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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声明 

我们格兰富声明，我们独立地对与本声明有关的MD1型和 MDV型产品符合欧盟的以下有关指令，这些指令

近似于欧盟成员国的法律。 

－ 机械（98/37/EC）。 

所用标准：EN ISO 12100 

－ 电磁兼容性（89/336/EEC）。 

所用标准：EN 61,000-6-2 以及 EN 61,000-6-3。 

－ 用于特定电压限值内的电气设备（73/23/EEC）[95]。 

所用标准：EN 60 335-1、EN 60 335-2-41 与 EN 60 034。 

－ 建筑产品（89/106/EEC） 

所用标准：EN 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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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安装之前，应仔细研究本安装和操作

说明书。安装和操作还应符合当地法规和公

认的良好行为规范。 

1、概述 
格兰富 MD1 和 MDV 马提力的提升站用于收集和

抽吸下水道液面无明流的废水。MD1 与 MDV 马提

力提升站由带有液位传感器的收集槽、泵、LCD 110 
控制器以及连接软管组成。各部件分别交货。见图1。 

 
图1 Gruncifos MDY 马提力提升站举例 

位置 规格 
1 LCD 110 控制器  
2 铭牌，控制器 
3 带盖子的液位传感器 
4 出水口  
5 叉管* 
6 隔离阀*  
7 止回阀*  
8 泵的水平安装托架  
9 铭牌，泵  

10 泵 
11 固定点  
12 收集槽 
13 水平进口 
14 竖向进口 
15 连接并联集液罐的水平接头  

* 附件 

1.1 应用 

格兰富 MD1和MDV 马提力提升站用于收集和抽吸： 

 废水 
 含有污泥的水 
 含有粪便的生活废水 

MD1 与 MDV 马提力提升站可处理直径尺寸分别

高达80毫米与65毫米的固体，包括含有纤维、纺织物、

粪便等的液体。这就使得这类提升站可以适用于收集

和抽吸医院、工业企业、住宅区、宾馆、餐馆、学校

等等的地下底层水道底下的废水。提升站包括两台

泵，全部由 LCD 110 控制器进行控制。 

 马提力提升站        泵的类型 
   MD1             带有导槽叶轮的SE1泵 
   MDV            带有超级涡流叶轮的SEV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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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输与贮存 
如果长期贮存，泵和泵控制器必须要防止受潮、防止高温。 
泵经过长期贮存之后，在投入使用之前，应该进行检

查。确保叶轮能够转动自如。 
用泵上的油螺杆检查油液中是否含水。对于详细信

息，请参见泵的安装与使用说明。 
对于详细信息，请参见泵的安装与使用说明。 

3、产品说明 
对MD1和MDV马提力提升站的说明可分为以下几节： 
 第4节，带有收集槽、泵和液位传感器的提升站描述 
 第5节，LCD110 控制器及其功能的描述。在第六

节：安装以及后面的几节中，根据需要将这些部

件进行描述。 
4、提升站 
气密性和水密性提升站带有两个泵。提升站的组成包括： 

一个或两个400升的收集槽和一个手动隔膜泵，收集

槽上面带有所有必需的接口：进口管接口、排出管接

口、通风管，手动隔膜泵是一个附件。 
 两台带有水平安装托架的三相污水泵  
 软管连接件 
 连接法兰盘 
 带有液位传感器的LCD 110 控制器 
提升站 多可以带三个收集槽，必须在安装现场组

装。提升站具有一个竖向进口和三个水平进口。三个

水平进口的中心，位于地面之上700 毫米处。提升站

有一个收集槽时，使用水平进口。 
 竖向进口可以连接到直径为 ø110 毫米的 PVC 管。 
 水平向进口可以连接到直径为ø160毫米的PVC管。 
两个水平接头的中心位于地面之上 178 毫米处。收

集槽并联时，用接头连接。 

类型关键代码，MD1 与 MDV 马提力提升站： 
代码 举例 M D 1 .80 .100 .15 .4 .5 0D/ 400 -2 

M 类型范围： 
马提力提升站            

D 泵的数量： 
两台泵            

1 
V 

叶轮类型： 
单通道叶轮 
旋涡叶轮（超级涡流） 

           

80 球形通道： 
固体的 大尺寸 [毫米]            

80 泵的排出口管接头的管螺纹： 
泵排出口的名义直径 80 [毫米]            

40 功率： 
电机功率输出 P2/100 [瓦]            

2 
4 

极数： 
2-极，3000/分钟，50 赫兹 
4-极，1500/分钟，50 赫兹 

           

5 频率： 
50 赫兹            

 
0D 
1D 
0E 
1E 

电压与启动方法： 
380-415 伏，DOL，50 赫兹 
380-415伏，Y/D，50 赫兹 
220-240 伏，DOL，50 赫兹 
220-240 伏，Y/D，50 赫兹 

           

400 收集槽的尺寸： 
升数            

[] 
2 

收集槽的数量： 
一个收集槽 
两个收集槽 

           

 

4.1 收集槽 
MD1和MDV马提力的收集槽的容量和有效容量（起

动和停止之间的容量）见下表： 
收集槽的数量  1  2  3  

收集槽容量 [升]  400  800  1200  

大流入量 [每秒升]  9  17,5  26  
有效容量 [升]  150  300  450  
 

提升站有两个泵，这样万一泵发生故障时可提供一个备

用泵，或者当进入量超过泵的能力时提供附加的泵性能。 
收集槽内的容纳物由检验盖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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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泵 

泵为带有水平安装托架的标准污水泵。MDV 马提力

泵。对于详细信息，请参见泵的安装与使用说明。 

 
图2 铭牌，泵 

位置 规格 
11 通告本体 

21 防爆标志，X为符合IEC 60079-15 可用于防

爆设备的特殊要求 
3 型号名称 

4 型号说明，改进阶段，产品号，生产地，年

代，周，系列号 
5 大水头 [米]  
6 保护等级 
7 大安装深度 [m] 
8 相数 
9 频率 [赫兹]  

10 速度 [分钟-1]  
11 电机输入功率 P1 [千瓦]  
12 电机输出功率 P2 [千瓦]  
13 机架尺寸  

141 许可证标准，X为符合ATEX 可用于防爆设

备的特殊要求 
15 生产代码（年/周） 
16 大流量[每小时立方米]  
17 大液体温度［℃］ 
18 绝缘等级 
19 功率因数 
20 额定电流 1 
21 额定电压 1 
22 额定电流 2 
23 额定电压 2 
24 重量  

1 MD1 与 MDV 马提力提升站没有使用防爆电机。 

4.3 液位传感器 

液位传感器由四个压力传感器组成。液位传感器还可

以起到收集槽顶部盖子的作用。  

在使用超过一个收集槽的提升站里，液位传感器必须

安装在与进口相连的收集槽上。  

从液位传感器到控制器的电缆，与一个均衡液位传感

器中压力的空气软管结合在一起。软管通控制器的地

方不得盖住。 

5、LCD 110 控制器  

LCD 110 控制器控制 MD1 与 MDV 马提力提升站

泵的运行。 
类型关键代码 LCD 110 

 

 

 

 

 

例子 

LCD = 双泵控制器

110 = 类型

相电压 [伏]
3 = 三相

泵 大工作电流[安培]

铭牌，LCD110控制器 

 
图3 铭牌，LCD 110 控制器  

位置 规格 
1 型号名称 
2 产品编号 
3 型别编号 
4 额定电压 
5 功率消耗 
6 大备用保险丝 
7 重量  
8 泵 大输入电流 
9 生产日期 年/周 

10 系列号 
11 电流接触器上的 大电压 
12 电流接触器上的 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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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控制面板 

 
图4 控制面板，CU 214 模块 

位置 规格 

1 第1和第2泵绿色指示灯亮，指示起动延迟

（闪烁）以及泵的运行（持久点亮）。 

2 第1和第2泵红色指示灯亮，指示泵发生故

障，闪烁或持久点亮，见第5.9节。 
3 红色指示灯，表示相位顺序错误。 
4 红色指示灯，显示普通报警。 

5 第1泵的ON-OFF-AUTO选择开关，三个位

置，见第5.7节。 

6 第2泵的ON-OFF-AUTO选择开关，三个位

置，见第5.7节。 

7 复位按钮，按钮用于外部报警装置以及内置

蜂鸣器的报警信号的手动复位，见第5.7节。

8 橙色指示灯，由液位传感器触发，用于指示

普通停机。 

9 橙色指示灯，由水平传感器触发，用于指示

第1泵的起动。 

10 橙色指示灯，由水平传感器触发，用于指示

下一个泵的起动。 

11 橙色指示灯，由液位传感器触发，用于指示

高位报警器。高液面报警时，指示灯闪烁。

12 绿色指示灯，指示电源已经接通。 

5.2 应用 

LCD 110控制装置可以： 

 以来自液位传感器的水平面信号为根据，控制两

台泵 
 自动换泵（平均分配两个泵的工作时间） 
 在长时间静止过程中选择自动试运行（每24个小

时） 
 主电源发生故障时的电池备份（某些型别的附件） 
 启动延迟，从 0 到 255 秒（任选）自动报警复

位选择 
 设定与实际运行状态相配的停止延迟 
 液体液位的指示 

 报警指示，当出现：液面高度超过规定，过载（通

过电机保护继电器），温度过高（通过电机上的

热控开关），相位顺序错误时。 
在标准配置中，LCD 110 有一个用于普通报警的报

警输出，一个专门用于高液面报警的报警输出。此外，

控制器带有一个蜂鸣器。 

5.3 工作方式 

参见第6.5节 配线图。 

泵由收集槽中的液面水平控制，见图 5。 

图5 收集槽中的液面水平 

位置 规格 

1 液面传感器可以使两台泵停止工作。可以改

变停机延迟，见第5.4 节 双列直插式开关。

2 液面传感器启动第一台泵。  
3 液面传感器启动下一台泵。  
4 顶面传感器启动高液面报警。  

5.4 双列直插式开关 

CU 214 模块右角底部带有一个 10-极 双列直插式

开关，见图6。 

 
图 6  带有双列直插式开关的CU 214 模块 

5.4.1 双列直插式开关的出厂设置 

双列直插式开关在出厂前设定，如图图7 所示。 

 
图7 双列直插式开关的出厂前设置 

出厂设置的操作 

 没有自动试运行 
 没有后期流量 
 手动报警复位 
 自动重新起动。 

7 



 

5.5 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 
注：双列直插式开关不能设置为不同于本节所描述的

其他开关组合。 
注：在设置过程中，控制器必须一直与电路断开达至

少一分钟，以确保在对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之后

的起动过程中获得正确的配置。 
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提供了以下可能： 
 选定起动延迟和自动试运行（开关4） 
 停止延迟的设定（开关5、6和7）， 
 自动警报复位的选择(开关9) 
 自动重新起动的选择（开关10）。 
每一个双列直插式开关（1到10）都可以设置位置OFF或ON。 
按如下说明对开关1到10进行设置： 

• 开关 1，2 和 3，应用型号： 
当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的时候，控制器必须

关断至少一分钟！ 

这种设置决定了实际应用类型。 

• 开关4，启动延迟和自动试运行（只有在电池备用

的情况下）：  
当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的时候，控制器必须

关断至少一分钟！ 
 

 

对于该设置，当液体液位足够高时，在通电

之后起动延迟在0到255秒范围内（随机）。 
每 24小时进行自动试运行。 

 

 

在通电之后，如果液体液位足够高的话，泵

将立即起动。 
没有自动试运行。 

• 开关 5，6 和 7，停机延迟： 
当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的时候，控制器必须

关断至少一分钟！ 
停止延迟是指从给出停机信号一直到泵停止的这

段时间。 
一定要确保泵不能干转。 

0秒 
 

60秒 
 

15秒 
 

90秒 
 

30秒 
 

120秒 
 

45秒 
 

180秒 
 

• 开关 8： 
当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的时候，控制器必须关

断至少一分钟！ 

 
开关 8 没有与实际应用相关的功能，但是

必须要保持该设置。 
• 开关 9，自动报警复位： 
当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的时候，控制器必须关

断至少一分钟！ 

 该设置保证外部报警装置和内置蜂鸣器的

报警信号的复位。然而，只有当引起故障的

原因不再出现时才能对报警信号进行复位。

 对于该设置，必须采用复位按钮对报警信号

进行手动复位（复位按钮的说明见第5.7节复

位按钮和ON-OFFAUTO选择开关）。 
• 开关 10，自动复位： 
当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改变的时候，控制器必须关

断至少一分钟！ 
 在电机热控开关将泵切断后，这种设置可以

自动进行重新启动。当泵已经冷却到正常温

度时，重新启动才能进行。 
 
 

 

在这种设置下，电机热控开关将泵切断以

后，必须用手动重新启动泵。要重新启动泵，

按压选择器开关  ON-OFF-AUTO 到位置

OFF 持 续 一 会 儿 （ 对 于 选 择 器 开 关

ON-OFF-AUTO 的描述，见5.7复位按钮与
选择器开关 ON-OFF-AUTO ）。 

5.6 电池备用功能 
备用电池可作为附件供货。 
如果模块 CU 214 安装一个备用电池，当控制器LCD 
110 的正常电源发生断电时，就会执行以下功能（同

样参见下面的插图）： 
 普通报警激活，红色指示灯变亮－不能复位！ 
 如果普通报警的外部报警装置由外部电源给电的

话，那么该装置将被激活－不能通过采用复位按

钮进行复位！ 
 内置蜂鸣器被激活－能够通过采用复位按钮进行复位！ 
 如果液体液位升高超过高位报警的液位的话，顶

部的橙色指示灯将会闪烁，而从顶部数第二个橙

色指示灯将会持久点亮。 
 如果选择两起动延迟功能和自动试运行的话（双

列直插式开关的开关4），在接通电源之后，如果

液体液位足够高的话，将会延迟起动，见第5.5节
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 

下表给出了如果控制器LCD 110发生断电而连接了

备用电池的话，将会出现的情形： 
= 指示灯灭。 
= 指示灯亮。 
= 指示灯闪烁。 

主电源故障，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绿色指示灯（接通电源）灭。 

 主电源故障及高液位报警：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顶部的橙色指示灯闪烁。 
 顶部的第二个橙色指示灯亮。 
 绿色指示灯（接通电源）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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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复位按钮和 ON-OFF-AUTO 选择开关  

 

复位按钮是一个用于外部报警装置和内置蜂鸣器报警信号手动复位的按钮（即，由于是采

用ON-OFF-AUTO选择开关进行复位，所以不对报警存储器进行复位，见位置OFF（ ））。 
即使故障状态仍然存在，当按下复位按钮时，外部报警装置和内置蜂鸣器仍会被复位。 

 

对于每台泵的ON-OFF-AUTO 选择开关有三种不同的位置： 
ON（|）,顶部位置： 
• 将选择器开关推至这个位置时，泵就会启动（除非电机保护继电器已经将泵切断！）。 
• 如果电动机的热控开关温度过高，泵将会被关断。 
OFF（ ），中间位置： 
• 当选择开关设置在该位置时，泵不能起动。 
• 通过将选择开关推到位置OFF（ ），可以对报警存储器进行复位。报警存储器是已经

消失的故障状态的灯光指示器。如果当选择开关推到位置ON（|）或AUTO（ ）时仍然存

在故障状态的话，报警指示将会立即重新发出。 
AUTO ( ), 底部位置： 
• 泵由水平传感器发出的输入信号控制，且依照选择的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 
• 报警信号将会自动复位。然而，双列直插式开关的开关9可设置为通过复位按钮进行手

动复位，见第5.5节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 
• 当一个特定的故障状态消失时，泵将会自动重新起动。但是，这取决于双列直插式开关，

开关 10 的设置，见第5.5节 双列直插式开关的设置。 
• 当泵在故障状态消失之后自动重新起动时，指示灯仍将继续显示故障状态（警报存储

器），只有将警报存储器复位之后才能消除该指示，见位置OFF（ ）。 

5.8 正常工作状态 
下表给出了典型报警状态的例子。 
1号泵和2 号泵交替运转。例子中显示，2 号泵是首先启动的泵。

 
= 指示灯灭。 
= 指示灯亮。 
= 指示灯闪烁。 

 

收集槽中的液面水平低于 泵的停机液面水平（已设置了停机继电器，见第5.5节）：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收集槽内的液体液位高于第一个泵的起动液位： 
• 泵的启动延迟。= 绿色指示灯闪烁。 
• 底部的2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收集槽内的液体液位高于第一个泵的起动液位： 
• 泵正在工作。绿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2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收集槽内的液体液位高于第2泵的起动液位： 
• 泵的启动延迟。= 绿色指示灯闪烁。 
• 第一个泵在运行中。绿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3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收集槽内的液体液位高于第2泵的起动液位： 
• 泵正在工作。两个绿色指示灯是亮的。 
• 底部的3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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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报警条件 

普通报警触发：红色指示灯，内置蜂鸣器（仅某些

型别） 与进行普通报警的外部 报警装置。 
高位报警触发： 
普通报警（见上述），进行高位报警的外部 报警装

置，顶部橙色指示灯（闪烁），其他橙色指示灯亮

（常亮）。 = 指示灯灭。 
= 指示灯亮。 
= 指示灯闪烁。

下表给出了典型报警状态的例子。 
1 号泵和 2 号泵交替运转。例子中显示，2 号泵是

首先启动的泵。 

 

相序错误（只对于三相型式）： 
• 用于表示相序错误的红色指示灯亮。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在这种状态下，泵不能起动。相位（L1，L2， L3）的顺序必须首先正确。 

 

脏污货损坏水平传感器。收集槽内的液体液位低于泵的停机液位：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第二个橙色指示灯亮。相应的液面传感器脏污或损坏。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电机保护继电器已经切断了第一台泵，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红色指示灯亮。 
• 其它泵正在工作。绿色指示灯亮。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2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电机保护继电器已经冷却下来，第一台泵切断之后，已由手动重新启动。泵重新运行： 
• 泵正在工作。绿色指示灯亮。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红色指示灯亮。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2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可通过复位警报存储器对该报警指示进行复位，见ON-OFF-AUTO选择开关，第5.7节 

 

电机保护继电器已经切断了泵，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红色指示灯亮。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3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在关闭之后，电动机保护继电器已经冷却下来且已经手动复位。泵正在再次工作。 
• 泵正在工作。两个绿色指示灯是亮的。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红色指示灯亮。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3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可通过复位警报存储器对该报警指示进行复位，见ON-OFF-AUTO选择开关，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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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的热控开关已经关断了第一个泵 。电动机还没有重复冷却下来：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红色指示灯闪烁。 
• 其它泵正在工作。绿色指示灯亮。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2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在电机热控开关引起关断之后，第一台泵已经冷却下来了。泵重新运行： 
• 泵正在工作。绿色指示灯亮。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红色指示灯闪烁。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2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可通过复位警报存储器对该报警指示进行复位，见ON-OFF-AUTO选择开关，第5.7节。 

 

电动机的热控开关已经关断了泵 。电动机还没有重复冷却下来：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两个红色指示灯闪烁。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3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在电机热控开关引起关断之后，泵已经冷却下来了。泵正在再次工作。 
• 泵正在工作。两个绿色指示灯是亮的。 
• 用于指示泵发生故障的两个红色指示灯闪烁。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底部的3个橙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可通过复位警报存储器对该报警指示进行复位，见ON-OFF-AUTO选择开关，第5.7节。 

 

高位报警：泵正在工作。 
• 顶部的橙色指示灯闪烁。 
• 其他的橙色指示灯亮。 
• 泵正在工作。两个绿色指示灯是亮的。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已经出现过高位状态，而且此时收集槽内的液体液位此时低于泵的停机液位： 
• 顶部的橙色指示灯闪烁。 
• 普通报警被激活。红色指示灯亮。 
• 接通电力供应绿色指示灯亮。 
可通过复位警报存储器对该报警指示进行复位，见ON-OFF-AUTO选择开关，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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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装 

6.1 一般信息 

在安装MD1和MDV马提力提升站之前，确保遵守所

有的地方性法规，包括通风、通往提升站的通道等。 

注：禁止对提升站进行覆盖。 

提升站周围需足够的空间，以便进行安装和维护。 

在建筑物外大街下所埋的下水道管内高水位情况下，

确保不会产生回流。可以通过安装一个鹅颈管或可逆

水封来防止回流。鹅颈管或可逆水封的 高点必须高

于街道标高。泵的排出管和手动隔膜泵的排出管，如

果有的话，以及排泄泵，如果有的话，低于地面标高

安装，也必须要安装鹅颈管或可逆水封。

 

 
图8 安装示意图，MD1，MDV 马提力提升站 

6.2 机械安装 

6.2.1 收集槽的安装 

使用随收集槽一起提供的罗维套管和螺钉，将收集槽

拧紧在平整的地面上。  
为了便于维修， 好在收集槽的进口侧和排出侧安装

隔离阀。 
进口一侧：DN 100/DN 150。 
排出口一侧：DN 80/ DN100。 
为了避免在排出管内发生沉淀物沉积，管子和提升站

的尺寸应能满足 小为0.7米/秒的流速。对于立管，

则不能低于1.0 米/秒。 
对于 PN 6 PVC 管子，举例来说，需要以下的流速以

满足这些要求： 

公称直径 80毫米 100 毫米  
流速：0.7 米/秒 4.0升/秒 5.9 升/秒  
流速：1.0米/秒  5.6升/秒  8.4升/秒 

注：在安装管路时，必须保证提升站不会受到管路的力。 
提供的连接软管： 
带有两个收集槽的提升站： 

• 1 根 ø160 毫米的连接软管（进口）  
• 2 根 ø110 毫米的连接软管（排出） 
• 1 根 ø70 毫米的连接软管（通风） 
• 1 根 ø50 毫米 的连接软管（用来连接隔膜泵）。 

带有两个收集槽、还可以再增加一个收集槽的提升站： 

• 3 根 ø160 毫米的连接软管（进口及两个收集槽之

间的连接） 
• 2 根 ø110 毫米的连接软管（排出） 
• 1 根 ø70 毫米的连接软管（通风） 
• 1 根 ø50 毫米 的连接软管（用来连接隔膜泵）。 

在提升站的进口侧将提供的挠性连接件（DN 160）安

装在提升站上，并把它与进口管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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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升站配有几根连接管，切去想要连接的端部，

见图9。 

 
图9 切去连接孔的端部 

注：进口管的内径应该与提升站进口的内径相同。 
割掉通风口的盲端，并采用提供的挠性连接件将一个 
ø 70 mm的通风管与收集槽相连接。必须按照当地法

规将通风管引出到室外空气中。 
注：确保进口管、排出管和通风管的重量没有压在收

集槽上。对于较长段的管子、阀门等，必须进行支撑。 
注：禁止站在提升站上。 
如果进口管、排出管和通风管的端部与提升站的口之

间有大约5cm的距离，就能够确保挠性连接件的安全，

请参见图10。 

 
图10 连接软管 

如果提升站超过一个收集槽，液位传感器必须安装在

与进口相连的收集槽上。 

6.2.2 隔膜泵  

作为可选项，手动隔膜泵用于在泵发生故障的情况下

将收集槽排空。为了便于对隔膜泵的维修， 好在收

集槽的口上安装一个1½"英寸的隔离阀。 

6.2.3 排泄泵 

如果 MD1 或 MDV 马提力提升站安装在地窖内或

地下室，有地下水渗漏的危险的话， 好（在某些国

家必须）在地面以下的单独泵坑内安装一个排泄泵。

在图8中的安装简图显示的是：按照有效法律对这种

类型提升站的安装。 
注：收集槽、泵和电缆可能会被泵吸的液体淹没。控

制器不得淹在液体中，而必须安装在干燥而且通风良

好的地方。 

6.3 电气安装 
图13 表示了连接泵电机与 LCD 110 控制器时所要

进行的全部电气连线。 
接线必须按照当地规定进行。 

在对控制器 D110进行任何连接或对提升站

等进行操作之前，必须确保电源已经关断而

且不能被意外接通。 
必须按照适用于所讨论问题的有效法规和

标准对LCD 110控制装置进行连接。 
用于连接电动机和控制器的电缆长度为十米。 
按照当地法规以及第6.4节LCD 110控制器的定位及
安装，与泵相连的控制器要安装在墙上。 
所有LCD 110的电缆/电线安装时都必须要通过Pg电
缆引入装置和垫圈（IP 55）。 
泵的运转电压和频率都标示在泵和泵控制器的标牌

上。电压波动必须在-10%/+6%范围内。确保提升站

适合于安装现场所提供的电源的电压和频率。  
确保相序正确，见第5.1控制面板中的件3. 

大的保险丝见控制器的铭牌以及第12节技术数据

内的表格。 
如果当地法规要求的话，必须要安装一个外部电源开

关。对于MD1 和 MDV 马提力提升站所采用的泵的

电机，在电机绕组内有一个热控开关。当绕组温度过

高时，热控开关可通过控制器断开泵的电源。 
收集槽 

注：当连接热控开关时，必须取掉出厂时安装的短路

跨接线（端子T11-T21，T12-T22）。 
电机保护继电器必须设置到电机额定电流，见泵的铭

牌。提升站不需要额外的电动机保护。 
如果连接泵和控制器的电缆以及供电电缆断开的话，

必须按照图13的配线图进行电气连接。。 
可以将外部的故障指示器与控制器的一个或两个无

电压故障信号输出（无触点）相连。 大负载：250 
VAC, 5 A, AC1。 

6.4 LCD 110 控制器的位置与安装 
在对控制器LCD110进行任何连接或对提升

站等进行操作之前，必须确保电源已经关断

而且不能被意外接通。  
安装必须由经过授权的人员按照当地法规进行。 

6.4.1 安装位置 
LCD110 控制器不得安装有潜在爆炸危险

的地方。 
LCD 110 控制器可以安装在温度范围为 –30°C 至 
+50°C的环境中。 
保护等级：IP 55。  
当室外安装时，LCD 110必须放置在防护棚或橱柜内。 
LCD 110不得暴露在直射的阳光下。 

管道 

密封夹具  软管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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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LCD 110 控制器的安装 

在安装之前，将机壳内的运输保护装置拆掉（如果有

的话）。 

安装 LCD 110 控制器 

• 在平面墙面上安装 

• 使Pg电缆引入装置指向下方 

（如果需要额外的Pg电缆引入装置的话，必须将其安

装在机壳底板上） 

• 将四个螺钉穿入控制柜后面板上的安装孔。.安装孔

必须为 4 毫米的孔。将螺钉插入安装孔，并牢固的

拧紧。将随控制器一起供货的塑料盖装在螺钉上（IP 
55）。 

见图 11 和图 12。 

 
图11 LCD 110 控制器的内部结构 

 
图12 位置2和3下面列出的端子 

见图11和12. 

 
位置 规格 

1 CU 214 模块  

2 电平输入接线盒（11-12，22，32和42）

 接线盒带有：  

3 

• 电机热控开关的输入（T11-T21，
T12-T22） 

• 高液位报警用的外接报警装置的输出

（H1-H2） 
• 普通报警用的外接报警装置的输出

（GA1-GA2）  

4 电机保护继电器，1 号泵和 2 号泵（配

装的触点与热控继电器） 
5 电源接线盒  

6 控制电路保险丝的保险丝座（1到3，取

决于电压/电流变量）。 
7 隔离变压器 
9 Pg 电缆引入装置 

10 地线 (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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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接线图 

 

位置 规格 电缆 端子号码 
1 普通停机 1 12 
2 第一台泵启动 2 22 
3 第二台泵启动 3 32 
4 高位报警 4 42 

公共端 5 11 

 

接线端 
电缆 

U V W T11 T21

7-线 1 2 3 4 6 
10-线 1/2 3/4 5/6 7 9 

 

图13  MD1，MDV 马提力提升站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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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启动 
当提升站已经正确安装并按照当地法规连接，且进行

了控制器设定之后，就可以起动提升站了。 
在泵开始泵吸液体之前，如果可能会对健康

有危险，则必须要按照当地法规对泵、收集

槽等进行彻底的清洁/通风。 
在对控制器LCD110进行任何连接或对提升站进行操作

等之前，必须确保电源已经关断而且不能被意外接通。 
必须要由经过授权的人员进行起动。 
程序与步骤： 
1、在提升站的安装过程中，如果不得不需要将控制

器LCD 110与提升站断开，在断开之前要首先确

保端子是连接的。也参见第6.5节 配线图。 
2、电机保护继电器的设置必须正确。 
3、接通电力供应。 

如果控制器的控制面板指示相序是错误的话，互

换控制柜中的两相。 
4、打开所有的隔离阀。 
5、按压ON-OFF-AUTO选择器开关，到位置ON(|)，

对泵进行试运转， 多一分钟，见第5.7节复位按
钮与 ON-OFF-AUTO选择器开关。 

6、按下ON-OFF-AUTO 选择开关，处于AUTO（ ）

位置，见第5.7节。 
7、向收集槽内供给液体（清洁水），直到泵起动为

止。停止液体供给，并检查收集槽是否空了/液体

液位降到停止液位。 
7.1 旋转方向： 
提升站运转起来以后，检查泵的转动方向是否正确。

用电流表测量安培数，来检查转动方向。转动方向不

对时，电流会很高。 
如果连接控制器和泵的电缆是断开的话，必须遵守第

7节起动中的第一点。  
如果控制器的控制面板指示相序是错误的话，互换控

制柜中的两相。 
8、保养与修理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MD1和MDV马提力提升站所需

的维护 少。 
如果提升站用来抽吸可能对健康有害的液体，

则在对这种提升站进行保养和修理之前，一定

要用清水对提升站彻底冲洗，排出管一定要排

空。分解之后，在水里清洗零件。确定隔离阀

已经关闭。工作必须按照当地规定进行。 
在对控制器LCD110 进行任何连接或对提升

站进行操作等之前，必须确保电源已经关断而

且不能被意外接通。 
正常运行的泵应至少每年检查一次。 
必须遵守当地法规。 
提升站的这些定期检查应该由经授权的人员进行，而

且必须是其他事情之一，包括电气和机械维护。应该

检查如下关键点： 
• 功率消耗 

参见泵标牌。 
• 电缆引入线 

确保电缆引入线能够防水，电缆不得急剧弯曲，也

不得受挤压。 
• 叶轮 

检查叶轮是否有磨损。更换损坏的零件。 
• 轴密封 

检查泵油腔的油液中是否有水分。 
• 球轴承 

检查泵在运转中是否有噪音。 
一般在球轴承损坏，或者电机功能下降的情况下，要

对泵进行彻底检查。这项工作应该由泵的制造厂家，

或者经过授权的维修车间进行。  
对于详细信息，请参见泵的安装与使用说明。 
8.1 机械维护 
• 检查收集槽内可能出现的沉淀物以及/或淤泥。 
• 检查提升站进口侧可能出现的堵塞。典型的堵塞是

较大的固体物。 
• 检查固定系统（阀门等）连接所用的垫片。  
• 检查收集槽有无裂纹或变形。当装配错误时可能会

发生这些问题，从而使收集槽受到过大的应力。 
注：上述清单不是完整的。提升站可能会安装在需要

彻底或定期维护的环境下。 
9、电气维修 
• 检查LCD 110控制柜前部的垫片以及Pg电缆引入装

置的垫片。 
• 检查电缆引入装置。 
• 检查控制器的功能。 
• 检查并清洁液位传感器。浸入水中时，检查功能是

否正确。参见下面的“清洁水平传感器”。 
• 如果LCD 110是安装在侵蚀性特别强的环境下，

好对电动机保护继电器的触点进行检查，从而确定

可能导致腐蚀的化学侵蚀。 
对于典型安装，电动机保护继电器的触点将会工作几

年，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检查。 
注：上述清单不是完整的。LCD 110可能会安装在需

要彻底或定期维护的环境下。 
对水平传感器进行清洁： 
程序与步骤： 
1、按压ON-OFF-AUTO选择器开关至位置OFF ( )，见

第5.7节复位按钮与 ON-OFF-AUTO 选择器开关。 
2、逆时针转动联管螺帽，松开盖子及水平传感器。 
3、小心的将水平传感器从收集槽内提出来。不要提它的电

缆。 
注：盖子必须始终朝上。 

4、检查液位传感器管子上及管子里是否有沉积物。 
5、将所有的沉淀物刮掉。如果需要的话，采用低压的清洁

水对水平传感器进行漂洗，但是不要冲洗传感器管子。 
6、将液位传感器慢慢放低到水里，检查它。 
注：控制器必须欠电压，但是电动机必须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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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检查用于指示液体液位的橙色指示灯是否按照1、
2、3、4的顺序发光。当橙色指示灯4发光时，蜂

鸣器和警报信号继电器将会被触发。 
见第 5.1 节 控制面板与第 5.3 节操作模式 

8、当指示灯的发光顺序正确时，表明水平传感器工

作正确且可以重新安装。 
如果需要将排出管排空，请参见第 7 节起动。 

9.1 被污染的提升站或部件 
注：如果提升站用于有害于健康的液体或有毒的液

体，则其必须按污染分类。  
如果要求格兰富对提升站进行维修，在泵返厂维修之

前，应将泵的工作液体的详细资料告知格兰富。否则，

格兰富可以拒绝接受对提升站的修理。 
对于已经与泵吸液体接触的提升站，在将其返回格兰

富之前必须先对其进行彻底清洁。提升站返厂可能发

生的费用，由客户承担。 
但是，凡要求服务时（不管由谁来做），都必须包括

泵所抽吸的液体是否有害于健康或是否有毒的详细

信息。 

9.2 标识 
要求修理时，应说明所涉及的提升站的代码。分别按

照泵的和控制器的铭牌上说明的产品编号，找到标识

代码。然后在以下表格中找到提升站的标识代码。 

装有 SE1 泵的 MD1 马提力提升站  
 产品编号  MD1 马提力提升站的标识代码 

泵 LCD 110 控制器 马提力 
MD1.80.80.15.4.50D/400 96047533 96102305 96102280 
MD1.80.80.15.4.50E/400 96047541 96102308 96102281 
MD1.80.80.22.4.50D/400 96047549 96102305 96102282 
MD1.80.80.22.4.50E/400 96047557 96102308 96102283 
MD1.80.80.30.4.50D/400 96047565 96102306 96102284 
MD1.80.80.30.4.50E/400 96047581 96102308 96102285 
MD1.80.80.40.4.51D/400 96047597 96102306 96102286 
MD1.80.80.40.4.51E/400 96047605 96102309 96102287 
MD1.80.80.55.4.51D/400 96047613 96102306 96102288 
MD1.80.80.55.4.51E/400 96047621 96102309 96102289 
MD1.80.80.75.4.51D/400 96047627 96102307 96102290 
MD1.80.80.75.4.51E/400 96047635 96102309 96102291 
MD1.80.100.15.4.50D/400-2 96048005 96102305 96102292 
MD1.80.100.15.4.50E/400-2 96048013 96102308 96102293 
MD1.80.100.22.4.50D/400-2 96048021 96102305 96102294 
MD1.80.100.22.4.50E/400-2 96048029 96102308 96102295 
MD1.80.100.30.4.50D/400-2 96048037 96102306 96102296 
MD1.80.100.30.4.50E/400-2 96048053 96102308 96102297 
MD1.80.100.40.4.51D/400-2 96048069 96102306 96102298 
MD1.80.100.40.4.51E/400-2 96048077 96102309 96102299 
MD1.80.100.55.4.51D/400-2 96048085 96102306 96102300 
MD1.80.100.55.4.51E/400-2 96048093 96102309 96102301 
MD1.80.100.75.4.51D/400-2 96048099 96102307 96102302 
MD1.80.100.75.4.51E/400-2 96048107 96102309 96102303 
 

装有 SEV 泵的 MDV 马提力提升站  
产品编号 MDV 马提力提升站的标识代码 

泵 LCD 110 控制器 马提力提升站 
MDV.65.80.22.2.50D/400 96048169 96102305 96102274 
MDV.65.80.22.2.50E/400 96048177 96102308 96102275 
MDV.65.80.30.2.50D/400 96048185 96102306 96102276 
MDV.65.80.30.2.50E/400 96048193 96102308 96102277 
MDV.65.80.40.2.51D/400 96048201 96102306 96102278 
MDV.65.80.40.2.51D/400 96048209 96102309 9610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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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故障检查 

在用提升站开始泵吸液体之前，如果液体可能会对健康有危险，则必须要用清洁水对提升站进行彻

底冲洗并将排出管排空。分解之后，在水里清洗零件。确定隔离阀已经关闭。工作必须按照当地规

定进行。 
在对控制器 LCD 110 进行任何连接或对提升站进行操作等之前，必须确保电源已经关断而且不能被

意外接通。 

故障  原因  排除方法  
a) 无电源。 

无备用电池： 
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 
有备用电池： 
（附件）： 
见第 5.6 节。 

接通电力供应。 
 

b) ON-OFF-AUTO 选择开关处于 OFF（O）

位置，见第 5.7 节。 
将 ON-OFF-AUTO 选择开关推至位置 ON
（I）或 AUTO（O）。 

c) 控制电路的保险丝烧了。 
 

检查并排除原因。更换控制电路的保险丝

（见图 11 中的位置 6）。 

d) 电机保护继电器已经将泵切断（表示泵有

故障的红色指示灯一直亮着，见第 5.9节）。 
检查泵与收集槽。 
 

e) 电机上的热控开关已经将泵切断（表示泵

有故障的红色指示灯闪烁，见第 5.9 节）。 

使泵冷却。在泵冷却之后，泵将会自动重新

起动，除非 LCD 110 已经设为了手动重起，

见第 5.5 节。如果是这样，ON-OFF-AUTO 
选择器开关必须推至位置 
OFF (0) ，并持续很短一段时间。 
如果泵被切断是因为液位传感器太脏，则液

位传感器必须清洗或更换。 
f) 电机保护继电器的控制电路断路，或有故

障（表示泵运转的绿色指示灯一直亮着，

见第 5.1 节）。  

检查控制电路。 
S 

g) 电动机接入线／电源线有缺陷。 检查电动机及电缆。 
h) 水平传感器脏了或发生了故障。 检查电缆与液位传感器。 
i) CU 214 模块损坏。 更换 CU 214 模块。 

1、泵不转 

j) 新的双列直插式开关设置不能正确工作。 将控制器的电源断开一分钟，再接通（正常

过程）。见第 5.5 节。 
a) 水平传感器脏了或发生了故障。 检查电缆与液位传感器。 2、泵的启动和停

止太频繁。 b) 空气软管堵塞。 清除堵塞。 

11、保险丝 

控制器 LCD 110 配有一个细金属保险丝，可用于对

电子设备的保护。如果保险丝损坏了的话，采用相

同型号的保险丝进行更换。控制器内有一个备用的

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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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技术数据  
电源电压 
• 3×220-240 伏 -10%/+6%，50 赫兹，PE。 
• 3×380-415 伏 -10%/+6%/N，50 赫兹，PE。 
参见泵标牌。 
供电系统接地 
用于 TN 系统和 TT 系统。 
额定绝缘电压，U1

4 千伏。 
额定冲击耐压，Uimp 
4 千伏。 
备用保险丝 

LCD 110 控制器 

马提力提升站 电源开关 
【安培】* 

备用 
保险丝 
[安培]* 

MD1.80.80.15.4.50D/400 25 16 
MD1.80.80.15.4.50E/400 40 35 
MD1.80.80.22.4.50D/400 25 16 
MD1.80.80.22.4.50E/400 40 35 
MD1.80.80.30.4.50D/400 40 35 
MD1.80.80.30.4.50E/400 40 35 
MD1.80.80.40.4.51D/400 40 35 
MD1.80.80.40.4.51E/400 80 50 
MD1.80.80.55.4.51D/400 40 35 
MD1.80.80.55.4.51E/400 80 50 
MD1.80.80.75.4.51D/400 80 50 
MD1.80.80.75.4.51E/400 80 50 
MD1.80.100.15.4.50D/400-2 25 16 
MD1.80.100.15.4.50E/400-2 40 35 
MD1.80.100.22.4.50D/400-2 25 16 
MD1.80.100.22.4.50E/400-2 40 35 
MD1.80.100.30.4.50D/400-2 40 35 
MD1.80.100.30.4.50E/400-2 40 35 
MD1.80.100.40.4.51D/400-2 40 35 
MD1.80.100.40.4.51E/400-2 80 50 
MD1.80.100.55.4.51D/400-2 40 35 
MD1.80.100.55.4.51E/400-2 80 50 
MD1.80.100.75.4.51D/400-2 80 50 
MD1.80.100.75.4.51E/400-2 80 50 
MDV.65.80.22.2.50D/400 25 16 
MDV.65.80.22.2.50E/400 40 35 
MDV.65.80.30.2.50D/400 40 35 
MDV.65.80.30.2.50E/400 40 35 
MDV.65.80.40.2.51D/400 40 35 
MDV.65.80.40.2.51D/400 80 50 
*要求值 
注：电机保护继电器必须设置为泵的额定电流。参见

泵标牌。 

泵的输出电压 
• 3×230 伏，50 赫兹。 
• 3×400 伏，50 赫兹。 
取决于电源电压。 
报警装置的输出电压 

高 400 VAC / 高 2 A / 小 10 毫安 / AC1 
控制器功率消耗 
8 至 12 瓦。 
控制电路保险丝 
细金属保险丝：250 毫安/F/32 毫米 x re6 毫米。 
环境温度，泵 
-20℃ 至 +400℃ 
环境温度，LCD 110 控制器 
• 在运转期间：-30  ℃ 至 +50℃。 
• 在贮存期间：-30  ℃ 至 +60℃。 
控制器不得暴露在直射的阳光下。 
流体温度  
• 0  ℃ 至 +40'C。 
• 短时间内可以达到+60℃。 
pH 值 
4 到 10。 

大密度 
1.100 千克 /立方米 
运行模式  
每小时 多启动次数：20 次。 
可以持续运行，S1。 
电机保护  
热控开关包含在电动机绕组内。电机保护继电器包含

在 LCD 110 控制器里。 
防护等级  
• 电机：IP 68  
• LCD 110 控制器：IP 55 
声压电平 
泵的正常压力值稍低于欧共体指令性文件 98／37／
EC 所申明的机械设备的极限压力值。 
电磁兼容性（EMC）  
根据 EN 61 000-6-2 以及 EN 61 000-6-3。 
尺寸 
见本说明书结尾的尺寸简图。 
LCD 110 控制器柜 
• 外形尺寸： 
高=315 毫米，长=245 毫米，宽=136 毫米。 

• 材料为：Technopolymer 以及聚碳酸酯。 
• 重量：约为 5 千克，根据型别有所不同，见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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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泵的统计曲线图表 

该特性曲线只是作为指导，不能作为保证特性曲线来用。公差依照 ISO 9906 的附件 A。 

 
图 14 泵的曲线。MD1.80 



 

 
图 15 泵的曲线，MDV.65 

13、处理 

产品或部件的故障处理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利用当地的公立或私立废品收集站。 

2、如果不能采用当地的公共和个人废物处理设施或

无法获得本产品所使用的材料，请将产品或该产品的

任何相关的危险材料寄到 近的格兰富公司或维修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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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尺寸简图·MD1，MDV 马提力提升站 

 
图 B·尺寸简图 MD1，MDV 装有两个收集槽的马提力提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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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毫米] 

法兰 马提力 
A B C D E 

F G 
MD1.80.80.15-22 2001 190 723 472 100 DN 80 DN 100 
MD1.80.80.30-55 2098 190 820 519 118 DN 80 DN 100 
MD1.80.80.75 2154 190 876 528 118 DN 80 DN 100 
MD1.80.100.15-22 2001 190 723 472 112 DN 100 DN 100 
MD1.80.100.30-55 2098 190 820 519 118 DN 100 DN 100 
MD1.80.100.75 2154 190 876 528 118 DN 100 DN 100 
MDV.65.80.22-30 1994 180 726 447 103 DN 80 DN 80 
MDV.65.80.40 2059 180 791 476 106 DN 80 DN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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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规格 

CB    

位置  
1  

泵    
6 收集槽    
12 排出口/连接法兰    

20 连接软管， DN 100    

21 软管夹具， DN100    

22 连接软管， DN 150    

23 软管夹具， DN 150    

24 连接软管，Ø70    

25 软管夹具， Ø 70    

26 连接软管， Ø 50    

27 软管夹具， Ø 50    

28 六角头螺钉    

29 六角头螺钉    

35 带销螺栓    

36 螺母    

37 插头    

38 O 型圈     

39 垫片    

56 泵的水平安装托架     

182 液位传感器    

- LCD 110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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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部件分解图·MD1，MDV 马提力提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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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I 安装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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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安装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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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一安装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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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负责是我们的基础

超前思维使高技术成为可能

不断创新是我们的不变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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