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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 在开始安装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文档。

• 阅读并理解所有注意和安全注意事项。

• 请注意，这些说明只是指南，并非绝对的要求。如果您对安装或操作本设备有任何疑
问，请联系 Waterous。

• 如果您不熟悉安全执行所需程序的必要工具和技能，请勿安装本设备，正确安装是
买方的责任。

• 当安全防护装置被拆除后，不要操作本设备。

• 不要改造本设备。

• 定期检查是否存在泄漏、磨损或老化零件。

• Waterous 保留对系统进行改动的权利，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注意

请参阅说明书 F-1031-2447 
了解详细信息。

在操作 AQUIS™ 泡沫比例混合系
统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泡沫泵的油位并在必要时加油。
• 取下泡沫泵的装运塞并更换为此通风
油盖。

注意
高强度电流

• 焊接或跨接启动时的高强度电流会
损坏电子组件。

• 在跨接或焊接前，请断开所有地线
连接。



5 | 64

安全 简介 产品概述 安装 操作 维护 故障排除

安全注意事项（续）

注意

仅使用指定额定值的保险丝。

.

使用错误的保险丝可能会
损坏设备。

设备损坏

伏
安

•

•

操作期间不得触摸热烫表面，
操作后让其冷却。

热烫表面会将人灼伤。

热烫表面

•

•

警告

注意

改动设备可能会损坏组件，
而且会使保修失效。
•

不得改动泡沫系统。•

改动

如果水温超过 71 °C (160 °F)，
不得操作。

高温液体会将人烫伤。

高温液体

•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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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续）

维修泵之前，请断开电源。

电流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高强度电流

•
•

警告

不得超出推荐压力操作。

在高压下喷射出的液体会造成
严重受伤。

高压
•

•

警告

不得超出推荐压力操作。

在高压下喷射出的液体会造成
严重受伤。

高压
•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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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文档安装、操作和维护 AQUIS™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在继续阅读本文档之前，
请了解以下情况：

• 这些说明可能涉及您可能没有随系统购买的选配件或设备。

• 本文档中的图表用于阐述概念。不要使用它们来确定物理属性、位置或比例。

• 如果您没有所需的技能、知识和安装类似设备的经验，不要安装本设备。

• 本文档所描述的设备旨在供具有操作类似设备的基础知识的一名或多名人员操作。

• 在安装或操作设备之前，请阅读和理解本文档。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Waterous。

本文档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安全

这一章节介绍一般注意事项和本文档中出现的警告符号。

v这一章节概述本文档。

产品概述

这一章节介绍构成系统的零件和相关组件。

安装

这一章节介绍初始安装程序。

操作

这一章节介绍如何操作设备。

维护

这一章节介绍典型的维护程序。

故障排除

这一章节提供排除系统故障的信息。

使用本文档
在查看本文档时，请使用以下指南。

以电子方式查看本文档
• 横向查看本文档。

• 使用目录直接导航到特定章节。

• 这种格式的文本链接到某个参考内容。

打印本文档
• 用彩色打印时，本文档查看效果最佳。

• 双面打印和长边翻转功能可提供最佳效果。

• 使用三环扣活页夹存储本文档。

找到序列号
找到您使用的设备的型号和序列号并记录下来。
当您致电 Waterous 时，请准备好这一信息。

典型的标签位置

型号号码-    日期-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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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组件
下表显示与各种 AQUIS 泡沫系统配置相关的标准组件。

仅泡沫或传统仅泡沫或传统 CAFSystems CAFSystems™™ ONE STEPONE STEP™™  和和 Eclipse GEN Eclipse GEN  2.02.0™™ 随附 随附 
套件套件  
L1210L1210AQUIS 1.5AQUIS 1.5 AQUIS 3.0AQUIS 3.0 AQUIS 6.0AQUIS 6.0 AQUIS 1.5AQUIS 1.5 AQUIS 3.0AQUIS 3.0 AQUIS 6.0AQUIS 6.0

浓缩液浓缩液 Y  Y 形过滤器形过滤器 3/4 英寸 3/4 英寸 1 英寸 3/4 英寸 3/4 英寸 1 英寸 X

浓缩液注射止回阀浓缩液注射止回阀 3/8 英寸 3/8 英寸 3/8 英寸 3/8 英寸 3/8 英寸 3/8 英寸 X

线缆线缆

OIT/HMI（8 针） 6 米 6 米 6 米 6 米 6 米 6 米 X

流量计（4 针） 3 米 3 米 3 米 3 米 3 米 3 米 X
罐液位开关（双线） 4 米 4 米 4 米 4 米 4 米 4 米 X

泡沫丁字泡沫丁字
管或 管或 
歧管歧管

带流量计的丁字管 标准 标准 标准 未提供 未提供 未提供

--

主水道 
止回阀

（包括浓缩液注射口）

升级 升级 升级 未提供 未提供 未提供

歧管 
（包括水道 

止回阀、流量计和浓缩液注射口）

升级 升级 升级 标准 标准 标准

操作员接口操作员接口
终端终端 (OIT) (OIT)

手动 标准 未提供 未提供
未使用

（见注 1）
X

数码 升级 标准 标准

操作 操作 
说明 说明 
面板面板

手动 OIT
否

（见注 2）
未提供 未提供

未使用

（见注 1）
X

数码 OIT 是 是 是

1. 对于 ONE STEP 和 Eclipse GEN 2.0 CAFSystems，控制器上的 OIT 端口连接到系统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后者再连接到 Tellurus™ 人机接口 (HMI) 面板。

1. 手动 OIT 面板包括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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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组件

下表显示了可用于满足您的应用要求的其他组件。 适用于：适用于：

传统传统 CAFS CAFS  
或 或 

仅泡沫仅泡沫

ONE STEP ONE STEP 
和 和 

Eclipse Eclipse 
GEN 2.0 GEN 2.0 

CAFSCAFS组件组件 目的目的

供给液位传感器 当供给罐中的浓缩液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将向您发出警告。 是 是

供给软管套件 此套件提供用于将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泡沫系统的软管和接头。 是 是

浓缩液注射/旁通软管套件 此套件提供用于从注射/旁通丁字管输送浓缩液的软管和接头。 是 是

OIT/HMI 延长线 此线缆延长 OIT/HMI 线缆的铺设距离。它提供 3 米和 6 米长度规格。 是 是

流量计延长线 此线缆延长流量计线缆的铺设距离。它提供 3 米长度规格。 是 是

浓缩液液位传感器延长线 此线缆延长液位传感器线缆的铺设距离。它提供 4 米长度规格。 是 是

额定值面板 此面板显示泡沫系统的额定值和性能。 是 是

系统示意图面板 此面板显示泡沫系统组件的示意图。 是 否

泡沫浓缩液注液套件 此套件包括泵、吸液软管、面板和 2 个供给液位开关，用于充注内部供给罐。

注：此套件不包括其他软管或接头。

是 是

双 OIT 套件 此套件提供一个额外的 OIT，用于从第二个位置控制泡沫系统。 是 否

双罐选择器套件 此套件允许从 2 个内部供给罐或从一个内部罐和一个外部容器吸入浓缩液。

注：此套件不适用于 AQUIS 1.5。
是 是

外部泡沫吸液套件 此套件包括泵、吸液软管和接头，用于从外部容器充注内部供给罐。

注：此选配件需要双罐选择器套件。

是 是

吸液软管套件 此套件包括吸液软管和伸长杆，用于将浓缩液从外部容器输送到泡沫系统或内部罐。 是 是

双泡沫注射套件 此套件提供一个按钮控制，以允许另一个流量计与 AQUIS 泡沫系统通信。 是 否

面板安装式浓缩液过滤器 此套件包括一个安装到面板上的过滤器。 是 是

冲洗套件 此套件包含一个三通阀和若干接头，以便能用园艺软管来冲洗泡沫系统。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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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1.5 的组件

1 6

5

32 4

7 8 109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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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1.5 的组件

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

1 油位视窗 它显示泵内的油位。

2 护罩 它覆盖控制箱和接线板。

3 泵 它是泵总成。

4 通风油盖 它是替换装运盖的盖子。

5 电机 它驱动泵运转。

6 产品传感器 它检测泵转速。

7 泵出口 它输出浓缩液。

8 泵入口 它是浓缩液供给的输入端。

9 注射/旁通阀 它将浓缩液输送到注射器或外部容器。

10 安装支架 它是泡沫泵总成的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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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3.0 的组件

1

5

6

32 4

7 8 109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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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3.0 的组件

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

1 油位视窗 它显示泵内的油位。

2 护罩 它覆盖控制箱和接线板。

3 通风油盖 它是替换装运盖的盖子。

4 泵 它是泵总成。

5 电机 它驱动泵运转。

6 产品传感器 它检测泵转速。

7 泵入口 它是浓缩液供给的输入端。

8 泵出口 它输出浓缩液。

9 注射/旁通阀 它将浓缩液输送到注射器或外部容器。

10 安装支架 它是泡沫泵总成的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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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1.5 和 3.0 — 护罩下

1

3 642 75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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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1.5 和 3.0 — 护罩下

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

1 附件接线板 它将附件连接到控制箱。

2 断路器 它防止过电流。

3 控制箱 它包含电气组件。

4 流量计接头 它将控制箱连接到流量计。

5 HMI/OIT 接头 它将控制器连接到 HMI 或 OIT。
6 USB 接头 它将控制箱连接到升级设备。

7 保险丝外壳 它是保险丝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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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6.0 的组件

1

5

6

32 4

7 8 109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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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6.0 的组件

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

1 附件接线板 它显示泵内的油位。

2 护罩 它覆盖控制箱和接线板。

3 泵 它是泵总成。

4 通风油盖 它是替换装运盖的盖子。

5 电机 它驱动泵运转。

6 产品传感器 它检测泵转速。

7 泵出口 它输出浓缩液。

8 泵入口 它是浓缩液供给的输入端。

9 注射/旁通阀 它将浓缩液输送到注射器或外部容器。

10 安装支架 它是泡沫泵总成的安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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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6.0 — 护罩下

5 6 743

1

2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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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S 6.0 — 护罩下

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

1 附件接线板 它将附件连接到控制箱。

2 保险丝外壳 它是保险丝所在的位置。

3 断路器 它防止过电流。

4 HMI/OIT 接头 它将控制器连接到 HMI 或 OIT。
5 流量计接头 它将控制箱连接到流量计。

6 控制箱 它包含电气组件。

7 USB 接头 它将控制箱连接到升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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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图 — 典型

1

5

11

14

16

17

6

18

18

1920

10

2

12

7

3

13
8

4

15

9

注： 本插图中的图形旨在帮助您
理解后续章节中的概念。 
不要使用它们来确定物理属
性、位置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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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下面的信息介绍了在典型的泡沫系统安装中所使用的组件。您的应用可能不包括下面列出的所有组件或者可能包含下面所述之外的其他组件。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Waterous。

组件组件//附件附件 描述描述

1 OIT 或 HMI 操作员界面装置 (OIT) 或人机界面 (HMI) 根据配置控制泡沫系统。与传统 CAFS 或仅泡沫（非 CAF）系统搭配使用 
OIT，与 ONE STEP 或 Eclipse GEN 2.0 CAFSystem 系统搭配使用 HMI。

2 OIT/HMI 线缆 此线缆将 OIT 或 HMI 连接到控制箱。

3 罐液位传感器线缆 此线缆将液位传感器连接到控制箱。

4 罐液位传感器 当供给罐中的供给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将向操作员发出警告。它提供水平或垂直安装。

5 供给罐 供给罐包含泡沫浓缩液。

6 罐断流阀 此断流阀阻止浓缩液输送到供给软管中。

7 供给罐软管 此软管将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泵。

8 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 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阻止浓缩液中的碎片进入。

9 泡沫泵 泡沫泵将加压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水道中。

10 注射/旁通阀 注射/旁通阀将浓缩液导入水道中，或将其从泡沫系统中排出。

11 注射器软管 此软管将浓缩液从泵输送到注射器。

12 注射器止回阀 此阀与注射器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防止浓缩液倒流。

13 流量计传感器线缆 此线缆将流量计连接到控制箱。

14 流量计丁字管 流量计丁字管测量流经水道的水量。

15 带注射器的主水道止回阀 此阀与水道成一条直线安装，防止浓缩液倒流。注射器安装在此阀上，将浓缩液导向水道中。

16 泡沫歧管 泡沫歧管是一个包含水道止回阀、注射器和流量计的总成。

17 水道供给管路 水道供给管路是连接到消防泵的管路。

18 泡沫溶液 泡沫溶液是当浓缩液与来自消防泵的水相结合时产生的产物。

19 旁通软管 旁通软管将浓缩液从泵输送到外部容器。

20 排水管 排水管由设备制造商提供，用于排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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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罐 — 概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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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插图中的图形旨在帮助
您理解后续章节中的概
念。不要使用它们来确定
物理属性、位置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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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罐系统概述 — 选配件
除典型安装外，您还可以通过加入双罐选配件来增加额外的灵活性。下面介绍了大多数应用中使用的额外组件。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Waterous。

组件组件//附件附件 描述描述

1 双罐控制器 此控制器将供给浓缩液的来源切换为泵。

2 双罐信号线 此线缆将双罐控制器连接到泵上的控制箱。

3 A 罐传感器线缆 此线缆将 A 罐传感器连接到控制箱。

4 A 罐液位传感器 当 A 罐中的浓缩液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将向操作员发出警告。此传感器提供水平或垂直安装配置。

5 A 罐 此罐是设备的一部分，用于存放泡沫浓缩液。

6 B 罐传感器线缆 此线缆将 B 罐传感器连接到控制箱。

7 B 罐液位传感器 当 B 罐中的浓缩液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将向操作员发出警告。此传感器提供水平或垂直安装配置。

8 B 罐 此罐添加到设备中用于提供泡沫浓缩液的辅助供给。

9 B 罐断流阀 B 罐断流阀阻止浓缩液流入供给软管中。

10 B 罐供给软管 此软管在 B 罐与电动阀之间供给浓缩液。

11 A 罐断流阀 A 罐断流阀阻止浓缩液流入供给软管中。

12 A 罐供给软管 此软管在 A 罐与电动阀之间供给浓缩液。

13 带过滤器的 A 罐 Y 形接头 此接头与 A 罐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

14 带过滤器的 B 罐 Y 形接头 此接头与 B 罐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

15 A 罐止回阀 — 3/4 或 1 英寸美国标准管螺纹 (NPT) 此止回阀与 A 罐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

16 B 罐止回阀 — 3/4 或 1 英寸 NPT 此止回阀与 B 罐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

17 电动阀 此阀确定由哪个罐供给浓缩液。

18 冲洗系统供给软管 提供一种冲洗泡沫系统的方法。

19 带过滤器的冲洗系统 Y 形接头 此接头与冲洗系统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

20 冲洗止回阀 — 3/4 或 1 英寸 NPT 此止回阀与冲洗系统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

21 浓缩液供给软管 此软管将电动阀连接到泵。

22 电动阀线缆 此线缆将电动阀连接到双罐控制器。

23 泡沫泵 泡沫泵将加压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注射器中。

注：B 罐可作为安装在设备上的罐，也可作为外部容器。



24 | 64

安全 简介 产品概述 安装 操作 维护 故障排除

冲洗套件概述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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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套件概述 — 可选
您可以给 AQUIS 添加冲洗套件，以便在需要时冲洗系统。由环境、使用的浓缩液和其他因素决定是否及何时需要冲洗泡沫泵。请咨询设备和/或浓缩液制造商以确定冲洗方
案。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Waterous。

组件组件//附件附件 描述描述

1 泡沫泵 泡沫泵将加压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喷射器中。

2 供给罐 供给罐包含泡沫浓缩液。

3 罐断流阀 此断流阀阻止浓缩液输送到供给软管中。

4 三通阀 此阀将清水或浓缩液流导入泡沫泵。

5 园艺软管接头 此接头将园艺软管连接到冲洗系统。注：1 英寸的国家管螺纹 (NPT) 套件中包含一个缩径接头。

6 端盖 此件可在不用时保护园艺软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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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概述
AQUIS 泡沫比例混合系统将泡沫浓缩液注射到水道中，以形成一种溶液输送到设备
排放管路中。AQUIS 系统由许多用于控制和分配浓缩液的组件组成。本节介绍这些
组件、相关规格以及如何在系统中使用它们。

软管管路和接头
软管管路在泡沫系统的组件之间分配浓缩液。此套件中不提供软管。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联系 Waterous。

供给软管 
供给软管将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泵。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获取软管管路
的信息，您也可以在当地购买它们。

注射软管
注射软管将浓缩液从泵输送到注射器。

接头
接头将软管连接到系统中的各个组件。

旁通软管
旁通软管将浓缩液从注射/旁通阀输送到设备外部。

泵安装硬件
需要安装硬件来将泵总成固定到设备上。此套件中未提供此硬件。请在当地购买此硬
件。

电源线缆
电源线缆将电力输送到泵。请确保正极线缆和接地线缆采用相同的长度和规格。此套件
中不提供这些线缆。请从当地供应商购买电源线缆。请参阅第 42 页的“连接电源”
了解具体要求。

浓缩液罐
浓缩液罐存放浓缩液，直至需要使用浓缩液。

OIT/HMI 线缆
此线缆将 OIT 或 HMI 连接到控制箱（图 3 和图 5）。此线缆是一个 M12 8 针连接
器。

流量计线缆
此线缆将流量计连接到控制箱（图 3 和图 5）。此线缆是一个 M12 5 针连接器。

延长线
此线缆延长流量计或 OIT/HMI 线缆的铺设距离。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获取延长线
的信息。线缆提供 3 米和 6 米长度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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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端口
USB 端口用于将程序更新安装到控制器上。它是连接到控制箱的 USB B 类连接器 
（图 3 和图 5）。

供给罐液位传感器
当供给罐中的浓缩液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将向您发出警告。此套件中不提供传
感器。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获取传感器的信息。

水平传感器 垂直传感器

图 6 图 7 

供给罐液位传感器线缆
此线缆将液位传感器连接到控制箱。它是双裸线，无连接器。

供给罐断流阀
此阀防止浓缩液流入供给软管管路中（图 8）。此阀是通过 Waterous 提供的可选组
件。根据美国消防协会 (NFPA) 规定需要一个供给罐断流阀。

图 8 

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
此接头包含一个过滤器，用于收集会损坏泡沫系统的碎片（图 9）。它提供 3/4 英寸和 
1 英寸 NPT 规格。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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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液注射止回阀
此止回阀安装在注射器接头中，用于防止泡沫溶液进入浓缩软管中（图 10）。此阀提
供 3/8 英寸 NPT 规格。

图 10 

流量计
流量计叶轮测量水流量（图 11）。流量计安装在流量计丁字管或泡沫歧管中。

2
1

3

1. 流量计 2. 线缆 3. 叶轮

图 11 

注射/旁通阀
使用注射/旁通阀（图 12）按如下方式手动导向浓缩液：

• 将手柄旋转至注射位置以制作泡沫溶液。

• 将手柄旋转至旁通位置以将浓缩液导向到系统外部。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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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丁字管
流量计丁字管包括流量计，测量从水道供给管路流出的水量（图 13）。

2

1

1. 流量计 2. 丁字管主体

图 13 

流量计丁字管提供以下配置：
2 2 英寸丁字管英寸丁字管

入口/出口： Victaulic（2 英寸）和美国标准管内螺纹 (FNPT)（1 1/2 英寸）组合

22 1/2 1/2 英寸丁字管英寸丁字管

入口/出口： Victaulic（2 1/2 英寸）和 FNPT（2 英寸）组合

3 3 英寸丁字管英寸丁字管

入口/出口： Victaulic（3 英寸）和 FNPT（2 1/2 英寸）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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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水道止回阀
此阀确保水和浓缩液流向同一个方向（图 14）。此阀可防止混合物流向水箱或泵。此
止回阀提供以下配置：

11 1/2 1/2 英寸阀英寸阀

入口： Victaulic（1 1/2 英寸） FNPT（1 1/2 英寸）

出口： 组合：Victaulic（2 英寸）和 FNPT（1 1/2 英寸）

2 2 英寸阀英寸阀

入口： Victaulic（2 英寸） Victaulic（2 英寸）

出口： Victaulic（2 英寸） FNPT（2 英寸）

22 1/2 1/2 英寸阀英寸阀

入口： Victaulic（2 1/2 英寸） Victaulic（2 1/2 英寸）

出口： Victaulic（2 1/2 英寸） FNPT（2 1/2 英寸）

2

1

1. 止回阀 2. 注射器

图 14 

浓缩液注射器
此接头将浓缩液注射到水道中以在设备中制作溶液（图 14）。

注：您可以将接头移至对面，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

排放口
止回阀上的排放口允许在使用后通过专用管路来清空未使用的溶液（图 15）。

1
1. 排放口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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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歧管
泡沫歧管将浓缩液注射器、水道止回阀和流量计合并成一个总成（图 16）。

2

3

1

1. 注射器 2. 流量计 3. 歧管

图 16 
入口/出口入口/出口

2 1/2 英寸 Waterous 4 螺栓法兰（4-3/8 螺孔直径 (B.C.)）
组合：Victaulic（2 英寸）和 FNPT（1 1/2 英寸）

组合：Victaulic（2 1/2 英寸）和 FNPT（2 英寸）

组合：Victaulic（3 英寸）和 FNPT（2 1/2 英寸）

浓缩液注射器
此接头将浓缩液注射到水道中以在消防设备中制作溶液（图 16）。

排放口
泡沫歧管上的排放口允许在使用后通过专用管路来清空未使用的混合物 
（图 17）。

1

1. 排水管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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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调节阀
此阀在出厂时设置为在 450 psi（31 巴）时旁通。当压力达到 450 psi（31 巴）时，此
阀将打开，浓缩液将从泵的输出端输送到泵的输入端。

不得超出推荐压力操作。

在高压下喷射出的液体会造成
严重受伤。

高压
•

•

警告

不要篡改压力调节阀或在压力调节阀受损时操作泵。

• 使用图 18 在 AQUIS 1.5 上找到调节阀。

• 使用图 19 在 AQUIS 3.0 上找到调节阀。

• 使用图 20 在 AQUIS 6.0 上找到调节阀。

图 18 

图 19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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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界面装置 (OIT)
OIT 启用或停用泡沫系统工作，并调节注射到水道中的浓缩液量。它提供数码和手动
版本。

数码 OIT
数字 OIT（图 21）与泵控制器通信以执行以下功能：

• 按钮控制泡沫混合比例，混合比例根据浓缩液介于 0.1% 到 1.0% 或 3% 到 
6% 之间，以 0.1 为增量。

• 校准水流量。

• LED 显示浓缩液供给过低警告。

• 当安装了双供给罐时，点亮指示灯表示 A、B 罐。

• 手动操作模式，作为备用。

图 21 

手动 OIT
手动 OIT（图 22）与泵控制器通信以执行以下功能：

• 旋转式标度盘控制泡沫混合比例，混合比例介于 0.1% 到 1.0% 之间，增量不
限定。

• 快速校准水流量。

• 供给过低警告。

Q-1230286

1. Press ON/OFF button to start or stop system.
2. Set Foam % ratio.
3. Upper (Blue) LED:
    Solid on - System standby.
    Slow flashing - System injecting.
    Fast flashing - Manual mode.
4. Lower (Red) LED:
    Flashing - Concentrate in tank low, 2 min to shutdown.
    Solid on - No concentrate, system shutdown.

FOAM % ON/OFF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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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接线板
此接线板将附件和功能添加到泵。此接线板（图 24）位于控制器（图 23）上的护罩下方。

图 23 图 24 

描述描述 备注备注

1 自动运行 — 启用 向端子 1 施加直流正电压 (+Vdc) 以启用泡沫系统。这允许您远程或与其他设备同时操作泵。

2 罐液位传感器 — B 罐 将 B 罐内的液位传感器的一根线缆连接到端子 2，并将另一根线缆连接到端子 5 或 8。当浓缩液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
将向您发出警告。

3 罐液位传感器 — A 罐 将 A 罐内的液位传感器的一根线缆连接到端子 3，并将另一根线缆连接到端子 5 或 8。当浓缩液达到预定液位时，此传感器
将向您发出警告。

4 选定 B 罐 — 启用 连接双罐选择器控制器的橙色线缆。这允许您在 A 罐、冲洗或 B 罐之间进行切换。

5 供给罐液位传感器 — 接地 罐液位传感器的接地端子。

6 未使用 未使用

7 外部泡沫吸液或初给泵 — 启用 连接外部泡沫吸液开关的线缆。这允许您启用远程泡沫吸液泵以初给泵。

8 供给罐液位传感器 — 接地 罐液位传感器的接地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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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注意事项
泡沫系统旨在供具有安装类似设备的基础知识的一名或多名人员安装。如对安装泡沫
系统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Waterous。

断开机架接地
泡沫系统使用机架接地进行工作。当泡沫系统连接到机架时，执行高电压或
高强度电流操作会损坏控制箱中的电子组件。

注意
高强度电流

• 焊接或跨接启动时的高强度电流会
损坏电子组件。

• 在跨接或焊接前，请断开所有地线
连接。

避免损坏控制箱中的电子组件。在跨接启动、焊接、等离子切割或在对设备执行
其他高电压或高强度电流操作时，请断开机架接地。

改动泡沫系统
泡沫系统的组件设计为安装到安装支架上进行操作。将组件从安装支架 
（图 1、图 2 和图 3）上拆下单独操作组件会损坏组件，而且会使保修失效。

注意

改动设备可能会损坏组件，
而且会使保修失效。
•

不得改动泡沫系统。•

改动

不要改动泡沫系统或其任何组件。这样做会使保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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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安装
在开始安装泡沫系统之前，请考虑下面的信息。

• 确定组件的安装位置，并考虑线缆和软管铺设、安装位置和维护要求。

• 尽可能靠近供给源安放泵。将它安装在一个易于检查和维护的干净空间中。预留空
间以便检查油位、换油和进行常规维护。

• 不要将组件从支架上拆下直接安装到设备上。这样做会使保修失效。

• 将泵总成放置在远离道路碎片和过多热量集聚的区域。

• 注意，大部分水箱制造商将泡沫罐包含在增压罐中。

• 在指定集成泡沫罐时，确保您包含可选的罐低液位传感器的安装，以及依据 NFPA 
指南包含泡沫吸入连接和罐排水系统。

• 在设备的操作员面板上确定 OIT 的位置。

安装通风油盖

注意

请参阅说明书 F-1031-2447 
了解详细信息。

在操作 AQUIS™ 泡沫比例混合系
统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泡沫泵的油位并在必要时加油。
• 取下泡沫泵的装运塞并更换为此通风
油盖。

泡沫系统在装运期间使用的是非通风油盖。在操作泵之前，请将其更换为通风油盖。

1. 找到并取下泵在装运期间使用的油盖（图 1、图 2 和图 4）。

2. 检查油位。请参阅：第 58“检查油位”。

1. 如有需要进行加油。请参阅：第 59 页的“加油”。

1. 安装随附泵套件提供的通风油盖（图 1、图 2 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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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泵总成的位置
使用以下指南确定安装泵总成的位置：

• 泵总成必须安装在水平面上。

• 平面必须能够承受泵总成的操作。

• 将泵总成安装在最大程度远离灰尘、道路碎片和热量集聚的区域。

• 泵能够抽吸 1 米的泡沫浓缩液，但是，首选自重供给设置。

确定泵总成安装孔的位置
确定安装支架的孔的位置，并钻取这些孔。

确定 OIT 安装孔的位置
确定 OIT 的安装孔和开口孔的位置，并钻取这些孔。

安装泵总成
泡沫系统的组件设计为安装到安装支架上进行操作（图 1、图 2 和图 3）。不要将组
件从安装支架上拆下单独安装它们。这样做会损坏组件，而且会使保修失效。

注意

改动设备可能会损坏组件，
而且会使保修失效。
•

不得改动泡沫系统。•

改动

不要将组件从支架上拆下直接安装到设备上。这样做会使保修失效。

1. 将安装支架中的孔与您在设备上钻取的孔对齐。

2. 使用适当的硬件将泵固定到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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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OIT
1. 确定 M12 8 针线缆的一端的位置。

2. 将插头中的针和键与连接器对齐。

3. 将插头固定到连接器中。

注：不要将插头强行插入连接器中，否则会损坏它。

4. 确保面板开口背面有至少 5 英寸（125 毫米）的空间，以为线缆提供足够的弯曲

空间（(图 25）。

图 25 
5. 使用包括的硬件（数码 OIT）或在本地购买合适的硬件（手动 OIT）以将 OIT 固

定到面板上。

6. 将线缆铺设到控制箱。

7. 将线缆连接到控制箱。请参阅：第 38“将 M12 线缆连接到控制箱”。

将 M12 线缆连接到控制箱
1. 拆下护罩。请参阅：第 42 页的“拆下护罩”。

2. 将插头中的针和键与连接器对齐。

注：不要将插头强行插入连接器中，否则会损坏它。

3. 将插头固定到连接器中。

4. 将线缆连接到控制箱上的合适连接器（图 26）。

 
图 26

≥ 5 英寸
≥ 12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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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卷起多余线缆，将线圈两侧收拢捋平（图 27）。

图 27

2. 使用束线带将多余的线缆固定成一个扁平线圈（图 27）。

3. 使用束线带将线缆固定到设备上。

注：不要将线束固定到高温或活动零件上。

注：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获取延长线的信息。

4. 安装护罩。请参阅：第 45 页的“安装护罩”。

安装主水道止回阀
注：请参阅第 20 页的“概览图 — 典型”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

1

2

1. 出口 2. 入口

图 28 

1. 使用 Victaulic 或 FNPT 连接件与水道成一条直线安装水道止回阀。

2. 将水道止回阀的入口端安装到水泵上。

安装泡沫歧管
注：请参阅第 20 页的“概览图 — 典型”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

2

1

1. 出口 2. 入口

图 29 

1. 在定位歧管时，确保流量计朝上（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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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歧管的入口端安装到水泵上。

重要事项：超过 ± 15° 倾斜角安装泡沫歧管可能会导致读数不准确（图 30）。

Top

图 30 

3. 将 3 米 M12 4 针延长线连接到附加到流量计的线缆。

注：传感器在出厂时已经过校准，并已固定到位。不要旋转附加到传感器的 
90° 连接器。这样做会导致读数不准确。

注：不要将插头强行插入连接器中，否则会损坏它。

4. 将线缆铺设到控制箱。

5. 3 米 M12 4 针延长线，将此线缆连接到控制箱。请参阅：
第 38“将 M12 线缆连接到控制箱”。

安装流量计丁字管
1. 定位流量计时，将连接器朝上（图 32）。

显示 2 1/2 英寸丁字管

图 31 

2. 将流量计丁字管安装到水道中。

注：流量计丁字管可以安装在水道止回阀的前面或后面。

3. 将 3 米 M12 4 针延长线连接到附加到流量计的线缆。

注：传感器在出厂时已经过校准，并已固定到位。不要旋转附加到传感器的 90° 
连接器。这样做会导致读数不准确。

注：不要将插头强行插入连接器中，否则会损坏它。

4. 将线缆铺设到控制箱。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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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线缆连接到控制箱。请参阅：第 38“将 M12 线缆连接到控制箱”。

重要事项：超过 ± 15° 倾斜角安装泡沫歧管可能会导致读数不准确（图 32）。

Top

图 32 

安装供给软管
供给软管将浓缩液从供给罐输送到泵。请参阅第 20 页的“概览图 — 典型”了解
这一部分的说明。供给软管需要符合以下规格：

• 对于 AQUIS 1.5 和 3.0，最小 3/4 英寸内径

• 对于 AQUIS 6.0，最小 1 英寸内径

• 最低 23 英寸汞柱（0.78 巴）真空

• 最大 50 psi（3.45 巴）压力

• NFPA 要求的增强型透明壁

1. 铺设供给罐断流阀的供给软管并将此软管连接到泡沫泵进口端。

注：在装设 Y 形接头时，确保过滤器与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

2. 使用束线带将软管和 Y 形接头固定到设备上。

注：不要挤压或扭结软管。

注：不要将软管固定到高温或活动零件上。

注：提供可选软管套件，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更多信息。

安装注射器软管
注射器软管将浓缩液从泡沫泵输送到注射器。请参阅第 20 页的“概览图 — 典
型”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此软管需要符合以下规格：

• 最小 3/8 英寸内径 — AQUIS 1.5 和 AQUIS 3.0
• 最小 1/2 英寸内径 — AQUIS 6.0
• 最小 450 psi（31 巴）压力

1. 将软管的一端连接到泡沫泵的输出端。

2. 将软管的另一端连接到浓缩液注射器止回阀。

3. 使用束线带将软管固定到设备上。

注：不要挤压或扭结软管。

注：不要将软管固定到高温或活动零件上。

注：提供可选软管套件，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更多信息。

连接旁通软管
请参阅第 20 页的“概览图 — 典型”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此软管需要符合以下
规格：

• 最小 3/8 英寸内径。

• 足够长，能够到达设备外部的容器，不使用时可以卷起来。

1. 将软管连接到注射/旁通阀上的旁通端口。

2. 固定旁通软管直至需要使用时。

注：不要挤压或扭结软管。

注：不要将软管固定到高温或活动零件上。

注：不使用时卷起来。

接头
接头将软管连接到系统中的各个组件。接头需要符合以下规格：

• 相关软管规格

• 兼容泡沫浓缩液

• 抗腐蚀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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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护罩
1. 拆下用于将护罩固定到机架的 3 颗螺钉和垫圈，并将它们放置在一旁（图 33）。

1

3

2

1. 螺钉 2. 垫圈 3. 护罩

图 33 

2. 拆下护罩，并将它放置在一旁。

连接电源

维修泵之前，请断开电源。

电流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高强度电流

•
•

警告

在继续操作之前，请阅读和理解以下声明：

• 泵电机使用 30 安到 100 安的电流进行操作。

• 电流危险，会造成严重受伤或死亡。

• 如果您未受过相关培训且不了解安装需要 30 安到 100 安电流进行操作的
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请不要尝试将泵电机连接到电源。

确保使用的电源符合以下规格：

型号型号 电压电压 安培安培

AQUIS 1.5AQUIS 1.5 12 伏直流 50 安
24 伏直流 30 安

AQUIS 3.0AQUIS 3.0 12 伏直流 50 安
24 伏直流 30 安

AQUIS 6.0AQUIS 6.0 12 伏直流 100 安
24 伏直流 50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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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要求因您的特定应用而有所不同。下面的表格是使用 SAE J1128 标准计算得出
的，包含 2% 的下降。

12 12 伏伏 线缆长度线缆长度

33 仪表 仪表 4.5 4.5 仪表仪表 6 6 仪表仪表 7.6 7.6 仪表仪表 9 9 仪表仪表

安
培

安
培

50 50 安安 6 美国线规 
(AWG) 4 AWG 2 AWG 2 AWG 2 AWG

80 80 安安 4 AWG 2 AWG 1 AWG 0 AWG 0 AWG

100 100 安安 2 AWG 2 AWG 0 AWG 00 AWG 00 AWG

24 24 伏伏 线缆长度线缆长度

33 仪表 仪表 4.5 4.5 仪表仪表 6 6 仪表仪表 7.6 7.6 仪表仪表 9 9 仪表仪表

安
培

安
培

30 30 安安 12 AWG 10 AWG 8 AWG 8 AWG 6 AWG

50 50 安安 8 AWG 8 AWG 6 AWG 4 AWG 4 AWG

80 80 安安 6 AWG 6 AWG 4 AWG 2 AWG 2 AWG

重要事项：泡沫泵需要机架接地。

重要事项：确保接地线缆和电源线缆使用相同规格。

1. 拆下护罩。请参阅：第 42 页的“拆下护罩”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

2. 将正极 (+) 线缆从电源铺设到泡沫泵。

3. 将正极 (+) 线缆的一端连接到直流电源。

4. 将正极 (+) 线缆的另一端连接到泡沫泵的正极 (+) 接线柱（图 34）。

1

2

1. 正极 (+) 接线柱 2. 负极 (–) 接线柱

图 34 

5. 将负极 (-) 接线柱连接到机架接地。

6. 安装护罩。请参阅第 45 页的“安装护罩”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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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罐液位传感器线缆
1. 将传感器线连接到泡沫浓缩物接线板。

2. 拆下护罩。请参阅：第 42 页的“拆下护罩”。

3. 在接线板上，将一根线缆固定到端子 3 上，同时将另一根线缆固定到端子 5 上 
（图 35）。

注：根据应用的需要添加适当的连接器。

图 35 

4. 安装护罩。请参阅第 45 页的“安装护罩”了解这一部分的说明。

5. 卷起多余线缆，将线圈两侧收拢捋平（图 27）。

6. 使用束线带将多余的线缆固定成一个扁平线圈（图 27）。

注：按上述说明将另一个罐液位传感器安装到控制器上。将传感器的线缆分别
连接到接线板上的端子 2 和端子 8 上。

安装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
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与供给断流阀和供给软管成一条直线安装。Y 形接头可硬装设
到罐断流阀上，可远程安装，也可以安装到泡沫泵的进口端。

1. 确定安装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的位置，该位置应便于维护。

2. 使用 Y 形接头主体上的箭头确定泡沫浓缩液的流向（图 36）。

图 36 

3. 确保过滤器功能指向下方。

4. 将 Y 形接头固定到设备上。



45 | 64

安全 简介 产品概述 安装 操作 维护 故障排除

安装浓缩液注射止回阀
1. 使用止回阀上的箭头确定浓缩液的流向（图 37）。

图 37 

2. 将止回阀以适当的方向安装到注射器接头上。

安装护罩
1. 找到从护罩拆下的 3 颗螺钉和垫圈。

2. 使用 3 颗螺钉和垫圈将护罩固定到支架上（图 38）。

1

3

2

1. 螺钉 2. 垫圈 3. 护罩

图 38 

安装排放管路
将专用管路安装到止回阀或歧管上的排放口以移除未使用的溶液和释放压力（图 39 
和图 40）。

1 1

1. 排放口

图 39 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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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 手动 OIT

1. 将 （泡沫 % 标度盘）旋转至 0。

2. 按住 （ON/OFF [开/关] 按钮）6 秒。

3. 将水流量调至每分钟 50 加仑。

4. 按下 （ON/OFF [开/关] 按钮），LED 将闪烁如下：

• （蓝色 LED）闪烁 3 次指示泵已校准。

• 如果在校准过程中发生错误， （红色 LED）将连续闪烁。值未更改。

默认混合百分比默认混合百分比

0.1%0.1% 0.2%0.2% 0.3%0.3% 0.4%0.4% 0.05%0.05% 0.6%0.6% 0.7%0.7% 0.8%0.8% 0.9%0.9% 1.0%1.0%

流
量

流
量

  
美
制
加
仑

美
制
加
仑

1001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2002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300300 0.3 0.6 0.9 1.2 1.5 1.8 2.1 2.4 2.7 3.0

注：有关流量测试，请参阅 NFPA 指南。

校准和设置 — 数码 OIT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1. 按住 （SELECT [选择] 按钮）。

2. 5 秒后，将显示 （5 second [5 秒] 值）。

3. 继续按住 （SELECT [选择] 按钮），然后同时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

4. 将显示 （calibration [校准] 值），2 秒后，显示 

（function [功能] 值）。

5. 按下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 按钮）以导航至所
需参数。

6.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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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默认混合百分比 — F1
1.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2. 导航至 （F1 参数）。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

4. 按下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 按钮）以显示所需
的泡沫百分比。

显示的值介于  (0.1%) 到  (1.0%) 之间。

5.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选择显示的值。

6.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编辑度量单位 — F2
1.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2. 导航至 （F2 参数）。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

4. 按下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 按钮）以显示所需
的度量单位，有以下度量单位可供选择：

•  美制加仑

•  英制加仑

•  公制升

•  升/秒

5.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选择显示的值。

6.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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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流量 — F3
注：确保在执行此校准之前选择了所需的度量单位。

1. 使用首选测量方法确定流量计处的实际水流量。记住此值。

2.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3. 导航至 （F3 参数）。

4.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输入参数。

5. 显示屏显示流量计正在测量的值。

• 如果测得的值与显示的值一致，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
存值并退出校准和设置模式。

• 如果测得的值与显示的值不一致，按下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按钮）调整显示值以与测得的值相一致。

• 当显示 （low flow [流量低]）值时，则流经流量计的水量
不足。

6.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返回 （F3 参数）。

7.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启用系统锁定 — F4
注：使用菜单锁定以防止意外更改参数。

1.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2. 导航至 （F4 参数）。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将显示 
（enable [启用] 设置）。

4. 使用 （up [向上] 按钮）显示 （lock [锁定] 设置）。

5.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返回 （F4 参数）。

6.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注：请联系 Waterous 了解有关锁定和取消锁定 OIT 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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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浓缩液来源 — F5
1.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2. 导航至 （F5 参数）。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

4. 使用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 按钮）显示所需的
泡沫罐配对：

• 当您选择从一个罐供给 A 泡沫时或当您选择从 2 个罐供给 A 泡沫时，

选择  (AA)。两个罐的此设置的混合比例值均介于 0.1% 
到 1.0% 之间。

• 当您选择从 2 个罐供给，其中一个罐（A 罐）供给 A 泡沫，另一个罐（B 

罐）供给 B 泡沫时，选择  (Ab)。对于 A 泡沫罐，此设置的
混合比例值介于 0.1% 到 1.0% 之间，对于 B 泡沫罐则为 1.0%、3.0% 
和 6.0%。

• 当您选择从一个罐供给 B 泡沫时或当您选择从 2 个罐供给 B 泡沫时，

选择  (bb)。两个罐的此设置的混合比例值均为 1.0%、 
3.0% 或 6.0%。

• 当您选择从 2 个罐供给 A/B 复合泡沫时，选择  (AF)。
两个罐的此设置的混合比例值均为介于 0.1% 到 1.0% 之间、3.0% 或 
6.0%。

5.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返回 （F5 参数）。

6.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模拟水流量 — F6
使用此模式测试并验证泡沫系统操作。此功能适用于采用数码型的 AQUIS 
1.5 以及 AQUIS 3.0 和 AQUIS 6.0。
1.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2. 导航至 （F6 参数）。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

4. 使用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 按钮）显示所需的
模拟流量，有以下流量可供选择：

流量设置流量设置

AQUIS 1.5 0 50 100 200
AQUIS 3.0 0 50 100 200
AQUIS 6.0 0 100 200 300

5.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保存值。

6. 定位要旁通的注射/旁通阀。请参阅：第 57“操作注射/旁通阀”。

7.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启动泵。

注：在收集浓缩液之前，确保输出已均衡化达 3 分钟。

8. 收集从旁通软管持续流出 1 分钟的浓缩液。

9.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停止泵。

10. 测量浓缩液的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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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下表确定流量。

默认混合百分比默认混合百分比

0.1%0.1% 0.2%0.2% 0.3%0.3% 0.4%0.4% 0.05%0.05% 0.6%0.6% 0.7%0.7% 0.8%0.8% 0.9%0.9% 1.0%1.0%

流
量

流
量

  
美
制
加
仑

美
制
加
仑

1001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2002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300300 0.3 0.6 0.9 1.2 1.5 1.8 2.1 2.4 2.7 3.0

12. 进入校准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13. 导航至 （F6 参数）。

14.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

15. 使用 （down [向下] 按钮）显示 （zero flow [零流
量]）。

16.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保存值。

17.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设置 B 泡沫的默认混合百分比 — F7
1. 进入校准/设置模式。请参阅：第 46 页的“进入校准/设置模式”。

2. 导航至 （F7 参数）。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编辑参数。

4. 使用  或 （up [向上] 或 down [向下] 按钮）显示所需的
泡沫百分比。

显示的值为  (1.0%)、  (3.0%) 或 

 (6.0%)。

5.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选择显示的值。

6.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保存值并退出校准设置模式。

自动运行模式
向附件接线板上的端子 1 施加电压（+12 伏直流或 +24 伏直流）以启用运行模式。请
参阅第 34“附件接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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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意事项
泡沫系统旨在供具有操作类似设备的基础知识的一名或多名人员操作。如对操作泡沫
系统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Waterous。在使用泡沫系统时，请注意以下注意事项：

高温液体
某些操作条件会导致溶液温度达到并超过 71 °C  (160 °F)。

如果水温超过 71 °C (160 °F)，
不得操作。

高温液体会将人烫伤。

高温液体

•

•

警告

避免造成高温溶液的条件。当溶液温度超过 71°C (160°F) 时，不要进行操作。

热烫表面
在操作期间，泡沫系统中的组件可能会变得很热。

操作期间不得触摸热烫表面，
操作后让其冷却。

热烫表面会将人灼伤。

热烫表面

•

•

警告

不要触摸高温组件，在操作之前先让其冷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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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动 OIT

Q-1230286

1. Press ON/OFF button to start or stop system.
2. Set Foam % ratio.
3. Upper (Blue) LED:
    Solid on - System standby.
    Slow flashing - System injecting.
    Fast flashing - Manual mode.
4. Lower (Red) LED:
    Flashing - Concentrate in tank low, 2 min to shutdown.
    Solid on - No concentrate, system shutdown.

FOAM % ON/OFF
3

1

2

4

图 41 

功能功能 描述描述

1 泡沫百分比标度盘 此标度盘调节注射到水道中的浓缩液百分比。

2 蓝色 LED 蓝色 LED 指示泵操作的模式和状态。

3 红色 LED 红色 LED 指示泵操作的模式和状态。

4 ON/OFF（开/关）
按钮

ON/OFF（开/关）按钮启用和停用泡沫操作。

在正常模式下操作
在正常操作模式下，OIT 使用来自流量计的信息和 FOAM % 标度盘来生成所需的混
合物。

启动和停止泵

1. 按下 （ON/OFF [开/关] 按钮）以启动泵并开始将浓缩液注射到水
道中。

2. 按下 （ON/OFF [开/关] 按钮）以停止泵并结束将浓缩液注射到水
道中。

调节混合比

将 （FOAM % dial [泡沫 % 标度盘]）旋转至喷嘴中的混合物的所需
浓缩液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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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动模式下操作
根据 NFPA 规定的要求，泡沫系统可在手动模式下操作。在手动模式下时，泡沫系统
将浓缩液注射到有水流或无水流的水道中。OIT 用于提高或降低电机转速，泡沫 % 
通过手动控制。

不得超出推荐压力操作。

在高压下喷射出的液体会造成
严重受伤。

高压
•

•

警告

当所有排放或排水管路关闭时，不要进行操作。否则将产生高压，损坏泡沫系统
及其组件。

1. 按住 （ON/OFF [开/关] 按钮）2 秒。蓝色指示灯以更快 (2 Hz) 的
速率闪烁。

2. 旋转 （FOAM % dial [泡沫 % 标度盘]）以提高或降低电机转速。

3. 按下 （ON/OFF [开/关] 按钮）以退出手动模式。

了解 LED 指示灯
蓝色 LED
• 稳定点亮 — 系统处于待机模式。

• 闪烁，慢速 (1 Hz) — 系统正在注射浓缩液。

• 闪烁，快速 (2 Hz) — 系统处于手动模式。

红色 LED
• 稳定点亮 — 无浓缩液，系统已脱机。

• 闪烁 — 罐内的浓缩液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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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数码OIT

1 安装硬件 硬件将 OIT 安装到设备上。

2 FOAM（泡沫）按钮 此按钮启动和停止泵操作。

3 显示屏 显示屏显示 4 个字符，表示当前模式的值。

4 供给罐 LED 供给罐 LED 显示正在运行的浓缩液罐。

5 Increase（增大）按钮 此按钮增大显示屏中的值。

6 SELECT（选择）按钮 此按钮选择显示屏中的值。

7 显示模式 LED 显示模式 LED 指示当前显示的是什么信息。

8 ON（开启）LED ON（开启）LED 指示泡沫系统是处于开启、 
关闭还是待机模式。

9 Decrease（减小）按钮 此按钮减小显示屏中的值。

8

9 

7

1

2

3

4

6

5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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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 OIT 电源
设备制造商决定泡沫系统如何在您的应用中接通电源。然而，当泡沫系统接通电源
时，OIT 将先显示软件版本，然后再显示水流量值。

了解 ON（开启）LED

（ON [开启] LED）指示三种状态：

• 稳定点亮 — 系统处于待机模式，正在等待来自流量计的信号。

• 闪烁 — 系统正在注射泡沫浓缩液。

• 熄灭 — 系统未启用。

在正常模式下操作
在正常操作模式下，OIT 显示来自流量计的信息和生成所需混合物的泡沫 % 值。

启动和停止泵

1.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启动泡沫系统并开始将浓缩液注射
到水道中。

2.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停止泡沫系统并结束将浓缩液注射
到水道中。

调节混合百分比

3.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直至百分比 LED 点亮。

4. 按下 （up [向上] 按钮）以 0.1% 为增量增大百分比。

5. 按下 （down [向下] 按钮）以 0.1% 为减量减小百分比。

6. 不使用时，10 秒后，显示屏将返回流量。

在手动模式下操作
根据 NFPA 规定的要求，泡沫系统可在手动模式下操作。在手动模式下时，泡沫系统
将浓缩液注射到有水流或无水流的水道中。使用手动模式对系统进行故障排除、初给
和冲洗。

不得超出推荐压力操作。

在高压下喷射出的液体会造成
严重受伤。

高压
•

•

警告

当所有排放或排水管路关闭时，不要进行操作。否则将产生高压，损坏泡沫系统
及其组件。

启用手动模式

1.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直至水流量 LED 点亮。

2. 同时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持续 2 
秒。

注：泡沫系统开始注射泡沫浓缩液。

3. 百分比 LED 将点亮。

4. 显示屏将显示最后一次使用的值。泵将处于手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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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和停用手动模式
在手动模式中，您可以启动或停止泵并增大或减小泡沫百分比。

1.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暂停泡沫系统。

2. 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以调节注射到
水道中的浓缩液量。

• 按下  （up [向上] 按钮）以 0.5 为增量增大值。

• 按下  （down [向下] 按钮）以 0.5 为减量减小值。

3.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以启动泵。

4. 同时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以停止泵
并退出手动模式。

自动运行模式 — 如果配备

当已启用自动运行模式且水正在流动时，将自动启动泡沫系统。这样就无需按 
（FOAM [泡沫] 按钮）来启动系统。

更改显示模式

1.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以滚动浏览以下模式：WATER FLOW（水
流量）→ PERCENT（百分比）→ TOTAL WATER（总水量）→ TOTAL FOAM 
（总泡沫量），然后返回 WATER FLOW（水流量）。 

2. 按住 （SELECT [选择] 按钮）3 秒以将显示锁定为当前模式。

显示默认混合百分比

1.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直至 PERCENT（百分比）LED 点亮。

2. 同时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显示的值为默
认混合百分比。

将总水量值归零

1.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直至 TOTAL WATER（总水量）LED 点
亮。

2. 同时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TOTAL 
WATER（总水量）值将设置为 0。

将 Total Foam（总泡沫量）值归零

1. 按下 （SELECT [选择] 按钮）直至 Total Foam（总泡沫量）LED 点亮。

2. 同时按下 （up [向上] 和 down [向下] 按钮）。TOTAL 
FOAM（总泡沫量）值将设置为 0。

显示供给罐
默认情况下，A 供给罐 LED 点亮。B 供给罐 LED 是为装有包含双罐选择器套件的 B 
供给罐的应用预留的。

（供给罐 LED）指示正在供给浓缩液的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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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注射/旁通阀
注：当您查看以下说明时，请参阅第 20 页的“概览图 — 典型”。

使用注射/旁通（图 43）阀将浓缩液导向注射器口或旁通软管。

图 43 

• 将注射/旁通阀上的手柄旋转至注射位置以将浓缩液输送到水道中制作溶液。

• 将注射/旁通阀上的手柄旋转至旁通位置以将浓缩液输送到旁通软管中。

排空泡沫系统
按照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说明排空阀。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Waterous。

冲洗泡沫系统

注意

不遵守维护程序可能导致
设备损坏。
•

按规定执行所有维护程序。•

维护

泡沫系统中残留的腐蚀性溶液会损坏设备。

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冲洗系统。由环境、使用的浓缩液和其他因素决定是否及何时需要
冲洗泵。请咨询设备和/或浓缩液制造商以确定冲洗方案。

冲洗 AQUIS 泡沫系统
1. 使设备准备好冲洗。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文件。

2. 在OIT 上启用手动模式。请参阅：

• 手动 OIT — 第 53 页的“在手动模式下操作”。

• 数字 OIT — 第 55 页的“在手动模式下操作”。

3. 用手操作泵，让清水通过系统，直至清除浓缩液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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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计划
按照推荐间隔执行以下程序。

操作操作 每每 8  8 小时小时 每每 50  50 小时小时 每每 500  500 小时小时

检查油位 X
检查软管和接头 X
清洁过滤器的 Y 形接头 X
换油 使用首 50 小时后，以后每 500 小时。

检查安装硬件 X  

维护油
每使用 8 小时后，检查油位一次。使用首 50 小时后换油，以后每 500 小时换油一
次。

检查油位
1. 找到油位视窗以确定油位（图 1、图 2 和 图 4）。

2. 确保油位处于视窗中心。

3. 如有需要进行加油。请参阅：第 59 页的“加油”。

换油
操作首 50 小时后换油，以后每 500 小时换油一次。

放油
1. 跳开断路器。请参阅：第 60 页的“跳开和重置断路器”。

2. 拆下将泵固定到安装支架的硬件，并将它们放置在一旁（图 44）。

注：AQUIS 1.5 和 3.0 使用 4 个螺母和垫圈将泵固定到安装支架
上，AQUIS 6.0 使用 6 个螺母和垫圈将泵固定到安装支架上。

1 1

1. 硬件

图 44 

3. 在泵下方放置一个足够大的容器，以收集从储油箱中排出的所有油。

维修前排空管路。

在高压下喷射出的液体会造成
严重受伤。

高压
•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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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拧松并取下泵底部的放油塞（图 45）。

1

2

1. 排放口 2. 放油塞

图 45 

5. 让油排出。

6. 将放油塞安装到泵上（图 45）。

7. 使用放置在一旁的硬件将泵固定到安装支架上（图 45）。

加油
注：仅使用 SAE 30 无去垢性油。

1. 取下通风油盖，并将它放置在一旁（图 1、 图 2 和图 4）。

2. 使用下表确定您的型号的油容量。

型号型号 油容量油容量

AQUIS 1.5AQUIS 1.5 6.1 盎司（0.18 升）

AQUIS 3.0AQUIS 3.0 10.8 盎司（0.32 升）

AQUIS 6.0AQUIS 6.0 18.9 盎司（0.56 升）

3. 将指定油量加入储油箱中。

4. 使用观察窗确定储油箱内的油位。

注：AQUIS 3.0 和 6.0 上的油盖可用于确定油容量。

5. 将油盖安装到储油箱上。

完成换油
1. 将断流器设置到工作位置。

2. 安装护罩。请参阅：第 45 页的“安装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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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保险丝
注：仅使用符合以下规格的保险丝： 

• 20 毫米 x 5 毫米  
• 250 伏 2.0 安，延时型（慢熔型） 
• 低分断能力

1. 拆下护罩。请参阅：第 42 页的“拆下护罩”。

2. 跳开断路器。请参阅：第 60 页的“跳开和重置断路器”。

3. 在控制箱上找到保险丝座/盖，并将它取下。

4. 从保险丝座/盖中取下保险丝。

5. 安装更换保险丝。请参阅保险丝规格。

注意

仅使用指定额定值的保险丝。

.

使用错误的保险丝可能会
损坏设备。

设备损坏

伏
安

•

•

不要使用不同于指定值的保险丝进行更换。这样做会导致性能不佳或损坏泡沫
系统。

6. 将保险丝座/盖安装到控制箱中。

7. 安装护罩。请参阅：第 45 页的“安装护罩”。

跳开和重置断路器
1. 拆下护罩。请参阅：第 42 页的“拆下护罩”。

2. 找到断路器（图 46）。

3. 按下红色按钮以跳开断路器。

注：按下红色按钮会将黑色接触杆摆出，导致黑色接触杆摆出到跳开位置。

1 2

1. 泡沫泵 2. 注射/排放阀

图 46 

4. 将黑色接触杆摆入工作位置以重置断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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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带过滤器的 Y 形接头
每使用 50 小时，清洁 Y 形接头一次。

1. 关闭供给罐处的断流阀。

2. 理解并遵循泡沫浓缩液制造商提供的安全说明。

3. 在过滤器下方放置一个容器，以收集从过滤器排出的浓缩液。

4. 取下 Y 形接头末端的盖子（图 47）。

12

3

1. Y 形接头 2. 过滤器 3. 盖子

图 47 

5. 从 Y 形接头上取下过滤器。

6. 冲洗掉过滤器中的碎片。

7. 将过滤器插入 Y 形接头中。

8. 将盖子固定到 Y 形接头（图 47）。

9. 打开供给处的断流阀。

检查软管和接头
每使用 50 小时，检查软管和接头一次。

• 检查软管是否出现磨损、老化和泄露。

• 检查接头是否出现老化和泄露。

检查安装硬件
每使用 500 小时，检查安装硬件一次。

• 确保安装硬件没有出现氧化现象。

• 确保安装硬件将泵牢固固定到设备上。必要时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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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现象现象 可能的原因可能的原因 解决办法解决办法

泡沫泵正在运行，但没有产生流量。 泡沫泵未初给。 初给泡沫泵。

浓缩罐为空。 向罐内添加浓缩液。

过滤器被堵塞。 清理或更换过滤器。

断流阀关闭。 打开断流阀。

止回阀未打开。 清理或更换止回阀。

进水阀未打开。 用水对泵的抽吸侧加压，以清除干泡沫。

泡沫溶液从排放口中排出的时间太长。 系统配备冲洗阀或双罐，每次使用后都彻底冲洗。 冲洗完 B 级泡沫后，一定要用 A 级泡沫初给系统。大多数 A 级泡沫的腐蚀性较
弱，无需冲洗泡沫泵 - 在关闭系统后只需冲洗泡沫歧管。只有在使用 B 级泡沫后
才需要冲洗泡沫泵。

泵发生初给损失。 空气正在进入浓缩液供给软管。 维修或更换老化的软管或密封不当的接头。

浓缩液供给软管被堵塞、已损坏或过小。 修理或更换软管。

泡沫浓缩液太粘稠（超过 2000 厘泊）。 使用粘度较低（低于 2000 厘泊）的泡沫，并校准使用泡沫的系统。

正在向溶液中喷射过多的浓缩液。 速度传感器未对齐或未调整。 检查速度传感器的对齐情况。

流量计未校准。 校准流量计。

系统正在手动模式下运行。 要进入或退出手动模式，请参阅：手动 OIT 的未来参考信息，以及数字 OIT 的未
来参考信息。

泡沫系统未校准。 校准泡沫系统。

泡沫控制模块有缺陷。 更换泡沫控制模块。

正在向溶液中喷射的浓缩液不足。 流量计未校准。 校准流量计。

泡沫系统未校准。 校准泡沫系统。

泡沫浓缩液太粘稠（超过 2000 厘泊）。 使用粘度较低（低于 2000 厘泊）的泡沫，并校准使用泡沫的系统。

无论泡沫泵是开启还是关闭，泵都全速
运行。

控制器出现故障。 更换控制器。

电源接反了。 更换控制器 - 电源接反会瞬间导致控制器损坏。

无论泡沫系统是否开启，泡沫泵都全速
运行。

控制器与机箱之间存在接地不良。 维修或更换地线或接地线。

当泡沫系统启用时，OIT 上的绿灯没有点
亮。

线缆连接不正确。 确保已正确连接所有线缆。

控制器与机箱之间存在接地不良。 维修或更换地线或接地线。

电压不正确。 确保供电电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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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系统不输出浓缩液。 电源未打开。 打开电源。

泡沫过滤器被堵塞。 清理或更换过滤器。

泄压阀设置过低。 重置或更换泄压阀。

断流阀关闭。 打开断流阀。

喷射/旁通阀处于旁通位置。 将阀设置为喷射位置。

泡沫浓缩液太粘稠（超过 2000 厘泊）。 使用粘度较低（低于 2000 厘泊）的泡沫，并校准使用泡沫的系统。

泡沫泵和 OIT 都有电源，但在启用时不喷
射浓缩液。

所有泡沫排放管路中都没有水。 让水通过兼容泡沫的排放管路流出。

流量计线缆出现故障。 更换流量计线缆。

流量计上的叶轮被堵塞或已损坏。 清除障碍物或更换流量计。

流量测量出现意外。 在菜单中选择了不正确的测量单位。 采用其他测量方法或更改菜单中的度量单位。

OIT 显示“nCon”。 浓缩液供给罐为空。 向罐内添加浓缩液。

浓缩液罐液位开关出现故障。 维修或更换开关或线缆。

手动 OIT 上的红色 LED 亮。 浓缩液供给罐为空。 向罐内添加浓缩液。

浓缩液罐液位开关出现故障。 维修或更换开关或线缆。

混合液未按预期从喷嘴输出。 混合比例设置过低。 增大混合百分比。

泡沫系统未初给。 初给泡沫系统。

泡沫量低。 增大混合百分比。

OIT 不亮。 OIT 没有接通电源。 检查控制器的电源线缆和 OIT 线缆。

车辆上的主电源未启用。 启用主电源。

断路器开关已跳开。 重置断路器。

当水流经流量计或岐管时，OIT 上的绿色 
LED 不闪烁。

流量计线缆出现故障。 更换流量计线缆。

流量计上的叶轮被堵塞或已损坏。 清除障碍物或更换流量计。

OIT 显示水平条。 OIT 与控制器之间出现通信错误。 确认线缆上的针未弯曲，如果已损坏则更换线缆。请联系 Waterous 更换控制
箱。

泡沫浓缩液进入水箱。 浓缩液被倒进水箱。 冲洗水箱。

水箱和泡沫罐之间存在泄漏。 修理或更换泡沫罐。

水道中的止回阀出现故障。 清除障碍物或更换止回阀。

泡沫岐管的排出管路未隔离。 隔离泡沫岐管的排出管路。

OIT 上的绿色 LED 不亮，但显示了一个
值。

泡沫系统未开启。 按下 foam [泡沫]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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