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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文中使用了以下标示： 

 

 

 

一般危险标示。不遵守相关说明可能导致人身和财产损害。 

 

 

触电危险标示。不遵守相关说明可能对人身造成重大安全威胁。 

 

 

注意事项 

 

 

警告 

 

本手册适用于 e.sybox 和 e.sybox 30/50 产品。以下叙述中，如果两种型号产品

特性相同，则统一使用“e.sybox”。如特性不同，则对产品型号及其差异进行描述。 

 

 

 

安装前必须仔细阅读本说明。 

产品的安装和运行必须遵循产品安装国家的安全措施标准。 

要求操作过程熟练。 

违规操作不仅威胁人身安全和对产品造成损害，而且会失去保修权。 

 

 

 

 

专业人员 

建议产品安装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专业人员指的是指经过培训，有经验，具备相关标准知识，懂得紧急防

护知识和了解其工作条件，且得到工厂安全负责人的许可，准许他们在

现场进行必要的活动，确保在活动中能识别和避免所有危险的人员。（专

业人员定义 IEC364） 

 

 

当人（包括儿童）的身体感官和心智能力下降时，或者相关的经验或知

识欠缺时不能使用本设备，除非他们已经通过一个中间负责人负责他们

的安全，监督或指导其对有关器具的使用。必须对儿童进行监督，确保

他们不接触该设备。 

 

 

 

 

安全 

只有电力系统符合产品安装国家的安全措施标准，产品才允许使用。（意

大利 CEI 64/2） 

 

 

 

泵送液体 

该泵针对输送不含杂质，固体颗粒和纤维的水设计制造，也适用于密度

不超过1000 kg/m³，粘稠性不超过1 mm²/s，无化学刺激性的液体。 

 
电源线不得用于搬运或移动泵。 

 
将插头从插座中拔出时，禁止直接拉扯电源线。 

 
电源线发生损坏时，为防止发生险情，应由生产商或其授权的技术服务

部门进行更换。 

 

不遵守以上警告可能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致使产品保修服务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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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对滥用、修改、超出使用范围或违反说明手册操作的水泵，制造商不保

证产品正常运作，亦不对任何可能造成的损害负责。 

对于操作手册中印刷错误，厂家不承担任何责任。考虑到必要性和实用

性，厂家有权在不影响产品基本特性的情况下对产品进行改进。 

 

 

1．综述 

 

该产品为集成式系统，主要由自吸式多级离心水泵、电子控制电路和压力罐构成。 

 

应用 

家用或工业用供水和增压系统。 

产品外形为如图 1 所示的平行六面体。 

 

 

 

A 面：通往技术分隔区的门板。可以将两根手指伸入橡胶提手处，按压并将门板

沿着提手对面铰链进行转动移除该门（见图 2）。如要将门板复位，将铰链插入

插槽，闭合该门直至听到咔哒声。 

 

技术分隔区包含（见图 3）： 

 

1. 压力罐阀门； 

2. 技术铭牌； 

3. 快速指南； 

4. 电机轴； 

5. 附件工具； 

6. 加注盖（仅适用于纵向配置） 

 

 

 

B 面：一个可拆卸螺帽，拆除后可对止回阀进行操作（见 10.3 部分）。只能由专

业人员在维护时拆卸。 

C 面：四个黄铜螺纹孔提供了竖直安装时四个支脚的底座。根据采用的安装方式，

可将 2 个 1”螺帽卸下后与水力系统连接。如果适用，将吸水端（井、水箱等）与

水泵上标有“IN”的连接口连接，将系统输水端与水泵上标有“OUT”的连接口

连接。C 面另有一个通风格栅。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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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面： 卸下 1”螺帽后将增加另一个水泵输出端接口，该接口可与 C面标有“OUT”

的连接口同时或交替使用。电源线用于同主电源连接。 

 

E 面：四个黄铜螺纹孔提供了水平安装时四个支脚的底座。根据采用的安装方式，

可将 2 个 1”螺帽卸下后与水力系统连接。1”螺帽的主要功能是排空设备。E 面另

有两个通风格栅。 

 

F 面：如待揭标签所示，1”螺帽有双重功能：水平安装时，该螺帽用作系统加注

盖（见以下 2.2.3 部分“加注操作”描述）；垂直安装时，该螺帽移除后可与系

统入水管连接（与 C 面标有“IN”的连接口功能完全相同，并可作为其替代）。

用户界面面板由显示屏和按键构成，其功能是系统设置，状态查询及警报传达。 

设备有两种安装方式：横向（图 4）或纵向（图 5）。 

              

 

1.1 集成型变频器描述 

 

集成于设备内的电子控制单元由变频器通过同样整合于系统中的流量，压力及温

度传感器发挥作用。 

通过这些传感器，设备能根据实际需求自动启动和停止，并能侦测故障，作出预

防和显示。 

变频器控制确保水泵能发挥不同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保持系统压力恒定及

节能。 

 变频器能够通过调整水泵转速保持水力循环压力恒定。在未安装变频器

时，水泵不能自动调节，当流量不断增大时，系统压力随之降低，反之亦然；

这意味着在流量低时系统压力过高或流量增大时压力过低。 

 变频器根据即时实际需求改变水泵转速，在保证满足系统需求前提下实

现水泵的输入功率最小。然而，无变频器时水泵一直在最大功率状态下运行。 

 

该设备出厂时由制造商设置默认参数，以满足大多数使用情况，即 

 恒压运行； 

 设定值（恒压期望值）：SP=3.0 bar 

 重启压力差值：RP=0.3 bar       

 防过循环功能：禁用     

然而，以上和其他参数可根据系统情况调整。第 5-7 部分对所有可设定参数进行

了说明，如压力、保护介入、转速等。 

 

还有许多其他的运行模式和辅助功能。由于不同的可能性设定和可配置输入和输

出通道的可用性，用户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运行来满足不同系统的要求。参见

5-7 部分。  

 

1.2 内部集成压力罐 

 

该设备配备总容量为 2L 的集成压力罐。压力罐的主要功能有： 

  

图 5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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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设备具有弹性，使其免受水锤作用的伤害。 

 

 保证水储量，在出现小的泄露时，使系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压力，免去设备

持续和不必要的频繁重启； 

 

 用水设备打开时，保证设备在接通和达到合适的转速前的水压。 

 

内部集成压力罐的功能不包含储存一定量的水以减少诸如系统保护功能的干预

（即出于实用性考虑而非防止系统泄漏考虑）。用户可为设备添加额外的压力罐，

将压力罐连接至系统出水端某一点上（不可安装在系统吸水端！）.在水平安装时，

压力罐可连接至未使用的设备输出接口。在选择压力罐时，要考虑到释放的水量

也取决于设备上可设置的 SP 和 RP 参数（6-7 部分）。 

压力罐已通过技术分隔区中的阀门（图 3，点 1）预加气压。制造商预加的压力

值与默认的 SP 和 RP 参数相对应，并满足以下等式： 

 

匹配值= SP – RP – 0.7 bar，其中       

- 匹配值=预加压力值，单位为 bar 

- SP=设定值（见 7.3 部分），单位为 bar 

- RP=重启压力差值（见 7.5.1 部分），单位为 bar  

 

因此，制造商预加压力值为：匹配值=3.0 – 0.3 – 0.7 = 2.0 bar  

 

如果 SP 和/或 RP 参数的设定值不同，调节压力罐的阀门来释放或增加空气，直

至其再次满足以上等式（例如：SP=2.0 bar；RP=0.3 bar；释放压力罐中的空气，

直至压力罐压力达到 1.0 bar）。 

 

 

 

 

 

未能遵守以上等式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或压力罐内部的隔膜过早破损。 

 

考虑到压力罐的容量只有 2L，检查气压时必须迅速地连接压力计：在容

量有限情况下，即使少量空气损失也会导致明显的压力下降。压力罐的

质量能确保维持设定的气压值，仅在校准或确定有故障时才可以进行检

查。 

 

 

任何检查和/或重置气压的操作必须在输送端无压力时进行：断开设备电

源，打开离设备最近的用水端开关，保持开启状态直至不再出水。 

   

 

压力罐采用特殊构造，尤其针对同类设备中易损伤的隔膜，能确保高品

质及使用持久性。但如果压力罐破损，必须更换整个压力罐且由授权人

员操作。 

 

1.3 内部集成水泵 

 

该设备内置了离心式由水冷三相电机驱动的多级叶轮水泵，并能安装在没有良好

通风的角落。 

 

图 6 中的图表展示了 e.sybox（蓝色曲线）和 e.sybox 30/50（绿色曲线）的液

压性能。通过自动调节水泵的转速，变频器能实现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在设备曲线

覆盖区域内移动至任意工作点，以保持系统设定压力值不变（SP）。红线表示的

是设定值为 3.0 bar 时 e.sybox 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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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能够使用户获得0-85L/min（对于e.sybox）或0-50L/min(对于e.sybox 30/50) 

范围内任意流量同时保证系统压力值不变。如果流量更大，设备将使水泵沿特性

曲线在对应最大转速下运行；如流量低于以上临界值，设备将在保证设定压力值

前提下减少水泵吸收功率，从而降低能源消耗。 

 

 

以上性能在环境温度和水温约为 20°C 时，电机运行的前 10 分钟内，吸

水深度不超过 1 米的条件下测量。 

 

 

随着吸水深度的增加，水泵的性能递减。 

 

 

1.4 技术特征 

  e.sybox e.sybox 30/50 

电力供应 

电压 1 x 220/240 ~ VAC 

频率 50/60 Hz 

最大电流 10 A 6,8 A 

最大功率 1550 W 900 W 

结构特点 

外形尺寸 565x265x352 mm，不含支脚 

干重（不包括包

装） 
24,8 kg 22,5 kg 

防护等级 IP x4 

电机绝缘等级 F 

液压性能 

最大扬程 65 m 50 m 

最大流量  120 L/min 85 L/min 

自吸 <5 min  8m  <5 min  7m   

工作环境 

最大工作压力 
8 bar 

最高液体温度 
40 °C 

最高环境温度 
50 °C 

贮藏环境温度 
-10÷60 °C 

功能和保护 

恒压运行 

无线通信  

干转保护 

防冻保护 

防过循环 

电机过载保护 

异常供电电压保护 

高温保护 

 

2. 安装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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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设计用于室内使用：不要将设备安装于户外和/或直接暴露在空气

中。 

 

 

该设备的设定工作环境温度为 0°C 到 50°C（前提是要确保电力供应：

见 7.6.14 部分“防冻功能”。 

 

 

该设备适用于输送饮用水。 

 

 

 

该设备不能用于输送盐水、污水、易燃、腐蚀和爆炸性液体（如石油、

汽油、稀释剂等）、油脂、油类或食物。 

 

 

e.sybox 的吸水深度不得高于 8m，e.sybox 30/50 的吸水深度不得高于

7m（水位和泵吸口之间的距离）。 

 

 

不要将任何管道与止回阀的 1¼’’口连接，见图 27。 

 

 

 

如果设备用于家庭供水，要遵守负责水资源管理的部门出台的地方性法

规。 

 

 

选择安装位置时，要检查： 

 水泵的技术铭牌上的电压和频率与供电系统的值相符。 

 电气连接的位置干燥，远离任何可能溢流之处。 

 电气系统配备 IΔn ≤ 30 mA 的差动开关，且接地装置有效。 

 

如果不确定待输送水中是否含有异物，可以在设备的进水口安装用于阻挡杂质的

过滤器。 

 

在进水口安装过滤器会导致设备的液压性能降低，降低程度与过滤器本

身的负载损耗成比例（一般过滤功率越高，性能降低越大）。 

您可以根据设备连接的情况、显示屏的位置和可用空间，参考以下说明选择安装

方式（纵向或横向）。其他安装方式可以通过使用 DAB 辅助备件来实现：见 9.2

和 9.3 部分。 

 

2.1 纵向配置 

 

将包装内底部托盘中的 4 个支脚取出，将它们完全旋拧固定在 C 面的黄铜座上。

放置设备时，应考虑到图 7 中的尺寸。 

 

 设备的 E 面和每个墙面之间必须至少保持 10mm 的距离，以确保格栅通风。 

 建议设备的 B 面和阻挡物之间保持至少 270mm 的距离，以便在不断开设备

的情况下对止回阀进行维修。 

 建议设备的 A面和阻挡物之间保持至少 200mm 的距离，以便能够将门取下，

进入技术分隔区。  

图 7 

出口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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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触面不平，将不接触表面的支脚旋松，调整其高度直至能接触表面，从而

确保设备的稳固性。设备必须放置在安全稳定的位置，保证轴垂直：设备不可倾

斜放置。 

 

2.1.1 水力连接 

 

通过图 7 中 F 面上标有“IN”的接口实现设备吸水端的连接（输入连接），用附

件工具或螺丝刀将相应的螺帽取下。 

 

通过图 8 中 F 面上标有“OUT”的接口实现设备输水端的连接（输出连接），用

附件工具或螺丝刀将相应的螺帽取下。 

 

设备能够连接的所有水力接口都是由黄铜制成的 1”GAS 母螺纹接口。 

 

 

如果要将产品与直径大于标准 1 英寸管道配件（如三接口环形螺母）的

设备连接，要确保耦合的 1”GAS 公螺纹比上述直径至少突出 25mm（见

图 8）。 

 

根据泵吸水的位置，设备的安装可以定义为“上扬程”或“下扬程”。具体来说，

如果泵放置在高于所吸水的水位（如泵在地面，水在井里），则定义为“上扬程”；

反之，如果泵放置在低于所吸水的水位（如高架水箱和泵下），则定义为“下扬

程”。 

 

 

 

如果设备垂直安装在“上扬程”，建议在设备的吸水端安装一个止回阀，

以实现系统预加水操作（2.1.2 部分）。 

 

 

如果选择“上扬程”安装，连接水源和水泵的吸水管要避免使用鹅颈管

或虹吸管。不要将吸水管置于泵的位置之上（避免吸水管中产生气泡）。

吸水管必须从水平面以下至少 30cm 深度的入口开始抽吸，且从入口到

水泵的全程必须不漏水。 

 

 

吸水管和输送管必须合适，才不会对水泵产生任何机械压力。 

 

2.1.2 加水操作 

上扬程和下扬程安装 

 

“上扬程”安装（见 2.1.1 部分）：打开技术分隔区，用附件工具（图 3，点 5）

或螺丝刀取下注水盖（图 3，点 6）。从加注盖注入干净的水，小心排出空气。如

果吸水管上的止回阀（见 2.1.1 部分）安装在设备注水门附近，设备装满后水量

应为 2.2L。建议在吸水管的末端安装止回阀，以实现快速充水。在这种情况下，

加水操作所需的水量取决于吸水管的长度（2.2L+ ……）。 

  

图 8 



 

65 

“下扬程”安装（见 2.1.1 部分）：如果储水器和设备之间没有止回阀（或如果

止回阀开启），只要能够排出滞留空气，设备就能自动充水。因此只要把注水盖

（图 3，点 6）拧松到足以使滞留空气排出，设备就能完全充水。必须监控整个

充水过程，一旦发现有水流出，应立即关上加注盖（建议在吸水管部分安装止回

阀，这样可以在盖子打开的情况下控制充水过程）。如果吸水管被关闭的阀门阻

断，充水过程可以参考上述的“上扬程”安装。 

 

2.2 横向配置 

 

将包装内底部托盘中的 4 个支脚取出，将它们完全旋拧固定在 E 面的黄铜座上。

放置设备时，应考虑到图 9 中的尺寸。 

 
 建议设备的 B 面和阻挡物之间保持至少 270mm 的距离，以便在不断开设备

的情况下对止回阀进行维修。 

 建议设备的 A面和阻挡物之间保持至少 200mm 的距离，以便能够将门取下，

进入技术分隔区。 

 设备的 D 面和任何阻挡物之间必须保持至少 10mm 的距离，才能引出电源

线。 

如果接触面不平，将不接触 

 

表面的支脚拧松，调整其高度直至能接触表面，从而确保设备的稳固性。设备必

须放置在安全稳定的位置，保证轴垂直：设备不可倾斜放置。 

 

2.2.1 水力连接 

 

通过图 9 中 C 面上标有“IN”的接口实现设备吸水端的连接（输入连接）。然后

用附件工具或螺丝刀将相应的盖子取下。 

 

通过图 9 中 C 面上标有“OUT 1”的接口和/或图 9 中 D 面上标有“OUT 2”的

接口实现设备输水端的连接（输出连接）。该配置下的 2 个接口可以交替使用（视

安装方便而定），或同时使用（双输送系统）。用附件工具或螺丝刀将相应的螺帽

取下。  

 

设备能够连接的所有水力接口都是由黄铜制成的 1”GAS 母螺纹接口。 

 

 
有关警告见图 8。 

 

2.2.2 交互面板的方向 

 

该设备设有交互面板，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调整交互面板的朝向，以方便用户阅

读：其为正方形，可以旋转 90°（图 10）。 

图 9 

出口 2 

出口 1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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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附件工具中提供的六角扳手将面板四个角上的螺丝拧出。 

 不要将螺丝取下，只要把螺丝从机身上的螺纹内拧出即可。 

 小心勿将螺丝掉入设备内。 

 将面板取下，注意不要拉扯信号传输线。 

 重新将面板固定在想要的角度，注意不要挤压电线。 

 用扳手将 4 个螺丝拧紧。 

 

 

 

2.2.3 加水操作 

上扬程和下扬程安装 

根据设备相对于泵吸水的位置，设备的安装可以定义为“上扬程”或“下扬程”。

具体来说，如果泵放置在高于所吸水的水位（如泵在地面，水在井里），则定义

为“上扬程”；反之，如果泵放置在低于所吸水的水位（如高架水箱和泵下），则

定义为“下扬程”。 

“上扬程”安装：用附件工具（图 3，点 5）或螺丝刀取下的注水盖（图 3，点 6），

横向配置时为 F 面（图 1）上的注水盖。从加注盖注入干净的水，小心排出空气。

装入设备的水量应至少为 1.5L。建议在吸水管的末端安装止回阀（底阀），以便

实现快速充水。在这种情况下，加水操作所需的水量取决于吸水管的长度

（1.5L+ ……）。 

“下扬程”安装：如果储水器和设备之间没有止回阀（或如果止回阀开启），只

要能够排出滞留空气，设备就能自动充水。因此只要把注水盖（图 3，F 面）拧

松到足以使滞留空气排出，设备就能完全充水。可以用附件工具（图 3，点 5）

或螺丝刀拧松注水盖。必须监控整个充水过程，一旦发现有水流出，应立即关上

图 10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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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盖（建议在吸水管部分安装止回阀，这样可以在盖子松动的状态下控制充水

过程）。如果吸水管被关闭的阀门阻截，充水过程可以参考上述的“上扬程”安

装。 

 

3. 试运行 

 

 
最大工作压力为 8 bar。 

 

e.sybox 的吸水深度不得高于 8m，e.sybox 30/50 的吸水深度不得高于

7m。 

 

3.1 电气连接 

 

为降低可能的噪音对附近其他设备的影响，建议使用单独的电线为该产品供电。 

 

 

注意：始终遵守安全守则！ 

电气安装必须由被授权的专业电工进行操作，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设备必须按照现行规定，正确安全接地。 

 

 

 

水泵启动时，线路电压可能会发生改变，这取决于连接的其他设备和线

路的质量。 

 

 

保护设备的差动开关尺寸必须正确，且必须是“A 级”。自动差动开关必

须标有以下两个标识： 

 

 
热磁路断路器的尺寸必须正确（见电气性能）。 

 

3.2 集成型变频器的配置 

 

该设备由制造商配置，满足大多数安装情况，即： 

 恒压运行； 

 设定值（恒压期望值）：SP=3.0 bar 

 重启压力差值：RP=0.3 bar 

 防过循环功能：禁用 

 

但是，所有以上参数和许多其他参数可以由用户来设定。还有许多其他的运行模

式和辅助功能。由于可能性设定的差异性和可配置输入和输出通道的可用性，用

户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运行来满足不同系统的要求。参见 5-7 部分。 

 

 

 

至于 SP 和 RP 参数的定义，设备启动的压力值为： 

启动压力 = SP – RP       例如：默认设置为 3.0 – 0.3 = 2.7 bar 

 

如果实际扬程高于设定的”启动压力“对应的扬程（1bar=10m），设备无法正常自

动启动：默认配置下，如果实际扬程高于 27m，设备无法启动。 

 

  



 

68 

3.3 自吸 

 

水泵自吸是指设备将泵体和吸水管装满水的阶段。如果操作成功，设备便可以正

常工作。 

 

一旦水泵充满水 2.1.2 和 2.1.3 部分），且设备已配置完毕（3.2 部分），在打开出

水端至少一个用水设备后即可连接电源. 

 

设备启动后，会在运行的前 10 秒内检查出水管路中是否有水。 

 

如果检测到出水管中有水流，水泵已完成自吸将开始正常运行。这是下扬程安装

的典型情况（2.1.2 和 2.2.3 部分）。出水端正在出水的用水设备可以关闭。 

 

如果 10 秒内在出水端未检测到正常水流，设备将要求确认是否重新进行自吸（上

扬程安装的典型情况，2.1.2 和 2.2.3 部分）。或： 

 

 
按下“+”后，水泵进入自吸流程：设备将持续工作最多 5 分钟，期间防干转保

护功能不会被触发。自吸时长受多个参数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水位与进水口的

高度，进水管直径，进水管的密封性。在使用的进水管直径不小于 1’’且密封良

好（无漏气的孔洞或接头）情况下，e.sybox 设备可实现 5 分钟内 8m 的自吸高

度,e.sybox30/50 可实现 5 分钟内 7m 的自吸高度。一旦设备检测到出水管中的正

常流量，即离开自吸程序开始正常工作。出水端打开的用水设备可以关闭。如自

吸 5 分钟后仍未成功，显示屏将提示失败信息。请断开电源，向设备内注水，等

待 10 分钟后接入电源重复自吸过程。如果启动程序 5 分钟后还未注水，界面会

显示错误信息。将电源断开，在设备中装入新水，插上插头等待 10 分钟后重复

程序。 

 

按下[-] 键确认不启动自吸程序。设备保持警报状态。 

 

运行 

自吸完成后，设备开始根据配置的参数正常运行：阀门打开后自动运行，在设定

压力（SP）下供水，即使其他阀门被打开也会保持恒压，当停机条件满足时，

设备在 T2（时间）后自动停机（T2 可以由用户设定，出厂值是 10 秒）。 

 

4. 保护系统 

 

该设备配备保护系统，用于保护电泵、电机、电气线路和变频器。如果一个或多

个保护被触发，则最高优先级的保护会立即出现在显示器上。根据不同的错误类

型，电机可能会停止，但在恢复正常状态后，保护状态可能立即消除，或一段时

间后系统自动重设取消。 

 

如果缺水导致阻断（BL），电机过载导致阻断（OC）或电机相位间短路导致阻

断（SC），可以同时按下和释放 [+] 和 [–] 键来手动退出错误状态。如果错误状

态持续，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导致错误的原因。 

 

如果因为内部错误 E18、E19、E20、E21 导致阻断，需要在设备通电后等待 15

分钟直至阻断状态自动复位。 

  

水泵注水 

 

退出  首次自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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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日志中的警报 

显示器指示 描述 

PD 不正常断电 

FA 冷却系统故障 

 

 

 

阻断情况 

显示器指示 描述 

PH 水泵过热导致断流 

BL 缺水导致阻断 

BP1 内压传感器读数错误导致阻断 

PB 供电电压超出规格导致阻断 

OT 功率过大导致阻断 

OC 电机过载导致阻断 

SC 电机相位间短路导致阻断 

ESC 接地短路导致阻断 

HL 热液体 

NC 电机断路导致阻断 

Ei i-th 内部错误导致阻断 

Vi i-th 内电压超出规定导致阻断 

EY 设备检测到周期性异常阻断 

 

 

4.1 阻断描述 

 

4.1.1 “BL” 防干转（干转保护） 

如果缺水，水泵在 TB（时间）后自动停止。缺水情况下红色 led “报警灯”会点亮,

显示屏显示字幕“BL”。 

正常水流恢复后，可以手动同时按下和释放 [+] 和 [-] 键来退出保护状态。 

如果警报状态持续，或用户不恢复供水并重置水泵，水泵会自动重启。 

 

 
如果 SP 参数设置不正确，防干转保护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4.1.2 防过循环（无实际用水需求时的持续启停保护） 

 

如果设备的输送管路有泄漏，即使在不需要吸水的时候，设备也会循环开启和关

闭：即便是轻微泄漏（几毫升）也会导致压力下降，进而启动水泵。 

 

设备的电子控制装置能够根据其循环来检测是否泄漏。 

 

防过循环功能可以在基础或智能模式（7.6.12 部分）下停用或启用。 

 

基础模式下，检测到频繁循环后，水泵会停机并等待手动复位，并在显示屏上显

示出 led 红色“警报”。 

 

指示灯亮，并在显示屏出现“ANTICYCLING”字样，向用户传达设备状态。 

 

泄漏修复后，可以同时按下和释放 [+] 和 [-] 键来强制重启。 

 

智能模式下，检测到泄漏后，RP 参数会增加，以减少启动次数。 

 

4.1.3 防冻（设备中的水结冻保护） 

 

水从液体变为固体会增加体积。因此，为避免设备损坏，要确保设备内不留存水

温接近凝点的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建议冬季里将不用的水泵排

空的原因。然而，该设备具备防止设备内部结冰的功能。在温度降至凝固点前启

动水泵，将设备内部的水进行循环和加热，从而避免结冰。 

表 1：警报 

表 2：阻断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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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只有在设备接通电源的时候防冻保护功能才能起作用：如果没有接通电

源或没有电流，就无法启动保护。 

 

但是如果设备长时间不使用，建议不要把水留在设备内：正确地将水从

排水盖排出（图 1，E 面），并将设备放置在避光场所。 

 

4.1.4 “BP1”内压传感器读数错误导致阻断 

 

如果压力传感器检测到故障，水泵将被阻断运行，同时会发出错误信号“BP1”。

一旦发现问题，设备就会进入该状态，当恢复正常运行后，该状态会自动结束。 

 

4.1.5 “PB”供电电压超出规格导致阻断 

 

如果电源接线端的电压超出规定值，就会出现此种情况。只有当接线端电压恢复

到允许值范围内，设备才会自动复位。 

 

4.1.6 “SC”电机相位间短路导致阻断 

 

该设备具有对电机相位间可能出现的直接短路的保护功能。如果设备提示该故障，

可以尝试同时按下[+] 和 [-] 键恢复运行，但只有在短路出现 10 秒之后方有效。 

 

4.2 错误状态下的手动复位 

错误状态下，用户可以强制按下并释放 [+] 和 [-] 键来退出错误。 

 

4.3 错误状态下的自动复位 

 

在一些故障和阻断情况下，设备会尝试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程序尤其在以下状态下运行： 

“BL”  缺水导致阻断 

“PB”  供电电压超出规格导致阻断 

“OT”  大功率导致的过热阻断 

“OC”  电机过载导致阻断 

“BP”  压力传感器错误导致阻断 

 

例如，如果设备因缺水而阻断，设备会自动启动测试程序，检查设备是否持续缺

水。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复位成功（例如，恢复水流），则程序中断，设备恢复正

常运行。 

 

表 3 展示了不同类型的阻断情况下设备的运行顺序。 

 

错误情况下的自动复位 

显示器指示 描述 自动复位顺序 

BL 缺水导致阻断 - 每 10 分钟尝试 1 次，共尝试 6 次 

- 每小时尝试 1 次，共尝试 24 次 

- 每 24 小时尝试 1 次，共尝试 30 次 

PB 供电电压超出规格

导致阻断 

- 恢复规定电压时复位 

OT 大功率导致的过热

阻断 

- 度达到规定时复位 

OC 电机过载导致阻断 - 每 10 分钟尝试 1 次，共尝试 6 次 

- 每小时尝试 1 次，共尝试 24 次 

- 每 24 小时尝试 1 次，共尝试 30 次 

 

 

  

表 3：阻断时的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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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变频器的电子控制和用户界面 

 

 

变频器能使设备在恒压下运行。如果设备用水端的水力连接尺寸合适，

就能满足要求。如果装置的管道直径太小，会导致设备无法补偿的负载

损耗；其结果是传感器上的压力是恒定的，而实际压力却非如此。 

 

 

过度变形的管路可能引起设备震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控制

参数“GP”和“GI”来解决（见 7.6.4 – GP：比例增益系数和 7.6.5 – GI：积

分增益系数）。 

 

5.1 控制元件操作 

 

单独或水泵机组内的 e.sybox 可以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与以下称为控制元件的

远程装置连接。 

不同型号的控制元件有不同的功能。 

可能的控制元件包括： 

 e.sylink 

通过控制元件将一个或多个 e.sybox 结合，可实现： 

 数字输入 

 继电器输出 

 远程压力传感器 

 以太网连接 

各种类型的控制元件提供的上述功能组合在下文中称为“控制元件功能”。 

 

 

 

 

 

 

 

5.1.1 控制元件的功能 

 

控制元件提供的功能在表 4 中列出。 

 

功能 e.sylink 

  

光隔离数字输入 · 

无触点的输出继电器 · 

远程压力传感器 · 

网络连接  

 

 

 

5.1.2 设备输入和输出的电气连接 

 

见控制元件手册。 

 

5.1.3 安全模式运行 

 

使用输入或远程传感器功能时，如果出现通讯故障或控制元件错误，e.sysbox

和控制元件会进入安全模式，采用最小损害的配置。启用安全模式后，显示器上

会出现一个内部有十字的三角形闪烁图表。 

下表解释了 e.sysbox 对通讯故障的响应方式。 

  

表 4：控制元件提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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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ybox 设定 

e.sybox 响应 

无连接控

制元件 

连接控制元件 

 与控制元件通讯 不与控制元件

通讯，或控制

元件错误 

 

安全模式 

 

激活功能（通过

输入或菜单） 

未激活功能（通

过输入或菜单） 

     

In=0 输入功

能禁用 

无动作 无动作 无动作 无动作 

In(2)=1, 2 

浮动开关显示

低水位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F1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1) 

In(2)=3, 4 

Pauxn 辅助设

定值 

无动作 激活相应辅助

设定值 

无动作 激活最低的辅

助设定压力设

置 

In(2)=5, 6 

禁用设备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F3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1) 

In(2)=7, 8 

禁用设备+故

障和警告复位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F3 + 故障和警

告复位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1) 

In(2)=9 

故障和警告复

位 

无动作 故障和警告复

位 

无动作 无动作 

In(2)=10, 11, 

12, 13 

Kiwa 功能（低

输入压信号）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F4 

无动作 停止设备运行
(1) 

PR=0 无动作 无动作 无动作 无动作 

禁用远程压力

传感器 

PR=1 

使用远程压力

传感器 

无动作 遥感器上的设

定值 

无动作 忽略远程设定

值 

 

 

 

(1) 激活与 e.sybox 相关的功能和安全模式下的任何其他功能会导致设备停止运

行。在这种情况下，设备会显示最高优先级的停止原因。 

 

(2) 逗号隔开的数字表示相关功能的可能设定值。 

但是，对于控制元件，如果通讯中断，根据 O1 的设定（见表 20），通讯中断被

视为错误状态，继电器 1 会闪亮。 

  

表 5：启动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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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控制元件功能设定 

 

所有输入和远程压力传感器的默认状态为禁用，所以用户在使用前必须激活这些

功能；见 7.6.15 - 辅助数字输入 IN1、IN2、IN3、IN4 的设置，7.5.6 - PR：远

程压力传感器。 

 

输出默认状态为可用，见输出功能部分 7.6.16 - 出口 1 和出口 2 的设置。 

 

如果无连接控制元件，不论输入、输出和远程压力传感器如何设置，均为无效操

作。 

 

控制元件参数（输入、输出和压力传感器）即使在连接失败甚或没有连接的情况

下也可以被设定。 

 

如果控制元件已连接（包含在 e.sybox 的无线网内）但由于某些问题未呈现或不

可见，当这些功能的相关参数设定为禁用以外的值，则显示器闪烁，表示功能无

法实现。 

 

5.1.5 e.sybox 和控制元件的连接和取消连接 

 

控制元件与 e.sybox 的连接流程同 e.sybox 相互间的连接流程相同： 

 

打开 installer menu 上的 AS 页面，按下[+] 键 5 秒直至蓝色指示灯闪烁（无论

e.sybox 是单机还是一组）。然后，按下►键 5 秒直至蓝色通讯指示灯开始闪烁。

建立连接后，指示灯停止闪烁，e.sylink 标识出现在 e.sybox 的 AS 页面上。 

 

e.sylink 取消连接的步骤与 e.sybox 的相同：打开 installer menu 上的 AS 页面，

按下[-] 键 5 秒；这会删除所有现有的无线连接。 

 

 

6. 键盘和显示器 

 

 

 

如图 12 所示，用户界面由键盘和 128x240 像素的 LCD 显示器组成，上面有电

源、通讯和警报指示灯。 

显示器会显示设备的值和状态，指明各个参数的功能。 

按键功能总结如表 6 所示。 

 

 

 [模式（MODE）] 按键可用于移至同一菜单中的下一个项目。持续按

下至少 1 秒钟可以跳过前一个菜单项目。 

 

 [设定（SET）] 按键可用于退出当前菜单。 

 

减少目前的参数（如果是可编辑参数）。 

 

增加目前的参数（如果是可编辑参数）。 

 

 

图 12：用户界面外观 

表 6：按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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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键或 [-] 键可自动增加/减少选定的参数值。按下[+] 键或 [-] 键3秒后，

自动增加/减少的速度加快。 

 

 

按下[+] 键或 [-] 键后，选定的值会被更改并立即存入永久性存储器

（EEprom）。无论正常关机还是意外关机，该阶段已设定的参数都不会

丢失。 

 

设置键 [SET]  键只用于退出当前菜单，不保存已做出的更改。只有在

0 章描述的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按下设置键 [SET] 或 模式键 [MODE]  

对一些值做出更新。 

 

警告指示灯 

 

 电源 

白色指示灯。设备通电后指示灯常亮。设备禁用时指示灯闪烁（见 5.5 部分）。 

 警报 

红色指示灯。设备因错误导致阻断后指示灯常亮。 

 通讯 

蓝色指示灯。无线通讯建立并正常工作时指示灯常亮。如果设定了通讯模式，但

通讯不可用，或未检测到通讯，或出现问题，指示灯低频闪烁。连接其他无线设

备时，指示灯高频闪烁。不使用通讯时指示灯不亮。 

 

菜单 

所有菜单及其包含的所有项目的完整结构如表 8 所示。 

 

读取菜单 

所有菜单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从主菜单上读取： 

1 - 通过按键组合直接读取 

2 – 通过下拉式菜单按名称读取 

 

6.1 按键组合直接读取 

同时按下相应的按键组合并持续一段时间，就可以直接读取想要的菜单（例如，

同时按下模式键[MODE]和设置键[SET]可以进 Setpoint 菜单）。按下模式键 

[MODE] 可以在该菜单的各个项目中切换。 

 

表 7 展示了利用按键组合可以读取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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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名称 直接读取按键 按下时间 

用户 User 
 

释放按键 

显示器 Monitor 
 

2 秒 

设定值 Setpoint 
 

2 秒 

手动 Manual 
 

5 秒 

安装 Installer 
 

5 秒 

技术支持 

Tichnical 

assistant  
5 秒 

重置出厂值 

Reset factory 

values  
开启设备后 2 秒 

复位 Reset 
 

2 秒 

  

表 7：读取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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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菜单（可视） 扩展菜单（直接或密码读取） 

主菜单 Main Menu 

用户菜单  

User Menu  

Mode 

显示器菜单  

Monitor Menu 

Set-minus 

设定值菜单 

Setpoint Menu 

Mode-set 

手动菜单  

Manual Menu 

Set-nimus—plus 

安装菜单  

Installer Menu 

Mode-set-minus 

技术支援菜单  

Tech. Assis. Menu 

Mode-set-plus 

 

MAIN 

（主页） 

 

状态 

RS 

每分钟转数 

VP 

压力 

VF 

流量显示 

PO 

水泵吸收功率 

C1 

水泵相电流 

CT 

对比度 

SP 

设定压力 

STATO 

RI 

速度设定 

VP 

压力 

VF 

流量显示 

PO 

水泵吸收功率 

C1 

水泵相电流 

RS 

每分钟转数 

TE 

散热器温度 

RP 

降低压力以重启 

TB 

缺水阻断时间 

菜单选择 
BK 

背光 

P1 

辅助设定值 1 

OD 

设备类型 

T1 

低压延时 

 
TK 

背光开启时间 

P2 

辅助设定值 2 

AD 

地址配置 

T2 

断电延时 

 
LA 

语言 

P3 

辅助设定值 3 

MS 

计量系统 

GP 

比例增益 

 开启时间 

工作时间 

启动次数 

TE 

散热器温度 

P4 

辅助设定值 4 

AS 

无线设备 

GI 

积分增益 

   
PR 

远程压力传感器 

RM 

最高速度 

 
PI 

功率直方图 
    

NA 

活动设备数量 

 多泵系统     
NC 

同步设备数量 

 输出流量计     
IC 

设备配置 

 

VE 

信息 

HW e SW 

    
ET 

最长交换时间 



 

78 

 

FF 

故障&警报 

（日志） 

    
AY 

防过循环 

      
AE 

防堵 

      
AF 

防冻 

      
I1 

功能输入 1 

      
I2 

功能输入 2 

      
I3 

功能输入 3 

      
I4 

功能输入 4 

      
O1 

功能输出 1 

      
O2 

功能输出 2 

      
FW 

固件升级 

      
RF 

重置故障和警告 

      
PW 

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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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颜色标识 多泵装置的参数修改 

 灵敏参数设置。这些参数必须一致才能启动多泵装

置。在任何设备上修改一个参数无疑会使所有其他

设备的参数自动修改。 

 这些参数在设备连接到泵组时将取其中一台设备

参数值并匹配参数传送至其他所有设备。各个设备

可以允许有差异。 

 只在单台水泵有效的设定参数。 

 只读参数。 

 

 

 

6.2 通过下拉式菜单按名称读取 

 

可以通过菜单的名称选择读取。在主菜单上按下[+] 或 [-] 键进入菜单选择。可

读取的菜单名称显示在菜单选择页面上，其中一项为方框突出显示（见图 14）。

使用 [+] 或 [-] 键移动突出显示的方框，选择您要的菜单，按下模式键[MODE]

进入。 

 

 
 

 

 

可选项有 MAIN MENU 主菜单,用户菜单和显示器菜单，第四项是 EXTENDED 

MENU 扩展菜单；该选项可以扩展显示的菜单数量。选择扩展菜单后会弹出对话

框，要求键入读取键（密码）。读取键（密码）与用于直接读取的按键组合一致

（见表 8），能扩展显示与读取键对应的低优先级菜单。 

 

菜单的顺序是：User 用户、Manual Setpoint 手动设定值、Manual 手动、Installer

安装、Technical Assistant 技术支持。 

 

选定读取键后，打开的菜单在 15 分钟之内可用，除非通过“Hide forward manus

隐藏子菜单”选项手动关闭。“隐藏子菜单”选项可以通过读取键显示在菜单选

择页面。 

 

图 14 展示了选择菜单的操作图表。菜单在页面的中央，可以直接通过按键组合

从右边获取，或通过下拉式菜单的选择系统从左边获取。 

 

表 8：菜单结构 

选择菜单 

MAIN MENU 主菜单 

USER MENU 用户菜单 

MONITOR MENU 显示器菜单 

运行  2000 rpm  3,0 bar 

图 13：下拉式菜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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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各菜单页面的结构 

 

设备接通时，主菜单出现后，一些描述页会显示产品的名称和商标。无论是哪一

个菜单，每个菜单的名称总是会在显示器的顶端显示。 

 

以下内容通常在主页面上显示： 

 

状态：运行状态（如：待机、运行、故障、输入功能等） 

每分钟转数：[rpm] 值 

压力：[ bar] 或 [psi] 值，视采用的计量系统而定。 

功率：设备的吸收功率，单位为 [kW] 。 

 

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以下显示： 

故障指示 

警告指示 

输入相关功能的指示 

特殊图标 

 

图 14：可能的菜单读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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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状态见 76 页的表 2。其他显示见表 9。 

 

主页上显示的错误或状态 

识别码 描述 

GO 电机运行 

SB 电机停止 

DIS 电机状态手动禁用 

F1 浮动功能状态/警报 

F3 设备禁用功能状态/警报 

F4 低压信号功能状态/警报 

P1 辅助设定值 1 下的运行状态 

P2 辅助设定值 2 下的运行状态 

P3 辅助设定值 3 下的运行状态 

P4 辅助设定值 4 下的运行状态 

带数字的 Com.

图标 

指定地址的多泵通讯运行状态 

带 E 的 Com.图

标 

多泵系统通讯错误状态 

EE 在 EEprom 上读写出厂设置 

WARN. 

低电压 

供电电压不足警告 

 

 

  

表 9：主页上的状态和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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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菜单页面随连接功能而变化，之后会按指示或设定类型加以说明。进入任何

一个菜单，页面的下方都会显示主运行参数摘要（运行状态或故障、当前速度和

压力）。 

用户始终可以看到设备的基本参数。 

 

 

 

 

每页底部状态栏的显示 

识别码 描述 

GO 电机停止 

SB 电机停止 

禁用 电机状态手动禁用 

rpm 电机每分钟转数 

bar 设备压力 

故障 出现错误，水泵无法运行 

 

 

 

以下显示参数的内容可能会出现在页面上：当前项目的数值和计量单位，与当前

项目设定相关的其他参数值，图柱、列表；见图 15。 

 

 

6.4 凭密码设置参数 

此设备具有密码启用保护系统。如果设定了密码，设备的参数便可读取和可见，

但无法更改。 

密码管理系统在“技术支持”菜单下，通过参数 PW 进行管理。 

 

6.5 电机的启用和禁用 

正常运行情况下，同时按下和释放 [+] 和 [-] 键可以停止或启动电机（断电后自

保持）。如果出现故障警报，上述操作可以重置警报。 

电机禁用时，白色指示灯闪烁。 

该指令可以通过除 RF 和 PW 之外的任何菜单页激活。 

 

7 – 单独参数的含义 

 

7.1 用户菜单 

从主菜单上按下模式键 [MODE] （或在选择菜单中按下+ o -）进入用户菜单。

进入菜单后，可通过 模式键 [MODE] 在各个菜单页面之间切换。相关值如下所

示。 

 

7.1.1 状态 

显示水泵状态。 

 

7.1.2 RS：转速显示 

电机的 rpm 转速。 

 

7.1.3 VP：压力显示 

测量的设备压力，单位为 [ bar] 或 [psi]，视采用的计量系统而定。 

 

7.1.4 VF：流量显示 

瞬时流量显示，单位为 [L/min] 或 [gal/min]，视选定的计量系统而定。 

 

  

定位点菜单 

定位点压力 

3,0 bar 

 

运行               3,0 bar 

 

图 15：菜单参数显示 

表 10：状态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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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PO：吸收功率显示  

水泵的吸收功率，单位为 [kW] 。 

测量功率 PO 的标识下可能会出现圆形的闪烁标识。该标识是超出最大限定功率

时的预警。 

 

7.1.6 C1：相电流显示 

电机的相电流单位为 [A] 。 

相电流 C1 的标识下可能会出现圆形的闪烁标识。该标识是超出最大限定电流时

的预警。如果该标识有规律地闪烁，则说明电机过载保护将会启动，很有可能将

进入保护状态。 

 

7.1.7 工作时间和启动次数 

三条线分别表示设备通电时长、水泵工作时间和电机启动次数。 

 

7.1.8 PI：功率柱状图 

输送功率的直方图有 5 条垂直柱。该直方图表明了水泵在特定功率下运行的时长。

横坐标表示各功率等级；纵坐标表示水泵在特定功率等级下运行的时长（时长的

百分比）。 

 

 

 

 

 

 

7.1.9 多泵系统 

显示多泵装置的系统状态。如果没有通讯，则会显示无通讯或通讯中断的图标。

如果多个设备相互连接，每个设备上都会显示图标。图标是一个泵的标识，图标

下方为指示水泵状态的文字。 

根据运行状态的不同，图标如下表 11 显示。 

设备显示 

状态 图标 图标下的状态信息 

电机运行 泵转动标识 三位数速度 

电机停止 泵静止标识 SB 

设备故障 泵静止标识 F 

 

 

 

如果设备配置为备用模式，水泵图标为深色，则显示与表 8 类似，但如果电机停

止，则显示 F 而不是 SB。 

 

7.1.10 输出流量计 

页面显示了两个流量值。第一个显示的是机器输送的总输出流量。第二个显示的

是阶段流量，用户可以自行重置。 

按下[-] 键 2 秒，可以在该页面上重置阶段流量。 

 

7.1.11 VE：版本显示 

装置配备的硬件和软件版本。 

 

7.1.12 FF：故障日志显示 

按时间顺序显示设备运行时出现的故障。 

标识 FF 下出现的两个数字 x/y 分别表示显示的故障和出现故障的总数；这些数

字的右边是显示的故障类型。 

  

表 11：多泵系统视图 

图 16：功率柱图显示 

用户菜单 

节省 42% 

 

运行     2000rpm    3,0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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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和 [-] 键切换故障列表：按 [-] 键往后退，直至最早出现的故障；按 [+] 键

往前进，直至最新出现的故障。 

故障按时间顺序显示，从最早的 x=1 到最新的 x=y 排列。可以显示的最多错误

数量为 64；当达到这个数值后便开始覆盖最早的日志。 

菜单上的该项目仅显示故障列表，但不允许复位。只有通过技术支持[Tech. Assist. 

Menu] 菜单下 RF 项目专门控制才能进行复位操作。 

除非遵守上述程序，故障日志无法通过手动复位、断开设备或重置出厂值删除。 

 

7.2 显示器菜单 

在主菜单上同时按下设置键 [SET]和[-]键 2 秒，或在选择菜单中按下[+] 或 [-] 

键进入显示器菜单。 

在该菜单中按下模式键[MODE] ，会按顺序显示以下值。 

 

7.2.1 CT：显示器对比度 

调整显示器对比度。 

 

7.2.2 BK：显示器亮度 

从 0 到 100 调整显示器背光 

 

7.2.3 TK：背光开启时间 

设定无按键操作后背光开启的时间。 

 

7.2.4 LA：语言 

显示以下一种语言： 

 意大利语 

 英语 

 法语 

 德语 

 西班牙语 

 荷兰语 

 瑞典语 

 土耳其语 

 斯洛伐克语 

 罗马尼亚语 

 俄语 

 

7.2.5 TE：散热器温度显示 

 

7.3 设定值菜单 

在主菜单上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  和 设置键 [SET] 直至显示屏上出现

“SP”（或在选择菜单中按下[+] 或 [-] 键）。 

 [+] 和 [-] 键能分别增加和降低设备压力。 

按下设置键 [SET] 退出该菜单并返回主菜单。 

e.sybox 的调整范围是 1-6 bar（14-87 psi），e.sybox 30/50 的调整范围是 1-4 bar

（14-58 psi）。 

 

7.3.1 SP：压力设定 

无主动辅助压力调节功能时压力值的设定。 

 

7.3.2 辅助压力设定  

E.sybox 可以通过外接的控制器调整压力值，至多可设置 4 个辅助压力，达到 5 个工

作点。电气连接请参考控制元件手册；软件设定参见 7.6.15.3 部分 -- 辅助点输

入功能设定。 

 

如果与多个输入连接的多个辅助功能同时启用，设备会设定所有启用功

能的最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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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定值只能通过控制元件使用。 

 

7.3.2.1 P1：设置辅助设定值 1 

辅助输入端 1 激活时系统中的设定压力值。 

7.3.2.2 P2：设置辅助设定值 2 

辅助输入端 3 激活时系统中的设定压力值。 

7.3.2.3 P3：设置辅助设定值 3 

辅助输入端 3 激活时系统中的设定压力值。 

7.3.2.4 P4：设置辅助设定值 4 

辅助输入端 4 激活时系统中的设定压力值。 

 

 

水泵的重启压力不仅与设定压力（SP、P1、P2、P3、P4）相关，还与

RP 相关。RP 指的是系统达到设定压力值”SP” （或辅助设定值，如果启

用的话）停机后，水泵重启所需的压力差值。 

 

 

例如： 

SP = 3,0 [ bar] ；RP = 0,5 [ bar] ；无主动辅助设定功能。 

正常运行时设备在 3.0 [ bar] 增压。 

压力降至 2.5 [ bar] 以下时水泵重启。 

 

 

如果设定的水泵压力（SP、P1、P2、P3、P4）过高，可能会导致假缺

水错误 BL；这种情况下应降低设定压力。 

 

7.4 手动菜单 

在主菜单上同时按下设置键 [SET] 、[+] 和 [-] 键直至手动菜单页面出现（或在

选择菜单中按下[+] 或 [-] ）。 

该菜单能查看和修改多个配置参数：模式键 [MODE] 能在菜单页面间切换，[+] 

和 [-] 键能分别增加和减少相应的参数值。按下设置键 [SET] 退出该菜单和返

回主菜单。 

按下设置键 [SET]、[+] 键和 [-] 键进入手动菜单，设备会进入强行停止状态。

该功能可以用于强行停止设备。 

不论主菜单上显示什么参数，都可以执行以下控制： 

临时启动水泵。 

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和 [+] 键，水泵以 RI 速度启动，且运行状态会一直持

续，再次同时按下这两个键则停止。 

水泵收到开启或关闭指令，会在显示器上显示。 

 

启动水泵 

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 、[-] 和 [+] 键 2 秒，水泵会以 RI 速度启动。运行状

态会一直持续，直至按下设置键 [SET] 。再次按下设置键 [SET] 退出手动菜单。 

水泵收到开启或关闭指令，会在显示器上显示。 

如果该模式下无水流运行超过 5 分钟，会触发过热警报，显示器上会显示 PH 错

误。PH 错误消除后，警报仅会自动复位。复位时间为 15 分钟；如果 PH 错误连

续出现超过 6 次，复位时间增至 1 小时。该错误再一次复位后，水泵会处于停机

状态，除非用户使用 模式键 [MODE] 、[+] 和 [-] 键重启。 

 

7.4.1 状态： 

显示水泵状态。 

 

7.4.2 RI：速度设定 

设定电机的 rpm 转速可以将转数确定在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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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VP：压力显示 

测量的设备压力，单位为 [ bar] 或 [psi]，视采用的计量系统而定。 

 

7.4.4 VF：流量显示 

选定计量单位的流量显示。计量单位可以是 [L/min] 或 [gal/min]，取决于 7.5.4

部分-- MS：计量系统。 

 

7.4.5 PO：吸收功率显示 

水泵的吸收功率，单位为 [kW] 。 

测量功率 PO 的标识下可能会出现圆形的闪烁标识。该标识是超出最大限定功率

时的预警。 

 

7.4.6 C1：相电流显示 

电机的相电流单位为 [A] 。 

相电流 C1 的标识下可能会出现圆形的闪烁标识。该标识是超出最大限定电流时

的预警。如果该标识有规律地闪烁，则说明电机过载保护将会启动，很有可能将

进入保护状态。 

 

7.4.7 RS：转速显示 

电机转速，单位为 rpm。 

 

7.4.8 TE：散热器温度显示 

 

7.5 安装菜单 

在主菜单上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 、设置键 [SET]  和 [-] 键直至安装菜单

的第一个参数出现在显示器上（或在选择菜单中按下[+] 或 [-] 键）。该菜单能查

看和修改多个配置参数： 模式键 [MODE] 能在菜单页面间切换， [+] 和 [-] 键

能分别增加和减少相应的参数值。按下设置键 [SET] 退出该菜单和返回主菜单。 

 

7.5.1 RP：设置重启压差 

显示关于泵重启的 SP 值的压差。 

例如，如果设定压力是 3.0 [ bar]，RP 为 0.5 [ bar]，则水泵会在 2.5 [ bar] 重启。 

RP 的设定值可以从 0.1 到 1 [ bar] 。在特殊情况下（例如设定值低于 RP），该

值会自动限制。 

为帮助用户，实际重启压力同样会出现在 RP 设定页面上，并在 RP 标识下突出

显示，如下图 17。 

 

 

 

7.5.2 OD：设备类型 

设定值 1 和 2 分别代表刚性系统和柔性系统。设备出厂设置为模式 1，适合大多

数设备。如果出现压力波动，无法通过调节 GI 和 GP 参数来稳定，可切换至模

式 2。 

 

 

 

 

 

 

 

7.5.3 AD：地址配置 

这只对多泵连接有效。设置分配给设备的通讯地址。可能值是：自动（默认）或

手动分配的地址。  

安装菜单 
 

重启压力差值 
 
2,5 bar     0,5 bar 
 
运行     2000 rpm    3,0 bar 

图 17：重启压力设定 

重要：在两种配置下，调节参数 GP 和 GI 也会变化。此外，模式 1 中设定的

GP 和 GI 值和模式 2 中设定的 GP 和 GI 值储存在不同的存储器中。也就是说，

如果切换到模式 2，模式 1 的 GB 值会被模式 2 的 GB 值替换，但该数值已储存，

且如果返回到模式 1，该数值会重新出现。显示器上显示的相同值在不同模式

下有不同的权重，因为两种模式的控制算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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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定的地址值可以从 1 到 4。所有组成一组的设备地址配置必须相同：全部

自动或全部手动。不允许设定相同的地址。 

如果分配混合地址（一部分手动和一部分自动）和重复地址，会出现错误信号。

错误信号为在显示设备地址的位置闪烁 E。 

如果选择自动分配，设备启动时分配的地址可能和上次的地址不同，但不影响正

常运行。 

 

7.5.4 MS：计量系统 

设定计量系统，选择公制或英制单位。显示的量如表 12 所示。 

 

 

 

 

显示的计量单位 

量 公制单位 英制单位 

   

压力  bar psi 

温度 ℃ ℉ 

流量 L/min gal/min 

 

 

 

7.5.5 AS：设备连接 

允许以下设备的连接/断开 

 e.sy  同一个泵组中最多连接 4 台 esybox 水泵 

 e.sylink  e.sylink 输入输出控制元件 

 DEV  任何其他兼容设备 

 

各个连接设备的图标在 AS页面上显示，下方有缩略词标识和和相应的接收功率。

有固定光的图标表示设备已连接，并正常运行；图标上有条斜杠表示设备已经被

配置为工作组的一部分，但无法找到。 

 

 

此页面并未显示所有无线网络中存在的设备，而只显示与自己网络相连

接的设备。 

只有自己网络中的设备可见，可以使无线辐射范围内多个类似网络同时

运行而不发生混乱；这样用户就不会看到不属于其水泵系统的设备。 

 

通过此菜单页面，可以使单个设备与个人无线网络建立连接或取消连接。 

启动设备时，AS 菜单项不会显示任何连接，因为没有设备连接。在这种情况下，

会显示“无设备（No Dev）”信息，COMM 指示灯不亮。只有操作员才能通过建

立连接和取消连接添加或移除设备。 

 

设备连接 

按下[+] 键 5 秒，设备会进入搜索无线连接模式，COMM 指示灯会有规律地闪烁。

一旦通讯范围内有两台设备进入该状态，如果可能，它们会彼此连接。如果其中

一台或两台设备无法连接，连接过程结束，每台设备上会弹出“无法连接

(association not possible)”的对话框。设备无法连接，可能是因为试图连接的设

备已经达到最大数量，或因为待连接设备未被识别。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可重复

此连接过程。 

  

表 12：计量系统 

备注：英语流量单位（ gal/min）采用的转换因数为 1 gal=4.0 L，与公制 gal 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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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连接的状态会一直持续，直到待连接设备被检测到（与连接结果无关）；如

果不能在 1 分钟之内连接设备，系统会自动退出连接状态。按下设置键 [SET]  

或 模式键 [MODE] ，可以随时退出搜索无线连接状态。 

 

 

 

 

 

 

 

取消设备连接 

要将现有群组中的设备移除，进入该设备的 AS（安装菜单）页面，按下[-] 键至

少 5 秒。该操作完成后，所有与连接设备相关的图标都会消失，显示“无设备（No 

Dev）”信息，COMM 指示灯会保持熄灭状态。 

 

替换设备 

要替换现有群组中的设备，可以直接将要被替换的设备取消连接，再按上述步骤

连接新的设备。 

如果无法将要被替换的设备取消连接（故障或不可用），可以逐个取消设备连接，

再创建新的群组。 

 

7.5.6 PR：远程压力传感器 

PR 参数用于选择远程压力传感器。 

出厂默认无传感器。 

要实现预期功能，遥感器必须与控制元件连接，而该控制元件必须与 e.sybox 连

接，参见 5.1 – 控制元件操作。 

一旦e.sybox和控制元件建立联系，且远程压力传感器已连接，传感器开始运行。

传感器运行过程中，显示器会出现传感器样式的图标，内有一个字母“P”。 

远程压力传感器与内部传感器协同运行，因而设备中实际压力不会降至两个压力设

定值（内部传感器和遥感传感器）以下。这可以补偿任何压力的下降。 

备注：为了维持系统在最低点时的压力达到设定值，其他点的压力可能高于设定值。 

 

7.6 技术支持菜单 

只有技能人员或在服务网络的直接控制下才能进行高级设置。 

在主菜单上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 ,设置键 [SET] 和 加号 [+] 直至显示器

上出现“TB”（或在选择菜单中按下[+] 或 [-] ）。该菜单能查看和修改多个配置

参数：使用 模式键 [MODE] 可实现菜单页面间切换，使用 [+] 和 [-] 键可增加

和减少相应的参数值。按下设置键 [SET] 退出该菜单和返回主菜单。 

 

7.6.1 TB：缺水阻断时间 

缺水阻断的反应时间设定能够让用户选择设备提示缺水所需的时间（秒）。如果

从电机通电到开始输送之间有延迟，则更改此参数即会产生作用，例如吸水管特

别长或者中间有轻微泄漏。在这种情况下，有问题的水管也可能未被注满。即使

没有漏水，水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重新充水和供水以保持设备压力。 

 

7.6.2 T1：低压延时（kiwa 功能） 

设定收到低压信号后关闭变频器的时间（见 7.6.15.5 - 低压检测设定）。通过适

当的输入设置，4 个输入都能收到低压信号（见 7.6.15 - 辅助数字输入 IN1、IN2、

IN3、IN4 的设置）。 

T1 可以设置为 0 到 12 秒。出厂设置为 2 秒。 

  

重要：一旦两个或更多设备实现关联，显示器上会弹出要求扩展配置的对话框。

如果多个设备有不同的配置参数（如设定值 SP、RP 等），会出现这种情况。按

下电泵上的[+]键，可以将该电泵的配置扩展到其他关联电泵上。按下[+]键后，

会弹出“请稍候(Waiting)…”的信息。等待过后，电泵会按照匹配的敏感参数

有规律地运行；更多信息请参见 9.4.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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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T2：断电延时 

在达到断电条件（设备受压和流量低于最低流量）之后，设置变频器需要的断电

延迟。 

T2 可以设置为 2 到 120 秒。出厂设置为 10 秒。 

 

7.6.4 GP：比例增益系数 

一般来说，柔性系统（如配有 PVC 管）的比例需要增加，刚性系统（如配有钢

管）的比例需要降低。 

要保持设备恒压，变频器要针对测量的压力误差进行 PI 控制。根据该误差，变

频器会计算供应给电机的功率。这种控制情况取决于设定的 GP 和 GI 值。 

为应对系统适用的水力设备各种类型的不同情况，变频器支持选择与出厂设置不

同的参数。几乎所有设备的 GP 和 GI 参数的出厂设置是最优的。但如果在调整

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可以改变这些设置。 

 

7.6.5 GI：积分增益系数 

如果因为水流突然增加或设备反应迟钝而导致压力急剧下降，要增加 GI 值。相

反，如果压力在设定值附近波动，则要降低 GI 值。 

 

 

 

7.6.6 RM：最高速度 

设定水泵转数的最高限额。 

 

7.6.7 设备和备用设备数量设定 

 

7.6.8 NA：活动设备数量 

设定泵送系统中设备的最大数量。 

值可以是从 1 到现有设备数量（最大为 4）。NA 的默认值为 N，即连接的现有设

备数量；也就是说，如果添加或移除连接设备，NA 是自动检测的现有设备数量。

如果设定为 N 以外的值，则加入泵送系统的设备的最大数量值为设定值。 

如果希望对运行的水泵数量加以限制，或将一个或多个设备作为备用，就会用到

该参数（见 7.6.10 IC：备用设备的设置和下述其他示例）。 

在同一个菜单页面上可以看到（但不能改变）其他两个相关的系统参数，也就是

设备自动获取的现有设备数量 N 和同步设备的最大数量 NC。 

 

7.6.9 NC：同步设备 

设定同时运行的最大设备数量。值可以是从 1 到 NA。NC 的默认值为 NA，也就

是说如果 NA 增加，NC 也会增加至 NA 值。如果设定为 NA 以外的值，NC 就不

会随着 NA 变化而变化，而是将同步设备的最大值固定在设定的值。如果希望对

运行的水泵数量加以限制，就会用到该参数（见 7.6.10 IC：备用设备的设置和

下述其他示例）。 

在同一个菜单页面上可以看到（但不能改变）其他两个相关的系统参数，也就是

设备自动获取的现有设备数量 N 和活动设备的数量 NA。 

 

7.6.10 IC：备用设备的设置 

设置设备为自动或备用。如果设为自动（默认），设备会正常泵送；如果设为备

用，会关联最低启动优先级，也就是说该设置下的设备会最后启动。如果设定的

活动设备数量比现有设备数量少 1，且如果一个设备设定为备用，其结果是：如

果不出现问题，备用设备不参与正常泵送；相反，如果参与泵送的其中一个设备

出现故障（可能断电，触发保护等），备用设备将会启动。 

  

重要：要将压力调整至理想值，通常需要同时调整 GP 和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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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设置的状态如下所述：在多泵系统页面，图标的顶部为彩色；在 AD 和主页

面，表示设备地址的通讯图标与带颜色背景的数字一同显示。泵送系统中可能有

不止一个设备设置为备用。 

 

尽管设置为备用的设备不参与正常泵送，但防停滞算法能使它们保持有效。防停

滞算法每 23 小时改变一次启动优先级，使得每个设备能够保持至少连续 1 分钟

的供水。该算法的目的是防止叶轮内部的水变质，保持活动件有效；这对所有设

备都有用，尤其是正常条件下不工作的备用设备。 

 

7.6.10.1 多泵系统配置示例 

 

示例 1： 

由2个设备（自动检测N=2）组成的泵送装置，其中1个设置为活动设备（NA=1）。

一个工作设备（NC=1 或 NC=NA，因为 NA=1），另一个作为备用（IC=两个设

备中的一个为备用）。 

 

如下：不设置为备用的设备启动并自动运行（即使无法承受水力负荷，扬程过低）。

如果该设备故障，备用设备介入。 

 

示例 2： 

由 2 个设备（自动检测 N=2）组成的泵送装置，2 个都为有效和同步工作设备（出

厂设置 NA=N 和 NC=NA），其中一个作为备用（IC=两个设备中的一个为备用）。

结果如下：不设置为备用的设备先启动，如果检测到的压力太低，设置为备用的

第二个设备也会启动。这样会始终会有一个设备处于待运行状态（设置为备用的

设备），如果出现较大的水力负荷，它便会发挥作用。 

 

示例 3： 

由4个设备（自动检测N=4）组成的泵送装置，其中3个设置为活动设备（NA=3）。

3 个之中有 2 个为同步设备（NC=2），1 个为备用（IC=两个设备为备用设备）。 

结果如下：至多 2 个设备同时启动。3 个设备交替运行，且其中 2 个同时工作，

保证每个设备的最长交换时间（ET）。如果其中一个活动设备出现故障，备用设

备不会启用，因为不能同时启动 2 个以上的设备（NC=2），而目前仍有 2 个活动

设备。只有在 2 个设备都出现故障的时候备用设备才会介入。 

 

7.6.11 ET：最长工作时间 

设定一套装置中一个设备的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这只对有互连设备的泵送装置有

效。时间可以设置在 1 分钟到 9 小时之间；出厂设置为 2 小时。如果一个设备的

ET 到时，系统的启动顺序会重新分配，最低优先级会分配给已到时的设备。 

 

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减少使用已经工作的设备，平衡水泵工作组内各个设备的工

作时间。如果水力负荷仍要求设备介入，尽管某个设备安排在最后启动，该设备

仍会启动，以保证系统增压。 

 

根据 ET 时间，启动优先级在两种情况下重新分配： 

 

1. 泵送过程中切换：水泵保持不中断运行，直至超过绝对最长泵送时间。 

2. 切换至待机：水泵处于待机状态，但已超过 50%的 ET 时间。 

 

如果 ET 设定为 0，会切换至待机。当泵送装置中一个水泵停止时，另一个水泵

会在下一次重启时首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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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ET（最长交换时间）参数设定为 0，不论水泵的实际工作时长，每

一次重启后都会切换。 

 

7.6.12 AY：防过循环 

 

如第 9 部分所述，该功能可以避免设备在系统泄露状态下频繁地启动和关闭。该

功能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模式下启用：正常模式和智能模式。正常模式下，在 N

次相同的启动/停止循环后，电子控制系统会禁用电机。智能模式下，该功能在

RP 参数下工作，以减少泄漏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设置为“禁用”，则该功能不

发生作用。 

 

7.6.13 AE：启用防堵转功能 

 

该功能通过周期性地旋转水泵,可以避免因长时间处于非活动状态而导致的机械

阻断；该功能启用时，水泵每 23 小时执行一次时长为 1 分钟的防阻断循环。 

 

7.6.14 AF：启用防冻功能 

 

如果启用该功能，水泵会在温度接近凝固点的时候自动旋转，从而避免水泵破裂。 

 

7.6.15 辅助数字输入 IN1、IN2、IN3、IN4 的设置 

 

此部分阐述了通过参数 IN1、IN2、IN3、IN4，无线连接至设备的控制元件的输

入功能和可能配置。电气连接请参阅控制元件手册。 

输入 IN1 至 IN4 全部相同，所有功能都可以和其中任意一个连接。参数 IN1、IN2、

IN3 和 IN4 用于连接对应输入（IN1、IN2、IN3 和 IN4）所需的功能。 

与输入连接的每个功能在本节下文中有详细的阐述。表 15 总结了所有功能及相

关配置。 

出厂设置见表 13。 

 

数字输入 IN1、IN2、IN3、IN4 的出厂配置 

输入 值 

1 0 （禁用） 

2 0 （禁用） 

3 0 （禁用） 

4 0 （禁用） 

 

 

 

数字输入 IN1、IN2、IN3、IN4 及其运行的可能配置总表 

值 输入 INx 相关的功能 输入相关的活动功能显示 

0 输入功能禁用  

1 外部浮动缺水（NO） 浮动开关符号（F1） 

2 外部浮动缺水（NC） 浮动开关符号（F1） 

3 输入使用的辅助压力设定值 Pi

（NO） 

Px 

4 输入使用的辅助压力设定值 Pi

（NC） 

Px 

5 外部信号对电机的一般禁用

（NO） 

F3 

6 外部信号对电机的一般禁用

（NC） 

F3 

7 外部信号对电机的一般禁用

（NO）+可复位部件的重置 

F3 

8 外部信号对电机的一般禁用

（NC）+可复位部件的重置 

F3 

9 可复位部件的重置 NO  

10 低压信号输入 NO，自动和手

动复位 

F4 

表 13：输入的出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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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低压信号输入 NC，自动和手

动复位 

F4 

12 低压输入 NO，仅手动复位 F4 

13 低压输入 NC，仅手动复位 F4 

 

 

 

7.6.15.1 禁用输入相关功能 

 

将输入值设为 0，不论输入终端出现何种信号，与输入连接的所有功能都会被禁

用。 

 

7.6.15.2 外部浮球功能设定  

 

外部浮球可以连接至任何输入。电气连接请参阅控制元件手册。 

 

启用浮动功能，可以为连接浮动的输入设定表 16 中参数 lx 的其中一个值。 

 

激活外部浮动功能会导致设备阻断。该功能的设想是将输入与缺水浮动信号相连

接。 

 

该功能启动时，浮动开关的标识显示在主页面的状态线上。 

 

要使设备阻断并给出错误信号 F1，输入必须至少激活 1 秒。 

 

如果出现错误状态 F1，输入至少要停用 30 秒，设备才能解除阻断。表 15 总结

了该功能的情况。 

 

在不同输入同时设置了多个浮动功能的情况下，如至少一个功能被启用，设备会

提示 F1；如所有功能均未启用，设备会取消警报。 

取决于 INx 和输入的外部浮动功能情况 

参数 lx 值 输入配置 输入状态 运行 显示器显示 

1 
高输入信号活

动（NO） 

不存在 正常 无 

存在 
外部浮动缺水导

致设备阻断 
F1 

2 
低输入信号活

动（NC） 

不存在 
外部浮动缺水导

致设备阻断 
F1 

存在 正常 无 

 

 

 

7.6.15.3 辅助设定值输入功能设定 

 

4 个输入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提供启用辅助设定值的信号（电气连接请参阅控制

元件手册）。辅助设定值可以根据表 17，通过设置与已建立连接的输入相关的 lx

参数获取。例如：要使用 Paux 2，将 I2 设为 3 或 4，并使用控制元件上的输入

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输入 2 通电，会产生压力 Paux 2，同时显示器会显示

P2。 

 

辅助设定功能可以将设备的设定压力 SP（见 7.3 部分–-Setpoint 菜单）改为表

示使用的输入压力 Pi。这样一来，SP 和其他四个压力 P1、P2、P3、P4 都可用。 

该功能启用时，Pi 标识会显示在主页面上。 

 

要使设备与辅助设定值相配合，输入必须至少激活 1 秒。 

 

使用辅助设定值时，要恢复使用设定值 SP，输入至少停止 1 秒。表 16 对该功

能进行了总结。 

  

表 14：数字输入的配置 

表 15：外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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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输入同时配置了不同的辅助设定功能的情况下，如果至少一个功能启用，

设备会显示 Pi；如果同时启用，达到的压力会是活动输入的最低压力；如无输入

启用，警报会取消。 

 

取决于 lx 和输入的辅助设定值功能情况 

参数 lx 值 输入配置 输入状态 运行 显示器显示 

3 
高输入信号活

动（NO） 

不存在 
i-th 辅助设定值

非活动 
无 

存在 
i-th 辅助设定值

活动 
Px 

4 
低输入信号活

动（NC） 

不存在 
i-th 辅助设定值

非活动 
Px 

存在 
i-th 辅助设定值

活动 
无 

 

 

 

7.6.15.4 设备启用和故障重置设定 

 

启用设备的信号可以提供给任何输入（电气连接请参阅控制元件手册）。启用设

备禁用功能，可以将与用于禁用设备的信号连接的输入相关的参数 lx 设置为表

17 中的任意一值。 

 

该功能启用时，设备会完全关闭，主页面上会显示 F3 标识。 

 

如果多个输入同时设置了多个设备禁用功能，至少一个功能启动时，设备会提示

F3；无功能启动时，警报会解除。 

 

要使设备与禁用功能相配合，输入必须至少激活 1 秒。 

系统禁用时，要解除该功能（重新启用设备），输入必须失效至少 1 秒。表 17

总结了该功能的情况。 

 

如果多个输入同时设置了多个设备禁用功能，至少一个功能启动时，设备会提示

F3；无输入启动时，警报会解除。 

 

该功能还允许重置任何当前故障。见表 17。 

 

取决于 lx 和输入的系统禁用和故障重置功能情况 

参数 lx 值 输入配置 输入状态 运行 显示器显示 

5 
高输入信号活

动（NO） 

不存在 电机启用 无 

存在 电机禁用 F3 

6 
低输入信号活

动（NC） 

不存在 电机禁用 F3 

存在 电机启用 无 

7 
高输入信号活

动（NO） 

不存在 电机启用 无 

存在 
电机禁用+ 

故障重置 
F3 

8 
低输入信号活

动（NC） 

不存在 
电机禁用+ 

故障重置 
F3 

存在 电机启用 无 

9 
高输入信号活

动（NO） 

不存在 电机启用 无 

存在 故障重置 无 

 

 

 

  

表 16：辅助定位点 

表 17：禁用系统还原和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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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5.5 低压检测设定（KIWA） 

 

检测低压的最小压力开关可以连接至任何输入（电气连接请参阅控制元件手册）。 

启用设备禁用功能，可以将与用于禁用设备的信号连接的输入相关的参数 lx 设置

为表 18 中的任意一值。 

 

激活低压检测功能会导致设备在 T1（时间）后阻断（见 7.6.2 部分 – T1：低压

延时）。该功能的设想是将输入与压力开关获取的，提示泵吸入口压力太低的信

号连接。 

 

该功能启用时，主页面上显示 F4 标识。触发该功能会导致设备断开；可以自动

或手动复位。如果是 F4 错误情况下的自动复位，输入必须在设备重置前失效至

少 2 秒。在手动模式下复位，同时按下和释放 [+] 和 [-] 键。 

 

表 18 对该功能进行了总结。 

 

如果多个输入同时设置了多个低压检测功能，至少一个功能启用时，设备会提示

F4；无功能启用时，警报会解除。 

 

取决于 lx 和输入的低压检测功能（KIWA）情况 

参数 lx 值 输入配置 输入状态 运行 显示器显示 

10 
高输入信号活

动（NO） 

不存在 正常 无 

存在 

吸入口低压导致

设备阻断，自动+

手动复位 

F4 

11 
低输入信号活

动（NC） 

不存在 

吸入口低压导致

设备阻断，自动+

手动复位 

F4 

存在 正常 无 

12 高输入信号活 不存在 正常 无 

动（NO） 

存在 

吸入口低压导致

设备阻断，仅手

动复位 

F4 

13 
低输入信号活

动（NC） 

不存在 

吸入口低压导致

设备阻断，仅手

动复位 

F4 

存在 正常 无 

 

 

 

7.6.16 输出口 1 和输出口 2 的安装 

该部分阐述了通过参数 O1 和 O2，无线连接至设备的 I/O 控制元件输出出口 1

和出口 2 的功能和可能的配置。 

 

电气连接请参阅控制元件手册。 

 

出厂配置见表 19。 

 

输出的出厂配置 

输出口 值 

输出口 1 2（故障，无法关闭） 

输出口 2 2（水泵运行，无法关闭） 

 

 

 

  

表 18：检测低压信号（KIWA） 

表 19：输出的出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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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7 O1：输出 1 功能设定 

输出 1 传达活动告警（提示系统出现阻断）。输出允许使用常开的清洁触点。表

20 中标明的值和功能与参数 O1 关联。 

 

7.6.18 O2：输出 2 功能设定 

输出 2 传达电机运行状态。输出允许使用常开的清洁触点。表 20 中标明的值和

功能与参数 O2 关联。 

 

输出相关功能的配置 

输出配置 
输出 1 输出 2 

激活条件 输出触点状态 激活条件 输出触点状态 

0 无相关功能 触点总是打开 无相关功能 触点总是打开 

1 无相关功能 触点总是打开 无相关功能 触点总是打开 

2 
出现阻断错

误 

出现阻断错误时

触点关闭 

阻断错误时

输出激活 

电机运行时触点

关闭 

3 
出现阻断错

误 

出现阻断错误时

触点打开 

阻断错误时

输出激活 

电机运行时触点

打开 

 

 

 

7.6.19 FW：固件更新 

可以在该菜单页面更新 e.sybox 固件。更新步骤参见第 11 章。 

 

7.6.20 RF：故障和警告重置 

同时按下[+] 和 [-] 键至少 2 秒来删除故障和警告历史。日志中现有的故障数量

在 RF 标识下显示（最大 64）。 

日志可以从显示器菜单的 FF 页面查看。 

 

 

7.6.21 PW：修改密码 

 

该设备有可加密的保护系统。设定密码后，用户可以读取和查看设备参数，但是

无法改变设备参数。 

 

如果密码（PW）为“0”，则所有的参数均处于未锁定状态，可以进行编辑。 

 

如果使用了密码（PW 值为 0 以外的数），则所有的参数均处于锁定状态，PW 页

面上会显示“XXXX”。 

 

如果设置了密码，用户可以访问所有页面，但如果尝试编辑参数，会弹出要求输

入密码的对话框。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就可以解锁参数，且该参数在按下最后一

个键的 10 分钟内处于可编辑状态。 

 

取消密码计时器，可以访问 PW 页面，同时按下[+] 和 [-] 键 2 秒。 

 

如果输入了正确的密码，会显示挂锁打开的图标，但如果输入的密码错误，会显

示闪烁的挂锁图标。 

 

重置出厂值后，密码参数变为“0”。 

 

更改密码在按下模式键 [MODE]  或 设置键 [SET] 后生效。此后如需更改参数

则要求输入新的密码（如：所有设置的默认 PW 值为 0，最后设置 PW 可以确保

设备已受保护，无需进一步操作）。 

 

如果忘记密码，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编辑设备参数： 

 

 记下所有参数值，并恢复设备的出厂值，见 8.3 部分。复位操作可以取消设

备的所有参数，包括密码。 

  

表 20：输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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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下密码页面上的数字，并将该数字发送邮件给服务中心。几天后就会收到

解锁设备的密码。 

 

7.6.21.1 多泵系统的密码 

输入密码解锁整套装置中的一个设备时，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解锁。 

整套装置中的一个设备修改密码时，所有设备的密码都会变更。 

在整套装置中的一个设备上激活密码保护时（PW≠0 时在 PW 页面上按下[+] 和 

[-] 键），所有设备都会启用密码保护（任何变更皆需输入密码）。 

 

 

 

 

 

 

 

 

 

 

 

 

 

 

 

 

 

 

 

 

 

 

8. 复位和出厂设置 

8.1 一般系统复位 

要重置设备，同时按下四个键 2 秒。该操作与断开电源相同，等待设备完全关闭

再重新供电。复位不会删除用户保存的设置。 

 

8.2 出厂设置 

设备出厂前有一些预设参数，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来更改。每一次更改会自动保

存在存储器中，如有需要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见 8.3 - 恢复出厂设置）。 

 

8.3 恢复出厂设置 

要恢复出厂值，先要断开设备，等待显示器完全关闭，按住 设置键 [SET]  和 [+] 

键并接通电源，等屏幕上出现“EE”的时候再松开按键。 

这样就可以恢复出厂设置（EEPROM 上的出厂设置信息和重读永久储存在闪存

内）。设置好所有参数后，设备会恢复正常运行。 

 

注 意：恢复出厂值后，要像首次安装时一样重置所有的设备特性参数（增益、

设定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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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设置 

识别码 描述 值 安装备注 

TK 背光照明 T 2 min  

LA 语言 ENG  

SP 设定压力 [ bar]  3,0  

P1 设定值 P1 [ bar]  2,0  

P2 设定值 P2 [ bar]  2,5  

P3 设定值 P3 [ bar]  3,5  

P4 设定值 P4 [ bar]  4,0  

RI 手动模式下每分钟转速  

[rpm]  

2400  

OD 设备类型 1（刚性）  

RP 降至重启的压力 [ bar]  0,3  

AD 地址配置 0（自动）  

PR 远程压力传感器 禁用  

MS 计量系统 0 （国际）  

TB 缺水阻断时间 [s]  10  

T1 低压延时 (KIWA) [s]  2  

T2 断电延时 [s]  10  

GP 比例增益系数 0,5  

GI 积分增益系数 1,2  

RM 最高速度 [rpm]  e.sybox 为 3050 

e.sybox 30/50 为 3200 

 

NA 活动设备数量 N  

NC 同步设备数量 NA  

IC 备用设备的设置 1（自动）  

ET 最长交换时间 [h]  2  

AE 防堵功能 1（启用）  

AF 防冻 1（启用）  

I1 I1 功能 0（禁用）  

I2 I2 功能 0（禁用）  

I3 I3 功能 0（禁用）  

I4 I4 功能 0（禁用）  

O1 功能输出 1 2  

O2 功能输出 2 2  

PW 修改密码 0  

AY 防过循环功能 AY 0（禁用）  

 

 

 

  

表 21：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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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殊安装 

 

9.1 防止自吸 

 

该产品有自吸的功能。根据第 6 部分所述，设备有自吸功能，因而不论选择下扬

程安装或上扬程安装，设备都可以运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无需自吸，或有些区

域不允许使用自吸泵。 

 

自吸过程中，一部分受压的水被迫进入到吸入部分，直至压力值达到了输送值，

这样设备才能视为已注满。此时再循环通道会自动关闭。即使水泵已注满，每次

水泵通电时也会重复这个过程，直至达到与再循环通道相近的压力值（约为 1 

bar）。 

 

如果水到达受压之下的进水口时（最大允许 2bar），或如果安装在下扬程，可以

（或依据当地法规强制要求）强行关闭再循环通道，取消自吸功能。如此便可以

消除每次设备通电时水管开闭器发出的碰撞噪音。 

 

强行关闭自吸管路的步骤如下： 

 

1 – 断开电源； 

2 – 排空设备（除非在首次安装时禁用自吸功能）； 

3 – 打开排水帽，注意不要弄掉了 O 型圈（图 18）； 

4 – 用钳子将开闭器取出。开闭器应连同装配的 O 型圈和金属弹簧一起取出。 

5 – 将弹簧从开闭器上取下；将开闭器和匹配的 O 型圈装回原位（垫圈朝向水泵

内部，十字形杆朝向外部）； 

6 – 将金属弹簧放置在设备里面后拧紧盖子，这样弹簧就压缩在盖子和开闭器的

十字形杆中间。取下盖子时，确保相应的 O 型圈正确固定在其位置上。 

7 – 给水泵注水，接上电源，启动设备。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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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墙上安装 

该产品配备了用于壁挂安装的 DAB 附件工具，可以单独购买。挂壁安装如图 19

所示。 

 

9.3 快速连接安装 

DAB 提供了用于设备快速连接的附件工具。 

这是一个连接设备的快速连接座，能够轻松地连接或断开设备。 

优势： 

 

 可以现场装配设备并测试，然后在交付时移除目前的设备，避免可能的损坏

（意外撞击、污垢、被盗等）； 

 如需要特殊维护，技术服务部门可以轻松用“备件”替换设备。 

 

在快速连接接口上安装的设备如图 20 所示。 

 

9.4 多个装置 

9.4.1 多泵系统介绍 

多泵系统指的是由多个水泵组成的，输送所有水流至同一个多支管的一套泵送装

置。这些设备通过提供的接头（或无线）进行相互通讯，可以相互通讯。 

一套泵送装置最多可以由 4 台设备组成。 

多泵系统主要用于： 

 

 与单个设备相比增加水力性能 

 确保一台设备出现故障时仍能继续运行 

 分配最大功率 

 

9.4.2 组装多泵系统 

水力设备必须尽可能保持对称，才能使水力负荷均匀分布至所有水泵。 

  

图 19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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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水泵必须连接至同一个管路： 

 

要保证增压装置的良好运行，每台设备的以下内容必须相同： 

 水力连接 

 最高速度（PM 参数） 

连接的 e.sybox 设备的固件必须全部相同。一旦建立好水力系统，需要通过设备

的无线连接来创建连接（见 7.5.5 部分）。 

 

9.4.3 无线通讯 

设备通过无线通讯相互沟通，发送流量和压力信号。 

 

9.4.4 输入连接和设定 

I/O 控制元件的输入用于启动浮球、辅助设定、禁用设备和低吸水压力功能。这

些功能分别由浮动开关（F1）、Px、F3 和 F4 标识表示。如果启动，Paux 功能

会增压来设定压力，见 7.6.15.3 - 辅助设定输入功能设定。F1、F3、F4 功能会

因为 3 种原因来停止水泵，见 7.6.15.2、7.6.15.4 和 7.6.15.5。 

设置输入 I1、I2、I3、I4 的参数为灵敏参数，所以在任一设备上设置其中一个参

数，皆会使其自动与所有设备匹配。 

 

多泵运行的相关参数 

菜单上显示的多泵运行参数按以下分类： 

 只读参数 

 部分有效参数 

 多泵系统配置参数 

依次可分为： 

 灵敏参数 

 可选匹配参数 

 

 

 

 

9.4.5 多泵运行的相关参数 

部分有效参数 

这些参数可以在各个设备间分配，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为不同值。这些参数不能

在各个设备间自动配置。例如，如果是手动分配地址，这些参数必须各不相同。

设备的部分有效参数如下所示： 

 

 CT 显示器对比度 

 BK 显示器亮度 

 TK 背光开启时间 

 AD 地址配置 

 IC 备用设备的设置 

 RF 故障和警告重置 

 PW 设定密码 

 

灵敏参数 

因为调整的原因，这些参数必须在所有设备中相互匹配。 

灵敏参数如下所示： 

 SP 设定压力 

 P1 辅助设定输入 1 

 P2 辅助设定输入 2 

 P3 辅助设定输入 3 

 P4 辅助设定输入 4 

 RP 重启压力差值设定 

 ET 交换时间 

 AY 防过循环 

 NA 活动设备数量 

 NC 同步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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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  干转时间 

 T1 低压信号出现后的断电时间 

 T2 断电时间 

 GI 积分增益 

 GP 比例增益 

 I1 输入 1 设定 

 I2 输入 2 设定 

 I3 输入 3 设定 

 I4  输入 4 设定 

 OD  设备类型 

 PR  远程压力传感器 

 PW  修改密码 

 

灵敏参数的自动匹配 

检测到多泵系统时，会检查设定参数的兼容性。如果所有设备的灵敏参数不相匹

配，每个设备的显示器上会弹出信息，询问是否将特定设备的配置用于整个系统。

如果接受，回答该问题的设备的灵敏参数将分配给整个系统中的所有设备。 

如果有配置不与设备兼容，这些设备不能够共享其配置。 

正常运行时，如果更改一台设备的灵敏参数，该参数会自动匹配到所有其他设备

上，不需要确认。 

 

备注：灵敏参数的自动匹配不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类型的参数。 

 

如果在一组装置中加入工厂设置的设备（一台设备替换现有的设备，或一台设备

恢复出厂设置），如果目前的配置除出厂配置外兼容，出厂值的设备会自动采用

该组装置中的灵敏参数。 

 

 

 

 

可选的调整参数 

这些是被允许可以在不同设备上不需要一致的参数。每次更改这些参数时，按下

设置键 [SET]  或 模式键 [MODE] 后，设备会询问是否将更改应用于整套装置。

这样一来，如果整套装置中的所有设备都相同，就可以避免在所有设备上设置相

同的数据。 

可选匹配参数如下所示： 

 

 LA 语言 

 MS  计量系统 

 AE 防阻断 

 AF  防冻 

 O1  功能输出 1 

 O2  功能输出 2 

 RM  最高速度 

 

9.4.6 首次启动多泵系统 

按照 2.1.1、2.2.1 和 3.1 部分的描述建立整个系统的电气和水力连接。 

接通设备，并按照 7.5.5 – AS：设备连接来创建连接。 

 

9.4.7 多泵调节 

多泵系统接通后，地址会自动分配，算法会选择一个设备作为主调节设备。主调

节设备决定系统中每个设备的速度和启动顺序。 

调节模式是有顺序的（一次启动一台设备）。达到启动条件后，第一台设备启动，

达到最高速度后第二台设备启动，其他设备也会依次启动。启动顺序并不一定是

按设备地址递增顺序，而是依已工作时间而定。见 7.6.11 – ET：最长交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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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 分配启动顺序 

 

每次设备开启后，都会有连接的启动顺序。此顺序决定了设备开启的顺序。 

如有必要，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按以下两种算法修改启动顺序： 

 达到最长交换时间 

 达到最长非活动时间 

 

9.4.9 最长交换时间 

 

根据参数 ET（最长交换时间），每台设备都配有工作时间计时器。据此，启动顺

序按以下算法更新： 

- 如果超过至少一半的 ET 值，优先级在第一次断开变频器时交换（交

换至待机）。 

- 如果在未曾停机的情况下达到 ET 值，变频器无条件断开，转换至最

低重启优先级（运行时转换）。 

 

 

如果 ET 参数（最长交换时间）设为 0，每次重启后都会交换。 

 

见 7.6.11 – ET：最长交换时间 

 

9.4.10 达到最长非活动时间 

 

多泵系统有防停滞算法，目的在于使水泵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以及保持输送的

流体的完整性。无论设备配置是启用还是备用，该多泵系统通过允许改变泵送顺

序，可以使系统中所有的泵，每 23 小时至少供水 1 分钟。优先级的转换要求已

经停机 23 小时的设备给予最高的启动顺序优先级。也就是说一旦需要供水，该

设备是最先启动的。设置为备用的设备优先于其他设备。设备供水至少 1 分钟后，

该算法停止作用。 

当防停滞算法的干预结束，如果设备设置为备用，该设备返回最低优先级，保护

设备免受磨损。 

9.4.11 备用设备和参与泵送的设备数量 

 

多泵系统会读取通讯连接中的设备数量，该数量为 N。 

 

根据 NA 和 NC 参数，决定多少设备以及哪些设备必须在特定时间运行。 

 

NA 表示参与泵送的设备数量。NC 表示可以同时运行的最大设备数量。 

 

如果系统中有 NA 个活动设备和 NC 个同步设备，且 NC 小于 NA，就表示至多

有 NC 个设备会同时启动，这些设备会与 NA 中的设备交替运行。如果一台设备

配置为备用，该设备会在最后启动。所以如果有 3 台设备，其中一台设置为备用，

备用设备会是第三个启动的设备。而如果将 NA 设置为 2，备用设备不会启动，

除非两台活动设备的其中一台出现故障。 

 

见以下参数的解释： 

 

7.6.8 NA：活动设备 

7.6.9 NC：同步运行设备 

7.6.10 IC：备用设备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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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 目录中有一套由两台设备组成的增压机组。DAB 增压机组如图 21 所示。 

 

 

9.4.12 无线控制 

 

如 9.4.3 所述，设备可以通过专门的无线通道相互连接。因此，可以通过远程模

式收到的信号，控制设备的特殊操作。例如，根据漂浮物提供的水箱液位，可以

命令设备自吸；通过计时器收到的信号，可以将设定值从 SP 变为 P1 以供自吸； 

这些设备发出或收到的信号可以通过控制元件来管理。该控制元件可以从 DAB

目录上单独购买。 

 

 

 

 

10. 维修 

 

 

开始任何操作前必须断开电源。 

设备无需日常维护。 

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存放一段时间内不使用的设备之前进行的设备排空

操作），需要进行一些专用维护，操作指导如下： 

10.1 附件工具 

 

DAB 随产品提供了附件工具，可用于设备的安装和特殊维护操作。 

附件工具置于技术分隔区内，由三把钥匙组成： 

 

1 - 带六边形的金属钥匙（图 22-1）； 

2 - 扁平的塑料钥匙（图 22-2）； 

3 - 圆柱形塑料钥匙（图 22-3）； 

 

钥匙“1”依次插入钥匙“3”的“D”端。塑料钥匙“2”和“3” 是通过连接器（图 22-A）连

在一起的，初次使用时，必须将它们分开（图 22-A）： 

 

 

断开连接器“A”，小心去除留在 2 把钥匙上的切割残留物，以免留下任何

可能导致损害的锋利部位。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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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2.2 所述，钥匙“1”用来固定交互面板的

方向。如果钥匙丢失或损坏，可以用标准的

2mm 内六角扳手进行操作。 

 

两把塑料钥匙分开后，将钥匙“2”插入钥匙“3”

的其中一个孔“B”中，可以选择操作最方便的一

个。这就合成了一把多功能十字钥匙，4 端都

有相应的功能。 

 
 

 

使用十字钥匙时，务必将不用的钥匙“1”放置在安全的地方，以免丢失，

或在操作完成后，将其放回钥匙“3”的内部。 

 

“C”端的使用： 

可以用作一把直嘴螺丝刀，尺寸

正好适合设备主接线盖（1”和

1”1/4），可以在以下情况使用：首

次安装时将盖子从想要连接的设

备口上取下；水平安装的注水过

程；接入止回阀……如果钥匙丢

失或损坏，可以用合适尺寸的平

口螺丝刀进行同样的操作。 

 

 

 

“D”端的使用：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适用于垂直安装时取下

盖子给设备注水。如果钥匙丢失或损坏，请

参考上述方案。 

 

 

图 22 

图 23 

 

图 24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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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端的使用： 

可以用作一把平口螺丝刀，尺寸正好适合电机

轴盖。如果安装了设备的快速连接接口（参见

15.3 部分），可以用此端来触碰断开连接的按

键。如果钥匙丢失或损坏，可以用合适尺寸的

直嘴螺丝刀进行同样的操作。 

 
 

“F”端的使用： 

该工具的功能是维修止回阀。10.3 部分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10.2 排空设备 

 

如果想将设备中的水排出，请按以下操作： 

1 – 断开电源； 

2 – 打开设备旁边的输送阀门，尽可能排空内部压力； 

3 – 如果设备的下游有止回阀（建议安装），将其关闭，不让设备和首

先打开的阀门间的水排出； 

4 – 在最接近设备的位置中断吸水管（建议在设备的上游安装止回阀），

保证不排空整个吸水系统； 

5 – 卸下排水盖（图 1，E 面），把里面的水排出（大约 2.5L）； 

6 – 被止回阀阻断的留在输送系统下游的水可以在断开设备后，或将第

二输送管（如未使用）的盖子取下后排出。 

 

 

尽管设备已基本排空，但无法将所有水排出。 

设备排空后，在处理设备的时候可能会有少量水流出。 

 

10.3 止回阀 

 

设备配有正常运行所需的集成止回阀。如果水中含有固体或沙粒，可能会导致阀

门故障，进而导致设备故障。建议使用淡水和在吸水端安装过滤器。如果发现止

回阀异常运行，可以按以下步骤将止回阀从设备上取出并清洁和/或替换： 

 

1 – 卸下阀门盖（图 27）； 

2 – 将辅助十字钥匙插入“F”端（10.1 部分），用挂钩抓住穿孔的卡扣

（图 27）； 

3 – 不旋转取出：这个操作需要用力。支撑待维修阀门的套筒可以在此

时取出。套筒保持在钥匙上（图 27）； 

4 – 将套筒从钥匙上取下：将套筒和钥匙互相推压便可以解开挂钩，这

时将套筒从旁边滑下（图 27）； 

5 – 用自来水清洗阀门，注意勿使其损坏。如有必要，可更换止回阀； 

6 – 将完整的套筒推回原位：该操作需要用足够的力量压紧两个 O 型圈。

如有必要，用十字钥匙的“D”端帮助推进。不要用“F”端，不然挂钩会

再次钩在套筒的卡扣上，无法解开（图 27）； 

7 – 旋紧盖子：如果套筒没有正确归位，可旋转盖子来完成归位（图 27）。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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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套筒在原位上固定了很长时间和/或出现沉积，取下套筒所需的力量

可能会损坏附件工具。这种情况是有意为之，因为损坏工具总比损坏套

筒好。如果钥匙丢失或损坏，可以用钳子进行相同的操作。 

 

 

如果在维修止回阀的过程中一个或多个 O 型圈丢失或损坏，必须要进行

更换，否则设备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10.4 电机轴 

 

设备的电子控制系统能保证平稳的启动，防止对机械零件加压过度，从而延长设

备的寿命。在特殊情况下，该特点可能会导致水泵启动问题：处于非活动状态一

段时间后，设备可能已排空，水中溶解的盐可能沉淀，在水泵的活动件（电机轴）

和固定件间形成钙化，从而增加了启动时的阻力。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手动将

电机轴和钙化物分离。这种操作对该设备是可行的，因为可以从外部接触到电机

轴，在轴的末端有一个凹槽。步骤如下所示： 

 

1 – 卸下电机轴盖，如图 27； 

2 – 将直嘴螺丝刀插入电机轴上的凹槽内，向 2 个方向拧动； 

3 – 如果能自由转动，设备可以启动； 

4 – 如果卡住无法转动，不能手动移除，请联系技术服务部门。 

 

10.5 压力罐 

 

检查和调节压力罐的气压以及更换破裂的压力罐可参见 1.2 部分。 

 

11.更新 e.Sybox 固件 

 

11.1 综述 

本章阐述了如果 e.sybox 或 e.sylink 有新固件时，如何更新一个或多个 e.sybox

设备。 

如手册中 9.4.2 部分所述，要在无线连接设置的泵组中使用 e.sybox，e.sybox

固件版本必须全部相同。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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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创建的泵组中 e.sybox 设备的版本不同，需要通过更新来匹配所有版本。如

果新硬件有新增功能或者可以解决现有问题，可以通过更新实现。 

 

下文使用的定义： 

主动装置：e.sybox 中用于载入固件的装置。该功能可以通过 e.sybox、e.sylink

或 e.sybox 中用于载入固件的其他任何设备实现。 

从动装置：接受固件更新的 e.sybox 

 

11.2 更新固件 

固件可以通过其他 e.sybox 或 e.sylink 更新。根据现有的固件版本和可用于编程

的设备（e.sybox 或 e.sylink），可以采用不同的程序。固件更新过程中，相关

e.sybox 和 e.sylink 无法启动泵功能。 

更新过程中，从动 e.sybox 显示信息“LV 载入程序 v2.x”和提示更新进度的进

度条。 

更新大概需要 1 分钟。该阶段结束后，e.sybox 会重启。 

e.sybox 重启后，建议检查预期的固件是否已安装，即检查“用户菜单”下“VE

页面”的固件版本区域“SW V.”。 

如果出现问题，且固件没有成功安装，请根据各个程序的描述解决问题。 

 

11.2.1 多个 e.sybox 之间的更新 

e.sybox30 与 esybox50 之间的更新无条件限制。 

e.sybox设备更新只有在其中一个 e.sybox的固件为 4.00版本或更高版本时可行。 

有 3 种更新方式： 

 手动：e.sybox 30/50 手动更新无条件限制， e.sybox 手动更新要求主动装

置的固件为 4.00 版本或更高版本。不需要连接 e.sybox。 

 自动：e.sybox 30/50 自动更新无条件限制， e.sybox 自动更新要求两个待

更新的 e.sybox 设备的固件为 4.00 版本或更高版本。需要连接 e.sybox。 

 半自动：e.sybox 30/50 不适用；e.sybox 半自动更新要求主动装置的固件为

4.00版本或更高版本，且从动装置的固件版本低于4.00。需要连接e.sybox。 

 

11.2.1.1 手动更新 

要求 

 每次在 2 个 e.sybox 设备间进行 

 e.sybox 30/50 无条件限制， e.sybox 要求主动装置的固件为 4.00 版本

或更高版本。 

 作为从动装置的 e.sybox 的固件版本不限 

 主动装置的固件版本必须大于或等于从动装置的版本 

 不需要设备连接 

 如果有多个 e.sybox 设备待更新，需要逐次重复操作 

 

操作过程 

1. 断开待更新 e.sybox 的电源，等待显示器关闭。 

2. 选择作为主动装置的 e.sybox，进入技术支持菜单下的 FW 页面，按下

[+] 键。 

3. 选择待更新的 e.sybox，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  和 [-] 键以供电，

直至更新页面出现。 

4. 等待更新成功完成，两台机器重启。 

 

问题解决 

如果更新不成功，重复以上步骤。 

 

11.2.1.2 自动更新 

要求 

 每次在 2 个 e.sybox 设备间进行 

 e.sybox 要求主动装置的固件为 4.00 版本或更高版本。e.sybox 30/50

对此无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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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从动装置的 e.sybox的固件为 4.00版本或更高版本。e.sybox 30/50

对此无条件限制。 

 主动装置的固件版本必须大于或等于从动装置的版本 

 设备需要相互连接 

 如果有多个 e.sybox 待更新，需要逐次重复操作 

 

操作过程 

1. 连接设备（见 7.5.5 部分）。两台 e.sybox 设备上都会弹出以下对话框： 

 

    x.y 的位置会显示 e.sybox 的固件版本。 

2. 在两台机器上同时按下[+] 键。 

3. 等待更新成功完成，两台机器重启。 

 

问题解决 

如果更新不成功，尝试更新的设备（从动装置）会处于不一致状态，无法自动更

新。这时更新程序必须手动完成。 

 

11.2.1.3 半自动更新 

e.sybox 30/50 不适用；e.sybox 要符合以下条件。 

要求 

 每次在 2 个 e.sybox 设备间进行 

 作为主动装置的 e.sybox 的固件为 4.00 版本或更高版本。 

 作为从动装置的 e.sybox 的固件版本必须低于 4.00。 

 需要设备相互连接 

 如果有多个 e.sybox 设备待更新，需要逐次重复操作 

 

操作过程 

1. 连接设备（见 7.5.5 部分）。 

更早固件版本的 e.sybox（从动装置）显示如下： 

 

固件版本为 4.00 或更高的 e.sybox 显示如下： 

 

x.y 的位置会显示 e.sybox 的固件版本。 

2. 在主动装置上按下[+] 键（固件为 4.00 版本或更高版本的设备） 

3. 断开待更新从动 e.sybox 的电源，等待显示器关闭。 

4. 在从动 e.sybox 上，同时按下模式键 [MODE]  和 [-] 键以供电，直至

更新页面出现。 

5. 等待更新成功完成，两台机器重启。 

 

问题解决 

如果更新不成功，尝试更新的设备（从动装置）会处于不一致状态，无法再次自

动更新。这时更新程序必须手动完成。 

  

不同固件版本的关联 

V x.y 

 

按下+更新 不同固件版本的关联 

V x.y 

 

按下+更新 

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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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通过 e.sylink 更新 e.sybox 

e.sybox 也可以通过 e.sylink 更新。具体操作请参阅 e.sylink 手册。 

 

12 – 故障检修 

 

 

开始寻找故障前，应将水泵的电源断开（将插头从插座上拔下）。 

 

解决典型问题 

 

故障 LED 可能原因 解决方案 

水泵无法

启动。 

红灯：不亮 

白灯：不亮 

蓝灯：不亮 

没有电。 检查插座是否有电压，并重

新插上插头。 

水泵无法

启动。 

红灯：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电机轴阻断。 参见 10.4 部分（电机轴的维

护）。 

水泵无法

启动。 

红灯：不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设备的压力水平高

于设备重启的压力

水平（参见 3.2 部

分）。 

通过增加 SP 或降低 RP 来

增加设备重启压力水平。 

水泵无法

停止。 

红灯：不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1. 设备泄漏。 

2. 叶轮或水力部分

阻断。 

3. 空气进入吸水

管。 

4. 流量传感器故

障。 

1. 检查设备，找到并排除泄

漏。 

2. 拆开设备，移除障碍物

（技术支持服务）。 

3. 检查吸水管，找到并排除

空气进入的原因。 

4. 联系技术服务部门。 

输送不足 红灯：不亮 

白灯：亮 

1. 抽吸深度太深。 

2. 吸水管阻断或直

1. 随着抽吸深度的增加，产

品的水力性能减弱（水泵描

蓝灯：不亮 径不够。 

3. 叶轮或水力部分

阻断。 

述）。检查抽吸深度是否可降

低。使用更大直径的吸水管

（但不得低于 1”）。 

2. 检查吸水管，找到阻断的

原因（障碍物、干弯曲、逆

斜度……）并解决。 

3. 拆开设备，移除障碍物

（技术支持服务）。 

水泵自行

启动。 

红灯：不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1. 设备泄漏。 

2. 止回阀故障。 

1. 检查设备，找到并排除泄

漏。 

2. 如 10.3 部分所述维修止

回阀。 

打开设备

时水压不

及时。 

红灯：不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压力罐空（气压不

足）或隔膜破裂。 

通过技术分隔区中的阀门来

检查气压。如果检查时有水

流出，则说明压力罐破裂：

技术支持服务。如无水流出，

可以按照 1.2 部分的方程恢

复气压。 

打开设备

时，流量

在水泵启

动前降至

零。 

红灯：不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压力罐中的气压高

于设备启动气压。 

调整压力罐压力或设置 SP

和/或 RP 参数，以满足 1.2

部分的方程。 

显示器显

示 BL。 

红灯：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1. 没有水。 

2. 水泵未自吸。 

3. 设定值无法达到

设置的 RM 值。 

1-2. 给水泵注水，并检查管

子中是否有空气。 

3. 设置设定值能够达到的

RM 值。 

显示器显

示 BP1。 

红灯：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1. 压力传感器故

障。 

1. 联系技术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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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显

示 OC。 

红灯：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1. 吸取过度。 

2. 水泵阻断。 

1. 液体太稠。不要用水泵抽

吸除水之外的液体。 

2. 联系技术服务部门。 

显示器显

示 PB。 

红灯：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1. 电源电压太低。 

2. 电线上电压下降

过度。 

1.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合适。 

2. 检查电源线。 

显示器显

示：按 

[+] 传送

该配置。 

红灯：不亮 

白灯：亮 

蓝灯：不亮 

一个或多个设备的

灵敏参数不匹配。 

在确定有最新和准确参数配

置的设备上按下[+] 键。 

 

13 – 处理 

 

本产品及其部件的处理必须遵守当地的环境法规，并以环保的方式进行；使用当

地的公共或私人废物收集系统。 

 

14. 保修 

如果产品含有材料缺陷或制造缺陷，我们承诺在产品购买的所在国法律规定的保

修期内进行修理或更换。 

在依据说明正确使用的前提下，实质性的制造缺陷或使用材料缺陷均属于保修范

围。 

在以下情况下保修无效： 

 擅自修理装置 

 装置的技术变更 

 使用非原装备件 

 不当使用 

 不恰当的使用，如工业用途 

不包含在保修范围内： 

 易损部件 

提出保修要求时，要向授权技术支持服务商申请，并提供产品的购买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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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39 049 5125000 - Fax +39 049 5125950
www.dabpum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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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uk@dwtgroup.com
Tel.: +44 1279 652 776
Fax: +44 1279 657 727

DAB PUMPS IBERICA S.L.
Avenida de Castilla nr.1 Local 14
28830 - San Fernando De Henares -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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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spain@dwtgroup.com
Ph.: +34 91 6569545
Fax: +34 91 6569676

DAB PUMPS B.V.
Albert Einsteinweg, 4
5151 DL Drunen - Nederland
info.netherlands@dwtgroup.com
Tel.: +31 416 387280
Fax: +31 416 387299

DAB PUMPS B.V.
Brusselstraat 150
B-1702 Groot-Bijgaarden - Belgium
info.belgium@dwtgroup.com
Tel.: +32 2 4668353
Fax: +32 2 4669218

DAB PUMPS INC. 
3226 Benchmark Drive
Ladson, SC 29456 USA
info.usa@dwtgroup.com
Ph. : 1-843-824-6332 
Toll Free : 1-866-896-4DAB (4322)
Fax : 1-843-797-3366

DWT South Africa 
Podium at Menlyn, 3rd Floor, Unit 3001b, 
43 Ingersol Road, C/O Lois and Atterbury, 
Menlyn, Pretoria, 0181 South-Africa 
info.sa@dwtgroup.com 
Tel +27 12 361 3997 
Fax +27 12 361 3137

DAB PUMPEN DEUTSCHLAND GmbH
Tackweg 11
D - 47918 Tönisvorst - Germany
info.germany@dwtgroup.com
Tel.: +49 2151 82136-0 
Fax: +49 2151 82136-36

OOO DAB PUMPS
Novgorodskaya str, 1, bld G, office 308 
127247 Moscow - Russia
info.russia@dwtgroup.com 
Tel.: +7 495 122 00 35
Fax: +7 495 122 00 36

DAB UKRAINE Representative Office
Regus Horizon Park 
4M. Hrinchenka St, suit 147
03680 Kiev. UKRAINE
Tel. +38 044 391 59 43

DAB PUMPS POLAND SP. z.o.o.
Mokotow Marynarska
ul. Postępu 15C 
02-676 Warszawa - Poland
Tel. +48 223 81 6085

DAB PRODUCTION HUNGARY KFT.
H-8800
Nagykanizsa, Buda Ernó u.5
Hungary
Tel. +36.93501700

DAB PUMPS DE MÉXICO, S.A. DE C.V.
Av Gral Álvaro Obregón 270, officina 355
Hipódromo, Cuauhtémoc 06100
México, D.F.
Tel. +52 55 6719 0493

DAB PUMPS CHINA 
No.40 Kaituo Road, Qingdao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PC: 266500 
info.china@dwtgroup.com 
Tel.: +8653286812030-6270

Fax: +8653286812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