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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常见问题

l衣物洗后板结僵硬，多次洗涤后颜色黯淡； 
l即便使用知名大牌洁肤产品，洗脸洗澡后仍感皮肤紧绷、粗糙；
l洗发水换了很多种，头发还是干枯打结，头屑不断；
l热水器刚买来时加热很快，现在升高同样的温度却要花很长时间，耗电量也成倍增长；
l洁白的水槽、马桶、浴缸等洁具泛黄；
l龙头、淋喷头结满水垢、滋生细菌，镀铬的表面水渍斑斑；
…………

您知道吗？ 这一切都与水有关，归根结底，都是硬水惹的祸！



生活中的常见图片



软水与硬水
 什么是软水？软水与硬水如何界定？

水的总硬度指水中钙、镁离子的总浓度

我国测定饮水硬度是将水中溶解的钙、镁换算成碳酸钙的毫克
数（CaC03），以每升水中碳酸钙含量为计量单位

硬
度
划
分
标
准

软水：小于150毫克/升

硬水：硬度在150-450毫克/升

高硬水：硬度在450-714毫克/升

   此外，在工业领域，一种以度计，即1硬度单位表示1升水中含50毫克CaCO3。另一种
以mmol/L计，表示升水中含1/2钙离子和1/2镁离子的摩尔数，一般常用于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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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水机安装需求等级



标准名称 水质总硬度(以CaCO3,计)(mg/L)

中国生活饮用水国家标准 ≤450

中国建设部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300

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 饮用水：≤500 ；优质饮用水：50

日本生活饮用水标准 健康水：无硬度要求；舒适水：10-100；
自来水：≤300

美国饮用水标准 饮用水：无硬度要求；
美国供水工程协会水质标准：80-100

欧盟饮用水标准 60

加拿大饮用水标准 ≤300

比利时饮用水标准 60-270
澳大利亚饮用水标准 ≤200

国内外的生活饮用水标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生活饮用水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饮用水优质水的硬
度差 9 倍；与欧盟饮用水硬度标准值差 7.5 倍；美国和日本的舒适水的硬度都在
100mg/L以内。



什么是软水机？

作用

将水软化
去除水碱

设备

原理

运用离子
交换原理

工作

硬度去除
率达到

90%，无
需经常更
换滤芯

安装

串联在水
表，安装
在橱柜或
用户制定
本位置



软水作用：
1.去除钙镁离子   2.释放钠离子

软水机工作原理



软化的原理

l 运行制水过程： 

    2RNa  ＋  Ca2+(Mg2+)  → R2Ca(R2Mg) ＋ 2Na+ 
  有效树脂            硬水        失效树脂        软水

l  再生还原过程：

   2Na+  ＋ R2Ca(R2Mg) →  2RNa  ＋  Ca2+(Mg2+) 

   盐水       失效树脂         有效树脂       废液排放

u离子交换反应是典型的可逆反应，无论是运行和再生都希望平衡朝有利的方向移动



软水机结构原理

一体式软水机
软水机基本由以下几个主要部分组成



软水机零部件分图

软化树脂树脂罐



软水机结构原理

分体式软水机 软水机基本由以下几个主要部分组成

控制阀

树脂罐
液位控制系统

盐箱

中心管、布水器

主要区别：盐箱外置，与整机分开



软水机工作流程

软水机五个工位：运行 —  反洗  — 吸盐 – 补水 — 正洗



进水口(INFALL)

阀芯(VALVE CORE)

中心管外侧
(CENTRAL PIPE  OUTSIDE)

树脂罐(RESIN TANK)

下布水器
(BOTTOM WATER 
DISTRIBUTER )

中心管(CENTRAL PIPE )

阀芯(VALVE CORE)

出水口(OUTFALL)

阀驱动装置
VALVE DRIVE

进水口(INFALL)

出水口(OUTFALL)

硬水（HARD WATER）
软化水（CONDITIONED WATER）
盐水（BRINE）

软水机工作流程——运行



进水口(INFALL)

阀芯(VALVE CORE)

中心管(CENTRAL PIPE)

树脂罐(RESIN TANK)

下布水器
(BOTTOM WATER 
DISTRIBUTER )

中心管外侧
(CENTRAL PIPE  OUTSIDE)

阀芯(VALVE CORE)

排水口(DRAIN)

硬水（HARD WATER）
反洗水（BACKWASH 
WATER）
盐水（BRINE）

阀驱动装置
VALVE DRIVE

进水口(INFALL)

排水口(DRAIN)

软水机工作流程——反洗



进水口(INFALL)

阀芯(VALVE CORE)

射嘴进口
(EJECTION NOZZLE INLET)

射嘴出口
(EJECTION NOZZLE OUTLET)

盐水被吸出
(BRINE IS DRAWN)

中心管外侧
(CENTRAL PIPE  OUTSIDE)

树脂罐(RESIN TANK)

中心管(CENTRAL PIPE)

下布水器
(BOTTOM WATER 
DISTRIBUTER )

排水口(DRAIN)

阀芯(VALVE CORE)

硬水（HARD WATER）
盐水（BRINE）
混合盐溶液（BRINE SOLUTION） 阀驱动装置

VALVE DRIVE

进水口(INFALL)

排水口(DRAIN)

软水机工作流程——吸盐（顺流）



硬水（HARD WATER）
盐水（BRINE）
混合盐溶液（BRINE SOLUTION）

阀驱动装置
VALVE DRIVE

进水口(INFALL)

排水口(DRAIN)

软水机工作流程——吸盐（逆流）



软水机常用术语和定义
1.顺流再生
运行和再生时，水流和再生液的方向都是自上而下通过离子交换树脂
层的再生方式。

运行 吸盐



软水机常用术语和定义

运行

2.逆流再生
运行时水流自上而下通过离子交换树脂层，再生时再生液由下而上通过
离子交换树脂层的再生方式。

吸盐



为什么说逆流再生比顺流再生省盐省水？

顺
流
再
生
交
换
示
意
图

失效层

工作层

保护层
失效状态 再生过程

再生液首先接触的是交换器上部已完全失效的交换剂，当再生液从上至下流
至交换剂底部保护层时，再生液中不但Na+含量已很低，而且还含有大量已被交
换下来的Ca2+、Mg2+，而离子交换是可逆的。因此，顺流再生时交换器底部的
交换剂一般不能获得很好的再生，有时底部的保护层树脂甚至会被再生下来的
Ca2+、Mg2+污染，影响出水质量。为了提高交换剂的再生度，就需要增加再生
剂的用量。



逆流再生交换示意图

失效状态

再生过程

失效层

工作层

保护层

逆流再生时，再生液首先接触的是失效程度较低的保护层，当流至失效程度最高的交换剂
层时，虽然交换下来的Ca2+、Mg2+浓度较高，但由于随即被排出，故有利于平衡向再生方向
移动。由于逆流再生可使交换剂保护层再生十分彻底，所以即使交换剂表层的再生度差些，也
不会影响出水质量。



为什么说逆流再生比顺流再生省盐省水？

运行流速/ 
(m/h) 

反洗流速
/(m/h) 

再生及置换
流速/ (m/h) 

再生液浓度
/ (%) 

盐耗/ 
(g/mol) 

顺流再生 20～30 10～20 4～8 6～10 ≤120 

逆流再生 20～30 10～20 2～4 5～8 ≤100 

逆流再生再生时尽量不反洗（根据进水浊度，设定几个周期反洗一次），
则可以减少反冲洗的水量，可省水。

根据GB/T18300 自动控制钠离子交换技术条件中表4的规定，逆流再生
可以低流速进再生液和置换反洗(2～4m/h)，以防止乱层，提高再生效果。

可以采用低浓度的再生液（5-8%）再生。可以省盐。
因此，逆流再生比顺流再生可以省盐、省水，且出水质量好。

GB/T18300自动控制钠离子交换器技术条件    表4



逆流再生离子交换器优点

l与顺流再生离子交换器相比，逆流再生离子交换器的优点：

Ø出水质量好

Ø工作交换容量大(再生程度高)

Ø再生剂耗量低(较低的再生液浓度)

即：省盐、节水、制水周期长



进水口(INFALL)

阀芯(VALVE CORE)

射嘴出口
(EJECTION NOZZLE OUTLET)

吸盐口
（BRINE DRAW ORIFICE

射嘴进口
(EJECTION NOZZLE OUTLET)

盐罐
(BRINE TANK)

排水口
(DRAIN)

阀芯
(VALVE 
CORE)

阀驱动装置
VALVE DRIVE

进水口(INFALL)

排水口(DRAIN)

硬水（HARD WATER）
盐水（BRINE）

软水机工作流程——向盐箱补水



进水口(INFALL)

阀芯(VALVE CORE)

中心管外侧
(CENTRAL PIPE  OUTSIDE)

树脂罐RESIN 
TANK下布水器

(BOTTOM WATER 
DISTRIBUTER )

中心管
(CENTRAL PIPE )

阀芯(VALVE 
CORE)

排水口
(DRAIN)

阀驱动装置
VALVE DRIVE

进水口(INFALL)

排水口(DRAIN)

硬水（HARD WATER）
正洗水（FASTRINSE WATER）
盐水（BRINE）

软水机工作流程——正洗



软水机运行流程

软水机运行流程：
运行 — 反洗 — 吸盐 — 盐箱补水 — 正洗

首次安装需设
置当前时间与
原 水 硬 度

反洗、吸盐、补水、正洗每个工位均显示当前状态与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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