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瀚莎中央软水机安装使用说明书
安装前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注意：只允许成人安装，儿童勿近

服务热线：400-828-1958

瀚莎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华运路16号

全国服务热线：400-828-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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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用户须知

●中央软水系统要求使用符合GB5749的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的原水。

●本机不要安装在用于过滤含微生物的不安全的或水质不明并且未经充分消毒的水源地点。 

●软水系统停止工作时间较长后(一般不大于一周，夏天时间更短)需在下一次使用前放水10~15分钟），防止滞留在

    系统中长期不流动的水影响出水水质。

●系统工作时，请保证各个进出水管的畅通。

●软水机的安装及滤料更换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不按规定安装与使用所造成的损坏不在保修范之内，本软水机

    的维护保养、滤芯更换为有偿服务。

●定期检查软水机及水管配件看是否漏水，避免漏水给家中财物造成损失。

●如果您对本软水机的安装、使用及维护方面仍有不解的问题，请拨打全国统一24小时服务热线：400-828-1958

| 2·产品包装清单

| 3·技术参数

中央软水机

电源适配器

安装使用说明书

螺牙扳手

转接头（1寸转6分）

硅脂

旁通阀

1

1

1

1

1

1包

1套

注意事项：

在未阅读和理解本使用说明书的情况下，请勿对本机进行任何操作；

1.不可使系统中的滤料长时间在超出5-38℃的环境工作。严禁将机器安装在可能受到冰冻，阳光直射和淋雨的地方。

2.本机不要安装在水压超过 0.4MPa的供水管线上，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水源压力不小于0.15MPa,以防出水量太小。

3.本机只适宜处理冷水，不可将其安装在热水管路上。

4.不要试图把本机反向安装，误把进水管线连接在出水口上。

5.不要让供排水管线或本机冻结，如果水温或外界环境温度降到5°C以下时，关闭本软水机的供水管线并排出本机

    内的水。

6.本机安装不要靠近任何热源，须安装在地漏边！

7.本机使用过程中需要电源，请确保机器安装位置附件有电源：220V AC/50Hz；

8.设备附近留有适当的操作及维护空间。

9.若断电，应在电源正常时重新校对当前时间。

10.需使用埃克森公司所审定的更换部件，使用非授权的部件或附件引起的问题，使用性能的降低或造成的财务的损

    失均不包括在厂商有限担保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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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进水水压

进水温度

工作流量

大约额定总净水量

滤芯寿命

进水要求

HS-2500-RS

0.15MPa~0.4MPa

5-38℃

2.0-2.5吨/小时

400m3

12-18个月

市政自来水，符合GB5749-2006

注：软水机与家里水路之间的连接，可以用PPR管或者网纹管连接，需要自行购买

控制面板

中央软水机



| 4·安装说明

4.1 外观尺寸 4.3安装方法 

4.2、安装要求 （安装示意图）

●本设备在运输、安装、使用过程中严禁倾斜或横放。

●安装本设备处的地面要平整，承重应大于300公斤/平方米，同时具有进出水接头。

●请勿将本设备安装于靠近有酸碱性物质或气体的地方，以免对设备造成腐蚀。

●必须使用220V 50Hz单相交流电源，严禁使用其它电源。插座必须有可靠的接地线才能通电使用。

●本设备要求安装在室内，若需要安装在室外，对机体与管道必须采取保温措施，尤其要防冻，并且还要防晒防水。

●最佳进水水压要求为0.15~0.4MPa，若低于或高于此标准应装增压泵或减压阀，以保证本设备的工作压力符合技术

    要求。

●开始连接进水管前，请清除管路中残留的杂质、灰尘，然后将总阀关闭，再连接本系统。

●连接管道过程中尽可能将管道紧贴墙面，管道的走线要平直，弯角要清晰，布管结束后要用固定架将管道固定在

    墙面上。

●管道接入时要注意其高度和摆放角度，管道接入后不能存在明显的应力，以免长期使用时，由于管道的应力造成

    水管损坏，使本设备或管路渗漏。

·软水机开箱前，安装人员应先核对产品型号、规格、颜色、品牌，拆开包装，取出配件，检查随机文件、附件

     及配件是否齐全。

·确定软水机安装位置，安装位置要符合安装要求。

·布置好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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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mm

842 mm

51 mm

360mm

738mm
中央软水机

电源适配器

出水口
进水口

出水球阀

原水球阀

进水球阀

总进水

G3/4”接头

进水球阀 原水球阀

出水球阀

250mm<距离<400mm



注：

水路的进出水方向可根据家里的水路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要确保水路的进水口与软水机的进水口连接，水路的出

水口与软水机的出水口连接。

·在标准的市政供水情况下，为使您能使用优质的水，应按设备型号定期更换滤芯，本公司售后服务部工作人员

     会主动提醒并上门为您更换滤芯，滤芯更换为有偿服务；

·若长期不使用本系统时（3个月以上），通知本公司服务部门更换滤芯，以便本系统再次使用时能够立即发挥最

     佳效能；

·若设备出现故障或其他特殊情况，可打开原水球阀，关闭进、出水球阀，此时供水为未处理水；

6.1显示屏图标说明：连接电源，显示屏点亮25秒，在此期间：　

·工作状态显示：时间、滤芯寿命、制水图标都常亮显示；

·若无任何按键操作，则25秒进入待机状态；

·待机状态下：滤芯寿命图标显示、制水图标显示、时间不显示。

·若有按键操作，则进入待机状态计时顺延25秒，即无任何按键按下25秒后，再进入待机状态。

·显示屏处于待机状态时：按下任何一个按键，显示屏进入工作状态，无键操作25秒后，重新进入待机状态。

·共4级滤芯，滤芯寿命以时间作为计时，每一天计一次，各级滤芯寿命如下：

     第1级540天、第2级540天、第3级540天、第4级540天；

·滤芯寿命未到时，各级滤芯寿命图标显示白色；

·当滤芯寿命达到或超过设置值时，滤芯寿命图标显示红色；

6.1.1滤芯寿命显示：

·测量自来水压力（适宜范围：0.15-0.4Mpa）,用压力表测量用户的的自来水压力是否满足软水机产品说明规定的

      压力范围，低于或高于规定压力则需安装增压泵或减压阀，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管路安装：用PPR管或者网纹管将水路的进水端与软水机的净水端连接，水路的出水端与软水机的出水端连接，

     然后将软水机移到合适的位置。

·连接电源，将电源适配器插入墙上独立电源插座内。

·参数设定（显示面板界面）:   设定好北京时间，具体方法见后面的操作面板设置

5.1 首次运行

·连接好管路，打开进、出水球阀，关闭原水球阀，再打开家里的水龙头，放水10~15分钟，确保软水机内的滤芯

     冲洗干净。

·在冲洗过程中，不断观察软水机内部及管路连接情况，是否有漏水或者渗水，如果有需关闭进、出水球阀，待

     故障排除后再重新打开进、出水球阀。

·冲洗完成后，关闭家里的所有龙头，使软水机保压15分钟，在这期间不断观察软水机内部及管路连接情况，是

     否有漏水或者渗水，如果有需关闭进、出水球阀，待故障排除后再重新打开进、出水球阀。

5.2 日常运行

·该产品安装调试完毕后， 即可正常使用，供电不间断的情况下，无须对本机进行其他操作；

·在使用时，应保证控制器的干燥，以免控制器的电气部件发生短路；

| 5·使用说明

| 6·控制面板的基本操作

- 5 - - 6 -



·滤芯寿命只有在产品通电状态下才进行计时；产品断电状态下，滤芯寿命停止计时；滤芯寿命具有掉电记忆功能，

     即重新上电后，自动恢复到断电前的值。

6.2按键操作：

6.3蜂鸣器鸣叫：

·时间设置：

长按“SET”键3秒，进入设置状态，默认从“时钟”进行设置，处于设置的图标闪烁显示，处于“时钟”设置下：

·短按“+”，“时”时间增加1，超过23后，返回0；

·短按“-”，“时”时间减1，当为0时，返回23；

·短按“SET”键一次，进入“分钟”设置，

处于“分钟”设置下：

·短按“+”，“分钟”时间增加1，超过59后，返回0；

·短按“-”，“分钟”时间减1，当为0时，返回59；

·短按“SET”键一次，退出设置状态

滤芯寿命复位：

长按“SET”键3秒，进入设置状态，处于设置状态下：长按“Reset”键5秒，对所有滤芯寿命清零。

·上电短鸣一声；

·不处于设置状态下，长按“SET”键3秒后，短鸣一声；

·处于设置状态下，每按下“选SET”、“+”、“-”，短鸣一声；

·处于设置状态下，长按“Reset”键5秒后，短鸣一声；

·当滤 芯寿命到期后，实时时钟处于8:00 ‒ 20:00之间时，蜂鸣器每整点时，每3秒短鸣1次，连续短鸣10次；其他时

  间段不鸣叫！

·处于工作状态时，时间常亮显示；

·以24H时间制；

·出厂上电默认为：00：00

·实时时钟有备用小电源，在产品断电情况，仍可以继续工作12小时，断电超过12小时后，时钟有可能归0，

     即00:00，此时需要重新对时钟进行设置；

6.1.3预警图标：

注：滤芯寿命未到期，那么预警图标不显示；只要有一级滤芯寿命到期，那么预警图标红色常亮显示；

6.1.2制水图标----常亮显示：

6.1.4故障图标---不显示：

6.1.5时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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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保养与维护

1．定期检查软水机及水管配件看是否漏水，避免漏水给家中财物造成损失。

2．当您长期外出或不使用本机时，请断开本机进水水源（关闭进水球阀），并断开电源。

3．若长期不使用本软水机，再次使用前，请放水10~15分钟。

4．当有以下任何情况出现时，请立即断开本机进水水源（关闭进水球阀），并断开电源，同时及时拨打本公司的服

      务热线报修。

．如果本机的管路或相关部件漏水。

．如果本机的相关部件失去作用。

．如果有其他任何异常现象或故障。

5.滤芯更换

为了保证本机的正常使用，当发生以下情形之一，请及时拨打本公司的服务热线，由专业人员对滤芯进行更换。    

．出水水量明显降低。    

．出水水质不佳。

．滤芯寿命图标变红色。 

4．未经资质安装队安装，或在没有厂方指导下自行安装造成故障或损伤的。

5．不合理使用，违反“安装及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造成故障或损伤的。

6．超出正常使用条件，强行使用本产品造成故障或损伤的（例如电压超出或低于正常的允许波动范围，大于240V

       或小于187V；水压过低或过高）。

7．人为造成（有意或无意）的机器伤害。

8．不可抗力对机器造成的损害（例如自然灾害、战争等）。

9．未拨打本公司服务热线报修，由未经授权的专业人员维修过的机器。

四、保修服务

在保修期内，符合保修条件，并不违反例外条件的情况下，机器在出现故障或损伤，公司将根据规定提供全方位的

保修服务，保修服务将包括：

（1）免费修理故障机器；

（2）免费更换故障配件；

（3）其它国家法规规定的项目（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五、保修服务程序

1．当用户使用本公司产品时发现故障现象，请立即关闭水源。在确认各项条件符合要求后，应及时拨打本公司的

       服务热线报修

2．当维修人员上门服务时，用户应当出示有效发票，并向服务人员介绍使用状况和故障情况，核实机器后，服务

       人员实施相应检查、维修工作。

3．维修结束后，用户应在维修工单上签署意见，并签名认可；如有疑问，及时向服务人员询问澄清。

4．如果故障原因属非保修范围，用户应根据服务人员出示的收费标准缴纳服务费。

5．如果用户对服务过程有异议或问题，可拨打本公司的服务热线咨询。

| 8.售后服务

一、保修期

保修有效期自安装之日起计，整机保修一年，耗材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二、保修条件

用户应该遵循以下规则，否则将失去保修的权利。

1．使用者应该是通过合法途径在合法的零售商处购得本产品。

2．使用者应同时保存购货发票和说明书，且说明书上的机器编号应与机体编号相符。

3．机器的安装应该由厂家指定的安装队完成，或是有国家权威部门机构认可的资质安装队完成。（不应该在无人指

       导的情况下自行安装）

4．机器的使用应该严格按照随机的使用说明书进行。

5．使用者应保证在恰当的使用条件下使用产品。

6．使用过程中如需维护和保养，应拨打公司服务热线登记报修。

三、例外条件

以下情况之一的产品故障或损伤不属于保修范围

1．通过非法手段或非法途径获得本产品。

2．发票遗失或说明书遗失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机器。

3．说明书上的机器编号与机体本身编号不相符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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