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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手冊提供重要的安全、安裝和操作程

序。在安裝並操作此系統之前，應該先 
閱讀此手冊中所含的所有資訊。  

此系統是以最優質的材料製造，並且以嚴

格的品質標準組裝而成。此系統已在原廠

經過測試，能確保操作可靠且輕鬆自如。 

保固資訊

請閱讀本手冊中有限保固的全部內容。

如果系統抵達時已經損壞，請立即聯絡貨

運公司並向他們申請損壞索賠。索賠時，

保留所有包裝材料。運輸損壞索賠由買方

承擔，不在保固範圍。

保固範圍不包括：

 y 運輸引起損壞或不當使用造成 
損壞。

 y 安裝電氣服務。

 y 本手冊列出的正常維護。

 y 維護不當造成的故障。

 y 因為濕氣滲入電氣組件所造成的 
損壞。

 y 篡改、刪除或變更任何預設控

制或安全裝置引起的損壞。 

重要事項
A.J. Antunes & Co. 保留未經通知即可逕
行變更規格與產品設計的權利。此修訂

不代表購買人有權對先前購買之設備進

行相對的變更、改良、新增或更換。

重要事項
保留這些說明以備將來參考。如果

設備的所有人發生變更，請確保本

手冊與設備一同移交新所有人。

購自

購買日期

型號

序號

製造編號

Ultra Filter 濾芯的建議更換期大約為三年。  

若是銷售於美國愛荷華 (Iowa) 州：

銷售商：

日期：

購買者：

日期：

重要事項
此設備的安裝方式，應符合建築 

管理人員及法規管理者協會 (Building  
O�cials and Code Administrators,  

Inc., BOCA) 之基本配管法規，和食品藥
物管理局 (FDA) 的食品服務衛生手冊。

重要事項
水流調節器組件是無法替換的。若在

操作系統時使用錯誤的水流調節器或

未使用調節器，可能會造成系統損

壞、導致個人傷害及保固無效！

注意
所有電氣連接必須符合當地電氣規範以及任

何其他適用規範。此系統的電路上必須要安

裝接地故障斷路器 (GFCI)。當安裝於金屬配
管時，必須在供此設備使用的進水管和出水

管上，安裝正確大小的電氣搭接跳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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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技術援助
若您遭遇任何有關系統安裝或操作的問

題，請撥打電話 1-630-784-1000 或美國免
付費電話 1-800-253-2991，與 A.J. Antunes 
& Co. 聯絡。

請在下個直欄中填寫資訊，並在致電尋求

協助時，將其備妥以便使用。序號位於系

統的規格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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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資訊

除了此手冊中提出的警告和注意事項， 
亦請使用下列準則來安全地操作系統：

 y 使用設備前請閱讀所有說明。

 y 只可按照本手冊的說明安裝或 
定位設備。 

 y 切勿在本設備中使用腐蝕性化 
學物質。

 y 當此設備有損壞的電線或插頭、

沒有正確運作，或是被損壞或

摔壞時，切勿操作此設備。

 y 本設備應只能由合格人員維修。 
請聯絡 A.J. Antunes & Co. 進行修復。

 y 切勿浸泡導線或插入水中。

 y 將導線遠離加熱的表面。

 y 應該只為此設備供應冷水。

 y 如果是在美國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進行安裝， 
應該遵守麻薩諸塞聯盟配管規

範 248 CMR。不得使用馬鞍閥。
請洽詢您當地的配管人員。

以下警告和注意事項均會在本手冊中出

現，應仔細觀察。

 y 對設備進行任何維修或維護動作

之前，請拔下電源線的插頭。

 y 所有電氣連接必須符合當地電氣

規範以及任何其他適用規範。

 y 警告有觸電危險。如果未遵循這些

指示，可能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

 y 切勿變更電源線插頭。如果與插 
座不相容，請合格電工安裝合 
適插座。

 y 切勿將此設備與延長線搭配使用。

 y 如果電源線已損壞，必須由製造 
商、其服務代理商或類似的合格 
人員進行更換。

 y 安裝此設備時，必須要符合當地的

配管規範和任何其他適用的規範。

 y 水壓絕對不得超過 100 psig  
(690 kPa)。若要降低水壓，請安
裝一個水壓調節器，並根據您

的應用來設定至合適的數值。 
 y 透膜壓力 (進水壓力減去滲透水壓) 
絕對不可超過 45 psi (310 kPa)。

 y 此系統的電路上必須要安裝

接地故障斷路器 (GFCI)。
 y 當安裝於金屬配管時，必須在供 
此設備使用的進水管和出水管上， 
安裝正確大小的電氣搭接跳接線。

注意事項：: 若進水壓力低於 50 psig 
(345 kPa)，建議應安裝尺寸
合適的增壓系統 ((出水壓力
介於 60 psig - 100 psig  
(最大) (414 kPa - 690 kPa  
(最大)))。

避免變乾燥

如果薄膜變乾燥，可能對 Ultra Filter 薄膜
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壞。隨時讓過濾器維持

濕潤且密封的狀態，避免過濾器變乾燥。

保護免於結凍

如果 Ultra Filter 薄膜在操作或存放期間結
凍，會對薄膜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壞，而且

導致濾芯或外殼出現脆性斷裂。

保護免於陽光直曬或其他紫外線來源

避免長期暴露在陽光直射或其他紫外線來

源之下。Ultra Filter 過濾器應該存放於陰
暗的位置。

保護免於高溫或突然性的溫度變化

最高操作溫度為 104°F (40°C)。避免突然性
的溫度變化。任何的溫度變化都應該緩慢

地進行。

避免粗魯的處理方式或摔落

如果系統摔落或受撞擊，可能對過濾器造

成機械損壞、外部毀壞和/或內部毀壞。 
在搬移和安裝的期間，請隨時小心處理。

保護免於有機溶劑和濃縮酸

避免薄膜和強力溶劑、含氯溶劑或濃縮

酸，有任何的接觸或完全接觸。切勿在 
濾水系統的任何塑膠零件上，使用強力溶

劑或濃縮酸。一些應避免之溶劑的範例： 
丙酮、乙酸甲酯 (去光水)；己烷 (去漬劑)；
松脂；甲苯 (油漆稀釋劑)；乾洗溶液，殺
蟲劑。

保護免於研磨性材料

必須保護薄膜免於研磨性材料，像是殘留

於管線中的切屑。當研磨性材料接觸到薄

膜時，會對薄膜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壞。 
在安裝過濾器之前，必須將所有的管線都

沖洗乾淨。必須保護濾水系統的所有塑膠

零件，免於尖銳物品的傷害，如刀子、砂

紙或其他工具。若切削塑膠零件或在上面

留下刻痕，會使其變得脆弱並造成漏水。

切勿在塑膠零件上使用磨損性清潔劑。

保護免於水錘現象

必須保護系統免於可能在水管中產生的衝

擊、壓力遽增或脈動情形。將閥或水龍頭

快速關起時，便會發生水錘現象。安裝

一個水錘吸收器 (內含壓縮空氣的壓力容
器，並以隔板將壓縮空氣與水分離)，來減
少壓力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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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型號與製造編號 寬度 (A) 長度 (B) 高度 (C)

VZN-411V 
9700715

24" 
(61 cm)

13" 
(33 cm)

29" 
(74 cm)

套件型號 描述 設定

0012146

DC 電源供應器 
100 - 240 VAC 

包含下列四個插頭轉
接器

注：插頭樣式可能
      有所差異

美國 
NEMA 1-15 (2 針腳)  
或 NEMA 5-15 (3 針腳)

US
NEMA 1-15 (2 PIN)
or NEMA 5-15
(3 PIN)

歐洲 
CEE 7/16

EURO
CEE 7/16

澳洲/紐西蘭 
3112 

澳洲 (2 針腳)

AS/NZS 3112

(2 PIN)
AUS

英國 
BS 1363

BS 1363
UKUK

型號與製造
編號

伏特 瓦特 安培 赫茲

VZN-411V 
9700715 100–240 10 .08 50/60

更換品 零件號碼

VZN-411V L-410 Ultra Filter 7000839

VZN-411V 碳元素 7000840

電氣額定值電線與插頭設定

更換濾芯

B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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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芯能力

最大操作壓力 100 psig (690 kPa)

最高操作溫度 104°F (40°C)

最低操作溫度 40°F (4°C)

最大透膜壓力 45 PSI (3.1 Bar)

pH 值範圍 3-10

MWCO 100 kD

效能資料表

在未適當消毒系統前/後，請勿使用具有微
生物危害或品質未知的水。已通過減少囊

胞認證的系統，可用於內含可過濾囊胞且

已消毒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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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VZN 系統能以兩種模式來運作：

 y 正常運作模式

 y 沖水模式

在正常運作模式下，水會進入進水管並流

經 Ultra Filter 過濾器，之後會從滲透出水
管流出，成為可使用的產出水。

在沖水模式下，排水閥會開啟，而進入 
進水管的水會沖洗 Ultra Filter 薄膜，並除
去任何在薄膜壁上聚集的碎屑，以清潔  
Ultra Filter 薄膜。

排水閥只有在沖水模式下才會啟動。

注意事項：: 切勿在沖水模式下，拔起 
電源線或關閉系統。如果發

生停電或將系統插頭拔除，

將會持續為水過濾，但系統

並不會進行沖洗。如此可能

會導致 Ultra Filter 過濾器提
早阻塞，可能縮短過濾器的

壽命。

控制器會自動進行沖洗，每次沖洗會維持

十秒，每隔一小時進行一次。時間間隔可

以變更 (請見此手冊中「維護」一節的變
更時間間隔設定)。

注意
變更沖水時間間隔可能會導致 Ultra Filter 
過濾器提早阻塞，可能縮短過濾器的壽

命。請洽詢原廠以瞭解更多資訊。

手動沖水

任何時候都可以啟用手動沖水，只要按下

通用脈衝控制器上的 FLUSH (沖水) 按鈕
即可。

按下 FLUSH (沖水) 按鈕後，控制器上的 
沖水 LED 燈會閃爍，而且排水閥會開啟  
10 秒。在完成沖水後，排水閥會關閉， 
沖水 LED 燈會停止閃爍，而設備會自動 
回到一般運作模式。

注意事項：: 手動沖水並不會影響沖水時
間間隔設定。

系統沖水電磁閥 (自動)

沖洗球閥  
(手動)

止回閥組件 (含出水
氣壓計) 

出水球閥 (手動)

ULTRA FILTER 
濾芯

碳元素外殼

進水球閥 (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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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拆箱

1. 打開大箱子。裡面應包含：

a. 裝有板子的 VZN 系統，並已安裝 
Ultra Filter 濾芯

b. 含襯墊的封套，內有：

• 變壓器
• 轉接器插頭
• 擁有者手冊
• 固定托架
• 過濾器扳手
• 手套及貼紙套件
• 消毒 T 型配件及插頭

c. 碳元素及碳元素外殼

2. 移除系統的所有包裝材料和保護覆
蓋物。

3. 取出資訊包。請立即填寫並寄出保
固卡，以免延遲您取得完整保固的

時間。 

注意事項：: 如果有任何零件是損壞的，
請立即聯絡 A.J. Antunes & 
Co.，電話為 1-800-253-2991 
(美國和加拿大境內為免付費
電話) 或 1-630-784-1000。

設備安裝

概述

開始使用系統時，請注意下列的準則：

 y 切勿浸泡導線或插入水中。

 y 將導線遠離加熱的表面。

電氣

線路電壓必須符合規格標籤上的電壓。 
電源線插頭必須搭配合適的插座。切勿將

系統連接至切換式電源插座。

配管

注意事項：: 系統必須連接至「COLD」 
(冷水) 管線。切勿將系統連
接至熱水管線。 

此系統使用了下列的連接管：

連接管 描述

系統進水管 3/4” NPT

系統出水管  
(產出水) 3/4” NPT

排水 3/4” FNPT

沖洗出水管
3/4” (園藝水管或 3/4” 內

徑的軟管)

與系統進行配管連接時，請對支援配管使

用備用扳手。在管螺紋上，務必使用優質

且經核可的管線密封劑或螺紋密封膠帶。

管線內部不可有管線密封劑。

切勿將連接管鎖得過緊。在接上系統的塑

膠連接管時，請使用塑膠配件。 

如果使用焊接配管，切勿在濾水系統上或

其附近使用熱氣。請使用連結 (O 型環密封) 
連接管，以便於安裝和未來的維修作業。

用於安裝的建議工具和用品

建議使用下列工具和用品來協助安裝：

 y 螺絲起子

 y 可調整扳手

 y 鑽孔機和鑽頭

 y 水準儀

 y 捲尺

 y 管線接著劑或螺紋密封膠帶

 y 兩加侖水桶

 y 清新無味的含氯漂白液

 y 管線扳手

 y 園藝水管 (用於沖洗)
 y 排水管路的軟管或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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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系統

注意事項：: 提起並固定系統時請小心。
此系統必須利用隨附的固定

托架來固定。

VZN 系統隨附了一個固定托架。在固定系
統時，請注意下列的準則：

 y 要提供足夠的空間以便更換濾

芯。固定系統時，應與頂部

或底部保持 12 吋的距離。
 y 將系統固定於恰當的電源插座附

近，但不得在電源插座上方。

 y 將系統固定於排水管附近，

以便進行沖水作業。

 y 在進行所有的飲用水濾水程

序前，請先固定好系統。

 y 利用隨附的固定托架，以及

能支撐 120 磅或以上的金屬
固定物，來固定系統。

 y 將固定托架固定於壁柱

中，或以恰當耐用的金屬

固定物來固定此托架。

此系統已事先裝上一個背板。背板在底部

有一排固定孔，能用來將系統底部固定於

牆上。有些底部固定孔可能被遮蔽。請依

此來計劃您的系統裝設。 

請遵循這些步驟，將固定托架固定於牆上

並安置 VZN 系統：

1. 使用雙頭螺栓探測器和水準儀， 
以恰當的金屬固定物將固定托架穩

穩裝於牆上 (圖 2)。

2. 固定托架旨在讓 VZN 系統能被抬
起，並掛於固定托架上面。請他人

協助您提起系統，並將其穩固放置

於固定托架上 (圖 2)。

警告
由於 VZN 系統之重量和大小的關係， 
此系統必須要固定於隨附的固定托架上。 
在嘗試固定 VZN 系統前，請先閱讀 

「固定系統」一節。提拿重物時請小心。

圖 2. 將系統固定

使用適當的
金屬固定物，將固定
托架固定至壁柱。

此系統設計為
懸掛於固定托架上。

背板 
(底部的一排
孔能增加固定
的穩定性)

3. 利用所提供的孔，固定 VZN 系統的
底部。確定金屬固定物已將系統固

定於壁柱，或使用恰當的金屬固定

物來固定。

4. 在未裝上碳元素的情況下，將碳元
素外殼旋至碳元素頭上。

注意事項：: 在此時，切勿安裝碳元素。
必須在沖洗 Ultra Filter 濾芯
後再裝上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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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閥連接

排水管的用途是在進行自我清潔時，將累

積的微粒沖出系統。

1. 剪下一段管料 (未隨附)，使其能從
排水閥延伸到排水管。

2. 使用恰當的配件 (未隨附)，將軟管
的一端連接到排水閥 (圖 3)。 

3. 將軟管的另一端導至排水孔 (圖 3)。

連接排水管時，請注意下列的準則：

 y 系統不論何時進行沖水，排水管 
路配管都必須能支撐住水流速度。 
此流速視進水壓力、進水管大小 
和系統而定。

 y 將水導出系統的排水管路必須越 
短越好並向下傾斜，而且無扭 
結或環繞的現象。

 y 排水管路配管必須放置並固定於排

水管上方至少 2 吋 (圖 4)。當排水 
管回堵時，這段空隙能保護系統 
不受污染。

 y 使用的排水管絕不得阻塞或受限。

 y 使用的排水管必須和排水管路 
配管一樣大或更大。

最小為 2” (5.1 CM)

最小為 2” (5.1 CM)
地板落水頭

穩固末端

系統的排水管路
穩固末端

排水

豎管

圖 3. 排水閥連接

圖 4. 排水管路配管

利用夾鉗
來固定軟管

將軟管
導至排水孔

排水閥
連接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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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閥連接

1. 取得一段 3/4” 的園藝水管，長到能
自沖洗閥延伸至排水管。 

2. 在軟管的一端 (非排水管端) 安裝 
墊片。

3. 將軟管連接至沖洗閥配件。必要
時，對配件使用備用扳手 (圖 5)。

4. 將軟管的另一端導至排水管。視需
要進行固定。

注意事項：: 排水管必須要能容納高達  
5 gpm 的水流。

警告

切勿將沖洗閥用於飲用水用途。

系統進水管連接

系統進水管的進水閥具有 3/4” NPT 公螺紋 
(圖 6)。切勿過度鎖緊配件，如此可能會使
塑膠球閥裂開。

在進行連接時，請使用塑膠配件和能用於 
PVC 配件的核可管螺紋密封劑。

濾水滲透出水管的連接

系統出水管的出水閥具有 3/4” NPT 母螺紋 
(圖 6)。切勿過度鎖緊配件，如此可能會使
塑膠球閥裂開。

在進行連接時，請使用塑膠配件和能用於 
PVC 配件的核可管螺紋密封劑。

進水配管

 「T」型配件及插頭 (已隨附) 應安裝在系統
進水管處。此配件將用於消毒系統及下游

的配管 (圖 6a)。

將配件連接至系統進水管之前，必須先 
將系統配管中所有的碎屑完全沖掉。在 
進水管旁拿著水桶，並慢慢將進水閥打

開。讓管線持續沖水，直到所有碎屑都 
已除去。

衛生塞子

進水

進水球閥
T 型配件

圖 5. 沖洗閥連接

圖 6. 進水管和出水管連接

圖 6a. 安裝「T」型配件進行消毒

3/4” 
園藝水管
連接

導向至
排水管的

3/4” 
園藝水管 
(未隨附)

沖洗閥連接

進水球閥

出水球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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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繞流管

若要協助更換濾芯和維修系統，請依照下

列方式安裝繞流管：

1. 為通向進水和出水球閥的配管， 
在配管的末端上安裝三通接頭。

2. 安裝配管和一個完整開口 (最好 
是 3/4”) 的球閥，以連接兩個三通
接頭。

3. 當系統正在使用時，將進水與出水
球閥打開，關閉繞流管球閥。

4. 需要進行維修時，關閉進水與出水
球閥，將繞流管球閥打開。

啟動控制器

1. 為電源插座選擇恰當的 AC 插頭，
並將此插頭安裝到電源供應器上。

2. 將恰當的電源線端插入控制器。

3. 將電源線的另一端插入電源插座。
控制器上的 LED 燈會亮起。

4. 控制器會自動進入沖水模式，沖水 
LED 燈會開始閃爍。

5. 沖水完成之後，沖水 LED 燈會停止
閃爍，一個或多個 LED 燈會持續亮
著，指示設備已接上電源，以及控

制器中所選擇的時間間隔。

沖洗 Ultra Filter 濾芯

在使用系統前必須先沖洗預先安裝的 Ultra 
Filter 濾芯，以除去任何的空氣和保護性
溶液。

注意事項：: 在使用 Ultra Filter 濾芯前，
必須將其沖洗以將水排出。

進行排水沖洗能除去儲存用

溶液和空氣。如果存在碳元

素的話，切勿沖進碳元素

中。如此可能會影響到碳元

素使用壽命及/或其效能。

注意事項：: 請確認並未安裝碳元素  
(若有)。必須在沖洗 Ultra 
Filter 濾芯後再將它們裝上。

1. 將水從沖洗球閥導入排水管。

2. 關閉出水球閥。

3. 關閉進水球閥。

4. 打開沖洗球閥。

5. 慢慢啟動系統供水。

6. 慢慢打開進水球閥。空氣和水會自
沖洗球閥排出。

7. 按下 FLUSH (沖水) 按鈕。排水閥 
會打開，而空氣和水會從排水管路

排出。重複六次，確保將所有的 
空氣和儲存用溶液沖出 Ultra Filter 
濾芯。

8. 持續讓水以全流量流出沖洗球閥至
少 15 分鐘。

9. 15 分鐘後，關閉沖洗球閥並讓系統
靜置 15 分鐘而無任何水流，以釋
放所有在 Ultra Filter 濾芯中的殘存
空氣。

10. 檢查設備是否有任何漏水情形， 
並在必要時進行修復。

11. 15 分鐘後，打開沖洗球閥並等候  
5 分鐘，以沖出任何殘餘的空氣。

12. 關閉沖洗球閥並斷開園藝水管。

13. 按下 FLUSH (沖水) 按鈕以打開排水
閥。重複六次，確保將所有的殘餘

空氣都沖出系統。

14. 打開在下游距離最近的閥門或水
龍頭。

15. 慢慢打開出水球閥。讓水流經系統
和水龍頭持續 5 分鐘。

圖 7. 安裝繞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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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水從沖洗球閥導入排水管。接著
打開沖洗球閥，並關閉出水球閥。

4. 慢慢打開進水球閥，以啟動系統
供水。

5. 請讓水流經整個碳元素外殼，以沖
出殘存的空氣與任何可能存在的

碎屑。

6. 為協助除去外殼殘存的空氣，請持
續按住外殼頂部的紅色壓力釋放

鈕，直到水開始流出為止。

7. 沖洗碳元素至少 5 分鐘。

注意事項：: 切勿飲用此程序中所使用 
的水。 

8. 沖洗完畢後請關閉沖洗球閥。

9. 打開出水球閥。系統如今已可供
使用。

10. 如需安裝新的管道：在進行系統出
水管連接之後：

a. 打開距離濾水系統最近的水龍頭
或閥門

b. 慢慢將進水閥打開。 

c. 讓管線持續沖水，直到所有碎屑
都已除去。

6. 使用杯具或漏斗，將消毒劑注入進
水衛生配件。請小心不要讓消毒劑

濺到身上的衣服或皮膚。 

7. 將塞子重新裝在衛生配件上。

8. 慢慢啟動系統供水。 

9. 讓水持續流經整個系統並從打開的
水龍頭或閥門流出，直到發出消毒

劑的氣味為止。

10. 關閉水龍頭或閥門。

11. 讓系統在無水流動的情況下至少靜
置 15 分鐘，讓消毒劑為管線消毒。

12. 在無水流動的情況下靜置 15 分鐘
後，將水龍頭或閥門打開。

13. 讓水持續流經系統，直到消毒劑消
失為止。 

14. 打開系統中的所有其他水龍頭和閥
門，以沖洗配管中任何殘餘的消

毒劑。

15. 關閉所有的水龍頭和閥門。

沖洗碳元素

在第一次使用系統之前，必須先沖洗碳元

素，在更換碳元素後，也需立即進行此動

作。

1. 將碳元素裝入碳元素外殼。

2. 將碳元素外殼 (內含碳元素) 旋到碳
元素頭上並旋至定位。當接觸到螺

紋的末端時，外殼會立即停住。必

要時請使用過濾器扳手。

為系統與管線消毒

配管於安裝過程中可能會受到污染，因此

必須加以消毒。 

可使用 1 盎司 (30 ml) 的含氯漂白液 (一般
漂白水，即濃度介於 5.25 %-6% 的無味次
氯酸鈉)、Kay-5 消毒劑 (濃度為 6% 的二氯
異氰尿酸鈉二水合物) 或同級產品為配管
消毒。 

Kay-5 消毒劑是由將 1 盎司的 Kay-5 粉末包
溶解於 2 盎司 (60 ml) 的乾淨溫水中而得。
移除 Kay-5 粉末包的頂端 1 英吋，然後加
入 2 盎司的溫水到包中，也可製成。使用
咖啡攪拌器混合至溶解。加入到系統中

時，則會產生 60-100 ppm 的氯溶液。 

注意事項：: 請遵循消毒劑隨附的處理及
安全性說明。

注意事項：: 在消毒之前，請先移除系統
上的碳元素 (若已安裝)。

1. 按照本手冊「安裝」一節中的沖洗 
Ultra Filter 濾芯步驟來進行。 

2. 關閉系統供水。

3. 打開在下游距離系統最近的水龍頭
或閥門。 

4. 讓系統及配管內的水排出。

5. 請移除安裝在系統進水管處的消毒 
 「T」型配件中的塞子。讓系統內的
水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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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概覽

VZN 系統能以兩種模式來運作：

 y 正常運作模式

 y 沖水模式

在正常運作模式下，水會進入進水管並流

經 Ultra Filter 過濾器，之後會從滲透出水
管流出，成為可使用的產出水。

在沖水模式下，排水閥會開啟，而進入進

水管的水會沖洗 Ultra Filter 薄膜，並除去
任何在薄膜壁上聚集的碎屑，以清潔  
Ultra Filter 薄膜。

排水閥只有在沖水模式下才會啟動。

注意事項：: 切勿在沖水模式下，拔起電
源線或關閉系統。如果發生

停電或將系統插頭拔除，將

會持續為水過濾，但系統並  
 「不會」進行沖洗。如此可
能會導致 Ultra Filter 過濾器
提早阻塞，可能縮短過濾器

的壽命。

由通用脈衝控制器自動進行沖水，每次 
沖水會維持十秒，每隔一小時進行一次。 

時間間隔可以變更 (請見此手冊中「維護」
一節的變更時間間隔設定)。 

手動沖水

任何時候都可以啟用手動沖水，只要按下

通用脈衝控制器上的 FLUSH (沖水) 按鈕
即可。

按下 FLUSH (沖水) 按鈕後，控制器上的 
沖水 LED 燈會閃爍，而且排水閥會開啟  
10 秒。在完成沖水後，排水閥會關閉， 
沖水 LED 燈會停止閃爍，而設備會自動 
返回正常運作模式。

注意事項：: 手動沖水並不會影響沖水時
間間隔設定。

警告
變更沖水時間間隔可能會導致 Ultra Filter 
過濾器提早阻塞，可能縮短過濾器的壽

命。請洽詢原廠以瞭解更多資訊。

圖 1. 系統組件

系統沖水電磁閥 (自動)

沖洗球閥  
(手動)

止回閥組件 (含出水
氣壓計) 

出水球閥 (手動)

ULTRA FILTER 
濾芯

碳元素外殼進水球閥  
(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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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更換 Ultra Filter 濾芯
注意事項：: 一定要在更換 Ultra Filter  

濾芯之後，才安裝新的碳 
元素。

1. 關閉進水球閥與出水球閥，以關閉
系統供水。

2. 按下 FLUSH (沖水) 按鈕來沖洗系統
並釋放壓力。重複數次可確保已清

空滲透槽。

3. 取下碳元素 (若有)。

4. 找到位於右邊的帶鉤長管，並正對
著配件面來推動筒夾，以將長端從

三通接頭斷開。

5. 在筒夾已推至定位的情況下，用右
手將帶鉤長管從配件拉除。

注意事項：: 移除帶鉤長管時，水可能會
從此管中流出來。確保系統

旁邊有足夠的空間，以便移

除濾芯。

6. 自 Ultra Filter 外殼移除扣環 (圖 8)。
利用一把鉗子抓住高起的把手， 
並朝端蓋的中央拉動，然後拉開。

扣環應該就會被提出其凹槽了。

7. 自外殼取下端蓋、端蓋 O 型環和濾
芯 (圖 8)。

注意事項：: 如果濾芯沒有輕易脫離外
殼，請在步驟 5 時取下另一
個端蓋以作為輔助。 

8. 檢查端蓋 O 型環和大端蓋 O 型環，
查看是否有裂口或切口。必要時進

行更換。

9. 以食品級矽氧樹脂潤滑劑潤滑所有
的 O 型環。在新濾芯兩端中央管的
內部，塗上一層薄薄的潤滑劑。

10. 記下新濾芯的序號。濾芯序號刻在
外管的一端 (例如：05K 12013)。

11. 將端蓋 O 型環裝於端蓋上，並將大
端蓋插入新濾芯的末端。  

12. 將新濾芯和端蓋置於外殼，並輕輕
插入外殼中。  

13. 將端蓋按入定位，直到此端蓋完全
就位並能見到扣環凹槽。

14. 先將無把手的一端引入凹槽，然後
向外推並調整扣環，直到扣環卡入

定位，藉此安裝扣環。  

注意事項：: 在打開水源之前，確保扣環
已完全就定位。

15. 重新接上在步驟 3 和 4 中移除的帶
鉤長管。確定已將帶鉤長管推過  
O 型環。

注意事項：: 確定配件已完全插到帶鉤長
管上，並越過 O 型環。如果
連接不牢固，將造成連接處

漏水。

16. 請先沖洗新的 Ultra Filter 濾芯，再
讓系統恢復運作。按照本手冊中 
 「安裝」一節的沖洗 Ultra Filter 濾
芯、為系統與管線消毒及沖洗碳元

素程序，來完成濾芯的更換動作。

17.  沖洗完畢後，請開啟出水球閥， 
然後再開啟進水球閥，即可重新加

壓系統。

圖 7. 安裝繞流管

扣環

Ultra Filter 
外殼

Ultra Filter 
濾芯

端蓋 
O 型環

端蓋

扣環

端蓋

端蓋 
O 型環 濾芯 

O 型環

濾芯 
O 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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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消毒

應每六個月為系統及下游配管進行消毒。

必要時，請遵照本手冊的「安裝」一節中 
 「為系統與管線消毒」中的程序。

沖洗及更換碳元素

1. 關閉進水球閥與出水球閥，以關閉
系統供水。

2. 為確保滲透槽已清空，請將沖洗球
閥打開並讓系統排水。

3. 按住每個碳元素外殼頂部的紅色壓
力釋放鈕，使外殼內的水位下降  
2 到 3 英吋。 

4. 取下碳元素外殼 (圖 9)。 

5. 讓水完全進入排水管，並將使用過
的碳元素丟棄。

6. 檢查碳元素外殼上的 O 型環 (圖 9)。
如果 O 型環已破裂、扭曲變形或遺
失，請更換 O 型環。 

7. 潤滑 O 型環，在上面塗抺通過核准
的食品級潤滑劑，之後將 O 型環裝
入碳元素外殼。

8. 將新的碳元素裝入碳元素外殼。 

注意事項：: 務必將墊片留在碳元素兩端
的凹槽內。 

9. 將碳元素外殼 (內含碳元素) 旋到碳
元素頭上並旋至定位。當接觸到螺

紋的末端時，外殼會立即停住。 
必要時請使用過濾器扳手。 

注意事項：: 切勿將碳元素外殼鎖得 
太緊。

10. 將水從沖洗球閥導入排水管。

注意事項：: 將沖洗球閥導入排水管。 
切勿使用沖洗程序所產生 
的水。

11. 打開沖洗球閥。慢慢打開進水球
閥，以啟動系統供水。讓水流經碳

元素與外殼。此舉可清除殘存的空

氣和任何碳粉細屑。

12. 為協助除去碳元素外殼殘存的空
氣，請持續按住外殼頂部的紅色壓

力釋放鈕，直到水開始流出為止。

13. 沖洗碳元素至少 5 分鐘。

注意事項：: 切勿飲用沖洗碳元素所使用
的水。

14. 沖洗完畢後，請將沖洗球閥關閉並
打開出水球閥。

15. 系統如今已可供使用。

O 型環

碳元素
外殼

Carbon
Element

碳元素頭

紅色壓力
釋放鈕

墊片

圖 9. 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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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時間間隔設定

警告
變更沖水時間間隔可能會導致 Ultra Filter 
過濾器提早阻塞，可能縮短過濾器的壽

命。請洽詢原廠以瞭解更多資訊。

沖水時間間隔 按鈕 保留時間 按鈕 LED 燈 沖水 LED 燈

15 分鐘 A 10 秒鐘 開 開

30 分鐘 B 10 秒鐘 開 開

45 分鐘 C 10 秒鐘 開 開

1 小時 A 5 秒鐘 開 關

4 小時 B 5 秒鐘 開 關

6 小時 C 5 秒鐘 開 關

12 小時 D 5 秒鐘 開 關

24 小時 D 10 秒鐘 開 開

雖然不建議如此做，不過您還是可以變更

通用脈衝控制器上的時間間隔設定。如果

一定要變更設定，請參照下方圖表。按住

相對應的按鈕。5 秒鐘後，按鈕 LED 燈將會
亮起。10 秒鐘後，沖水 LED 燈也會亮起。

表 1. 沖水時間間隔設定

圖 12. 通用脈衝控制器

重設計時程式

在一般操作期間，系統會根據所設定的時

間間隔進行沖水。大量用水時，系統可能

會進行沖水。如果這將引起問題，可以重

設控制器。將電源供應器拔掉並等候 5 秒
鐘，再將電源供應器插上。控制器會在重

新取得電源時，自動進入沖水模式。 
接著，控制器會根據選擇的時間間隔設

定，於電源回復時的時間點開始計時。

檢查滲透槽空氣預充壓力

建議每六個月檢查一次滲透槽充氣壓力。

需要用到的工具與用品：

 y 氣壓計，連接至內胎氣嘴 (美式氣嘴) 
時，壓力介於 5-40 psi (0.3-2.7 bar)

 y 壓縮空氣來源 (手動式自行車
充氣幫浦或空氣壓縮機)

1. 關閉進水與出水閥並打開沖洗閥，
以釋放系統壓力。請確認滲透槽內

的水已完全排放掉。

2. 旋開滲透槽氣閥上的保護蓋。

3. 使用氣壓計檢查滲透槽預充空氣的
壓力。 

注意事項：: 如果有水從氣閥流出，表示
滲透槽囊已破裂，此時需要

更換滲透槽。

4. 滲透槽的壓力應該為 10 psi。

• 若要增加滲透槽的壓力，請使用
手動式自行車充氣幫浦或其他的

壓縮空氣來源。

• 若要釋放滲透槽的壓力，請按進
氣閥上的中央針腳。

5. 一旦滲透槽壓力達到 10 psi，請立
即將保護蓋放回氣閥上。

6. 關閉沖洗閥並打開進水與出水閥，
即可為系統加壓。

警告
只應在系統壓力低於 0 時檢查並調整預充
空氣的壓力。檢查滲透槽預充壓力前，

必須先釋放系統的壓力。切勿在系統處

於壓力下時調整滲透槽預充壓力。

警告
將空氣灌入滲透槽時請小心。切勿

在滲透槽中增加過多的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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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問題 可能原因 校正措施

設備並無電源。

電源線未插入正確的電源插座或控制盒。 將電源線插入正確的電源插座。

設備連接到切換式電源插座。 將電源線插入非切換式電源插座。

通用脈衝控制器無法運作。
請與維護人員或授權服務代理商聯絡。

變壓器有缺陷。

濾水系統不出水。

進水/出水球閥關閉。 將進水/出水球閥打開。
系統減壓。 替系統加壓。

排水閥卡住而呈現開啟狀態。 清潔、改造及/或更換排水閥。
沖洗球閥開啟。 關閉沖洗球閥。

系統可能已進入沖水循環狀態。 請等候沖水循環結束。

進水濾網 (若安裝) 阻塞。 清潔或更換進水濾網

Ultra Filter 濾芯阻塞。 請檢查滲透槽預充空氣的壓力。更換 Ultra Filter 濾芯。
碳元素阻塞。 更換碳元素。

濾水系統的出水量過低。

請見上文。 請見上文。

進水壓力過低。 增加進水壓力。

出水止回閥可能阻塞或有缺陷。 清潔或更換出水止回閥組件。

進水限流器可能阻塞。 清潔或更換進水限流器。

水質口感不佳。

需要更換碳元素。 更換碳元素。

儲存/運送用溶液尚未完全自系統中沖洗出來。 增加沖洗系統的時間；更換碳元素。

水管內孳生生物。 為配管消毒。

水質狀況改變。 考慮再加裝濾水器。

Ultra Filter 濾芯中的毛細管斷裂。 請更換 Ultra Filter 濾芯。

持續沖水。
排水閥卡住而呈現開啟狀態。 清潔、改造及/或更換排水閥。
控制器不斷傳送訊號到閥門。 更換控制器。

排水管在沖水期間水花飛濺。
排水管路未正確定位。 將排水管路的末端重新定位。

流速太高，排水管無法應付。 清潔排水管；以其他排水管取代。

更換濾芯後，Ultra Filter 濾芯末端漏水。
O 型環未潤滑。 以食品級潤滑劑潤滑 O 型環。
O 型環已斷裂、被切割或扭曲變形。 請更換 O 型環。

碳元素漏水。
O 型環未潤滑。 以食品級潤滑劑潤滑 O 型環。
O 型環已斷裂、被切割或扭曲變形。 請更換 O 型環。

系統配件或連接管漏水。
配件破損或鬆動。 將配件鎖緊或換新。

管螺紋密封劑的用量不足。 使用正確的密封劑量來重做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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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零件

您可以向授權經銷商購買更換零件。請聯絡  
A.J. Antunes & Co.，電話是 1-630-754-1000，或撥打美國免付費電話 1-800-253-2991。

項目 零件編號 描述 數量

1 0505886 VZN 背板 1

2 0012357 通用脈衝控制器 1

3 4060438 36" 黑色纜線綁帶 2
4 7000921 滲透槽更換套件 1
5 0400381 護孔環，1.75" 外徑 x 

1.197" 內徑
1

6 2190158 母接頭，3/4" CTS x  
3/4" NPT

1

7 2010205 管路 2
8 2180181 鎖環 2
9 2180230 4" 快速斷開端蓋 2
10 7000413 O 型環更換套件 1
11 7000839 Ultra Filter 濾芯更換套件  

(包括編號 10)
1

12 2070117 3/4" NPT 緊密螺紋接管 1
13 2180325 Ultra Filter 外殼 410 1

項目 零件編號 描述 數量

14 2170131 球閥，3/4" 母接頭轉  
3/4" 公接頭

3

15 2190171 1" 轉 3/4" 外螺紋異徑管
接頭 

1

16 2180287 UFL 外殼夾鉗 2
17 3000116 1/4"-20 螺帽護圈 4
18 325P154 1/4" 鎖緊墊圈 (一包 10 入) 1
19 325P109 1/4"-20 x 1/2" 螺絲  

(一包 10 入)
1

20 2010210 頂部 180°彎管 1
21 2010215 底部 180°彎管 1

22 2010206 管路 1

23 2190155 三通接頭 2
24 2190189 達 1" NPT 之管子的轉接器 2
25 2180220 碳元素/TAC-05 頭 2
26 2180290 止回閥軸襯 1

項目 零件編號 描述 數量

27 2170127 止回閥墊片 1
28 2180298 機製出水接頭 1
29 2170128 PSI 氣壓計 1
30 2180326 碳元素容器 1
31 308P213 1/4"-15 x 3/4" 螺絲  

(一包 10 入)
1

32 4040189 NC 3/4" NPT 電磁閥 1

33 7000840 碳元素更換套件 1
34 0505871 VZN 固定托架 1
35 0012146 變壓器 1
36 0021338 5 gpm 水流調節器組件 1
37 0700769 線束 (未顯示) 1
38 2190184 3/4” NPT PVC 三通接頭  

(未顯示)
1

39 2190135 3/4” NPT 尼龍塞子  
(未顯示)

1

1

2

8

9

20

23

7

6
5

4

3
3

29

25

33

30
8

9

10

21

11

15
14

16
17

18

19
27

28

14

14

24

7

23

31

22

12

32

26

13

10

3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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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電話: (630) 784-1000
中國 江蘇 蘇州 郵遞區號: 215011

電話

免付費電話

傳真

安通納斯設備製造

（蘇州）有限公司

免付費電話:

傳真: (630) 784-1650

有限保固

製造設備時，A.J. Antunes & Co. 使用目前最好的材料並採用高品質標準。只要您以正常方式使用及維修，並依照製造商的建議來安裝，
我們保證這些設備在您自購買日起兩年內，不會出現材料與工藝上的瑕疵*。自購買日起 36 個月內，超濾膜濾芯可按比例享有相同條款
與細則之保固。

*為了確保設備能持續正常運作，請遵照擁有者手冊中概述的維護程序。

1. 系統安裝不當所引起之故障，以及在開始使用設備前，因儲存或處理不當所造成之瑕疵，皆不在本保固範圍內。加班費或由非 
授權的服務代理商或人員進行之處理，皆不在本保固範圍內。本手冊的操作與維護指示中指明的普通維護、調校或一般性調整， 
及/或搬動鄰近物體以便接近設備的相關勞動，皆不在保固的範圍內。  

2. A.J. Antunes & Co. 保留變更設計或改善任何產品的權利。為因應本公司無法控制之因素及政府法規，我們必須保留修改設備的 
權利。不會針對升級設備所做之變更，收取保固費用。

3. 若貨物在運送期間受損，購買人應該直接向貨運公司申請索賠。貨物送達時應立即仔細檢查，若發現損壞，應在貨運公司的文件上註
明。任何損壞都應向貨運公司提報。此類損壞不在本保固範圍內。

4. 本保固具有排他性，並取代所有其他明示或默示的擔保，包括任何默示擔保、可售性或特殊目的之適用性，本公司亦特此明確拒
絕為上述部分作出擔保。上述補償辦法乃是唯一的補償措施，而且 A.J. ANTUNES & CO. 對於因違反本保固或延遲履行本保固責
任，所引起之特殊必然性或偶發性損壞，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價格與規格可能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