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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前，敬请详细阅读该说明书的内容，以便于您详尽了解设备的相关技术参数

产品概述

首先感谢您使用 JCSW 系列全自动软水器！
JCSW/Q2-250 是单阀双罐一备一用流量周期型自动软水器，是利用流量计来计量设

备出水量，当设备一个树脂罐产水量达到预先设定的流量值时，自动启动再生程序，
另一树脂罐启动运行，设备的再生周期与时间没有关系，设备的产水量设定值是根据
树脂的填充量和进水的硬度值计算而得，该设定值用户可以更改。该设备的控制器设
定数据可根据用户的进水压力、水质硬度等客观现状，对输入的数值进行科学的、精
确的设定，以保证设备出水水质的稳定性。

本产品广泛用于蒸汽锅炉、热水锅炉、热交换设备、食品加工、造纸印刷、洗衣
印染、家庭、宾馆饭店、医疗制药、纯水制备预处理等行业。

我公司将为用户提供完善的技术及售后服务。
进水压力：0.25-0.35Mpa 工作温度：2-50℃ 电源型式：220V 50Hz AC
电源功率：30W 出水硬度：≤0.03mmoi/L 再生方式：动态顺流再生
树脂型号：001x7 强酸性阳离子树脂 盐耗：<160-240/moi（根据水

质情况）

设备的安装和运行

一、 一般要求
1、 室内安装，平整牢固的水泥地面即可，附近应有排水沟。
2、 盐罐应靠近树脂罐，并尽量缩短吸盐管的长度。
3、 环境温度不能低于 2 度或高于 50度。
4、 软水器与加热设备直接相连时，应保持 3 米以上的管段并安装单向阀。
5、 盐罐周围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便于日常加盐。
6、 设备附近应留有足够的操作和维修空间。

二、 控制器的安装与树脂的填装
1、 填装树脂前应将升降管（中心管）放入树脂罐的中央位置并低于罐口

0.5mm 处截断并倒角。此后用胶带封住升降管口，以防树脂漏入。
2、 将定量的树脂从树脂罐的顶部入口加入。
3、 始终让升降管保持在树脂罐口的中心位置。
4、 取下升降管的封口胶带。
5、 安装上布水器后，将控制器承插口对正升降管，小心地沿顺时针方向转

动控制器，(注意：安装控制阀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升降管插入阀体)直至
控制阀旋紧在罐体接口上。控制器与罐体之间是由控制器配戴的橡胶圈密封
的，不要在控制阀螺纹上缠绕其他密封材料。

三、 管道连接



1、 控制阀进出水口有箭头标记，切勿接错。
2、 按照控制阀口径连接进出水管。(原水供水管道不得小于进水管径以确保

足够流量)
3、 进出水管应装有压力表及手动阀门，出水管阀门前应装有取样阀，进水

管应装有 Y型过滤器。
4、 尽量缩短排水管路的长度，减少弯头，长度不要超过 6 米。
5、 排水管与排水道连接时，必须使排水管与排水道的水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防污水虹吸回流。
6、 排水管路中不得安装任何阀门。
7、 盐水管连接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密封，否则会影响软水器的再生效果。
8、 各种管道都必须有独立的支架，不允许将管道的压力、应力传给控制器。

四、 电气连接
1、 确认控制器的电气参数与电源一致电源电压波动太大会导致主机损坏，

敬请注意防范。
2、 将插头插入与之相配的插座，且必须选用带保险（熔断器）的插座。
3、 电源插座不应受附近其他开关的控制



JCSW/Q2-250 流量控制器调试步骤



显示屏说明

错误图标

供水图标

SXT面板特征:

参数指示

编程图标

循环键

时间指示 PM指示

上键 下键

流量指示

X1000指示

•

•
•
•

•
•
•
•

后备电源在断电情况下最少可以保证48小时日期、时间不丢失。在断电

期间，控制器进入省电模式，不再监控系统的用水情况，但是会储存停
电时的剩余容量。

设定系统类型和阀门的再生方式。

有日期控制再生功能。

在供水状态时，显示屏交替显示当前时间和剩余交换量或再生日期，和

供水中的罐号（双罐系统用）。

当有水流通过流量计时，流量指示会闪动显示。

当有再生被排列时，供水图标会闪动显示。

按住循环键5秒钟，可以立即引发一次再生。

在再生过程中，参数指示会显示再生处于哪个步骤（BW，BF，RR，

etc），时间指示会显示本步骤剩余的时间。当阀门向下一个再生步骤转
动的过程中，步骤显示会闪动，参数指示会鉴别处于阀门哪个步骤，时
间指示显示“- - - -“。一旦转动停止，步骤显示将停止闪动，时间指示显
示本步骤剩余的时间。在再生过程中，用户可以通过按循环键的方法，
快速跳过再生步骤。

设定当前时间

1. 按住上键或下键只到编程图标出现并取代供水图标，参数指示显示“TD”。

2. 用上键或下键可更改数字。

3. 当数字更改完毕，等待5秒钟或按循环键，显示屏恢复正常供水显示。



队列再生

1. 按一下循环键，供水图标将会闪动显示，表示进入再生队列。

2. 再按一下循环键，可取消此再生队列。

立即再生

按住循环键5秒钟，再生开始。



控制器的功能

流量即时型再生：

流量即时型再生是指：当系统的总交换量用完时，阀门立即再生。

系统总交换量是基于单位交换量、进水硬度和储备容量的基础上计算出来

的。流量即时型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储备容量功能，但是在软水再生的双罐系统

中，通常会使用储备容量功能，以防止在使用过程中有硬度泄漏。如果间隔天

数再生功能被使用，流量即时型的阀门同样会在系统总交换量耗尽之前按设定

的日期再生。

流量延时型再生：

流量延时型再生是指：当系统的总交换量用完时，阀门不会立即再生，而

是等到设定的再生时间启动再生。选择此再生类型时，通常会使用储备容量功

能，以防止在交换量耗尽时到再生时间的一段过程中有硬水泄漏。如果间隔天

数再生功能被使用，流量延时型的阀门同样会在系统总交换量耗尽之前按设定

的日期再生。

时间延时型再生：

时间延时型再生是指：系统会按照设定的再生间隔周期，并在到达设定的

再生时间启动再生。

星期型再生：

星期型再生是指：系统会按照设定的星期再生时间表进行再生。设定时间

表的方法是，在控制器程序星期的设定中，有“off”和“on”的选择，选为“on

“时，表示这天会再生。

再生过程中控制器的功能：

在再生过程中，控制器会显示专门的再生显示。在这个显示中，屏幕上会

显示：阀门将要或已达到的再生步骤号、此步骤剩余的时间。在从一个步骤向

下一个步骤转动的过程中，步骤显示会闪动直到转动停止。当所有再生步骤完

成时，阀门回到正常供水位置。

编程过程中控制器的功能：
控制器只能在处于供水状态时，才能进入编程状态。在编程模式时，控制

器同样会继续记录各项用水数据和各显示的更新。写入的程序会因为有后备的
电池而永久记忆下来。



手动引发一次再生

1. 当面板在工作状态时，按住循环键5秒
2. 面板推进到再生步骤1，显示屏显示本步骤时间
3. 按一下循环键，推进到再生步骤2
4. 按一下循环键，推进到再生步骤3
5. 按一下循环键，推进到再生步骤4
6. 按一下循环键，推进到再生步骤5
7. 按一下循环键，推进到正常工作状态
注意：如果是逆流再生或过滤系统，有些步骤可能会有变动。
注意：按一次循环键，会产生一个队列再生，如果再按一次循环键，可以取消
这个队列再生。在队列再生将要发生的时间之前，因任何原因引发的再生都会
取消原有手动再生队列。再生过程中，按循环键可以推进再生步骤。

断电期间控制器的功能
SXT控制器具有完善的电池备用功能，每当断电时，控制器进入省电模式。

此时控制器将停止对用水情况的监测，显示屏及马达停止动作，但是它会
继续保持最少48小时的当前时间更新功能。

断电时，系统的配置设定将会被保存在储存器内并不会变化，此时当前时
间显示将会闪动，按任意键会取消数字的闪动。

如果在再生某个步骤时断电，控制器将会停留在断电时的步骤。当再次通
电时，控制器会继续完成断电时未完成的再生步骤。如果是在再生步骤切
换的过程中断电，阀门活塞会停在断电时的状态，当再次来电时，活塞会
继续走到下一个步骤并最终完成再生。系统应该配备所有的防溢流的安全
装置，以确保再生断电期间不会有水流溢出。

如果在断电期间错过了引发再生，来电后控制器不会马上启动一次新的再
生，但是再生队列会被储存，到下一个设定的再生时间到达时，会引发一
次再生。也就是说此再生会比正常的再生时间推迟一天完成。所以应该设
置足够的交换量安全系数，以保证因停电错失再生这断时间的安全用水。



控制器编程模式列表

缩写 参数 选项缩写

GAL 加仑

选项

DF

VT

CT

NT

TS

C

H

RS

SF

RC

DO

RT

Display Format

（显示版本）

Valve Type

（阀门类型）

Control Type

(控制类型)

Number of Tank

(罐体数量)

Tank in Service

(供水的罐号)

Unit Capacity

Feedwater Hardnees

Reserve Selection

(储备方式)

Safety Factor

Fixed Reserve Capacity

Day override

Regen Time

Ltr

Cu

St1b

St2b

Fltr

UFbF

Othr

Fd

FI

tc

dAY

1

2

U1

U2

SF

Rc

公升

立方米

标准顺/逆流一次反洗

标准顺/逆流二次反洗

过滤

逆流先吸盐

其它

流量延时再生型

流量即时再生型

时间再生型

星期再生型

单罐系统

双罐系统

1号罐供水

2号罐供水

单台交换量

进水硬度

交换量安全系数

交换量固定储备量

用于计算系统总交换量的安全
系数

用于计算系统总交换量的固定

储备量

再生间隔天数

再生引发时间

每个再生步骤的时间，范围从

BW,BD,RR, Regen Cycle Step Times OFF到0-199分钟。(如果阀门

BF 类型选为“Othr“,R1,R2,R3,etc
的显示将会取代原有过程)



缩写 参数 选项缩写 选项

D1,D2,D3,D Day of Week Setting
设定哪一天再生选”ON”,或选不

4,D5,D6,D7 用”OFF”.

CD

FM

K

注意：

Current Day

Flow Meter Type

Meter Pulse Setting

t0.7

P0.7

t1.0

P1.0

t1.5

P1.5

Gen

当前的日期

¾\u8221X涡轮式流量计

¾\u8221X桨轮式流量计

1”涡轮式流量计

1”桨轮式流量计

1.5”涡轮式流量计

1.5”桨轮式流量计

其它普通流量计

每加仑流量脉冲信号,用于其它

普通流量计.

有些选项在不同设置时，有可能不会被显示。
如果在设置程序过程中，60秒钟内没有按任何键，控制器将会不保存设置并
退出编程模式。



专业编程指导

进入专业编程模式：
设定当前时间为12：01PM，按一次循环键退出时间设置模式。然后同时按

住上键和下键，直到编程图标显示，参数指示出现显示版本选项。

退出专业编程模式：
按循环键可以保存当前设置并进入到下一选项设置，当设置完最后一项参数

时，将会回到正常供水的显示状态。如果编程过程中，5分钟内没有按任意键，
显示屏将会跳回到正常供水显示状态，并对先前的改动不做任何保存。

重置：
部分重置：在正常供水状态下，同时按住循环键和下键25秒，直到显示12:00PM
或12:00HR，除了剩余容量（流量即时或延时型）、上次再生距离现在的时间
（时间再生型）以外的所有参数将会恢复到默认值。
全部重置：按住循环键，接通电源，这种方式将会使所有参数重置。

重新检查和设置控制器各选项。

1. 显示版本（DF）：
这是进到专业编程模式时显示的第一个参数。显示版本的选择决定的控制器
使用的单位制式及时间制式。显示这个选项时，屏幕左上角会有“DF”显示。
有三种参数可选。

显示版本设定

GAL

Ltr

Cu

容量单位

加仑

公升

立方米

时间显示

12小时制 AM/PM

24小时制

24小时制



2. 阀门类型（VT）：

按循环键将进入到阀门类型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阀门再生时的流向及过
程。注意设定之前先确定使用的阀门类型。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
”VT“，有5种参数可选。

缩写

St1b

St2b

Fltr

UFbF

Othr

参数

标准的顺流/逆流再生，一次反洗

标准的顺流/逆流再生，二次反洗

过滤

逆流再生先吸盐

其它

3. 控制类型（CT）：
按循环键，进入到控制类型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阀门由何种方式引发再
生。关于如何选择，请参考本说明书“控制器功能”一节。显示此选项时，屏幕
左上角显示“CT”，有4种参数可选。
流量延时型：
流量即时型：
时间再生型：
星期再生型：

Fd
FI
tc
dAY

4. 罐体数量（NT）：
按循环键，进入到罐体数量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系统由几个罐体组成。
显示此选项时，左上角显示“NT”，有两种参数可选。
单罐系统：
双罐系统：

1
2



5. 供水罐号（TS）：

按循环键，进入到供水罐号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哪个阀门处于供水状态。
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TS“，有两种参数可选。此选项只用于设置
为双罐系统时。
1号罐供水：
2号罐供水：

U1
U2

6. 单阀的交换容量（C）：
按循环键，进入到单阀交换量的显示。此选项的设定将决定系统的交换容量。
对于软化系统，根根树脂的总交换硬度（格令）设置；对于过滤系统，根据
期望的总交换容积设置。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C“。此选项只用于
已设置成流量型时。用上键或下键更改数字大小。

7. 进水硬度（H）：
按循环键，进入到进水硬度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使用水源的硬度。对于
软化系统，根根水源的硬度（格令）设置；对于过滤系统，设置成1。显示此
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H“。此选项只用于已设置流量计选项时。用上键或
下键更改数字大小。



8. 储备模式选择（RS）：
按循环键，进入到储备模式的显示。此选项的设定将决定控制器选择哪种安
全模式计算系统总交换量。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RS“。此选项只
用于已设置成流量型时。有两种参数可选择。
安全系数： RS
固定储备容量： rc

9. 安全系数（SF）：
按循环键，进入到安全系数的显示。此选项的设定将决定除开安全系数以后
的系统总交换量。这个百分数设定以后，在单阀交换量或进水硬度的数值做
出任何改变以后，系统都会根据这个百分数计算出对应的安全容量。显示此
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SF“。用上键或下键在0-50%之间更改数字。

10. 固定储备容量（RC）：

按循环键，进入到固定储备容量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一个预期的安全储
备容量。这个安全量的设定值不能大于计算出的系统总交换量的一半。这个
数设定以后，单阀交换量或进水硬度的数值被改变以后，安全储备容量不会
被改变。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RC“。用上键或下键更改数字。



专业编程指导

11. 再生间隔天数（DO）：

按循环键，进入到再生间隔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两次再生间隔的时间
（天）。如果系统设置为时间再生型，阀门会常期按照设定的再生间隔进行再
生。如果是系统设置为流量型，如果到达了设定的再生日期及时间，阀门会不
顾交换量是否用完而引发再生。设定此选项为“OFF”时，控制器停用此功能。
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示”DO“。用上键和下键更改数字大小。

12. 再生时间（RT）：
按循环键，进入到再生时间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再生的引发的时间，包括
延时再生、手动的队列再生和间隔天数再生。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显
示”RT“。用上键和下键更改数字大小。

13. 再生步骤时间（RT）：
按循环键，进入到再生步骤时间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每个再生步骤持续
的时间。不同的再生步骤取决于不同的阀门类型选择，屏幕左上角会显示此
步骤的英文缩写（见下面的对照表）。如果阀门类型选为“Other”，再生步骤
将显示为：R1，R2，R3，R4，R5，R6。每一个步骤的时间范围是：0-199
分钟或“OFF”。如果设为“OFF”，将会取消剩下的所有步骤。设为“0”时，阀
门将会跳过这个步骤（但仍保留此步骤）。用上键和下键更改数字大小，按
循环键进入下一个步骤时间的设置。

缩写

BD

BF

BW

RR

SV

步骤

吸盐慢洗

注水

反洗

快洗

供水



14. 星期再生设定：
按循环键，进入到星期再生设定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哪一天再生。显示此
选项时，不同的日期，屏幕左上角会显示”D1,D2,D3,D4,D5,D6,D7“。用上键
和下键更改这天为”ON”或”OFF”，按循环键保存并进入到下一天的设定。“ON”
表示这天会再生，“OFF”表示这天不再生。注意：不能将七天都设为“OFF”，
至少要保留有一天为“ON”。

15. 当前日期设定（CD）：
按循环键，进入到当前日期设定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控制器的星期数。显
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会显示”CD “。用上键和下键更改星期数，范围为1-7。

16. 流量计型号（FM）：
按循环键，进入到流量计型号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控制器使用的流量计
型号。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会显示”FM“。用上键和下键更改参数，有7
种选择。

t0.7 Fleck0.7”涡轮流量计

p0.7 Fleck0.7”桨轮流量计
t1.0 Fleck1.0”涡轮流量计
p1.0 Fleck1.0”桨轮流量计
t1.5 Fleck1.5”涡轮流量计
p1.5 Fleck1.5”桨轮流量计
GEn 其它普通流量计



专业编程指导

17. 流量计脉冲信号设定（K）：
按循环键，进入到脉冲信号设定的显示。此选项用来设定脉冲信号的流量值
（使用非标准流量计时）。显示此选项时，屏幕左上角会显示”K“，用上键
或
下键更改数字大小（单位容量的脉冲数）。

18. 按循环键保存所有数据，退出专业编程模式。



缩写

用户界面编程模式

用户界面编程说明

参数 描述

DO

RT

H

RC

CD

注意：

间隔天数再生

再生时间

进水硬度

储备容量

当前日期

每隔多少天做再生

每次再生引发的时间（用于流量

延时再生、时间再生、星期再生）

设定进水的硬度（用来对流量型
系统计算系统总交换量）

设定固定的储备交换量

设定当前的日期.

有些选项因不同的设置可能不会显示出来。
在用户界面，如果不按任何键，60秒钟后显示屏将会退出编程模式。

用户界面编程模式的步骤：

1. 在当前时间不在12：01PM时，同时按住上键和下键5秒钟。
2. 显示屏左上角将会显示“DO”（间隔天数再生），这个选项用来设定每隔
多少天进行再生。

3. 按循环键保存数据并进入到再生时间设定，显示屏左上角将会显示“RT”，
此选项用来设定再生引发的时间。

4. 按循环键保存数据并进入到进水硬度设定，显示屏左上角将会显示“H”，
此选项用来设定进水的硬度。



5. 按循环键保存数据并进入到固定储备量设定，显示屏左上角将会显示
“RC”，此选项用来设定固定安全储备量。

6. 按循环键保存数据并进入到当前日期的设定，显示屏左上角将会显示
“CD”，此选项用来设定当前的星期数。



FR

缩写

流量

参数

诊断程序模式

诊断程序模式说明

显示当前水流的流量

描述

PF

HR

VU

RC

SV

注意：

峰值流量

已供水时间

已供水量

储备量

软件版本

显示自上次再生以来，使用过程中最高的流量值

显示阀门处于供水状态以来总的工作时间

显示阀门处于供水状态以来总的产水量

显示系统的安全储备量，取决于系统总交换量、
进水硬度及安全系数

显示控制器使用的软件版本

有些选项因不同的设置可能不会显示出来。
在用户界面，如果不按任何键，60秒钟后显示屏将会退出诊断模式。

使用诊断模式的步骤：

1. 在正常供水状态时，同时按住上键和循环键5秒钟。
2. 显示屏左上角将会显示“FR”（流量），这个选项用来查看阀门当前的流
量值。

3. 按循环键进入到下一个显示“PF”（峰值流量）。

4. 按循环键进入到下一个显示“HR”（已供水时间）。

5. 按循环键进入到下一个显示“VU”（已供水量）。



6. 按循环键进入到下一个显示“RC”（储备容量）。

7. 按循环键进入到下一个显示“SV”（软件版本）。

8. 按循环键退出诊断模式。



常规及商业安装预检表

1.将树脂罐安放于软水系统设计位置。

注意: 树脂罐必须安放在水平并且稳固的地方。

2.气候寒冷时，建议使用前将控制阀预暖至室温。

3.管道安装必须符合当地管道安装规范。

— 排水管尺寸至少为1/2"英寸。

— 反洗流速超过7加仑／分钟时或排污管长度超过20英尺（6米）时，请使用3/4"

英寸的排污管。

4.两个树脂罐的罐体须同尺寸，填装同等树脂。

5.中心管须齐平连接在每个罐体顶部，如有需要可切割以做调整。并使用硅胶润滑

剂进行润滑。

6.润滑布水器与树脂罐处的密封圈。将控制阀安装在一个树脂罐上，另一个树脂罐安装转

接头。注意:如有必要，在安装控制阀及树脂罐转接头前，请焊接树脂罐之间的铜管。

罐体之间至少保持1英寸的间距。

7.在连接排污限流（D.L.F.L）弯头前，必须先焊接排污管接口。焊接时，焊接点同接排污

限流组件之间须至少保持6英寸的间距。否则，将造成排污限流的内部损坏。

8.必须用特弗隆胶带密封排水管道。

9.盐箱下方地面必须保证水平并清洁。

10.注水至盐箅上1英寸（25毫米）左右。如未安装盐箅，注水至空气止回阀上方。

此时不可在盐箱中加盐。

11.安装好旁通阀后，将旁通阀设置在旁通状态。

—打开主水源.

—开启附近的冷(软)水龙头数分钟，或直至系统内不含异物（通常为焊料）为至。

12.将控制阀手动调整到“工作”位置，让水流入树脂罐。水流停止后，慢慢开启出水龙头，

将树脂罐内的空气排尽。然后关闭该出水龙头。

电源

13.必须按规范进行所有电源连接。核准电源后，接通控制阀。此时不可将流量计信号线插入

流量计中。

14.1号罐连接控制阀，2号罐连接树脂罐接头。见图1，图5或图2，图5。

15.控制阀右侧的工作状态显示标识显示阀门再生状态及哪个罐体在供水。

— 图3为控制阀供水状态，1号罐供软水，2号罐备用。

注意:确认不要将流量计信号线插入流量计外盖内。拉出计时器，露出程序轮，图5。



配置图

图 1

图 2



图 3: 控制阀工作状态显示标识

图 4: 计时器

16.旋转计时器至反洗位置。转动手动再生旋钮，即可启动微动开关按第一组插针设置运行。

—该位置，树脂罐进行切换（下活塞）控制阀进入反洗位置（上活塞）。

—在上下活塞停止运动前，不可向前推动计时器。否则，控制阀将无法返回至

工作位置（也不会转到其他位置）。
如要纠正此项错误，转动手动再生旋钮至工作位置，再次启动反洗。

注意: 一旦控制阀进入反洗状态，主控电路自动锁闭。

17.系统内空气反洗排出后，慢慢的转动计时器至吸盐位置、快洗位置及盐箱注水位置。利用
控制装置的驱动马达自身，带动各程序的运转及停止，直至进入下一个位置。

18.一旦控制阀返回至工作位置，再将控制阀设置在反洗位置。树脂罐再次进行切换，反洗出

另一个树脂罐中的空气。将控制阀设置在工作位置。拉开计时器，且不要连接流量计信号线。



图5: 程序轮

注意:两种马达备选:
1/15 RPM 可提供82分钟再生时间
1/30 RPM 可提供164分钟再生时间。见图5。



再生循环程序设置步骤

再生程序设置

阀门上的再生循环程序已在出厂时预先设置，但再生程序也可根据本地情况延

长或者缩短。
1.握住计时器右下角，向左拉出计时器。在计时器底板背部，找出程序轮。
注意: 必须先从流量线护管中将流量计信号线拉出

2.握住程序轮，推挤程序轮中央突起的卡箍，向上拉起程序轮，脱离计时器。
— 可能需要移动微动开关手臂以便于拆卸。

3.将弹簧卡固定在后挡板中，使计时器返回闭合位置。
— 确保所有电缆都位于弹簧卡上方。

反洗时间设置

图5中所示程序轮位于工作位置。在程序轮有数字一侧，从”0”开始的一

组插针决定反冲洗的时间长度。
例如：如果在这一区域有六根插针，则反冲洗时间为12分钟（每根插针2分钟）。
要更改反冲洗时间长度，根据要求添加或取出插针。

— 插针的数目乘以2等于反冲洗时间（分钟）。

吸盐及慢洗时间设置

反冲洗位置的插针(第一组插针)和快冲洗位置的插针(第二组插针)之间的

孔数决定吸盐和慢冲洗时间的长短（每个孔2分钟）。改变快冲洗插针组的

位置，可以用来增加或减少吸盐和慢冲洗的孔数。即可调整吸盐和慢冲洗

的时间（分钟）。
— 插针的数目乘以2等于反冲洗时间（分钟）。

快洗时间设置

程序轮上的第二组插针决定了阀门快冲洗的时间长短。（每根插针2分钟）。

要更改快速冲洗的时间长短，沿数字较大方向增加或减少插针数目即可。
—插针的数目乘以2等于快冲洗时间（分钟）。
注意: 程序轮再生周期时间为0–82分钟时，使用每根插针1分钟进行再生设
置用。插针及插孔的其他操作步骤与此页内容相同。

盐箱注水时间设置

程序轮上的第二组孔决定了阀门盐箱注水的时间长短。（每个孔2分钟）。

根据需求移动第二组孔末端的两根插针，即可改变盐箱注水的时间长短。
再生程序在盐箱注水的两根插针脱离微动开关后完全结束。但是程序轮将
继续转动，直至内部微型开关进入程序轮的凹槽为止。



盐箱注水时间及流量计设置程序

程序设置

1. 控制阀上的再生循环程序已在出厂时预先设置，但再生程序也可根据本地情况延长或者

缩短。

注意: 计时器马达有两种备选：

1/15 RPM 可提供82分钟再生时间，每根插针及插孔为1分钟。

1/30 RPM 可提供164分钟再生时间，每根插针及插孔为2分钟。

2. 控制阀有单独的盐箱注水程序

— 吸盐限流注水速率（gpm）乘以计时器的设置时间即所需的耗盐量。然后，按每加

仑淡水可溶解3磅盐
计算出盐箱注水时间。

例如: A需要设置30磅的耗盐量：

系统注水速率为1.0 gpm，所以需要注入10加仑淡水。

10 加仑 x 3 磅／加仑 = 30磅盐

设置计时器盐箱注水时间为10分钟。

10 分钟 x 1.0 gpm = 10 加仑注水

注意: 保证盐箱注水程序设置以第二组孔末端的两根插针结束。

计时器复位后进行再生程序其他步骤的设置，同时保证右下方的弹簧卡固定在后
挡板中，流量计信

号线穿过后挡板未固定在流量计上。

3. 加仑产水量刻度盘设置.
通过每个树脂罐的树脂填充量及再生周期耗盐量计算周期产水量， 具体如下：

(每立方英尺树脂产水量 x每个树脂罐填充树脂立方英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期产水量
进水硬度

注意: 以上计算公式基于树脂罐大小：
树脂填充量越大，周期产水量越大；反之，周期产水量越小

耗盐量越大，周期产水量越大；反之，周期产水量越小

例如: 树脂罐直径= 16 英寸

进水硬度 = 35 格令每加仑（水样测试值）



3
树脂填充量立方英尺(基于水流速率) = 4 ft
耗盐量磅数 = 8 磅
立方英尺树脂产水量 = 24,000 加仑

(24,000 x 4 ft3树脂/树脂罐) = 2740 加仑 (周期产水量)

35 格令

不要设置该数值---跳到第四步

— 因为控制阀需用另一树脂罐中的软水再生，须减去每个再生周期所需用水量，计算整体用

水量。

例如： 系统所用树脂罐直径为16英寸，填充树脂量为4 ft
3

，每立方英尺树脂耗盐量为8镑，反

洗流速为7 gpm，选用#3射流器，盐箱注水速率为1.0 gpm，压力为60 psi，计时器设置为反洗

时间10分钟，吸盐及慢洗时间60分钟，快洗时间10分钟，盐箱注水时间10分钟。

反洗时间10分钟 x 7.0 gpm = 70.0 gallons

吸盐及慢洗时间60分钟x 1.0 gpm = 60.0 gallons

快洗时间10分钟x 7.0 gpm = 70.0 gallons

盐箱注水时间10分钟x 1.0 gpm = 10.0 gallons

再生周期所需用水量= 210.0 gallons

第三步计算出的2740加仑制水量，减去再生时的用水量，系统整体产水量为：

2740 加仑 – 210 加仑 = 2530 加仑

(再生所需，第四步)

4.设置产水量为2530加仑：拉出并转动加仑产水量刻度盘，将该加仑产水量刻度盘2350加仑与程

序轮上小白点处对齐。

注意: 流量计归零与再生启动之间有少许停顿。如控制阀使用1/15 RPM马达，再生周期耗时为

82分钟，有9分钟停顿；1/30RPM马达，再生周期耗时为180分钟，有18分钟停顿。此停顿不影

响家用系统的使用。但在设计商用系统时，请考虑该情况在连续供水时间中扣除9分钟或18分

钟。

5. 将信号线插入流量计端盖。
6. 检查旁通阀。
7. 接通电源。



工作流程图

工作位置

罐体切换，流量计启动再生



反洗位置

吸盐位置



慢洗位置

快洗位置



盐箱注水位置

工作位置，罐体切换



故障检修指导

问题 原因 纠正措施

1．软化器不再生。

2．软水器输送硬水。

3．装置耗盐过多。

4．水压损失。

5．树脂经排污流出。

6．净化水有铁物质。

7．盐箱水量过高。

A．设备电源中断。

B．计时器发生故障。
C．电源故障。

A．旁通阀开启。

B．盐箱中无盐。

C．射流器滤网堵塞。
D．流入盐箱内的水不足。

E．热水罐有硬度。

F．中心管漏水。

G．阀体内部漏水。

A．盐份设置不正确。
B．盐箱内水过多。
A．通向净水器的管路内有铁物
质堆积。
B．净水器内有铁物质堆积。

C．由于近期管路安装,导致管道
中的异物堵塞控制阀进水口。

A．系统内有空气。

B．排污限流尺寸不适。

A．树脂床壅塞。

A．排污限流堵塞。
B．射流器堵塞。
C．计时器不运转。
D．盐阀内有异物。
E．盐管内有异物。
F．吸盐时断电。

A．检查拱电是否正常
（检查保险丝，插头、和开关等）。

B．更换计时器。
C．重新设置时间。

A．关闭旁通阀。

B．向盐箱内加盐，保持盐位高于水
位上。
C．更换射流器滤网。
D．检查盐箱注水时间，如吸盐限流
量装置堵塞，用水清洁。
E．需要反复冲洗热水罐。
F．确保中心管未破裂。检查O形圈以
及导流管。
G．更换密封、垫片及／或活塞。

A．检查耗盐量及吸盐设置。
B．参见第7个问题。
A．清洁净水器管路。

B．清洁控制阀在树脂层中添加树脂
清洗剂。增加再生频率。
C．取下活塞，并清洗控制阀。

A．确保盐井系统内排气控制正常。
检查盐井是否干燥。
B．更换正确的排污限流。
A．检查反洗、吸盐及盐箱注水状况。
提高再生频率。增加反洗时间。

A．清洗排污限流。
B．清洗射流器及滤网。
C．更换计时器。
D．更换盐阀底座及清洗盐阀。
E．清洗排污限流。
F．检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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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尺寸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