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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

包括水源和若干并联的测试单元，每个测试单元

包括待测净水器、净水储水罐、废水储水罐、纯水

桶、废水桶、四个电磁阀以及两个液位传感器；水

源连接至净水器的进水口，净水器位于一侧的净

水出水口连接至净水储水罐的进水口，位于另一

侧的废水出水口连接至废水储水罐的进水口；净

水储水罐的出水口经第一电磁阀连接至纯水桶

的进水口，纯水桶的出水口经第二电磁阀连接至

排水管路；废水储水罐的出水口经第三电磁阀连

接至废水桶的进水口，废水桶的出水口经第四电

磁阀连接至排水管路；两个液位传感器分别设置

于纯水桶和废水桶的顶部一侧。本发明的装置适

用于净水器的净水流量、总净水量和回收率(净

水产水率)的测试，测试结果可靠，准确度和可靠

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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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的使用方法，所述装置包括水源和若干并联的测试单

元，每个测试单元包括待测净水器、净水储水罐、废水储水罐、纯水桶、废水桶、四个电磁阀

以及两个液位传感器；

其中，水源连接至净水器的进水口，净水器位于一侧的净水出水口连接至净水储水罐

的进水口，位于另一侧的废水出水口连接至废水储水罐的进水口；净水储水罐的出水口经

第一电磁阀连接至纯水桶的进水口，纯水桶的出水口经第二电磁阀连接至排水管路；废水

储水罐的出水口经第三电磁阀连接至废水桶的进水口，废水桶的出水口经第四电磁阀连接

至排水管路；两个液位传感器分别设置于纯水桶和废水桶的顶部一侧；

所述装置连接有控制和显示系统，该系统包括PLC控制器和HMI触摸屏；每个测试单元

中的液位传感器以数字量信号的形式传输至PLC控制器，电磁阀作为受控执行机构以开关

量信号的形式受控于PLC控制器；HMI触摸屏与PLC控制器连接，用于实时显示实验参数；

利用所述装置进行净水器测试的方法步骤包括：

第一步，接通水源，设定测试水温、水压，通过PLC控制器对测试线进行复位；

第二步，打开待测净水器和第一电磁阀、第三电磁阀，关闭第二电磁阀、第四电磁阀；

第三步，①当PLC控制器接收到纯水桶液位传感器水满信号时，PLC控制器控制第二电

磁阀打开，同时关闭第一电磁阀，将纯水桶迅速排空，系统记录下纯水桶排空时间记为t1，

在t1时间内，保证净水储水罐不会被注满；待纯水桶排空后，PLC控制器控制第二电磁阀关

闭，同时打开第一电磁阀，往纯水桶中注水；当PLC控制器接收到纯水桶液位传感器水满信

号时，即完成一次净水测试周期，系统记录下从第一电磁阀打开至PLC控制器接收到纯水桶

液位传感器水满信号的时间记为t2；循环上述净水测试周期的操作，系统记录下第二电磁

阀打开的次数记为n；

②当PLC控制器接收到废水桶液位传感器水满信号时，PLC控制器控制第四电磁阀打

开，同时第三电磁阀关闭，将废水桶迅速排空，并保证排水过程中废水储水罐不会被注满；

待废水桶排空后，PLC控制器控制第四电磁阀关闭，同时打开第三电磁阀，往废水桶中注水；

当PLC控制器接收到废水桶液位传感器水满信号时，即完成一次废水测试周期；循环上述废

水测试周期的操作，系统记录下第四电磁阀打开的次数记为m；

第四步，系统通过设定的公式计算出净水器实时的净水流量、累计的净水总量和回收

率，并显示在HMI触摸屏上，公式如下：

净水流量v＝V/(t1+t2)

累计净水总量U净＝n×V

累计废水总量U废＝m×V’

回收率Y＝U净/(U净+U废)×100％

其中，V为纯水桶的体积，单位L；V’为废水桶的体积，单位L；

第五步，系统中以净水器的标称总净水量为基准设定有报警程序，当检测到累计的净

水总量达到或者超过标称总净水量时，系统报警提示测试结束，关闭净水器并断开水源，

HMI触摸屏上显示的即为净水器的净水流量、总净水量和回收率；

第六步，根据第五步中得出的净水流量、总净水量和回收率，判断净水器是否符合标准

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中包含的测试单元至少为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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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用电器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有机物及重金属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水源中，饮用水源受

到了严重的污染。近些年，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健康意识也不断的提高和增强，饮水问

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保证健康饮水，不少家庭选择安装了净水器。

[0003] 净水器性能的测试方法主要依据QB/T  4143、QB/T  4144、GB/T30307、GB/T35937、

GB34914等标准，这些标准中对净水器的净水流量、总净水量都有要求，部分标准还对净水

器的回收率(净水产水率)也有要求，因此需要一套专门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和方法。

[0004] 目前国内净水器的测试方法主要还是人工测试，如上述标准中净水流量的试验方

法：启动净水机，待运行稳定后，当净水总量达到标称总净水量时，在出水口收集(300±2)s

的净水，测出其水量，每隔5min收集一次，共收集三次，取三次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

验结果。上述方法存在自动化程度低，人工干扰因素多的缺点。另外，在净水器测试过程中，

一旦净水流量达不到标称，就需要停止测试，由于人工测试不能时刻掌控该信息，故而会有

出现问题后反映问题滞后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基于PLC控制器的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以

及利用该装置进行净水器测试的方法。

[0006] 本发明涉及的一种用于净水器测试的装置，包括水源和若干并联的测试单元，每

个测试单元包括待测净水器、净水储水罐、废水储水罐、纯水桶、废水桶、四个电磁阀以及两

个液位传感器；

[0007] 其中，水源连接至净水器的进水口，净水器位于一侧的净水出水口连接至净水储

水罐的进水口，位于另一侧的废水出水口连接至废水储水罐的进水口；净水储水罐的出水

口经第一电磁阀连接至纯水桶的进水口，纯水桶的出水口经第二电磁阀连接至排水管路；

废水储水罐的出水口经第三电磁阀连接至废水桶的进水口，废水桶的出水口经第四电磁阀

连接至排水管路；两个液位传感器分别设置于纯水桶和废水桶的顶部一侧；

[0008] 所述装置连接有控制和显示系统，该系统包括PLC控制器和HMI触摸屏；每个测试

单元中的液位传感器以数字量信号的形式传输至PLC控制器，电磁阀作为受控执行机构以

开关量信号的形式受控于PLC控制器；HMI触摸屏与PLC控制器连接，用于实时显示实验参

数。

[0009] 作为优选，在本发明的装置中包含的测试单元至少为一组，当有多个待测净水器

需要测试时，可并联多组测试单元对这些净水器同时进行测试。

[0010] 在本发明的装置主要用于对净水器的净水流量、净水总量和回收率(净水产水率)

进行测试，以如图1所示的包含一组测试单元的装置为例，本发明中利用该装置进行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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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第一步，接通水源1，设定测试水温、水压，通过PLC控制器27对测试线进行复位；

[0012] 第二步，打开待测净水器2和电磁阀8、10，关闭电磁阀21、23；

[0013] 第三步，①当PLC控制器27接收到纯水桶液位传感器12水满信号时，PLC控制器27

控制电磁阀21打开，同时关闭电磁阀8，将纯水桶16迅速排空，系统记录下纯水桶16排空时

间记为t1，在t1时间内，保证净水储水罐4不会被注满；待纯水桶16排空后，PLC控制器27控制

电磁阀21关闭，同时打开电磁阀8，往纯水桶16中注水；当PLC控制器27接收到纯水桶液位传

感器12水满信号时，即完成一次净水测试周期，系统记录下从电磁阀8打开至PLC控制器27

接收到液位传感器12水满信号的时间记为t2；循环上述净水测试周期的操作，系统记录下

电磁阀21打开的次数记为n；

[0014] ②当PLC控制器27接收到废水桶液位传感器14水满信号时，PLC控制器27控制电磁

阀23打开，同时电磁阀10关闭，将废水桶18迅速排空，并保证排水过程中废水储水罐6不会

被注满；待废水桶18排空后，PLC控制器27控制电磁阀23关闭，同时打开电磁阀10，往废水桶

18中注水；当PLC控制器27接收到液位传感器14水满信号时，即完成一次废水测试周期；循

环上述废水测试周期的操作，系统记录下电磁阀23打开的次数记为m；

[0015] 第四步，系统通过设定的公式计算出净水器实时的净水流量、累计的净水总量和

回收率(净水产水率)，并显示在HMI触摸屏28上，公式如下：

[0016]

[0017] 累计净水总量U净＝n×V

[0018] 累计废水总量U废＝m×V’

[0019] 回收率(净水产水率)Y＝U净/(U净+U废)×100％

[0020] 其中，V为纯水桶16的体积，单位L；V’为废水桶18的体积，单位L；

[0021] 第五步，系统中以净水器的标称总净水量为基准设定有报警程序，当检测到累计

的净水总量达到或者超过标称总净水量时，系统报警提示测试结束，关闭净水器2并断开水

源1，HMI触摸屏28上显示的即为净水器的净水流量、总净水量和回收率(净水产水率)；

[0022] 第六步，根据第五步中得出的净水流量、总净水量和回收率(净水产水率)，判断净

水器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本发明的装置结构简单，并使用了PLC控制器对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进行自动

控制，提高了测试的自动化程度，避免了人工因素的干扰，使得测试结果可靠，准确度和可

靠性高；

[0025] 2、本发明的装置可集成多组测试线，使得该装置可同时进行多个净水器的测试，

集成度高，实现了系统设备的集中监控管理，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靠性，检测员使用便捷，

提高了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中包含一组测试单元的装置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中控制和显示系统的电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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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3为本发明中包含多组测试单元的装置示意图；

[0029] 其中，1为水源，2、3为净水器，4、5为净水储水罐，6、7为废水储水罐，16、17为纯水

桶，18、19为废水桶，8、9、10、11、21、22、23、24为电磁阀，12、13、14、15为液位传感器，25为18

组并联的测试单元，26为排水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阐释说明，以使本发明的特征

更易于被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清晰的界定。

[0031] 如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中包含一组测试单元的装置示意图，该装置包括水源1、

净水器2、净水储水罐4、废水储水罐6、纯水桶16、废水桶18以及连接管路；所述水源1连接至

净水器2的进水口；净水器2位于一侧的净水出水口连接至净水储水罐4的进水口，位于另一

侧的废水出水口连接至废水储水罐6的进水口；净水储水罐4的出水口经电磁阀8连接至纯

水桶16的进水口，纯水桶16的出水口经电磁阀21连接至排水管26；废水储水罐6的出水口经

电磁阀10连接至废水桶18的进水口，废水桶18的出水口经电磁阀23连接至排水管26；所述

纯水桶16和废水桶18的顶部一侧分别设有液位传感器12、14。

[0032] 如图2所示，图2为本发明中装置连接的控制和显示系统的电气图，该系统包括PLC

控制器27和HMI触摸屏28，所述的纯水桶液位传感器12和废水桶液位传感器14以数字量信

号的形式传输至PLC控制器27，所述的电磁阀8、电磁阀10、电磁阀21、电磁阀23作为受控执

行机构以开关量信号的形式受控于PLC控制器27；所述PLC控制器27上连接有用于进行实验

参数显示控制的HMI触摸屏28，实现了自动化控制，并实时采样计算，便于监控试验的整个

过程。

[0033] 如图3所示，图3为本发明中包含多组测试单元的装置示意图，该装置中并联有20

组的测试单元，可实现对20个不同净水器同时进行测试。

[0034] 以一台标称总净水量为1000L，标称净水流量为31.2L/h的反渗透净水器依据QB/T 

4144测试为例，介绍本发明中利用如图1所示的包含一组测试单元的装置对净水器进行测

试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第一步，接通水源1，设定温度(25±1)℃、水压(0.24±0.02)MPa，通过PLC控制器

27对测试线进行复位；

[0036] 第二步，打开待测净水器2和电磁阀8、10，关闭电磁阀21、23；

[0037] 第三步，①通过纯水桶液位传感器12检测计量为2.49L的纯水桶16中是否水满，当

PLC控制器27接收到纯水桶液位传感器12水满信号时，PLC控制器27控制电磁阀21打开，同

时关闭电磁阀8，将纯水桶16迅速排空，系统记录下纯水桶16排空时间记为t1；待纯水桶16

排空后，PLC控制器27控制电磁阀21关闭，同时打开电磁阀8，往纯水桶16中注水；当PLC控制

器27接收到纯水桶液位传感器12水满信号时，即完成一个周期，系统记录下从电磁阀8打开

至PLC控制器27接收到液位传感器12水满信号时间记为t2；循环上述周期，系统记录下电磁

阀21打开的次数记为n；

[0038] ②通过废水桶液位传感器14检测计量为2.46L废水桶18中是否水满，当PLC控制器

27接收到废水桶液位传感器14水满信号时，PLC控制器27控制电磁阀23打开，同时电磁阀10

关闭，将废水桶18迅速排空；待废水桶18排空后，PLC控制器27控制电磁阀23关闭，同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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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10，往废水桶18中注水；当PLC控制器27接收到液位传感器14水满信号时，即完成一

个周期；循环上述周期，系统记录下电磁阀23打开的次数记为m；

[0039] 第四步，系统通过设定的公式计算出净水器实时的净水流量、累计净水总量和回

收率，并显示在HMI触摸屏28上，整个过程中净水器实时的净水流量均在标称净水流量

31.2L/h以上；

[0040] 第五步，当检测到累计净水总量大于净水器的标称总净水量时，系统触发报警程

序提示测试结束，关闭净水器2并断开水源1，系统记录下电磁阀21总共打开了402次，电磁

阀23总共打开了351次，最后一次净水测试周期中t1为10s，t2为224s，HMI触摸屏28上显示出

该净水器的实测净水流量为38.31L/h、总净水量为1000.98L、回收率为53.69％；

[0041] 第六步，对于反渗透净水器，QB/T  4144中要求总净水量应大于标称总净水量，实

际净水流量应不小于标称净水流量，回收率不小于30％，所测净水器的净水流量、累计净水

总量和回收率均满足标准要求，测试结果表明净水器合格。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及保护范

围，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应当能够意识到凡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图示内容所作出的

等同替换和显而易见的变化所得到的方案，均应当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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