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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录单

请将适当的使用日期及情况填写以下栏目:

普通程序:
进水硬度:                       格令/加仑 或 度
再生时间:                      延时 AM/PM 或 即时
间隔天数再生:              不用 或 每隔 天再生
日期:                             .

特殊程序:
阀门型号:                     2750/2850/2900/3150/3900/分配器
再生方式:                     顺流/逆流先吸盐/逆流先补水
阀门地址:                     #1 / #2 / #3 / #4
显示形式:                    美制 或 公制
单元交换量:                 格令 或 度
安全量:                        0 或 %
系统大小:                    1个阀 / 2个阀 / 3个阀 / 4个阀
步骤1再生时长:           : : .  
步骤2再生时长:           : : . 
步骤3再生时长:           : : . 
步骤4再生时长:           : : . 
步骤5再生时长:           : : . 
中间继电器输出栏: 

不用或开始时间 : : . 
结束时间 : : . 

加药泵继电器输出:      不用或容量(加仑 或 立方米) 
时间 : : . 

流量计尺寸:                 桨轮式:  1” 1.5” 2” 3”
涡轮式:  1” 1.5”

普通流量计:                 大流量:
每 脉冲信号 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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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运行

设定当天时间
注意:设定主阀和副阀的时间要在标准时间10秒以内。
1. 按住并保持上键或下键2秒
2. 按移动键选择想要更改的数字
3. 用上或下键改动此数字
4. 按循环键回到正常显示，或等待5秒钟自动退出
注意：“D”键（诊断键），按此键可以无保存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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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住循环键少于5秒钟可以清除一个手动引发的或排序的再生。系统

的排序再生只能通过逐个的手动再生来清除。在队列的延时再生之前进行
的任何理由的再生，将会取消原有的队列再生。在再生过程中按循环键将
会推进再生步骤。

再生期间面板的运行
在再生已经显示时，面板上显示的数字为再生的步骤号、阀的状态和此状
态的剩余时间。当所有的再生步骤完成时，面板将转回到正常供水状态。

小时

分钟

秒

例子：步骤1剩余0分钟（反洗）

再生期间按此键将会推进再生步骤，
直至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流量计配套面板
供水状态期间，交替显示当天时间和错误信息（如果有错误出现）。
如果在产水，剩余流量会从系统总交换量中递减到零，并引发再生（如果
没其它阀门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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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运行

已编程期间面板运行
面板不在再生状态时，很长时间会处于备用或正常工作程序模式。在程序
模式时，控制面板会一直监控用水状况。控制面板的程序会被永久记忆。

断电期间面板运行
所有的程序将被永久记忆，当前阀门状态、每个步骤的时间、当天时间将
在停电期间储存，并在来电后恢复。当天时间会在停电不超过12小时的时

间内储存。
注意：主控制屏上的当天时间会在停电后闪动显示5分钟，可以按任意键取

消闪动。

互锁控制
除非再生互锁信号已经解除，否则控制面板不会允许单元或系统进入再生。
这根用于各单元之间的互锁线，被推荐的电线为20至500英尺。

再生日期代理特性
如果日期代理选择已经打开，并阀门达到了设定的再生日期，在没有其它
阀门处于再生状态时，再生程序将会启动。如果其它阀门处于再生状态，
本再生信号会排在再生列队中。本功能将不会考虑到剩余产水量是否归零。

注意：变压器必须设有地线，并保证地线能够良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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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说明

状态指示灯

系统代号

阀门号

阀门状态
（SBY，SRV，INI，CHG，LCK）

流量指示 当天时间
显示屏
如:阀门号、剩余容量、错误信息。

剩余容量

诊断键--查看流量、峰值流量，总流量，上两次再生之

间隔时间、 后一次再生以来的时间、可调整的剩余
容量、阀门位置、收发错误信息、软件版本。

循环键--循环再生期间的各个步骤

移动键--向左移动位数

上键--向上加数字

下键--向下加数字

阀门状态：
CHG（Change of State 状态变更）

在双活塞阀里，当下活塞驱动器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屏幕将会显
示CHG。
INI（Initializing 初始化）
当在断电后重启或重新设置程序以后时，屏幕将会持续30-45秒显示INI。
RGQ（Regeneration Queued 再生队列）
当已有系统进入延时再生队列时，屏幕将会显示。在主控制屏上，让SRV
（工作）状态的阀门手动再生，会进入RGQ（再生队列）。
SRV（Service 工作）
当在此阀处于工作状态时，屏幕显示SRV。
LCK（Lock 锁定）
当电路板的P4端口被远程信号输入并锁定时，屏幕显示LCK。
身份指示灯：
蓝灯：
在阀处于供水状态并没有错误信号时显示。单元会长期处于供水状态直到
引发再生为止（此时会显示绿灯）。
一个闪烁的蓝灯表示阀处于供水并等待再生状态。
绿灯：
在阀处于再生状态时显示，除非有错误信号产生。
一个闪烁的绿灯表示阀处于备用状态。
红灯：
在有错误信号产生时显示。

流量指示：当流量计旋转时将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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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显示—案例

案例
供水中：
系统4时间模式

案例
供水中：
1. 系统4流量即时模式

或
2. 系统4流量延时模式

案例
供水中：
系统5流量即时模式（主阀）

案例
供水中：
系统5流量即时模式（#3副阀）

案例
工作中：
系统6流量即时模式（主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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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讯线路及联接

用CAT3或CAT5的网线。
1. 在写入程序之前先联接网线。
2. 两块面板之间 长的网线为100英尺。
3. 从一个通讯端口到另一通讯端口依次联接起每一个阀门，控制器上的两

个通讯端口等同，没有先后顺序。

锁
定
再
生
地
线 1 2

3200NXT电路板

注意：使用的网线总数会比阀门总数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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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流程图

注意：根据不同的设定情形，有些选项不会显示。

进入控制器程序
同时按住移动键和上键5秒钟。

按循环键检查每一个选项的所有显示，直到回到正常显示。选项设置显示
内容可能需要更改，用上或下键更改数字，用移动键向左移动位数。
注意：在程序设定过程中，如果按了”D“键，数据将不会被储存。

警告：设定之前请联系专业的技术人员。

案例：
系统4，单阀

选项：系统SYSTEM4（单阀）
系统SYSTEM5（2-4个阀）
系统SYSTEM6（2-4个阀）
系统SYSTEM7（2个阀）
系统SYSTEM9（2-4个阀）

案例：
阀的地址#2（第二个阀）（默认值）

选项：阀地位#1（第一个阀）
阀地位#2（第二个阀）（默认）
阀地位#3（第三个阀）
阀地位#4（第四个阀）

案例：
2个阀在系统里（默认值）

选项：2个阀在系统里（默认值）
3个阀在系统里
4个阀在系统里

案例：
时间延迟模式（默认值）

选项：时间延迟模式（只用于系统4 ）（默认值）
流量即时模式（适用所有类型）
流量延迟固定储备模式（适用4或6系统）
远程信号引发再生（适用所有类型）

案例：
2750（默认值）

选项：2750（默认值）
2900
3150
3900
分配器—蝶片式
分配器—凸轮式

注意：此选项在系统4
时不显示。

注意：此选项在系统4
时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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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不同的设定情形，有些选项不会显示

案例：
再生流向-顺流（默认值）

选项：顺流(Downflow)（默认值）
逆流先吸盐(UF Brine Draw)
逆流先补水(UF Fill First)

案例：
远程信号-6分钟（默认值）

选项：00 : 06 : 00（默认值）
范围：1-99分钟（1小时39钟）

案例：
版本样式-美制加仑（默认值）

选项：美制加仑(US-Gallons)（默认值）
公制立方米(European Units-Cubic Meters)

注意：选为美制加仑时，时间为12小时制
选为公制立方米时，时间为24小时制

案例：
单元交换量-格令（默认值）

选项：格令—美制(Grains)（默认值）
度—公制(Degrees)

范围：9,000-9,900,000格令—美制
90.0-190,000度—公制

注意：选择不同版本时，格令与度会相互变更

案例：
交换容量安全系数，00%（默认值）

范围：0-50%

案例：
进水硬度，15格令/加仑（默认值）

范围：1-199格令/加仑（GPG)
2-199度Degrees)

注意：本显示只出现在6
或7系统的主控制器，和

其它系统的所有控制器。

控制器程序设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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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流程图

注意：如果分配器模式被
选择。再生步骤不会显示。

注意：此选项只在辅助继
电器功能打开时显示。继
电器功能只在加药泵功能
关闭和6或7系统时显示。

案例：
再生间隔天数—0天（默认值）

选项：OFF或ON
范围：1-99天

例子：
再生间隔天数—1天

选项：AM（美制）
HR（公制）

注意：如果时间再生功能未打开，再生时间不会显示。

案例：
再生时间—2:00AM（默认值）

选项：步骤CYCLE1
步骤CYCLE2
步骤CYCLE3
步骤CYCLE4
步骤CYCLE5

注意：请参照本说明书中有关再生步骤及时间调节一章

案例：
再生步骤—步骤1反洗

选项：ENABLED开启
DISABLED关闭（默认值）

案例：
辅助继电器，关

范围：00:00:00-18:00:00

案例：
辅助继电器输出开始1，00:00:00

案例：
辅助继电器输出结束1，00:00:00

范围：00:00:00-18:00:00

选项：ENABLED开启
DISABLED关闭

案例：
加药泵，关

注意：本显示只出现在6
或7系统的主控制器，和

其它系统的所有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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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流程图

范围：000-999加仑（美制）
0.000-9.999立方米（公制）

案例：
加药泵流量，0加仑

范围：00:00:00-02:00:00

案例：
泵辅助继电器时间，00:00:00

选项： 1.0”桨轮式(Paddle)
1.0”涡轮式(Turbine)
1.5“桨轮式(Paddle)
1.5“涡轮式(Turbine)
2.0”桨轮式(Paddle)
3.0“桨轮式(Paddle)
普通的

案例：
流量计型号，1.0“桨轮式

范围：20-2,000加仑/分钟(美制)
2.0-200.0立方米(英制)

案例：
大流量，0加仑/分钟

选项：加仑(美制)
立方米(英制)

范围：1-99加仑(美制)
0.1-09.9立方米(英制)
脉冲1-99

案例：
每一个脉冲信号增加1加仑

案例：
程序录入中,请等待…

注意：本显示只用于具备
带继电器信号输出流量计
时。

注意：本显示只出现在选
择普通流量计。

注意：此选项只在辅助继
电器功能打开时显示。继
电器功能只在加药泵功能
关闭和6或7系统时显示。

注意：本显示只出现在选
择普通流量计。

12



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当进入到程序设置模式时,其参数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设定和更改。

注意：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设置，有些选项可能不会显示。

进入控制程序设置模式：
1. 同时按住上键和移动键5秒钟

或
2. 将时间设定成为12:01PM或12:01HR，然后同时按住上键和下键5秒钟。

退出控制程序设置模式：
1. 一下一下地按循环键，直到显示完所有选项，显示屏回复到正常状态。
2. 不保存更改地退出，按“D”键。

注意：在程序设置模式下，如果不按任何键5分钟，或断电，参数将不会

被设置，单元回复到主显示屏。
重置：
部分重置：同时按住上键和下键超过25秒，直到显示12:00PM或12:00HR，

除了流量计总量以外的所有参数将会消除。
全部重置：按住移动键，接通电源，这种方式将会使所有参数重置。
检查和确定主控制器模式选项。

1. 系统类型（SYSTEM TYPE）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系统类型（4，5，6，7，9）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2. 阀门地址（VALVE ADDRESS）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系统内部通讯的每一个阀的位置（1，2，3，4）。#1指
这个将是设置程序参数的主控制器，将由它来控制系统内所有阀的状态：
再生、工作或者是备用。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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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3. 系统大小（SYSTEM SIZE）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系统内会有几个阀门（1，2，3，4）。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4. 再生类型（REGEN TYPE）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系统的再生引发方式。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5. 阀门型号（VALVE TYPE）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控制的阀门型号。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6. 再生流向（REGENERANT FLOW）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阀门的再生流向。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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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7. 系统大小（REMOTE SIGNAL）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远程信号启动的时间。当远程信号功能被启动时，屏幕会
显示小时、分钟、秒，并可以更改。可以设定为关闭或你想要的时间。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例子：远程信号启动6分钟。
显示将由0记算起，如果远程信号维持了6
分钟，它将被引发再生。

8. 系统版本（DISPLAY FORMAT）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程序使用的版本。所有的单元设置必须保持一致。当选为
美制时，会显示容积为加仑，时间为12小时制。当选为公制时，会显示容积
为立方米，小时为24小时制。
1.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2. 按循环键。

9. 单元总交换量（UNIT CAPACITY）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每一个单元总的硬度交换量。美制单位为格令，公制单位
为度。
美制范围：9,000-9,900,000格令（默认值为300,000格令）
公制范围：90.0-199,000度（默认值为300.0度）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更改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15



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10. 交换量安全余量（CAPACITY SAFETY）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单元总交换量的安全余量，用百分比来设置。
范围：0-50%（默认值为0%）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更改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11. 进水硬度（FEED WATER HARDNESS）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使用水源的硬度。美制单位为格令/加仑，公制单位为度。
美制范围：1-199格令/加仑（默认值为15格令/加仑）
公制范围：2-199度（默认值为30度）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更改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12. 再生间隔天数（REGENERATION DAY）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系统停止运行多少天以后，将会进行强制再生。
范围：1-99天（默认值为OFF）
注意：如果选择了天数，屏幕上将会显示再生的天数。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更改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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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13. 再生时间（REGENERATION TIME）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再生启动的时间，此项能只对延时再生或间隔天数强制再
生起作用。
美制：02:00AM
公制：02:00HR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改变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14. 再生步骤（REGENERATION CYCLE STEPS）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再生过程中1-5每个步骤的时间。请参考下表。

15. 辅助继电器信号输出（AUXILIARY RELAY OUTPUT）
接下去的两个选项是针对继电器信号输出的选项。16项只用于选择再生期
间是否输出信号。17项只用于工作期间输出信号，参数设定的是供水的总

流量。

17

10分钟快洗10分钟反洗1小时慢洗1小时吸盐12分钟补水逆流先补水

无无12分钟补水10分钟快洗10分钟反洗1小时吸盐逆流先吸盐

无无12分钟补水10分钟快洗1小时吸盐10分钟反洗顺流

时间步骤5时间步骤4时间步骤3时间步骤2时间步骤1再生流向



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16. 继电器信号输出时间(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如果此功能选择为开)
些选项有两个设定可显示。第一个显示是设定继电器信号输出开始的时间，
第二个显示是设定继电器信号输出结束的时间。
开始时间：
再生期间的任何时间（再生过程的 后一分钟除外）
结束时间：
由开始时间开始，再生期间的任何时间。

17. 加药泵继电器信号输出
此选项有两个显示窗口。第一个显示是设定信号打开后的总流量，第二个是
信号输出的时间。
美制范围：0-999加仑（1-999秒）
公制范围：0.00-9.99立方米（1-999秒）
1. 激活此项能。
2. 用移动键选择要改变的数字。
3.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4. 按循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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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程序设置指导

18. 流量计尺寸（FLOW METER）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阀门使用的流量计尺寸（默认值取决于阀门型号）
•1.0”桨轮式（2750默认）
•1.5”桨轮式（2850/2900默认）
•2.0”桨轮式（3150默认）
•3.0”桨轮式（3900默认）
•1.0”涡轮式
•1.5”涡轮式

•普通流量计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改变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19. 大流量（MAXIMUM FLOW）
这个程序用来选择普通流量计的 大流量。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改变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20. 每加仑（升）的脉冲信号
这个程序用来设定普通流量计每加仑（升）产生的脉冲信号。
1. 用移动键选择要改变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改变这个数字。
3. 按循环键。

21. 结束主控制器程序设置

19



用户界面程序设置流程图

注意：用户界面只在系统版本选择为公制时显示。
在设定期间，根据实际情形有些选项不会显示。

进入用户界面设置模式：
同时按住上键和下键5秒钟。

选项：美制格式（格令／加仑)
公制格式（度）

选项：美制格式（OFF）默认值
公制格式（OFF）默认值

用上下键可更改OFF为天

选项：用上下键更改

选项：美制格式（02:00AM)默认值
公制格式（度）默认值

退出用户界面

注意：系统6时，不能进入用户界面模式。

1. 进入用户界面
— 按住上键和下键5秒。

2. 设定进水硬度

— 用上键、下键或移动键更改数字。
— 按循环键确认并进入下一个程序。

3. 设定再生间隔（停止运作多少天强制再生）
— 按下键，进入再生间隔天数设定。
— 用上键、下键或移动键更改数字。
— 按循环键确认并进入下一个程序。

4. 再生引发时间
— 用上键、下键或移动键更改数字。
— 按循环键确认并进入下一个程序。

5. 结束用户界面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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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程序模式流程图

进入诊断程序模式：
1. 按一下“D”键。

2. 按一次循环键可以一步一步
推进到下一选项显示，直到
跳过所有选项并回复到正常
状态显示。

3. 在诊断模式期间，按一下
“D”键，可退出。

4. 根据不同情形，有些显示可
能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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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诊断程序模式：
进入诊断模式后，一般的诊断模式将被显示直到按循环键，每一个显示没
有时间限制。显示屏显示的是个体阀门的参数内容，而不是系统的。在再
生进行过程中，诊断模式显示的是再生的步骤及时间。再生结束后，显示
屏回复到正常状态的时间显示。

进入和退出诊断程序模式：
按一下”D”键进入该模式，按循环键可推进选项，不断按循环键直到所有选
项显示完。在诊断模式下，按“D”键可退出该模式并回复到正常显示状态。

实时的流速：
控制面板将会计算和显示流速。流速将会每秒计算一次，显示的流速也会
每秒更新一次。流速的计算取决于流量计的选择和使用。
• 1“桨轮式流量计 大流速：75gpm(.28m3/m)
• 1.5”桨轮式流量计 大流速：90gpm(.34m3/m)
• 2”桨轮式流量计 大流速：175gpm(.66m3/m)
• 3”桨轮式流量计 大流速：350gpm(1.32m3/m)
• 1“或1.5“涡轮流量计：75gpm
按循环键：

峰值流量：
从上次再生以来的区间内的峰值流量。
按循环键：

总流量：
通过流量计计算并累积的总的出水量。
1. 在总流量显示模式下，同时按住上键和下键5秒钟，可归零数字。

2. 按循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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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程序设置指导

上两次再生之间的间隔小时数：
近两次再生之间的间隔会被计算保存并显示出来。

按循环键：

自上次再生以来的小时数：
从上次再生以来经历的时间会被计算并显示出来。
按循环键：

剩余容量（仅指本罐体）：
本罐体的剩余容量会根据使用量递减，当数字变成零时，会引发再生信号。
注意：剩余容量选项在系统6时不会显示。

1. 用移动键选择你想要更改的数字。
2. 用上键或下键更改数字。
3. 按循环键。

剩余容量（系统的）：
除非是主控制器，否则在显示此选项时，总的剩余容量是不能被编辑的。
附属的控制器上只能显示内容。
注意：剩余容量选项在系统6时不会显示。

按循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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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程序设置指导

阀门地址：
此选项用于2个阀以上的系统（单罐系统不会显示此项）。

按循环键：

软件版本：
此项显示的是电子面板使用的版本号。
按循环键：

注意：如果系统进入了再生模式，诊断模式不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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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2850/2900电器部分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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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2850/2900电器部分零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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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3900电器及驱动部分零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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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3900电器及驱动部分零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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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2850/3150输出、输入电路图

选装:马达/泵,再生时开启;或CPO
设备,服务时开启(常开输出) 零线

无开关火线

大24VAC/3A阻性负载
大30VDC/3A阻性负载

可选互锁开关
(常开)

可选远控信号启
动开关(常开)

*只用于3200NXT和3214NXT
*触点闭合时阻止再生
*输入侧 大32VDC

*只用于3200NXT和XT
*如启用了此功能,触点闭合时开始再生
*输入侧 大32VDC

可选:再生时或备用时启动电磁阀
(P6输出, 大24VAC 50/60Hz,0.25A)

开关火线

零线

绿/黄

选装:流量计

不用于时间或远
程信号引发再生
类型

背板接地
保护螺丝

T1-24V变压器
VDM-阀驱动马达
SW1-阀回位开关
SW2-阀步骤开关
SW3-吸盐凸轮开关
HCAM-回位凸轮
SCAM-步进凸轮
BVCAM-吸盐凸轮
FM-流量计(选件)
M1-马达或泵(选件)
S1-电磁阀

开
关
火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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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3900输出、输入电路图

下
阀
驱
动

马
达

上
阀

驱
动

马
达

下
阀
凸
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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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及解除

错误显示样式：

检测错误：
1. 在主控制器里重设单元.

通讯错误#1：
1. 确认所有通讯电缆已联接.
2. 出现错误的单元为主单元.
3. 确保#1的系统类型设置正确.

通讯错误#3：
1. 确认所有通讯电缆已联接.
2. 出现错误的单元为#3单元.
3. 确保#3的系统类型设置正确.

设置错误：
1. 确保网络上的其它单元设置没有与#1

单元相同.

超出单元大小：
1. 系统内有多出主控制单元已设置的单元.

单元地址错误：
1. 系统内有相同的单元地址设置.

E.确定每一个单元的号码设置是

唯一并正确的

E.单元数错误(单元号设置错误)

D.检查串口插头直到通讯信号显

示正常

D.无通讯信号(显示屏显示一个小
黑框)

C.设置所有单元为相同版本C.版本匹配错误(各单元内有不同
的版本设置)

B.没电源输入B.显示闪烁

A.在主控制单元内重设所有单元

号码为正确

A.双罐及多罐系统中有任何的相

同单元号码被设置

解决办法故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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