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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温度传感器、温度熔断器、
温度突跳器、流量计

即热式

漏电保护装置、着座感应装置、⽔过压保护装置

⽔道直接连接式

1.5m950W（15℃±1℃进⽔）

220V~

0.08MPa�-�0.75MPa

约37℃

1600W

加热⽅式

温⽔温度

加热器

安全装置

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 电源线长度�

供⽔⽅式

使⽤⽔压范围

安全装置

保
温

座
圈

50Hz额定频率

3℃�-�40℃环境温度

3℃�-�35℃供⽔温度

产品尺⼨

C521G��������单位：毫⽶（mm）

出⽔流量 约620ml/min

约36℃

DC12V/16W

温度传感器、温度熔断器、
直流低电压

坐圈及座盖阻尼缓冲装置

表⾯温度

座圈加热器

安全装置

开关结构

清
洗

装
置

产品安装⽅法

1.�本产品使⽤220V~电压，需要电⽓施⼯时请委托专业电⽓商；2.�使⽤本产品时，⾃来⽔⽔压必须在
0.08-0.75MPa；3.�安装完成后将产品电源插⼊插座，听到“滴”的⼀声，表⽰产品已通电并⾃检完成；4.�请使
⽤本机附带的供⽔管进⾏安装，勿使⽤旧供⽔管，否则可能影响产品性能；5.�请不要在座圈上使⽤布套、垫⼦，
否则可能会导致着座感应不良；6.�如果是低温环境，请先将产品在温暖的房间静置2⼩时再进⾏安装，防⽌内部
⽔分结冰损坏机器；7.�上图为本机可安装的坐便器标准规格值。

(⼀)安装智能分体机前的注意事项

可安装的⼉童坐便器尺⼨

可安装的供⽔阀门

110-160mm

≥100mm ≥365mm

≥25mm

额定功率：在环境温度20℃�±�5℃，进⽔静压0.18Mpa±0.02�Mpa，进⽔温度15℃�±�1℃的条件下，开启清
���������������洗功能并持续稳定⼯作⼀个清洗周期的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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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C521G

智能坐便器⼀体机

产品使⽤说明书
版本：V�2021.01.01

致⽤户：

������感谢您选购本公司智能坐便器系列产品，为确保安全，在使⽤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并⼩⼼保存以供参考。
������说明书中的⽰意图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本公司不断致⼒于改善产品质量，产品不断推陈
出新，产品如有改动恕不另⾏通知，敬请谅解。
������产品执⾏标准：GB�4706.1-2005���������GB�4706.53-2008
���������������������������GB/T�6952-2015��������GB�38448-2019

智能坐便器能效⽔效等级

坐便器产品的能效⽔效等级：本坐便器产品的单位周期能耗、清洗平均⽤⽔量和冲洗平均⽤⽔量
指标应符合GB�38448-2019标准规定的下表要求。坐便器能效等级指标（单位为：千⽡·时），
⽔效等级指标（单位为：升）

智能坐便器能效⽔效等级 1级 2级 3级

备注：本坐便器产品的实际能效等级、单位周期能耗、⽔效等级、⽤⽔量等信息以贴附在本坐便器产
品的外包装箱或产品正⾯陶瓷体上的“中国⽔效标识”贴纸上的内容为准。

能效等级指标
≤0.030 ≤0.040 ≤0.060单位周期能耗/

（kW·h）
带座圈加热功能

≤0.010 ≤0.020 ≤0.030不带座圈加热功能

⽔效等级指标
≤0.30 ≤0.50 ≤0.70智能坐便器清洗平均⽤⽔量/L
≤4.0 ≤5.0 ≤6.4智能坐便器冲洗平均⽤⽔量/L
≤5.0 ≤6.0 ≤8.0双冲智能坐便器冲洗全冲⽤⽔量/L

产品简介

������本系列产品具有清洗功能、柔光照明、座圈加热等功能。使⽤后的污⽔通过陶瓷马桶排放到原排
污系统。

装箱清单

整机 1台

说明书

移动固定块�

四分快速弯接头�1张

1个�

2个� 1个

1个

1 5

2 6

3 7

4

序号����� 名称����� 数量������ 序号����� 名称����� 数量������

前置过滤器

橡胶膨胀螺丝组件 2个

不锈钢编织管�

使⽤⽅法

使⽤前请按照顺序进⾏确认：
������1.�⾸次使⽤，调试机器。2.�⾓阀在开启状态，⽔路通畅。3.�将插头插⼊接地良好的三脚插座内，
确认插头已插紧，插头上指⽰灯亮表⽰坐便器已经通电，若指⽰灯不亮，按下插头上“复位”按钮上
电。
1.�清洗功能
以适合⼉童的⽔压和⽔温清洗肛门。清洗时指⽰灯显⽰为蓝⾊。
①�清洗模式1：清洗时间20秒。开启⽅法：着座⽆清洗状态下，短按按钮1次。
②�清洗模式2：清洗时间60秒。开启⽅法：着座⽆清洗状态下，连按按钮2次。
③�停⽌清洗：清洗状态下长按按钮3秒或离座。
注：系统设置有⼈体感应装置，只有感应到⼈体着座时，清洗功能才会正常执⾏。
2.�节能/待机功能
在离座状态下长按按钮5秒，可开启或关闭节能/待机功能（上电默认关闭）。开启节能/待机功能时，
红蓝指⽰灯交替闪烁，并关闭座圈加热。
3.�柔光照明
系统设置有照明灯。在离座状态下短按按钮，可开启或关闭照明灯。

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避免对您和他⼈造成伤害和财产损失，请您务必遵守如下有关安全⽅⾯的注意事项：

可能导致死亡或重⼤危险，请务必遵守警告

可能会造成轻微伤害或损伤，请务必时刻注意注意

禁⽌ 切勿操作的禁⽌内容

强制 必须遵守实⾏的强制内容接地 正确连接地线

请不要在 3 ℃以下环境中使⽤。

安装进⽔⾓阀时请牢牢拧紧，否则会导致漏⽔。

预防因冻结⽽造成的损伤。冻结会造成进⽔软管及产品内部损伤，进⽽造成漏⽔。

外出旅⾏等长期不使⽤或清洁时，请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发⽣雷电时请将电源插头拔下。

本产品为卫⽣间专⽤，请勿以使⽤说明书中描述⽤途以外的其他⽬的进⾏使⽤，否则可能导致⽕灾、
触电、⼈⾝伤害或故障。

请勿使尿液等污染物沾⾄智能坐便器，否则可能发⽣异味或导致故障。

进⾏外部保养时，为了安全请将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出，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禁⽌拆卸

禁⽌浇⽔

禁⽌⽕种

禁⽌

绝对禁⽌⾃⾏拆卸、修理、改造本产品，可能会引起⽕灾、触电及其它意外情况发⽣。

请勿将⽔或洗涤剂浇于电源插头上，可能会引起⽕灾、触电及其他意外情况发⽣。

请勿将点燃的⾹烟或燃烧物种等接近产品，可能会引起⽕灾。

请勿使⽤除⾃来⽔之外的⽔源，可能会引起感染性⽪肤炎等疾病。

请勿使⽤松脱不稳的电源插座，可能会引起⽕灾或触电。

请在规定条件内（ 220V~ 、 10A 、 50Hz 的插座）使⽤电源插座及排线⽤具；请勿使⽤
220V~ 以外的电源；使⽤功率超过插座规定时，可能会引起插座发热并引起⽕灾。
请勿损坏电源线及座圈连线。
1. 勿损伤、勿加⼯、勿加热； 2. 勿强⾏弯曲、勿卷曲打捆、勿拉拽； 3. 勿将重物置于电
源线及座圈连线上。⽆视产品损坏仍继续使⽤，可能会造成⽕灾、触电短路及其他情况发⽣。

产品发⽣故障时请勿继续使⽤，请联系售后服务⼈员维修。发⽣下述情况时，请拔去电源插
头，关闭进⽔⾓阀。
1. 从管路，产品内部向外漏⽔； 2. 产品温度异常⾼； 3. 发出异常声⾳，有异味； 4. 产品
冒烟。在故障情况下仍然使⽤产品的话，可能会引起⽕灾、触电、房间内进⽔等问题。
（本产品正常使⽤年限为六年，如超过使⽤年限继续使⽤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1.本产品属于电器制品，请勿置于被⽔泼到或是湿度⾼的地⽅，在浴室内使⽤时，请装设换
⽓风扇或换⽓⼝，使浴室内保持良好的空⽓流通，否则可能导致⽕灾或触电；
2.如果电源软线损坏，切勿⾃⾏拆卸，必须由制造⼚或其维修部或类似的专职⼈员来更换。

强制

接地 请确认是否进⾏了接地处理。未接地的产品发⽣故障或漏电时可能会触电。

警告

禁⽌

请勿强⾏拉伸连接管的供⽔管，否则可能导致漏⽔。

请勿倚靠座盖或强⾏⽤⼒按压控制⾯板，否则可能导致故障或破损；强⾏施加⼒时，可能导致座盖
及控制⾯板破损，从⽽造成⼈⾝伤害。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花瓶、杯⼦、化妆品、药品等装有液体的容器或⼩型⾦属物。若不慎进⼊产
品内部，可能导致⽕灾或触电。

请勿将产品置于阳光直射处，否则可能使产品外观⽼化变形。

注意

请勿⽤坐便器冲洗⼤、⼩便及⼿纸之外的东西，否则可能导致坐便器堵塞，污⽔外溢。

请不要⽤重⼒撞击陶瓷，以防⽌破损漏⽔。

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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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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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量

部件名称
有害物质

铅（Pd） 汞（Hg） 镉（Cd）
六价铬
（Cr(Ⅵ)）

多溴联苯
（PBB）

多溴⼆苯醚
（PBDE）

主机

电池

配件

本表格依据SJ/T�11364的规定编制。

：表⽰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GB/T�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表⽰该有害物质⾄少在该部件的某⼀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GB/T�26572规定的限量要求，且⽬前业
���界还没有成熟的代替⽅案，但符合环保标准。

本标识内数字表⽰产品在正常使⽤状态下的环保使⽤年限为10年，某些部件也可能有环保使⽤年
限标识，其环保部件使⽤年限以标识内的数字为准。因型号不同，产品可能不包括除主机外的以
上所有部件，请以产品实际销售配置为准。

请勿将本产品及其部件作为普通的⽣活垃圾处理；请遵守本产品及部件处理的本地法令，并⽀持回收⾏动。
环境保护

常见问题应对

座圈感应区域上是否使⽤布套、垫⼦等物品

是否停电

是否停⽔

进⽔⾓阀是否有污物堵塞

洗净喷⼝是否有堵塞

供⽔管是否折曲造成堵塞

插座是否松动或接触不良

现象

功能完全不⼯作

确认

洗净不出⽔

洗净⽔强度不够

洗
净

处理

请取下布套、垫⼦等物品

请等待供电恢复

请插好插头，保证供电良好

请清洗喷⼝

请等待供⽔恢复

打开进⽔⾓阀

排除供⽔管折曲

座圈不热

⽔箱⽤供⽔管

(⼆)分离已安装的坐便器盖板和固定净⽔过滤器的⽅法

坐便器⽤
供⽔管

陶瓷⽔箱
⽤供⽔管

已分离的⽔箱
供⽔管和⽔管阀门

⽔管阀门
连接净⽔过滤器

供⽔管连接净⽔过滤器

5

供⽔管连接到智能分体机上

⽅形垫⽚

圆形垫⽚

不锈钢螺丝

安装固定板

移动固定板膨胀螺丝

(三)固定板与智能分体机的固定⽅法

1.�将膨胀螺丝塞⼊坐便器固定孔中。安装板固定板置于坐便器上。不锈钢螺丝依次穿过⽅形垫⽚、移动固定
板，固定在安装板固定板上，使安装板固定板紧固于坐便器上；

侧⾯按钮

产品清洁和保养⽅法

1.�在产品发⽣破损或故障的状态下，请勿⽤⼿进⾏清洁，避免产⽣⼆次故障；2.�请勿使⽤盐酸清洁剂、稀释剂、
漂⽩剂、苯或强洗涤剂清洁智能分体机表⾯，勿使杀⾍剂、空⽓清新剂及除臭剂等沾⾄智能分体机。

警告：智能分体机清洁时注意事项

因使⽤上述试剂⽽导致机⾝变⾊、龟裂及破损时，即使在保质期内也需接受有偿服务。

1.�请⽤海绵或软布沾上中性洗剂清洁智能分体机表⾯； 2. 在智能分体机上喷⽔，进⾏⼲净地清洗； 3. 清洁结束
后⽤棉布将整体擦拭⼲净。

(⼀)智能分体机外观清洁⽅法
智能分体机固定状态下清洁时

请勿使⽤含盐酸的强洗涤剂，注意勿沾上除臭剂等。参照清洁时注意事项。

稀释剂 杀⾍剂 漂⽩剂去污剂 除臭剂

(⼆)清洁智能分体机和陶瓷坐便器看不见的缝隙时
1.�按下智能分体机右侧下⽅的拆卸按键后进⾏分离；2.�⽤清洁⼯具清洁坐便器下⽅与陶瓷坐便器；3.�清洁结束后
⽤棉布将整体擦拭⼲净，再安装智能分体机。

冬季为防⽌冻结，请按照下列⽅法进⾏管理。
1.�确认电源插头是否正确插⼊插座；
2.�卫⽣间内部⽆制暖装置时，请⽤布包裹连接管或⽤其它保温材料进⾏保温。

(三)冬季的智能坐便器管理⽅法

注意：请将过滤器牢牢拧紧，否则可能会造成漏⽔。当有污物堵塞过滤器时，可能会导致冲洗⽔压不够，所以
请定期更换过滤器，过滤器⼀般半年更换⼀次。若不定期更换过滤器，发⽣的有关故障后果由购⽅⾃⾏承担。
请三个⽉内定期清洗⼀次。建议您在清洗时不要使⽤洗涤剂，直接⽤⾃来⽔清洗即可。

过滤器是否有污物堵塞

过滤器是否有污物堵塞

请更换清洗过滤器

操作过程中请勿翻转智能分体机。
2.�将固定板组件插⼊智能分体机机⾝后⾯中央位置进⾏安装，若出现“咔哒”响声，则为正常安装状态；

3.�前后左右移动智能分体机，确认其是否会脱落。

按下智能分体机侧⾯的拆卸按键并在此状态下将产品向前拉动，则智能分体机从座便器上分离。
(四)智能分体机拆卸⽅法

向前推动并抬起进⾏分离 按下拆卸按键

(五)安装完成验收说明
安装结束后，必须试运⾏，并把安装点结果记在本表上。

结果检查项⽬

是否接在能提供 220V~ 、 10A 、
50Hz 的电源插座，需有安全接地。

各个接头是否拧紧、牢固（如清洗过滤器，
供⽔管及固定螺杆，螺丝等）。

⽔管的总进⽔阀是否打开。

喷淋⼝是否漏⽔。擦⼲喷头后⽤⼿纸检查
是否漏⽔。

结果检查项⽬

电源插座是否松动。

产品的电源指⽰灯是否点亮。

安装⽇期 安装店名 安装⼈员

售后服务

尊敬的客户：
������������当您拿到此产品质保书时，请如实填写购买⽇期及相关信息。因产品质保书不再另⾏发放，请认真保存，切勿丢失。

3.�超过保修期限，酌情收取修理费；（材料费⽤及⼈⼯费⽤）4.�为了⽤户及他⼈的安全，严禁⾃⾏拆卸及改造，否则
拒绝维修；5.�赠品不在三包范围内。

1.�⽤户在购买之⽇起，⼀年内按《使⽤说明书》正确使⽤，若发⽣故障，可持本卡及购货发票进⾏免费保修，五年质保；
2.�下列情况不予免费保修，可实⾏收费修理；
（1）不按使⽤说明书所指⽰的正确使⽤⽅法使⽤⽽造成⼈为的故障及损伤；（2）购买后，在运输及搬运过程中因碰撞
⽽造成的故障及损伤；（3）⽕灾、地震、⽔灾、雷声等天灾地变、公害、电源异常所造成的故障及损伤；（4）安装在
车辆，船舶等场所，造成的故障及损伤；（5）普通家庭以外（例公共场所）使⽤所造成的故障及损伤；（6）保修卡和
购买发票不全及涂改者。

请更换清洗过滤器

拆卸按键

产品的各个功能是否正常
清洗、柔光照明、座圈加热等功能是否正常。

拆卸按键

是否关闭了座圈加热功能 请开启座圈加热功能

1.�将⽔管阀门（⾓阀）向右旋转并锁上，将⽔箱⽤供⽔管从⽔管阀门（⾓阀）上分离；
��（使⽤产品附带的新软管组件，旧软管组件不能重复使⽤）
2.�分离已安装的坐便器盖板；（依据原有坐便器盖板分离的⽅法拆卸该产品）
妥善保管取下的座圈、座盖、螺栓、螺母密封，搬家或重新安装时会需要。

3.�将净⽔过滤器连接⾄⽔管阀门（⾓阀），再将⽔箱和智能分体机⽤供⽔管
分别连接⾄已组装的净⽔过滤器。



印刷材质：A4纸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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