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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房进水阀门控制改造研究
唐波

（广东摩尔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    519060）

摘要：水泵房是保障生产、生活及消防等用水的建筑结构。水泵房在运行过程当中，进水阀门的稳定性关
乎到水泵房整体供水效果，如若水泵房进水阀门出现明显故障，则会导致供水的连续性受到影响。因此，
为了使水泵房能够安全稳定供水，本文全面结合当前建筑结构中的水泵房进水阀门常见问题进行研究，提
出相应的控制改造措施，以保障供水系统的高效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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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这样的结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水泵房供水需求。

且在应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各种故障，影响到进水阀

门应用效果，导致水泵房无法及时发挥作用。基于此，

结合先进技术及时对水泵房加以改造，实现对进水阀

门的智能控制。

2    水泵房进水阀门常见应用问题

2.1    不进水

水泵房进水阀门在使用过程当中，往往会由于过滤

网杂质堵塞、线圈短路，亦或是进水阀弹簧损坏等故障

性问题，导致进水阀门无法达成良好的进水效果。此外，

水压环境过高，导致水流流经进水阀门时，对其结构

造成冲击损伤，从而使进水阀门应用效果受到影响。长

久处于人工手动运行方式，或是未能对水泵房进水阀

门实施定期检修，使其整体运行工况相对较差。对此，

需要及时检测，确定其故障原因。

一般情况下，需要检测进水阀门电磁线圈，测定其

声音状况，检测是否存在电磁噪音且伴有震动感，结

合人工检测通电后阀门处是否存在明显震动，并应用

电阻档测量表测量进水阀门电磁阀片之间的阻值。如

0    引言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建筑结构更加注重于整

体质量安全，在保障其整体良好稳定运行的基础上，逐

渐突出了水泵房的重要意义。作为整体建筑结构消防

以及生活供水的基础设施，水泵房整体的良好运行状

态至关重要，不仅影响到建筑结构应用质量，同时与

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直接关系。因此，需要全面

优化当前水泵房进水阀门结构，基于电气自动化应用

成果对其实施控制改造。全面提高水泵房运行安全性。

1    水泵房基本概述

水泵房作为建筑结构中的重要辅助设施，在现代化

的各类建筑当中水泵房的良好运行必不可少。对于水

泵房来讲，主要是为建筑结构当中的其他设备正常运

行提供必要的循环冷却水，使设备呈现出良好的运行

状态，避免由于运行过热造成故障。与此同时，水泵

房也肩负供给消防和日常用水的重要作用。为避免建

筑结构发生火灾时无法及时实施救援，需要借助于水

泵房的充足储水进行消防灭火。水泵房中最为关键的

设备是水泵。在实际运行中，水泵输送水量相对较大，

因此，需要对进水阀门与出水阀门进行相应控制。

在实际运行中，水泵房用水量较多时需要及时调节

进水阀门进行补充。进水阀门对于水泵的流量调节具有

关键作用。同时，部分水泵房还构建循环水池作为主

要蓄水结构，如图 1 所示。循环水池设有循环水供水

管道以及回水管道，通过进水阀门做好蓄水补给。这

类水泵房循环水池作为以往大多数建筑结构中常见设

施，并未考虑到经常性的补水需求，因此，进水阀门需

要人工进行手动开启和关闭。而在现代化的应用环境

图 1    循环水池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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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水阀门阻值状态与正常值相差较大，则证明线

圈短路，导致阀门线圈损坏无法正常运行。

水泵房在使用过程中，进水阀门大多数情况下长久

浸泡在水中，处于降雨季节时，雨水会淹没进水阀门，

使进水阀门接线端长久浸泡在雨水中，如发生漏电，不

仅会导致水泵无法正常运行，同时也可能形成较大的

安全隐患。

2.2    进水不止

水泵是保障水泵房以及循环水池等正常运行的关键

保障性结构，可以调节循环水池水泵管道的实际流量。

作为水泵房循环水池管道流体控制装置，进水阀门主要

是对水流联通和切断实施管理。在日常运行当中，水

泵在长期运行状态之下，进水阀门可能发生各种各样

的故障，其中由于阀门零件受损导致的机械故障问题

较为常见。此外，由于阀门在设计、安装过程中形成

的故障隐患，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不能及时维修、维护，

也可以造成阀门出现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进水不止。

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进水阀门出现破损。长久浸泡在水流当中，进

水阀门材质抗锈蚀性能降低。并且，水泵房循环水池水

泵管道出现明显沉降现象，或环境温度变化相对较大、

管网压力突发增大等原因，都会对水泵进水阀门造成严

重影响。阀门开关操作不当，可使其出现机械磨损故障，

从而造成破损。

（2）进水阀门传动装置出现故障。进水阀门在不必

要操作下长久处于关闭状态，受到水流腐蚀会出现锈

死问题。进水阀门内容易存在异物，对阀体造成影响。

进水阀门常处于半开合状态，受到水流冲击，促使阀

门附近螺丝与螺母之间出现松动错位现象，进而造成

水泵房进水阀门控制不良，表现为进水完成后，阀门

不能及时关闭，出现进水不止现象。当水流蔓延过循

环水池之后，将出现水流外溢，接触到电控系统将会

发生严重的漏电、导电现象，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

3    水泵房进水阀门控制改造

水泵房作为基础蓄水设施，在实际当中的应用价值

相对较高。在全面优化水泵房应用效果的基础上，需要

对最易出现故障的进水阀门的控制效果实施必要的改

造优化，促使其从传统的人工操作向自动化控制转变，

进一步提高水泵房的水泵进水控制效率，提高水泵房

的应用安全保障。

3.1    基础结构

在改造中应用先进的智能控制技术，不仅能够达到

良好的运行效果，同样也能够节约人力成本。不需要

人工调节进水阀门，可自动检测水流位置，达到最优

的运行效果。

（1）消除漏电安全隐患。在改造设计过程中，首先

需要解决进水淹没而产生的漏电安全隐患。进水阀门

自动控制装置改造主要涉及电气系统控制技术的应用，

可通过设计自动检测装置，使进水阀门在检测水位到

达标准参数值之后，自动切断阀门电源，使阀门在闭

合时处于断电状态，尽可能地降低漏电威胁。

（2）构建自动化智能控制箱。在智能控制箱当中，

包括正转接触器、反转接触器以及热继电器等，通过

系统参数的有效设置，实现对进水阀门开关的自动化

控制。

同时，在控制箱上安装转换开关，控制继电器转换

保护状态，对进水阀门的运行状况进行监控，自动分

辨是否需要断电。转换开关率先连接正转接触器，随

后连接反转接触器并控制继电器与热继电器，形成基

于正转形态下的串联电路。而接触开关率先接触到控

制箱内的反转接触器、正转接触器，随后连接热继电

器及继电器形成基于反转状态下的串联电路状态。通

过两种不同的串联电路形态控制进水阀门的开关闭合，

借助继电器与三相电源连接，形成断相保护继电器。

发现任何损坏影响到进水阀门运行时，都会及时断电，

不仅有效避免进水阀门线圈断相烧毁，同时也能够有

效保障水泵房始终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避免由

于漏电故障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3.2    改造流程

为了使水泵房进水阀门呈现出更加良好的自动化控

制效果，需要全面分析其当前的应用结构，以便实施

针对性改造。

首先，根据水泵房进水阀门的执行器接线端子图

（图 2）不难发现，水泵房正常运行状态下进水阀门使

用的电源为单向交流 220V。图中，1、2 为接线端子的

电源传输端，结合中继辅点实施正 / 反转切换，3 与 M
线连接，进水阀门端子 4 ～ 6 为到位信号控制阀门开关。

实施进水阀门结构状态控制改造时，需要拆除阀门

接引线，连接全新的控制箱结构，在控制箱 DCS 柜内

连接引线到进水阀门处，形成全新的控制回路。从控制

箱 DCS 柜中引出导线，连接热继电器以及备用继电器，

同时构建相应的正 / 反转转换继电器。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下的水泵房进水阀门在常闭辅点上连接关驱动装置，

促使控制箱 DCS 柜中的反转接触器启动，默认此时进

水阀门需要实施关闭操作。在循环水池水位检测器到

22-47  机械制造与智能化  22年 7月上  第19期.indd   46 2022/8/30   10:16:35



2022 年    第 19 期 机械制造与智能化

47

MACHINE    CHINA

达指定参数值之后，进水阀门连接控制箱接收相应的

信号，驱动到位开关关闭，撤销进水控制，确保现场

执行器端子处于断电状态。如再次开启进水阀门，则

需要控制箱 DCS 柜同时发出基于正转接触器以及反转

接触器下的同步指令需求，驱动到位信号传输到感应

装置中。当进水阀门到达开限位时，同时撤销正转接

触器以及反转接触器发出的驱动指令，同样达到进水

阀门的断电处理，进而保障进水阀门始终处于较为安

全的电流控制状态。

远程自动调节控制开关，是在现代化环境中水泵房

使用的基础需求。为了有效节约人工并提高运行效率，

需要借助更加先进的控制系统实现对水泵房进水阀门

开关的自动化控制。基于相应的控制改造要求，在循环

水池中安装液位计，实时检测循环水池内的水位，并

将有关数据通过信号检测系统传输到控制箱 DCS 系统，

实时显示循环水池水位状态。在此基础上，设定循环

水池水位警报信号，在进水阀门整体改造程序内增加

给水位上 / 下限值警报参数。例如，日常实际建筑结构

水泵房所需水量最低水位限度值设定为 2m，则最高水

位值设定为 3m。

如在实际运行中基于进水阀水流到达循环水池的水

位低于最低水位限值或高出最高水位限值时，则发出警

报信号。在 DCS 柜上方显示水位数值变化，结合声音

预警以及数值颜色变化等，对相关人员进行提示报警。

同时，在对水泵房进水阀门控制改造程序编写时，也

需要结合循环水池内水位状态设定警报连锁开关阀门。

当水位差值处于不合理状态时，能够对水泵房进水阀

门进行自动控制。借助水泵房进水阀门控制改造系统，

应用更加先进的自动化控制装置，解决以往进水阀门

人工控制的弊病。通过正转接触器以及反转接触器等

设计，形成安全电路连接，对进水阀门继电设备形成

及时保护。

4    结语

在现代化的使用环境中，水泵房如需要提高运行

效率，保障平稳安全运行，则需要对进水阀门实施自

动化控制改造，进一步降低安全隐患，构建智能、高

效工作系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改造后，进水阀门

处于更加稳定的运行状态，满足了水泵房的运行需求。

如果控制箱 DCS 柜出现故障时，仅需要人工远程强制

驱动继电器控制进水阀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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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进水阀门端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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