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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 1948

超过70年 
CWT -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是一个家族企业，在德国拥有自己的水处理技术工厂。最先进的技术生

产出的最高品质的设备，加上持续的技术研发和投入，造就了成功的产品线：

您可以在这一参考手册中找到一系列沃肯(Vulcan)抑垢除锈系统在全球的应用

实例，包括私人、商业和工业应用。您也能找到大量关于环保型物理水处理法

工作原理、沃肯(Vulcan)系统专业电脉冲法的研究报告以及科学论文。

电脉冲阻垢系统

软水机的环保替代品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Köpenicker Str. 154
10997 柏林

德国

 
沃肯(Vulcan)在中国互联网: 
www.vulcan-water-china.com

电话:  +49 (0)30 - 23 60 77 8-25
传真:  +49 (0)30 - 23 60 77 8-10
邮件:  info@cwt-international.com

CWT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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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kane公立学校餐厅

美国

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ment NA LLC 
2607 Bridgeport Way W Ste.1J 
University Place,WA 98466 
www.iwtna.com 

沃肯(Vulcan)在学校餐厅的应用 

尊敬的 CWT 团队, 

 

        自从安装了沃肯(Vulcan)，蒸汽转化炉的情况有了巨大改

善。水从加热盘管中央的管道中注入，盘管内部的风扇将水吹过

盘管，然后以水蒸气的形式流出。此设备的运行温度是 35˚F。您

在盘管上看到的白色物体呈粉末状，可以用湿布轻易擦除。无需

用更多的化学剂来清洗转化炉。 

 

        但我们发现，与之前使用的传统软化水系统相比， 

沃肯(Vulcan)在学校餐厅中的效果甚至更好。总的来说，我们能

够确定沃肯(Vulcan)处理技术很有效，能减少维修人员的工作

量。 

 

        安装在整栋建筑体系中的沃肯(Vulcan)装置也极其高效。周

末和圣诞假期过后，也不见锈水了。我们打算将下一个 

沃肯(Vulcan)安装在另一栋已有 20-25 年历史的学校建筑上。 

 

        最后一个沃肯(Vulcan)装置安装在了主冷却塔上 - 安装后我

们收到的全部都是正面的评价。很快我们就会收到更多的订单。 

 

 

诚挚的问候 

Arne Ve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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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uritlabs, Inc. 3345B North Monroe St Tallahassee, FL  32303

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Vulcan S25

位置:  Waffel House餐厅

Tallahassee
 佛罗里达

安装区域:  主水管道

安装单位: Ackruitlabs, Inc.

Waffle House餐厅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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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astle汉堡餐厅 ― 印第安纳波利斯

美国

沃肯(Vulcan)水处理设备安装 

安装地点: White Castle #49餐厅,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型号:  Vulcan 3000 (安装在管线中，位于碳过滤器后面)
  Vulcan 5000 (安装在主进口管线上，位于5微米碳

过滤器前面)

White Castle #49 餐厅 – 4月14日

R2D2只投入使用了三周，您就能看到水管线上

的不锈钢已经被锈蚀了。供给R2D2的水已被改

成是在经过标准的25微米碳过滤器之后但在5微
米碳过滤器之前供给。

Vulcan5000虽位于主管线上，但是安装于25微
米过滤器之前。Vulcan3000则是安装于碳过滤器

后面的管线中。

因此，Vulcan3000和Vulcan5000的安装成功地

解决了这一硬垢积聚难题。 安装沃肯(Vulcan)之前- 

仅三周后，不锈钢上就会出现钙化线。

安装沃肯(Vulcan)前- 4月14日
硬钙会沉淀在水锅里

安装沃肯(Vulcan)后- 5月12日
水锅里的钙沉淀减少 95% 

在3.5周后减少95％的钙沉淀

干掉的水锅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White Castle #49餐厅非常成功地使用了沃肯(Vulcan)之后，我们也在纽约的White 
Castle #32餐厅以及新泽西的White Castle #38餐厅安装了Vulcan3000和Vulcan5000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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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astle餐厅 #32 – 5月5日

我们在通往White Castle #32餐厅的主进口管线

上安装了Vulcan 5000，在制冰机上的碳过滤器

后面安装了Vulcan3000。

R2D2得到清理，一些地方的钙沉淀也被完全清

除。水管线路上的水锅里有一些轻微的凹痕。

安装沃肯(Vulcan)之前 - 水锅里有硬垢堆积

安装沃肯(Vulcan)之后 - 现在水锅里面已完全没有水垢

沃肯(Vulcan)水处理设备安装 

安装地点: White Castle #32餐厅, 美国纽约

型号:  Vulcan 3000 (安装在制冰机上，位于碳过滤器的后

面)
  Vulcan 5000 (安装在主进口管线上)

3

White Castle汉堡餐厅 ― 纽约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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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övenpick 餐厅

德国

Mövenpick 餐厅

波茨坦

致：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Charlottenstraße 18
10117 柏林

推荐信

敬启者：

我们Mövenpick餐厅在2000年1月开张。之后不久，我们发现冰激淋机上堆起了很厚的一层水垢。这些

钙化的水垢只能一点一点地清除掉，非常费时。为了避免潜在的损失，我们安装了一个短期的水垢过滤

器。但这种过滤器的可运作时间有限，成本很高。

在参观一个商品展销会时，我们咨询了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CWT)公司看是否有其他的方法。

随后我们安装了Vulcan 5000抑垢除锈系统，现在冰激淋机已经平稳运行10个月了。

水垢，尤其是积聚在碎冰机上的水垢，由于被转换成细粒构造，现在很容易就能清除。

我们希望CWT公司和他们的优秀产品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谨上

Marcel Charrier
经理

Mövenpick 餐厅, 波茨坦

www.moevenpick.com | Mövenpick Restaurants Deutschland GmbH

保护制冰机的沃肯(Vulcan) 

保护冰激凌机的沃肯(Vulcan) 现在软垢能被轻易清除

Vulcan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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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 Water Margin 餐厅

英国

The O2

Novari (at the O2) LIMITED 
Registered office: 23 Entertainment Avenue, The O2, Greenwich, London, 

SE10 0DY 
Tel: 020 88584510   Fax: 020 88589696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8316802 

致有关人士：

         我们是一家非常繁忙的餐厅，位于伦敦02竞技场，能容纳300人。我们过去面临的

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玻璃和管道清洗机、水槽、器具和马桶中的水垢积聚。我们

过去安装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来清除这些水垢，但是效果甚微，还带来了更高的维修和

更换费用，并增加了设备清洗的成本。 

          自从CWT公司在我们公司安装了Vulcan S25，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注意到情况

发生了持续的实质性改进。我们的器具、餐厅水槽和洗手间已完全没有了水垢，餐具

也更加干净。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清洁剂的使用，减少设备和产品的清洁工作，帮我们

节省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安装VulcanS25的成本。我们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水垢和重洗餐

具的困扰，顾客的抱怨也大大减少，使得餐厅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运营。

          很高兴地告知您，我们非常满意Vulcan S25除垢装置。另外，我们想特别指出

CWT团队精湛的专业水平帮我们解决了水垢难题，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我们强力推

荐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希望其他客户也能尽快安装这一设备。

谨上，

Chin Lam 
CEO 

The O2

Novari (at the O2) LIMITED 
Registered office: 23 Entertainment Avenue, The O2, Greenwich, London, 

SE10 0DY 
Tel: 020 88584510   Fax: 020 88589696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8316802 

致有关人士：

         我们是一家非常繁忙的餐厅，位于伦敦02竞技场，能容纳300人。我们过去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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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持续的实质性改进。我们的器具、餐厅水槽和洗手间已完全没有了水垢，餐具

也更加干净。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清洁剂的使用，减少设备和产品的清洁工作，帮我们

节省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安装VulcanS25的成本。我们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水垢和重洗餐

具的困扰，顾客的抱怨也大大减少，使得餐厅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运营。

          很高兴地告知您，我们非常满意Vulcan S25除垢装置。另外，我们想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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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希望其他客户也能尽快安装这一设备。

谨上，

Chin Lam 
CEO 

The O2

Novari (at the O2) LIMITED 
Registered office: 23 Entertainment Avenue, The O2, Greenwich, London, 

SE10 0DY 
Tel: 020 88584510   Fax: 020 88589696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8316802 

致有关人士：

         我们是一家非常繁忙的餐厅，位于伦敦02竞技场，能容纳300人。我们过去面临的

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玻璃和管道清洗机、水槽、器具和马桶中的水垢积聚。我们

过去安装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来清除这些水垢，但是效果甚微，还带来了更高的维修和

更换费用，并增加了设备清洗的成本。 

          自从CWT公司在我们公司安装了Vulcan S25，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注意到情况

发生了持续的实质性改进。我们的器具、餐厅水槽和洗手间已完全没有了水垢，餐具

也更加干净。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清洁剂的使用，减少设备和产品的清洁工作，帮我们

节省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安装VulcanS25的成本。我们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水垢和重洗餐

具的困扰，顾客的抱怨也大大减少，使得餐厅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运营。

          很高兴地告知您，我们非常满意Vulcan S25除垢装置。另外，我们想特别指出

CWT团队精湛的专业水平帮我们解决了水垢难题，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我们强力推

荐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希望其他客户也能尽快安装这一设备。

谨上，

Chin Lam 
CEO 

The O2

Novari (at the O2) LIMITED 
Registered office: 23 Entertainment Avenue, The O2, Greenwich, London, 

SE10 0DY 
Tel: 020 88584510   Fax: 020 88589696 

Registered in England No. 8316802 

致有关人士：

         我们是一家非常繁忙的餐厅，位于伦敦02竞技场，能容纳300人。我们过去面临的

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玻璃和管道清洗机、水槽、器具和马桶中的水垢积聚。我们

过去安装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来清除这些水垢，但是效果甚微，还带来了更高的维修和

更换费用，并增加了设备清洗的成本。 

          自从CWT公司在我们公司安装了Vulcan S25，在过去的三个月，我们注意到情况

发生了持续的实质性改进。我们的器具、餐厅水槽和洗手间已完全没有了水垢，餐具

也更加干净。这些都有助于减少清洁剂的使用，减少设备和产品的清洁工作，帮我们

节省的花费甚至超过了安装VulcanS25的成本。我们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水垢和重洗餐

具的困扰，顾客的抱怨也大大减少，使得餐厅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运营。

          很高兴地告知您，我们非常满意Vulcan S25除垢装置。另外，我们想特别指出

CWT团队精湛的专业水平帮我们解决了水垢难题，感谢他们提供的帮助。我们强力推

荐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希望其他客户也能尽快安装这一设备。

谨上，

Chin Lam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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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klewood 餐厅 
美国

沃肯(Vulcan)除垢系统 

在Cricklewood餐厅的运用 

Santa Rosa,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Santa Rosa 
California, USA 

Location: CricklewoodRestaurant 
  Santa Rosa 
  California, USA 

Installed Vulcan Descaler 
unit:  from CWT  

洗碗机已经不再有垢 Vulcan 3000 

CWT   Quest Green Solutions 
经销商:                Santa Rosa, California 

E.E. U.U. 

安装位置: Cricklewood 餐厅

  Santa Ros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E.E. U.U. 

安装型号: Vulcan 3000    

Cricklewood Restaurant Santa Rosa, California - E.E.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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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ies 海滨烧烤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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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zer 巧克力制品厂

芬兰

Fazer 糖果企业

Fazer是芬兰的领先糖果企业，是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的龙

头企业之一。该企业最初是作为赫尔辛基中心的“法式-俄

式糖果库”，于1891年由Karl Fazer创立。

在糖果行业，Fazer是芬兰的市场领导者，也是波罗的海

地区实力雄厚的企业之一，其产品出口到40余个国家。

Fazer国际知名品牌有: Karl Fazer、Geisha、Dumle、

TuttiFrutti、Xylimax、Marianne、Tyrkisk Peber、Pantteri 和

Ässä。

Fazer的糖果工厂位于芬兰，该工厂安装了Vulcan S25装置，

安装位置是生产巧克力的冷却系统上。

安装地点: Fazer

  Konsernijohto

  Fazerintie 6, Vantaa

  PL 4

  00941 芬兰赫尔辛基

安装公司: VesiTekno Oy

  Ylästöntie 121 A

  01740 Vantaa

  芬兰

  www.vesitekno.fi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安装位置:

赫尔辛基Fazer巧克力生产工厂的

冷却系统 

Fazer工厂:   

位于赫尔辛基的Fazer巧克力生产工厂

航拍镜头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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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ard 肉品厂

法国

BIGARD 肉品厂
Bigard集团是法国领先的肉品加工商（每年加工的肉品超

过500,000公吨）。

Vulcan S25装置被安装在负责清洗白色容器的机器上，

这些白色容器的一侧贴有条形码。

在安装沃肯(Vulcan)之前，积聚的水垢使得扫描机无法读

取条形码。安装沃肯(Vulcan)之后，扫描机可以正确读取

条形码。Bigard现在的维护费用正不断降低，清洁洗涤机

和白盒的时间也在减少。

用于清洁白色容器的洗涤机 白色容器和条形码上再无水垢

安装Vulcan S25装置时，管道和脉冲电缆外都重新包有绝缘材料

www.bigard.fr

Vulcan 安装地点: 
BIGARD 肉品厂 

法国

安装公司:
法国CWT Preval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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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厂

隔油池方案                         安装实例

尊敬的CWT团队：

沃肯(Vulcan)装置设计可靠，安装便捷。LED灯会不

断闪烁以显示处理的进程，简单明了。

我将安装沃肯(Vulcan)前后的隔油池情况进行了对

比。安装前，我打开出油口时能闻到强烈的气味。而

安装后一个月，我打开出油口时发现这种气味已经没

有了。

 

同时也不再需要每月一次的定期清理了。

沃肯(Vulcan)的功效和清理间隔期还需要根据年度观

察情况来确定。不过我相信清理量会显著减少。

真诚的，

工厂经理

安装沃肯(Vulcan)前 安装后3个月 - 油脂更均匀整洁

23-11, 3 Chome, Nishibori Sakura-Ku, Saitama-Shi Saitama Pref 338 - 0832 Japan 

食品厂隔油池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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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酒厂 安装Vulcan 3000 后水垢沉淀彻底清除

Grand Traverse 酿酒厂

安装的详细信息

型号:    Vulcan 3000

安装地点:   Grand Traverse 酿酒厂

    Traverse City, MI 49686

安装位置:   主要进水口

安装单位:   Salt-Free Water Systems LLC
    1429 Casco Bay Cir.
    Cicero, IN  46034
    www.vulcan-usa.com

Grand Traverse 酿酒厂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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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2 x Vulcan S25

位置:      Namysłów 酿酒厂

安装区域:   主水管道

客户的反馈

"安装了 2 台 Vulcan S25 系统后， 

Namysłów酿酒厂对设备的效果感到很

满意。"

2 台 Vulcan S25 处理整个啤酒厂的用水。

NAMYSŁÓW啤酒厂坚持延用700年传统酿造艺术的原

则。NAMYSŁÓW的啤酒由最高品质的天然原料制成，采

用开放式大桶发酵，为其啤酒创造了独特的风味。

W W W . N A M Y S L O W . C O M . P L

Namysłów 酿酒厂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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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el SINAI                                                                                                                                                                                                        

" Les Aires "    

Route du Destet - Quartier des Calans   
13520 MAUSSANE LES ALPILLES        

                                       

致 
CWT            
Köpenicker Str. 154 
10997柏林 

德国 

 

 

案例编号: 12102680 Vulcan 5000 
 

 

        

 

 
敬启者： 

 

 

我在巴黎BATIMAT展销会上经推荐购买了这一装置。 

 

 

我们这地区（普罗旺斯）的水尤其富含矿物质钙，安装沃肯(Vulcan)除垢产品后，在正常运行情况下，

我们的高仪不锈钢水龙头上已再没有了水垢的痕迹。 

 

 

祝好。 

   

Marcel SINAI            

橄榄油生产商 

Marcel SINAI "Les Aires" 橄榄油生产业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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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erswalder Wurst 香肠生产业

德国

EWG Eberswalder Wurst GmbH

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Heinrich-Heine-Str. 15

52249 Eschweiler

敬启者：

我们使用贵公司的沃肯(Vulcan)脉冲技术已有一年多，效果非常好。

在真空包装香肠的巴氏灭菌过程中，尽管使用了化学剂如硬水稳定剂和防锈剂，但是管道和储罐中仍积聚了大量的水垢沉淀，只能每

年用强效化学清洗剂清理几次。

在强效清理并使用了贵公司的沃肯(Vulcan)技术六个月后，加热区仅有极少量的沉淀，而冷却区则丝毫没有任何沉淀。

现在，每年只需要清理一次这些沉淀，成本相当低。

我们希望贵公司的抑垢除锈技术推广能越来越成功。

EWG Eberswalder Wurst GmbH

EWG Eberswalder Wurst GmbH
Eberswalder ... Richtig gut die Wurst

Helmut Schwendler

工程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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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CWT) 亲自安装

EWG Eberswalder Wurst GmbH
Eberswalder ... Richtig gut die Wurst

香肠包装线

克里斯蒂先生与客户在沃肯(Vulcan)安装现场 生产线

Vulcan 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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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 Zimmermann 奶酪乳制品生产业  

瑞士

K & P Zimmermann
Cheese Dairy
2333 La Ferrière
032 961 11 53

CWT International
Mr. W. Kurt
4103 Bottmingen

La Ferrière

CWT生产的Vulcan S25在瑞士La Ferrière 奶酪乳制品厂- K & P Zimmermann 进行三个

月测试后的结果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铬合金管上的水垢沉淀减少，且更易清除 - 只需湿抹布即可，无需化

学剂。平底锅中也没有太多的水垢附着，且容易清除。

安装Vulcan S25 一个月之后，我们用一个锈铁钉做了一个测验。两周之后，铁钉变干净

了。

总结：对我们而言，沃肯(Vulcan)是简单易行的抑垢除锈解决方案，能保持管道系统和

设备的清洁。我们对维修的需求减少，并节省了一笔费用。

诚挚的问候

K. Zimmermann

CWT Vulcan S25 - 3 months-test in the cheese dairy and apartments of K & P 
Zimmermann in La Ferrière in Switzerland

The chrome pipes have visible less scale deposits and it is easier to clean them - just with a  
damp cloth. Also in the pans the scale doesn‘t attach so much and it is easy to remove.

One month after the installation of Vulcan S25, we made a test with a rusty nail. After two 
weeks the nail was clean.

Summary: For us is Vulcan the easy solution against scale and rust and keeps our piping 
system and appliances clean. We need less maintenance and save money wi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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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ce Danone 乳制品生产业

突尼斯

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2 x Vulcan 3000

安装地点:   Delice Danone Usine
   突尼斯

安装单位:   STPE sarl Tunisie

突尼斯乳制品生产业

鲜乳制品部门生产并销售乳制品和其他特制发酵

乳制品，在这一背景下，Danone依据自身实力

拓展其生产范围，不断从口味、口感、成分、营

养成分或包装等方面推出新产品。其品牌包括

Activa、Oikos 希腊酸奶 & Danone 儿童酸奶。

Vulcan 3000 安装在Delice Danone 工厂 Vulcan 3000 安装在Delice Danone 工厂

牛奶生产 牛奶生产

STPE sarl Société de Traitement Physique de L‘eau 16 Avenue Tahar Sfar  Sousse 4000 Tunisie - www.cwt-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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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z Häcker 明胶生产业

德国

Fritz Hächer GmbH + Co. KG . Postfach 1265 . D-71655 Vaihingen/Enz

致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Attn. Mr. Cedric Christiani 
Köpenicker Strasse 154
10997 柏林

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

尊敬的克里斯蒂先生：

我们公司属于胶粘剂行业，创立之初就是生产明胶。生产明胶的萃取工艺通常需要大量的水，因此我们拥
有自己的深水井用以抽取所需要的水。由于本地区的地质情况，地下水相对较硬，因此不可避免地蓄水池
中积聚了厚厚的一层水垢，只能用化学剂才能清除其中的一部分水垢，热水器也受到相对较快的钙化作用
制约和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集中热水供应系统中安装了贵公司的沃肯(Vulcan)系统。其效用让我们很惊喜，
没想到关于这一水处理系统的意见居然还存在很大的分歧。

沃肯(Vulcan)物理水处理法显著减少了附着在蓄水池和管道表面的水垢，因此去除石灰质沉淀物的频率大幅
降低，节省了相当大的一笔成本。

我们相信这些系统的运行能力，对其服务我们只能找到溢美之词。因此，我们一定会继续与贵公司合作。

诚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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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arty 旅游休息站

美国

Moriarty 旅游休息站

在我们Moriarty N.M.这里，水质非常硬。

我们必须经常清理旅游休息站。尤其淋浴头是一个特别

棘手的问题，堵塞的淋浴头必须不断清洁和擦洗，以保

持清洁。硬水也对锅炉和热水器造成破坏。

自从安迪在主管道上安装了Vulcan S100 水处理产品

后，我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些淋浴器变得更加清洁，水

中的异色也消失了！

在我们的乡村餐厅(Country Pride restaurant)，服务人

员注意到巨大的变化:冰茶和咖啡色泽更清澈、玻璃器皿

和餐具更清洁、制冰机制造出更干净的冰块！我们对结

果非常满意。谢谢Vulcan！

诚挚的祝福,

John Hathaway GM
Jack Reneker AGM
TA Operating LLC
Moriarty, NM 87035

Vulcan S100  安装在主要供水管道上

加油 补充 提神 修理 协助 提款



酒店/公寓/温泉/娱乐中心

Hotels
Apartment Buildings
Spas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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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Memories Splash Punta Cana 
多米尼加共和国
www.grandparadisebavaro.com 

安装单位:
InterClima

安装型号:
2 x Vulcan S500
1 x Vulcan S100

安装应用:
Royalton Punta Cana度假村&赌场是一个拥有1000个房间的度假村，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蓬塔卡纳的海滩上。

我们在主输水管道上安装了两个Vulcan S500，用以防止水垢积聚，并提高三个冷却塔的工作效率。

通过热水器/锅炉负责给整个度假村和赌场供应热水，因此我们在度假村的主热水系统上也安装了一个 
Vulcan S100，用以清除热水器/锅炉里的水垢，并防止水垢积聚。

Interclima Corp. | 5805 Blue Lagoon Drive, Suite 175, Miami, FL 33126 | 305-260-0229 | www.inter-clima.com

Memories Splash Punta Cana 度假村鸟瞰图

Vulcan S500 的保护外壳 Vulcan S500 的脉冲带环绕

Royalton 蓬塔卡纳度假村 & 赌场

多米尼加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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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 Green Solutions 
The Vulcan Descaler 
P.O. Box 6662 
Santa Rosa, CA 
 
 
 
致研发团队： 

 

从贵公司购买Vulcan 5000后，我们写这封信来告知

您使用效果。我们是一个拥有18个房间的汽车旅馆，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卡什溪镇，距温哥华

东北部大约4小时的车程。 

 

 

由于一直受到硬水问题包括清理和硬水沉淀的困扰，

我们购买了贵公司的产品。这些问题最明显的地方是

我们的浴室:我们发现，那些沿着和接近浴缸缝隙的

地方以及淋浴器周围的墙面上积聚的硬水沉淀，过了

几年之后已经无法清除干净。我们预计3到4年后将不

得不更换淋浴器周围的墙壁。 

 

 

困扰我们的不仅如此，马桶内部也经常有水线水渍和冲水水渍，浴缸和浴室的洗漱池和水龙头处也有明

显的硬水水渍。我们的客房玻璃水杯即使用洗碗机也无法清洗干净，通常还会留有干燥后矿物质积聚而

成的斑点。我们的白床单也无法长时间保持“洁净如新”，几个月之后就变成了暗黄色。每隔几年，由

于积垢越厚造成流入客房的水压变小，我们的热水箱和热水铜管

的弯头和连接处需要不断被拆开来清理水垢。 

 

 

当我们第一次打开弯头检查时，我们非常震惊地发现水管中只剩

一个比针孔稍大的空间让水流过。我们客房的电水壶内水垢积聚

的情况也很严重，经常需要定期把它们冲洗出来。 

 

 

安装了Vulcan 5000后，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设备非常容易安装且没有隐忧。几天后，我们

发现客房的玻璃水杯完全干净锃亮，没有斑点，真正如水晶般明亮通透。我们对这一效果非常满意。房

间服务员反馈说水龙头和旋塞处也更加易于清洁。我必须得说它们的确变得更加光亮整洁，不过我们希

望过段时间之后，它们能更加洁净如新。 

 

 

浴盆和周围墙壁上的水渍斑点情况也有所改善，不过最好的检测方法还需要看从现在起一年后的效果以

及新增的安装数量。尽管在使用初期很难下结论，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看到的效果，我们认为随着时间流

逝管道会得到清理。水垢严重积聚的典型标志就是，打开洗衣间的水龙头，然后等待一段时间，这期间

不要调整水龙头，水流会越来越小，我们就必须拆开水管进行手动清理。现在我们估计已经无需这么清

理了，我们安装了 Vulcan 5000 仅仅很短一段时间（一个半月），其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我们非常满意。 

 

 

真诚的， 

Hal 和 Karen 
Sage Hills汽车旅馆 

Sage Hills 汽车旅馆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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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Karnavat i  俱乐部酒店

成立于1989年，Karnavati俱乐部酒店是印度艾哈迈达

巴德城市中最着名的俱乐部和娱乐组织。该俱乐部面

积达50万平方英尺，位于Sarkhej-Gandhinagar高速公

路上。

安装型号: 1 x Vulcan S100 处理游泳池

 1 x Vulcan S100 处理一般设施

授权经销商:                                 Agencies PVT Ltd

Karnavati Club Ltd.

安装了两组 Vulcan S100 盐基软化剂被 Vulcan S100 取代

Karnavati 俱乐部酒店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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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细节

型号：  Vulcan 5000

安装地点:  北京永定路如家精选酒店。

安装在酒店进水总管路，分两路，一路为采暖系统解决电热水器、换热器结垢问

题，另一路为供水系统解决客房、洗手盆、马桶、卫生间结垢问题。

处理区域: 120间客房, 楼高5层

安装公司: 北京沃之肯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如家精选酒店

如家酒店是中国商务酒店规模最大的品牌，目

前在全国350余个城市拥有2800余家酒店。如家

酒店多年获得中国金枕头奖“中国最受欢迎经

济型连锁酒店品牌”殊荣。

2015年，如家酒店以4.79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被

世界上的传播集团WPP列入中国品牌100强，居

酒店行业之首。

Vulcan 5000 安装在酒店进水总管路

www.bthhotels.com/homeinn

北京如家精选酒店

北京如家精选酒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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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an S10 安装在酒店生活热水系统

www.vulcan-beijing.com

安装细节

型号：       Vulcan S10

安装地点:  北京明豪戴斯酒店

安装在酒店生活热水系统，解决

板换、花洒喷头结垢问题

处理区域: 套房193间、健身房、会议厅

安装公司: 北京沃之肯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明豪戴斯酒店

由美国戴斯酒店集团管理的国际四星精品商务

酒店。酒店的高级间客房面积从32至83平方米

不等，酒店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北京空港天竺

经济开发区，与新国际展览中心咫尺之遥，距

北京首都机场5分钟车程

北京明豪戴斯酒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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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精品酒店

德国

Q! Hotel -  Knesebeckstr. 67 Berlin

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Heinrich-Heine-Str. 15

D-52249 Eschweiler

回复：从 「Q! 精品酒店」 的推荐信！ 

尊敬的克里斯蒂先生：

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我们对您提供的沃肯(Vulcan)除垢系统非常满意。

我们经营的是酒店生意，要保证环境清洁，因此对我们而言，尽最大努力清除水垢尤为重要。就客

房和酒店设施的日常清洁工作而言，保持高度清洁至关重要，您提供给我们的装置为我们目标的实

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Vulcan S25装置让我们酒店设施的日常清理变得更加容易，我们也无需再像以前一样用那么多清洁剂

进行清理，因此节省了大量的清洁剂。

我想就其中的一个效果表达赞赏，经该装置转换的水垢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沉淀到配件和玻璃板上，

因此我们能毫不费力地确保淋浴器和配件上不再有水垢。

因此，我们酒店向其他客户倾情推荐此款装置。我们也很感谢贵公司给予我们一段时间的试用期用

以测试该装置。

诚挚的

Gordon Deckelmann

技术总监/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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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Mercure 酒店

德国

Leopoldstr. 120 • 80802 Munich• Germany

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Heinrich-Heine-Str. 15
D-52249 Eschweiler
    

回复：物理水处理装置 Vulcan S100

慕尼黑

尊敬的克里斯蒂先生：

我们很高兴通知您，贵公司的水处理装置安装以后，运行得非常好，我们也十分满意。

我们酒店共拥有超过65间客房。水处理装置安装后不久，积聚在我们酒店淋浴器和淋浴

喷头上的水垢仅剩薄薄一层，很容易清除，已经无需再用乙酸或其他强酸来清除。因此

我们现在花费最小的力气就可以保持卫生设施的清洁，并且耗电量更少，节约了酒店开

支。同时，我们不再使用强效清洁剂，为环境保护作出积极贡献。

这套水处理装置能够与环境相协调并能以较低运行成本（每年的电费大约是10欧元）带

来最佳的效益，我们很高兴能拥有这样的一套设备。而且，这套装置彻底解决了我们之

前每天都需要面临的令人难以容忍的难题。

我们对这套装置非常满意，因此也非常乐于向其他的客户推荐贵公司以及贵公司的产

品。

您最真诚的,

Horst Schneider
经理

MÜNCHEN SCHWA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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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细节

型号：		 	 	
Vulcan S100

安装地点:
北京大成路九号酒店
中国北京

应用范围：
生活热水

CWT安装授权经销商:		 	
北京沃之肯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范围详述：
北京大成路九号是一家拥有375间客房,	楼高16层的酒店，位于北京市中心。集旅游、休闲、商
务为一体的酒店。

Vulcan	S100被安装在酒店主热水管道系统,	以消除和防止生活热水换热器的水垢问题。

Vulcan S100安装在北京的酒店 检测沃肯(Vulcan)脉冲区域

北京大成路九号酒店
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九号

www.vulcan-beijing.com

北京大成路九号酒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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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略卡岛 Possessio Binicomprat 古迹酒店

西班牙

Product  N°  100

Pag N° 100-03
Vulcan - 安装实例 电 子 抑 垢 除 锈 系 统

Vulcan S10 处理一般冷水管

Vulcan 5000 用于第一条循环热水管道 Vulcan 3000 用于第二条循环热水管道

___________ ...your Balearic Lifesty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guaris Ecological Systems for Water S.L.  |  Vulcan Exclusive Distributor on the Balearic Islands - Mallorca - Spain  

www.aguaris.com

酒店  Agroturismo 

Possessio Binicomprat 

Algaida  - Mallorca  西班牙马略卡岛
www.fincabinicomprat.com

Agroturismo Possessio Binicomprat 酒店的

历史可追溯至1511年，是马略卡岛重要的古

迹遗产。

处理区域:  11 间浴室 | 1 间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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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略卡岛 Can Torna 酒店

西班牙

Product N°  100

Pag N° 100-04
Vulcan - 安装实例 电 子 抑 垢 除 锈 系 统

Vulcan S10 用于游泳池循环管道

Vulcan 5000 用于第一条循环热水管道 Vulcan 5000 用于第二条循环热水管道

酒店 Agroturismo 

Can Torna

Eporles  - Mallorca  西班牙马略卡岛
 www.cantorna.com

" 我们提供给顾客所有的餐点都是绿色有机，其中

许多都是在Can Torna内手工制作，是艺术与自然

的共存恩赐。"

处理区域:  11  间浴室 | 2  间厨房 

Vulcan S10 处理一般冷水管

___________ ...your Balearic Lifesty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guaris Sistemas ecológicos para Agua S.L.  |  Distribuidor de Vulcan Exclusivo Islas Baleares - Mallorca - España
       ww.agua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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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Méridien N‘fis  
Avenue Mohamed VI, 
Marrakesh 40000, 
Morocco

www.lemeridien.com

沃肯(Vulcan)除垢系统参考证明

  为了清除和预防困扰我们泳池区和各种

水压装置的水垢水锈问题，我们从德国克里

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CWT)购买并安装了

Vulcan S25装置。

    Vulcan S25的使用效果令人非常满意，

因此对于以后在Le Meridien N'fis酒店出现的

任何水垢或水锈问题，我们打算都委托给沃

肯(Vulcan)除垢系列来解决。

谨致问候,

A Moursil.
技术总监

在Vulcan S25保护下的Méridien N'fis酒店的游泳池和温泉区

Meridien N׳Fis 酒店

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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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 June 1994utzuzizitzit

Your Water Treatment Device Vulcan 5000 Four week test

With this letter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insight into our experience with your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s we hAs we have a water hardness level of around 16 °e in Cadolzburg and as a spa have 
to use a great deal of water, we have always had problems with calcification of all 
kinds.

To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we have already us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devices from 
other manufacturers whose systems work according to a design similar to yours.  As 
these both failed, we had to take out  both products.

When we sWhen we saw how simple your system is, we were honestly fairly skeptical and even 
more so when we saw how your technician installed the product on our entry pipe in 
minutes with no tools.  Still after only a few days we noticed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calcium levels.  Where there was previously hard calcium deposits that had to be 
removed with cleaning fluids, now we saw just a light white film that could easily be 
removed.  We also saw that shower heads and water pearling devices no longer 
showed signs of calcification.  

WWe will, without a doubt, keep the Vulcan 5000 and attached is our check .  
Furthermore, ich wish you great success in convincing others and wish your 
company all the best.

Sincerely

Cadolzburg 酒店

德国

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Heinrich-Heine-Str. 15
52249 Eschweiler

您的水处理装置Vulcan 5000经过四周测试后

我想通过这封信来向您传达，使用贵公司的水处理系统后我们的所见所想。

在卡多尔茨堡，水的硬度是在280ppm左右。我们在这一地区有个温泉浴场，我们需要用到

大量的水，因此我们经常遇到水垢和水质钙化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用了其他生产厂家的两种不同的设备，他们的系统设计和你们的很

相似。不过这两种设备都没有效果，我们不得不将这两款设备取出。

当我们看到贵公司的系统如此简单，我们确实非常怀疑，当我们看到贵公司的技师几分钟内

就在我们入口管道上安装好了产品，甚至没用工具，我们就更加怀疑了。直到几天之后，我

们发现钙离子有了明显的变化:之前有些位置会有硬钙沉淀，而且必须得用清洁剂清除，现

在这些位置只有一层薄薄的白膜，很容易清除。我们也发现，淋浴喷头和洒头设施上也不再

有水质钙化的痕迹。

毫无疑问，我们将继续使用 Vulcan 5000 ，另附我们的支票。此外，我祝愿贵公司能为更多

的客户服务，并祝愿贵公司一切顺利。

14th June 1994utzuzizitzit

Your Water Treatment Device Vulcan 5000 Four week test

With this letter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insight into our experience with your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s we hAs we have a water hardness level of around 16 °e in Cadolzburg and as a spa have 
to use a great deal of water, we have always had problems with calcification of all 
kinds.

To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we have already us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devices from 
other manufacturers whose systems work according to a design similar to yours.  As 
these both failed, we had to take out  both products.

When we sWhen we saw how simple your system is, we were honestly fairly skeptical and even 
more so when we saw how your technician installed the product on our entry pipe in 
minutes with no tools.  Still after only a few days we noticed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calcium levels.  Where there was previously hard calcium deposits that had to be 
removed with cleaning fluids, now we saw just a light white film that could easily be 
removed.  We also saw that shower heads and water pearling devices no longer 
showed signs of calcification.  

WWe will, without a doubt, keep the Vulcan 5000 and attached is our check .  
Furthermore, ich wish you great success in convincing others and wish your 
company all the best.

Sincerely

14th June 1994utzuzizitzit

Your Water Treatment Device Vulcan 5000 Four week test

With this letter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some insight into our experience with your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s we hAs we have a water hardness level of around 16 °e in Cadolzburg and as a spa have 
to use a great deal of water, we have always had problems with calcification of all 
kinds.

To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we have already used two different types of devices from 
other manufacturers whose systems work according to a design similar to yours.  As 
these both failed, we had to take out  both products.

When we sWhen we saw how simple your system is, we were honestly fairly skeptical and even 
more so when we saw how your technician installed the product on our entry pipe in 
minutes with no tools.  Still after only a few days we noticed a clear difference in 
the calcium levels.  Where there was previously hard calcium deposits that had to be 
removed with cleaning fluids, now we saw just a light white film that could easily be 
removed.  We also saw that shower heads and water pearling devices no longer 
showed signs of calcification.  

WWe will, without a doubt, keep the Vulcan 5000 and attached is our check .  
Furthermore, ich wish you great success in convincing others and wish your 
company all the best.

Sincerely

Mitglied im
Verband Physikalische Therapie,
staatl. gepr. Masseure und med.
Bade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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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市日西寺

中国

日西寺位于优美的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海拔3000米左右，是历史悠久的寺庙，寺庙里
有活佛、喇嘛、居士多人，使用的水源来自于高山山泉，丰富的矿物质使得水质比较硬，生
活中的饮水透过电加热及煤气煮沸，在壶内壁形成白色水垢，太阳能热水器也使用同样的水
源，使用时间长难免形成水垢。

安装Vulcan 5000后，经过一个月，效果越来越明显，锅底的水垢残留已经很少，碳酸保护层
也似乎在形成。相信太阳能热水器内也将随着时间推移，提高换热效率。

安装沃肯(Vulcan)前，用电炉烧水，茶壶内产生大量且坚硬的水垢，每个月都需要用力刷洗。
安装沃肯(Vulcan)一个月后，期间没有任何刷洗的情况下，水垢减少很多，锅内也干净了。

欢迎各位来到美丽的藏地，靠近天堂的地方。

Vulcan S100安装在北京的酒店

四川省阿坝州 

马尔康市日西寺

CWT安装授权经销商:江苏心日源 
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山山泉水质比
较硬

安装沃肯(Vulcan)前茶壶内有坚硬的
水垢，每个月都要用力刷洗

安装沃肯(Vulcan)一个月后，
水垢减少很多，锅内也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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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Lake Village ― 退休住宅

美国

CWT    Quest Green Solutions
经销商:    Santa Rosa, California
   USA

安装地点:   Spring Lake Village
   Santa Rosa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安装型号:   2 x Vulcan S25

安装位置:   主入水口 - 保健中心

   主入水口 - E栋大楼  

Spring Lake Village - Retirement Home        Santa Rosa, California

Vulcan S25安装在E栋内的保健中心

Vulcan 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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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an S25 的安装

安装地点:  東京公寓的屋頂上 

   大楼屋龄20年, 内有46套公寓

供水系统:  楼顶上的水箱

管道直径:  80毫米

型号:   Vulcan S25

水处理流量:  25 立方米/小时

安装之前:  安装时管道的盖子和绝热   
   材料都被清除。 

脉冲带安装缠绕完整 脉冲带和Vulcan S25 

管道最后重新包上绝热材料和盖子， 
沃肯(Vulcan)已完成安装。

住宅公寓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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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公寓

法国

eauZone concepT

CWT Preval France, 2 Rue de la Gare, 72170, Beaumont Sur Sarthe, France, www.cwt-international.com

安装详细信息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安装地点: Sarthe Habitat 
  58 Avenue Bollée 
  72000 Le Mans
  法国

安装单位: CWT Preval France

Sarthe 生态区

Sarthe生态区是专为老年人、残疾人和弱势青年提

供的建设和管理住宅群。每一个纳入Sarthe生态区

的建筑都非常重视城市规划，遵从并保证可持续发

展。Sarthe生态区总共管理着13,891家住户，22家

商店和43个公寓大楼。 

Vulcan S25处理132套公寓的供热系统

Vulcan S25 

法国Sarthe生态区的132个公寓大楼

www.sarthe-habitat.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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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an S250 安装 
MeridianSpa 位于德国柏林

安装地点:    
Meridian Spa,    
柏林

安装单位:  
德国 CWT

 
安装型号:
Vulcan S250

应用:  
游泳池和水疗区

处理Meridan游泳池和温泉水疗区主水管的Vulcan S250

Vulcan S250 保护下的游泳池和温泉水疗区

柏林 Meridian 温泉水疗中心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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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娱乐中心

法国

eauZone concepT

CWT Preval France, 2 Rue de la Gare, 72170, Beaumont Sur Sarthe, France, www.cwt-international.com

安装详细信息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安装地点:	 Centre Nautique du Val de Morteau 
  Le Clair 
  25500 Les Fins
	 	 法国

安装单位:	 CWT Preval France
游泳娱乐中心	Centre Nautique du Val de Morteau 内的游泳池和滑水道

Vulcan S25安装在主水线上 Vulcan S25 脉冲带Vulcan S25 脉冲带

游泳娱乐中心	- Centre Nautique du Val de Morteau

这是面向整个家庭的体育和娱乐设施中心。这些设施包括5个泳道25米的游泳池、配有泡沫长凳的200平方米

的水疗、日光浴室、室内水上滑梯和喷水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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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体育设施

School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porting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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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国

CWT 授权经销商: 

安装地点:

型号:

安装位置和原因: 

北京北方新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路58号财富西环13层15B03室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Vulcan 3000 / Vulcan S100

大学学生公寓, 为解决饮用水电热水器结垢问题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丁11号
邮编：100083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Vulcan S100 安装在学生宿舍里主水管道上 Vulcan 3000安装在学生宿舍里较小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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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 Bodega 海洋实验室  
美国

 

UCDAVIS Bodega Marine Laboratory
2099 Westside Rd,
Bodega Bay
CA 94923

型号:  Vulcan S10

安装位置: Bodega海边住宅宿舍主水管

安装单位: Quest Green Solutions
   

    www.questgreensolutions.com            +1 (707) 578-604) 

Vulcan S10 安装在 Bodega海边住宅宿舍主水管 

型号:  Vulcan S25
  
安装位置: Bodega主要实验室冷水管

安装单位: Quest Green Solutions
   

Vulcan S25 安装在 Bodega主要实验室冷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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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 生物医学

美国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600 W. College Avenue
Tallahassee
FL 32306

尊敬的Ackuritlabs团队：

下列图片显示的是安装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生物医学设备中的沃肯(Vulcan)除垢产品。

这些是整个生物医学研究大楼安装沃肯(Vulcan)设备后，不锈钢笼架清洗机和蒸汽清洗机的照片。

此致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生物医学团队

 

  

 

Installed by Ackuritlabs, Inc. 3345B North Monroe St Tallahassee, FL  32303

沃肯(Vulcan)安装在主水管道上 不锈钢笼架清洗机现在已完全没有水垢

蒸汽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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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

解决学生淋浴喷头积垢的Vulcan S25 北京化工大学 - 学生公寓外观 安装沃肯(Vulcan)装置两个月
后的淋浴喷头积垢减少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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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 BUTCHER, 
Gelorup, Western Australia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gainst scale and rust by CWT

May 2011

My wife and I live on a 5 acre property at Gelorup, 20 minutes south of Bunbury in Western 
Australia. Our local water contains high levels of rust, which was causing enormous 
problems with our reticulation system. Large quantities of iron sludge and chips would build 
up in the piping system and block the solenoids and individual sprinklers. The situation 
was getting us both down. It seemed like the sprinklers were continually blocked and I was 
replacing the solenoids every six months.

Within three months of installing the CWT water treatment system the rust residual and 
sludge disappeared. I was staggered by the results. The pipe was completely clear and 
there were no signs of the iron scale at all.

A reliable and clean sprinkler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maintain a 
healthy garden which contains more than 200 rose bushes and half an acre of 
trees and cottage garden. Our horse paddocks are also under reticulation. The 
CWT system has saved me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I’m no  
longer cleaning sprinkler heads or replacing the solenoids in the reticul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have been so successful we are now planning a major expansion of the  
garden and bird aviary. I would recommend this product for anyone who lives in a hard 
water area in Australia. They’re simple to install and maintenance free.

Lance Butcher from Western Australian enjoying his clean sprinkler system after installing the Vulcan Descaler

足球场的灌溉设施

沙特阿拉伯

Dear Mr. Christiani,

Reference to the above mentioned subject, we have installed VULCAN S100. After a year, the result 
on irrigation water for the natural grass football fields was very satisfactory.

The company which is behind the maintenance of football fields feeling well, they have sent re-
ports to the Saudi Government Sports Ministry they wrote on their reports that there's good result 
on using this devices.

I have attached herewith pictures showing you from the start and until we have get a good result. 
For your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s.

Engr. Ziad Sabbagh

Irrigation water for the natural grass football fields

尊敬的克里斯蒂先生：

针对上述提及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去年4月份安装了Vulcan S100。一年后，该设备对天然草皮
足球场灌溉用水的处理情况令人非常满意。

负责维护足球场的公司对该设备甚为满意，他们已经向沙特政府体育部递交了报告，报告上
说该设备的使用效果很好。

工程师Ziad Sabbagh

Dear Mr. Christiani,

Reference to the above mentioned subject, we have installed VULCAN S100. After a year, the result 
on irrigation water for the natural grass football fields was very satisfactory.

The company which is behind the maintenance of football fields feeling well, they have sent re-
ports to the Saudi Government Sports Ministry they wrote on their reports that there's good result 
on using this devices.

I have attached herewith pictures showing you from the start and until we have get a good result. 
For your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s.

Engr. Ziad Sabbagh

Irrigation water for the natural grass football fields

天然草皮足球场的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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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Vulcan S25

安装地点:   新泽西冰场

安装位置:   处理用于制冰的水

安装单位:   Princeton Management Advisory and Consulting LLC

Vulcan S25 安装在新泽西冰场

25 Route 31 South, Suite PMB 2005, Pennington, NJ 08534   www.vulcan-descaler-new-jersey.com

体育馆冰场

美国

LANCE BUTCHER, 
Gelorup, Western Australia

Water treatment system against scale and rust by CWT

May 2011

My wife and I live on a 5 acre property at Gelorup, 20 minutes south of Bunbury in Western 
Australia. Our local water contains high levels of rust, which was causing enormous 
problems with our reticulation system. Large quantities of iron sludge and chips would build 
up in the piping system and block the solenoids and individual sprinklers. The situation 
was getting us both down. It seemed like the sprinklers were continually blocked and I was 
replacing the solenoids every six months.

Within three months of installing the CWT water treatment system the rust residual and 
sludge disappeared. I was staggered by the results. The pipe was completely clear and 
there were no signs of the iron scale at all.

A reliable and clean sprinkler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maintain a 
healthy garden which contains more than 200 rose bushes and half an acre of 
trees and cottage garden. Our horse paddocks are also under reticulation. The 
CWT system has saved me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I’m no  
longer cleaning sprinkler heads or replacing the solenoids in the reticul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have been so successful we are now planning a major expansion of the  
garden and bird aviary. I would recommend this product for anyone who lives in a hard 
water area in Australia. They’re simple to install and maintenance free.

Lance Butcher from Western Australian enjoying his clean sprinkler system after installing the Vulcan Desc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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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wall 冰球体育场

芬兰

f,fARTWALl 
A R E E N A 

HARTWALL AREENA 

Helsinki Halli Oy 

Areenakuja J. FIN--00240 Helsinki 

Tel. +358 (0)204 1997, Fax +358 (0)204 1994 
Internet: http://www.hartwall-areena.com 

Hartwall - Areena
Areenankuja 1 
FI-00240 Helsinki,
Finland 

CWT-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Herr Rolf Christiani 
Köpenicker Str. 154 
10997 Berlin 

Dear Sir

We have been using CWT-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Vulcan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in our ice hockey hall Hartwall Arena.

We are using many sizes of several heating/cooling equipment
in our water system: 

Vulcan 5000

Vulcan S 25

- Vulcan S 100.

We have realibility with these systems and have been most satisfied
in using them. 

Vulcan is a high-quality and great solution to different kind of
premises. 

Yours sincerely,

Hartwall - Areena

/�-��� ;>ariVäananen

敬启者：

我们的冰球馆 Hartwall 体育场使用了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沃肯(Vulcan)水处理设备。

为处理水系统中的加热/冷却设备，我们安装了大小不同尺寸的沃肯(Vulcan)：
- Vulcan 5000
- Vulcan S25
- Vulcan S100

我们非常信赖这些处理设备，也非常满意它们的运行效果。

沃肯(Vulcan)是一种高质量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建筑场所。

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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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健身中心

西班牙

RM 健身中心

致西班牙Vulcan单位：

自从在我们的设施中安装了Vulcan S25，根据顾客和维护经理的反馈，我们能明显地看出沃肯(Vulcan)在设施中发
挥的功效。

我们注意到，沃肯(Vulcan)清除了管道中的水垢，减少了积聚在锅炉/器械上的水垢，并大大节省了化学剂和用电
成本。皮肤和头发感觉更加柔软，洗涤用品的费用也降低，我们甚至淘汰了从健身房开设以来就一直使用的传统
的软化器，节省了盐和水的费用。 因为沃肯(Vulcan)每年的用电量非常少，因此电费也大幅减少。

由于西班牙Vulcan单位提供了我们正确的解决方案，帮助我们解决了水垢问题，对此我们想向西班牙Vulcan单位
表示祝贺和感谢。

Ernesto Betan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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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萨市体育中心

西班牙

Vulcan 西班牙
C/ Ample, 45 Bajos
08225 Terraasa

尊敬的Mio先生：

我们已经在特拉萨市的体育中心安装了沃肯(Vulcan)除垢设备，用以处理各种水垢问题以
及维护体育设施。这个体育中心不仅有一个25米长的游泳池，还有一个设备完善的体育
馆，内置各种类型的负重器材、跑步机、椭圆机和爬梯机。

我们很高兴地告知您，安装沃肯(Vulcan)后，其使用效果非常棒，我们对西班牙Vulcan单位
提供的出色服务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我们正研究在特拉萨的另一个会议大厦和设施中安装沃肯(Vulcan)除垢设备的可行
性。

谢谢。

Miguel Castaño Gonzaley
特拉萨市旅游和体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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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冷藏业/换热器

Cooling Towers 
Chillers 

Heat Exc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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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肯(Vulcan)系统安装在  

华盛顿 Spokane 公立学校

尊敬的 CWT 团队： 

 

Spokane 学校迄今已经安装了 6 个 Vulcan 装置。 

 

在第一批安装的装置中，有一个沃肯(Vulcan)安装在一个小型冷

却塔上，这个冷却塔在整个季节都一直非常干净。我们刚开始安

装的时候，冷却塔里都是水垢，安装 4周后，水垢开始剥落，现

在已经完全没有水垢了。 

沃肯（Vulcan）抑垢除锈装置安装在罗斯福学校整栋建筑主水源 

第一个装置是安装在 Spokane 学校 Shaw 初中的一栋 50 年历史的

旧楼里，当时的水看起来都已生锈且很脏。 
 

今年圣诞节过后，水一直都非常干净，清洁工也无需再冲洗管

道。 

祝您愉快 

Arne Vestad 

IWTNA 

安装位置

罗斯福小学

333 West 14th Ave 

Spokane, WA  99204-3627 

美国华盛顿州 

Shaw 初中

4106 N. Cook St. 

Spokane, WA 99207 

美国华盛顿州 

 

华盛顿 Spokane 公立学校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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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 工程学院 
美国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600 W. College Avenue
Tallahassee
FL 32306

致 Ackuritlabs 团队：

下列照片是安装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工程学院的沃肯(Vulcan)除垢设备，请详阅。

这些照片是安装在布拉格电影学院（FAMU）/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SU）工程学院用于保护双制冷机和水泵
的两个Vulcan S100装置。

此致

佛罗里达工程团队

Installed by Ackuritlabs, Inc. 3345B North Monroe St Tallahassee, FL  32303

安装在双制冷机上的Vulcan S100装置 沃肯(Vulcan)除垢设备，用于解决制冷水泵积垢问题

安装在双制冷机上的Vulcan S100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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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冷藏库

美国

Commercial 
Cold 
Storage

 IWTNA, 2607 Bridgeport Way West, Suite 1J University Place, WA 98466 

尊敬的IWTNA：

下面的照片是Vulcan S100，安装在与3个冷却塔相连的主管道上，请详阅。

此致

Mt. Vernon 冷藏库团队

www.commercialcold.com

Vulcan S100 安装在冷却塔

1011 S 1st St,
Mt Vernon
WA 98273 
USA

IWTNA 
2607 Bridgeport Way West 
Suite 1J University Place
WA 98466 

Vulcan S100 安装在室外



61

Neptune 海鲜餐厅

美国

Arne Vestad - 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ment North America

尊敬的 CWT 团队：

这个大楼是Neptune餐厅在洛杉矶Vernon拥有的47所大楼之一，这所特别的大楼主要负责为消费者提供
海产加工和包装。照片中是本地区受Vulcan S25保护的三个冷却塔之一。

该照片摄于Vulcan S25安装四个月之后。在安装沃肯(Vulcan)之前，这个冷却塔是脏的/没有被清理过。

安装了沃肯(Vulcan)之后，冷却塔中再没有了水垢，也无需任何化学剂进行清理。

沃肯(Vulcan)除垢设备安装在:
Neptune Foods - Vernon
Seafood processing
90058 Vernon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使用沃肯(Vulcan)之后干净的冷却塔

最诚挚的问候
Arne Vestad

IWTNA, 2607 Bridgeport Way West, Suite 1J University Place, WA 9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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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an 防垢产品推荐信

我们公司在8月份购买了Vulcan S25装置。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网格和冷却系统上累积的垢。就在我们安装了Vulcan S25一个月后，情况发生了
很大变化。虽然钙仍然存在在表面，但是它以粉末的形式沉淀出来，因此却可以在没有化学物质或很
费力的情况下轻易去除。

结论如下：该防垢产品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Vulcan是一个高效的电子防垢装置，它显着降低了企业
生产设备的维护和维修成本。

R. Ekvtimishvili 
总工程师
格鲁吉亚啤酒公司, JSC

WWW.GEOBEER.GE

格鲁吉亚啤酒公司

格鲁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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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CWT团队：

这两张照片显示的是： 被打开预备要进行例行清洁的冷冻装置，已经可以看出，在使用沃肯(Vulcan)处理装
置两年后，没有任何杂质需要清理。

+

这个冷冻装置与一个冷却塔相连接，而这个冷却塔暴露在周边田地的粉尘污染中。

最诚挚的问候

Arne Vestad
www.IWTNA.com

安装在冷冻装置的沃肯(Vulcan)系统

使用沃肯(Vulcan)之后，再没出现水垢沉淀 

 IWTNA, 2607 Bridgeport Way West, Suite 1J University Place, WA 98466 

冷却塔里的冷冻装置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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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 Van Voorhis
Salt-Free Water Systems
1429 Casco Bay Cir
Cicero IN 46034

RE: 沃肯(Vulcan)除垢装置代替化学剂清理冷却塔

尊敬的Dick：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挑选了几个现有的客户，向他们提议在他们的冷却塔上安装非化学装置的沃肯(Vulcan)，
用于评估锈蚀、水垢和细菌率，并和传统的化学处理方法相比较。

我们将五个Vulcan S25和两个S10装置全部都安装在了纽约上州区。

根据标准的水质测验分析，包括腐蚀试片测验和常规的细菌浸片结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沃肯(Vulcan)非化

学系统能够取得与那些化学制品处理方法一样的效果。

致意

Michael Bromley 
董事长 
Water Wise of America Inc.
Rochester NY 14624 

www.waterwiseofamerica.com

Water Wise 水处理业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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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细节

安装地点:  当代中国研究所 

安装型号:    Vulcan 5000

安装目的: •   解决生活热水系统燃气锅炉

结垢问题，延长清理时间，

提高锅炉运行效率

 •  解决热水水箱结垢问题

CWT授权经销商: 北京沃之肯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www.vulcan-beijing.com

当代中国研究所简介

于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专事编纂、研究

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行政代管。

Vulcan 5000安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热力站生活热水系统，
为解决燃气锅炉和热水水箱结垢问题

当代中国研究所正门口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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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 machine used for the white containers

White containers and barcodes are now free of scale 

碧海云天洗浴间

Vulcan 5000安装在洗浴中心压力罐总出水口处

www.bigard.fr

碧 海 云 天 洗 浴 中 心

安装型号：

Vulcan 5000

安装地点：

安丘市碧海云天洗浴休闲广场

安装单位：

山东康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位置：

Vulcan 5000 安装在洗浴中心压力罐总出水口

处，分两路:一路处理洗浴中心用的热水锅炉

与换热器的结垢问题，另一路处理供水系统、

太阳能热水器、洗浴中心凉水、客房、洗手

盆、马桶、卫生间、浴室莲蓬头的结垢问题。

使用沃肯(Vulcan)的效果：

从安装沃肯时即停用离子交换器。通过45天的

安装使用效果已经很明显，原来热水管道口已

结的垢开始软化，变得容易清理。

安丘碧海云天洗浴中心简介

坐落于山东省潍坊市南花园，内有客房30间;

男/女洗浴各一间，并且男洗浴间内有浴池。

碧海云天洗浴中心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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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桥中央庭院小区换热站

中国

安装地点:钰桥中央庭院小区换热站 

CWT安装授权经销商: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原因:解决供暖换热站内换热器结垢问题

安装型号:Vulcan S100

钰桥中央庭院小区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

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小区总居住户

数约1300户，人口约3900人。

钰桥换热站负责为整个小区供暖，每年供

暖期换热站内的换热器结垢生锈现象非常

严重，水垢热阻高因而降低换热效率，影

响供暖质量。

沃肯(Vulcan)安装在低温热水的循环管网

上仅一个月的时间，除垢效果已经非常

好，换热器前端阀体内的水垢易于清理，

用手轻轻一擦就掉，露出阀体光滑内壁。

Vulcan S100安装于换热站内低温热水的循环管网主管道上，其补水水源为市政自来水

水垢轻轻一擦就掉，露出阀体光滑内壁

钰桥中央庭院小区换热站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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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同程网总部大楼（中国江苏苏州）

安装单位:
CWT授权经销商 
江苏心日源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装型号:
1 x Vulcan S100

安装应用:
同程网为中国旅游龙头企业，于2015年建设总部大楼，并于2016年6月竣工使用，江苏心日源承包
了整栋大楼的空调工程。空调主机部分，采用了能效比非常高的蒸发式主机来供应夏天制冷所需的
冰水，由于蒸发式主机对水质要求非常高，高能效即依靠高效的换热器，故蒸发式主机上原本就装
配有Vulcan S100，以保证机组长期运行的换热效率，避免水垢发生。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4007-777-777 | www.ly.com

位于苏州的同程网总部大楼

空调主机搭配Vulcan S100

安装Vulcan S100

空调主机

同程旅游空调主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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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 Phong Technologies Co., Ltd
No. 30, Street 12, Binh Hung Hoa ward, Binh Tan District, HCM City, Viet Nam           Web: tpcorp.com.vn    Email: sale@tpcorp.com.vn

菲律宾马尼拉相思木酒店
(Acacia Hotel)
Acacia Hotel 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位于马尼拉阿拉邦。马尼拉相思木

酒店所有的客房以舒适度为首要标

准，一切设施都以此为目标，在这

里您将得到一份贴心服务、收获一

份美丽心情。

Tien Phong 
Technologies

酒店使用冷水机和冷却塔为整个空间提供空调。但在水

质很硬的情况下，换热器就会出现水垢问题，只能使用

化学药剂来处理。

为了取代化学药剂，便开始搜寻物理水处理方式，因而

找到沃肯(Vulcan)。自从安装了Vulcan S500 后，热交换

器始终保持清洁，再也无须添加任何化学药剂。

酒店总工程师评论：“我们刚刚完成冷水机组的处

理，结果是积极的。沃肯(Vulcan)处理后我们记录了

2到6个冷凝器的趋近温度都有明显的下降。我们的

冷却塔保持清洁，一些阀门现在可以正常使用。关

于沃肯(Vulcan)的表现，我们认为它运作良好。“

安装型号: Vulcan S500

安装地点:

冷却塔的主要供水管道

安装目的:

• 清洁旧有的结垢

• 防止新垢生成

• 降低维护成本

• 取代化学药剂与软化剂系统

安装沃肯(Vulcan)之前：

• 换热器结垢

• 管道堵塞

安装沃肯(Vulcan)之后：

• 冷水机和冷却塔保持清洁

• 不再需要使用化学品

Vulcan S500 安装在冷却塔的主要供水管道

冷水机 #3 冷凝器
Ø 67 cm,管Ø 7/8“, 长度: 418 cm 管内 管内

相思木酒店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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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Vulcan S25

安装地点: 帝业技凯（辽宁）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安装位置: 冷却塔进水主管道上

CWT 授权经销商: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观察

该项目冷却塔原来一直采取加药的方式，从安

装沃肯(Vulcan)之日起就停止了加药，并且企业

工艺设备运行持续良好，证明沃肯完全替代了

加药。冬季冷却塔运行水量少，而且结有大量

冰块，每隔一周或半个月观察，发现原有水垢

逐渐减少，设备运行4个月后，水箱及冷却塔内

的水垢明显减少了，为企业节省了成本。

帝业技凯（辽宁）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内，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

是全球范围内开发直线运动(LM)导轨机构的先驱。

安装在冷却塔进水主管道上的Vulcan S25

www. thk .com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帝业技凯精密工业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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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心日源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vulcan-xinriyuan.com

通产丽星(Beautystar)

通产丽星（吴江）是一家国有企业，生产塑料包装

盒、化妆品包装盒等注塑产品。与绿箭、SK2、蓝

月亮等知名企业常年合作。

安装细节

安装型号: Vulcan S150

安装地点: 无尘车间管道上

安装目的: 解决注塑机结垢严重问题

安装公司: 江苏心日源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装沃肯(Vulcan)之前：

换热器部分结垢十分明显，管道表面凝结很严重的

水垢

安装沃肯(Vulcan) 6个月之后：

• 打开换热器阀门，发现大量水垢已经消失

• 冷水机和冷却塔保持清洁

•  原本有些堵塞的注塑机口的“小孔”变得十分干

净，阀门口锈蚀部分也逐渐消

S150设备安装在无尘车间管道上，运用于处理注塑机用水结垢情况

安装Vulcan后，小软管前端管件内壁的
垢已经清除，油漆逐渐显露出来

过滤器安装Vulcan前滤网前端
结垢严重

Beauty Star

原本堵塞的“小孔”变干净，
阀门口锈蚀部分逐渐消失安装Vulcan前注塑机阀门口打开情况

通产丽星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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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昆山兴宝塑料 

 www.xinbaoplastic.com

安装型号:          S150 安装在注塑车间

      S250 用于空调循环水系统中 

CWT授权经销商: 江苏心日源

结垢问题与结论安装细节

昆山兴宝塑料

注塑机常年结垢严

重，因此管道清洗困

难，尤其是模温机的

换热器。传统化学药

剂清洗难度巨大，且

花费成本高，对换热

器及管道易造成影

响。

安装完VulcanS150与

S250后，充分得到业

主的肯定，解决了水

垢和铁屑常年对注塑

机的困扰。

三年未作处理的换热器结垢情况 安装沃肯(Vulcan)一年半后未清洗的换热器

安装沃肯(Vulcan)一年半后
拆开模温机检查换热器

厂区占地面积为四万平方米,员工人数约为四百人,主

营业务为塑胶注塑成型加工,涵盖电子、电脑、家电、

汽车、医疗、园林工具、日用产品等等。

江苏心日源建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vulcan-xinriyuan.com

兴宝塑料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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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细节

安装地点:  韩国京畿道 – 东丽株式会社 

  Toray Industries, Inc

CWT授权经销商:  DAWO INT Co., Ltd.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管径尺寸:  100 mm

www.vulcan-korea.com

结垢问题与应用

1. 板式换热器有严重的结垢问题

2.  定期每2-3个月需要使用化学药剂清洗管道和热交换器

Vulcan S25  安裝在东丽株式会社工厂内

沃肯(Vulcan)安装前 沃肯(Vulcan)安装三个月后

到目前为止，安装的管道仍无需清洁

东丽株式会社加工及销售下列产品:纤维

与织品、塑胶与化学品、IT相关产品、碳

纤复合材料、药品与医疗产品以及环境工

程相关设备。

东丽株式会社化工厂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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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包头闽丰冶金有限公司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工业二园区，主要

经营铬铁、硅铁、铁合金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沃肯(Vuclan)安装前:

循环冷却水系统采用地下水，由于水质很差，系统中管道结垢问题非常严重，造

成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经常发生管道堵塞，水流无法流通将热量带走，水

被加热成蒸汽，压力增加使管道发生爆裂。公司以往采用化学加盐软化的方式来

解决水垢问题，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结垢堵塞问题依然很严重。

沃肯(Vuclan)安装后:

安装沃肯当天便停止了使用软水机，阻垢效果很好，无需再严格控制水温，设备

运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发现冷却水主出水口有锈水排出，说明设备已经将系统

内原有的水垢水锈清除掉。安装三个月管道至今未发生过堵塞，系统运行良好。

安装的沃肯(Vuclan)型号:

1 x Vulcan S500

1 x Vulcan S250 

4 x Vulcan S25

沃肯(Vuclan)安装地点:

包头闽丰冶金有限公司的冷却水主

循环管道上与供暖水循环管道上

安装单位: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包 头 闽 丰 冶 金

S500和S250分别安装在两个冷却水进水主管路上

另外两组S25安装在两套供暖系统管路上

两组S25安装在洗浴用的换热器两侧循环水管路上

沃肯安装不到一个月，冷却水主管道开始排出锈水

Vulcan S25

Vulcan S25

Vulcan S500 / S2502 x Vulcan S25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包头闽丰冶金

中国



75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www.vulcan-jiayifang.com 

内 蒙 古 鑫 一 冶 金

安装细节

安装地点:  内蒙古鑫一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冷却水主循环管道上 

安装型号:            Vulcan S500 

CWT授权经销商: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鑫一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工业园区，公司掌握先

进的冶炼技术，现有电热炉二座，精炼炉两座，自备氧

气站一个，并拥有完善的检测、质检系统。

Vulcan S500 解决循环冷却水系统结垢严重的问题

Vulcan S500主机安装在保护柜中，以防人

员工作中不小心碰坏设备

内蒙古鑫一冶金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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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talina.co.jp

在安装沃肯(Vulcan)之前：冷却塔外部

在安装沃肯(Vulcan)之前：冷却塔的内部

Vulcan 在药厂冷却塔试验报告

沃肯(Vulcan)安装5个月后: 用手指即可轻易取出水垢

沃肯(Vulcan)安装5个月后: 水垢已经变少

Vulcan S100 的安装

药厂冷却塔屋顶

安装细节

 
型号:  Vulcan S100 

安装位置: 药厂冷却塔

循环水流量:  100 m3/h

管径:    150 A

冷却塔网格

目的: 

1. 预防水垢 

2. 防止换热器的效能损失 

3. 降低板式换热器的清洁维护成本

效果:   

沃肯(Vulcan)安装几个月后，冷却塔、板式换热器

和管道的垢变软，并且可以輕易用手指去除。

►

►

药厂冷却塔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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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talina.co.jp

板式换热器上的水垢变软

循环管

沃肯(Vulcan)安装9个月后：准备打开板式换热器作清洁

水垢可以很容易地去除

循环管中的水垢用手指就可以轻松取出

沃肯(Vulcan)安装9个月后：将板式换热器拆开清洗

板式换热器

循环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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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炸药

德国

DYNAMIT NOBEL AG, Werk Lülsdorf, 5216 Niederkassel

致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Diepenbenden 25
5100 Aachen

水处理装置

尊敬的CWT团队：

目前我们正在使用5个沃肯(Vulcan)装置。

由于我们的循环冷却水硬度高，因此我们每隔几个月就必须清除一次石灰质。而在
我们使用了沃肯(Vulcan)装置后，换热管中的水垢大幅减少。因此，这些设备的寿命
得以延长。

谨致问候

DYNAMIT NOBEL AG
Werk Lülsdorf
技术部

Sitz der Gesellschaft: 5210 5210 Trolsdorf • HRB 23 Amtsgericht Siegburg • Vorsitzender des Aufsichtsrates: Friedrich Karl Flick
Vorstand: Ernst Orasch, Vorsitzender: Peter Hoffmann, Hans E. Holzer, Gerd Krems, Axel Homburg (stellv.)

AKTIENGESELLSCHAFT

WERK LÜLS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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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Met 涂层&雕刻服务

美国

IWTNA
Arne Vestad
2607 Bridgeport Way West
Suite 1J University Place
WA 98466 

沃肯(Vulcan)抑垢除锈系统

尊敬的Vestad先生：

我已经注意到我们的锅炉运行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的冷却盘管在高温季节（今年的高温时间大大延长）

通常都会出现几次堵塞现象，自从安装了沃肯(Vulcan)，再也没有出现过堵塞现象，从而节省了数小时的停机

时间。

仅仅就沃肯(Vulcan)为我们节省的时间而言，它就已经物有所值了。

另一个好处就是大大减少了维修冷却塔的工作量。积聚的钙物质数量极小，而且只用花园浇水管和喷嘴就能很

轻易地将其清除。

我在家中也安装了一套沃肯(Vulcan)装置。除了上面的效果，我还注意到，工厂还有我家的浴室装置中铁锈的

数量也大大减少。由于分布在我家房屋和车库中的水管都是旧铁管，因此我们使用了钾离子软水器，自从安装

了沃肯(Vulcan)，软水器就被淘汰了。

沃肯(Vulcan)处理后的水感觉和软水器的处理效果一样，所以我无需再购买昂贵的钾离子，也无需再拼命地将

这沉重袋子拖到软水器旁边重装水软化剂。我不是故意听起来好像是在推销这个装置，但这些确实都是事实和

真实的观察。

如果您下次路过本地请来坐坐。

最衷心的问候

Chuck Nelson
美国加州 VacMet公司

www.vacmet.com

VacMet Inc. Rancho Cucamonga, CA 91730, USA                                                       www.vacmet.com

涂层&雕刻服务
塑料或树脂的金属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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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

中国

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Vulcan S25

   安装地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
司，现河采油厂牛20接转站

 安装位置:  加热炉进水口，管径为100mm

安装目的

牛20站的加热炉利用燃气将炉膛内的水加热，炉膛里的热
水通过热交换方式将炉内盘管里的水温由40℃上升到70℃
，盘管里的70℃水通过出口输送泵，输送到各个采油井区
使用。而炉内盘管结垢后，热交换效率低，加热炉用天然
气量增加，而盘管内水温上不去，这是造成能耗增加的主
要原因。

管道内流动的是本地硬水，钙(Ca)含量为:1469.09(mg/L)
，且加有各种药剂并常年维持60℃-70℃的高温，所以结
垢严重，大约运行3个月炉效就会降到50%以下，运行1年
就要人工清理管道和炉内的盘管，费时、耗力、费钱并影
响生产。

因此在安装沃肯(Vulcan)前，特地将已结垢的盘管先除
垢，再安装S25观察效果，目的希望解决炉内盘管结垢的
问题。

安装观察 

安装S25半年后，除了没有增加用电负担，测试发现整体换
热效率仍高达80%，证明产品功效达标，后续采购进行中。

现河采油厂牛20接转站大门

加热炉进水口

安装沃肯(Vulcan)前，将管道的铁锈与保温层除去，再安装脉冲带，最
后将外部保温层恢复成原样

户外安装自制盖子, 避免风吹日晒

QIHUI PETROLEUM

加热炉水温：70℃～80℃，为的是给盘管内水升温用，利用热交换方式换热。
盘管以红色标注，也是结垢之处。炉内盘管口径为80mm。

天窗

出水口

S25安装在进水口前，解决盘管结垢问题

进水口

燃气

水套

火筒

胜 利 油 田 现 河 采 油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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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cim 水泥厂

越南

关于霍尔希姆(Holcim) 水泥厂

霍尔希姆(Holcim)是世界领先的水泥和骨料供应商

之一，也是越南最大的水泥厂。

工厂在冷水机、研磨机和供水管中存在硬水问题，

原先计划花费近40万美元建设和购买化学系统来解

决问题。但是，安装沃肯(Vuclan)后，仅花3万美元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真的是最好的投资！

沃肯(Vuclan)安装前:

• 油热交换器中有许多沉积物

• 油温>50°C: 非常高

• 必须每月清理

• 换热器被腐蚀 

•  水垢沉积物堵塞管道

安装的沃肯(Vuclan)型号:

2 x Vulcan S250

1 x Vulcan S100 

1 x Vulcan 5000

沃肯(Vuclan)安装地点:

• 冷却塔的主要供水口

• 大型研磨机的冷却塔

• 小型研磨机的冷却塔

沃肯(Vuclan)安装目的:

• 清除水垢沉积物

• 預防新的水垢沉积物生成

• 降低维护成本

• 取代化学剂量和软化剂系统

沃肯(Vuclan)安装后:

• 油换热器变得干净

• 温度稳定在37°C - 40°C

• 再也无须完全暂停机器做水垢清理

• 为研磨机节省7％的电能

越南坚良县

Tien Phong Technologies Co., Ltd, No. 30, Street 12, Binh Hung Hoa ward, Binh Tan District, HCM City, Vietnam | www.tpcorp.com.vn | sale@tpcorp.com.vn

Vulcan S250 Vulcan S250 Vulcan S100 Vulcan 5000

沃肯(Vuclan)安装前的换热器 沃肯(Vuclan)安装两个月后的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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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目标是防止水垢积聚在冷却塔上、清除现存的水垢、无需

再使用化学剂或进行费时的清洁程序、以及减少能源消耗。

历史:
这些冷却塔的维护工作，需要不断地投入化学除垢清洁

剂。在安装沃肯(Vulcan)之前，我们已经停止使用这些清洁

剂超过一年。在那时，冷却塔的凹槽上覆盖了一层水垢和

生物膜。在下述的整个期间，我们一直没有进行清理，这

些冷却塔都是由沃肯(Vulcan)进行处理。

沃肯(Vulcan)安装后一段时间的观察:

从7月16号进行安装到8月1号进行检测期间，绿色的生物

膜已经开始慢慢剥落并渐渐消失。下一次的观察是在安装

三周后的8月9号。那个时候，绿色的生物膜已经进一步减

少，硬币大小的水垢薄片也已开始从凹槽处分离。

安装后约一个月，8月20号，在与经沃肯(Vulcan)处理的水

相接触的管道表面上，绿色的生物膜几乎全部消失。之前

发现的水垢薄片大部分都已脱落。冷却塔凹槽表面上，有

水垢积聚的表面积已减少了超过60%。我们相信该设备会

为我们带来持续的改进。除了这些观察，我们也拿到了每

个冷却塔的水质测量结果，并汇总到了下面的图表中。

沃肯(Vulcan)电子除垢设备作用于冷却塔的相关数据和观察结果                                                                 

安装位置:
该装置安装在布拉格影视学院（FAMU）/ 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FSU）工程学院中给双冷却塔（CT-1和

CT-2）供水直径10英尺的管道上。

安装型号:
Vulcan S250

Ackuritlabs, Inc. 3345B North Monroe St Tallahassee, FL  32303

沃肯(Vulcan)对冷却塔的作用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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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肯(Vulcan)无法改变水质。如下所示，从安装前到安装后一个月的观察期间，pH值、传导性、溶氧水平和浊度数据并没有太大

的更动。由于温度对其他测量结果有影响，因此其也被考虑在观察内，不过温度好像与观察到的微小波动有关联。

Ackuritlabs, Inc. 3345B North Monroe St Tallahassee, FL  32303

沃肯(Vulcan)电子除垢设备作用于冷却塔的相关数据和观察结果                                                                 

安装沃肯(Vulcan) 前

安装沃肯(Vulcan) 前

开始安装沃肯(Vulcan) 

开始安装沃肯(Vulcan) 

pH值

pH值

温度

温度

溶氧水平

溶氧水平

浊度

浊度

传导性

传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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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CT-1的照片拍摄于沃肯（Vulcan）安装三周后(2013年8月6日) 。

上面CT-1的照片拍摄于沃肯（Vulcan）安装六周后(2013年8月20日) 。

Vulcan S250安装在了一个给双冷却塔供水直径10英寸的管道上。

(CT-1 和 CT-2)

这张照片于2013年8月9

日拍摄的是CT-1内部。

根据照片显示，通过

沃肯（Vulcan）处理的

水相接触的凹槽是干净

的，而一些干燥的（未

经处理的）区域仍然残

留有绿色的生物膜。

Ackuritlabs, Inc. 3345B North Monroe St Tallahassee, FL  32303

沃肯(Vulcan)电子除垢设备作用于冷却塔的相关数据和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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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etika Ravne d.o.o 换热器

斯洛文尼亚

ENERGETIKA RAVNE, d.o.o. . � 9:'-131:#l'"k / 
S: vi. -�

Ravne RP 
12.00/1029/RJ 

. ·r;--
SUBJECT: INSPECTION OF TUBE HEAT EXCHANGER (2X) UHP FURNACE, 

OPEN SYSTEM 40/30 °C 

Upon the agreement with Mr Petovar, we have concluded to inspect both tube heat 
exchangers on the secondary part of the UHP furnace.
The front and rear covers of both exchangers shall be disassembled. 

PRESENT AT INSPECTION: 
Petovar - S2 Metal Ravne, d.o.o. JUH OTO 
Oderlap, vueko, Potoönik, Jamäek, Zapulek - Energetika Ravne, d.o.o. 

ESTABLISHMENTS: 
The inspected tubes were clean; there were no signs of lime scale accumulation. 

The device for electronic softening is functioning we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the device is purchased. 

安装沃肯(Vulcan)后 对冷却塔蜂窝填料的控制

ENERGETIKA RAVNE, d.o.o. . � 9:'-131:#l'"k / 
S: vi. -�

Ravne RP 
12.00/1029/RJ 

. ·r;--
SUBJECT: INSPECTION OF TUBE HEAT EXCHANGER (2X) UHP FURNACE, 

OPEN SYSTEM 40/30 °C 

Upon the agreement with Mr Petovar, we have concluded to inspect both tube heat 
exchangers on the secondary part of the UHP furnace.
The front and rear covers of both exchangers shall be disassembled. 

PRESENT AT INSPECTION: 
Petovar - S2 Metal Ravne, d.o.o. JUH OTO 
Oderlap, vueko, Potoönik, Jamäek, Zapulek - Energetika Ravne, d.o.o. 

ESTABLISHMENTS: 
The inspected tubes were clean; there were no signs of lime scale accumulation. 

The device for electronic softening is functioning we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the device is purchased. 

主题：监测管式换热器(2x)UHP炉，开放式系统40/30 °C

经Petovar先生同意，我们决定监测UHP炉第二部分的两个管式换热器。两个热换器的前后盖
会被拆卸掉。

当前监测：

成效：
监测的管道很干净，没有水垢积聚的迹象。
电子式的水软化设备运转良好。

结论：
我们建议购买该设备。



其他产业

Miscell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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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肯(Vulcan)系统安装在:
IFCO - Chicago
Pallet Recycling
60608 芝加哥
美国伊利诺斯州

Dick Van Voorhis - 无盐水系统：

芝加哥 IFCO 的一个大型产品清洗系统上已经安装了5个Vulcan S100装置。IFCO是一家国际性托盘回收公司，
工厂遍布26个国家。清洗机是由意大利Colussi Ermes s.r.l生产。整个清洗机与所有管道都是不锈钢材质。

正如之前所说，工厂内产品清洗系统中的管道都非常短，因此，我们不得不将脉冲电缆线在管道上缠绕两次。
两周后，我们收到了工程师的确认书，确认沃肯(Vulcan)发挥的功效和您之前描述的一模一样。

确认了沃肯(Vulcan)的有效性之后，我们在芝加哥 IFCO 工厂内的5个清洗站全都安装了S100装置。

1429 Casco Bay Cir . Cicero, Indiana . 46034, USA - www.vulcan-usa.com 

安装在产品清洗系统上的Vulcan S100装置 在水管上缠绕了两层的沃肯(Vulcan)脉冲电缆

安装在产品清洗系统上的Vulcan S100装置 容器从产品清洗系统中出来

Reusable plastic containers  
for transporting fresh produce

IFCO 可循环使用的塑料容器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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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 Best Plumbing 水电工

澳大利亚

Phillip Best Plumbing
All Your Commercial & Industrial Plumbing Needs

Plumbers & Gasfitters - Bunbury, WA
PO Box 1733, Bunbury WA 6231

Southern Water Technology
6 Teede St
PO Box 553
Bunbury WA 6231
Australia

致: CWT - 物理性水处理系统

我从事管道行业的工作已经长达32年，目前在菲利普最佳管道公司有五个员工为我工作。自从沃肯(Vulcan)
水处理设备上市后，我们已经购买了大量的CWT水处理系统，为了防止不同管道系统形成钙沉积。

这些水垢会带来许多副作用，如管道堵塞或甚至造成管道和其他部分不可逆转的损害。我发现CWT水处理法

在高温加热系统中仍非常有效，比如在餐馆中的商业燃炉，甚至当地屠宰场的加热系统中。

CWT水处理系统也替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与类似安装设备相比，安装时间至少减少了90%。这种装备可以

让积垢变成小微粒被水冲走，不仅在商业和工业应用中被证明是成功的，而且同样适用于私人住宅的生锈问

题上。我在我们家水泥楼板下安装了一个CWT系统来保护液压加热系统。

CWT水处理系统致力于成本节约，并且保护您的管道系统，远离水垢和生锈的问题。

Philipp Best Plumbing 水电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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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fond 汽车 ― 洗车厂 
法国

eauZone concepT

CWT Preval France, 2 Rue de la Gare, 72170, Beaumont Sur Sarthe, France, www.cwt-international.com

安装详情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安装地点: Clerfond Automobiles 
  Car Wash
  Av. Rhin et Danube
  72200 La Flèche
  法国

安装单位: CWT Preval France

Clerfond Automobiles - 洗车厂

该洗车厂位于Clerfond汽车公司，深受水垢

问题的困扰。安装沃肯(Vulcan)之后，水

泵、过滤器、喷嘴和刷子上再无水垢沉淀，

去垢剂的使用也大幅减少。现在，近期清洗

过的汽车上也没有了水垢斑点的迹象。

洗车厂位于Clerfond汽车公司

Vulcan 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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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乡村俱乐部 ― 高尔夫球场

法国

沃肯(Vulcan)安装地点: 

Paris Country Club
59 Rue Jean-Baptiste Pigalle 
75009 Paris 
法国巴黎

安装单位:
CWT Preval France

www.cwt-international.com

安装型号:
Vulcan S100

巴黎乡村俱乐部

该球场位于Saint-Clóud跑马场中心，距巴黎仅有

10分钟车程。巴黎乡村俱乐部有一个九洞高尔夫

球场、高尔夫练球场、3个独立的游泳池、网球

场、设施完备的健身房、电影院、水疗和按摩区以

及一个完善的餐厅。

应用：

Vulcan S100安装在俱乐部会所的主水管上，用于

防止浴室和厨房区出现水垢沉淀。

Vulcan S100 巴黎乡村俱乐部鸟瞰图

安装在巴黎乡村俱乐部的Vulcan 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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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布料印染工厂

中国

安装型号:
2台Vulcan S10, 1台Vulcan S25, 1台Vulcan S100

安装地点:
四川省，遂宁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

使用沃肯(Vulcan)的情况：
起初安装三台，一台S25用于碱回收系统的清
水过滤，两台S10分别用于前处理配料系统及
染料后整理助剂的配料系统，并特别安装一
段法兰短管用于监控效果，在使用三个月确
认效果明显后，追加一台S100用于污泥脱水
系统。沃肯(Vulcan)在四川隧宁新绿洲的使用
是富有成效的，节省了大量的水处理成本，
也大幅降低了滤布使用量（成本），工人处
理水垢的工作强度也大幅降低，投资性价比
非常高。

Vulcan S25户外安装

安装沃肯(Vulcan)前取样，管内壁铁锈明显 使用沃肯(Vulcan)三个月后:铁锈外层已经基本全部脱落

追加在污水房给污泥脱水机配套的S100

使用沃肯(Vulcan)僅僅一个月后的效果，可见水垢明显软化龟裂脱落

www.gzafeite.com

►

广 州 阿 翡 特 节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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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i 包装厂

捷克共和国

Mondi Štětí a.s. 
Litoměřická 272 
CZ - 411 08, Štětí 
www.mondigroup.com

致Kostečka团队：

我们将沃肯(Vulcan)装置安装在石灰炉上，该石灰炉通常每三个月就需要大规模清洗一次水垢。 

到现在为止，Vulcan S100已经安装了4个月，水垢问题已明显减轻。

现在，水管和生产设备对清洁的需求大幅减少。我们对Vulcan S100装置的表现非常满意。

最好的祝福，

Mondi 团队

安装 Vulcan S100

安装沃肯(Vulcan)后，从水管上清除的沉淀物

在石灰窑上安装Vulcan S100Vulcan S100

捷克共和国的Mondi Štětí a.s 制造厂

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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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Clean 公厕卫生间

瑞士

McClean AG | Spitalstr. 18 | 4056 Basel

致沃肯(Vulcan)系统
Mr. W.Kurt
Probsteiholzweg 11
4103 Bottmingen

尊敬的Kurt先生，

经过几个月在瑞士SBB的巴塞尔站卫生间测试沃肯(Vulcan)防垢

系统后，我们对于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可见的积垢沉积物降低，

比起使用沃肯(Vulcan)前，现在的清洁功夫更加省力，也使用更

少的化学清洁剂。

另外，水槽与喷头的积垢沉积大幅减少，因此减少了我们的维护

成本。我们大力推荐您的沃肯(Vulcan)系统，未来也将进一步推

广到更多瑞士的卫生间使用。

最好的祝福

McClean AG

Raphael Zimmermann
总经理 沃肯(Vulcan)防垢系统在瑞士巴塞尔站的卫生间

McClean AG, Spitalstrasse 18, CH-4056 Basel
Telefon +41 61 327 46 46   Fax +41 61 327 46 47   E-Mail mcclean@mcclea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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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an S25 水处理系统保护了整个供水网络以及 

Średzki 水上公园水池中所有的加热设备。

一般这种每小时水流量25平方米的水处理产品的运

行成本是每月3,900欧元（假设每天工作24小时来估

计)！Vulcan S25的运行成本每月大约仅1.5欧元。

Średzki 水上公园

在波兰Środa Śląska

Średzki 水上公园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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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bara 商业洗衣服务

澳大利亚

Pilbara 商业洗衣服务

Unit 5 9 Byass St, 
South Hedland, 
WA 6722
澳大利亚

Jamie Cavey 的见证

                    

您好，我是Jamie Cavey，经营着皮尔巴拉地区唯一一家商业洗衣店 - Pilbara商业洗衣服
务。我们的洗衣店是中等规模，专门清洗酒店布料用品、矿区亚麻布和工作服。

Pilbara地区的水质很硬，因此我们的水管和空调系统中一直存在钙物质积聚的问题。钙物质
附着在加热组件上，热水系统的整个内部完全被钙物质阻塞。

12个月以前，我们从班伯利南部水技术团队购买并安装了德国产的沃肯(Vulcan)水处理系
统，很快我们就注意到积聚的钙化物质明显减少。

我们蒸发式空调的使用寿命已经延长了四倍，我相信未来三年内我们也无需更换热水系统。

如果没有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我们将不得不每两年更换一次热水系统，成本将超过一
万美金。

毫无疑问，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能延长水管、热水系统以及蒸汽式空调设备的使用寿
命。

处理之后，结晶体的粘着性降低，因此水垢无法在管道上积聚。

实际上，您能看到钙化物质慢慢地从排水系统中分解排出。

真诚的，

Jamie Ca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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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神沙坪煤业

中国

隶属于山西晋神能源有限公司,由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出资

51%控股,神华集团出资49%参股组建而成。公司经营目标

和宗旨是积极利用国家和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建设环保节约

型、安全型、产运销一条龙的可持续发展型的现代企业。

山 西 晋 神 沙 坪 煤 业

www.vulcan-beijing.com

安装细节

安装地点:山西晋神沙坪煤业有限公司

安装公司:山西上辰科技有限公司

【右图】
型号：Vulcan S150一套
管道尺寸：DN200
安装位置：办公大楼及宿舍楼自来水主管道，为防止办公大
楼及宿舍楼所有用水点结垢问题。

【左下图】
型号：Vulcan S25一套
管道尺寸：DN80
安装位置：锅炉房总管道，经过Vulcan S25处理后再经过软
化水处理，进软水箱经补水泵给蒸汽锅炉及采暖二次线使
用；另外在锅炉房总管道上有分支管线给容积式换热器做洗
澡水换热使用，解决换热器结构严重问题。

【右下图】
型号：Vulcan S25一套
管道尺寸：DN65
安装位置：食堂总管道，解决食堂所有用水结构问题。 Vulcan S150安装在办公大楼及宿舍楼自来水主管道

Vulcan S25安装在锅炉房总管道 Vulcan S25安装在食堂总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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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uZone concepT

CWT Preval France, 2 Rue de la Gare, 72170, Beaumont Sur Sarthe, France, www.vulcan-france.fr

安装细节

安装型号:  

安装地点: 

Vulcan S25

Vulcan S100

Route de Noirlac 18200 

Bruère-Allichamps 

法国

安装单位: CWT Preval France

Avignon 陶瓷厂

Avignon陶瓷是一家独立的陶瓷芯制造商，其产品是用于熔模精

密铸造。Avignon陶瓷拥有接近20年的陶瓷芯设计和生产经验，

能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产品尺寸可以从毫米到接近1米不等，

产品形状可以是从非常简单到最复杂的各种程度。

安装在Avignon陶瓷厂的Vulcan S25系统

安装在Avignon陶瓷厂的Vulcan S100系统

Avignon陶瓷厂的生产线

Avignon 陶瓷芯生产制造业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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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ing each generation.

安装在法国Alcoa铝业铝厂的Vulcan S25系统

安装在法国Alcoa铝业铝厂的Vulcan S25系统

安装在法国Alcoa铝业铝厂的Vulcan S10系统

安装在法国Alcoa铝业铝厂的Vulcan S100系统

沃肯(Vulcan)安装地点: 

法国ALCOA铝厂

安装单位:

CWT Preval France

安装型号: 

1 x Vulcan S10

2 x Vulcan S25

1 x Vulcan S100

ALCOA 铝厂

Alcoa是世界一流的原铝和铝加工生产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铝

土采矿商和练铝商。

其法国工厂的设备可以生产出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铝薄板和中

厚板、建筑铝型材和铝建筑系统、紧固件和紧固件安装系统、结

构铸件、涡轮发动机组件和飞机机身组件。Alcoa雇用了全球30

个国家约六万一千名员工。

eauZone concepT

CWT Preval France, 2 Rue de la Gare, 72170, Beaumont Sur Sarthe, France, www.vulcan-france.fr

Alcoa 铝厂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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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华能大连电厂，冷却塔的进水管道上 

CWT安装授权经销商: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原因:解决冷却塔结垢严重问题

安装型号:Vulcan S100

华能大连电厂位于大连市大连湾镇，是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公

司，规划装机容量为210万千瓦。总装机

容量为140万千瓦，是华能集团的标杆性

电厂，同时也是全国特大型发电企业。

华能大连电厂是全国第一家商业性电

厂，建厂二十多年来，始终坚持一流导

向管理，不断实践机制创新、管理创新

和技术创新，企业管理一直走在全国

电力系统的前列，先后荣获全国第一个

“一流火力发电厂”、全国电力系统

“双文明单位标兵”、全国“五一劳动

奖状”等荣誉称号，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Vulcan S100 安装在华能大连电厂中冷却塔的进水管道上，管道直径是150mm，管道材质是钢管

中 国 华 能 大 连 电 厂

CHINA HUANENG POWER INTERNATIONAL 
DALIAN POWER PLANT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华能大连电厂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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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膜更换频率高的改善方案

中国

自从2017年4月安装沃肯后，除了因井水泥浆污染

而更换过1套RO膜外，直至2017年10月份没有再

更换，阻垢剂使用也减量50％，至今节省成本估

算已经有16-18万元人民币。

安装地点:    内蒙古霍煤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铝合金车轮厂里的涂装车

间，其中的制纯水工段。 

制纯水工段的主要工艺是RO

膜（反渗透膜）。

心日源授权经销商: 苏州凯恩晟空压系统有限公司

安装型号:            Vulcan S10 

管径尺寸与水流量: 65 mm，15 m3/h

苏州凯恩晟空压系统有限公司 | www.caes-sz.com |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嘉瑞巷8号乐嘉大厦1幢522室 | info@caes-sz.com | 0512-62372268

安装沃肯前的除垢方式是加阻垢剂,基本上是2-3个

月更换RO膜，有时会更频繁点1-2个月就更换。更

换一次的成本约人民币6万元左右。

纯水工艺设备 安装在反渗透膜前的S10

坐落于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为中国内蒙古和东北地

区最大的铝合金车轮生产企业之一。

安装细节

内蒙古霍煤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结垢问题

成效

内蒙古霍煤车轮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信函

关于涂装纯水机RO膜更换频率高的改善方案

 

涂装纯水机自2016年5月到2017年1月，共换了5

套RO膜，费用成本人民币324,000元。

公司领导非常重视。

为解决此问题，通过水分析报告，了解是原水水

质的问题。经过多方考察，苏州凯恩晟公司代理

的一款电子除垢仪，可以改善此问题。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购买安装了此设备，效果非常好。

4月6日安装时，三段RO膜的电导率是: 17.1

、22.7、21.5 (μ-Siemens/cm)，经过四天就有明

显的效果。截止到5月4日，三段RO膜的电导率

是:11.5、11.5、11.6 (μ-Siemens/cm)。我们会持

续跟踪设备的使用状况和效果。

R O 膜 更 换 频 率 高 的 改 善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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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St. Olav 教堂

美国

St. Olav’s Church inc. P.O.Box 1621 
1035 South Beacon Street 
San Pedro, CA 90733-1621. USA 

www.sjomannskirken.no/sanpedro 

sanpedro@sjomannskirken.no 

Vulcan 3000 电子除垢系统

我们洛杉矶/圣佩卓挪威海员教堂在使用了 Vulcan 3000 抑垢除锈系统几个月后，写出了

这份报告。我们更换了原来的硬水软化系统，该系统的维护非常贵，而且只能覆盖一部分

水系统。 

 

我们之前决定用 Vulcan 3000 除垢装置代替软水器。现在其使用效果令人吃惊，淋浴喷头

内的堵塞物已经消失，厨房的水龙头喷头能均匀喷水，我们的商用洗碗机更加干净效能更

佳。Vulcan 3000 让洗涤剂效用更佳，因此我们洗衣服时洗涤剂的用量大大减少。 

 

最好的祝福 

 

Knut Selle 
设施经理 

St Olav’s Church Inc 
Norweg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 / San Pe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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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CWT) 
Köpenicker Str. 154 
10997 Berlin 
Germany 

亲爱的克里斯蒂先生，

非常感谢您寄给我这套更强大的电子系统，收到后我立即安装。我注意到动物的饮水行为得到

了及时的改善。若有更长的观察期，我可以再提供给您更多的细节。如先前承诺，现在先提供

给您关于 CWT 水处理设备初期观察：

安装 2-3 天后，非常显着的改变是，泌乳母猪永久饮用饮水槽中的水，因此在 14 天后奶产量

也有所改善，这又导致了仔猪重量的增加（之前：约 7 公斤，现在：8 公斤）。这持续了好几

个月。

此外，我们曾经有因为生物膜引起的腹部脓肿问题，可能由废弃细菌内毒素引起的。随着使用

CWT 水处理产品，这问题逐渐改善。

还有另一个奶牛农民，在安装 CWT 产品后，管道再没有被堵塞过。安装之前，他必须每四周

用空气和水冲洗管道，以确保奶牛能够通过管道获得足够的水。合金钢饮用槽上的生物膜在安

装 14 天后溶解。大约 4 周后，农民还报告说，奶牛每天增产约 0.5 升的牛奶。

负面观察：

隔年二月份，我开始偶尔在管中添加酸，结果 CWT 水处理仪器的积极作用大部分消失了。此

外，新的生物膜又开始在管道中建立，即使冲洗管道，我仍然可以看得见。六月初用水冲刷管

道后并降低加酸量，情况又好转了。然后在 7 月 19 日，我安装了更大一号的电子系统。从那

那时起，我感觉到牲畜已经稳定，变得更加有活力。

我希望能尽快再给您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若有进一步的问题请不要犹豫并直接与我联系。

诚挚的祝福，

Hubertus Fasselt 

牧场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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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店 ― 农业

希腊

..

尊敬的CWT团队：

我是一个制作观赏植物和树木的专业园艺师，从业时间已有30余年，我经常
遇到硬水水质问题。这里的水源自一个钻井，我用它浇灌植物。但是这个水较
硬，对植物非常不利。实际上由于钙、镁离子太多，这些年我必须把一些植物
烧掉。

还有一点我需要强调，这些年来植物叶子都会显示一种白色，而不是众人所知
的绿色，这显然是由于水中的钙、镁离子含量太高。

安装Vulcan S25 装置之后，我发现叶子和土壤中再没有白色沉淀。最重要的
是，我注意到植物的长势有了很大改善。我同时也发现，无论在哪里洗手甚至
洗衣服等，都能更好更快地产生泡沫。

最后我必须说，对于这些年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那就
是使用沃肯(Vulcan)设备。

我从心底对您表示衷心感谢。

致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未经处理前 使用沃肯(Vulcan)水处理

希腊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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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金州区第二人民医院

中国

安装详细信息

型号: Vulcan S10

安装地点: 大连市金州区第二人民医院

安装位置: 生活水箱总出水管道上

CWT 授权经销商: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医院的生活水系统的水源为地下水，硬度非常

高，导致了整个系统管道及用水设备结垢非常严

重，管道内的水垢水锈非常多。

沃肯设备安装2个多月之后，通过观察用水龙

头，发现管道和用水设备上的水垢减少了，水槽

更加容易清洁，水质也变得非常滑。

大连市金州区第二人民医院概述

医院位于金州新区登沙河街道，担负着登沙

河街道4余万人口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

务，同时还担负着金州东部地区20万人口的

医疗、急诊急救任务。

大连市金州区第二人民医院正门

Vulcan S10安装在总出水管道上

安装沃肯(Vulcan)一个月后，
水垢减少很多，锅内也干净了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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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细节

安装型号:  Vulcan 5000
   Vulcan S10

安装地点:   Riverview 医院
       诺布尔斯维尔，印第安纳

安装位置:   游泳池

安装单位:   Salt-Free Water Systems

沃肯(Vulcan)装置安装30天前，正在运转的泳池氯化器 沃肯(Vulcan)装置安装30天后，正在运转的泳池氯化器

安装在泳池主管线上的Vulcan S10安装在泳池撇沫器主管线上的Vulcan 5000

1429 Casco Bay Cir . Cicero, Indiana . 46034, USA - www.vulcan-usa.com 

Riverview 医院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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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genbauer 医疗保健中心

德国

Sitz der Gesellschaft 
Paul-Robeson-Str. 37, 10439 Berlin 
Amtsgericht Charlottenburg 
HRB 67869 

Bankverbindungen 
Berliner Bank BLZ 100 200 00 Kto. 3167337600 
Deutsche Bank AG BLZ 100 700 00 Kto. 0630024800 

Geschäftsführer 
Jürgen Retzlaff 
Hartmut Schwerdt 
Wolfgang Wegener 

Gegenbauer Health Care Services GmbH  c/o St. Joseph Krankenhaus •  
Bäumerplan 24 • 12101 Berlin 

 

致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柏林 

Vulcan S 250 

尊敬的克里斯蒂先生： 

 

我们是一家设施管理公司，负责柏林 St. Josep 医院的内部维修。由于柏林的水质

硬，因此卫浴设备经常存在很严重的水垢问题。共 2500 个淋浴设备和浴室的维护及

清洁工作就需要花费极高的成本。 

 

 

现在，我们在医院内部安装 Vulcan S250 已经有几个月了，我们能够确定该设备能

带来极大的好处。我们在淋浴喷头上几乎看不到任何水垢沉淀物，因此节省了人力

以及更换卫浴设备的成本。 

 

我们真诚地推荐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的装置。 

 

诚挚的问候 

 John Behrens
(服务部经理)

Gegenbauer  
Health Care Services 
GmbH 

c/o St. Joseph Krankenhaus  
Bäumerplan 24  
12101 Berlin  

Ihr Ansprechpartner 
John Behrens 
Gegenbauer Health Care Services 
GmbH 
im St. Joseph Krankenhaus 
Bäumerplan 24 
12101 Berlin



107

Evangelic Bergisch Gladbach 医院

德国

EVANGELISCHES KRANKENHAUS BERGISCH GLADBACH 

Firma 

QfMflHHUTZIQf QESELLSCHAFT MIT BESCHRANKTCR HA.F TUNG 
- AllAOEMl&CtlES LEHRKRANKENH,t,VS 

C.ALTRON Wasseraufbereitungs GmbH 
Heinrich-Hoerle-Str. 2 
Postfach 650150 

5000 Köln 60 

Dear Sir or Madam. 

in December we installed a water treatment system in our senior ci tizens 
residence. The system has been running for six months by now and we are very 
pleased with the results. 

We have a total of 478 water outlets in the building (289 water taps, 97 
toilets, 92 showers). When checking the water tap outlets and showers we no 
langer find the typical scale build up or blockages. We have an indoor 
swimming pool which we use for all medical therapies. In this area we are 
also fully content with the effect of the Caltronic water treatment. 

For facilities for elderly people like ours it is inevitable to use water 
treatment that functions without chemicals or additional salt. We face an 
annual water consumption of 12.000 cubic meters (m3) [equals approx. 75478 
gallons US] where a chemical system would cause tremendous costs and mainte
nance werk for us. Compared to that, the annual costs of the caltronic water 
treatment system - which has been working without any malfunction and func
tions without any mainteneance werk - sum up to 50 DM [approx. 27 USD]. 

Sincerely yours, 

Li.�· 
A. Diet 
Facility manager 

BR Klein 
Managing director 

,...,,n !,01 10 � tOl Z JIO 100 !>OJ K,e,M()•••an<· 8•1o11c11 Q11ab1c113111001 IO'il tBLZ :173 !IO? 111 P111,11t1er A•,llo"ttnMn• �r. n,,o G••dbarll \113 tBLZ 370 696 001 
Oeuta1 l•b Uan'-. D111011r·h OlaOb• h &l0,11�14 Clll l 10 ,00001 n,,..11,lf••• 0,ml,. u,.,1.1",t I+ r.t,111h•t „ ft\lU '"" ,,u / 310800 4UJ 
b�n• ru, �"'"""'"" ,,.11 Ko1n•1 •12/00tllLZ 31021'!>001 llenk lu, ,c.., huu1111U,••o•"rtlu,,1>u1910h• 1IILZ J')IJ6Cll90l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们在老年人住所里安装了水处理系统，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经运转了
六个月，我们对其效果极为满意。

我们整栋楼（289个水龙头、97个厕所、92个淋浴）一共有478个排水口。
我们检查水龙头出水口和淋浴时发现常见的水垢积聚或堵塞物已经不见
了。我们有个医疗用的室内游泳池，对于泳池水的处理效果我们也非常满
意。

我们每年的用水量达12,000立方米，因此使用化学水处理系统会带来巨
大成本，且维护工作量也很大。再者老年人专用的医疗设备，如我们保健
中心的设备，必定要采购那些无需添加化学剂或额外的盐就能运转的水处
理装置。您提供的水处理系统 - 无需任何维护工作即可运转、且无故障: 
年度成本总计大约25美元。

您真诚的

执行董事 设备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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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ia 地区水供应业经理

西班牙

AIGVA DE RIGAT S.A
C/ Comarca, 47 
08700 Igualada 
 
www.aiguaderigat.cat

致西班牙Vulcan团队：

从1921年起，Rigat公司就从事与Anoia地区水循环运行相关的工作。80余年来，我们秉持同样的承
诺和责任，即始终保证供应的水质量最高，同时对环境的冲击影响最少。

由于水表常常被钙化物质填满、堵塞，所以我们不得不经常更换它们。这次我们就在水表前面安装
了几个沃肯(Vulcan)装置。

由Vulcan S100和 S500 水处理过的那些水表，我们收到了同样的结果 - 再无水垢和钙化沉淀物。
我们藉此机会衷心感谢贵公司的出色服务。

Mr. Caltron A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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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 Luzuriaga
Buenos Aires 
ARGENITNA阿根廷

VULCAN S100

300 个房屋住宅

安装信息

地点:

型号: 

水处理范围:  

授权经销商: 

安装感想: 处理锈垢的解决方案!
快乐的住戶正在推荐新客户!

www.drimports.com.ar

Buenos Aires 市水供应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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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地点: 阿尔及利亚 
应用：    水表和电表的生产 
部门：    基础设施

性能良好证明书

特此证明，我们对基于脉冲技术的物理水处理系统

Vulcan S100和Vulcan S250的使用效果非常满意。 

安装有沃肯(Vulcan)的工厂负责生产电表和水表。

EURL FCGBI 
基础设施部门主管

Vulcan S100 和 Vulcan S250 物理水处理 Vulcan S100 安装在一个水表和电表生产厂

沃肯(Vulcan)装置安装单位 
Eurl FCGBI (ISSIAKHEM)

AMC 测量和控制装置业

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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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KREMPL . HAUSTECHNIK GMBH

致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克里斯蒂先生
德国柏林

德国科布伦茨

敬启者：

十余年来，我们一直在销售贵公司的Vulcan 5000水处理系统。此次，我们成功出售了1000套
设备。我们不断收到客户对系统的有效性给予积极反馈 - 水垢之前只能用化学除垢剂进行清
除，现在用一块布就能轻易擦掉水垢粉末。而且，使用该系统能明显减轻电器设备（如洗衣
机、洗碗机、水壶等）加热过程中的钙化作用。

我们衷心祝愿您和贵公司能取得更高的成就，就以上提及的成功合作我们表示感谢。

此致，

HANS KREMPL 住宅科技业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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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会展中心

德国

clo Bayer Gastronomie GmbH· Deutz-Mülbeimer Straße 30 · 50679 Köln 

Deutschland 

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Heinrich-Heinestr. 15 
52249 Eschweiler 

Vulcan 3000 Service Report 

Dear Sir, 

A few months ago we installed your Vulcan 3000 water treatment system in our catering 

services at the Cologne trade fai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had problems in particular 

with the coffee machines and dishwasbers due to tbe hard water in Cologne. 

The machines had to be maintained frequently and the cleaning costs of the kitchens were 

very high. 

After tbe installation of your water treatment system in our bistros T noticed a clear 

improvement of the situation. The limescale deposits are now much easier to remove thus 

easing tbe workload oftbe staff. Less detergents are needed and I am altogether extremely 

satisfied witb your device. 

Unfortunately I am unable to give a long-lenn conclusion over lhe scale reduction at this 

point in time as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e inside lhe pipes. I am convinced bowever by the 

effects visible outside the pipes and can therefore fully recommend Vulcan. 

Yours Sincerely, 

/l3Ls- � 
�or Ernoehazai 
Technical Manager Cologne trade fair 

• • • 
• koelnmesse 

Serv ce 

Catering managed by 

Datum 

, 1 , 1 ( 1n1e 

07.09.2006 
Durchwahl 

+ 49 221 284-9420
Teletax 

+49221284-9515
E-Mail 

gabor .ernoehazai@ 
bayer-gastronomie.de 

Bayer Gastronomie GmbH 

Deutz-MOlbeimer Siraße 3 0 

50679 Köln 

Deutschland 

Telefon +49 221 284-9444 

Tele.fäx +49 221 284-9445 

koelrunesse@bayer-gas1ronomie.de 

www.bayer-gastronomie.de 

Koelnmesse Service GmbH 

Messeplatz 1 

50679 Köln 

Deutschland 

Geschäftsführung: 

Dr. Stefan Ecken 

Vorsitzender des Aufsichtsrates: 

Axel Kaske 

Sitz der Gesellschaft und 

GerichlSStand: Köln 

Amtsgericht Köln, HRB 33054 

敬启者：

几个月前，我们在科隆贸易博览会的餐饮服务设备中安装了贵公司
的Vulcan 3000水处理系统。近几年，由于科隆的水质较硬，尤其是
我们的咖啡机和洗碗机一直受其困扰。

这些机器需要经常维护，而厨房的清洁费用非常高。

自从我们餐馆安装了贵公司的水处理系统，我发现情况有了明显改
善。现在水垢沉淀物很容易就能清除，因此服务员的工作量也得以
减轻，清洁剂的用量也大幅减少。总而言之，我非常满意贵公司的
设备。

不过很遗憾，就该设备的除垢效果目前我无法提供一个长期结论，
因为现在还无法看到水管内部的情况。但是，根据可见的水管外部
效果，我对该设备非常有信心。因此我竭力推荐沃肯(Vulcan)。

真诚的

Vulcan3000服务报告

科隆贸易博览会技术主管

致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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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安装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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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映山住宅安装

中国

沃肯(Vulcan)安装在该小区的一家住户，在楼梯口处的家庭用水
主管道上

卫生间、洗手盆等更易清洁，更减少了清洁用品的使用量

青云映山小区位于大连市中山区青云街，占地面积5.86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安装详细信息

安装型号:   Vulcan 3000

安装地点:    青云映山小区家庭

安装位置:     家庭生活用水主管道

CWT 授权经销商: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观察

住家使用沃肯(Vulcan)以来，设备安装1-2天后住户就感觉生活用水水质变得非常顺

滑，洗漱和沐浴后皮肤感觉非常舒服不紧绷、衣服洗后很柔软。通过1-2个月的观

察，更发现尤其是白色的衣服洗后更加白净透亮，而以前却非常容易发黄；厨房和

卫生间更易清洁，减少了体力消耗和清洁用品的使用量。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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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达家园住宅安装

中国

安装详细信息

安装型号:   Vulcan 3000

安装地点:    盛达家园小区家庭

安装位置:     家庭生活用水主管道

CWT 授权经销商:   甲一方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安装观察

盛达家园小区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小区生活用水水质比较差并且硬度高，导致家庭用

水器具结垢很严重，太阳能热水器回水管道容易发生堵塞不通水，安装了沃肯3个月之

后，发现热水器管道再也没有发生堵塞现象，水流变得非常通畅。

安装在家庭生活用水主管道的沃肯(Vulcan)装置 - V3000

w w w . v u l c a n - j i a y i f a n g . c o m

甲 一 方 水 务 科 技
JiaYiFang Wate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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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住宅区室外安装

美国

沃肯（Vulcan）抑垢除锈系统
于佛罗里达住宅区的安装实例

安装型号: 

安装地点: 

安装单位: 

客户的评价:

Vulcan 5000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私人住宅

Clearwater Systems 

Lake Mary, FL 32746

美国佛罗里达州

www.PureWaterFlorida.com

这是我们「整座房子的净化系统」，由CWT水处理系统-
「沃肯(Vulcan)」实现。

抑垢系统代替供应树脂鞣剂来清除水垢。现在我们的系统「无需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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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 BUTCHER, 
Gelorup, 西澳大利亚州

来自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CWT）的抑垢除锈水处理系统

我和我妻子以一个5英亩的庄园为生，该庄园位于Gelorup，距西澳大利亚州班伯利南部20
分钟的车程。我们这里的水含锈垢量高，这给我们的水网系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大量的
锈垢和铁泥屑积聚在管道系统中，阻塞了筒形线管和洒水喷头。而情况也变得更加令人沮
丧，洒水喷头好像不断地被堵塞，我每六个月就得更换一次筒形线管。

安装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CWT)水处理系统三个月，铁残渣和锈垢就消失了，这
个效果让我大吃一惊。管道被完全清除干净，一点也没有铁锈的痕迹。

我们的花园中有200余处玫瑰树丛、占地半亩的树村舍花园，干净可靠的洒水系统对我们
保持花园健康非常重要，我们的牧马场也在水网系统内。CWT系统帮我节省大量的钱和时
间，我无需再清理洒水喷头或更换水网系统中的筒形线筒。

看到效果如此成功，我们现在打算大规模扩建花园和鸟舍。我们向所有居住在澳大利亚硬
水区的人们推荐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安装简单无需维护。

  安装沃肯(Vulcan)除垢系统后，西澳大利亚州的Lance Butcher享受着干净的洒水系统

Lance Butcher 花园喷水系统

西澳大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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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住宅安装

德国

敬启者：

非常感谢您允许我们将Vulcan 5000作为一个试用装置安装在我们的住宅。
自我安装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问题。

安装后的第一晚，我喝了一杯自来水后感到很惊喜。从那时起，水的味道
变得不同，更纯净更清淡。

安装Vulcan 5000 几天后，我只用一个湿布就能清除淋浴间的水垢，而在
此之前必须得用溶剂才能清除掉水垢。同时，淋浴间的按摩式花洒自动恢
复到最大效能，我没有花费任何力气。这在以前必须得通过定期的强效清
理和长期在清洁剂中浸泡才能实现。水龙头和水槽、浴缸和淋浴间的表面
也不再黯淡无光，无需强力清洗就能非常光亮。而且安装以后，我们的洗
碗机和洗衣机所用的洗涤粉量能节省一半。我和我妻子期待一个没有多余 
「钙化」的生活。

我很高兴能够向大家推荐Vulcan 5000。

致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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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 - 井水

美国

我完全相信沃肯(Vulcan)是一个值得购买的产品。

Bob Lugenbeal
Lebanon, Indiana

Salt-free water systems LLC
Cicero, IN 46034
电话:  317 416-3625
邮件:  Sales@Salt-FreeWaterSystems.com
网站:  www.Vulcan-USA.com

致无盐水处理系统团队：

我们的井水中铁和钙的含量极其高，我们每天都需要面临井水带来的问题。由于钙物质积聚，我们的水龙头需要
不断进行维修并且每年更换一次，浴帘每个月更换一次，玻璃每6-12个月更换一套新的。除此之外，我们的软水
器每5周需要用掉160磅的盐。一个月后，我发现我们家的两个淋浴龙头都需要更换，这就需要拆除浴室墙面砖。

另外，屋外也有两个水龙头需要更换，其中一个由于积聚的钙物质太多已经无法关闭，而另一个则已无水流。直
到此时，我才决定尝试一下沃肯(Vulcan) 水处理系统。

我在PEX进水管道上安装了沃肯(Vulcan)，安装的位置正好位于软水器前面，水经过沃肯(Vulcan)装置之后才会分
流到屋外的水龙头。到现在为止，沃肯(Vulcan)的安装时间仅两个多月。

安装三周后，一月初，我听到外面有水流出。我跑到屋后发现，水流正以最大流速从屋外的水龙头中流出。之前
这个水龙头已经完全无法使用，现在却能流出最大或接近最大的水流，这都是沃肯(Vulcan)的功劳。

我已经有六周没在软水器中添加盐，所以我觉得我买的四袋盐可能都得用完，但是当我打开软水器后，我发现只
需要放进去三袋。我估计现在的用盐量只有之前的一半，这都是沃肯(Vulcan)的功劳。

安装沃肯(Vulcan)两个月后，我去洗淋浴，发现水龙头已完全摆脱钙物质积聚的问题，使用起来像新的一样。我
去了第二个浴室，发现也有了额外的改善，两个浴室的淋浴软管也不再僵硬。这也都是沃肯(Vulcan)的功劳。

安装沃肯(Vulcan)的那天，我到处到处拍照纪录，包括：被腐蚀的厨房外围和积聚在浴室水龙头上的碳酸钙垢。
虽然对于大部分区域内积聚的水垢，我还没有发现明显的减少，但是玻璃水杯上已经完全没有水垢的痕迹。下面
两张照片是同一个玻璃水杯，左边是安装沃肯(Vulcan)前使用了仅一年多，右边是安装沃肯(Vulcan) 后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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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和文件

资料来源: 研究机构和实验室

德国制造 

质量保证

研究报告和科学论文

Independent Studies 
and

Scientific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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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大學物理研究所测试报告  
德国

物理研究所 
医疗设备

Ludwig-Maximilians-慕尼黑大学

指导主任: Prof. Dr. G. ten Bruggencate, Prof. Dr. E. Gerlach, Prof. Dr. h.o.K.Thurau

Dipl.-Phys. Franz Rucker       

Physiological Institute Pettenkoferstr. 12  80336 慕尼黑

致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z.Hd. Herrn Kleefisch
Heinrich-Heine-Str. 15
52249 Eschweiler        

 

电子水处理系统Vulcan 5000用于Coherent公司激光Innova 90-K冷却系统 
的测试报告（用户统计报告）

尊敬的克里斯蒂先生：

根据我们在电话中的约定，我现把贵公司电子水处理设备Vulcan 5000的测试报告给您。

Coherent 公司生产氪气体离子激光器 Innova 90-K，我们在其冷却系统主水源管道上安装了 
Vulcan 5000，以减少或避免在激光管的陶瓷盖上积聚水垢。冷却剂流经激光管的陶瓷盖，流速
大约是9升/分钟，压力大约是2.5巴，流经的同时根据气体放电（激光管电流）在30a到40a之间
的变化幅度，温度会上升至60°c 到 70°c，过去几年，我们的激光管一直受水垢问题的困扰，积
聚在激光管陶瓷盖上的厚厚一层水垢使得激光管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常更换新的。

与昂贵的换热器如:循环封闭系统内的冷却剂做水处理相比，Vulcan 5000系统是一个很划算的替
代品。这些换热器的成本在5000欧元左右。于是我们开始试用Vulcan 5000装置来处理气体激光
器的冷却剂。安装大约九个月后，Coherent 公司检查激光管陶瓷盖表面上的水垢沉淀，没有检测
到任何水垢残留。因此，这是一个完全积极的效果。

在安装沃肯(Vulcan)期间，激光器共运转了约200个小时，期间激光管的电力从中等强度到最高
强度不等，每次操作时间是4到8小时。这些运行期和要求的成绩符合我们荧光显微实验对激光器
的正常使用结果。我们之前用类似的方式使用激光器，但冷却剂没有经过沃肯(Vulcan)处理，结
果显示有大量的水垢沉淀。

Fanz Rucker

Pettenkoferstr. 12
80336 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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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太白研究所基金会 ― 沃肯(Vulcan)测试报告

德国

(Foundation of economic promotion Reutlingen) (Transfer Centre -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STEINBEIS-STIFTUNG FÜR
WIRTSCHAFTSFÖRDERUNG

TRANSFERZENTRUM REUTLINGEN
ANGEWANDTE UND UMWELTTECHNIK

环境化学中心

源于 史太白研究所基金会

温度计

恒温器
90°C 换热器 流量控制

未经处理
的水

图形记录器

一个四口之家的取水
习惯

A –  水处理前提取

B –  水处理后提取

 经Vulcan 5000 
处理的水

起始水流量为5毫升/分钟

示意图显示Vulcan 5000水处理装置的功能 
（示意图只描述了两个测试中的其中一个）

Vulcan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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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太白研究所基金会 ― 沃肯(Vulcan)测试报告

德国

(Foundation of economic promotion Reutlingen) (Transfer Centre -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STEINBEIS-STIFTUNG FÜR
WIRTSCHAFTSFÖRDERUNG

TRANSFERZENTRUM REUTLINGEN
ANGEWANDTE UND UMWELTTECHNIK

鉴定
有关 “Vulcan 5000“ 水处理装置的效果

测试主题:    水处理装置  "Vulcan 5000"

制造商: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Heinrich-Heine-Str. 15
    D-52249 Eschweiler

测试说明:
该测试是用来检测Vulcan 5000是否能完全不使用化学剂，仅通过纯物理方法减少水管
和家用设备上的水垢残留。

实验性功能示范:
我们用两组完全相同的实验环境在换热器设备中对效果进行验证。水从沃肯(Vulcan)
的前后水管中同时抽出，观测两段在换热器中钙物质沉淀的状况。

当水垢残留增多，水流就会减少。流经沃肯(Vulcan)装置的水越多，水在管道和容器
壁上形成水垢的倾向性就越小。该实验是根据一个四口之家的抽水实践以及为期六周
每半小时抽5升水的定期抽水实践而开展的。

该测验显示，“Vulcan 5000”水处理装置大幅降低了水垢沉积物形成的倾向性。另外，
关闭 “Vulcan 5000” 后其效果仍能持续几天。而且从表面来看，其效果并没有局限在
管道的某一部分，还能影响到附近管道段的水流。

Reutlingen         

(Prof. Dr.D. Frahne)

罗伊特林根经济促进基金会 转移中心 - 应用环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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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肯(Vulcan)在冷却塔的费用节约计算

日本

www.catalina.co.jp

安装细节

型号:	 	 	 Vulcan S100 

安装区域:	 	 		冷却塔内的100RT涡轮冷冻机，全天24小时全年无休运行

循环水流量:	 	 	120 m3/h

管径大小:	 	 150 A

达到效果:	 	 大量减少化学处理

全程化学加药除垢对照Vulcan水处理发现:	安装沃肯一年内产生的费用已经低于前期全程化学加药除垢

搭配沃肯全球十年质保的费用节约计算:

费用节约计算	-	沃肯在冷却塔的应用

更多其他益处

电力节约:  通过在涡轮冷水机的防垢，可节省5-15%的电力

瓦斯节约:  通过在吸收式冷水机的防垢，可节省5-25%的瓦斯	

设备寿命延长:  延长约30-60%生命周期

无 Vulcan 安装 Vulcan S100 每年节省的费用

水电费 水电费

消毒/抗藻类药剂 消毒/抗藻类药剂

除垢化学药剂

人工维修费用

第一年 人民币 273,905 元 人民币 242,871 元 人民币 31,034 元

第二年 人民币 547,810 元 人民币 456,702 元 人民币 91,108 元

第三年 人民币 821,715 元 人民币 670,558 元 人民币 151,157 元

第五年 人民币 1,369,525 元 人民币 1,098,270 元 人民币 271,255 元

第十年 人民币 2,739,050 元 人民币 2,167,574 元 人民币 541,4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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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肯(Vulcan)测试报告(脉冲水处理系统): 为预防引发冷却塔故障的水垢积聚而安装

测试范围:  一家制药公司的工厂
安装位置:  第二栋楼屋顶上的冷却塔
冷却塔 A:  补给水管道大小是50A
冷却塔 B:  补给水管道大小是50A
冷却塔 C:  补给水管道大小是50A，循环管道大小是80A。
 

安装型号:
Vulcan S25 X 2
(水处理流量: 25 立方米/小时)

目标:
1. 预防水垢积聚在冷却塔上
2. 减少水处理中化学剂的使用（符合ISO 14001的方法）
3. 防止换热器效率退化，节约能源成本

有效性验证:
安装沃肯(Vulcan)之后，在没有使用任何水处理化学剂的情况下，我们对A、B、C三座冷却塔的状况进行了
检查。大约六个月之后，我们发现冰箱和换热器的管道内部基本上已经没有水垢沉淀，也没有显示水污染预
警。（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使用水处理化学剂，水质就会恶化，同时会发出水污染预警）我们用手指就能
轻易清除附着在冷却塔上的二氧化硅。鉴于这些效果，我们可以确定沃肯(Vulcan)的有效性。

评论(总结):
沃肯(Vulcan)水处理系统有以下特点：沃肯(Vulcan)仅改变了水垢的晶体结构，并没有改变水质。因此，水的
成分没有任何增多或减少。流经沃肯(Vulcan)的水更加柔软，渗透性也得以提高。 通过沃肯(Vulcan)可得到更
好的冷却水。
备注: 沃肯(Vulcan) 供水管线内水处理的有效性能持续2至7天，长度可达约2km。

主要的特点包括:
- 防止水垢和水锈积聚
- 让厨房和浴室变得更易清洗（厕所、淋浴、瓷砖、接头等...）
- 大幅减少油块造成的堵塞
- 无需使用强效化学剂清除水垢
- 无需使用添加剂
- 不会改变水质
- 预防排水过程中的堵塞现象

安装在补给水管道上（50A） 
的沃肯(Vulcan)

为处理流经冷却塔A,B和C的水 

安装在循环管道上（80A） 
的沃肯(Vulcan)

为处理流经冷却塔C的水 

物理水处理的冷却塔使用案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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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沃肯(Vulcan)后的进展动态

安装沃肯(Vulcan)六个月后 
附着的二氧化硅

用软水管冲刷

冲刷后

冷却塔A                     冷却塔B 冷却塔C

二氧化硅无法用水冲刷掉，但能
用趾甲剥掉。

水能轻易把二氧化硅冲刷掉。 
（残留的二氧化硅用手指轻碰就
能擦掉）

安装在循环管线中与安装在补给水管道, 
沃肯(Vulcan)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沃肯(Vulcan)测试报告(脉冲水处理系统): 为预防引发冷却塔故障的水垢积聚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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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符合性声明
公司名称和地址 :  Christiani Wassertechnik GmbH 
     Köpenicker Str. 154 
     10997 Berlin 
     Germany 
产品 :    Water conditioning appliance 型号 : 

Vulcan  
3000/ 5000/ S10/ S25/ S50/ S100/ S150/ S250/ S350/ S500 

产品符合欧洲指令 ：

89/336/EEC including amendments 
„Council Directive of May 1989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以下所列的标准完全符合,证明了指定产品的型号与上述EC指令的基本保护要

求的符合 

DIN EN  55014-2 (VDE 0875 Teil 14-2): 2002-08; EN 55014-2:1997 + A1:2001 

Requirements of category II DIN EN 55014-1 (VDE 0875 Teil 14-1); 2003-09; EN 55014-1:2000 + A1:2001 + A2:2002 

DIN EN 61000-3-2 (VDE 0838 Teil 2): 2001-12; EN 61000-3-2:2000 
DIN EN 61000-3-3 (VDE 0838 Teil 3): 2002-05; EN 61000-3-3:1995 + Corr.:1997 +A1:2001 The VDE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Institute (EU Identification No. 0366), Merianstr. 28, 63069 

Offenbach, has tested and certified the product granting the VDE Approval for the mark(s) as 

displayed.  

证书编号   94050 文件参考   1898800-4521-0001 / 75684 FG43 / FU 

Berlin, 01.01.20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日期)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发行人的签名)

德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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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单

摘录自我们全球客户名单

德国克里斯蒂水技术有限公司 (CWT) 
Köpenicker Str. 154 
10997 柏林 
德国

电话:  +49 (0)30 - 23 60 77 825
传真:  +49 (0)30 - 23 60 77 810

沃肯(Vulcan)在中国: 
www.vulcan-water-china.com

CN-s 06/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