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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恒压供水系统应用于市政供水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中,不仅能够保障居民及生产环节供水
基本要求,还能够通过对供水量的优化调节,确保系统整体运行安全。本文以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为例,
在对恒压供水系统和PLC技术简要概述基础上,结合实际对系统设计进行分析,以期对相关工程建设提
供参考,为我国水资源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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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LC Control Technology in the Design of Constant Pressure Water Suppl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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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ant pressure water supply system to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rura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can not only guarantee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water supply in residents and
production links, but also ensure the overall operation safety of the system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water supply. Taking a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as an example,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onstant pressure water supply system and PLC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stem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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