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广一泵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ANGYI PUMP CO.LTD.

智能全自动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
IntellIgent 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 constAnt (vArIAble) 
pressure wAter supply equIpmentMVWS



1MVWS智能全自动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

概述
MVWS系列智能全自动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是

我厂开发的高科技产品，荣获93年第3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博览会金奖，94年全国工程建设新产品新技术展览会金奖，
95年北京第二届全国给排水暨消防展览会金奖。该设备采
用进口智能中央处理器、变频器和先进的控制线路及水泵机
组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使供水管网保持恒定的压力，是
一种理想的现代化供水设备，适用于高层建筑、生活小区等
生活和消防用水；取暖、空调通风系统中用的冷、热水循环
系统、供水系统；原有给水系统（如气压供水，由水塔、高
位水箱供水的宾馆、大厦、住宅等）的改造；工厂的冷冻
（却）、生活、消防用水；各种类型的自来水厂等。

型号表示
MVWS- □- □- □ 

设定扬程(m)（10m～300m）

最大小时供水量（m3/h）
（0.5m3/h～10000m3/h）

I为生产（生活）
II为生活、消防共用、
III带触摸屏型，       
A为带小泵和气压罐
B为不带小泵和气压罐

智能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

示例：
MVWS-IA-36-40表示带辅泵和气压罐的生活（生产）

用智能全自动变频给水设备，其最大小时供水量36m2/h，设
计水压0.4Mpa（或40mH2O）。

工作原理
本系统通过智能中央处理器进行PID控制。出水管网上

的压力变送器对水压进行采样，将压力信号转变为相应的电
信号，并传送到可编程控制器，可编程控制器接收管网的实
际压力信号与用户设定的压力值进行比较，利用偏差值控制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改变电机输出。当水泵全速运转时，
实际压力达不到设定压力，则将变频泵切换为工频供电，由
变频器软启动另一台泵。当水泵处于下限频率运行时，实际
压力大于设定压力，则自动停止工频泵，从而达到变量恒压
供水。若用水量极少时，则停止所有主泵，由辅泵与气压罐
切换工作。

当生活、消防共用一套设备时，具体解决方案为：用户
设定管网高低两个不同压力值。平时设备运行在某一个压力
值（可调）时，保持生活恒压供水。当出现火警时，设备接
收火警信号后，马上升高到另一个压力值运行，并切断生活
管网的供水，以保证消防用水。

功能特点                       
1.自动化程度高：设备由智能中央处理器控制，工作

泵、备用泵运行、切换全自动处理，出现故障及时发出报
警，通过面板显示用户可直观快捷地找出故障原因。

2.控制功能齐全：采用多台泵循环软启动方式，减少了
直接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和干扰，并使各台主泵遵循先开先
停、先停先开机会均等原则进行选择工作，从而延长机组的
寿命。更可设置为定时开关控制，通过系统内设置定时时
钟，实现定时开关水泵，用于系统定时供水（如办公区）。

3.高效节能：取代了高位水箱，消除了二次储水污染。
通过改变电机的转速，加减泵的台数使压力达到恒定，节能
效率可高达50%，正常供水时压力波动小于±0.01MPa，。

4.三种工作方式：
自动工作方式：
自动方式是作为正常供水状态下的一种工作方式。一般

来讲，当客户正常供水后即选定该种方式，在自动方式工作
时，一切管网的不同供水要求，都将在MVWS有效的控制之
下，进行多种功能的适应工作。

手动工作方式：
该操作方式是专为手动变频、自动二种工作方式均发生

故障时，为用户应急设置的一种工作方式，该工作方式完全
采用最简单的启动方式，这种方式在操作面板上直接启停任
何一台水泵电机，而不通过可编程控制器，即可在系统死机
的情况还可以让系统工作起来。一般只有在自动失灵或调试
时才采用。

手动变频工作方式（触摸屏型）：
这种工作方式可独立选择进行单台水泵的变频恒压供

水，主要应用于水泵或管网进行调试以及检修后投运，一般
来讲由于管网尚属未正常情况。如直接投入自动工作条件不
成熟，故采用手动直接启泵试压。由于手动状态不能控制管
网水压，易造成管网超压损坏用水设备，同时由于频繁大电
流启动对电网产生冲击。采用手动变频工作方式后，在需要
对管网试验水压时，只要实时输入的试验压力，系统自动将
压力稳定，本工作方式完全在人机界面的监视遥控下工作，
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上位通信、人机对话功能（远程监控型）：
系统可直接通过电缆与上位机（电脑监控中心）进行通

信，上位机可通过通信单元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上位机可
对系统进行给定、起/停、监控报警、读取参数等操作。用
户可通过触摸屏人工干预参数设置，实现真正的人机对话。

5.采用可编程控制器特别装备的PID控制技术软件，系
统的响应快速、精度高，稳定性好，可靠性极高，能长期保
护稳定。

6.通过数码显示器显示工作频率、实际压力以及设定压
力。

7.主要元部件采用一流元件，整套系统具有很高的可靠
性和抗干扰性，其自带的标准串行通讯口（RS485），使得
系统与计算机的通信十分方便，整个设备极容易地并入智能
化管理系统。

8.气压罐除具有水的贮存、调节和供水功能外，兼有减
弱以至消除因水泵停转时可能产生的水锤影响。

9.系统定时自动换泵，单泵运行一段时间后，系统自动
切换备用泵投入运行，换泵时间可以设定。

10.爆管保护功能，管网爆裂，压力下降到下限值，系
统自动停机。

11.多压力供水，系统将24小时分为多个压力段，按不
同压力供水。

12.水位保护，当水池水达设定低水位或消防保护水
位，系统自动保护停机。

13.自动复位功能，停电后复电时或水位恢复时系统自
动启动。

14.故障泵屏蔽，故障泵屏蔽后直接退出运作程序，由
备用泵接替工作。

15.自动保护功能齐全：有过载、过流、短路、缺相、
超压、欠压及缺水停机等自动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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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要求
1.环境温度应介于5-50℃之间，相对湿度不大于90%，

无凝露。
2.周围空气无腐蚀性气体、水蒸汽、粉尘等明显污染。
3.安装场所的最大海拔高度1000m。
4.无剧烈振动和冲击，地震烈度不超过8度。
5.安装倾斜度不超过5度。    
6.基础砼度不低于150号（或1：2：4水泥、河沙、卵石

夯制），打砼基础时预留地脚螺栓孔，以便设备就位后进行
二次浇灌。

使用及维护保养
1.设备管理及使用人员应努力做到“三好”，即管好、

用好、维护好；达到“四会”，即会使用、会保养、会检
修、会排除一般性故障。 

2.设备的维护保养应做到“二定三防”，即定人管理、
定期保养；防尘、防潮、防震；、保证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
技术状态。

3.加强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主要包括清洁、
防潮、防腐，检查零部件是否完整、运转是否灵活，元器件
是否正常。

4.使用设备的人员，应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初次使用
设备者，应阅读使用说明书，或在有关技术人员指导下，按
规程操作。

5.在开机前。检查电源及电气控制开关、按扭等是否安
全、可靠；在确认一切正常后，才能开机试运转。在启动和
试运转时，要检查各部位工作情况，有无异常现象和声响。
检查结束后，要作好记录。

6.在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设备。不要违
章操作。设备上不要放置物件。设备发生故障后，自己不能
排除的应立即与厂家联系；厂家在排除故障时，提供故障的
发生、发展情况，共同作好故障排除记录。  

7.免费为用户培训操作人员。凡属产品质量问题，免费
维修贰年，并负责终身保用。 

8.产品的维修保养凭购货发票或产品质量跟踪卡（请妥
善保存出厂产品资料及图纸）。           

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1、自动时水泵不起动或连续加泵运行，主要以下几个

原因：压力设定不当（过低或过高）；远传压力表或电柜面
板上的压力设定旋钮损坏；电柜内智能模块或PLC失常或开
关电源无输出；其它（如管道阻塞或爆裂）。

2、供水压力上不去，可能是：开机前未能使水泵充分
排气（十分重要）；水池（箱）水位过低，水泵抽空无法吸
水；压力设定过低；水泵反转或工频与变频运行时转向不一
致（请确认）；其它（如管道阻塞或爆裂）。

3、压力不能稳定，波动大，可能是：变频器故障，
PLC或智能模块失常；用水变化频繁；设备选型不当，其它
（如管道阻塞或爆裂）。

选型指南（详细选型资料见综合样本或咨询

技术部）
1、确定计算流量Q

 Q=  mxq  ×K（m3/h）
       1000t

 K—变化系数（宜采用1.5～2.5）      

 t—用水时间（一般采用12小时/日）

 q—用水量标准（华南地区宜采用300升/人·日，
      高级住宅采用400 升/人·日）

 m—用水人数（一般一户按四人计算）

2、确定水泵额定扬程

建筑物层数 1 2 3 4 5 6 7 8 ···

最低供水水压
（即水泵扬程）

15 17 21 25 29 32 37 41 每层增加4m

3、建议采用带气压罐的成套变频设备，带气压罐的成
套变频设备在保证恒压供水方面性能要比不带气压罐的优
越，若考虑成本的输出或是楼宇楼层供水恒压方面无需过于
苛求，可选用不带气压罐的成套变频设备。根据本厂多年使
用经验推荐使用从意大利进口的气压罐，因为其外观精美、
符合世界通用的饮用水品质要求、气密性和稳压效果好，使
用寿命长。

供水水量（供选泵参考）：住宅区生活用水标准（南方
地区）

住宅
类型

给水卫生器具完善程度
用水标准

（L/人·日）
小时变化系数

1 仅有给水龙头 50～80 3.0～2.5

2
有给排水卫生器具，但

无淋浴设备
100～150 3.0～2.5

3
有给排水卫生器具，并

有淋浴设备
150～200 2.8～2.3

4
有给排水卫生器具，并
有淋浴设备和集中热水

供应
180～260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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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WS型智能变频给水设备（2台主泵）
具体尺寸参数见设备报价安装图或综合样本说明书

  MVWS型智能变频给水设备（2台主泵，1台稳压泵）
具体尺寸参数见设备报价安装图或综合样本说明书

MVWS型智能变频给水设备（3台主泵）
具体尺寸参数见设备报价安装图或综合样本说明书

  MVWS型智能变频给水设备（3台主泵，1台稳压泵）
具体尺寸参数见设备报价安装图或综合样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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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WS型智能变频给水设备（4台主泵）
具体尺寸参数见设备报价安装图或综合样本说明书

  MVWS型智能变频给水设备（4台主泵，1台稳压泵）
具体尺寸参数见设备报价安装图或综合样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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