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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当使用计量泵时，必须遵守基本安全警告以防火灾、 
               电击或人身伤害，若不遵循如下要求可能导致死亡 
               或严重伤害。 
 
                             阅 读 所 有 的 说 明  
                                

总安全原则 
 当操作或接近计量泵时，穿戴工作服包括手套和眼镜。 
 当添加溶液时，检查管道有无裂痕，若有则更换（注意：穿戴工作服和眼镜）。 
 当泵曝露在太阳直射的地方时，建议使用 UV 加强管。 
 按生产厂商的要求和说明使用化学药剂，若所用药剂与计量泵产生兼容问题，由用户自

己负责。 
 保证药剂及泵远离孩子和宠物。 
 若电源线有损坏，制造商或供应商必须更换以防危险。 
 确定计量泵的流量满足安装要求。 
 不要切断电线或地线------向正式电会师咨询来进行正确安装。 
 禁止用泵处理易燃液体。 

                                                                                

安全操作守则 

 所有泵在出厂前用水进行了检验，若所输送的液体与水发生反应（例如硫酸），应在用泵

前使管子充分干燥。 
 用手拧紧塑料连接件，禁止使用扳手。 
 在修理或移动泵之前，断开电源，使系统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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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装前向正式水管工和电气师咨询以便符合当地规定的安装方式。 
 在处理饮用水时应向当地卫生管理员和水处理专家咨询。 
 在连接或断开计量泵时，确定系统的密封性。 
 当注射点低于药剂桶和泵时，安装反虹吸阀。 
 不要改装计量泵，因为这会使担保无效并且会造成危险。 
 为了保证计量的精确，在任何一种使用环境中都必须进行校准。 

介绍 

100/150 系列是隔膜计量泵， 
计量泵通过隔膜的运动将液 
体从药剂箱中抽出注入系统。 
4 个阀（泵头的上下端，粗 
滤器装置和注射装置）保证 
了液体流出，这几个阀可防 
止回流，保证抽取液体的单 
向运动，，因此安装它们非常 
必要。 
 
泵的潮湿部分（这些部分与泵 
抽的溶液接触）是 San , PVC, 
Teflon , HypaLon 和 Polyethylene 
材质。这些材质可耐受大多数化 
学药剂。但是，有一些化学品 
如强酸和有机溶剂会对隔膜、泵 
座、泵头产生腐蚀，建议使用如 Viton,Polyroplylene 和 Ryton 等特殊材质，并向化学药剂提供

商索要化学药剂特性表。 

 制造商的产品保证 

制造商担保产品在材质和制造上无缺点，这种担保是有期限和范围的，被退回修理的泵 
或更换的部件（已检查过有缺陷）的担保是有限的。担保不包括安装和修理费用。任何 
情况下制造商担保不会超过这些泵部件的卖出价格。因不适当的安装、使用以及未经许 
可的修理所造成的伤害，制造商将不负责担保，隔膜部分比较昂贵，无论是否声明都不 
在担保范围，这些伤害造成的后果一概不负责任。 

 
以上担保无论是否正式声明还是暗示都取代其它担保，制造商未作任何适当性和商品规 
格的担保，任何代理机构也未被授权超过以上范围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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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前准备 

每台 100/150 系列泵都经过检查并在符合规格说明和安全标准的情况下出厂，但是必须做一

些先期准备，所以在安装泵前请仔细阅读所有的警示、条款。 
 
 
 
1. 在将管路安装到接口时必须先将接口的保护帽拿走。 
2. 使用的化学药剂可能危险，因此要小心使用并规范操作，不要因为化学品看起来相似就 
   误以为是相同的，由于化学品的误用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作为生产商是不能承担的。 
3. 当操作或靠近泵时穿戴工作服（包括手套和眼镜）。 
4. 电器的任意改动会造成潜在危险，因此将泵安装在远离小孩和无关人员的地方。 
5. 仔细检查安装地点的流量与规格标牌上的说明是否匹配，无论是把插头插进插座还是给系

统配线，都要保证接地。若要断开插座，不要拉提电线，而是要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用手

握住拔出插头。 
6. 当泵工作时禁止移动和修理，必须先断电源，在处理泵前给发动机足够的时间冷却，倘若

断线后立即就接触泵体可能造成烫伤，为了安全请戴上手套。 
7. 泵在出厂前都已用水检查过，若泵抽的溶剂与水会发生反应（如硫酸），则将泵取下使之

完全干燥，泵座、球阀、排气阀和隔膜都应干燥，在添加溶剂前，这些措施要格外注意。 
8. 泵头和注射口的箭头表示药剂的流向，若安装正确，这些箭头的方向应该向上的。 
9. 当泵抽取危险物质时，不要使用一般材质的塑料管，应严格使用与之匹配的材质的管道，

在具体工作中供应商的建议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10. 禁止使用本泵来处理易燃液体或原料。 
11. 标准的白色排液管应尽量安装在太阳无法直射到的地方，如无法避免可向供应商购买深色

管道。 
12. 接管之前，所有的安装应向专业水管工咨询，按当地规定的要求操作。 
13. 注意计量泵的 大压力，当 
   用在压力系统中时，必须确 
   定压力系统不超过规格标牌 
   上标识的 大压力。 
14. 在连接或断开计量泵时，首 
   先将系统卸压。 

安装，管道和线路 

拆卸，装配和安装       
纸箱中应包含（见图 A）： 
-- 计量泵 
-- 透明吸液管 
-- 白色硬回溢流管 
-- 白色硬排液管 
-- 注入背压阀 
-- 粗滤止逆底阀 / 配重块 
-- 说明书 
-- 排出阀配件 
-- 三通阀                                             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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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器可以安装在墙上的托架上（图 B），槽架平台上(图 C)，垂直于墙面（图 D），或垂直于

槽表面（图 E）。 

提示：连接点必须高于溶液槽的顶部，这样可阻止因重力进料。100 系列泵的 大扬程为 70M,  
     150 系列为 42 米。 
 
直接将进料器安装在墙面上，把进料器的基部位于泵头下面的电机靠着墙面，移动 4 个泵头

安装螺栓，将泵头扭转 1/4 转使吸入端置于底端。 
 
注意：确保泵头外面的箭头指向上面。泵必须固定，因此插头要求可以接到。 
 

 
吸管沉入式安装（将进料器 
安装在槽底部的托架上）是 
简单的一种安装方式（槽 

架台和平台对于所有尺寸的 
进料泵和槽都适用）。泵可以 
固定在平台上，将干净的吸管 
加在主体泵头的配件上，吸 
入阀罩置于泵头上。由于吸 
管中总是存有溶液，因此注水 
很快就能完成，并且进料器一 
天当中只用几小时，安装过程 
中注水时的损失会大大减少。                     图 F 
 
进料器和附加在泵头里卸压阀上的排出阀配置一起运行。排出阀允许手动进料和降压没有从

管连接上断开的进料器卸出线。 
 



 6

注意：对于无排出阀操作，补充排出阀（＃49 款）和 0.38＂管卸压阀罩（＃42 款）带 0.5＂ 
       管卸压阀罩（＃42 款）和接合螺母（＃43 款）。看 13 页（铜网部装配）。#42 和＃43 
       从工厂索取。 
 
撤走防护盖，将管子和泵的接头连接到加料器上（图 G）。 
 
注意：不要用力连接------只能用手。不要在连接件上另用密封物，例如 Teflon 带。 

注意：若用水来溶解或稀释溶剂，药剂桶必须手工安装或在药桶与水管之间使用特定方法来 
      阻止连通，定期检查水管。 
 

药剂注入： 

药剂注入到一个开放的容器中： 
由于每个进料器都带有一个弹 
簧止回阀。这使得泵头一边的 
吸管绝对密封，可阻止回流。 
 
标有“NSF”或“ETL Sanitation” 
（根据 NSF 标准-50 检查）的泵 
用在泳池水处理上。当选择适当 
材质时，可以用来处理以下溶液， 
但并不限制： 
12% Al2(SO4)3 
2% Ca(ClO3)2  
10%HCl  
5% Na2CO3     
10% NaOH 
12.5% NaClO3                                        图 G 
 

安装到井泵系统                         

确定计量泵的流量与井泵流量相适，将注入头与三通相连，此三通安装在供水管路上压住槽。

注射背压阀应安装在主流管路上，典型安装如图 H。.若泵的安装是为了处理游泳池水则还要

安装一个独立的转换器或 RCD。 

注意：建议将注射头垂直方向安装在水管的下部(如图 J)。这将保证带有背压阀的注入装置的 
      适当密封，并阻止过流介质向排出管回流的现象发生，确定注入头的所标箭头是指向   
      上方的。 

沿墙边安装 

为节约时间和方便混合化学药剂，能使进料泵接近井泵的进口端是 好的。还需要安装一段

较长的排液管。把排液管的末端固定到泵的气缸上，滴液管或脚阀或更低的部分都放到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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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虹吸阀必须安装在低于进料器和化学储存槽的排口处。若安装失败可能导致虹吸出现。 

 
                 图 H                                  图 J                  

反虹吸阀（可选） 

当虹吸或抽吸可能在排出端出现时安装反虹吸阀，反虹吸阀不是标准包装的一部分，你需要

另加一部分钱才能得到。 
 

卸压阀：（可选） 

所有 100/150 系列计量泵都被设计可承受 100PSL 直线压力，若管道压力在安装时会波动超过

100PSL，则在泵头排放一端安装卸压阀，一旦压力到达一个定值，预设的卸压力阀将把泵抽

取的溶剂返回溶剂药桶。这可以防止马达烧毁和隔膜破裂。卸压阀不是标准包装的一部分，

只有另加钱才可得到这项要求，在安装前认真阅读卸压阀说明。 
 

手动拧紧接头 

当向抽取和排放接头连接管道时，这 2 个接头必须手动拧紧，过紧将造成泵头的破裂。 

注入点 

若在注入点稀释不能马上实现，则管道会受到腐蚀，所以应尽量遵守介质在到达注入点之前被有效

处理的原则。 
注意：在大型管道中还需另加注入装置，向供货商咨询。 
 

药剂注入中的普遍问题： 
不要在底部管道末端安装注入头，高浓度溶剂如果没有在主流中，通常会造成腐蚀或在管道

中的聚集。计量泵的 高提取高度为 5 英尺，接头和泵头上的箭头保持垂直向上是非常重要

的。这可有效防止回流，箭头表示药剂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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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 

标准化学计量泵需要 115V，60Hz 单相，如果需要 230V，60Hz 和 230V，50Hz 单相也可以。 
警告：确定的电压与供给电压是否相匹配。 
 

 

                              图 M 

填充 
警告：所有的泵用水检查过，若泵取的药剂与水发生反应（如硫酸等），则应该将泵头、隔 
      膜和阀完全干燥。 

若排液管直接与卸压系统相连，则填充过程中它可能会暂时被绕过，泵安装一个排出阀允许

排放液体旁通即可简化操作。在泵背压工作之前必须把泵头里的空气全部排空，打开泵的电

源，松开排气纽的锁键使之逆时针转动，要逆时针方向转动到 大流量，然后顺时针拧紧锁

键到手动拧紧位置（如图 K），溶液应在几分钟之内注入到泵头。 

空气排放操作： 
A)当泵运行时，逆时针扭动调节螺旋。 
B)保持阀门开启状态下的运行，直到从管道中流出的液体不带气泡（1/4×3/8 阀）。 
C)顺时针扭动调节螺旋关闭空气排放阀。 

注意： 只有在泵运行时才可进行操作，不要在键上用力，当阀关闭时，不要扭动调节钮。 
       若在几分钟内溶剂不能充满泵头，断开电源，确定系统已经卸压，移走排放管和排 
       出管接头，用泵抽取几滴溶剂润湿排放阀区域（球阀、阀座）。安全起见，使用保护 
       手套和眼镜和一个装药剂的容器，重装接头和管道，重新启动泵。 
再次打开电源，调整泵到适当流速，像以前一样锁键。 

警告：当操作或在进行安装时，随时穿戴手套和安全眼镜。 

警告：在离开泵工作现场时，检查泵的刻度。在被处理的水中检查残余化学药剂是更正 
      泵设置的 好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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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范围：垫圈和止回阀 

当检查计量泵或提供例行维护时，一旦发现有任何老化现象，则更换所有的阀座和球阀（阀

座应当根据需要每隔 4-6 个月检查一次）。如果在几个月内重复出现阀座或泵的橡胶和塑料都

老化现象，则表面需使用某种保护材质，向供货商咨询适合的替换材质。 

外安装 

在一些会出现结冰情况的地区，将泵进行室外安装不是问题，完全可行，充分的保护可使泵

免受日晒和雨淋，在有充足通风条件下的遮挡可以为泵提供避免天气伤害的保护。注意：当

排放管直接被曝晒时，建议用黑色管道将泵中白色半透明管替代。 

药剂桶 

检查装药剂的药桶，若在药桶底部有污泥，则应清洗容器，底阀和溶剂桶，并将底阀安装在

桶底以上几英寸处，可确保不被污物阻塞。注意：若泵抽的药剂经常在容器内沸腾或不易溶

解或不能完全溶解（如氢氧化钙），则需配备搅拌器。 

输出调节按纽 

有时候输出调节纽会移动它的杆从而使输出不准，这是因为设置按纽滑动或某一零件因为某

种原因而被拆下，系统按如下操作重新设到”0”： 

1、移走面板塞。 
2、随着泵的运行，拧松锁键杆，然后逆时针旋转调节按扭直到它变的松动。 
3、使用非常小的手动，慢慢地按顺时针重新扭紧按纽，当中间凸轮时断时续接触时，它会 
   以一定频率继续。 
4、当手不能再在凸轮触点间移动旋纽时，安全抓住按纽拉紧锁杆（顺时针方向）确保按纽     
   不再移动。检查 0 点，打开泵，应该无液体流出才正常。 
5、重装暂停面板。 
6、若指针不在”0”上，拧下在键盘上的螺母（使用 1 个 5/64″艾伦内六角扳手），使指针移      
   动到”0”，重新拧紧螺母安装好按纽。 
7、0 设置时输出量为 0。按纽逆时针方向扭到 大时表示输出量为 大，扭键不能超出这个 
   范围以造成伤害。 

 

            图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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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修理                                       
泵头或隔膜的更换 

警告：在进行 100/150 系列的修理之前，保证已切断电源并且在抽/排端已经卸压。 
      100/150 系列计量泵的设计维修既快又简单，正确的更换过程如下所描述： 

注意：当工作或在泵附近操作时，使用保护手套和安全眼镜。 

1、 断开管道，卸下抽吸阀和排放阀，不要弄 
   丢球体和其它小零件。(图 N) 

2、 取掉泵头表面的 4 个螺丝，卸下泵头。 

3、 把泵头的一两个螺丝插进隔膜的小孔中逆 
   时针方向旋转取下隔膜。（图 O） 

4、 若泵头或隔膜都破裂应更换，新泵头应按 
   如上步骤安装。 

5、 确定驱动支架已完全撤销，当安装新隔膜 
   的时候，通过手工拧紧隔膜中心的螺栓膜， 
   然后回退 1/4 圈或直到对准螺栓孔。 

6、 更换泵头和泵头螺栓，排放接口已经打开， 
   注意：泵的排放端的箭头垂直向上指，小心 
    拧紧泵头螺丝，以防止将泵头弄裂。                        图 N 

7、 更换抽吸和排入接头，确定垫圈和阀门安装正确，不需使 TEFLON 带和其它密封条，只 
   用手来拧紧，按启动程序重新开启系统。 
 

 
 
 
               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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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检修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化学药剂

残留物的

流失 

1.泵的设置值过低 
2.注入点生水垢 
3.药剂桶耗干 

1.调到更高设置值（在冲程长度调节时泵 
  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2.8％的盐酸或者未稀释醋酸清洗注入部分 
  详见维护部分。 
3.重新装满药桶，注入。参看启动部分。 

药剂过量 

1.设置值过高。 
2.药桶中药剂浓度过 
  高。 
3.药品虹吸到井中或 
  主管道中。 

1.调低设置值（当泵运行时调节键盘） 
2.稀释药剂，注意：若药品可与水发生反 
  应，则 好直接从供货商处购买低几个 
  等级的溶液。 
3.在注射点检查是否在抽吸或为真空，如 
  果在抽吸，则安装一个反虹吸阀。 

连接附近

的泄漏 
1.管道末端的磨损 
2.化学药剂的侵蚀 

1.剪断一段管道（大约 1″），然后像以前 
  一样运行或重换抽水阀或压紧接口来阻 
  止泄漏。 
2.向你的药剂供货商询购适当的材质。 

不能抽取

或排放 

1.泵抽吸端泄漏 
2.阀座未密封 
3.泵的设置值太低 
4.溶剂液面过低 
5.隔膜破裂 
6.泵头破裂或折断 
7.泵头含有空气或氯 
  气 

1.检查抽取管，若末端磨损剪掉大约 1″然 
 后重装阀门和连接螺母。 
2.若太脏清洗阀门，若发现有老化则用适 
 当材质重换。 
3.当泵背压时，转盘应设在 大流量的 4％ 
 以上以保证流速。 
4.溶剂液面应在底阀以上。 
5.按服务部分重换隔膜，检查在注入口压 
 力在 100PSL 以上，注意：药剂与隔膜材 
 质发生反应会导致隔膜破裂或泵头附近泄 
 漏。 
6.按“服务”章节更换泵头，不要使 TEFLON
 带或其它密封条，只要确定接头手工紧， 
 使用钳子或扳手会损伤泵头，还有化学药 
 剂不兼容可造成破裂和泄漏。 
7.当泵运行时，逆时针扭调节排气螺纽直  
 到空气排尽，关闭排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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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某些零件

泄漏 

1.止回阀是否太脏 
2.球座未到位或没能 
  适当密封 
3.药剂桶已用完。 

1.移走和更换或清洗水垢和沉积物。 
2.止回阀和球体适当清洗，一旦发现腐蚀 
 和变形，用适当材质更换，结晶状的化学 
 药剂会使球阀不密封，因此阀门必须拆下 
 清洗，如隔膜部分所示更换所有部件。 
3.重新注满药桶并注入。  

在接头处

泄漏 

1.接头松开 
2.垫圈扭曲或破裂 
3.药品侵蚀 

1.所有接头必须用手拧紧以防止泄漏 
2.检查垫圈，若发现破裂或损坏则更换 
3.向药品供货商咨询兼容物品。 

进料器 
不能填充 

1.排入口压力过大 
2.检查阀未密封 
3.输出按纽未设在  
  大 

1.打开排放阀使液体循环直到所有的气体 
 从泵头排出，关闭排气阀。 
2.拆开，拧松，清洗，检查有无老化和膨 
 胀，重新安装，润湿阀门，然后注入，参 
 照安装部分。 
3.总是在流量转盘设置为 大时注入。 

反虹吸阀 
故障 

1.水垢或污物毒害隔 
  膜 
2.阀门破裂 

1.移走，清洗，重新安装，小心不要扭曲 
 隔膜，检查效果和位置，确定再安装是正 
 确的。 
2.向供货商咨询要求更换。 

泵马达 
延迟 

1.泵吸时受压过高 
2.泵流量过低 

1.检查压力是否超 过了计量泵规格，如果 
  是，向供货商咨询。 
2.确定供电与计量泵流量相适，如果不能  
  则是无效的。 

马达工作 
过热 

1.流量过低 
2.如果使用减压变压 
 器，电压可能对计 
 量泵来说太低。 

1.电压应与规格牌的流量一致 
2.检查变压器确定它至少为 100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