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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FLECK 全自动控制器以闻名于世的 FLECK 公司软化水技术为基础，它是将软水器的运行及再

生的每一个步骤实现全自动控制，并采用时间流量或感应器等方式来启动再生。 

富来一备一用流量型全自动软水器采用流量控制全部工作程序，设备可连续（或间断）供水。

再生—由流量控制器自动启动再生装置，流量大小可根据需要自行设定再生程序。由于 FLECK 系

列全自动软水设备控制系统技术成熟、操作简便、富来控制器采用了无铅黄铜阀体完全符合食品

卫生要求，配以聚四氟乙烯（Teflon）涂层，活塞减小了阻力，延长了使用寿命，运行可靠。 

富来系列全自动软水器可用于工业锅炉、热交换器、宾馆饭店、食品工业、洗衣印染、医疗

卫生等行业，该产品具有自动化程度高、交换容量大、结构紧凑、能耗低、省人工、无需日常保

养等特点。 

进口压力：0.2Mpa—0.6Mpa 

工作温度：2℃--50℃ 

出水硬度：≤0.03mmoI/L 

使用电源：220V/50Hz AC 

布置形式：双罐并联 

再生方式：顺流再生 

操作程序：自动程序控制 

使用树脂：001×7 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 

我公司将为用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服务及售后服务。 

 

 

 

 

 

 

 

 2



 

 

9000 型/9500 型工作流程图 
 

1、工作状态         2、罐的转换<由流量计启动> 

               

 

 

 

硬水经过控制阀进入第一个树脂罐，经树脂层

处理过的水通过布水器进入升降管，再通过控

制阀经流量计流出。第二个树脂罐进行再生准

备工作。 

硬水由控制阀经连接管进入第二个树脂罐，经

树脂层处理过的水通过布水器进入升降管。再

由连接回到控制阀经过流量计流出。这时第一

个树脂罐脱离水流路线，准备再生。 

3、反洗状态         4、吸盐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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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罐处理过的水由连接进入控制阀经升降

管向下     通过底部的布水器     经过树

脂层向上     最后通过控制阀排污口排出。 

第二罐处理过的水由连接进入控制阀内的注

水器，然后通过射流过程将盐罐中的还原剂吸

入第一树脂罐。盐液向下经过树脂层由布水器

进入升降管，最后由排污口排出。 



 

 

  

 

 

 

5、慢速清洗状态        6、快速清洗状态 

     

 

 

 

处理过的水由连接进入控制阀流入第一个树

脂罐。经树脂层通过底部布水器进入升降管，

再经控制阀由排污口排出。 

 

处理过的水由连接进入控制阀流入第一个树

脂罐，经树脂层通过底部布水器进入升降管，

再经控制阀由排污口排出。 

 

7、盐罐注水状态        8、第二罐工作状态（罐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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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9500 型的安装和运行 

硬水从控制阀由连接进入第二个树脂罐，经过

树脂层，由底部布水器进入升降管向上沿着连

接回到控制阀，通过流量计从出口流出。已经

再生过的第一树脂已脱离水流线路。当第二个

树脂罐失效时，第一树脂罐可以启用。 

处理过的水由连接进入控制阀内的注水器，利

用射流由盐管经阀门将水注入盐罐。此时没有

水从第一个树脂罐流过。 

 

 

水    压：保证再生阀有效工作的最低水压在 0.2Mpa-0.6Mpa 

电源设备：220V/50Hz AC 电源。运行中需保证电源不间短，并不可被其他开关切断。 

管道要求：进水管应最好选用镀锌管或其他防腐性能好的管道材料。若水质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金

属离子，如铁、锰或其它其他有机物等情况，在软化水设备前则必须加过滤器。管道

内壁要求干净、无杂质堵塞。 

软水设备和排水管道的位置：软水器应靠近排水管道。 

旁通阀：提供安装旁通阀。 

注意：水压不可超过 6Kg/cm
2
，水温不可超过摄氏 50℃，此装置不允许在冰点状态先工作。 

 

9000/9500 型安装俯视图 

 

1、 先将树脂罐、盐罐就位于坚实的基础上，并保证罐体水平。 

2、 所有管件接头按施工标准做好衔接，排污管规格应不小于φ1/2”，如排污管高于软水控制

器 1.2 米以上（但不得大于 2.5 米），则应选φ3/4”管线。 

3、 两罐必须同高、同直径、装填相同数量树脂。中心布水器管在低于罐口 0.5-1cm 处截断并

导角。 

4、 用硅脂涂抹布水器 O 型橡胶密封环和罐口 O 型橡胶密封环处。安装布水器后，将罐适配器

安装在 2 号罐上，将主头接在 1 号罐上。 

5、 注意：要先将两个树脂罐之间的管路安装好后再与控制头和罐适配器连接（9500 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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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铜管，9000 型用 1”铜管），两罐间距至少 1”远。9500 特别注意适配器方向，其

一側有一定位销铜不可装反，否则运行水流方向相反。 

6、 排污管接头、管路如采用固定连接，要在安装排污限流前焊好（如需要焊接）。焊接时焊口

与排污限流至少要留出 6”远。如若不然将会破坏排污限流中的橡胶孔板。 

7、 在安装排污管路时只允许使用生料带密封。 

8、 确保盐罐水平，桶内加装隔板。 

9、 往盐罐加盐，注意必须用大粒盐，并且时刻保证固体盐高于盐水液面，以确保是饱和盐液。

严禁使用加碘食用细盐。 

10、 安装完毕后先将旁通阀置于旁通位置，打开供水阀门，打开附近软水出水阀门，排放数分

钟。以便将在安装、焊接过程中管道内的残留物冲走，以免带进罐中，污染树脂。 

11、 上述动作完成后再将旁通阀置于工作位置，使水进入树脂罐，打开软水出水阀门，使罐中

气体排出。 

12、 电气安装必须遵守电工规范，将插销插入电源插座。调试时（包括每次调整程序时）请先

不要将流量计软轴线插上，不然将损坏流量计。 

13、 1#罐装控制阀 2#罐装适配器请看控制阀右側有一指示器，两箭头指示哪罐再生，哪罐在供

水，右图表示 1#在供水，2#罐在备用或再生状态。 

     

      图一                                                                     

14、 旋转手动再生钮，以使微动开关被第一组钉销压住（图 2）。在这一位置备用罐出水阀打开

（下活塞），控制阀移到反洗位置（上活塞）。你必须等到上、下活塞停止运动，再进一步

拨动下一个程序。若过早地拨动到下一个程序，程序将不会回到供水服务位置也不会再进

行到任何其它程序。注：如若控制器进入再生程序，回位循环就被锁定。当所有空气被反

洗出罐后，慢慢转动程序轮至吸盐慢洗位置、快洗位置和盐罐注水位置。在手动进入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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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后，你必须等转动系统停止后才可手动调整到下一个位置。当再生盘回供水位置，如

再次转动手动再生轮进入反洗位置，另一罐将关闭，并进行再生，上述动作将重复进行。

当手动再生结束时一定要让转换器在工作状态。时间程序轮处于开状态。注：手动再生时

不要将流量计软轴插入流量计内。 

 

设备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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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9500 型还原程序设置步骤 
 

如何设定还原时间程序： 

此软水器在出厂时已经设置好了

还原时间程序，但根据用户当地的情况

可适当调整，延长或缩短。 

在打开定时器前，一定要将流量计

电缆从流量计整流罩中移出，抓住定时

器的右下角向外拉，放松保持键钮，将

定时器移向左边。 

改变还原周期程序必须将程序轮

再生盘卸出来。抓住程序轮，推出凸出

的耳状环并向中心挤压，将程序轮脱开

定时器。 

            图二 

如何改变反洗时间： 

图中所示的程序轮是处于工作状态。请看程序轮有数字的一側，从零点开始第一组插头的个数决

定了此装置的反洗时间。 

例如：若这一部分有 6个插头，反洗的时间就是 12 分钟（每个插头代表 2 分钟）。要想改变反洗

时间，按要求增加或减少插头即可。 

如何改变吸盐和清洗时间： 

在反洗部分最后一个插头与第二组插头之间的这组孔数决定了此装置吸盐和慢洗时间（每个孔 2

分钟）。 

要改变吸盐和慢洗时间的长短，可向前或向后移动第二组的插头，以使吸盐慢洗部分含更多或更

少的孔。孔的数目乘以 2 即为以分钟计算的吸盐慢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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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变快速清洗时间： 

程序轮上第二组插头决定了此装置快速清洗时间。 

改变快速清洗的时间，需要增加或减少插头即可。插头的数目乘以 2即为以分钟计的快速清洗时

间。 

如何改变盐罐注水时间： 

程序轮上第二组和第三组插头之间的孔数决定软水器往盐罐注水的时间（每个孔 2 分钟）。要改

变注水时间，只要按需求移动第三组的两个插头即可。当末端的两个插头触发到外部微开关时，一个

还原周期便完成了。而程序轮还会继续转动，直到内部微开关嵌入程序轮上的槽中为止。 

流量计设置程序： 

1、 由于 9000/9500 型的控制阀门再生时用的是工作罐的软水进行再生，在设定产水量时，你必须减

去所用于再生的水量，取出你的每一再生还原周期数，计算所应用的水量。 

2、 设置周期产水量 

可根据使用要求设置周期产水量。例如设置周期制水流量在 3185 加仑，抬起流量计表边的拨

盘，这样，你可随便转动它，将白色的点设置在正对着的 3185 加仑处。 

注意：当开始还原周期时，从流量计“零”点上的时间还有一短暂的延迟时间，电机单位设置在

1/15RPM（转/分），82 分钟的还原再生时间内有 9 分钟的延迟。如电机单位设置在 1/30RPM（转/

分）。164 分钟的还原再生时间内会有 18 分钟延迟。在典型的住宅常用型设备中，这种延迟周期

是无关紧要的。在商业用户中，必须要将此延迟考虑进去，要从供水总数中减去不断流水的 9 分

钟或 1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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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 型工作流程图 
 

1、服务状态         2、备用罐进入快洗状态 

   

 

 

 

3、换罐状态         4、反洗状态 

硬水通过控制阀进入服务状态树脂罐经交换

过树脂层，处理过的水通过底部布水器沿中心

管上升，通过控制阀至出水口过流量剂流出

（另一罐备用） 

处理过的水通过上阀体活塞凹槽进入等待罐

体经树脂层到底部经布水器沿中心管上升至

控制阀从排污口排出 

    

快洗好的罐转入服务状态，硬水由控制阀入水

口进入罐经树脂层到底部经布水器沿中心管

上升至控制器出水口经过流量剂流出 

由服务罐提供处理过的水，经过上阀活塞凹槽

进入反洗罐中心管向下到底部经布水器出向

上经树脂层，最后过控制阀经排污口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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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吸盐状态         6、慢洗状态 

    

由服务的罐提供处理过的水，经控制器进入，

射流器再进入罐体过树脂层到底部经布水器

沿中心管上升经控制阀由排污口排出 

由服务的罐提供处理过的水，经控制器进入射

流器，通过射流过程将再生液吸入罐内经过树

脂层到底部，由布水器入沿中心管上升经控制

阀由排污口排出 

 

 

 

 

7、吸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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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的水经控制器进入射流器经喷嘴前导

管进入连通管进入盐罐 

该树脂罐等待至另一个罐服务期满 



 

 

 

 

8500 型设备的安装和运行 
 

水    压：保证再生阀有效工作压力在 0.2Mpa-0.6Mpa 

电源设备：220V/50Hz AC 电源运行中。运行中需保证电源不间短，并不可被其他开关切断。 

管道要求：进水管应最好选用镀锌管或其他防腐性能好的管道材料。若水质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金

属离子，如铁、锰或其它其他有机物等情况，在软化水设备前则必须加过滤器。管道

内壁要求干净、无杂质堵塞。 

软水设备和排水管道的位置：软水器应靠近排水管道。 

旁通阀：提供安装旁通阀。 

注意：水温不可超过摄氏 50℃，此装置不允许在冰点状态先工作。 

 

1、 将树脂罐、盐罐就位于坚实的

基础上，并保证罐体水平。 

2、 所有管件接头按施工标准做

好衔接，排污管规格应不小于

φ1/2”，如排污管高于软水

控制器 1.2 米以上（但不得大

于 2.5 米），则应加粗管线。 

3、 两罐必须同高、同直径、装填

相同数量树脂。中心布水器管

在低于罐口0.5-1cm处截断并

导角。 

4、 用硅脂涂抹布水器 O 型橡胶密封环和罐口 O 型橡胶密封环处。安装布水器后将罐适配器安

装在一个罐上，将另一个适配器安装在另一罐上。 

5、 注意：要先将两个树脂罐的适配器安装好后再与控制头连接。 

6、 排污管接头、管路采用软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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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安装排污管路时只允许使用生料带密封。 

8、 确保盐罐水平。桶内加装隔板。 

9、 往盐罐加盐，注意必须用大粒盐，并且时刻保证固体盐高于盐水液面，以确保是饱和盐液。

严禁使用加碘食用细盐。 

10、 安装完毕后先将旁通阀置于旁通位置，打开供水阀门，打开附近软水出水阀门，排放数分

钟。以便将在安装、焊接过程中管道内的残留物冲走，以免带进罐中，污染树脂。 

11、 上述动作完成后再将旁通阀置于工作位置，使水进入树脂罐，打开软水出阀，使罐中气体

排出。 

12、 电气安装必须遵守电工规范，将插销插入电源插座。调试时（包括每次调整程序时）请先

不要将流量计软轴线插上，不然将损坏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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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 型调试步骤 
 

如图所示控制器上有指示器，他能告

诉你控制阀再生期间所在的位置，如果指

示器上的箭头指向“1”时则表明“1”号

罐在工作，“2”号罐处于备用或再生状态。 

8500 控制器在工作程序上不同于

9000/9500 控制器。分别为快洗、暂停、

反洗、吸盐和慢洗注水等程序。其程序盘

上的每个孔位及插头都表示为 1 分钟，再

生周期程序在出厂时已设定，但可以根据用户当地水质情况延长或缩短再生程序时间。要改变再生程

序，必须把定时器卸出来，其方法是用手挤压中间耳环，何内轻推，向外轻拉定时器将会卸出。 

暂停 

这一程序为树脂罐的切换。即第一组插头与第二组插头中间的孔位通常设定为两个。 

反洗 

程序盘上第二组插头的多少决定着反洗时间的长短，增加或减少可改变时间长短。 

吸盐和慢洗 

第二组插头与第三组插头中间的孔位的多少决定着吸盐和慢洗时间的长短，也可通过增加或减少

改变时间长短。 

盐箱注水 

第三组插头的多少决定着注水时间的长短，盐箱注水的完成也标志着这一再生程序的结束。但定

时器会继续旋转，直至里面的一个微动开关接触臂转至定时器的图形凹槽内为止。 

手动再生 

逆时针转动程序盘至手动控制位置。转动程序盘发出“咔嗒”声，备用树脂罐开始进入快冲洗。

让水流过此树脂罐直至罐内的所有空气都排出罐外。转动程序盘直至销子控制器开关，此时主动轮将

处于工作状态的树脂罐切换至反洗状态。注意：确认控制器停在反洗位置后再手动启动下一程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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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状态”，之后再依次经过“吸盐慢洗”、“盐罐注水状态”最后控制器返回“备用”状态。 

程序盘如果转动太快，控制阀无法切换到下一个程序，导致它不能与程序盘同步运行。所以必须等到

程序电机停在每个过程的相应位置后，才能启动下一程序。 

维修指南 
 

现象 原因 处理办法 

不能再生  供电电源曾发生过中断 

 定时器损坏 

 确保持续的电源供应（检查保险、插头、插座、

电缆、开关） 

 更换定时器 

出硬水  旁通阀打开或不严漏水 

 盐罐没盐 

 射流器滤网堵塞 

 盐罐注水不足 

 布水器管泄露 

 内部阀门泄露 

 关紧旁通阀维修或更换 

 往盐罐加盐并保持盐比水多 

 清理滤网 

 检查盐罐注水时间，清洗吸盐管路 

 检查布水器管，“O”型环及布水管定位销 

 更换密封及隔离环或活塞 

耗盐过多  不适当的吸盐设定 

 注水过多 

 检查用盐量及吸盐设定 

 看问题盐水过多 

水压下降  到软水器的管路被铁屑堵塞不畅 

 软水器头内部管路被铁屑堵塞 

 软水器头内部通路由于管路施工掉

下碎屑而被堵塞 

 清理管路 

 清理控制头内部管路，增加再生频率（和/或）

增加反洗时间 

 拆下活塞，清理管路 

通过排污管路树脂  入水中含气 

 排污限流选大了 

 加装排气装置 

 检查排污限流器选型是否正确，对应于树脂罐

进水含铁  树脂中毒  检查反洗、吸盐和盐罐注水，增加再生频率 

盐罐注水过多  排污限流堵塞 

 射流器管路堵塞 

 定时器不转 

 吸盐阀中异物 

 吸盐限流中异物 

 盐罐注水时断过电 

 检查排污通道 

 清洗射流器及滤网 

 更换定时器 

 更换吸盐阀座，并清洗阀 

 清洗吸盐限流 

 检查电源 

不吸盐  吸盐限流堵塞 

 射流器堵塞 

 射流过滤器堵塞 

 自来水入水压力过低 

 控制阀内部泄露 

 清洗吸盐限流 

 清洗射流器 

 清洗 

 提高入水压力，大于 2Kg/cm
2
 

 更换密封圈、隔离圈和活塞总成 

控制循环不停  微动开关损坏或短路  检查开关或定时器，如损坏则更换 

排污不停  程序设定不正确 

 控制阀有异物 

 阀内部泄露 

 检查定时器程序和控制位置或调整线路 

 拆下控制器总成并检查各阀孔道，清除异物并

检查各个不同再生位置下的阀位 

 更换密封圈及活塞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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