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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多级离心泵

技术数据
工作范围：
NNKV1,3,6,10,15,20 S：1 m3/h 至 30 m3/h ，最大扬程为 320 m
NKV 32,45,65,95：1 m3/h 至 120 m3/h ，最大扬程为 320 m
泵送液体类型：清洁，无固体物质或磨蚀性物质，无粘性，无腐蚀性，不
结晶，化学中性
乙二醇的最高占比：30%
泵送液体最低和最高温度： -30 - +120°C (EPDM)  
-15°C - +120°C (Viton/FKM)
最高环境温度：+50 °C
最大工作压力：bar / kPa：
NKV自1 S 至 20 S：25 bar / 2500 kPa 
NKV 32,45：32 bar/3200 kPa 
NKV 65,95：25 bar/2500 kPa 
电机防护等级：IP 55 
绝缘等级：F
叶轮材料：AISI 304 不锈钢
可根据要求提供AISI 316不锈钢材料的X版本。
单相电源 (可依要求而定)：
220 - 240 / 380 - 415 V，50Hz，最大功率为 2,2 kW 
三相电源：
220 - 240 / 380 - 415 V，50Hz，最大功率为 2,2 kW 
380-415 V，50 Hz，最小功率为3 kW
电源线 (m)和插头： 不提供
安装类型：立式安装
可应要求提供特殊版本：
- 不同类型的机械密封（例如用于腐蚀性液体的机械密封）
- 接头（圆形法兰，椭圆形法兰，Victaulic法兰，卡箍）
- 与液体接触的部分采用AISI 316不锈钢材料（X版本）
- 不同的电压和频率
- 防爆版本
认证：NKV自1 S 至 20 S或X版本：WRAS、ACS 
NKV 自 32 至 95 X 版本：WRAS, ACS

额定流量 (m3/h) 
级数/叶轮  
叶轮数量和类型 
材料*：“  ”=铸铁/AISI304; X=AISI 316  
电机功率 P2 KWX10 (300 = 30KW)

机械密封类型（E1=标准）
E1 =BQGE=石墨/碳化硅/AISI 316/EPDM 标准 
E2=QQGE=碳化硅/碳化硅/AISI 316/EPDM 
V3=QQGV=碳化硅/碳化硅/AISI 316/FKM-Viton 
V4=BQGV=石墨/碳化硅 /AISI 316/ FKM-Viton 
E5=UUGE=碳化钨/碳化钨/AISI 316/EPDM

- 标称指数：
（举例说明)

应用
NKV是AISI 304不锈钢多叶轮立式离心泵，带有联轴器；其设计用于民用和商业环境中的加压、调节和加热，也可用于农业
和灌溉系统。这些泵可用于供热和空调系统中水的再循环。

泵的结构特点 - NKV 1-3-6-10-15-20 S
主要水力部件采用先进的不锈钢加工技术，有助于达到极高的水力性能水平。得益于直列式端口的中心距离，泵的用途也非
常广泛，其设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可替代性。对于与液体接触的部件，NKV S版本采用AISI 304不锈钢材料，NKV X版
本采用AISI 316不锈钢材料（仅适用于特殊订单）。圆形法兰作为标准配置（可根据要求提供椭圆形法兰，松套法兰，仿真
法兰和卡箍）。机械密封采用标准E1=石墨/碳化硅/AISI 316/EPDM=BQGE。可根据要求提供FKM/Viton。自5.5kW型号开
始，无需拆卸电机即可拆卸密封件。刚性联轴器。

泵的结构特点- NKV 32-45-65-95
主要水力部件采用先进的不锈钢加工技术，有助于达到极高的水力性能水平。得益于直列式端口的中心距离，泵的用途也非
常广泛，其设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可替代性。它们的泵体和上部法兰采用经电泳涂层的铸铁；叶轮、扩散器和衬套采用
AISI 304不锈钢（可根据要求提供采用AISI 316不锈钢材料的X版本）。圆形法兰作为标准配置（可根据要求提供椭圆形法
兰，活套法兰，仿真法兰和卡箍）。机械密封采用标准E1=石墨/碳化硅/AISI 316/EPDM=BQGE。可根据要求提供FKM / 
Viton。自5.5kW的型号开始，无需拆卸电机即可拆卸密封件。刚性联轴器。

电机结构特点
标准机械密封E1（=石墨/碳化硅/ AISI 316 / EPDM），可根据要求提供各种定制密封，包括FKM/Viton。自5.5kW的型号开
始，无需拆卸电机即可拆卸密封件。刚性联轴器。电机支架 B14可匹配最大功率为4 kW 的电机尺寸， B5可匹配最小功率为
5,5 kW的电机尺寸。

电机效率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材料：
“S”版本的泵体/叶轮/导叶采用AISI 304不锈钢材料；“X”版本的泵体/叶轮/导叶采用AISI 316不锈钢材料；
“  ”标准版本的泵体采用铸铁材料，叶轮采用AISI 304不锈钢材料（NKV 32-45-65-95）。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1      泵体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2      上部法兰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3      叶轮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4      导叶体和导叶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5      泵轴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7      分段式壳体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8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9      机械密封           

10    排水口堵头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1      O型圈  EPDM                     EPDM

12    密封片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3    注入塞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4                           不锈钢AISI 304/碳化钨     不锈钢 AISI 316/碳化钨

15    泵体外壳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6    浮动耐磨环  PPS                     PPS

17    中间衬套          碳化钨                     碳化钨

 

 分段式壳体和
 带轴承的导叶

分段式集中出水口

石墨/碳化硅 /AISI 316/EPDM 石墨/碳化硅 /AISI 316/  EPDM

编号  
材料 *

（X 版本 -  AISI 316）（S 版本 -  AISI 304）
材料 *

部件

 

1      泵体                         带有电泳漆涂层的铸铁     不锈钢  AISI 316
2      上部法兰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3      叶轮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4      导叶体和导叶          不锈钢  AISI 304/石墨     不锈钢  AISI 316/石墨

5      泵轴                         不锈钢  AISI 431     不锈钢  AISI 329
6                                 不锈钢  AISI 316     不锈钢  AISI 316

7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8      机械密封           
9     排水口堵头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0      O型圈           EPDM                     EPDM
11    密封片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2   注入塞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3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4    泵体外壳          不锈钢  AISI 304     不锈钢  AISI 316

15   浮动耐磨环          PTFE                     PTFE

16    中间衬套          不锈钢  AISI 316/碳化钨      

 

石墨/碳化硅 /AISI 316/ EPDM 石墨/碳化硅 /AISI 316/  EPDM

分段式集中出水口

分段式集中入水口

编号  
材料 *

（X 版本 -  AISI 316）（标准版本）
材料 *

部件

*与液体接触

*与液体接触

分段式壳体和
带轴承的导叶

NKV 32-45-65-95 材料

NKV 1-3-6-10-15-20 材料

不锈钢 AISI 316/碳化钨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泵型号              叶轮/导叶                 基座                 法兰

                                               AISI 304不锈钢                                      铸铁                                      铸铁

                                               AISI 304不锈钢                             AISI 304不锈钢                            AISI 304不锈钢

                                               AISI 316不锈钢                             AISI 316不锈钢                            AISI 316不锈钢

液体选型表
机械密封类型（E1=标准）
E1=BQGE=石墨/碳化硅/AISI 316/EPDM标准 
E2=QQGE=碳化硅/碳化硅/AISI 316/EPDM 
V3=QQGV=碳化硅/碳化硅/AISI 316/FKM-Viton 
V4=BQGV=石墨/碳化硅 /AISI 316/ FKM-Viton 
E5=UUGE=碳化钨/碳化钨/AISI 316/EPDM

材料选型表

          液体（水溶液）

乙酸

柠檬酸

盐酸

甲酸

磷酸

硝酸

硫酸

鞣酸

酒石酸

去离子水，去矿物质

碳酸氢钠

三氯甲烷

水包油型乳状液

磷酸盐，聚磷酸盐

乙二醇

丙二醇

次氯酸钠

硝酸钠

导热油

矿物油

植物油

四氯乙烯

全氯乙烯

硫酸铝

硫酸铵

硫酸铁

三氯乙烯

浓度
最低/最高

温度
标准 

NKV型号

如在海水环境中使用，请咨询技术办公室。此表应被视为一般指南。

重要的是要考虑具体的操作条件，特别是泵送液体的浓度、比重和/或粘度，以及液体的温度和压力。

所有这些条件对电机和水泵的性能来说至关重要。

泵送危险液体时，建议采取安全预防措施。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与我们联系。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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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性能范围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1 mm2/s，密度等于 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 ISO 9906 标准。 

平面选型表 

系列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选型表 - NKV 1

选型表 - NKV 3

型号

型号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选型表 - NKV 6

选型表 - NKV 10

型号

型号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选型表 - NKV 15

选型表 - NKV 20

型号

型号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型号

选型表 - NKV 45

选型表 - NKV 32



立式多级离心泵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型号

选型表 - NKV 65

选型表 - NKV 95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级数
DNA = DNM (DN 25)            包装尺寸 容量 重量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25)            包装尺寸 容量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32)            包装尺寸 容量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40)             包装尺寸 容量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50)            包装尺寸 容量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40)            包装尺寸 容量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32 bar (32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32 bar (32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65)                   包装尺寸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32 bar (32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32 bar (32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80)                   包装尺寸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100)                  包装尺寸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电压 P2 额定功率 电机
支架 电机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1 mm2/s ，密度等于1000 kg/m3。曲线极限符合ISO 9906标准。

关于水力效率请参见页码36。
性能曲线基于运动粘度值=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立式多级离心泵
适用于民用和工业用增压设备

泵送液体温度范围：- 30°C - +120°C - 最大工作压力：25 bar (2500 kPa)

型号 级数
DNA = DNM (DN 100)                  包装尺寸 重量

版本F：此泵不提供配对法兰（可选配件，包括接头和螺栓）。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水力效率

欧盟法规547/2012-MEI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欧盟法规547/2012-MEI
水力效率

基本信息

为了确定市场上所有水泵的可比性能阈值，创建了一个考虑了泵的尺寸和特定转速的指数：MEI（最小效率指数）。
本规则适用于泵送清洁水的离心泵，包括以下产品类别：

- 端吸自轴承泵 (ESOB)
- 端吸紧密耦合泵 (ESCC)
- 端吸紧密耦合直列泵 (ESCCI)
- 立式多级泵 (MS-V)
- 多级潜水泵 (MSS)

MEI表示水力性能的无量纲指标，是泵尺寸性能的测量。MEI值越高，泵的尺寸性能越好，年能耗越低。MEI值的上
限在理论上是开放的，只取决于物理极限和技术极限。

最小效率指数（MEI）是以叶轮最大直径为基础的。（立式多级泵）多级立式泵必须经过3个阶段的版本测试。

效率最高的水泵的参考值是MEI ≥0.70。

具有切割叶轮的泵的效率通常低于具有全叶轮的泵的效率。叶轮切割可以使泵适应某个固定的作业点，从而降低能耗。

如果通过一个变速电机对其进行控制，使水泵与系统相适应，具有可变作业点的水泵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性可能更高。

您可以通过网址 www.dabpumps.com 查看参考效率的相关信息或联系我们的销售网点。

对于不同类型水泵，MEI=0.7和MEI=0.4的效率图可见于以下网址：www.europump.org/efficiencycharts

泵型号 级数



DAB水泵有权对产品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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