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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操作说明书，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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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风机&水泵智能控制器主要是针对各行业风机&水泵控制柜的一款新型

智能化控制产品，采用嵌入式软件编程技术，以数字化软件控制逻辑应用替

代掉传统的指示灯、按钮、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转换开关等硬件组合

的二次逻辑控制，其意义是彻底颠覆了传统建筑行业风机&水泵的控制应用。 

 

二、 技术指标： 

1、 供电电源：AC85~265V 

2、工作环境：温度-10℃∽+60℃，相对湿度：£90%RH，大气压强：£2500pa 

3、功耗：£2.5W 

4、抗电强度：外壳与端子间³AC2KV 

5、绝缘性能：外壳与端子间³100MW 

6、操作功能：就地/远方操作 

7、面板显示功能：手自动状态指示、运行/故障指示、防火阀联动指示、消防联

动信号指示、高低水位指示、保护类型等指示功能。 

三、 安装尺寸：   面板开孔 （建议开孔尺寸为：169mm*9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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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品命名： 

 

五、控制器各规格系列说明： 

风机单路单速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备注 

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消音（手自动状态下--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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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单路单速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KM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防火阀常闭无源信号输入 

(无防火阀请将 8 和 9 短接) 

闭合：正常 （面板信号灯熄灭） 

断开：停止 （面板信号灯闪烁） 

10 远程启停无源信号输入 
在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1 强制启动无源信号输入 
在任何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2 故障无源信号反馈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消防控制无源启动信号输入（点动开关信号） 自动状态下：点动启动 

15 消防控制无源停止信号输入（点动开关信号） 自动状态下：点动停止 

18 
DC24V 强制启动信号（不分正负极）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19 

20 

消防 DC24V 联动信号（不分正负极） 

只在自动状态下有效：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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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单路双速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描 述 备注 

低速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低速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低速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高速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高速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高速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高速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消音（手自动状态下--点动）  

注：此规格基本/消防模式切换只针对低速设置，高速默认为消防模式 

 

 

 

 



 6 / 22 

 

风机单路双速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KM1 低速火线输出控制 

控制器已具备高低速互锁功能 6 KM2 高速火线输出控制 

7 KM3 高速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防火阀常闭信号输入 

(无防火阀请将 8 和 9 短接) 

闭合：正常 （面板信号灯熄灭） 

断开：停止 （面板信号灯闪烁） 

10 远程低速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在自动状态下， 且高速停止时： 

闭合：低速启动  

断开：低速停止 

11 强制启动高速无源信号输入 

在任何状态下： 

闭合：启动高速   

断开：高速停止 

12 低速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高速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5 
消防控制（高速）无源启动信号输入 

（点动开关信号） 
自动状态下：闭合启动 

16 
消防控制（高速）无源停止信号输入 

（点动开关信号） 
自动状态下：闭合停止 

18 

DC24V 强制启动高速信号（不分正负极） 

在任何状态下： 

24V 得电：启动高速   

24V 失电：高速停止 
19 

20 

消防 DC24V 联动高速信号（不分正负极） 

只在自动状态下有效,： 

24V 得电：启动高速   

24V 失电：高速停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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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双路单速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描 述 备注 

1#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1#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1#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1#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2#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2#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2#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2#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1#手/自动 
1#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2#手/自动 
2#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消音（手自动状态下—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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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双路单速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1#KM1 火线输出控制  

6 2#KM2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1#防火阀常闭无源信号输入 

(无防火阀请将 8 和 9 短接) 

闭合：正常 （面板信号灯熄灭） 

断开：停止 （面板信号灯闪烁） 

10 1#远程启停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在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1 1#强制启动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在任何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2 1#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2#防火阀常闭无源信号输入 

(无防火阀请将 13 和 14 短接) 

闭合：正常 （面板信号灯熄灭） 

断开：停止 （面板信号灯闪烁） 

15 2#远程启停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在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6 2#强制启动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在任何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7 2#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8 

1#消防 DC24V 联动信号（不分正负极） 

只在自动状态下有效：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19 

20 

2#消防 DC24V 联动信号（不分正负极） 

只在自动状态下有效：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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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备注 

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消音（手自动状态下—点动）  

注：出厂默认时间设置为：星型：8 秒      三角形：1 秒 

 

 

 

 

 



 10 / 22 

 

风机星三角降压启动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KM1 火线输出控制 

请根据一次图，接入对应 KM 6 KM2 火线输出控制 

7 KM3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防火阀常闭无源信号输入 

(无防火阀请将 8 和 9 短接) 

闭合：正常 （面板信号灯熄灭） 

断开：停止 （面板信号灯闪烁） 

10 远程启停无源信号输入 
在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1 强制启动无源信号输入 
在任何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2 故障无源信号反馈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消防控制无源启动信号输入（点动开关信号） 自动状态下：点动启动 

15 消防控制无源停止信号输入（点动开关信号） 自动状态下：点动停止 

18 
DC24V 强制启动信号（不分正负极）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19 

20 

消防 DC24V 联动信号（不分正负极） 

只在自动状态下有效：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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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单台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描 述 备注 

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消音（手自动状态下—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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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单台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接线端口描述：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KM1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自动控制（启动）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自动信号可接入类型： 

水位浮球信号、压力计信号、温度计信号等自

动控制信号，请务必接入对应启停端口 

由此端口自动控制负载时会触发操作面板 

（自控信号）指示灯 
10 

自动控制（停止）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停止 

11 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5 远程启停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在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8 
DC24V 强制启动信号 

在任何状态下： 

24V 得电：启动   

24V 失电：停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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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一用一备（自动轮换）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备注 

1 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1#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1 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1#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2 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2#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2 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2#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功能切换说明：切换顺序为----自动轮换/一主二备/二主一备----三种模式切换 

在手动状态下，长按 2#水泵停止键 12 秒，可以更改一次模式，下一模式切换需重新上电后

操作。 

1，自动轮换：出厂默认为该功能模式，模式切换时对应状态识别为：1#运行和 2#运行信

号灯闪烁 5 次 

2，一主二备：模式切换时对应状态识别为：1#运行信号灯闪烁 5 次。 

3，二主一备：模式切换时对应状态识别为：2#运行信号灯闪烁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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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一用一备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1 泵 KM1 火线输出控制  

6 2 泵 KM2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自动控制（启动）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自动信号可接入类型：（自动模式下） 

水位浮球信号、压力计信号、电接点温度计信号等

请务必接入对应启停端口 

由此端口自动控制负载时会触发操作面板 

（自控信号）指示灯 

10 
自动控制（停止）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停止 

11 1 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2 2 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溢水位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双泵,同时报警（只针对排水泵应用） 

15 远程启停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8 
DC24V 强制启动有源信号输入 

任何状态下： 

24V 得电：启动双泵  

24V 失电：停止 19 

注：排水泵应用功能说明：含浮球使用说明 

控制器在自动模式下,水位到达高水位后启动对应水泵,负载如未正常开启或处于故障状

态下，,控制器则会延迟几秒自动切换开启另一台水泵。  

水位到达超高水位后，双泵启动，超高水位信号断开，保留一台水泵工作，直到低水位

信号闭合后水泵才停止工作。 

水泵工作满 2 小时且低水位无闭合信号的情况下，控制器会自动轮换开启另一台水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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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泵一用一备（自动轮换）控制器 

操作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备注 

1 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1#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1 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1#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蓝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2 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2#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2 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2#负载 自动状态下操作无效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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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泵一用一备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1 泵 KM1 火线输出控制  

6 2 泵 KM2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流量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0 压力计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1 液位器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报警      断开：报警声消除 

12 楼宇远控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1 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5 2 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8 
DC24V 强制启动有源信号输入 

任何状态下： 

24V 得电：启动（每次得电依次轮泵） 

24V 失电：停止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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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两用一备控制 

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备注 

1#主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1#负载  

1#主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1#负载  

自动状态下长按 3 秒为消音键功能  

手动状态下长按 15 秒进行故障反馈点 

常开/常闭切换    出厂默认为：红色=常开点 

电源灯：红色=故障反馈常开点 

电源灯：绿色=故障反馈常闭点 

2#主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2#负载  

2#主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2#负载  

3#备泵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 3#负载  

3#备泵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 3#负载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 

手动状态下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消音键功能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手自动状态下通用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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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两用一备智能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1#主泵 KM1 火线输出控制 

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 6 2#主泵 KM2 火线输出控制 

7 3#备泵 KM3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自动控制（启动）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自动信号可接入类型：（自动模式下） 

水位浮球信号、压力计信号、电接点温度计信号等

请务必接入对应启停端口 

由此端口自动控制负载时会触发操作面板 

（自控信号）指示灯 

10 
自动控制（停止）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停止 

11 超高/超低水位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三泵,同时报警（只针对给/排水泵应用） 

12 楼宇远程启停控制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1#主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5 2#主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6 3#备泵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7 手自动状态下消防无源强启控制信号输入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8 
DC24V 有源强启控制信号输入 

手自动状态下： 

得电：启动      失电：停止 19 

注：1，浮球信号端口 9 闭合后，启动双泵，水泵启动后会自锁，直到端口 10 有闭合信号

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2，端口 11 信号闭合后，启动三泵，水泵启动后会自锁，信号断开后仍会保留 2 台主

泵工作，直到端口 10 信号闭合后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这样的停泵控制设计，是为了防止水泵忽起忽停，导致容易损坏电机。 

   3，如果用户的需求一定要信号闭合就启泵，信号断开就停泵，浮球高水位信号线可以改

为接端口 12，就可以实现闭合启动/断开停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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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型智能控制 

面板示意图： 

 

按 键 功 能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备注 

正转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正转负载  

反转启动 手动状态下就地开启反转负载  

停止 手动状态下就地关闭正转/反转负载  

基本/消防 
负载保护类型切换（长按 3 秒进行切换） 

基本：故障保护   消防：故障仅报警不保护 

基本：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消防：指示灯颜色为蓝色 

手/自动 
负载控制模式切换：手自动状态下通用 

手动：就地控制      自动：智能控制 

手动：指示灯颜色为红色 

自动：指示灯颜色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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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型智能控制器-端口接线原理： 

 

端口号 端口描述 备 注 

1 工作电源 AC220V 火线  

2 工作电源 AC220V 零线  

3 
手自动反馈无源信号输出 手动模式：断开     自动模式：闭合 

4 

5 正转 KM1 火线输出控制 
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 

6 反转 KM2 火线输出控制 

8 公共信号控制端  

9 楼宇正转负载无源控制信号输入 
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0 正转 KM1 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1 楼宇反转负载无源控制信号输入 
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2 反转 KM2 故障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故障       断开：正常 

13 公共信号控制端  

14 正转 KM1 运行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运行       断开：停止 

15 反转 KM2 运行反馈无源信号输入 闭合：运行       断开：停止 

16 强制启动正转 KM1 无源控制信号输入 手/自动状态下： 

闭合：启动     断开：停止 17 强制启动反转 KM2 无源控制信号输入 

18 
正转消防联动 DC24V 有源控制信号输入 

自动状态下： 

得电：启动      失电：停止 

19 

20 
反转消防联动 DC24V 有源控制信号输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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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泵应用类自动控制信号描述说明： 

1，排水泵自动控制信号端口说明： 

水位浮球应用：（三线制） 

浮球公共控制端信号线：接端口 8 或 13 

浮球在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9（水泵启动） 

浮球在水位到达低水位时触点为闭点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0（水泵停止） 

浮球在水位到达超高水位时触点为闭点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4（双泵启动） 

控制逻辑：在自动控制模式下，当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自动启动一台水泵，启动后自锁，直

到水位到达低水位时，水泵才停止工作； 

          在自动控制模式下，当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自动启动一台水泵，启动后自锁，此

时如水位持续上升到达超高水位时，会自动启动 2 台水泵，控制器发出报警声，当水位低于

超高水位时，会保留一台水泵工作，直到水位到达低水位时，水泵才停止工作。 

 

水位浮球应用：（二线制）端口 8 和 10 需短接！ 

浮球公共控制端信号线：接端口 8 或 13 

浮球在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5（水泵启动） 

浮球在水位到达超高水位时触点为闭点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4（双泵启动） 

控制逻辑：在自动控制模式下，当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自动启动一台水泵；信号断开则停止

工作。  

         在自动控制模式下，当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自动启动一台水泵，此时水位如持续

上升到达超高水位时，会自动启动 2 台水泵，控制器发出报警声，当水位低于超高水位时，

会保留一台水泵工作，直到水位低于高水位时，水泵才停止工作。 

 

电接点压力计应用：（三线制） 

压力计公共控制端引线：接端口 8 或 13 

在水箱压力到达设定的低压压力值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9（水泵启动） 

在水箱压力到达设定的高压压力值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0（水泵停止） 

注：在自动状态下，水箱压力到达设定低压压力值时启动水泵后会自锁，直到水箱压力值到

达设定高压压力值端口信号闭合后，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2，给水泵自动控制信号端口说明： 

水位浮球应用：（三线制） 

浮球公共控制端信号线：接端口 8 或 13 

浮球在水位到达低水位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9（水泵启动） 

浮球在水位到达高水位时触点为闭点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0（水泵停止） 

注：在自动状态下，水箱水位到达低水位时端口信号闭合启动水泵后会自锁，直到水箱水位

上升到高水位时端口信号闭合后，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3，稳压泵自动控制信号端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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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接点压力计应用：（三线制） 

压力计公共控制端信号线：接端口 8 或 13 

在水箱压力到达设定的低压压力值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9（水泵启动） 

在水箱压力到达设定的高压压力值时触点为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0（水泵停止） 

注：在自动状态下，水箱压力到达设定的低压压力值时启动水泵后会自锁，直到水箱压力值

到达设定的高压压力值端口信号闭合后，水泵才会停止工作 

4，热水循环泵自动控制信号端口说明：（上限接点、下限接点、公共控制端三线） 

温度计公共控制端信号线：接端口 8 或 13 

温度计在温度到达设定的低温值时触点是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9，水泵启动 

温度计在温度到达设定的高温值时触点是闭合状态的信号线，接端口 10，水泵停止 

注：在自动状态下，水温到达低温时启动水泵后会自锁，直到高温信号闭合，水泵才会停止

工作。 

 

 

 

 

说明书版本号变更(V1.4 变更为 V1.5)对应内容说明 

1、原 V1.4：防火阀接入对应指示灯常亮； 

      V1.5：更改为防火阀未接入对应指示灯闪烁并蜂鸣器发出报警声。 

 

2，原 V1.4：控制器开机时所有指示灯同时全亮一次； 

      V1.5：更改为开机时所有指示灯依次循环点亮，以跑马灯的形式转 2 圈。 

 

3，原 V1.4：控制器状态指示，故障常闭型、自动模式、消防模式指示灯为绿色； 

      V1.5：更改为上述三种类型指示灯全部更改为蓝色灯（出货根据客户要求可能绿色还

保留）。 

 

4，原 V1.4：控制器消防联动、自控信号指示灯在对应状态下工作时为常亮状态； 

      V1.5：更改为上述对应状态下工作时闪烁状态。 

 

5，原 V1.4：控制器消音功能键为停止键长按 3 秒； 

      V1.5：更改为基本/消防键在任何状态下点动。 

 

6，原 V1.4：控制器面板操作按键时无任何提示音； 

      V1.5：更改为操作时有短“嘀”声。 

 

7，原 V1.4：当控制器接收到故障信号时，面板故障指示灯常亮； 

      V1.5：更改为面板故障指示灯闪烁。 

 

8，增加水泵两用一备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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