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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

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设于水源系统采集现场，

包括水质监测单元、电极自动维护单元、水质处

理单元、PLC控制系统和远程监控单元。本发明采

用稳流液箱作为稳流装置，该稳流装置结构简

单，能够有效确保出水口水流量稳定，有利于确

保水质检测数据结果以及后续加药处理的准确

率；利用PLC控制系统将水质检测、电极自动维护

以及水质处理等单元控制一体化，对水质监测和

设备运行进行远程监控，有效提高了水质处理的

计量精度和处理效率。本发明结构简单，运行成

本低，便于监控人员对水质进行远程监控管理，

达到高效节能效果，可广泛应用于二次供水水

箱、二次加压泵房、水厂或其他水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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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设于水源系统采集现场，其特

征在于：包括水质监测单元、电极自动维护单元、水质处理单元、PLC控制系统和远程监控单

元；

所述水质监测单元包括通过管道依次连通的减压装置、稳流装置、检测装置和排水箱，

所述稳流装置包括封闭的稳流液箱，所述稳流液箱两侧分别设有进水口和溢流口，所述进

水口与减压装置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溢流口高于进水口，溢流口通过管路与排水箱连通，所

述稳流液箱顶部和底部还分别设有透气口和出水口，透气口与外部空气相通，所述出水口

与检测装置通过管道连通，且出水口和检测装置之间的管道上设有加药口，所述检测装置

包括若干检测液箱，所述若干检测液箱内分别设有相应的检测电极，若干检测液箱底部还

分别通过管路与排水箱连通，所述排水箱上设有排水口；

所述电极自动维护单元包括除垢剂药箱和设于除垢剂药箱上的除垢剂加药泵，所述除

垢剂加药泵通过管路与加药口连接；

所述水质处理单元设于水源系统的入水管道上，包括若干处理剂药箱和分别设于处理

剂药箱上的若干处理剂计量泵，所述若干处理剂计量泵分别通过管道与水源系统的入水管

道连接；

所述PLC控制系统包括PLC控制器，所述PLC控制器分别控制连接有减压模块、数据采集

模块、电极维护模块、水质处理模块、报警模块、显示模块、定位模块、数据存储模块和通讯

模块，所述减压模块与减压装置电连接，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分别与检测电极电连接，所述电

极维护模块与除垢剂药泵电连接，所述水质处理模块分别与若干处理剂计量泵电连接，所

述报警模块电连接有安全报警器，所述显示模块电连接有显示屏幕；

所述远程监控单元包括云端服务器和与云端服务器信号连接的终端模块，所述云端服

务器与PLC控制器通过通讯模块信号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减压装置包括依次通过管路连接的进水阀、减压阀和流量开关，所述流量开关与进

水口通过管路连接，所述减压模块分别与进水阀、减压阀和流量开关电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若干检测液箱包括pH检测液箱、余氯检测液箱、温度检测液箱、电导率检测液箱、浊

度检测液箱以及备用检测液箱，其内部分别置有pH电极、余氯电极、温度电极、电导率电极、

浊度电极以及备用电极，其中所述pH检测液箱、浊度检测液箱和备用检测液箱分别与稳流

液箱底部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通，pH检测液箱、余氯检测液箱、温度检测液箱和电导率检测

液箱依次通过管路串联连通，pH检测液箱与稳流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过滤器，过滤器

和pH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设有加药口，所述浊度检测液箱与稳流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还设

有消泡器，所述消泡器和浊度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以及备用检测液箱和出水口之间的管

路上还分别设有加药口，分别用于连接电极自动维护单元的除垢剂加药泵。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备用检测液箱包括二氧化氯检测液箱、氧化还原检测液箱、溶解氧检测液箱中的一

种或几种。

5.如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

在于：所述稳流液箱底部的出水口和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水流分配器，具体为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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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液箱、浊度检测液箱和备用液箱分别与水流分配器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通。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除垢剂药箱内部和若干处理剂药箱内部还分别设有液位开关，所述除垢剂药箱内

部和处理剂药箱内部的液位开关分别与电极维护模块和水质处理模块电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通讯模块包括有线通讯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无线通讯模块包括Zigbee模块、

Wi-Fi模块、GPRS模块、CDMA模块和蓝牙模块。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稳流液箱由透明有机玻璃的外壳组成。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固态移动硬盘。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道管路均采用快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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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质监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

制加药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由于近年来各地频现水

质污染事件，公众对于生活用水的关切度越来越高，同时人们对于生活用水的水质要求也

不断提高，因此必须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力度，以确保人们的饮水安全。

[0003] 通常采用水质分析仪器对现场水质进行测量，其中多参数在线水质分析仪作为水

质分析仪器的一种，可以同时实现多个参数数据的实时读取、存储和分析，对水质进行连续

监测,方便使用者随时掌握各项水质指标，当出现水质异常超标等情况时系统会发出安全

预警,以避免发生因为水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健康事件，因此广泛适用于水源地监测、环保

监测站、市政水处理过程、市政管网水质监督、农村自来水监控、城市水质在线分析及控制、

地下水污染监视预警系统等领域。

[0004] 然而现有的多参数在线水质分析仪依然存在以下方面的缺陷：

[0005] 1 .在水质检测过程中，水质监测分析仪的外部供水水压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外部

供水水压的波动会引起检测水流量不稳定，从而导致水质检测数据结果不稳定。尽管现有

的一些水质监测分析仪为了降低水流不稳定对水质检测数据结果的影响，在外部进水口和

水质监测单元之间增设稳流单元，但是这些稳流装置通常是在稳流水箱内部设置至少一块

稳流板或者挡板，通过稳流板的缓冲作用来减少水流的波动，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进入检测单元的水流的稳定性，但是由于稳流板或挡板的遮挡，水中的杂质可能会沉淀于

稳流水箱内，影响浊度等测试结果的准确性，继而导致后续水处理时的计量产生偏差；

[0006] 2.电极在长时间使用后其表面容易产生水垢，水垢的存在将不利于电极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不利于确保后续加药阶段的计量精度，对水质处理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常常

需要依靠人工加药除垢；

[0007] 3.现有的水质分析仪通常只具有水质监测功能，当水质检测工作完成后，无法依

据监测数据结果对被监测的水质进行及时、准确的初步处理，仍然依赖人工控制进行加药

处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利于水质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的提升。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

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集水质监测单元、电极自动维护单元和水质处理单元控制一体化，并

且在水质监测单元中增设稳流装置，有利于提升对水质进行监测的准确性，以及及时、准确

地对水质进行加药初步处理，以提高水处理的效率。

[0009]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

台，设于水源系统采集现场，包括水质监测单元、电极自动维护单元、水质处理单元、PLC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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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和远程监控单元；所述水质监测单元包括通过管道依次连通的减压装置、稳流装置、

检测装置和排水箱，所述稳流装置包括封闭的稳流液箱，所述稳流液箱两侧分别设有进水

口和溢流口，所述进水口与减压装置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溢流口高于进水口，溢流口通过管

路与排水箱连通，所述稳流液箱顶部和底部还分别设有透气口和出水口，透气口与外部空

气相通，所述出水口与检测装置通过管道连通，且出水口和检测装置之间的管道上设有加

药口，所述检测装置包括若干检测液箱，所述若干检测液箱内分别设有相应的检测电极，若

干检测液箱底部还分别通过管路与排水箱连通，所述排水箱上设有排水口；所述电极自动

维护单元包括除垢剂药箱和设于除垢剂药箱上的除垢剂加药泵，所述除垢剂加药泵通过管

路与加药口连接；所述水质处理单元设于水源系统的入水管道上，包括若干处理剂药箱和

分别设于处理剂药箱上的若干处理剂计量泵，所述若干处理剂计量泵分别通过管道与水源

系统的入水管道连接；所述PLC控制系统包括PLC控制器，所述PLC控制器分别控制连接有减

压模块、数据采集模块、电极维护模块、水质处理模块、报警模块、显示模块、定位模块、数据

存储模块和通讯模块，所述减压模块与减压装置电连接，所述数据采集模块分别与检测电

极电连接，所述电极维护模块与除垢剂药泵电连接，所述水质处理模块分别与若干处理剂

计量泵电连接，所述报警模块电连接有安全报警器，所述显示模块电连接有显示屏幕；所述

远程监控单元包括云端服务器和与云端服务器信号连接的终端模块，所述云端服务器与

PLC控制器通过通讯模块信号连接。

[0010] 优选地，所述减压装置包括依次通过管路连接的进水阀、减压阀和流量开关，所述

流量开关与进水口通过管路连接，所述减压模块分别与进水阀、减压阀和流量开关电连接。

[0011] 优选地，所述若干检测液箱包括pH检测液箱、余氯检测液箱、温度检测液箱、电导

率检测液箱、浊度检测液箱以及备用检测液箱，其内部分别置有pH电极、余氯电极、温度电

极、电导率电极、浊度电极以及备用电极，所述pH检测液箱、浊度检测液箱和备用检测液箱

分别与稳流液箱底部的出水口通过管路连通，pH检测液箱、余氯检测液箱、温度检测液箱和

电导率检测液箱依次通过管路串联连通，pH检测液箱与稳流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过滤

器，过滤器和pH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设有加药口，所述浊度检测液箱与稳流液箱之间的

管路上还设有消泡器，所述消泡器和浊度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以及备用检测液箱和出水

口之间的管路上还分别设有加药口，分别用于连接电极自动维护单元的除垢剂加药泵。

[0012] 优选地，所述备用检测液箱包括二氧化氯检测液箱、氧化还原检测液箱、溶解氧检

测液箱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3] 优选地，所述稳流液箱底部的出水口和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水流分配

器，具体为pH检测液箱、浊度检测液箱和备用液箱分别与水流分配器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

通。

[0014] 优选地，所述除垢剂药箱内部和若干处理剂药箱内部还分别设有液位开关，所述

除垢剂药箱内部和处理剂药箱内部的液位开关分别与电极维护模块和水质处理模块电连

接。

[0015] 优选地，所述通讯模块包括有线通讯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无线通讯模块包

括Zigbee模块、Wi-Fi模块、GPRS模块、CDMA模块和蓝牙模块。

[0016] 优选地，所述稳流液箱由透明有机玻璃的外壳组成。

[0017] 优选地，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固态移动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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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所述水道管路均采用快接模式。

[0019] 本发明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 .本发明采用稳流液箱作为稳流装置，该稳流装置两侧分别设有进水口和溢水

口，且底部设有出水口，其中溢水口高于进水口，当溢水口有一定的溢水量时，进水量的波

动只能引起溢水量的波动，不会影响稳流单元出水口的水流量，该稳流装置结构简单，能够

有效确保出水口水流量稳定，有利于确保水质检测数据结果以及后续加药处理的准确率。

[0021] 2.本发明利用PLC控制系统将水质检测、电极自动维护以及水质处理等单元控制

一体化，根据水质检测数据结果，对电极表面和水质分别进行自动化、精确化的加药除垢和

初步加药水质处理，并且能够同时对水质监测和设备运行进行远程监控，有效提高了水质

处理的计量精度和处理效率，真正实现了现场无人化值守。

[0022] 3.本发明结构简单，运行成本低，及时、准确进行水质监测及水质初步处理，便于

监控人员对水质进行远程监控管理，达到高效节能效果，可广泛应用于二次供水水箱、二次

加压泵房、水厂或其他水源系统。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水质监测单元和水质处理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稳流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本实施例水质处理单元控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远程控制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水质监测单元，11-减压装置，111-进水阀，112-减压阀，113-流量开关，

12-稳流装置，121-稳流液箱，1211-进水口，1212-溢流口，1213-透气口，1214-出水口，13-

检测装置，131-pH检测液箱，1311-pH电极，132-余氯检测液箱，1321-余氯电极，133-温度检

测液箱，1331-温度电极，134-电导率检测液箱，1341-电导率电极，135-浊度检测液箱，

1351-浊度电极，136-备用检测液箱，1361-备用电极，137-过滤器，138-消泡器，14-排水箱，

2-电极自动维护单元，21-除垢剂药箱，22-除垢剂加药泵，3-水质处理单元，31-处理剂药

箱，32-处理剂计量泵，4-PLC控制系统，401-PLC控制器，402-减压模块，403-数据采集模块，

404-电极维护模块，405-水质处理模块，406-报警模块，407-显示模块，408-定位模块，409-

数据存储模块，410-通讯模块，5-远程监控单元，51-云端服务器，52-终端模块，6-二次供水

水箱，7-二次加压泵房，8-水厂，9-其他水源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参照图1、2、3和4，一种水质多参数远程监控及水质远程控制加药平台，设于水源

系统采集现场，包括水质监测单元1、电极自动维护单元2、水质处理单元3、PLC控制系统4和

远程监控单元5。

[0030] 所述水质监测单元1包括通过管道依次连通的减压装置11、稳流装置12、检测装置

13和排水箱14，所述稳流装置12包括封闭的稳流液箱121，所述稳流液箱121两侧分别设有

进水口1211和溢流口1212，所述进水口1211与减压装置11通过管路连接，所述溢流口1212

高于进水口1211，溢流口1212通过管路与排水箱14连通，所述稳流液箱121顶部和底部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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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设有透气口1213和出水口1214，透气口1213与外部空气相通，所述出水口1214与检测装

置13通过管道连通，且出水口1214和检测装置13之间的管道上设有加药口，所述检测装置

13包括若干检测液箱，所述若干检测液箱内分别设有相应的检测电极，若干检测液箱底部

还分别通过管路与排水箱14连通，所述排水箱14上设有排水口。

[0031] 所述电极自动维护单元2包括除垢剂药箱21和设于除垢剂药箱21上的除垢剂加药

泵22，所述除垢剂加药泵22通过管路与加药口连接。

[0032] 所述水质处理单元3设于水源系统的入水管道上，包括若干处理剂药箱31和分别

设于处理剂药箱31上的若干处理剂计量泵32，所述若干处理剂计量泵32分别通过管道与水

源系统的入水管道连接。

[0033] 可以理解的，水源系统包括二次供水水箱6、二次加压泵房7、水厂8、其他水源系统

9等。

[0034] 所述PLC控制系统4包括PLC控制器401，所述PLC控制器401分别控制连接有减压模

块402、数据采集模块403、电极维护模块404、水质处理模块405、报警模块406、显示模块

407、定位模块408、数据存储模块409和通讯模块410，所述减压模块402与减压装置11电连

接，所述数据采集模块403分别与检测电极电连接，所述电极维护模块404与除垢剂药泵22

电连接，所述水质处理模块405分别与若干处理剂计量泵32电连接，所述报警模块406电连

接有安全报警器，所述显示模块407电连接有显示屏幕。

[0035] 所述远程监控单元5包括云端服务器51和与云端服务器51信号连接的终端模块

52，所述云端服务器51与PLC控制器401通过通讯模块410信号连接。

[0036] 可以理解的，终端模块52包括PC端和智能移动终端。

[0037] 本发明的具体功能及工作原理说明如下：

[0038] 稳流功能：待测水源经过减压装置进入稳流液箱，当稳流液箱一侧的溢水口有一

定的溢水量时，进水量的绝大部分波动传递至溢水口引起溢水量的波动，从溢水口溢出的

水通过管道排至排水箱内，继而排出机体外部，几乎不会对稳流液箱出水口的水流量造成

影响，稳流液箱出水口的水流量通过自重，以非常平稳的流速进入各检测液箱，使各检测电

极的检测环境趋于稳定，有效确保各检测电极的水质检测数据具有高准确率和高稳定度。

[0039] 实时水质检测和水质处理功能：各检测电极对进入各检测液箱的水进行实时检

测，检测得到的数据结果通过数据采集模块由PLC控制器接收，并通过数据存储模块进行存

储，当水质检测数据结果超出预设的安全阈值范围时，PLC控制器通过报警模块控制安全报

警器进行安全报警；当水质检测结果处于预设的安全阈值范围内且处于正常标准阈值范围

外，PLC控制器根据各检测数据的数值进行相关计算，得到相应的各处理剂加药量数值后，

通过水质处理模块控制各处理剂计量泵对该被测水源进行加药处理，由此真正实现了水质

的自动化加药处理，同时确保了加药处理的准确性与高效性。

[0040] 可以理解的，PLC控制器根据各个水质检测数据的数值进行的具体运算方式，可以

是依据某一时段内的各检测数据的平均值，计算得到的相应的各处理剂理论加药量，除此

之外，也可以采用其他运算方式，此处不作限定。

[0041] 电极自动维护功能：PLC控制器每天定时控制除垢剂药泵从除垢剂药箱中抽取一

定量的除垢剂，通过管路加入各个检测液箱，对检测液箱中的检测电极进行除垢维护，以解

决检测电极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因表面结垢而导致的检测精度降低的问题，有效提升水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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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结果的准确率，以及后续对水进行加药处理操作的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

工维护的成本以及出错率，同时延长了检测电极的使用寿命。

[0042] 数据存储功能：除了对各水质检测数据结果进行实时存储外，数据存储模块还对

各个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记录存储，包括减压装置、安全报警器、除垢剂药泵、处理剂

药泵等运行状态、加药量、运行时间信息、故障信息等的存储。

[0043] 显示控制功能：在数据采集和水质处理现场，PLC控制器将各个实时的水质检测数

据结果，以及各个设备的运行情况，通过显示模块控制在显示屏幕上集中展现，以方便监控

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0044] 远程监控功能：PLC控制器调取数据存储模块中的相关信息，并通过通讯模块将水

质检测数据、被测水源具体位置、设备运行情况等信息发送至云端服务器，监控人员通过电

脑或手机等终端设备，不仅可以从云端服务器获取相关信息，以对水质检测数据以及设备

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查看，同时实现远程报警提醒功能，而且可以将控制信号发送至云端

服务器，云端服务器根据控制信号发送相应的控制指令至PLC控制器，PLC控制器根据控制

指令对加药泵、减压装置等设备的运行进行控制与调节，由此实现高效的远程控制，以及现

场无人值守的目的。

[0045] 可以理解的，电脑或手机通过安装专门开发的软件或app进行信息查看和管理，该

专门开发的软件或app中包括相应的数据管理分析系统，不仅可以远程实时调看水质监测

数据，还可以进行数据分析，形成水质变化曲线、水质地形图，生成系统的运行日志，根据被

测水源位置进行GPS地图定位，更有利于辅助监控人员进行高效管控；此外，该软件或app不

仅可以进行加密处理，供相关管理部门或监管部门进行多级监控管理，而且还可以对公众

实行部分数据权限开放，市民可以通过自行下载对相关水质信息进行查看，实行大众监督，

促进水务管理公开化和管理效果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

[0046] 优选地，所述减压装置11包括依次通过管路连接的进水阀111、减压阀112和流量

开关113，所述流量开关113与进水口1211通过管路连接，所述减压模块402分别与进水阀

111、减压阀112和流量开关113电连接。待测水源依次通过进水阀111、减压阀112和流量开

关113进入稳流液箱121，其中流量开关113将检测到的水流量数值经过减压模块402传送给

PLC控制器401，当该水流量数值小于预设阈值时，PLC控制器401将控制其它各模块及设备

自动关停，当流量开关113监测到的水流量高于预设阈值时，PLC控制器401控制其它各模块

及设备重新开始运行，由此可以避免各模块和设备在外部缺水时处于空运行的状态，达到

保护设备和节能的目的。

[0047] 优选地，所述若干检测液箱包括pH检测液箱131、余氯检测液箱132、温度检测液箱

133、电导率检测液箱134、浊度检测液箱135以及备用检测液箱136，其内部分别置有pH电极

1311、余氯电极1321、温度电极1331、电导率电极1341、浊度电极1351以及备用电极1361，所

述pH检测液箱131、浊度检测液箱132和备用检测液箱136分别与稳流液箱121底部的出水口

1214通过管路连通，pH检测液箱131、余氯检测液箱132、温度检测液箱133和电导率检测液

箱134依次通过管路串联连通，pH检测液箱131与稳流液箱121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过滤器

137，过滤器137和pH检测液箱131之间的管路上设有加药口，所述浊度检测液箱135与稳流

液箱121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消泡器138，所述消泡器138和浊度检测液箱135之间的管路，

以及备用检测液箱136和出水口1214之间的管路上还分别设有加药口(图中未示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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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连接电极自动维护单元2的除垢剂加药泵22，以对其内部设有的检测电极进行加药除

垢维护。通过将pH检测液箱131、余氯检测液箱132、温度检测液箱133和电导率检测液箱134

串联连通，对水样进行依次实时检测，所需的水样较少且检测实时性强，同时将浊度检测液

箱135单独分开，按照不同的技术特性和响应顺序排列，进一步提高了检测数据的准确率，

并有利于节能效果的实现。

[0048] 可以理解的，在本实施例中，相应地，处理剂药箱31内分别置有pH调节剂、浊度调

节剂、液氯、含氯消毒剂以及其他药剂，PLC控制系统4可以根据pH电极1311、余氯电极1321

浊度电极1351等检测电极具体检测得到的数据结果，经过计算得到理论加药量，随后由PLC

控制器401或监控人员远程控制进行水质加药处理。

[0049] 可以理解的，备用检测液箱136用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要进行拓展和定制，并同时

根据客户具体不同的检测需求，对其他硬件及软件设施进行相应的定制，以灵活适应市场

的各种需要。

[0050] 可以理解的，在本实施例中，为了更好的达到泄水效果，在电导率检测液箱134、浊

度检测液箱135以及备用检测液箱136中上部还连有与排水箱14相通的管路。

[0051] 优选地，所述备用检测液箱136包括二氧化氯检测液箱、氧化还原检测液箱、溶解

氧检测液箱中的一种或几种。可以理解的，若备用检测液箱136包括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检

测液箱，也可以依据具体检测项目，按照一定顺序的进行串联设置。

[0052] 优选地，所述稳流液箱121底部的出水口和检测液箱之间的管路上还设有水流分

配器(图中未示出)，具体为pH检测液箱131、浊度检测液箱135和备用检测液箱136分别与水

流分配器的出水口通过管道连通。

[0053] 优选地，所述除垢剂药箱内部和若干处理剂药箱内部还分别设有液位开关(图中

未示出)，所述除垢剂药箱内部和处理剂药箱内部的液位开关分别与电极维护模块404和水

质处理模块405电连接，液位开关的设置用于电极自动维护单元以及水质处理单元在每次

加药完毕后的液位校正，以确保每次加药操作的准确性，此外还可以通过PLC控制器401控

制显示模块407，在显示屏幕上实时显示药箱内部各药剂的剩余量，并且通过远程连接显示

于终端设备上，以便监控人员及时添加相关药剂。

[0054] 优选地，所述通讯模块410包括有线通讯模块和无线通讯模块，所述无线通讯模块

包括Zigbee模块、Wi-Fi模块、GPRS模块、CDMA模块和蓝牙模块。

[0055] 优选地，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到稳流液箱121内的水量，所述稳流液箱121由透明有

机玻璃的外壳组成，方便监控人员对进水阀进行调节，使稳流液箱121一侧的溢水口能够保

持一定的溢水量，以达到稳流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水量进行适当控制，同时实现节能效

果。

[0056] 优选地，为了进一步方便监控人员调取完整的数据信息，所述数据存储模块409包

括固态移动硬盘。

[0057] 优选地，为了方便各检测模块的拆装调试，所述水道管路均采用快接模式，如采用

多个管体以及多个快接接头相互连接而成。

[0058]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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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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