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ter & Air – 提供“水和空气整体解决方案” 

怡口净水产品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Standard 
美国标准 

Techology 
美国技术 

Enterprise 
美国企业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前置过滤器 

中央净水机 

中央软水机 

末端机 

怡口全屋净水系统流程 

图例说明： 

                     未经处理的自来水 

                     初步处理的自来水 

                     深度处理的自来水 

                     可直接饮用的纯水 

                     需煮沸饮用的净水 

                     洗浴洗涤用的软水 

台上式直饮机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全屋净水系统流程 

前置过滤器 

中央净水机 

中央软水机 

末端机 

图例说明： 

                     未经处理的自来水 

                     初步处理的自来水 

                     深度处理的自来水 

                     可直接饮用的纯水 

                     需煮沸饮用的净水 

                     洗浴洗涤用的软水 

台上式直饮机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前置过滤器系列 

EASF Plus自动型 MASF 1手动型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前置过滤器工作原理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不锈钢滤芯，经久耐用 

双模式充电，安装方便

更省心 

面板“双面换”设计，

安装更省心 

防紫外线加强型滤壳，

耐压稳定 

前置过滤器EASF Plus 

自动冲洗智能设置，使

用更方便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前置过滤器MASF 1手动型 

不锈钢滤芯，经久耐用 

手动清洗，更干净环保 
手动调节日期转盘，提

醒更人性化 

防紫外线加强型滤壳，

耐压稳定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产品名称 
EASF Plus 

（滤清宝智能型） 
MASF1 

（滤清宝基本型） 

冲洗方式 自动冲洗 手动冲洗 

冲洗周期（自定义） 1-30天 每月至少一次 

自动清洗耗时 约  30S 约  30S 

日常使用流量 5m³/h 5m³/h 

最大流量 8m³/h 8m³/h 

单次冲洗排水 约 5L 约 5L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1英寸 

产品尺寸（长*宽*高） 133*105*381mm 141*105*343mm 

前置过滤器EASF Plus&MASF1主要技术参数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前置过滤器EASF Plus&MASF1产品卖点总结 

净水第一关： 

100μm（可选60μm或150μm）高精度不锈钢滤网，有效去除水中沉淀物对涉水设

备和管件的危害； 

防紫外线： 

采用防紫外线功能的加强型滤壳； 

双模式冲洗： 

自动/手动双模式冲洗智能设计，操作简单便捷； 

双模式充电： 

普通电源/电池供电双模式选择，面板“双面换”设计，安装方便省心； 

手动调节： 

自带手动调节日期转盘，提醒用户定期冲洗产品，无需用电，经济实惠且节能环保；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前置过滤器使用效果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全屋净水系统流程 

前置过滤器 

中央净水机 

中央软水机 

末端机 

图例说明： 

                     未经处理的自来水 

                     初步处理的自来水 

                     深度处理的自来水 

                     可直接饮用的纯水 

                     需煮沸饮用的净水 

                     洗浴洗涤用的软水 

台上式直饮机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中央净水机的主要作用 

中央净水机可以有效去除自来水中的泥沙、铁锈，防止全屋自来水管路、高档洁具内部细

小管路、各种涉水电器的内部管路形成堵塞； 

内置的活性炭滤料具有超强的吸附净化能力，可有效去除水中重金属以及大部分余氯、异

色、异味，防止余氯与水中有机物形成三氯甲烷等“三致物质”（致癌、致畸、致突变）； 

同时防止配套安装的软水机内部树脂受到余氯的侵害，进一步保护软水机。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工作原理 

泥沙 
悬浮物 铁锈 
大颗粒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活性炭 

炭化活化而成，内部有发达的孔道，巨大的表面积，强大的吸附力。吸附有机物、去除余氯、改善

口感，是深度净化水质的主要材料。 

怡口中央净水机工作原理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活性炭冲洗过程 

自来水 废水 含余氯、有机物 

净化水 自来水 

活性炭净化过程 

活性炭净化和冲洗过程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中央净水机主要采用KDF（合金滤料）过滤或者活性炭过滤两种过滤方式。 

 KDF的主要成分是高纯铜与锌，通过与氯起氧化作用，从而达到消耗水中余氯的目的。

KDF还可起到一定的杀菌和抑菌的作用，但必须有大量的高纯铜与锌并经过长时间浸泡

才有作用，象中央净水机这样少量而流动的水，这一功能是基本没有作用的。 

 活性炭过滤可去除小分子团的有机物，颗粒杂质及余氯，改善色度、浊度及口感。 

 通过这两种过滤可去除水中的余氯、有机物、颗粒杂质和少量的细菌、微生物，除味、

除色、提高水质品质。 

 

中央净水机的过滤原理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与软水机相比 

中央净水机仅可初步改善水质，但是它不可以去除水中的钙、镁等金属离子，没有办法起

到水质软化的作用，对于硬水造成的例如皮肤干燥、头发干枯、衣物变黄发硬、管道结垢

等现象是无法解决的。 

 

与纯水机相比 

中央净水机的出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但是依据中国与国际上的卫生标准，只有经

过RO逆渗透技术处理过的水才可以直接生饮，因为通过中央净水机处理后的水中，仍然存

在胶体、病毒、小分子杂质、金属离子等各类杂质。 

经过中央净水机过滤出来的水就不再需要进行其他处理了吗？ 

中央净水机的过滤原理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610WHF/618WHF/ETF2100PF10) 

高品质砾石和石英沙 

进口高品质椰壳活性炭 

专业设计的智能操作系

统 

双重加强式罐体 

独特的旁通阀设计 

纯物理方式吸附净化 

独有的盘式多路阀 

独有的卡口式结构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610WHF/618WHF/ETF2100PF10) 

独有的盘式多路阀 

使控制更加精准，操作更加简

便，无需人工干预，充分保证

中央净水机的自动运行、反冲

及再生功能。 

独特的旁通阀设计 

可使用户在不需要净水的情

况下，轻松绕开中央净水机，

以增加活性炭的使用寿命。 

独有的卡口式结构 

使阀头与罐体连接密封性更

好，不仅可以避免由热胀冷

缩引发的安全隐患，而且安

装也非常便捷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610WHF/618WHF/ETF2100PF10) 

专业的智能操作系统 
操作简单，无需人工干预。相比手动净
水机，更专业。 

纯物理方式吸附净化 
采用纯物理方式过滤，相比普通产品加入KDF，
与水发生化学反应，可能导致出水的铜离子、
锌离子超标，直接影响人体健康）。 

双重加强式罐体 
终生保修的玻璃钢缠绕罐体+优质内
胆不生锈、耐腐蚀、外缠绕玻璃钢
纤维，轻巧、坚固、耐用。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进口高品质颗粒活性炭 

雅科比颗粒活性炭，吸附能力强，硬度高，工作寿命是普通滤料的

5-10倍，大大高出普通活性炭处理能力，大大减少活性炭的更换频

率，提高产水品质，进一步过滤水中的杂质，有效吸附余氯、有机

物等异味。 

 

高品质砾石和石英砂 

独有的高品质砾石更耐磨，初步净化水质，精选高效石英砂，经多

道工序加工处理而成，克服了一般石英砂尖角异性，堆压不实，空

隙大等缺点，使布水均匀畅通。 

怡口中央净水机(610WHF/618WHF/ETF2100PF10)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中央净水机产品卖点总结 

 外形时尚 

所有部件均由怡口独家设计，独特的外观，线条流畅，造型优雅，更显时尚气息 

 品质过滤 

拥有优质内衬玻璃钢滤罐，高效分层滤料床技术，配合怡口高品质椰壳活性炭滤料

和高硬度火山砾石，实现超强过滤水质。 

 拥有多项独家专利 

独特的一体式旁通阀设计易于安装维护 

独有的盘式多路阀，智能控制，操作简单稳定 

独有的卡口式结构，使阀头与罐体连接密封性更好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系列 

Slim-A 
水灵工程标准型 

Slim-B 
水灵工程增强型 

Slim-C 
水灵工程豪华型 

专为中国工程客户、房地产商度身打造的系列机型，所有部件均由怡口独家设计生产，方便客户进行

批量操控。 

品质过滤：拥有优质内衬玻璃钢滤罐，高效分层滤料床技术，配合怡口高品质椰壳活性炭滤料，实

现超强过滤水质； 

节省空间：Slim-A和Slim-B可以轻松安装在橱柜中。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中央净水机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 水灵工程标准
型 

水灵工程增强型 水灵工程豪华型 

产品型号 Slim-A Slim-B Slim-C 

日常使用流量 1.5T/H 2.0T/H 2.5T/H 

工作水压 0.14-0.35MPa 0.14-0.35MPa 0.14-0.35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石英砂床容量 2.7kg 2.3kg 7.7kg 

活性炭容量 2.3kg 4.5kg 15kg 

适用人数 1-3人 2-8人 8-20人 

滤料建议更换周期 3-5年 3-5年 3-5年 

产品尺寸（长*宽*高） 318*372*548mm 318*372*671mm 318*372*1080mm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系列 

610WHF 
净雅标准型 

安装在橱柜中 
 

618WHF 
净雅增强型 

ETF2100PF10 
净雅超容豪华型 
拥有超大流水量 

● 所有部件均由怡口独家设计，造型优雅时尚 

● 三款产品适用于不同用户，净雅标准型可轻松安装在橱柜中，净雅超容豪华型拥有更大的供水量 

● 拥有优质内衬玻璃钢滤罐，高效分层滤料床技术，配合怡口高品质椰壳活性炭滤料，实现超强过滤水质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中央净水机主要技术参数 

产品名称 净雅标准型 净雅增强型 净雅超容豪华型 

产品型号 610WHF 618WHF ETF2100PF10 

日常使用流量 1.5T/H 2.4T/H 3T/H 

工作水压 0.14-0.35MPa 0.14-0.35MPa 0.14-0.35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石英砂床容量 2.7kg 2.3kg 7.7kg 

活性炭容量 2.3kg 4.5kg 15kg 

适用人数 1-3人 2-8人 8-20人 

滤料建议更换周期 3-5年 3-5年 3-5年 

产品尺寸（长*宽*高） 341*257*575mm 341*257*857mm 341*257*1485mm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MG610WHF 
净雅除铅灵巧型 

MG618WHF 
净雅除铅标准型 

MG2100-PF20 
净雅除铅增强型 

怡口中央净水机系列 

简洁优雅，彰显尊贵 

所有部件均由怡口独家设计，整体白色外观加入香槟金色的点缀，简洁中彰显尊贵品位； 

专利MetSorb®，强效去除重金属 

采用美国专利MetSorb®吸附介质，结合原装进口高品质椰壳活性炭，以及高硬度火山

石英石滤料，运用成熟的高效分层滤料床技术，强效去除水中铅、砷等重金属*，同时滤

除余氯产物及其它异色异味，呵护您全家每一滴用水安全；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产品名称 净雅除铅灵巧
型 

净雅除铅标准型 净雅除铅增强型 

产品型号 MG610WHF MG618WHF MG2100-PF20 

日常使用流量 1.5T/H 2.4T/H 3T/H 

工作水压 0.14-0.35MPa 0.14-0.35MPa 0.14-0.35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石英砂床容量 3.15kg 2.7kg 8.1kg 

活性炭容量 2.65kg 5.3kg 31.8kg 

MetSorb滤料容量 1.78kg 3.21kg 5.67kg 

滤料建议更换周期 3-5年 3-5年 3-5年 

产品尺寸（长*宽*高） 341*257*575mm 341*257*857mm 356*1600*356mm 

中央净水机主要技术参数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净水机安装示意图(610WHF/618WHF/ETF2100PF10)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全屋净水系统流程 

前置过滤器 

中央净水机 

中央软水机 

末端机 

图例说明： 

                     未经处理的自来水 

                     初步处理的自来水 

                     深度处理的自来水 

                     可直接饮用的纯水 

                     需煮沸饮用的净水 

                     洗浴洗涤用的软水 

台上式直饮机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什么是软水和硬水 

硬水 

水中金属离子（钙、镁）含量较多的水，金属离子（钙、镁）含量越多，水质越硬，反之，则越软。水

中的碱性金属离子类物质在加热或与其他物质（如洗涤剂）接触的过程中会形成不溶于水的水垢、皂垢、

钙镁皂等碱性物质。这类碱性物质会停留在皮肤表面，不断侵蚀表皮细胞，引起皮肤缺水、干燥和粗糙。 

 

软水 

不含或含较少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 

人工软水是指经软化处理的钙、镁化合物含量降至1～50毫克／升后得到的软化水。 

用软水沐浴、梳洗，使皮肤细腻，头发顺滑；  洗衣，节省各种洗涤剂50％～80％； 降低衣物的磨损，

使衣物洗后松软，色泽保持更长久； 减少热水器维修维护，提高热效率； 降低管道结垢的可能性； 减

少洁具污垢的产生。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皮肤的悉心呵护 

软水中不含硬化物质及皂质，因此能改善脸部红肿，瘙痒

或干裂，不管用剃须刀片或电动剃须刀刮胡子都能使您感

到更轻松，更光滑。 

 

更加柔软的衣物 

用软水洗涤过的衣物能长久保持鲜亮与柔软，白衣更洁白，

彩衣更鲜艳。毛巾更蓬松，吸水性也更强。床单被褥更柔

软，使用更舒适。 

 

经济实惠的选择 

软水可以保护涉水电器，减少水垢的形成。提高热效能，

节约电或燃气。并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延长涉水电器的使用

寿命。使用软水还可以大大减少沐浴乳，洗发液和洗涤剂

的用量。 

洗发沐浴更舒适 

用软水沐浴，泡沫更丰富，软水可迅速冲洗粘在皮肤表面

的肥皂，令皮肤柔滑舒适。用软水洗头不易产生头屑。头

发更光亮，柔软，易于梳理。 

 

闪闪发光的餐具 

用软水清洗过的玻璃器皿，盘子及银器不易残留污垢，表

面也不会留下任何水垢的痕迹。你家中的餐具将一如既往

的光亮如新。 

 

家务更轻松愉快 

厨房，浴室，卫生间更容易打扫。没有硬水泡沫所残留的

污渍，玻璃沐浴门，龙头及台盆表面光亮如新。瓷砖，墙

面，地板及洁具持久保持鲜亮无污垢。您会惊喜的发现家

务变得更简单了。 

软水的好处和作用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离子交换 

软水机运用离子交换原理，把树脂中的钠离子与水中的钙、镁等金属离子进行交换，从而吸附水中多余

的钙、镁等碱性金属离子，达到去除水垢（碳酸钙或碳酸镁）的目的，并在皮肤表面形成水膜，保持肌

肤柔润细滑。 

树脂再生 

通过定期用盐水冲洗树脂，把盐水中的钠离子替换掉吸附在树脂周围的钠、镁等金属离子，这样也就称

为树脂的再生。 

 

软水机中孔径极细的软化树脂可以通过滤掉水中的颗粒、大分子团有机物、悬浮物、铁锈等杂质，软化、

净化同时进行。  

软水机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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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水 

树脂 

自来水 

软水 

盐水 

废水 

树脂软化过程 树脂再生过程 

硬度物质（钙、镁） 盐 

树脂 

树脂软化和再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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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解密软水制造 

控制阀内转盘自动转至S（表示Service） 

硬水自进入管流入，通过软水机阀经上
布水器分部于树脂层上 

硬水从上至下穿过树脂层进行离子交换，
硬水中钙镁等硬度离子被吸附在树脂上 

脱去钙镁等硬度离子的水成为软水，并
在树脂罐底部通过下布水器进入中心管 

软水经由中心管上升进入软水机阀，并
导入水管工终端（如龙头）使用 

为我们带来全新生活
的软水是如何制成的
呢？让我们来看看怡
口软水机是怎样工作

的吧？ 

怡口中央软水机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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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工作原理 

怡口净水（逆流再生技术） 

普通产品（非逆流再生技术） 

采用逆流再生技术，其再生耗水量是普

通产品的1/10,耗盐量是普通产品的1/3 

耗水量：900-1500L 
耗盐量：1.6-5Kg 

耗水量：90-200L 
耗盐量：0.5-2Kg 

（根据型号不同和再生引发的实际使用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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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工作原理 

怡口软水机全自动运行流程 

• 正常运行(Service)   

      硬水由上而下流经树脂罐，并与树脂充分接触，去除钙镁等硬度离子后形成软水至中心管，导入出 

       水管够终端（如龙头)使用; 

• 盐箱注水（Fill Cycle）  

        1、通过盐阀向盐箱注入软水； 

        2、溶盐后获取饱和盐溶液； 

• 再生（慢速冲洗）（Brine&Brine Rinse） 

       1、吸入定量的饱和盐溶液，从底下注入树脂罐； 

        2、盐溶液以一定速度流经树脂，恢复树脂活性 

• 反冲洗——排污（Back Wash）  

       树脂还原后硬水由下而上反冲洗，将树脂层松动并将积累的悬浮物和细小颗粒进一步排出 

• 正洗——排污（Fastrinse ） 

      1、进一步排除废弃物（盐水、氯化钙/镁、悬浮物等）清洗树脂； 

      2、压实树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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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 

高强度布水器 

专用的阳离子树脂 

智慧型再生控制方式 

独特的盘式多路阀设计 

独特的卡式连接 

双重加强式罐体 

盐液安全阀 

独有的旁通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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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再生控制方式 

流量兼时间型再生控制方式，实现按需供软水，连续供软水，省盐省

水，大大降低再生频率；而大多采用单一时间型再生控制方式的产品，

到了制定时间必须再生，费盐费水，增加机器磨损。 

怡口中央软水机 

盘式多路阀 

怡口专利技术，旋转式多路阀 ，23个组件，数量少，体积小，运行稳定

可靠；而普通的柱塞式多路阀，采用机械式工作原理，组件超过100个，

体积大，故障多，不易维修，且耗水量大，耗盐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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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 

独有的旁通阀设计 

怡口软水机再生时可自动旁通（普通产品无自动旁通），不影响正常供水，

方便使用。 

独特的卡式连接 

阀体与玻璃钢之间采用卡式连接（普通产品采用的螺纹连接易造成漏水），

安装和拆卸极其方便，且不易造成损坏，系统密封性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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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 

双重加强式罐体 

厚重结实的双重加强式罐体彻底杜绝渗漏。 

采用多级石英砂滤层 

怡口软水机均采用多级石英砂滤层，实现软化前先净化，保护树脂；与无

石英砂滤层的普通软水机相比，树脂使用寿命更长，出水品质更好。 

专用的阳离子树脂 

高品质树脂，交换容量大，产水周期长；怡口独特配方，可承受一定铁离

子污染，保证使用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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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 智能再生系统，确保软化水高效始终如一 

• 智能按需再生系统 

        智能追踪您每日的用水量，自动计算系统剩余处理能力，并模拟第二天的用水量， 

         判断是否需要再生，能更好的及时还原软化介质的活力  

怡口软水机为什么省水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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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再生系统，确保软化水高效始终如一 

• 先进的逆流再生技术，更能高效省盐省水 

    在日常软化水过程中，逆流再生技术会将再生盐与软化介质全面充分接触，避免顺流 

    时持续重复性的使用部分软化介质，并且再生更加充分，延长再生周期，减少再生次 

    数，从而节省再生盐。 

    在逆流再生同时，确保再生盐与不饱和软化介质先进行交换再生，由于盐水浓度大大 

    高于硬度钙镁离子浓度，软化介质优先吸附盐离子从而还原介质活性。之后再与饱和 

    介质交换再生，所补充的盐量就相对顺流再生减少了，交换被更有效的利用起来，再 

    生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更有效的省盐。 

怡口软水机为什么省水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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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再生系统，确保软化水高效始终如一 

• 保持水硬度稳定的用水 

• 您决定让怡口软水机在哪一刻再生，也就决定了您的软水硬度能否稳定。

如果再生点选择过迟，可能会导致在使用过程中软化介质失效，这样，可

能让您又用回硬水。而智能按需再生系统，通过流量追踪与智能预测次日

用水量，自动判断选择出高效再生点，让软水介质始终保持活力高效，确

保您始终能享用柔美的软水。 

怡口软水机为什么省水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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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软水机为什么省水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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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再生系统，确保软化水高效始终如一 

• 获得相同的软水量，您的用盐量更少 

• 通过用水量追踪与智能预测，智能按需再生系统为您判断，选择出高效的再生

点，使怡口软水机内的软化介质在最高点得以再生，在整个周期内始终保持着

良好的软化能力，所以在此条件下再生的耗盐量大大减少。相比较完全饱和的

再生点，生成同样多的软化水，智能再生系统却能让您节约下更多的再生盐。 

怡口软水机为什么省水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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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软水机为什么省水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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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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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专为中国工程用户、房地产开发商度身打造的系列机型，所有部件均由怡口独家设计生产，方便客户进行

批量操控。 

● 自动预测盐量，自动再生 

● 自动记录家庭用水周期 

● 同时可自由调节出水硬度 

体型小巧，便于家庭安装；LCS-8和LCS-10可轻松放置在橱柜中。 

怡口中央软水机（乐柔系列） 

LCS-8 
LCS-10 LC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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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乐柔工程标准型 乐柔工程增强型 乐柔工程豪华型 

产品型号 LCS-8 LCS-10 LCS-20 

日常使用流量 ≤1.5T/h ≤1.8T/h ≤2.5T/h 

工作水压 0.20~0.60Mpa 0.20~0.60Mpa 0.20~0.60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高效树脂容量 9.34 L 9.91 L 16.14 L 

适用人数 1-3人 2-5人 3-6人 

产品尺寸（长*宽*高） 548*318*372mm 671*318*372mm 372*318*1080mm 

怡口中央软水机参数（乐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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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超柔系列） 

ECR3500 R20 
超柔智多星标准型 ECR3500 R30 

超柔智多星增强型 

智能控制 

采用微电脑系统，自动预测盐量，自动记录家

庭用水周期，自动再生，同时可以自由调节出

水硬度 

超大流量 
拥有一英尺双转子阀体，保证大流量供水 

怡口旗下顶级软水产品系列，整机及95%以上部件由怡口

独家设计生产，具有优质内衬的玻璃钢树脂罐、高效分层

树脂床技术及定制生产的配方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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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超柔智多星标准型 超柔智多星增强型 

产品型号 ECR3500 R20 ECR3500 R30 

日常使用流量 4.5T/H 6.0 T/h 

工作水压 0.14~0.35 Mpa 0.14~0.35 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高效树脂容量 17 L 25.2 L 

产品尺寸（长*宽*高） 356*508*1148  mm 356*508*114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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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润柔系列） 

918ECM 
润柔标准型 

925ECM 
润柔增强型 

智能控制 

采用微电脑系统，自动记录家庭用水周期，自

动再生，同时可以自由调节出水硬度 

怡口旗下专业软水产品系列，更多参数设置，性能专业稳

定，满足更多专业人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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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参数（润柔系列） 

产品名称 润柔标准型 润柔增强型 

产品型号 918ECM 925ECM 

日常使用流量 3.0 T/H  3.5 T/h 

工作水压 0.14~0.35 Mpa   0.14~0.35 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高效树脂容量 17.5 L 25.8 L 

产品尺寸（长*宽*高） 356*508*1146 mm 356*508*114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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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口中央软水机（智柔系列） 

818ECD 
智柔标准型 

825ECD 
智柔增强型 

智能控制 

采用微电脑系统，自动记录家庭用水周期，自

动再生，同时可以自由调节出水硬度 

怡口旗下智能型软水产品系列，操作简单，即使新手也可

轻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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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口中央软水机参数（智柔系列） 

产品名称 智柔标准型 智柔增强型 

产品型号 818ECD 825ECD 

日常使用流量  3.0 T/h 3.5 T/h 

工作水压 0.14~0.35 Mpa   0.14~0.35 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高效树脂容量 17.5 L 25.8 L 

产品尺寸（长*宽*高） 356*508*1146 mm 356*508*114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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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中央软水机（轻柔系列） 

609ECM 
轻柔标准型 

611ECM 
轻柔增强型 

615ECM 
轻柔豪华型 

智能控制 

采用微电脑系统，自动记录家庭用水周期，自

动再生，同时可以自由调节出水硬度 

节省空间 

拥有小巧的体型，便于家庭安装；609ECM

更可以轻松安装与橱柜中。 

怡口旗下经济型软水产品系列，性价比高，体积

小，安装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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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轻柔标准型 轻柔增强型 轻柔豪华型 

产品型号 609ECM 611ECM 615ECM 

日常使用流量 ≤1.5T/h ≤1.8T/h ≤2T/h 

工作水压 0.20~0.60Mpa 0.20~0.60Mpa 0.20~0.60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高效树脂容量 9.9 L 10.5 L 14.7 L 

适用人数 1-3人 2-5人 3-6人 

产品尺寸（长*宽*高） 324*432*552mm 324*432*673mm 324*432*83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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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再生技术 

采用逆流再生技术，其再生耗水量是普通产品的1/10,耗盐量是普通产品的1/3 

 智慧型再生 控制方式 

流量兼时间型再生控制方式，实现按需供软水，连续供软水，省盐省水，大大降低再生频率 

 外形时尚 

所有部件均由怡口独家设计，独特的外观，线条流畅，造型优雅，更显时尚气息 

 品质过滤 

拥有优质内衬玻璃钢滤罐，高效分层滤料床技术，多级石英砂滤层配合怡口专用的阳离子树脂，实现
超强软化水质。 

 拥有多项独家专利 

独特的一体式旁通阀设计易于安装维护 

独有的盘式多路阀，智能控制，操作简单稳定 

独有的卡口式结构，使阀头与罐体连接密封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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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柔净一体机系列 

ERR3500 R20 
柔净智多星标准型 

ERR3500 R30 
柔净智多星豪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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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柔净一体机系列 

旁通阀 

自清洁布水器 

寿命超长的椰壳活

性炭 

全一英寸中心管 

高洁度石英砂 

高强度储盐箱 

终身保修的玻璃钢缠绕

罐体 

分层树脂床，终身保修 

盐阀 

微电脑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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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脑控制程序 

通过精密计算过往的用水量来预计未来的实际要求，最终确定是否需要再生 

高强度储盐箱 

高密度聚乙烯材料，即使装满一整箱盐，也不会变形损坏。 

终身保修的玻璃钢缠绕罐体 

优质内胆不生锈。耐腐蚀，外缠绕玻璃钢纤维，轻巧、坚固、耐用 

分层树脂床，终身保修 

分层树脂床，颗粒与标准颗粒充分混合，增加了交换能力的同时，还

不损失流量。 

盐阀 

控制盐水进、出盐箱，当盐水液位过高时，自动关闭，防止溢流 

柔净一体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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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通阀 

自带易操作旁通阀，安装方便。 

自清洁布水器 

布水器具有优异的流量性能，能自动防止污堵。 

寿命超长的椰壳活性炭 

椰壳活性炭过滤全屋用水，不产生流量损失。保护和延长树脂寿命，不需要额外安装碳过滤器。 

全一英寸中心管 

全一英寸中心管，增加流量性能，不产生压力损失，充分满足全屋用水 

高洁度石英砂 

柔净一体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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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柔净一体机系列 

智能控制 
采用微电脑系统，自动预测盐量，自动记录家庭用
水周期，自动再生，同时可以自由调节出水硬度 

软净一体 
专利生产，同时实现软/净水一体功能，所有部件均
有怡口独家设计专利生产 

超大流量 

拥有一英尺双转子阀体，保证大流量供水 

自动分层 
拥有清洗过程中自动分离不同滤料功能，保证出水
效果，实现超强过滤水质 

断电保护 

提供断电保护功能，72小时内确保数据不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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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柔净智多星标准型 柔净双子星豪华型 

产品型号 ERR3500 R20 ERR3502 R30 

日常使用流量 6.0 T/h 5.8 T/h 

工作水压 0.14~0.35Mpa 0.14~0.35Mpa 

工作水温 5-48℃ 5-48℃ 

进出水口径 1英寸 
（8分管/DN25) 

1英寸 
（8分管/DN25) 

活性炭使用量 4.18 kg 5.44 kg 

石英砂床容量 4.5 kg 4.5 kg 

滤料建议更换周期 3~5年 3~5年 

高效树脂容量 20 L 25 L 

产品尺寸（长*宽*高） 356*508*1146 mm 主机：356*356*1438 mm 
盐箱：406*406*929 mm 

柔净一体机系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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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全屋净水系统流程 

前置过滤器 

中央净水机 

中央软水机 

末端机 

图例说明： 

                     未经处理的自来水 

                     初步处理的自来水 

                     深度处理的自来水 

                     可直接饮用的纯水 

                     需煮沸饮用的净水 

                     洗浴洗涤用的软水 

台上式直饮机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净水器 

通过过滤和吸附的物理方式去水中的氯气和因二次污染所产生的细菌病毒、胶体、铁锈、杂质等各种对

人体有害的有机污染。没有电机，无需电源，靠水压驱动过滤，没有储水罐。比较好的为五级过滤，第

一级为滤芯，第二和第三级为活性炭，第四级为中空丝膜或陶瓷过滤，第五级为精致活性炭。 

纯水机 

通过有着超细精度的RO膜反渗透的方式截流住水中的一切有机污染物和无机离子，有一定的废水量，出

水为直饮的纯净水。在水压不足的情况下需要选配电机，预留电源，有储水罐。一般为五级过滤，第一

级为滤芯，第二和第三级为活性炭，第四级为RO反渗透膜，第五级为精致活性炭。 

区别 

净水器能够过滤掉自来水氯、杂质等，保留了自来水中的对人体有用的矿物质，但是对重金属和水碱的

作用不是很大，所以还是没有达到直接饮用的目的，最好还是烧开后饮用。而纯水机能过虑掉自来水中

所有物质，包括矿物质，出来的水是纯水，相当于我们买的纯净水。 

饮用水系统中净水器和纯水机的区别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不同孔径滤芯的功能和分离对象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MR Fact® 技术 
● 对于一定的孔径，细小的纤维产生更大的表面积 

● FACT®介质可以固定不同类型和大小的颗粒物 

● 同时具有孔径小和过滤面积大的特点，从而产生

低压降和高处理量 

● 外部纤维与核心纤维紧密相连，减少材料损失 

● 颗粒杂质处理容量大 

● 滤芯寿命更长  

烧结活性碳滤芯 
● 有效去除水中余氯产物 

● 深度净化技术，超强吸附水中的有机物、色度和异味 

● 超精细过滤，有效拦截水中颗粒物和胶体 

● 高效去除部分化学污染和重金属污染 

● 通水性好，处理能力强，滤芯寿命长 

● 可作为各种净水设备的前置或后置滤芯，充分延长其 

   他重要部件的寿命，提升口感  

怡口末端直饮机核心技术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1、怡口独有的外压式中空纤维超滤膜，具有0.01微米的过滤孔径，

纳污能力强，膜管不宜堵塞，超滤膜寿命正常使用可长达3年以上。 

2、怡口超滤膜表面的膜孔，超过98%以上真正达到0.01微米，

过滤效果好。 

3、聚砜（PSF）材质，强度高，无毒副作用。 

4、可有效滤除对人体有害的细菌、病毒及原生物，保留水中有益

矿物质，即开即饮。 

怡口末端直饮机核心技术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内压式超滤膜 外压式超滤膜 

较之传统国产内压式超滤膜内孔空间小，易堵塞、易被顶破的缺点，怡口外压式超滤膜更安全，

使用寿命更长。  

怡口末端直饮机核心技术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末端直饮机核心技术 

采用陶氏大通量低压膜，过滤精度高达
0.0001微米，使用寿命可达2~5年。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产品结构特点 

自动断流设计，
卫生安全 

管路隐藏式设计 

管路同色相接 

一体式卡接滤芯 

独特卡口设计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反渗透净水器(产品结构特点）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GPRO（HPRO/HPRO-E)反渗透净水器(产品卖点）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安饮系列直饮机 

怡口820VC  怡口EMF-106h 
怡口811LT 

CES-150P  CES-150E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11LT安饮功能型产品卖点 

除铅及挥发性有机物 

有效去除水中铅等重金属，三氯甲烷等挥发性有机物

及其它有害物质。 

节省空间 

单级过滤设计，体积更小巧紧凑，节省安装空间。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创新复合技术，加倍净化：  

美国专利MR FACT®折叠膜与原装进口特制压缩活性炭结合的全新

独特复合型滤芯，过滤精度高达0.3微米，怡口独特配方工艺，不仅

高效去除水中细菌，余氯产物及三氯甲烷等挥发性有机物，还能全面

提升口感。 

小巧外形，大处理量： 

小巧紧凑的外形设计，大大节省安装空间； 专利技术高效提升活性

炭的吸附面积和吸附效率，提供更大处理量，轻松满足更多用水需求。  

EMF106-h 安饮功能型产品卖点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CES150-E  

CES150-P  

CES150 安饮功能型产品卖点 

产品功能：  

-致净技术：CES-150系列内置原装进口活性炭折叠膜滤芯，有效去除水

中的异色异味和挥发性有机物，改善口感； 

-致暖技术：CES系列台式直饮机将净水和加热功能相结合，将传统饮水

机和净水器、电水壶三大功能融为一体，豪华型产品更是带有温度调节

旋钮，根据个人喜好自行调节温度配比。  

-贴心设计：  

1>产品体积小，安装方便；  

2>带有防干烧装置，干烧以后无需拆卸机器复位，直接注水即可恢复正

常工作，保护设备，延长使用寿命；  

3>特设断电保护功能，机器断电以后，再次通电，机器处于待机状态，

避免加热罐里的水多次煮开，形成千滚水；  

4>贴心设计儿童锁，预防任何可能造成的烫伤事故； 

5>自带滤芯更换LED提醒灯，换芯提醒，一目了然。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20VC安饮功能型产品卖点 

产品卖点： 

1.专利的MR FACT折叠滤膜+超大容量活性炭的双级滤芯设计，层层过滤。 

2.除铅+增强去除致癌有机物（VOC）复合功能设计，有害物质去除效果更

突出。 

3.无废水，不用电，安装极为简单，前瞻性设计及高品质，真正实现零维护。 

4.获得全球公认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的严格认

证。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产品名称 安饮功能基
本型 

安饮复合标
准型 

安饮台式双
温典雅型 

安饮台式调温
豪华型 

安饮功能加强型 

产品型号 811LT EMF106-h CES150-E CES150-P 820VC 

产品滤芯 特制压缩活
性炭 

复合活性炭
滤芯 

活性炭折叠
膜滤芯 

活性炭折叠膜
滤芯 

MR FACT

专利折叠
膜 

特制压
缩活性
炭 

日常使用流量 2.5L/min 2.5L/min 1.5L/min 1.5L/min 
 

2.5L/min 

总净水量 2400L 4000L 1000L 1000L 3000L 

工作水压 0.15-0.68 
MPa 

0.15-0.68 
MPa 

0.15-0.68MPa 0.15-0.68MPa 0.15-0.68 MPa 

进水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出水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滤芯建议更换周期 1年 —— 1年 1年 1年 1年 

适用水源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产品尺寸（mm） 134*89*401 134*89*400 324*255*358 324*255*358 241*89*401  

安饮系列直饮机产品参数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清饮系列直饮机 

800FFDC 
800F1DC 

830VC 

830VC Plus 

CES-160E 

CES-160P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FFDC产品卖点 

产品卖点： 

•采用进口高品质外压式中空纤维超滤膜，过滤精度可达0.01微
米，流量大、有效去除水中大肠杆菌等细菌，三氯甲烷、酚等
挥发性有机物，即开即饮。 

•一体式卡接滤芯，水流自动切断设计。 

•管路隐藏式设计，从源头减少漏水风险； 

•无需电源，不产生废水。 

•自带清洗功能。 

•配备彩色水管，同色相联，易于辨别。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F1DC产品卖点 

产品卖点： 

•采用进口高品质外压式中空纤维超滤膜，过滤精度可达0.01微
米，流量大、有效去除水中大肠杆菌等细菌，三氯甲烷、酚等
挥发性有机物，即开即饮。 

•结合美国MR FACT 技术，提供第二次精细过滤。 

•一体式卡接滤芯，水流自动切断设计。 

•管路隐藏式设计，从源头减少漏水风险； 

•无需电源，不产生废水。 

•自带清洗功能。 

•配备彩色水管，同色相联，易于辨别。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CES-160E  

CES-160P  

CES160 清饮功能型产品卖点 

-致净技术：CES-160系列内置聚砜中空纤维滤芯，过滤精度达到0.01微

米，滤除水中泥沙、污垢等大颗粒固体杂质，并能有效去除水中大肠杆菌

等细菌，轻松体验品质洁净好水。  

-致暖技术：CES系列台式直饮机将净水和加热功能相结合，将传统饮水机

和净水器、电水壶三大功能融为一体，豪华型产品更是带有温度调节旋钮，

根据个人喜好自行调节温度配比。  

-贴心设计：  

1>产品体积小，安装方便；  

2>带有防干烧装置，干烧以后无需拆卸机器复位，直接注水即可恢复正

常工作，保护设备，延长使用寿命；  

3>特设断电保护功能，机器断电以后，再次通电，机器处于待机状态，

避免加热罐里的水多次煮开，形成千滚水；  

4>贴心设计儿童锁，预防任何可能造成的烫伤事故；  

5>自带滤芯更换LED提醒灯，换芯提醒，一目了然。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30VC/830VC Plus 清饮功能型产品卖点 

830VC 

830VC Plus 

产品特点： 

-高精过滤，安全除菌：第一级过滤采用外压式中空纤维超滤技

术，过滤精度高达0.01微米的超滤膜，能够有效去除水中的细菌、

沉淀悬浮物及铁锈等有害物质，同时保留有益矿物质离子；  

-专利技术，有效净铅：第二级过滤通过怡口专利MetSorb®技

术结合原装进口压缩活性炭碳棒，去除水中铅等重金属及挥发性

有机物（VOC），并且吸附余氯及异色异味，改善口感；  

-自动反冲，放心无忧：超滤膜自带清洗功能设计，可对滤膜提

供有效冲洗，延长超滤膜使用寿命。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产品名称 清饮智能宝 清饮超能宝 清饮台式双
温典雅型 

清饮台式调温
豪华型 

清饮功能标
准型 

清饮功能加强型 
 

产品型号 800FFDC 800F1DC CES-160E CES-160P 830VC 830VC Plus 

产品滤芯 超
滤
膜 

活性
炭滤
芯 

超
滤
膜 

MR FACT

折叠活性
炭滤芯 

超滤膜 超滤膜 
 
 

超
滤
膜 

MetSor
b压缩活
性炭 

超滤膜 
 

MetSorb

压缩活性
炭 

日常使用
流量 

2.5L/min 2.5L/min 1.5L/min 1.5L/min 2.5L/min 3L/min 

总净水量 —— —— 1000L 1000L 2500L 3000L 

工作水压 0.15-0.4MPa 0.15-0.4MPa 0.15-0.4MPa 
 

0.15-0.4MPa 0.15-0.4MPa 0.15-0.4MPa 

进水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出水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排水管 红色3分管 红色3分管 红色3分管 红色3分管 红色3分管 红色3分管 

滤芯建议
更换周期 

3-4
年 

1年 3-4年 1年 3-4年 
 

1年 
 

3-4年 
 

1年 
 

3-4
年 

 

1年 
 

3-5年 1年 
 

适用水源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产品尺寸
（mm） 

241*89*400  241*89*400  324*255*358 324*255*358 241*89*400  241*89*400  

清饮系列直饮机产品参数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纯饮系列直饮机 

800GPRO 800HPRO 

800HPRO-E 800SPRO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产品卖点： 

采用陶氏高科技反渗透膜技术，过滤精度高达0.0001微米，

有效去除水中砷、铅、镉、铬（六价）等重金属，三氯甲烷

等挥发性有机物及其它有害物质。 

超低压运行，无须电源。 

隐藏式的管路设计，从源头杜绝漏水隐患。 

独特的自闭水源功能，换滤芯时可不切断水源操作。 

 

800GPRO纯饮净泉宝 

800GPRO器产品卖点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HPRO反渗透净水器（产品卖点）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HPRO-E反渗透净水器（产品卖点）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SPRO反渗透净水器 

产品正面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SPRO反渗透净水器（产品结构特点） 

自动断流设计， 
卫生安全 

管路隐藏式设计， 
漏水概率小 

全新一体化设计， 
简约现代 

高速制水， 
智能控制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SPRO纯饮慧泉宝 

800SPRO反渗透净水器（产品卖点） 

品质纯水，RO膜技术： 

采用高科技反渗透技术，过滤精度小于0.0001

微米，去除水中细菌、重金属及其余有害物质，

后置美国原装压缩活性炭，高效吸附余氯，令

品质纯水拥有极致口感 

一体化设计： 

采用全新一体化设计理念，将增压泵、滤芯等

组件完美融入简约现代的整体造型之中； 

智能控制 高速制水 体验升级： 

内置独特设计的防水增压泵，明显提升制水速

度（尤其是在低压环境下），方便安全；高低

压传感器更可自动控制增压泵，在不同水压下

的工作强度，节能环保。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800SPRO反渗透净水器（产品参数）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纯饮系列直饮机产品参数 

产品名称 纯饮净泉宝 纯饮清泉宝 纯饮甘泉宝 纯饮慧泉宝 

产品型号 800GPRO 800HPRO 800HPRO-E 800SPRO 

产品滤芯 GAC RO CTO CTO RO CTO CTO RO MR GAC RO CTO 

滤芯建议更换周期 6-12个
月 

3-4年 1年 6-12个
月 

3-4年 1年 6-12
个月 

3-4年 1年 6-12个
月 

3-4年 1年 

日常使用流量 3L/min 3L/min 3L/min 3L/min 

是否有电源 无 无 无 无 

工作水压 0.28-0.68MPa 0.2-0.4MPa 0.28—0.68MPa 0.2-0.4MPa 

储水桶容量 6 L（铁桶） 5-6L（塑料桶） 6 L（铁桶） 6 L（铁桶） 

进水管 绿色2分管 绿色2分管 绿色2分管 绿色2分管 

储水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黄色3分管 

出水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蓝色3分管 

排水管 红色2分管 红色2分管 红色2分管 红色2分管 

适用水源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市政自来水 

产品尺寸 318*89*400 mm 318*89*400 mm 318*89*400 mm 150*415*409 mm 

储水罐尺寸 279*432 mm 240*350 mm 279*432 mm 279*432 mm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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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竞品分析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竞品分析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竞品分析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竞品分析 



Ecowater 怡口净水 

better water，better life 竞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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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water，better life 

怡口净水中国总部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129号华侨大厦19楼 

怡口净水中国官网 

http://www.ecowater.com.cn/ 

怡口空气净化客服电话 

400-887-0190 

扫一扫 
关注我们 

获得免费试用机会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