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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卫东等：恒压懊水水泵机组简易系统

３１

恒压供水水泵机组简易系统
曹卫东，朱荣生，施卫东，潘卫东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中心】

摘要：夼绍了典型的一用一备机组管路系统及其工作原理。分析了系统中各组件随外界供水量
变化的运行逻辑关系，解头了进口负压永泵的脱水空转、进口倒灌水泵浸泡镑蚀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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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２将会自动关闭，倒灌的水压将推开进口逆止
阀，则备用泵将始终处于正压下，一方面水将通

并联管路多泵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在目前是比

过密封部件源源不断的泄漏，另一方面在非运转

较先进的供水方法。它可以随着用水量的变化自

时，长期浸泡于水中，会导致口环、机械密封处

动调节水泵运行转速，并开启、关闭备用水泵机

结垢，锈蚀。轻者下次运转不灵活，重者不能启

１

组。既保证了管路系统水压的恒定，又省去了水

动，烧毁电机，这是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

箱、气压罐，还可以实现无人值守。这种系统将

形。所以我们采用吸上的方式供水，保证备用泵

随着计算机的普遍应用、楼宇自动化、动力控制

在非运转时保持脱水状态，本系统设置了一台小

智能化的推广而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建筑、消防、

真空泵。

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国防工程等领域。
２

（２）安装时要保证真空泵抽吸管路进口介于
逆止阀１和备用泵叶轮进口之间，而且应该使得

水泵机组及管路

真空泵在工作以后，抽吸上来的水位高于备用泵

以典型的一用一备机组来说明，它可以实现
互换备用，如图１所示。

叶轮进口。但是真空泵进口也不应该处于备用泵
运行时的高压区，逆止阀３在这种安装情况下原

压力传感器
管路
７

闸阀
逆止阀２
泵２

则上只能承受负压，除非在此处以电磁阀替代，
这样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开关。
（３）尽量选用性能曲线比较平缓的主泵，

我们以伊ｐ曲线较陡、较平缓两种水泵来进行
一个比较：见图２所示。

逆止阀】

围１水泵机组

（１）两泵均为吸上，即水位低于水泵叶轮
进口。我们选用并推荐这种安装形式是因为蓄水
池一般情况下处于地势较低的地方；但如果使水
泵机组处于倒灌的位置，带来的问题是：假如一
号水泵为主泵，在其运行时，备用泵出口逆止阀

图２水泵性能曲线

我们知道，装置扬程以＝＾‘＋卯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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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为终端出水高于水池水面的垂直高度，是一

如罔４上时间段。一＾．频率随着终端用水量变化

恒定的量，而Ⅳ是损失系数，往往在用水量增

而自动跟踪响应，保证供水压力的稳定。

加时膏值减小．在用水量减小时Ⅳ值增加。这
是由于可以认为用水终端是一个大的阀门，随着

用水量的增减而开闭。—瞄的变化导致装置扬程

管踌流量输出

特性曲线的曲率也发生着变化，在图上可以看到

双泵工频流量

用水高峰期，阀门开大，Ⅳ值减小，装置扬程

高峰流量
临界流量
设计流量

特性曲线Ｈ—ｐ也较平。当阀门开度作出相同的
变化，虚线所对应的陡峭特性的水泵扬程对流量

—、
１＝了７——＼
，

的变化率△Ｈ／Ａｐ大于较平缓特性的水泵。也就
是说．外界用水量的波动将导致陡峭特性水泵水
压的急剧变化，取压点的压力也会作出相应变化，
结果是主泵运行频率大副度变化，备用泵频繁启
动、停机，这对系统和管路都不利。

图４系统运行周期和压力传感器示意图

（２）如果终端用水量逐渐上升，主泵将不
断提升其运行频率，在上升到最高转速后，如果

预先要考虑到主泵的主要运行区间，

依然需要大流量供水，采压点的水压将会下降，

主泵一般是太泵，选择其大部分时间在高效区运

在下降到风后。通过压力传感器，计算机采集

行．有利于提高运行质量，节约能源。备用泵虽

到信号，经过延时阶段，以确认压力的下降不是

然是小泵，它的弘ｐ曲线在一段范围内要高于主

偶然因素导致。将主泵切换到上频电源运行后，

泵，否则备用泵的功能将丧失，逆止阀２就推不开。

变频器退出，同时真空泵启动，备用泵投入变频

（４）

３

系统控制及运行原理
见图３、图４。

启动并会在短时间内达到工频运行，如图４上的时
问点ｆ，。此时＋逆止阀ｌ、逆止阀３开启，在
备用泵吸上水后，经过一定阶段，采压点的压
力会达到ｐ，，经过延时，真空泵将自动切断电

『—Ｌ垦垄！！堕矍｜

㈢

源，停止Ｔ作。逆止阀３由于负压的抽吸而关
闭，２号逆止阀开启供水，采压点的压力迅速上
升到预先设定值。备用泵的转速开始下降，并
随着终端用水量的变化而自动跟踪，如图４上的
时间段ｆ，．＾。如果在这阶段，采压点的压力始

报警器１

终达不到ｐ，，经过延时阶段，报警器会发出声
光报警，提醒解决可能的管路泄漏、真空泵失
灵等故障。
（３）当终端供水量逐渐减少，备用泵的转
速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将不再供水．逆止阀２也处
于临界关闭状态，主泵依然在工频运行，并随着管
网压力的升高，压力传感器处的压力达到ｐ，，
同样经过延时榆验，计算机给出信号，停止备用
图３系统控制原理围

泵的变频运转，主泵通过压力传感器、计算机、变
频器的闭合反馈功能重新启动变频保持供水压力

（１）在自动档下，开启系统，微机首先检

和供水量，完成从临界流量点的过渡。如图４上的

测压力传感器，变频器ｖｖｖＦ的输出端ｕ、Ｖ、

时问段“一ｆ４，这时逆止阀２彻底关闭，备用泵

ｗ得到逐渐上升的频率使在１号泵（主泵）电机转

进口管路的存量水在负压的作用下被逐渐排空。

起来，这也是通常所称的软启动。此时逆止阀２关

我们之所以设置了ｐ，这一个采压信号点是考虑到

闭，２号泵（备用泵）停机。当压力达到预先设定

予留一定的流量空间，不至于在备用泵停机以后，

的值成时，也就是说流量在预先没定的范围内。

南于主泵在Ｔ频运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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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燕：微机在电机测试巾抗干扰技术

扰，适用于变化缓慢的参数测量。

度，而软件抗干扰措施成本低、使用灵活，但

算术平均滤波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
信号进行滤波。

要降低系统的效率。在丁程实践中，要充分发
挥硬件和软件在抗干扰中的优势，扬长避短，

Ｒｃ滤波适用于要求滤波时间常数叫较大的
场合，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在测试系统中，可
针对具体情况，采用软硬件相结合的方法，抗

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的干扰往往不是单一的，

干扰效果会更佳。

因此常把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形成复合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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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２页）采压点的压力才达到Ｐ，，当管

分明，系统自动控制的中间电路设计简单，并

网用水量在此时上升时，压力传感器处的压力就会

可加人其它运行及保护功能。还可以升级为如三

下降，导致备用泵、真空泵重新启动。

台泵两用一备、四台泵两用两备等方式供水，

（４）至此，自动控制完成了它的一个周

同时由于其所具备的优异的电机起动功能并无需

期．‘和ｆ。点重合。当在某些场合，如自控故障、

人员值守，经过实际的试用、检验，该系统已

消防需要而强制启动水泵机组时，切换到手动控

经被越来越多的工程所使用。

制，可以使得主泵、备用泵全部在工频下运转，当
然我们也要预先考虑管网的承受能力。

庞传贵辛陆峰。民用与三耋麓水泵。动控制图集，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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