如圖6B）如果放在地毯或者木
地板上，請用保護墊或者防水墊鋪在飲水機下面。
這可以避免你的寵物把水濺出來弄濕地面。
9.要加入潔齒磚: 請拔出噴水嘴, 插入一塊潔齒磚到矽
膠套內, 放入出水口, 裝回噴水嘴。 正常使用情況下,
一塊潔齒磚能連續使用約3-4天。 妳可在噴水嘴內
看見潔齒磚, 請經常檢查。為了您愛貓的健康, 當潔
齒磚溶掉, 便需補充。注意需先拔開插頭斷開電源,
具體請參考下面關於潔齒磚的說明。（如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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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通電之前，請確保電線，電線保護套和你的手是乾的。把插頭插進插座，切記飲水機應該放置于
插座的下方。（如圖8）
11. 加水前請先拔掉電源。飲水機的水會被你的寵物喝了或蒸發了，請從上蓋加水, 直至水位到達底殼
“Max”標識處。（如圖4）如看到泵出來的水伴有氣泡, 水流量變低或水泵聲音加大，是缺水的信號。
飲水機一定要保持有足夠的水，不然會導致水泵損壞。
Cat H2O的潔齒磚:
每台飲水機配備潔齒磚, 為您的愛貓在日常飲水中提供口腔護理。
-有效地預防與消除牙垢或牙漬殘留, 令牙齒更健康及改善口氣
-補充鈣質，堅固牙齒
-99% 無色無味，連最挑剔的貓也會愛上喝水
-含葡萄糖氧化酶，經科學證實, 此種酶能與葡萄糖發生反應, 產生抗菌及清潔作用, 從而令牙齒保持乾淨
-潔齒磚在澳大利亞配方及生產
-寵物狗也適用
-每塊潔齒磚能使用約3-4天
-組成成份: 去離子水、牙科石膏、葡萄糖氧化酶、山梨酸鉀、苯甲酸鈉
-請儲存於陰涼乾燥處, 避免陽光直射, 遠離寵物和小孩, 不應吞食
妳可在噴水嘴內看見潔齒磚, 請經常檢查。為了您愛貓的健康, 當潔齒磚溶掉, 便需補充。
潔齒磚 (型號: CH08DC) 在各地零售店有售。您也可以電郵至service@myCatH2O.com 或瀏覽我們的
網站查詢。

溫馨提示: 智能手機管家服務
要幫助提醒更換過濾片和潔齒磚? 如您的智能手機有私人助理如 Siri, 可很容易地設置每月提醒服務:
1.按住Home鍵, 啟動Siri
2. 讀出需要的提示如“提醒我每月更換貓飲水機過濾片” Siri會開始每月的提醒服務
3.如需編輯提醒內容, 只需打開提醒事項, 找出寫有 “更換貓飲水機過濾片”事項, 按資訊鍵 i 便可設置/
更改日期或時間
4.如需刪除此提醒, 只需從右至左刷屏, 按刪除即可
如也需提醒更換潔齒磚, 重複以上步驟, 資訊內容改成 “請提醒我每週更換貓飲水機潔齒磚”便可。

維修:
1.爲了讓飲水機和水保持潔淨，請每星期進行清理。
2.每次清潔之前請先把飲水機的電源斷開，拔掉插頭。
3.因爲飲水機裏的水有可能濺出來，將飲水機拿到廚房的洗手盤進行清理。
4.把上蓋兩側的扣打開，（如圖1）, 放到一邊，注意水泵和噴水咀仍然與上蓋連接著。
5.取出過濾柵板和過濾片，然後把盛水底殼剩餘的水倒掉。
6.把上蓋的噴水咀往上拉，取出矽膠套和潔齒磚殘留物。把水泵往逆時針方向轉，然後拉出來（如圖9）。
提示—不要把矽膠線尾套弄丟了。

7. 取出短喉通, 用自來水清洗掉可能附著在上面的毛髮雜質。( 如圖10 )
8. 將飲水機拆開後，用溫水和中性肥皂清洗，然後用乾淨的水沖洗。你也可以把飲水機的部件放到洗碗機
的頂部架子上。但是千萬不要把水泵和過濾片放到洗碗機裏，僅限於塑膠件。
9.如果水泵髒了，請參看“水泵的維修保養”部分，瞭解如何清潔水泵。我們同時建議每個月都需要清洗
水泵風葉，以確保水泵達到高效率。
10.過濾片約每4星期更換一次，根據水質而定。如果你有多只寵物或者寵物有很多唾液的話，則需要更頻
繁地更換過濾片。
11.過濾片可以在清洗飲水機的時候用水清洗。但千萬不能用清潔劑去洗過濾片和不能把過濾片放到洗碗機
裏面去。
12. 每塊過濾片都包含了海綿過濾，可以淨化水中的食物，水垢和殘渣，裏面的活性碳則可吸去難聞的氣味
和其他化學物質，以改善自來水的味道。注意: 在清洗過濾片時, 會有少許活性碳灰漏出來, 此為正常現象。
13. 如果想購買更換過濾片，可以到你附近的零售商購買。也可以發郵件到ser vice@myCatH2O.com查詢,
或者到我們的網站獲取更多資訊。更換過濾片的型號是 R-015-CH。
14.當清洗乾淨後，請根據“操作說明”來重新安裝。
15.請經常目測電源線及其保護線套。如有損或被咬過的痕跡, 請停止使用並更換保護線套。水泵只能從生
產廠家或其代理商處更換。
16. 接通電源前, 請確保潔齒磚已安裝到位
水泵的維修保養:
1.Cat H2O建議每個月都需要清洗水泵風葉，以確保水泵保持最佳工作狀態。
2.每次進行維護時，要把水泵從上蓋取下來。
3.輕輕地往下壓水泵下面的短喉通，風葉蓋將會從水泵拆卸下來。（如圖11）

4. 用手把風葉從軸上取下來, 注意不要弄丟軸兩端的小橡膠帽。 把風葉在自來
水下刷洗乾淨，清除毛髮，同時清潔放置風葉的插槽。
可參考You Tube上的視頻短片: Cat H2O Pump maintenance
5. 重新把水泵裝好，固定到原來的上殼去。清潔短喉通上的毛髮等雜質,
然後接駁在水泵的入水口上。
6.不能把水泵放到洗碗機清洗。
圖11
飲水機在不同的地方使用:
1.如
 果你生活的地區的水質爲“硬水”(Hard Water)，礦物質沉澱物就會積聚在水泵上或者飲水機的
不同地方。礦物質沉澱物的增長會導致水泵損壞。爲了避免這個問題，令水泵保持良好狀態，要增加
水泵的維修保養的次數。
2.如
 果飲水機長期處於一個潮濕的環境或者暴露在陽光下，就會發霉或者産生綠藻。如果發霉或者出現
綠藻，每周清洗的時候可以用稀釋的漂白水（10%漂白水和90%自來水）來清洗所有的塑膠部件
（請勿用漂白方法來清洗過濾片）。清洗之後，把所有的部件用自來水沖洗乾淨。爲了防止綠藻生長，
請把飲水機放在陰涼乾燥處。
常見問題：

水泵停止工作

圖8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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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 次使用，確保插頭已經插好和水位達到底殼“MAX”的位置
(2)可
 嘗試拔掉插頭, 再插回來重啟水泵。
請確保不要在手濕的情況下操作。
對於使用中的貓飲水機, 有些細小毛髮
會通過短喉通進入水泵風葉, 請參考
“水泵的維修保養”，清洗水泵的風葉。
或搜索YouTube視頻短片:
Cat H2O Pump maintenance來清理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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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寵物不喝飲水機的水

你的寵物可能需要多點時間去調整喝水的習慣, 請多等一, 二天。

底殼水位線不同水平

過濾片已堵塞, 請更換新的過濾片

水質變黃

是時候去更換過濾片了

水泵泵出的水很
少和有汽泡出現

(1) 這是缺水的信號，加水至底殼的“MAX.”位置。 如果水位正常，
但仍然流動緩慢，請參考“水泵的維修保養”，清洗水泵的風葉。
(2) 請檢查水泵下的 短喉通, 是否有雜質需清理。

水泵聲音越來越大

加水至底殼的“MAX.”位置。

總是看起來缺水

關閉電源，檢查飲水機是否有漏水情況。如果沒有漏水，表示飲水機
正常。請增加加水次數。

過濾片可以放在洗碗機裏
清洗嗎?

不行，因爲過濾片裏的活性碳會吸收清潔劑，不能被沖洗掉。所以需
要更換新的過濾片。

如何購買額外的過濾片?

可以到你附近的零售商購買或者發郵件到ser vice@myCatH2O.com
查詢，或者到我們的網站獲取更多資訊。此過濾片的型號是 R-015-CH。

底殼內的黑色物質是什麼?

活性碳上的碳灰可能漏了出來。此碳灰對寵物無害。可通過清潔底殼
及過濾片去除。

潔齒磚無薄荷味，會有效嗎?

貓和狗比人對氣味更敏感。潔齒磚有微量味道, 但最挑剔的貓狗也不會
察覺。

潔齒磚溶化後有粉末留底

有些粘合劑會留在水內, 其對寵物無害。用水沖洗清潔掉便可以。

保修:
Cat H2O飲水機及其部件，可以享有從購買日起的一年的免費保修。保存好你的收據。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發郵件到ser vice@myCatH2O.com。
水泵享有AA水族提供的3年有限保用。有限保用條件為：
1.過濾片, 過濾柵板和短喉通正確使用，防止外來物質進入而損壞水泵。
2.每個月需要保養水泵一次，可以令水泵良好地運作。
以下情況不提供免費保修服務:
（a）水泵被私自修理或改裝 （b）操作不當，疏忽，液體滲入，意外或自然災害而導致損壞
（c）電力中斷或異常電壓輸入而導致故障 （d） 缺少清潔，有過多殘渣或“硬水”造成礦物質沉澱或者
（e）沒有加水導致水泵干煲損壞（f）保修不包括更換風葉 。
如要維修，客戶需要自行把飲水機送到維修中心及自己取走維修好的飲水機。要瞭解更多資訊，
請發郵件到service@myCatH2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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