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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

水 泵 智 能 控 制 器

安装前敬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Nt0621576



菜单参数表

电压表 电流表 功能 出厂值 范围

P01
0

1

水位 水位 水位指示灯亮

P02 过载设定 

0-过载设定P03 空载设定 0

P04 空载延时设定 30分钟

P05
0 关闭

1 开启

定时开关
0

P06 工作时间设定 0

P07 停机时间设定 0

P08 故障查询

00.0

00.0 00.0

00.0

00.0

030

本机型最大值 本机型最大值 0-本机型最大值

0-255分钟

0-99.9小时

0-99.9小时

1-9次可查

压力(遥控)



1、安装本控制器时，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电工操作规程，请勿带

   电作业，请专业电工安装，否则有可能出现触电事故！

2、本控制器未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漏电无保护，可能引起严重的

   安全事故，自行加装漏电保护装置。

3、如果本控制器未带空气开关，使用时必须增加空气开关，否则

   短路可能引起严重的安全事故！

4、设定过载电流必须与电机正常工作电流相符, 否则不能起到有

   效过载保护。

5、电机过载或缺相等故障后,务必先排除故障,再按复位键则重新

   启动,如不排除故障,让电机启动,控制器和电机都很容易烧坏。

6、如电机频繁启动或超负荷工作，必须选用比电机功率大一个型

   号的水泵控制器，否则有可能烧坏    电机或造成事故！

7、本产品在一般情况下能起到保护作用（如过载、缺相等），能

   在部分情况下有效地保护电机，降    低电机返修率，但不是所

   有情况下都能保护电机不被烧毁，例如：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

   或雷击等。

8、本公司只对本产品进行保修或维修，如用户使用本产品后,电

   机还出现故障或烧机,本公司不负责维修或赔偿！另外由于机

   器故障对用户造成的影响，本公司也不承担责任,例如：排污

   时由于机器故障造成地下室被淹等。

9、控制器安装环境要求：请安装在室内, 避免太阳直接爆晒,或者

   淋雨。使用温度：-10℃至40℃ 湿度：相对湿度不大于 90%海拔   

   高度：不超过 2000M

！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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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螺丝及胶塞

各3个

探头

1套

说明书

1本

水泵智能控制器

1台

  A、采用数码芯片控制，集上、下水位、压力和时间自动

     控制于一体

  B、具有自动、手动两种工作模式可供选择

  C、具有过载、缺相、空载等保护功能

  D、具有空载重启时间 1～250 分钟可调

  E、具有时间、水位同时控制功能（时间控制停机时所有

     保护功能不起作用）

  F、具有故障记忆功能，9 次故障原因可轻易查阅

  G、安装方便，调试简单。

  

;

一、产品包装

二、产品特点

三、主要技术参数
1、静态功率小于 3.5W，动态功率小于 4.5W；

2、单相 AU 系列无缺相、定时功能，空载与定时不能同时并用；

3、缺相动作时间 8-15 秒；

4、探头最大控制距离：1000 米

5、过载保护为 1.2 倍,动作时间为 10-15 秒,时间误差为 ±15％；

四、安装接线指南

1、将控制器固定在墙壁上,打开接线盒,按标签提示接好

   电源、水泵。



电源线接线示意图:

注:设置空载保护后,下水池
不能接探头。上水池的水用
到中水位时会开始抽水，抽
到高水位会水满停机，低水
位讯号线起回路作用。上水池下水池

低 低中 中高 高

高水位

中水位

低水位
上 水 池

如用探头
去掉此线

2、根据需求按照下图接好探头线。接线时注意探头线不能短路,不能
2

挨着水池壁;延长讯号线时(建议延长讯号线的截面积不大于 0.75mm ),

请用防水胶布确保接驳良好。(如用空载保护,则不能接下水池讯号线)。

A、上下水池供水接法(一)

（水塔）（水井）

380V接入 水 泵

输 出

A B C

A B C

OFF OFF OFF

空
端

子

380V接入

A AB BC C

接水泵

不带空开型带空开型

380V三相BU系列接线图：

上水池下水池

低 低中 中高 高

220V接
入

接
水

泵

（水塔）（水井）

火
线

火
线

零
线

零
线

220V单相AU系列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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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上下水池供水接法(二)
注:下水池用讯号线需跟厂家 另行订购。空载保护必须设 置为 00.0A,

    上水池的水用 到中水位时会开始抽水,抽 到高水位会水满停机。
    下水 池满至高水位时会开始抽 水,抽到中水位时会停机,即缺水
    保护,上、下水池之 低水位讯号线都是起回路 作用。

上水池

上水池

下水池

下水池

低 中高 高

低 中高 高

下 水 池

上 水 池

下 水 池

高水位

中水位

低水位

高水位

中水位

低水位

高水位

中水位

低水位

C、排污式供水接法
注:水满到高水位时会开始排水,一直排到中水位会停机,低水位

讯号线起回路作用。(空载设置为 00.0A)

在使用排污接法时，由于污

水水质腐蚀性比较强，探头

容易被腐蚀建议用户配置浮

球开关使用，以达到更好的

控制及保护效果。

低 中

低 中

（水塔）

（水塔）

（水塔）

（水井）

（水井）

（水井）

04  使用说明书



低 低中 中高 高

D、恒压接法
注:水压降到下限压力指针时会开始启动增压,一直   增压到上限
   压力指针会自动停机,活动指针起回路作用,请注意选用合适大
   小的压力罐,如果压力罐太小,会引起水泵频繁启动。

E、浮球开关接法

水泵出水口

接上限压力指针

接下限压力指针

接活动指针

电接点压力表

如用探头去掉此线

单向进气阀

低 低中 中高 高 （黄色线）

（黄色线）

（绿色线）

（绿色线）

浮 球
开 关

浮 球
开 关

（红色线）

（红色线）

上水池

上水池

下水池

下水池

（水塔）

（水塔）

（水井）

（水井）

提示：选择压力功能压力绿灯亮即可。
上水池的低接公共点；中接起动压力；
高接停止压力。即低中连通为起动，
低高连通为停止。

常开点

常开点

常闭点

常闭点

公共点

公共点

提示：浮球接法时，将水位

       的中位与高位短路(

       连接),再将浮球常开

       的两根线分别接到低

       位和高位;常闭点不

       用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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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能简介及各项参数设定指南

1、开机：连接好所有的线后，

   闭合空气开关,选择好工作

   模式，水泵即开机。    

注：本产品出厂默认为手动

   模式；请注意防止触电！

2、控制器自动、手动两种工

   作模式选择：    

注：在手动模式下按启动或停

    止键,控制器对电机进行启

    动、停止控制; 此模式下

    只有缺相、过载保护功能，

    请谨慎使用。

按键功能表：

菜单键

手自动键

复位确认键

启动加键

停止减键

1.长按此键 10 秒进入菜单
2.在菜单功能中按此键可移位下一功能
3.在断电状态下按住此键上电可转换压力与
  水位功能；

  按此键手动自动转换

1.出现故障按此键可恢复工作
2.在菜单设定功能时,按此键可确定设定参数值
3.长按此键 10 秒可恢复出厂设置

1.在手动状态下按此键启动机器
2.在菜单功能设定状态下按此键可调整参数

1.在手动状态下按此键停止机器
2.在菜单功能设定状态下按此键可调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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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压力水位功能选择方法：

    

    上的数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此时电压表和电流电会同时闪烁一下

    表示设定成功；按“菜单”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确

    认”键一次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4、过载保护：即过载电流超过设定值1.2倍本控制器在15 

   秒内自动切断水泵电源。    

     过载设定方法:    

     a、先开机让水泵正常工作后,记下水泵的工作电流值,(推荐此方法)。       

          过载设定值也可以根据电机的功率来设定：三相电机功率乘以 2，例如：4kw 

      电机，设置 4KW*2=8A 保护，调节为 8A 即可；     

     b、长按“菜单”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2 再按“加减”键将

      电流表上的数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此时电压表和电流电会同时

      闪烁一下表示设定成功；按“菜单”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

      定再按“确认”键一次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5、空载保护：当在抽水状态下下池缺水或自来水停水时，本控制器将在 20 秒内自

    动切断水泵电源，当下水池水满至设定的允许抽水位或管道恢复供水时,本控制

    器将自动恢复抽水,（下水池用空载保护时，出厂默认每 30 分钟检测一次(此时

    间可调），如有水位立即恢复抽水） 

空载设定方法：    

     a、先关闭水源，让水泵空载运转,记下水泵工作电流值即可（推荐用此方法）;      

       空载设定值也可以根据水泵厂家提供电机的功率来设置：如三相电机 4KW，

       设置 4KW*2*0.7=5.6A,

长按“菜单”键10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1再按“加减”键将电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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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为 5.6A 即可；

    b、长按“菜单”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O3 再按

      “加减”键将电流表上的数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

       此时电压表和电流电会同时闪烁一下表示设定成功；按“菜

       单”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确认”

       键一次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6、空载重启时间设置：启用空载保护功能，下水池不用液位检测时，

   本控制器间隔一定时间会重新启动，检测到有水就会抽水，如缺

   水就会缺水保护停机，此间隔时间出厂默认为 30 分钟，用户可

   自行调节（1-250分钟）空载重启时间设置方法:(建议设置 30-60 

   分钟，如果时间设置过短，会引起电机的频繁启动)长按“菜单”

   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4 再按“加减”键将电

   流表上的数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此时电压表和电流

   电会同时闪烁一下表示设定成功；按“菜单”进入下一功能设定，

   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确认”键一次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

   运行。

7、定时控制功能：定时控制功能可开启、关闭任意选择，（关闭时

   时间不起作用）；达到设定“工作时间”自动停泵，达到设定

  “停止时间”自动启泵，可循环工作;定时功能和水位同时使用时,

   如时间未到而水位出现缺水或满水时,机器停止工作,但时间还在

   计时,当时间到后,电压表显示不变,电流显示 "000" ,此时为"停

   机时间"工作状态,必须停机时间完成后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注:定时功能开启时,空载不能设置

定时控制功能设置方法:

    a、定时功能开关设定：

       长按“菜单”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5 再按

      “加减”键将电流表上的数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

       此时电压表和电流电会同时闪烁一下表示设定成功;按“菜单”

       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确认”键一次

       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b、工作时间设定：

       长按“菜单”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6 再按

      “加减”键将电流表上的数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

       此时电压表和电流电会同时闪烁一下表示设定成功;按“菜单”

       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确认”键一次

       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c、停止时间设定：

       长按“菜单”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7 再按

      “加减”键将电流表上的数 值调整为您所需值再按“确认”键

       此时电压表和电流电会同时闪烁一下表示设定成功;按“菜单”

       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确认”键一次

       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8、缺相保护：三相电源任意一相突然断相或缺相,本控制器将在 5-10 

   秒内切断水泵电源。

9、故障查询：本控制器自动记忆最近的 9 次故障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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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查询方法：

       长按“菜单”键 10 秒进入菜单模式后将电压表调为 P O8 再按

“加”键电压表显示 Er1 电流表显示数值液晶屏上显示故障原因，表

示最近的一次故障，再按“加”键可查阅第二次故障,5 秒不操作退回 

P08 界面；按“菜单”进入下一功能设定，如不需其他功能设定再按

“确认”键一次退出菜单模式机器开始运行。

      A.如液晶屏上显示过载，则电流表显示为过载电流；

      B.如液晶屏上显示缺相，则电流表显示为缺相指示：011 表示 

        A 缺相，101 表示 B 缺相，110 表示 C 缺相，即哪个位置为 

        0 则表示哪一组缺相如果电流显示屏上显示为 111，

        并且缺相指示灯亮，表示进线有接触不良，或电压太低导致

        交流接触器频繁启动而造成，这样方便维修人员在电路有缺

        相时检修电路。

        提示：电机过载或缺相故障后，请务必先进行维修，维修好

        以后，按“复位"键，本控制器会重新运行并进行检测，如果

        维修好了，原故障现象会自动清除，电机会正常运行！

六、常见故障之问答

        1、我用来做恒压式供水,安装时发现活动指针到上限不停机

           或到下限不启动?

        答:A.先检查您的接线方法是否正确，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安装

           接线指南之恒压接法:高水位应接上限指针,中水位接下限

           指针,低水位接活动指针;开关拨向“压力”。

           B.如果确定接法没问题,请用以下简易方法检测控制器是

             否有品质问题:

             先拆除连接压力表的 3 根讯号线，接 3 根短铜线;

             开机：合上空气开关，此时电机可能运转也可能不运转，

             但短接上水池端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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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水位，此时水泵一定运转,然后拆开, 短接上水池

        的高、低水位,此时水泵停机。此开机或关机会延时 

        3-5秒,控制器延时是为了让接触更充分,避免误动作。

      C、判定：

         如果上述操作有问题, 则表示控制器本身有质量问

         题，请联系经销商更换或维修；

         如果上述操作没有问题, 则可以肯定是安装错误或

         电接点压力表有问题，例如表指针氧化等。

2、我用来做液位式供水，发现上水池水满不停机，或缺水时

   不抽水？  

答： A、先检查你的接线方法是否正确,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安

        装接线指南之上水池供水接线法；

     B、如果确定接法没问题,请用以下简易方法检测控制器

        是否有品质问题：

        先拆除上水池 3 根讯号线, 接 3 根短铜线；

        开机：合上空气开关，此时水泵运转,然后将接上水

        池端子之高中低水位之 3 根短铜线钮在一起短路,水

        泵停机；然后分开此 3 根线，水泵又开始运转，可

        重复此操作。此开机或关机会延时 3-5 秒，控制器

        延时是为了让接触更充分，避免误动作。

     C、判定：

        如果上述操作有问题,则表示控制器本身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经销商更换或维修；

        如果上述操作没有问题,则可以说肯定是安装的问题

        或者是讯号线的问题例如讯号线被损坏、或被老鼠

        咬断，或者可能是讯号线探头需要清洗,讯号线延长

        时连接口接触不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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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用来做排污式供水，发现下水池水满不排水，或缺水时

   不停机？

答：A.先检查您的接线方法是否正确，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安

      装接线指南之排污式供水接法；

    B.如果确定接法没问题,请用以下简易方法检测控制器是

      否有品质问题;

      先检查空载保护电流是否设置为  00.0A。

      然后拆除下水池   3  根讯号线，用  3  根短铜线接下水池端

      子之高中低水位。

      开机:合上空气开关,将此 3 根铜线扭在一起短路,此时

      水泵运转,然后分开此  3 根铜线,水泵停机；再将 3 根线

      扭在一起短路,水泵又运转。可重复此操作。此开机或

      关机会延时 3-5秒,延时是为了让接触更充分，避免误

      动作。

    C.判定：

      如果上述操作有问题，则表示控制器本身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经销商更换或维修;

      如果上述操作没有问题,则可以肯定是安装的问题或者

      是讯号线路的问题；例如讯号线被损坏、或被老鼠咬

      断,或者可能是讯号线探头需要清洗，讯号线延长时连

      接口接触不好。

4、我用来做液位式供水,发现满水指示灯或缺水指示灯闪烁?

答:这是您接讯号线时,高、中、低水位位置放错造成的,请仔

   细阅读本说明书安装接线指南之上下水池供水接线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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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水泵为什么经常出现过载保护？

答：过载保护一般出现的情况有：

     水泵有故障:卡沙、轴承坏、轴承没油、叶轮坏或水

     泵电机绝缘不好等，此时应将水泵送修；

     过载保护设置不对：过载电流设置不对时,可能引起

     水泵经常出现过载保护,只要将过载电流稍微设大一

     点即可。

6、我的水泵为什么经常出现缺相保护？

答：先确定缺相位置, 011 则表示 A 相缺相，可让用户将

    电源线的 A、B 两相对换,如电流显示转为 101 为原来 

    A 相有问题, 让其检查电源进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等现

    象；如电流显示不变，则表示电源进线无问题，让其

    将电机线 A、B 两相进行对换，如电流显示转为 101 

    时，则为电机原来 A 相有问题，让其检查电机线是否

    有接触不良等现象；否则为控制器坏，其余两相操作

    方法与上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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