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R系列超纯水机

 QR-200
 QR-300
 QR-300
 QR-500
 QR-1000
 QR-2000
 QR-3000

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本设备之前

请详读此说明书并加以妥善保管

以备今后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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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欢迎使用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

● 请勿将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置于过热的环境

（使用温度不高于 60℃），以避免损坏设备。

● 请勿将物品放置在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上。

● 请勿撞击、跌落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以避免

损坏。

● 请勿将任何液体泼洒到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

上，避免损坏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或引起燃

烧。

● 确保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电源线上没有放置

任何物品，而且电缆没有放在容易绊倒人或被人

踩踏的位置。

● 请避免在以下环境使用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

● 低于 4℃或高于 45℃的环境（环境温度过高，加

速设备电子元件老化，损耗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

机使用寿命）

● 温度大于 80％（漏电易烧毁 QR 系列电去离子

水）

● 扬长环境，粉尘环境（易产生静电，烧毁 QR 系

列电去离子水）

● 震动环境（长期震动易致水路接头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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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本说明书在帮助用户正确使用本公司的 QR 系

列电去离子水机，保证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并延

长滤芯使用寿命，降低运行成本。请用户在使用 QR 系

列电去离子水机前，务必阅读本操作说明书。

1.1 了解您的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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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压显示 （8） EDI开关 （15） 门锁

（2） 旋转调扭 （9） 增压泵开关 （16） 进水压力

（3） 电流显示 （10） 浓水压力 （17） 电源开关

（4） RO 进水电导

仪

（11） 纯水压力 （18） RO缺水

（5） EDI 纯水电阻

仪

（12） 纯水流量 （19） 电源接口（带开关）

（6） EDI低压 （13） 浓水流量 （20） 排水口

（7） EDI水满 （14） 预留口 （21） 出水口

（22） 进水口

1.1.1 产品应用范围:
1）学校实验室分析，各种研究院、国家单位实验室；

2）电子元器件、新能源电池、电镀、化工配料等；

3）其它各种高端产品的清洗、配料、实验。

1.1.2 去离子水系统基础功能：

1）将 RO水通过电去离子的方法去除水中剩余离子；

2）缺水保护；

3）水满停机；

4）配置卧式离心泵；

5）水质在线监测功能；

1.1.3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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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带增压泵，可以直接连接 RO 水箱。

2）Q-EDI 电去离子工艺，是将水中各中离子去除率达

到 99.99％以上，出水水质在线电导率做到 0.1us/cm
以下，且无废水排出。传统工艺：采用混床或抛光混

床，有需要酸碱再生，或更换混床树脂，即不符合环

保要求，制水成本高。

3）制水成本比较：本设备制水成本耗材+维护费用：

低于 1 元/吨水，传统设备 40-100 元吨水。

4）QRDI 设备配置水质不合格报警功能，当出水水质

不达标时，会有报警提示并停止制水；传统设备，会

因为水质不合格，在没有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到产品

水当中，影响生产品质。

5）设备保护功能：当自来水出现水压不够或停水时，

系统自动停机进入待机状态，并提示灯亮起。

6）仟净工厂荣获广东高新科技企业称号，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多项专利及发明及发明及荣誉证书，配图

有自己的实验室，对所有生产材料及配件进行品质检

测把关，保证设备的品质始终如一。

1.2 产品特点

1.2.1、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一键操作；

1.2.2、水质不合格报警功能；

1.2.3、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省。

1.2.4、EDI 电去离子工艺，无需更换去离子树脂等耗

材，运行成本极。

1.3 产品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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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

设备名称 QR 系列电去离子系统

设计用水源 RO反渗透水

额定进水压力 0.1-0.5MPA
工作压力范围 0.1-0.6MPA
进水电导率 <20us/cm
出水在线电导率 <0.1us/cm
出水在线电阻率 >10MΩ.CM
水源利用率 >90％
使用温度 5-40℃
外形尺寸 59×57×17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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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备参数

产品名称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系统

产品型号 QR -200A QR -300A
QR

-500A

QR

-1000A

QR

-2000A

QR

-3000A

应用领域

实验室分析，各种研究院、国家单位实验室；电子元器件、

新能源电池、电镀、化工配料等；其它各种高端产品的清洗、配

料、实验。

进水要求 城市自来水、井水、地下水、桶装水、蒸馏水、温度 5-40℃。

额定产水

量
200L/H 300L/H 500L/H 1000L/H 2000L/H 3000L/H

设计进水

电导
<15us/cm

出水电导 <0.1us/cm

电源 380/220V/AC

功率 400W 500W 600W 700W 900W 1200W

产品规格 59×57×17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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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产品装箱单

1.6 EDI 与 20 寸滤瓶

EDI 无需化学再生，节省酸和碱； EDI 可以连续

运行； 提供稳定的水质； 操作管理方便，劳动强度

小； 运行费用低。

作用：利用反渗透技术进行一次除盐，再用 EDI
技术进行二次除盐彻底使纯水制造过程连续化，避免

使用酸碱再生。

20 寸滤瓶 大流量，可安装于主管上对整套管路

进行过滤；采用不透明滤壳，防止产生藻类滋生；利

用自来水压力提供动力，不耗电； 壁挂式、座台式

均可，安装简单。

基本配置

增压水泵（含控制器） 1 套

前置微米过滤器 1 套

Q-EDI 电除盐膜组 1 套

进、出、排水流量计 1 套

缺水保护系统 1 套

QRDI 电源 1 套

水质监测表 2 台

水质不合格报警器 1 套

全自动控制系统 1 套

配套仪器仪表保护装置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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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对水的自来水进行预处理，滤除水中 S.S
等,过滤面积和纳污量大，过滤郊果好，使用寿命长。

二.设备安装

2.1 设备运行环境要求

2.1.1、环境温度：5~40℃。

2.1.2、湿度最大 80。
2.1.3、无污染物，无震动。

2.1.4、水通畅，机器废水排放口至排水沟槽距离越短

越好。

2.1.5、环境阴凉、干燥、通风、无阳光直射。

2.2 设备水电配给

2.2.1、原水：城市自来水(其它)。
2.2.2、水温：5~40℃。

2.2.3、工作压力：0.3～0.5mPa。

2.2.4、进水电导：<15us/cm。

2.2.5、出水电导：<0.1us/cm。

2.2.6、排水：一般排水下水道或洗手池。

2.2.7、电源：380/220V/AC。



2.3 设备水管连接

2.3.1 如何连接管子

1）将承口表面和表面的灰尘等杂物擦拭干净。

2）将胶水快速均匀地涂抹在承口内表面和插口表面。

3）用力将管子插入承口到所需深度，连接完成后保持平方，

保持接口处不动，以便胶水凝固。

4）连接后最少放置 24 小时后，固化之后再安装，保证粘接牢

固度。

2.3.2 如何将管子拆下来

1）切出的受损部分的 PVC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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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用卷尺拆下管道的长度。减去半英寸，然后使用标记，

以纪念新资料片的 PVC 管的长度。

3）新的 PVC 管切割到合适的长度，用 PVC 管子割刀。

4）任一端上的新的管道长度不合适新的附件联轴器胶合，并

与现有的管耦合到一侧的新的配管长度的一侧滑动 -
旧管部分切出。推新管耦合到旧管尽可能远，然后将新

的管的另一端与耦合到现有的配管的另一部分。如果新

的都联轴器连接管长度太长，不适合在删除旧管道的空

间，采取耦合的一端切断另一半英寸的新管道的长度。

5）从任何一端的管和管接头中取出新的部分。拭的内侧的

两端之一的联轴器与 PVC 水泥和适合它超过一端的新的

管道长度。相同的其它耦合，然后适应新的管道长度的

联接器到现有的管道，新的管道以取代旧的。

6）PVC 管材，聚氯乙烯，是一种硬塑料，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有可能为 PVC 弹簧销孔泄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长

期的解决办法是更换损坏的部分切割出来，并插入新的

管道。

三.设备使用

1、开机

3.1.1 开机前，请严格要求确保设备已经正常安装到位。

3.1.2 检查原水箱水位或水源压力是否达到设定值 （原水箱水

位须有 1/2 水位）

3.1.3 此时启动原水泵、并启动原水压力 0.3~0.5mPa压力，通水

10~20 秒后接通电源，设备即启动运行并进入冲洗状态，冲洗

60 秒后，设备自动进入制水状态。

3.1.4 冲洗时间为 60s~90s。
2、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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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QR 电去离子水机具有全自动功能，当机器制水至淡水箱

满时，QR 电去离子水机设备自动停止。

3.2.2 用户每天下班关机时，先关闭设备后面板电源开关，再关

闭进入球阀。

3.2.3 不定进水水压时，由于水中部分空气的作用，机器便会出

现振动声响。

3.2.4 因新机、由于滤芯中有部分空气存在，即使水压较高时也

可能发出较响的振动声，工作一段时间待滤芯中空气全部排出

后，振动声响会恢复正常。

四.维护保养

4.1、打开机箱

4.1.1 机箱设计为左右两侧四开门设计，按住按钮行下打开。

4.2、滤芯更换

4.2.1 在设备制水时关闭水源，关闭电源，更换完闭后开启水源，

然后开起电源，设备即能正常工作。(注：联系第三方或厂家清

洗、更换)
4.2.2 更换时间为：a)2 吨以下的 12~18 个月；

b)2 吨以上的 18~24 个月；

4.3、EDI 运行电流及运行电压

4.3.1 严重警告：当电流通过 EDI 膜块时会产生热量，在 EDI 运
行过程中必须用水流将热量全部带出。因此，当 EDI 膜块淡水、

浓水水流不畅或停止时必须停止供电，否则将使 EDI 膜块彻底

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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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器故障诊断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机器不启动

. 电源没有接通 . 检查电源或电源插头

. 原水压力小或停水 . 检查原水压力

. 低压开关失灵，不能

接通电源

. 接通原水后测量其电

阻，更换之

. 高压开关不能复位 . 泄掉压力后测量其电

阻，更换之

. 电脑盒无输出电压 . 测量其输出电压，更

换之

. 变压器烧坏

机器停机但浓水不停
. 电磁阀失灵，不能有

郊断水

. 观察其浓水，更换进

水电磁阀

纯水流量不足

. 前置滤芯堵塞 . 更换前置滤芯

. 废水比例器过于导通 . 更换废水比

过载装置没有跳开，但

泵不能工作

. 启动器接触不好或线

圈有问题

. 更换启动器

. 控制电路有问题 . 检查控制电路

过载装置偶然跳开

. 过载设计太低 . 重新设置

. 周期性电源故障 . 检修电源

. 高峰用电时的低电压 . 加稳压装置

浓极水流量低

. EDI膜块堵塞

. 阀门关闭 检查浓水出口阀

. 流量开关 检查流量开关的位置

和接线

产水流量低

. EDI膜块堵塞

. 阀门关闭 确认阀门正常开启

. 流量开关 流量开关运作正常



第 16 页 共 26 页

六.水质在线电阻监测仪说明

6.1 CCT-3320V 电导率仪

6.1.1 主要参数

产品名称 CCT-3320V 电导率仪

电导池型号 CON1134-13

测量分数 量程范围

电导率 0.5~2000us/cm

TDS 0.25~2000ppm

温度 0~50℃

工作环境 0~50℃

本机尺寸 48mm*96mm*80mm

固定方式 面板嵌装式快速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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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电气连接

电导池采集传输弱电信号，为避免干扰其线缆不宜与高

压高频线混合布线。

请根居端子分配图连接电源线和电号线：

6.1.3 CCT-3320V 仪器面板按键说明

三个按键在不同的模式下会有不同的功能，详

细如下：

CELL(W) 接电导池白色线（WHITE）

NET(G) 接电导池绿色线（GREEN）

CELL(Y) 接电导池黄色线（YELLOW）

T--(R) 接电导池红色线（RED）

220V AC220V

0V AC220V

位选

键

1、参数设定状态下，循环选择千、百、十、个

位；

2、测量状态切换电导率/TDS计量工程单位。

增加

键

1、参数设定状态下，增加被选择位的数值;

2、测量状态下查看温度。

确认

键

1、主界面下进入参数设置；

2、确认保存参数，进入下一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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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使用方法

1）CCT-3320V 仪器工作模式分为两种：测量模式；设置模式。

2）可通过以下步骤切换：

a、测量模式常态下点按位选键，进入单位切换模式；若点按增

加键，则进入参数切换式。

b、测量模式下长按确认键 3 秒进入设置模式。

c、测量模式暂态显示下 5 秒内无操作则进入常态显示。

d、设置模式仪表在出厂前已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如果测试环

境发生变化（如：更换电导池、更换报警器等），必须核对设

置参数，这些参数分布在不同的菜单中。在设置模式下，长按

确认键 3 秒，依次出现：

a、电导池类型选择

当菜单栏显示“C=”时进入电导池类型选择菜单，通过按增加

键循环显示可选电导池类型，选中后按确认键确认保存并自动

进入下一项菜单设置。

b、电导池常数输入

电导池常数选择完成后进入常数修正菜单，此时屏慕显示所选

择常数级别，数字位闪烁显示为可更改，此时可以按增加键选

择输入精确的数值，然后按确认键保存输入的数值并进入下一

菜单。

c、参数单位选择：“ppm”或“us/cm”标识提示，编辑位闪

烁。

d、4mA 对应值设置：“4mA”标识提示，编辑位闪烁。

e、20mA 对应值设置：“20mA”标识提示，编辑位闪烁。

F、报警值上限设置：“Hi”标识提示，编辑位闪烁。

g、报警值下限设置：“Lo”标识提示，编辑位闪烁。

h、小数位置设置：编辑位闪烁。

注意：4mA 对应值与 20mA 对应值不能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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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M-230 电导率仪

6.2.1 技术参数

1）测量范围：0~2000us；（有郊测量范围 0.10~1999us/cm）

其中 0~20.00us/cm、0~200.0us/cm 及 0~2000us/cm 自动量程

切换；

2）温度补尝：具有自动温度补尝，补尝范围 0~100℃，补尝基

准 25℃，补尝系数：2.0％/℃；补尝元件：NTC10KΩ。

3）显示方式：3 1/2 位 0.56”LCD(液晶带背光)电导率值直读显

示；

4）供电电源：AC220V 50Hz;(可选 DC24V 供电)
5）仪器级别：2.0 级；

6）电极配置：本产品标配 K=1.00 塑料铂金电极，4‘管道式纹

连接，标配导线长度 5m’。同时，本产品亦可选配 K=0.1或 K=0.01
电导电极卫生级卡盘连接。

6.2.2 CM-230 电导率仪电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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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电源输入端：1~3；
其中：1.AC200V 2.0V 3.EARTH(接地)

2）电极接线端：4~7；
其中 4.红[T (R) ] 5.紫[CELL (V) ]

6.黄[NET (Y) ] 7.蓝[CELL (G) ]
6.2.3 CM-230 仪器面板按键说明

1）电导率值显示窗口；

2）功能选择键（SET）;

3）数值调整键 ;

4）光标移动键 ;

6.2.4 使用方法：

把电极常数值输入仪器

1）按仪器“SET”键，仪器显示“C=X.XXX”;

2）再按“ ”键，确认需调整数值的位置（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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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按“ ”键，调整各位置的数值，使仪器显示值相同于电

极常数值（电极常数值标示于电极导线电极端）；

4）如仪器选配电常数为 C=0.950,则使仪器电极常数值画面值为

“c= .950”
5）把测量电极安装在待测管中（安装方法见附图示），在确保

管道有水溶液的情况下，仪器接通电源，仪器显示值便为仪器

电导率测量值；

6）如测量值超过测量范围，则仪表显示“1999”闪动；

6.3 电导池安装

6.3.1 使用了不恰当的连接座，电导池内水流静止缺少更新。

6.3.2 水流穿过电导池小圆，测量数据有郊。

6.4 维护保养

6.4.1 测量电极是精密部件，不可拆解，不能改变电极形状和尺

寸；不能用强酸、碱清洗，改变电极常数，影响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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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测量电缆为专用电缆，不能随意更换。

6.4.3 仪表应安置于干燥环境或控制箱内，避免因水滴溅射或受

潮引起仪表测量不准或漏电。

6.5 故障问题排除

现象 可能因素 排除方法

上电仪表无

显示

A.电源没接通

B.仪表固障

A.检查仪表电源端子之间

有无标识电压值

B.请专业人员维修

显示不稳定

A.电导池接线有误

B.管路中有气泡

C.水质不稳定

A.对照说明书整改

B.整改管路或另选测量点

C.用稳定水源排除仪表原

因

读数偏差大

A.常数设置有误

B.电导池常数发生改变

C.测点流速不合适

D.电导池安装错误

A.重新设置电导池常数

B.更换新电导池或重新标

定电导池常数

C.将电导池安装于流速合

适处

D.将电导池指定安装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保修卡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E-mail 购买日期

设备型号 发票号码

用户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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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保修卡

保修说明：

尊敬的用户，您好。感谢您选购仟净坏保的产品，如您的

设备发生故障，请及时联系我们，以便我们为您提供良好的售

后服务。

1、在正常情况下，仟净环保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自购买之日

起（按发票的日期或日期设备保修卡出厂日期），免费保修一

年（不包括更换耗材部分）。

2、保修期内，可以免费更换因产品质量问题而损坏的零配件。

3、保修期内凡属下述情况或超过保修期的，需酌情收取适当费

用（修理费+零件费+交通费）。

3.1 用户使用不当、故意损坏或自行改装本机器而需要维修的：

3.2 安装后，因用户移动或跌落而造成的设备故障或损坏：

3.3 因意外灾害事故（水灾、火灾等不可见的事故）造成的损坏：

3.4 使用非本公司耗材引起的设备故障。

3.5 非本公司指定人员维修后出现的故障。

4、非保修期内，经本公司维修人员维修后的同一配件，若三个

月内又出现同样故障或损坏（不包括更换的耗材部分），本公

司负责免费维修。

5、保修卡是您的 QR 系列电去离子水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

障寻求维修时必须出示的重要凭据，请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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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记录表

产品名称： 机器型号：

设备编号： 购买日期：

客户名称：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 编：

维修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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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维修服务项目部分由维修人员填写，用户确认签字后请

妥善保存此卡。

日期
维修

项目

更换

零配

件

数量
维修

费

维修

员签

章

客户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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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仟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Qianj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 Ltd. Dongguan

网址：http://www.qjhb.net/ 电话：0769-26380198

E-mail:qjhbsb＠126.com 售后电话：13559753668

http://www.qjhb.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