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008 年 5 月 2 日（新格式第 1 版）

管理醫療儀器

請務必參照使用說明書。

類別：機械器具 83 醫療用物質生成器
通用名稱：連續式電解水制水機 （JMDN 代碼 71024000）

還原粹 RW-7
[禁忌·禁止]
飲用鹼性電解水（還原水）
1. 在飲用由本儀器制得的鹼性電解水（以下稱
“還原水”）時，請注意如下事項。
·不要使用還原水來服藥。
·患有胃酸缺乏症的人不要飲用還原水。
·飲用後如感覺身體不適，或連續飲用後症狀沒
有得到改善時，請諮詢醫生或藥劑師。
2. 正在接受醫生治療或身體感覺不適者，在使用
前請諮詢醫生或藥劑師。
酸性電解水
1. 下類人群在使用酸性電解水前請諮詢醫生或藥
劑師。
·肌膚敏感人群
·過敏體質人群
2. 在使用酸性水後肌膚感覺不適時，請立即停止
使用，並諮詢醫生。
[外形·結構及原理等]
1. 構成.
(1) 主機
（內裝可更換淨水濾芯）
(2) 附件
① 一組軟管
② 乳酸鈣
③ PH 值測定套裝（酚酞溶液、試驗管、PH 標
準比色表）
④ 分水閥套裝
2. 主機尺寸及重量
尺寸[mm]：271（寬）×345（高）×138（深）
重量：約 5kg
3. 電氣額定值
額 定 電 壓：AC220V（200 V〜240 V）
額 定 電 流：AC3Amax
額 定 頻 率：50/60Hz
額定電解電壓：DC55Vmax
4. 動作原理
用軟管將本儀器與水龍頭相連接，儀器的給水
即為普通的自來水，在通過淨水濾芯過濾處理
後，加入乳酸鈣，供給電解槽。在電解槽中，
利用施加到電極上的直流電壓進行電解，通過
隔膜隔開，生成鹼性電解水及酸性水。
[使用目的、功能或效果]
製作飲用鹼性電解水，用以改善胃腸症狀。
適於普通家庭使用。

[品種規格等]
項目
鹼性電解水的 PH 值
酸性電解水的 PH 值

指標
可生成 PH 值 9.5±0.3
的電解水
可生成 PH 值 5.5±1.0
的電解水

[操作方法或使用方法等]
[使用前]
(1) 確認軟管及電源線是否正確連接。
(2) 確認淨水濾芯及乳酸鈣是否正確設置。
[使用中]
(3) 打開電源開關，在控制面板上選擇取水的種
類及範圍。
(4) 打開水龍頭，向主機供給自來水，在發出旋
律音 2〜3 秒後，即可由取水口採集生成水。
※ 處於淨水模式操作時，不發出旋律音，可以直
接取水。
(5) 採集鹼性電解水時，應使用附帶的 PH 值測定
套裝用具確認生成水的 PH 值在飲用範圍內。
※ PH 值測定方法（PH 值測定套裝的使用方法）：
在試管中滴入兩滴酚酞溶液，加入生成的鹼性電
解水到刻度處。將變色的水與 PH 值標準比色表進
行比較，測定 PH 值。
[使用後]
(6) 關閉水龍頭，斷開電源開關。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禁忌·禁止
參照本附件、紅框中的[禁忌·禁止]項目
2． 如果未遵守下述事項，可能會對身體健康造成
損害、或是造成儀器的故障、引發事故。
(1) 使用條件及環境上的注意事項
①請勿與其他的儀器連接與並用。
②請勿使用不適於飲用的水。
③請勿在浴室等濕度高的場所使用。請不要讓儀
器淋水或直接在水中清洗。
④請將主機水準放置。
⑤請不要與熱水器、溫水器等直接連接。

⑥請勿安裝在陽光直射的場所，或小型爐、電

② 清理時請務必從插座中拔下電源插銷，請不
要使用汽油、信那水、去污粉、殺蟲劑等。

爐、熱水器等附近。
⑦掛到牆上使用時，一定要委託銷售店或工程店
進行安裝。
⑧請勿彎折或扭曲軟管。特別要注意的是，不要

③ 如長期未使用，再次使用時請諮詢銷售店。
(5) 酚酞溶液在使用時請注意下述事項。
① 請不要飲入或接觸到眼睛。誤飲時請飲用大
量的水，誤入眼睛時請用水充分清洗，並向

將排水軟管拉到高於主機的位置，或將其揉成
一團。
⑨請勿在標識電源電壓（AC220V）以外的電壓下
使用。
⑩請不要將電源線用卡釘等進行固定。
⑪請勿在一個插座上連接多個電氣產品的電源

醫生諮詢。
② 請務必保存於幼兒接觸不到的場所。
③ 請勿接近明火。
[操作注意事項]
(1) 錯誤操作可能會造成儀器狀態不佳，因此請嚴
格遵守使用方法及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線。
⑫請勿用手、物品等塞住空氣孔，也不要將物品

(2) 關於易損件、殘留物等以及使用壽命結束後的
儀器及配件的廢棄事宜，請按照當地規定的條

放入空氣孔中。
(2) 使用前的注意事項
①請確認所有軟管及電源線正確可靠地連接。
②請確認取水切換開關動作正常。
③如儀器長時間未使用，除確認上述各項外，還
要確認儀器正常且安全動作。

例進行廢棄。
(3) 請勿使儀器跌落或受到振動及衝擊。
(4) 如誤將主機落入水中時，請將電源插銷從插座
中拔出，撈出主機，委託銷售店修理。
(5) 請勿用濕手插拔電源插銷。
(6) 取下電線類物品時，請不要直接拉拔電線，不

④每天開始使用時，要在酸性區的洗物模式下，

要在電線的連接部位施加蠻力。

通水 1 分鐘以上，然後返回到還原水模式，再
開始飲用。幾天以上沒使用時，請按上述方式
通水 3 分鐘以上再使用。
⑤初次飲用要用 PH 測定套裝檢測 PH 值，確認其
PH 值低於 10。以後每個月測定一次以上。
⑥初次飲用請在 PH 值 9 左右少量飲用。以後再
根據身體狀況調節 PH 值、飲用量。
(3) 使用中的注意事項
① 請不要飲入下述各類水。
·PH 值 10 以上的水
·酸性水
·混入了酚酞溶液的水
·排水軟管的排出水
② 還原水每天的飲用量為 500〜1000ml。
③ 如生成水有異味請與銷售店聯繫。
④ 發現儀器故障時請停止使用，切斷電源。
⑤ 停電時請馬上將電源插銷從插座中拔出。
⑥ 請勿使用不耐酸、堿腐蝕的容器。
⑦ 請勿使用儀器指定品種以外的鈣類物質。
⑧ 請勿塞住水的出口。
⑨ 請勿使用本水飼養金魚、熱帶魚等魚類。
(4) 使用後及保存時的注意事項
① 還原水請一定使用密閉的容器置於冰箱中保
存，並在 2 日以內飲用。

[維護及保養相關事項]
(1) 發生故障時請勿擅自處理，請與銷售店聯繫。
(2) 請勿對儀器進行改造。
[包裝]
瓦楞紙板包裝。
[製造銷售商及製造商的名稱及地址]
製造銷售商
株式會社 TRIM ELECTRIC MACHINERY
地址 〒783-0060 高知縣南國市熒丘 1 條 2 門
2號
電話 088（804）8510
制

造 商
株式會社 TRIM ELECTRIC MACHINERY
銷售商（銷售店）聯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