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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絮凝剂是水处理中经常用到的投加药剂，一般多为有机高分子物质。有时候当单独

使用絮凝剂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时，需要投加某种辅助药剂以提高混凝效果，这种药剂称

为助凝剂。常用的助凝剂有：活性硅酸、海藻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及化学合成的高分

子助凝剂包括聚丙烯胺、聚丙烯酰胺、聚丙烯等。

不论是絮凝剂还是助凝剂在水中溶解的过程中，因其粘度较高，常使溶解过程变得

复杂，而且容易结块，加大了人工操作的强度，也使投加的自动化程度降低。

为解决此类难题，青岛巨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吸收目前国际上最先进工艺技术基

础上，研制开发了 JCJ/X（Z）系列一体化絮凝（助凝）剂制备装置。它是集溶药、熟化、

投加于一体的全自动加药系统。该设备根据所需药液的浓度，控制投加的药剂量，自动

将絮凝（助凝）剂进行搅拌、溶解、熟化，再由加药泵投加到处理水中，大大降低了絮

凝（助凝）剂使用过程中的复杂程度，并使投加过程自动、准确，而且节省药量。

JCJ/X（Z）系列装置占用空间小，安装简单，自动化程度高，使用寿命长，可广泛

应用于城市给水处理、污水处理以及电力等行业的水处理，真正为用户解除因药剂投配

所带来的烦恼。

https://www.baidu.com/s?wd=%E6%B5%B7%E8%97%BB%E9%85%B8%E9%92%A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1-BPhc1nA7hmWcLnW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3njczP1m3P6
https://www.baidu.com/s?wd=%E7%BE%A7%E7%94%B2%E5%9F%BA%E7%BA%A4%E7%BB%B4%E7%B4%A0%E9%92%A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1-BPhc1nA7hmWcLnW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3njczP1m3P6
https://www.baidu.com/s?wd=%E8%81%9A%E4%B8%99%E7%83%A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1-BPhc1nA7hmWcLnW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3njczP1m3P6
https://www.baidu.com/s?wd=%E8%81%9A%E4%B8%99%E7%83%A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1-BPhc1nA7hmWcLnW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3njczP1m3P6
https://www.baidu.com/s?wd=%E8%81%9A%E4%B8%99%E7%83%A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1-BPhc1nA7hmWcLnW9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3njczP1m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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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原理

2.1 系统组成

JCJ/X（Z）系列一体化絮（助）凝剂制备装置主要由箱体、干粉进料机和自动控制

系统三部分组成。

2.1.1 箱体

箱体由聚丙烯（改性 PP）材料制成，分为三格，即制备格、熟化格和投配格，每格

装有 1个电动搅拌器，便于充分混和药液。在投配格中装有液位计，检测最高和最低液

位，保证整个系统不间断供药。在制备格上还有一个混合器，起到浸润药剂的作用。

2.1.2 干粉进料机

干粉进料机包括料斗、进料电机、投配螺旋和混合器。进料电机由 PLC 控制变频器

来调节其转速，从而调整投加药量，控制制备药液的浓度。

2.1.3 自动控制系统

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控制箱、各种传感器（如液位计等）和控制部件。触摸屏控

制系统采用 PLC 控制，触摸屏显示操作。PLC 采用 S7-200 系列产品,触摸屏采用

Smart700IE 系列产品。控制系统的主要作用是根据进水流量手动/自动控制和调节加药

设备的正常运行。具有缺料及缺水液位保护、流量高/低保护以及各种故障保护并可以

在故障或报警时自动停机等控制功能，并可实现自动、手动切换。

通过它实现全自动控制——全自动运行、报警、停止及再启动。自动控制系统使整套设

备安全运行，从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2.2 工作原理

絮凝（助凝）剂干粉倒入干粉进料机的料斗，通过改变进料电机的转速来精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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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药量。干粉由投配螺旋经过输料管推入到混合器中，输料管的电热带能使里面的干粉

避免受潮结块堵塞输料管。进入混合器中的干粉立刻被稀释水润湿，并滑入制备格，制

备格中有一个缓缓转动的电动搅拌器，初步混和药液，然后药液再流入熟化格，在其内

充分混和并熟化，熟化后的药液，流入投配格中，为防止熟化的药液发生沉淀，投配格

中的搅拌器在在加药过程中进行搅拌。

三.系列号说明

JC J / X（Z）□

每小时絮凝（助凝）剂制备量（L）

一体化助凝剂制备系列

一体化絮凝剂制备系列

成套加药设备

巨川品牌名

四.技术参数

型 号 JCJ/X（Z）1000JCJ/X（Z）2000
JCJ/X （ Z ）

3000

JCJ/X（Z）

4000
JCJ/X（Z）5000JCJ/X（Z）6000JCJ/X（Z）8000

60 分钟制备

量（L/H）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8000

总功率（KW） 2 2.5 2.8 2.8 3.3 5.2 7.0

搅拌电机功

率（KW）
0.4 0.75 0.75 0.75 1.1 1.5 2.2

重量（KG） 300 370 450 520 640 750 800

熟化时间 取决于设备规格，最多 60 分钟。

电压/频率 220v/380v，50Hz

安全等级 控制箱：IP54，搅拌器 IP55

搅拌器速度 230rpm

箱体材料 改性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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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备安装

安装说明：

1.设备间留有一个 0.2 米厚的水平水泥基座，设备和投药计量泵安放其上。设备与

墙壁之间至少留有 1米的距离。

2.设备间应留有自来水管，水压稳定在 3bar 左右。连接进水管。连接管采用 PVC

管，连接方式是胶粘。

3.设备间应留有排水地沟，将连接溢流管和放空管的管道通到地沟。

4.将抽液管连接投药计量泵。

5.设备间应留有 AC380 电源。

六.设备调试

整个加药系统可根据情况人工启动,也可自动启动。当人工启动时,操作人员可通过

触摸屏上的相关按钮向 PLC 发出控制命令,由 PLC 按顺序启、停系统，系统启、停过程

中要求所有的设备均能按顺序联动开、停，或者在某个设备发生故障时，系统能自动获

取信号报警并停止运行系统；保证系统能恒定产生药液。

当设备安装完毕后，必须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调试，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絮凝剂干粉出药量的校准和调试

2． 震动器的调试

6.1 絮凝剂干粉出药量的校准和调试

絮凝（助凝）剂干粉出药量的校准和调试，需要使用秒表和天平，天平精确度至少

为 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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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药粉倒入干粉进料机的料斗。

 关闭截止阀，松开螺栓，移开混合筒。

 打开控制箱主开关，将自动/手动旋钮转到手动调整状态。

 调节进料变频器，将进料电机的速度调到最慢。

 将天平盘放在输料管的正下方，通过触摸屏拨下控制进料电机的开关，启动电机，

待出料均匀后，停转电机，清空天平盘。

 启动电机，收集 3分钟的药剂，停转电机，称重，写下数值。

 调节进料变频器，将速度调到最快，然后收集三分钟药剂，停转电机，称重，写下

数值。

 关闭控制箱主开关。

 重新安装好混合器。

6.2 振动器的调试

6.2.1 振动力的调试

调整方法：用螺丝刀打开振动器的两个不锈钢盖，增减两边的叶片即可调整振动力

的大小。每边 4个叶片，振动力是 20 公斤。同理，3、2、1个叶片相应的振动力是 15、

10、5 公斤。

注意：一定要是两边的叶片个数相同，否则将损坏振动器。

6.2.2 间歇振动时间的调整

振动器的间歇振动时间根据絮凝（助凝）剂干粉的出药量设定的。设备在出厂前就

已经根据出药量设定出间歇振动周期。如果用户出药量改变幅度很大，须由专业技术人

员重新设定间歇振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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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操作说明

7.1 开机前的准备工作

1）仔细阅读各部件的使用说明书。

控制箱电路原理及接线端子图见附图。

2）检查设备有无损坏

3）按前面的安装方法正确安装，并用清水加压检查连接管路有无渗漏。

4）对照电控箱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5）检查发生器右侧面板上的玻璃液位计的水液面，确认流量液位的位置，防止流

量过低或过高。

7.2 控制操作说明

本一体化自动加药控制系统采用智能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和先进的触摸屏操作，

控制方便灵活，自动化程度高，使用户操作维护更加方便快捷。

该控制系统为单台 JCJ/X(Z)型一体化加药设备的控制系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对加药设备进行操作。

下面先介绍一下本系统的触摸屏操作说明：

触摸屏是一种新型的人机界面，它是在操作人员和设备之间作双向沟通的桥梁，它

由许多窗口组成，每个窗口都是由文字、按钮、图形、数字等组成的。使用人机界

面能够明确指示并告知操作员机器设备目前的状况，使操作变的简单生动，并且可

以减少操作上的失误。本系统选用西门子公司的新型触摸屏 Smart700IE，具体操

作如下。

系统有两种启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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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触摸屏上电启动后，自动运行项目

b.点击桌面装载窗口的 start 按钮启动项目

项目启动后，屏幕会短暂的出现如下图所示的欢迎界面。欢迎画面在屏幕上短暂显

示后自动进入触摸屏的监控系统；也可以通过点击画面中的按钮实现进入系统和退

出系统。

系统运行后首先进入系统的主监控画面，如下图所示。该画面显示了设备的工艺流

程以及各个单机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指示灯可以很方便的查看各个设备的运行状

态，并且可以看到设备的控制模式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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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控制系统包括药液制备装置控制和药液投加装置控制两部分。

一、 药液制备装置

电动阀

烘干器
振动器

物位计

进料机

1
#
搅

拌

器

2
#
搅

拌

器

3
#
搅

拌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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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药液制备装置示意图，图中标明了各个单机设备的位置及名称。

药液制备装置包括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

1、手动控制

手动控制时要求 “手动/自动”按键在“手动”状态。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对该装

置的各个单机设备进行操作。

各个单机设备控制如下：

①1#搅拌器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 1#搅拌器弹出如下窗口

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搅拌器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

控制窗口。

当出现“1#搅拌器故障”报警或急停按下时搅拌器无法开启。

②2#搅拌器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 2#搅拌器弹出如下窗口

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搅拌器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

控制窗口。

当出现“2#搅拌器故障”报警或急停按下时搅拌器无法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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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3#搅拌器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 3#搅拌器弹出如下窗口

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搅拌器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

控制窗口。

当出现“3#搅拌器故障”报警或急停按下时搅拌器无法开启。

在自动控制时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状况设定搅拌时间和搅拌间隔时间。

点击相应区域分别输入搅拌分钟和秒时间，搅拌间隔分钟和秒时间。

④进料机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进料机弹出如下窗口

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击“X”,关闭控制窗口。

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进料电机指示变为绿色。当出现故障时进料机无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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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待故障原因消除后,按下故障复位,可使故障消除。

自动状态下当出现“水流量低”5秒时,设备将停止运行,并报故障。

运行参数包括频率设定和进料机的运行频率显示参数，

手动设定：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进料电机的运行频率，从而制备一定浓度

的药液。

实际频率：显示了进料电机变频运行的实际频率。

⑤振动器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振动器弹出如下窗口

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搅拌器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

控制窗口。

当出现“1#振动器故障”或急停按下时振动器无法开启。

窗口中的自动延时控制是指在自动控制时用户可以设定振动器的定时振动时间和

振动间隔时间。

⑥电动阀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电动阀弹出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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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搅拌器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

控制窗口。

当出现“高液位”“高高液位”报警或急停按下时电动阀无法开启。

⑦烘干器控制

在画面上单击烘干器弹出如下窗口

在该窗口中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N”搅拌器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OFF”

搅拌器关闭。设备开启后，监控画面中该搅拌器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

控制窗口。

当急停按下时烘干器无法开启。

以上为手动控制时各个单机设备的控制介绍，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需

要来操作各个单机设备。

2、自动控制

自动开启药液制备装置步骤如下：

①设定 3台搅拌器的定时搅拌时间和间隔时间，设定方法参照上述的手动控制时

搅拌器控制。

②设定振动器的定时振动时间和间隔时间，设定方法参照上述的手动控制时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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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控制。

③设定进料机运行频率，设定方法参照上述的手动控制时进料机控制。

④向料斗中投加药剂干粉，加完后检查料斗空是否报警，如有报警则检查料斗物

位检测开关是否工作正常。

⑤以上 4 个条件满足后，点击“控制模式”按键为“自动”，点击“自动模式”

按键为“开”即可。

设备自动开启后，如果低液位或低低液位报警，则进料机、电动阀、1#搅拌器、

2#搅拌器开启，同时振动器按照设定的定时时间工作。液位高于低液位后 3#搅拌

器按照设定的时间定时搅拌。

当液位到高液位后进料机、电动阀、振动器关闭，1#/2#/3#搅拌器按照设定的时

间搅拌。

进料机、电动阀、振动器在运行中当料斗空报警时自动关闭，当水流量低 5S 时，

延时关闭。

二、 药液投加装置

计量泵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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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窗口中点击对应“旋钮”使其打到“ON”计量泵打开；点击“旋钮”使其打到

“OFF”计量泵关闭。设备开启后，对应的指示变为绿色。点击“X”,关闭控制窗口。

当出现“计量泵故障”报警、“低低液位”报警或急停按下时计量泵无法开启。

另外系统还设置的报警画面，用来对各个参数进行报警指示，如下图所示。

故障包括：对应设备的低低液位、低液位、水流量低、水流量高、料斗缺料、计

量泵故障等。正常情况下，灯显灰色，当产生故障时，灯显红色，并闪烁。

在开机画面上单击“报警画面”，进入故障报警画面。

在开机画面上单击“简介”，进入公司简介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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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画面描述了公司的基本信息，通过该画面用户可以对我们公司有一个基本的了

解。

在该画面上单击“主监控画面”按键，则返回到监控画面。

关于控制系统的其他部分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用户可以根据需选择相应的操作。

如存在其他问题，用户可以直接联系供货商。

7.3 设备操作

设备的操作

操作方式分手动方式和自动方式两种。当需校准和调试出药量，用手动方式运行设备；

自动操作方式是设备正常运行时的一种运行方式。它可以实现自动停机、自动报警与泵

联动控制等功能，保证设备能够连续自动的制备恒定浓度药液。

7.3.1. 手动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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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进水阀门，使水流量达到需要的流量。

 调整混合器阀门，使稀释水在混合器中形成漩涡，但又不溢出混合器。

 打开控制箱电源开关，点击触摸屏对应的按钮将自动/手动旋钮转到手动调整状态。

 点击触摸屏对应的按钮开关，将搅拌器、进料电机和振动器运行。点击触摸屏调整

进料电机的频率，使进料电机的速度达到所需进药量。

 确保以上各项都正常后设备即可手动运行。

7.3.2. 自动操作方式

 当设备需自动运行时，调到自动调整状态。

 当运行符合自动运行条件时，设备即可自动运行。

 在自动状态下，若投配格液位达到高液位，进料电机将自动停止，待液位重新处于

低液位时，将再次自动启动，实现连续自动制备药剂的功能。若投配格药剂处于中

间状态时（低液位灯不亮，高液位灯不亮）进料电机与加药泵同时运行。

注：当本设备调整完进药量后，在稳定的投加状态下，用自动操作方式运行即可，药量

自动定量制备。

但是，遇到以下情况时，设备不能运行，需要解除故障后在运行：

1. 当流量计指示很低时，设备应停止运行。

2. 当流量计指示很高时，设备应停止运行。

3. 当料斗里面絮凝剂不足以被投配螺旋带出时，设备应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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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故障与维护

8.1 故障原因和故障排除

序号 故 障 原 因 处理方法

1 活接漏水
活接未拧紧或密封

圈老化
拧紧活结或更换密封圈

2 振动器震动力不均 固定叶片的螺母松 紧固振动器内螺母

3
电动阀始终处于工作区或

非工作区
信号线无信号传送

检查信号线是否脱落或接

触不良

4
调节进料电机旋钮时无变

化
旋钮损坏 更换旋钮

8.2 设备维护

当设备要较长时间不运行时，打开控制箱主开关，将控制箱上的自动/手动旋钮转到手

动状态，将搅拌电机和进料电机旋钮转到关闭状态，开进水管道的阀门注入稀释水，反

复清洗箱体。并清空料斗，搅拌器底盘和搅拌轴用防锈油涂匀。

九.零配件更换

更换投配螺旋按照以下步骤：

9.1 拆除投配螺旋：

 关掉截止阀，停转搅拌器。

 松开螺栓，移开混合器。

 将一个 20~30 升的容器放在输料管口正下方。

 打开控制箱主开关，拨下控制进料电机的开关，启动电机，清空料斗。

 关掉控制箱主开关。

 从进料电机后部取出固定投配螺旋的螺钉和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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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直径 10mm，长 200mm 的细铁棒从进料电机后部顶在投配螺旋的尾部，用锤轻击铁

棒，将投配螺旋顶出电机轴孔。

 当投配螺旋完全从电机中露出后，取出平键，松开螺钉，从投配螺旋上取下固定件。

 从输料管中将投配螺旋取出。

9.2 如果需要换上另一尺寸的投配螺旋，可按以下步骤：

 松开螺钉，然后取下热护管。

 取出电热带。

 移走输料管。

 将投配螺旋有平键的一端从输料管中装入料斗，直到放入电机的轴孔中。

 用木锤轻击投配螺旋前端，让平键完全进入电机。

 用螺钉和垫片将投配螺旋同电机紧固。

 选取与待安装的投配螺旋配套的热护管和输料管。

 将电热带产在输料管上，再套上热护管。用螺钉将输料管和热护管固定在料斗上。

 松开螺钉，调整电机的位置，使投配螺旋位于输料管的正中。然后拧紧螺钉。

十.注意事项及安全说明

10.1 总论

本套资料包括该设备的安装、试运转以及设备的看管和维护的指导说明。为了清楚

起见，说明书中并没有包括整个变化细节和安装操作的每个细节，所以如果需要更详细

的资料，而且涉及到说明书中没有提及的问题，请直接与青岛巨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

系。

10.2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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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我们进一步声明：在运输和调试期间，必须依照以下几点进行操作：

 安装、连接、调试和运行都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必须使用原装件进行维修。

 必须依据此技术说明进行操作。

10.3 安全说明

此装置应该放置在环境良好的厂房中以满足安全需要，而且用户必须遵守指导手册

中的警告和注意等提示，确保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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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设备供电电压的声明

关于设备供电电压的声明

鉴于目前国内某些地区供电电源现状，电压不仅超过国家的规定，也

超过了我公司产品许可的范围，如有些地区电源电压小于 198V 或者高于

242V，电源的超范围波动影响设备的使用，甚至造成损坏。

青岛巨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提供设备及配套仪表的供电范围为±

10%标准电压（详细数据请参见相关说明书中的技术信息）。

对目前电源电压波动或浪涌电压超过允许范围的地区或单位，敬请加

装交流稳压电源设备。对电源电压超范围而导致的设备损失，我公司不承

担质量保证责任。

使用以前，敬请仔细阅读设备使用说明书。

青岛巨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如有其他故障，请与供应商联系。本说明书如有修改，恕不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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