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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使用说明书 
 

1 概述 

 

恒扬程/止回阀为新一代的水力控制多功能阀门，该阀门已获国家专利授

权。 

恒扬程/止回阀主要应用在柴油机水泵、电

动水泵的给水管道上，以保证水泵组按额定

扬程及额定流量给水作业，特别是可以防止

水泵在低扬程区的超载运行的现象，并可以

防止水泵超负荷启动。因此，可广泛应用在

冶炼应急供水系统、消防给水系统、消防系

统的管网恒压（安全）及系统自动巡检时带

载试验的遥控泄压操作上。 

目前，该阀门已广泛应用在生活给水、工业给水、冶炼炉冷却循环给水、

消防给水等系统上，特别是多台水泵并联机组的系统上。是确保管网安全以及

高效运行的理想配套阀门。 

恒扬程/止回阀是一种多功能、多用途阀门，可同时起到持压阀、恒压阀、

动态流量调节阀、止回阀、泄压阀等多台阀门所起到的作用。从而大量节省投

资费用和安装空间，在特殊场合往往是唯一的选择。图一为该阀门在给水系统

的典型应用。 

 

2 恒扬程/止回阀工作原理 

 

如图二，水泵开启后，水流进入主阀上游腔，同时通过外接管道分三路联

接阀门的相应部位，从而实现水力控制的相关功能。分别为：第一路经过单向

阀(3)和针阀(4)进入控制室；第二路经过恒扬程控制器的调节系统进入控制室；

第三路进入恒扬程控制器的测压室。 

图一 

恒扬程/止回阀 蝶阀水泵避震喉

水池电动泄压/安全阀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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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当水泵压力水的压力升至高于恒扬程控制器(9)设定的压力（扬程）时，该

控制器通路打开使控制室的水进入下游腔，令主阀隔膜上移，从而开启主阀。

阀门自动保持在设定的压力点开启，使水泵能在较低的驱动功率下启动。 

当上游腔压力高于恒扬程控制器(9)设定的压力（扬程）时，第二路经过恒

扬程控制器的调节系统进入控制室的水量减少，而控制室流出至下游腔的水量

增加，令主阀隔膜继续上移，调大主阀开度，从而使上游腔压力下降；当上游

腔压力下降低于设定时，第二路经过恒扬程控制器的调节系统进入控制室的水

流量增加，而控制室流出至下游腔的水量减少,令主阀隔膜下移，调小主阀开度，

从而使上游腔压力上升。阀门自动维持上游腔的压力，使水泵持续在设定的扬

程下供水，以保持水泵的恒扬程工作状态。 

当水泵停止工作，该阀的上游腔压力骤减，恒扬程控制器自动关闭，低于

扬程压力的回流水通过下游腔并经过单向阀(14)进入控制室，使主阀隔膜在水

压的作用下，迅速下移，主阀关闭，实现了阀门的止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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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泵恒扬程/止回功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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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由于水泵设计选型时，理想工况点（如图三）是按水泵的工作特性曲线来

选取的，该工况点应处于高效率区的额定流量和额定扬程的合适点。为了保证

在实际应用中发生各种变化时系统仍可达到要求的参数，额定扬程的设定通常

必须考虑其富余量。但在设备实际运行时，这部分富余量与管网随机产生的变

化因素又会使水泵偏离原选型时的理想的工况点，这样就往往会直接影响水泵

的正常工作。  

恒扬程/止回阀有效解决了给排水行业在水泵应用方面一直未能解决的以

下难题： 

3.1 水泵能在低轴功率情况下起动，以减少驱动设备配备的起动功率； 

3.2 水泵在管网压力大幅度波动变化的条件下工作时，应保持在高效率区工作，

以节省能耗。 

3.3水泵在管网压力大幅

度波动变化的条件下工

作时，应保持在选型工

况点工作，以保证配备

的驱动设备不超载。 

3.4 多台水泵并联工作

时，应保持每台水泵在

各自选型工况点工作，

以保证各自配备的驱动

设备不超载。 

3.5水泵向空管网灌水的

条件下工作时，应保持在选型工况点工作，以保证配备的驱动设备不超载。 

3.6水泵停止工作时，应保持水不倒流，以保证切断与管网连接的通道。 

现有的阀门只能解决以上的某个难题，但能根据根据管网压力动态变化而

自动调节阀门的开度来恒定水泵选型工况点的技术，至今尚属空白。 

本恒扬程/止回水泵专用阀门由于采用了这种技术，所以能一揽子解决困扰

行业的六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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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为恒扬程/止回阀的工作特性曲线分折：设 A1为水泵选型工况点时，

扬程 H1、流量 Q1、轴功率 P1的工作点均处于高效区 T1。在通常的情况下，当

管网的实际扬程（装置扬程）为 H2时，工况点往往已改变为 A2，水泵效率随

之明显下降至 T2，实际流量变大至 Q2，轴功率已变为 P2。这时水泵驱动设备

可能己超载。若水泵出口端安装了该阀门后，水泵出口压力在阀门的调节下，

阀门的管道特性曲线由 C2调至 C1，水泵的出口压力由 H2调至 H1，工作点由

A2回到 A1，使水泵保持在原选型工作点 A1工作。阀门能在管网的压力 H2随机

波动的状况下，不断自动调整阀门的开度，使水泵出口压力 Hl得以恒定，从而

实现扬程为 H1、流量为 Q1、轴功率为 P1的工况点，即实现恒定水泵的扬程和

流量的功效。 

 

4 水泵并联的应用 

 

当多台水泵并联供水时，往往会因水量不均衡而使当中的个别机台不胜负

载，当分配严重不均衡时，

甚至会导致水泵群产生骨

牌效应般的停机现象，令

系统崩溃。  

由于本恒扬程/止回阀

产品能有效保证每台水泵

按额定扬程及额定流量给

水，特别是可以防止水泵

在低扬程区超载运行，从

而能保证系统在水量分配严重不均衡时的安全。 

图四为三台同特性水泵并联的特性曲线图。 

图中 R＇为单台水泵选型时理想的管道特性曲线，其中 1＇为选型工况点，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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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程为 H3、流量为 Q1＇,且工作在高效区。 

当三台同特性水泵并联时，实际的管道特性曲线为 R。单台水泵运行时，

工况点为 1，这时的扬程为 H1、流量为 Q1。两台水泵运行时，工况点为 2，这

时的扬程为 H2、流量为 Q2。三台水泵运行时，工况点为 3，这时的扬程为 H3、

流量为 Q3。 

从图三可以看出，单台水泵投入运行时，工况点为 1严重偏离选型工况点，

这时除效率偏低外，驱动功率远大于配用功率。这时水泵要么根本不能启动，

否则必须配备更大的驱动设备才能驱动其工作。 

从图三可以看出，三台水泵运行时，若三台水泵达到理想状态的流量且均

等的话，三台水泵均能达到选型的理想工况点。但理想是往往不能实现的，是

由于不可能水泵的流量均等的，这时往往会出现个别水泵过载现象，且均都不

在高效区工作。更恶劣的状况是，当某一台出现故障时，系统马上变成在工况

点 2工作，这时两台水泵均超负荷工作，最后会全部停止工作,给水管网就全

面瘫痪了。 

由于以上多台水泵的并联特性。又由于给水系统的管网压力是随着用水

量的变化而变化，即是沿图三中的 R曲线变化。且水泵本身特性的非一致性和

各分路阻力非均等性等。给设计工程师带来了上述 2.4点所述的的技术难题。 

系统每台设备装备了恒扬程/止回阀后，三台水泵均能达到选型的理想工

况点，给水管网的安全就保证了。 

 

5 给水管网安全及电动泄压的应用 

 

由于恒扬程/止回阀具有根据管网压力动态变化而自动调节阀门的开度来

恒定上游压力的功能，在给水管网上应用同样可以起到保护管网安全的作用；

同时，考虑到给水系统在实施自动巡检时有先将管网的水泄压的需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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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扬程/止回阀的基础上衍生出专供给水管网应用的电动泄压/安全阀产品。 

电动泄压/安全阀是装设在主集水管与消防蓄水池旁通管中的阀门，主要功

能是稳定管网的给水压力，防止给水压力高于设计安全压力而损坏管道设施。 

给水管网，特别是多台水泵并联的系统，管网的给水压力（装置扬程）是

随系统用水量的变化而波动。因为用水量是随机变化的，且水泵的投入与撤出

是分级的，所以管网的给水压力是变化无常的，而水泵的扬程设计选型时，往

往是留有余量的，当用水量低于设计供水量时，管网的给水压力会超出系统设

计的额定压力（特别是多台水泵并联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通过阀

门把管网的多余水量旁路泄回水池。 

以往通常是设计安装持压阀（安全阀）来解决，但由于持压阀是开关阀类，

开时泄压，闭时持压，这种旁路泄压方式对消防、应急系统来说存在两方面缺

陷：①泄压时影响设备正常工作；②通径选择较困难，选小了压力不能及时降

下来，选大了容易使压力降得过低。 

电动泄压/安全阀是属调节阀类，阀门是按预设定工作压力自动调节开度，

从而旁通系统的多余水流量，达到稳定管网压力的目的，因此不存在持压阀的

缺陷。 

电动泄压/安全阀的另一个功能是作为电动（遥控）泄压。系统待机巡检时

需要对管网进行泄压来模拟消防设备用水，逐台检查水泵的性能，电动泄压/

安全阀应用在系统上便可以执行系统的编程命令实施旁路泄压。电动泄压/安全

阀的通径应按系统中水量最大的水泵来选取。 

 

6 安装 

 

本阀应水平（卧式）安装，并应在本阀出口段装设截止阀（蝶阀或闸阀）

以作检修用。安装前，应彻底清除管道内的杂物，应注意主阀体上水流指示箭

头，要遵循方向安装。安装后应确保没有管路应力作用于阀体及部件上。注意

四周应留有维护空间。阀门的通径是按调节工作流量选取，而进、出口联接管

的管径应另行按有关规范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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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和调节 

 

阀门安装使用时，可按下述步骤对阀门进行调节： 

7.1打开针阀(4)，开启 0.8~1圈，打开球阀(11),关闭控制腔排气球阀(10)； 

7.2开启止回管针阀(15)和压力表开关阀(6)、(17)； 

7.3 启动泵组，当主阀上游腔压力建立后，调节恒扬程控制器(9)设定压力﹛可

通过拧紧或放松控制器(9)上端螺杆来调节，顺时针拧动为增加设定压力，逆时

针拧动为减少设定压力﹜； 

7.4 工作时，当控制器(9)达到设定压力值起动开启时，主阀即被打开，压力表

也反映了下游腔的管网压力；调整好后，锁紧控制器(9)的调整螺杆，本阀将进

入自动调节，保持水泵给水压力和在水泵停止运转时自动关闭主阀止回。 

7.5 注意 

7.5.1 阀门工作时，控制室排气阀(10)应处于关闭状态，此阀是用作检查、排出

控制腔空气的，操作完毕必须关闭！ 

7.5.2 客户订货时已明确使用工况的，阀门出厂前均按需调整经测试合格，建

议非专业人员不要随意调整！ 

7.6 水泵运转时紧急状态下主阀的开启与关闭 

7.6.1 紧急开启:迅速打开球阀(10)。 

7.6.2 紧急关闭: 迅速关闭球阀(11)。 

 

8 维护保养 

 

8.1 定期检查控制器(9)及其管路是否有渗漏。 

8.2 启闭频繁的使用场合，应定期检查主阀膜片(20)、密封副胶圈(22)有否疲劳

损坏。 

8.3 如主阀长期处于不工作状态，则应每十天启动阀门运转一次，以检查和保

持其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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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每月清洗 Y型过滤器的滤网一次。 

9 故障分析与处理 

 

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 处理方法 

主 

阀 

不 

能 

开 

启 

a. 恒扬程控制器设定的开启

压力过高 

b. 针阀（4）的开度过大 

c. 控制室有空气 

d. Y型过滤器堵塞 

e. 上、下游没有压差 

f. 恒扬程控制器密封件损坏 

a. 逆时针旋恒扬程控制器的压力调整

手轮,减低设定压力。（重设开启压力） 

b. 逆时针关闭后，顺时针开启 0.8-1

圈。 

c. 打开球阀（9）排出主阀控制室空气

后关闭。 

d. 各通道的 Y型过滤器拆出清洗。 

e. 上游压力应大于下游压力。 

f. 更换。 

主阀 

不能 

止回 

关闭 

a．主阀上、下游压差过小（≤

0.05MPa） 

b．止回管针阀（15）未开启，

或开度过小 

c．止回管 Y型过滤器堵塞 

d．单向阀（3）（14）损坏 

a.加大压差。 

b．全开启针阀（15）。 

c．清洗过滤器。 

d．更换。 

主阀 

不能 

动态 

调节 

a．恒扬程控制器设定过高或

过低 

b．Y型过滤器堵塞 

c．恒扬程控制器膜片、密封

件损坏 

a．重新合理设定。 

b．拆出清洗。 

d．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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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阀门的基本参数 

 

10.1阀门命名规则 
 

公称压力代号：以MPa的10倍标识

密封材料组合代号：X为铜与橡胶；T为不锈钢与橡胶

结构代号：2 为弹簧膜片式；3 为活塞式

连接代号：4 为法兰连接；8 为卡箍连接

类型代号：HYZ——恒扬程/止回阀；HDA——电动泄压/安全阀 

 

例如：HYZ42X-16——公称压力为 1.6MPa、法兰连接、弹簧膜片式结构、铜

与橡胶组合密封的恒扬程/止回阀。 

例如：HDA42X-25——公称压力为 2.5MPa、法兰连接、弹簧膜片式结构、铜

与橡胶组合密封的电动泄压/安全阀。 

10.2 阀门外型、连接尺寸及重量如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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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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