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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可靠性。改造后的大型泵站装置效率应不

可低干７０％．
、段手断诊和测监态
靠性评价手段以及寿命预测手段，判断设备的状
状的进先过通它，据依为
实，平水测监全安的程Ｔ＿高提应站泵型大）５（
态，识别故障的早期征兆，对故障部位及其严重

现资料整编计算机处理，建立观测数据的信息管 程度、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并根据分析诊断结果，
（
１）转速与比转速有关，而比转速与效率有 关 。 （

理系统，实现计算机信息传输，并与局域网相连接。
在设备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或故障将要发生之

级少减，程扬级单的泵高提可速转高提）２
数

的理管营经和理管学科高提要站泵型大）６（

。
（ 积体和量重的泵少减、

羹骨静翰酶然靠葶茁嚣霸囊ｉ叠维施实动主，前

３）转速的增高受汽蚀条件的限制，泵的转 速应满足

震国。溺州嘣浩ｍ甥；析蘑氡誊瓤家ｉ娶至昏忙ｊ
墨荩售抒，卫茎副擎霸秘羹扬级单两瑗疆踟掣丕

。
‘Ｃ·ＮＰｓＨｒ ５
可／、２６．

耄蔼岳擎？如例。
．笔者设计的
点靶：常非

的条件（式中ｃ＿８０ 一ｌ ０００）。（

２５０ＱＪ８０－＿２０潜水泵，叶轮的外径Ｄ１４４ ｍｍ，实际
结构可允许叶轮外径Ｄ１５８ ｍｍ。③潜水电机定转
子 之间的间隙汽蚀以及泵叶轮进口的磨蚀。潜水

４）转速的高低与磨蚀问题紧密相关，国内
外磨蚀研究资料推荐
ｎ ·日≤Ｋ

电 动机定子端部汽蚀较严重，造成了定子夕钢片
翘 曲，定子无法修复，电动机报废。④泵用橡胶轴

常 数Ｋ值的大小与泵的规格尺寸和介质磨蚀强

承 太薄、导流器内壁被涡流击穿等结构上的缺

弱 有关，对弱磨蚀Ｋ＝１５０。

陷 。本文针对潜水泵可靠性差的问题．在潜水泵

（ ５）转速的选择与配用动力装置有关。潜水

轴 向力、汽蚀、轴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潜

电 泵的外径受井径的限制，优先选用同步转速为

水 泵设计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解决问题

３ ０００

的 方法，为潜水泵可靠性设计提供依据。

１ ．２轴向力的平衡ｎ，４

１

Ｉ恤ｉｎ的潜水电机。

设计时值得考虑的几个问题

１．１转速的选择
井用潜水泵属多级离心泵。实践证明泵的级
数 越多．水泵的可靠性越差，减少级数是提高泵
可 靠性的重要措施之一。对要求一定扬程的泵．
减 少级数后须提高泵的单级扬程．一是可通过加
宽 叶轮出口宽度、增大外径来实现，不易增大叶 片
速转高提须
，速转的泵高提是二；角放安口出的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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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供电、电信、计算机网络、供热、空调、给排

沿线污染点源产生的污染。在大型泵站工程排灌

水系统。营造现代化的、高效舒适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

强河道两岸的植被保护，严禁乱耕乱种、滥伐乱

（４）大型泵站管理区域总体规划和建筑布局

区内，建立上游及周围的水土保持１二程体系。加
砍。加强小流域的治理。

应服从城市的统一规划和布局。大力改善站区站

（５）加强大型泵站输水湖泊和水库的保护。湖

容站貌．改变站房外装饰，创造一个美观而有特

泊和水库是梯级泵站调水环节中的重要组成部

色的水利产业形象。生产、生活区的建设，应根据

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

当地条件。实现环境的绿化、美化和亮化，按照园

迅速发展，以及农业非点源的污染，库区、湖区水

林化的标准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居住区的绿化

体富营养化日趋严重，湖泊、水库水质问题应通

面积．人均不应少于３～５ ｍ：。公共绿化地，人均

过削减外污染源总量的方法来予以解决，即对人

不应少于７．１１ ｍ２。整个站区绿化占地面积不应

湖、入库前的污水进行净化或生物降解处理。

小于站区总面积的２０％，绿地率要达到５０％，绿

（６）大型泵站站房内应设置隔音的值班室。站

化覆盖率达到４０％以上。通过花草、树木配置与

房内噪声不得超过８０ ｄＢ。值班室和设置在泵房

园林艺术处理．把大型泵站生产、生活区建成生

内的控制室噪声不应超过６０ ｄＢ。大型泵站站房

态环境好、景观效果美、有一定经济效益的综合

２０

ｍ外噪声不应超过５０

性大型水利园林示范区和旅游度假胜地。
２．２．８节省资源、不产生污染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所属范围内天然河湖和

良好的机械通风设施，站房内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３０℃。

水库如长江、淮河、大运河、洪泽湖、骆马湖和微
山湖、南四湖等都是大型泵站的重要引水水源或
是梯级泵站的重要输水通道和调节水体．这些重
要骨干河湖的污染将使跨流域调水的水质受到

ｄＢ。

（７）大型泵站机组和站房内应设置和安装有

（８）大型泵站站房内空气指数应小于８０，站
区内空气指数应小于１００。

３结语

严重威胁。同时大型泵站周边村镇密集，乡镇企

我国现有大型泵站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

业众多，因此，防治水污染和环境污染的任务十

存在较大的差距。与国内水电、电力、城市供排水

分繁重＋改善环境状况是东线工程泵站现代化的

等行业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在南水北调东线丁程

一项重要任务。

的大型泵站建设中，现代化是必须努力实施的方

（１）东线工程大型泵站在充分满足工程布置

向和目标。规划、设计、设备、施工、安装、管理都

的情况下，应注重节约土地资源，施工中不得使

要高标准、高起点，必须具有国际先进、国内一流

用有可能产生二次污染的材料和设施。

的水平。本文在现代化大型泵站的研究上只是作

（２）大型泵站站房、站区应符合环境卫生整洁
的要求，水环境治理也应列入管理内容。建设过

了一些初步探讨，旨在抛砖引玉、共同探讨，以迅
速提高我国现代化大型泵站的建设和管理水平。

程中的泵站和建成后的泵站，要有相应配套的生
态环境保护法规，大型泵站应建立水质监测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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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污水和径流的截流和防渗措施．以防止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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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铭红：立式轴流、混流泵用陶瓷轴承

排灌机械第２Ｉ卷第２期

型立式抽芯混流泵，台蝴电厂四期工程３３０ Ｍｗ

新型的无水轴承材料，只要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

机组循环水泵ｓＥｚｌ８００一１５００型立式抽芯混流

和一定的工艺处理手段，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进

泵．扬州第二发电厂６００ Ｍｗ机组循环水泵

一步加以推广和应用。

ｓＥｚ２２００—１８７５型立式抽芯混流泵，广东韶关电厂
３００

Ｍｗ机组循环水泵ｓＥｚｌ６００一１３２０型立式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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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混流泵等均采用了这种结构的陶瓷轴承，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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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运行都已５年以上。轴承使用情况良好。
由上述的应用实例表明。陶瓷轴承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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