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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

控系统；n个泵自液体通道的入口至出口依次均

匀布置将液体通道分隔为n+1个区域；n个检测模

块分别用于检测n个区域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

速；n个调节模块分别用于调节n个泵的工作功

率；控制模块对n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进行

分析，且根据分析结果指令控制n个调节模块动

作。本发明根据每一个区域内液体平均流速与预

设流速范围的比较结果判断该区域内液体流速

是否偏离预设水平，以及获取与该区域对应的泵

的工作功率是否适宜，再对每一个泵的工作功率

进行针对性的调节，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确保液体通道内整体的液体保持适宜的流速和

动能，提高本系统对整体液体的调控效率和调控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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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液体通道、n个泵、n个检测模

块、n个调节模块、控制模块；

n个泵自液体通道的入口至出口依次均匀布置，n个泵将液体通道分隔为n+1个区域，记

为A1、A2、A3……An+1；

n个检测模块分别用于检测A2、A3、A4……An+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记为V1、V2、V3……

Vn；

n个调节模块分别用于调节n个泵的工作功率，且n个调节模块与n个泵一一对应；

控制模块，与n个检测模块、n个调节模块通信连接；

控制模块通过n个检测模块获取n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V1、V2、V3……Vn，并对平均流

速V1、V2、V3……Vn进行分析，且根据分析结果指令控制n个调节模块动作；

控制模块内存储有预设流速范围，当第j个检测模块的检测值Vj超出预设流速范围时，

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和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

其中，1≤j≤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控制模块内存储

有预设流速范围[V11,V22]；

n个调节模块中，每一个调节模块从小至大依次配设有m个功率档位；

控制模块通过第j个检测模块获取Aj+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Vj，当Vj<V11时，控制模块

指令控制第j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个泵至高一级功率档位、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

第j+1个泵至高一级功率档位；当Vj>V22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

个泵至低一级功率档位、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1个泵至低一级功率档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n个检测模块中，

任一个检测模块均包括多个检测单元，多个检测单元的安装位置均不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其特征在于，任一个检测单元

至少包括一个流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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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泵调控系统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泵是输送流体或使流体增压的机械。它将原动机的机械能或其他外部能量传送给

液体，使液体能量增加。泵主要用来输送水、油、酸碱液、乳化液、悬乳液和液态金属等液体，

也可输送液、气混合物及含悬浮固体物的液体。在化工和石油部门的生产中，原料、半成品

和成品大多是液体，而将原料制成半成品和成品，需要经过复杂的工艺过程，泵在这些过程

中起到了输送液体和提供化学反应的压力流量的作用。当液体通道较长时，单个泵的动能

输出难以满足大量液体的需求，若单纯加大该泵的工作功率，不仅难以保证液体通道出口

处液体的流速和扬程，而且会造成能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

统。

[0004] 本发明提出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包括：液体通道、n个泵、n个检测模

块、n个调节模块、控制模块；

[0005] n个泵自液体通道的入口至出口依次均匀布置，n个泵将液体通道分隔为n+1个区

域，记为A1、A2、A3……An+1；

[0006] n个检测模块分别用于检测A2、A3、A4……An+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记为V1、V2、

V3……Vn；

[0007] n个调节模块分别用于调节n个泵的工作功率，且n个调节模块与n个泵一一对应；

[0008] 控制模块，与n个检测模块、n个调节模块通信连接；

[0009] 控制模块通过n个检测模块获取n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V1、V2、V3……Vn，并对

平均流速V1、V2、V3……Vn进行分析，且根据分析结果指令控制n个调节模块动作。

[0010] 优选地，控制模块内存储有预设流速范围，当第j个检测模块的检测值Vj超出预设

流速范围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和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

[0011] 其中，1≤j≤n。

[0012] 优选地，控制模块内存储有预设流速范围[V11,V22]；

[0013] n个调节模块中，每一个调节模块从小至大依次配设有m个功率档位；

[0014] 控制模块通过第j个检测模块获取Aj+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Vj，当Vj<V11时，控制

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个泵至高一级功率档位、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

调整第j+1个泵至高一级功率档位；当Vj>V22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

第j个泵至低一级功率档位、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1个泵至低一级功率档位。

[0015] 优选地，n个检测模块中，任一个检测模块均包括多个检测单元，多个检测单元的

安装位置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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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任一个检测单元至少包括一个流速传感器。

[0017] 本发明提出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利用多个泵将液体通道分隔为多个

区域，并对每一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进行采集和分析，通过将其平均流速与预设流速

范围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区域内液体流速是否偏离预设水平，进而根据判断结果来获取与该

区域对应的泵的工作功率是否适宜，最后再对上述泵的工作功率进行针对性的调节，使其

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为流经其的液体提供适宜的能量，从而确保液体通道内整体的液体保

持适宜的流速和动能，提高本系统对整体液体的调控效率和调控效果。进一步地，本发明为

每一个泵配设有多个工作档位，且根据每一个泵对应的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来判断泵提

供的能量是否适宜，并根据判断结果动态的增加或减小每一个泵的工作功率，针对性地提

高对每一个泵的调控效果，从而保证对液体通道内液体的调控效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所示，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

[0020] 参照图1，本发明提出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包括：液体通道、n个泵、n

个检测模块、n个调节模块、控制模块；

[0021] n个泵自液体通道的入口至出口依次均匀布置，n个泵将液体通道分隔为n+1个区

域，记为A1、A2、A3……An+1；

[0022] n个检测模块分别用于检测A2、A3、A4……An+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记为V1、V2、

V3……Vn；

[0023] n个调节模块分别用于调节n个泵的工作功率，且n个调节模块与n个泵一一对应；

[0024] 控制模块，与n个检测模块、n个调节模块通信连接；

[0025] 控制模块通过n个检测模块获取n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V1、V2、V3……Vn，并对

平均流速V1、V2、V3……Vn进行分析，且根据分析结果指令控制n个调节模块动作。

[0026] 具体地：

[0027] 控制模块内存储有预设流速范围[V11,V22]，当第j个检测模块的检测值Vj超出预设

流速范围时，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和第j+1个调节模块动作；

[0028] n个调节模块中，每一个调节模块从小至大依次配设有m个功率档位；为每一个调

节模块设置m个功率档位，可以动态地对每一个泵的工作功率进行增加和降低，针对性地提

高每一个泵的作用效果；

[0029] 控制模块通过第j个检测模块获取Aj+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Vj，当Vj<V11时，表明

Aj+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偏低，有可能是第j个泵的作用力度较低，也有可能是第j+1个泵

的作用力度较低，此时为提高欲离开Aj+1区域的液体的流速、以及将要进入Aj+1区域的液体

的流速，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个泵至高一级功率档位、第j+1个调

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1个泵至高一级功率档位，通过增加第j个泵和第j+1个泵的工作功率，

使后续流入Aj+1区域的液体能够在调整后的第j个泵和第j+1个泵的作用下保持适宜的流

速，从而将液体通道内整体液体的流速控制在适宜范围内，同时保证对每一个泵的作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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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0030] 当Vj>V22时，表明Aj+1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偏高，有可能第j个泵的作用力度较

高，也有可能是第j+1个泵的作用力度较高，为保证流经第j个泵和第j+1个泵的液体的适宜

流速，控制模块指令控制第j个调节模块动作调整第j个泵至低一级功率档位、第j+1个调节

模块动作调整第j+1个泵至低一级功率档位，通过降低第j个泵和第j+1个泵的工作功率来

降低第j个泵和第j+1个泵提供的能量，防止流经第j个泵和第j+1个泵的液体的速度进一步

增加，全面保证液体通道内整体液体的平均流速；

[0031] 其中，1≤j≤n。

[0032] 通过上述调控过程，可根据每一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来判断每一个泵的工作

功率是否适宜，且在不适宜时及时调整泵的工作功率，使每一个泵保持适宜的工作力度，从

而保证每一个泵的工作效率。

[0033]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n个检测模块中，任一个检测模块均包括多个检测单元，多

个检测单元的安装位置均不相同；以从不同位置和不同角度对每一个区域内液体的流速进

行采集和分析，有利于提高对每一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检测的全面性和针对性；且任

一个检测单元至少包括一个流速传感器，进一步确保每一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检测的

有效性。

[0034] 本实施方式提出的分区域检测的泵运行调控系统，利用多个泵将液体通道分隔为

多个区域，并对每一个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进行采集和分析，通过将其平均流速与预设

流速范围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区域内液体流速是否偏离预设水平，进而根据判断结果来获取

与该区域对应的泵的工作功率是否适宜，最后再对上述泵的工作功率进行针对性的调节，

使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为流经其的液体提供适宜的能量，从而确保液体通道内整体的液

体保持适宜的流速和动能，提高本系统对整体液体的调控效率和调控效果。进一步地，本实

施方式为每一个泵配设有多个工作档位，且根据每一个泵对应的区域内液体的平均流速来

判断泵提供的能量是否适宜，并根据判断结果动态的增加或减小每一个泵的工作功率，针

对性地提高对每一个泵的调控效果，从而保证对液体通道内液体的调控效率。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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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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