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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ＶＷ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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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３／ｈ）
（０．５ｍ ３／ｈ～１００００ｍ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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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ｍ ２ ／ｈ，设
计水压０．４Ｍｐａ（或４０ｍＨ 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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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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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ＶＷＳ智能全自动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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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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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ｘｑ
×Ｋ（ｍ ３／ｈ）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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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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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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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供水水压
１５ １７ ２１ ２５ ２９ ３２ ３７ ４１ 每层增加４ｍ
（即水泵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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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标准
给水卫生器具完善程度
小时变化系数
类型
（Ｌ／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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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ＶＷＳ智能全自动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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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ＶＷＳ智能全自动变频调速恒（变）压给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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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６０４ ３３９８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科韵南路133号
生产中心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红岭路2号之一
销 售 部 电 话 ：（020） 66834613   66834616  66834618
技 术 咨 询 ：（0757）81093982
维 修 部 电 话 ：（020） 66834630  66834631
服 务 投 诉 ：（020） 66834612

传
真 ：（020） 66834619   66834629
E    - m a i l ：sales@gygcn.com
网 址 U R L ：www.gypump.com
说明书内容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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