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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泵/供水机组 MV-VFF/WP系列

MV/MVF是一种多功能产品，可以输送从自来水到

工业液体的各种不同介质，适应于不同温度、流量

和压力范围，MV适用于无腐蚀性液体，MVF适用

于轻度腐蚀性液体。

●供水：水厂过滤与输送，水厂分区送水、主管增

压、高层建筑增压。

●工业增压：流程水系统、清洗系统、高压冲洗系

统、消防系统。

●工业液体输送：冷却和空调系统、锅炉给水和冷

凝系统、机床配套、酸和碱。

●水处理：超滤系统、反渗透系统、蒸馏系统、分

离器、游泳池。

●灌溉：农田灌溉、喷灌、滴灌。

●稀薄、干净、非易燃易爆并不含固体颗粒或纤维

的液体。

●液体温度：0℃~70℃

●环境温度：最高+40℃

●海拔：最高1000m

MV/MVF为安装标准电机的非自吸立式多级离心

泵，电机轴通过泵头用联轴器直接与泵轴连接，拉

杆螺栓将耐压筒、过流部件固定在泵头和进出水段

之间，泵进出水口在泵底同一直线上；本泵可根据

需要配置智能保护器，对泵干转、缺相、过载等进

行有效保护。

如果泵中的压力低于输送液体的汽化压力，可能

发生气蚀，为避免气蚀，确保泵进口侧有一最小压

力，最大吸程H（m）可按下式计算：

H=Pb×10.2-NPSH-Hf-Hv-Hs

Pb=大气压力（bar）（大气压力可设定为bar）

在闭式系统中，Pb为系统压力（bar）

NPSH=净正吸头（m）（可从NPSH曲线上泵

可能的最大流量处读取）

Hf=入口的管路损失（m）

Hv=汽化压力（m）

Hs=安全余量=最小0.5m水头

如计算所得H为正值，泵可在最大吸程H情况下运行。

如计算所得H为负值，必须有一最小进口压力H的水头。

应用：

运行条件:

泵:

最小进口压力

● 电机为全封闭，风冷式二极标准电机。

● 防护等级：IP55

● 绝缘等级：F

● 标准电压：380V  50Hz

下列说明适用于后面所示的曲线：

1 、 所 有 曲 线 都 基 于 电 机 在 恒 速 2 9 0 0 r p m 或

2950rpm的测量值。

2、曲线容差符合ISO9906。

3、测试采用20℃不含空气的水，运动粘度为

1mm²/s。

4、泵的使用参数加粗曲线的性能范围，以防流量

过小产生过热和流量过大使电机过载等。

电机:

性能曲线:

水泵型号说明：

MV-VFF 200 / 15 03 -1A-1B

 

 

小叶轮数量及型号

叶轮数

口径（口径≥100mm时，其数值=口径/10）

额定流量m 3 /h

立式多级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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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泵/供水机组 MV-VFF/WP系列

序号 名称 材料 AISI/ASTM 

1 电机 

2 泵头 铸铁 ASTM25B 

4 机械密封 

5 出水导叶 不锈钢 AISI304 

6 导叶 不锈钢 AISI304 

7 支撑导叶 不锈钢 AISI304 

8 导流器 不锈钢 AISI304 

11 轴承 碳化钨 

12 叶轮 不锈钢 AISI304 

13 轴 不锈钢 AISI304 
AISI316 

14 叶轮隔套 不锈钢 AISI304 

15 耐压筒 不锈钢 AISI304 

16 联轴器 碳钢 

 

3 泵头衬里 不锈钢 AISI304 

9 进出水段 不锈钢 AISI304 

10 底座 铸铁 ASTM25B 

 

9 进出水段 铸铁 ASTM25B 

MV-VFFF

MV-V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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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气 

最大压力 

最小压力 

有效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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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高层建筑在城市中越来越普及，由于自来水管路的压力无

法满足高层的供水需求，而高位水箱由于污染问题已被很

多地方限制使用，所以供水机组应运而生。成为供水设备

的首选 。

WP系列供水机组应用场合:

· 各类建筑的生活恒压供水.工业项目的生产,生活用水

· 高层建筑的分质供水(生活水,纯净水,中水)

· HVAC系统中,冷却水的补水和冷冻水的定压

· 消防系统的补水和定压

· 农业,运动场,园林,高尔夫球场的喷灌

工作范围：

最大功率： 

压力调节：

水温范围：

运行环境： 

电力供应：

安装要求：

400T/h, 300m, 2900rpm

45X4 KW

< 10Pa

 -15℃-120℃

温度(0℃-40℃),湿度<90%无腐

蚀性气体,无大的灰尘

380V,50Hz,3相,电压不平衡<3%

良好的通风,水泵和控制器需要足

够的维护空间,振动<0.62m/s

·WP-MVH系列机组是我公司生产的一种工频运行的普通

供水

控制系统,机组包括: 水泵,电控柜,控制开关(压力/液位),管路

和阀门,气压罐等,它根据压力或液体开关给出的开关信号,将

输出管路的压力或将用户水箱的液位自动控制在用户需要的

上下限范围内。

·水泵一般选用我公司MV系列不锈钢立式多级泵,管路和阀

门有不锈钢或碳钢可以选择，启动方式有直接启动,星/三角,

自藕启动或软启动. WP-MVH系列机组一般为一用一备设

计,两台泵互为备用,循环启动,也可以设计成一用一加强,出口

连接一个气压罐,用于缓冲水压的变动。

·应用于中小型高层建筑的供水,HVAC系统的补水和定压。

·控制系统可预留RS485接口,和中控系统连接或远程监控。

运行原理：

水泵给管网供水的同时，向气压罐内充水，空气被压缩，水

压达到压力传感器设定上限时自动停泵，罐内的水在气压作

用下继续向管路供水，当压力下降到设定下限时，水泵启

动，由此周而复始，达到对用户持续供水。

·技术成熟，结构和使用简单，性能稳定，价格低．

·局限: 对于大型系统，需要使用体积比较大的气压罐以避

免管网压力过大的波动及水泵频繁的启停。

WP 系列供水机组包括三种基本类型: :

1. WP- - MVH

基本参数：

WP系列供水机组

型号: WP-MVH MV20 / MV

控制: 一用一备

主泵: 两台

运行: 工频

信号: 压力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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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MVP系列变频供水机组是使用最广泛的供水设备,机

组包括: 水泵,电控柜,PID控制器,变频器,压力传感器(或者压

差/流量),管路,阀门,气压罐等,它通过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控出

水口的压力值,并将电信号反馈到控制器,自动调整水泵的转

速和运行台数,从而使供水系统的压力始终维持在用户的设定

点,而且,由于水泵的变频运行,节能效果显著.

·机组可以实现最多四台主泵并联运行,循环启动,水泵一般

选用我公司MV系列不锈钢立式多级泵, 大型系统会另外安装

一台小流量的辅助稳压泵,在系统流量很小的时候运行,系统

会安装一个气压罐用于瞬间调节.

·可预留RS485接口,多种通讯协议选择,以便和中控系统连

接或远程监控.

·WP-MVP机组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广泛用于各种建筑的供

水,也可以用于HVAC系统的补水和定压.运行原理：

·WP-MVP系列一般使用一台变频器,在系统压力低于设定

压力时会变频加速一台水泵运行,在该台水泵达到最大转速时

(50Hz）,转换为工频,继续变频启动下一台水泵,以此类推，

直到机组把出水压力提升到设定压力.

·当系统压力高于设定压力时反向操作．首先停掉最先启动

的水泵（工频），并通过当时的变频水泵和剩余工频水泵共

同运转把系统压力维持在设定值上，以此类推，直到系统剩

下最后一台水泵变频运行．

·当用水量继续减少，最后一台变频水泵的转速也低于临界

值时，主泵全部关闭，启动辅助稳压泵，按定压供水的方式

运行．（*有辅泵的大型系统*）

·所有过流部件为不锈钢材料（包括:水泵，阀门，管路），

底座为槽钢．

·全面的功能：循环启动，自动补偿，自动循检等

·全面的保护：管网压力，电机过载，电源超/低压，缺

相，缺水等．

型号：MVP31 / MV+MV

控制：两用一备一辅

主泵：三台

辅泵：一台

运行：变频

信号：压力传感器

水泵: 按照最大工况选择,小型系统一般为一用一备,大型

系统可把总流量分成2~4台泵, 辅助稳压泵的扬程和主泵

相同或略高, 流量一般为主泵流量的 1/10 左右 .举例 (**

供参考, 具体参数依据设计师的方案) :

·系统流量8T/h, 90m, 机组型号BSS20 / MV8-10 , 水泵

选用两台8T/h, 90m 的立式多级泵 ,功率4kW , 一用一备.

·系统流量100T/h, 100m, 机组型号:WP-MVP 

31/MV45-6 + MV4-16 , 主泵为:50T/h,100m, 功率

22kW, 两用一备变频运行, 辅泵为:5T/h , 105m , 功率为

3kW , 工频运行.

气压罐: 考虑承压,水泵流量,启停次数的限制等.

2、WP- - MVP 系列全自动变频调速供水机组

设备选型: 

WP-MVP系列供水机组

机组型号说明 ：

WP-MVP 31 / MV 45-4 + MV4-10

 

 

辅泵型号

主泵型号

水泵组合3台主泵

+1台辅泵

供水机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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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MVH/WP-MVP）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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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MVD）

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