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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明祥：南水北调大型泵结构设计研究

编者按语
厉明祥是原机械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农机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排灌处处长，长期从
事排灌机械科研设计、生产组织工作，并主持设计２．８ｍ、３．ｏｍ、４．ｏｍ、４．５ｍ四个型号的大型轴流泵，
为我国排灌机械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考察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典等１０多个国家的２０多个
大型泵生产企业及泵站，收集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资料。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激发了他为祖国的
水利事业再作贡献的热情，挥笔撰写了此文。现将此文介绍给大家，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欢
迎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讨论。

南水北调大型泵结构设计研究
厉明祥
（原机械工业部，北京１０００３ ６）

摘要：值此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回顾了我国大型泵的发展历史；介绍了国外典型大型泵
的结构，具有转速高，齿轮传动，配套电机体积小，泵站建设总投资少等优点；阐述了吸取国外先进
经验改进我国大型泵结构设计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提出要加大科研力度，使大型泵设计实现第二次
革命，推动排灌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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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引言
如果说２０世纪石油是全世界人类关注的焦
点。那么２ｌ世纪解决水资源问题应是全世界头等

下达的科研课题，研究设计的几种泵型的图纸和
一系列的水力模型。近年来江苏大学流体机械研
究中心设计的几个水力性能比较好的水力模型，
还没有用于生产。

重要的大事了。我国北方缺水是多年来急切要解

根据东线调水规划，共设置１３个梯级，总扬

决的大问题。国务院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宣布。

程６５ｍ，新建泵站５ｌ座，分三期建设，三期共需叶

我国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南水北调就是要将

轮直径３ｍ左右的大型泵２６０台，总装机容量５０．８

长江的水分东、中、西三条线路调到北方缺水地

万ｋｗ。其中第一期工程９８台１９．９万ｋｗ；第二

区，解决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人民生活

期４９台，９．９万ｋｗ；第三期１１３台２１．Ｏ万ｋｗ。

和工业用水。

总投资１１２．２４亿元人民币。这些新建泵站、大

我国现有１８０多座大泵站，８００余台叶轮直

型泵是使用老设计、老产品，还是加大科技投入，

径为１．６ｍ以上的大型泵，９８％的结构设计是机泵

更新设计、改进产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建设投

同轴直联传动方式。肘形进水流道、虹吸出水流

资少、能耗底、效率高的新型泵站。这不仅关系

道、真空破坏阀断流停机或肘型进水流道，水平出

到工程的投资多少、效率高低，而且关系到我国

水流道加拍门断流停机。这种结构设计的电机体

排灌事业发展，也是排灌行业广大管理人员、科

积比水泵大，重量比水泵重。不但造成动力机比

技工作者关心的问题。那么，大型泵结构设计要

主机大，比主机重，价格比水泵高的现象，而且与

不要改进，如何改，从何处着手，值得探讨。

之配套的泵房高大、水工建筑工程量大，建设投资

１

我国大型泵的发展及存在问题

额大。我国大型泵典型结构设计，见图ｌ。
目前，全国具有大型泵生产能力的工厂有４～

我国大型泵的研究设计是从１９６５年开始纳入

５家．生产的图纸还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机械工业部

国家计划的，由当时的农业机械部组织了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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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我国大型泵典型结构设计

机研究院、福建、江苏农机研究所、镇江农机学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今日南水北调东线

院（现江苏大学）和无锡、武汉、蚌埠水泵厂

调水新建大型泵站打下了基础。

等单位的十余名技术人员组成的设计组承担研究
设计工作。

这些大型泵站，除第一台江苏省东台市安丰
抽水站３ｍ泵和１９７９年投入使用的广东省斗门抽

第一台大型泵的叶轮直径为３ ｍ，流量为

水站３ｍ泵，是卧式电机、齿轮箱传动外，其它的

１８ｍ３／ｓ，扬程为３ｍ，泵转速为１０５ｒ／ｍｉｎ，功率

结构设计全都是立式轴流，机泵同轴直联传动。

为８００ｋＷ。结构设计是立式轴流，卧式电机，齿

机泵同轴直联的结构设计，带来了大水泵、大电

轮箱传动。共２台，１９６９年成功地安装在江苏省

机、电机比水泵还大，价格比水泵还高的问题。

东台市安丰抽水站。

由此又导致泵房的高大和水工建筑工程量加大的

１９７０年。第二批叶轮直径为２．８ｍ，流量为

另一问题。此外，大型泵的能耗、效率与国外同类

２ｌｍ ３／ｓ。扬程为５．６Ｉｎ。泵转速为１５０ｒｉｍｉｎ大

产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南水北调工程新

型泵诞生，共６台，安装在湖北沉湖泵站。

建的大型泵站，应采用新的结构设计，减少机组造

１９７５年，叶轮直径为４ｍ、４．５ｍ两种大型

价，降低厂房高度，缩小厂房面积，从而减少建设

泵，成功投入运行。４ｍ泵的电机功率为６ ０００ｋＷ，

泵站的总投资。同时应做到机组运行效率高，

４．５ｍ泵的电机功率为５ ０００ｋＷ。４台４ｍ泵安装在

另部件寿命长和更便于操作和维修。

湖北樊口：２台４．５ｍ泵，安装在江苏淮安。
此间，陆续建成了江都水利枢纽４个泵站，
轴流泵叶轮直径为１．６～３．１ｍ，共３３台。
目前最大的泵是叶轮直径６ｍ，电机功率为
７

０００ｋＷ，共２台，安装在江苏皂河。
３０多年来，在我国湖北、江苏、安徽、湖南、

新疆等１６个省市建成１．６ｍ以上的大型泵站１８０

２国外几种典型大型泵的结构设计
整理考察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典等１０多
个国家的２０多个大型泵生产企业及泵站搜集的大
量技术资料。介绍几种典型大型泵的结构设计，
为改进我国大型泵的结构设计作参考。
２．１荷兰、日本的大型潜水泵及斜式泵

余座．安装大型泵８００余台。这一大批大型泵站的

荷兰艾莫伊登排水站用的卧式大型潜水电

建成并成功运行，加上与之配套的水利工程，为我

泵，见图２。该泵叶轮直径为３．９４ｍ，扬程为１．２ｍ

国大面积抗旱排涝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巨大

时最大流量为３７．５ｍ３／ｓ，泵转速为６４．３ｒ／ｍｉ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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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为９５０ｋＷ，装置效率较高。电

万ｋＷ。比转速为５１７。该涡壳式斜流泵的优点

动机安装在泵体中，用行星齿轮减速器传动。泵

是轴向尺寸很短，由于是齿轮箱减速，去掉了庞

的总长为６．８３ｍ，外径为５ｍ。钢板焊接的外壳。

大的同步电机。设想若用１．０３万ｋＷ、１４５ｒ／ｍｉｎ

检修时，可以将整台泵吊上来送到附近的维修车

的大电机，它的直径至少在８ ｍ以上，重量

间，无需排空泵流道内的积水。上面没有建造厂房，

２３０ｔ，价格比水泵要高得多。

而是活动水泥盖扳，需要时把水泥盖板吊开。

这种泵型另一个优点就是把齿轮箱移开，整
台泵可以从厂房上面吊出去进行维修。由于不用
大电机，维修用的吊车的吨位降低了。

图３荷兰斜式泵
１．电机２齿轮箱３．水泵

图２荷兰艾莫伊登排水站卧式大型潜水电泵

与这种泵结构设计基本相同的大型潜水泵，
还有日本荏原制作所为该圉新川河排水站设计制
造的口径为４．２ｍ卧式全调节轴流泵。该泵流量
为４０ｍ３／ｓ，扬程为２．６ｍ，转速为６８ｒ／ｍｉｎ，电
机功率为１ ３００ｋＷ，电机转速为１ ０００ｒ／ｍｉｎ，泵
效率最高达９０％。泵壳最大直径为５．６ｍ，配套
电机安装在水泵壳体中，行星齿轮减速器传动。
由于整台泵安装在水下，电机和齿轮箱中的润滑
油均得到很好的冷却，提高了运行效率。
荷兰的另一种斜着安装的泵，故称其为斜式
泵，该泵叶轮直径为３ｍ，流量为１０ｍ３／ｓ。齿轮
减速器减速，以减小电机体积，见图３。
２．２日本涡壳式斜流泵
日本荏原制作所为外郭放水路排水机场设计

图４日本外郭放水路排水机场泵站剖面图
１．电动机２齿轮减速器

３．进水流道４－出水流道

５．导轴承６－密封机技术

２．３意大利卧式轴流泵

制造的４台大型立式涡壳式斜流泵，见图４。叶轮

意大利里乏一卡尔松ＲＩｖＡ ＣｈＬＺＯＮＩ公司制

直径约３．７６ｍ。流量为５０ｍ３／ｓ、扬程为１４ｍ、转

造的全调节卧式轴流泵。该泵叶轮直径约２．８ｍ，

速为１４５ｒ／ｍｉｎ、效率达８７％。电机功率为１－０３

流量为１３ｍ３／ｓ，扬程为２．３ｍ，５００ｋＷ卧式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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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减速；导叶体、叶轮外壳设计成水平中开

型泵进行比较，这些国家的大型泵具有三大共同

式。检修时可将泵轴、叶轮等另部件整体水平吊

的优点。见表ｌ。

出。进、出水流道为平进平出。机械式开、关出

３．１水泵转速高、体积小

口拍门，出口还设有一道闸门，见图５。

荷兰已建成６００多个大型泵站，安装口径为

利尔灌溉泵站共装９台这样大的泵。厂房面

１．２ｍ以上大型泵２ ４００多台，其大泵的特点是转

积小，建站成本低，装置效率高。从图中可以看出

速高。一般是我们的１．５～２．０倍：出水量大，在

电机、齿轮箱和水泵之间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口径同等的情况下荷兰一台水泵的出水量是我国

厂房和水工相对也缩小了。

的１．５倍．如荷兰口径为１＿３ｍ的水泵相当我国口
径为１．６ｍ的出水量。日本、奥地利、意大利等
国的水泵也都有同样的特点。这样，水泵要达到
同样的性能，外国的大型泵的体积小、重量轻，一
般轻３５．４０％。如荷兰１．８１１１的水泵与我们２．８ｍ
的水泵两者性能相同，但前者的重量为２３．１ｔ，后
者的重量为４８ｔ，相差一倍多。
３．２用齿轮传动，配套电机体积小
荷兰、日本等国的绝大多数大型泵，在水泵
和电机之间加齿轮变速箱，配套电机体积小。如荷
兰口径为３．６ｍ的卧式水泵．采用齿轮变速传动的
结构设计。与其配套的是高速电机，电机直径只有
１．２ｍ，电机和齿轮箱的总重是１５ｔ。如这台水泵
用直联传动。其电机直径将由１．２ｍ增加到６．１Ｉｌｌ，
比用齿轮增大４倍。重量由１５ｔ增加到４９ｔ。增
；ｂｆｌ３．２倍。我国淮安二站，其结构设计是机泵直联
传动，配套５

图５意大利卧式轴流泵

３

０００

ｋＷ电机，转速为１００ｒ／ｍｉｌ３，

直径为７ｍ．重量为１８０ｔ，若用齿轮变速传动结构

１．电机２．齿轮箱３．水泵

设计。把电机的转速由１００ｒ／ｍｉｎ提高到１ ０００ｒ／

国外大型泵的三大优点

ｍｉｎ，电机的直径将由７ｍ缩小到２．４ｍ，缩小２．９

以上列举的三个国家四种结构的大型泵．是
国外用得最多的，也是最先进的。与我国的大

倍，重量由１８０ｔ下降到１８ｔ，再加上齿轮箱重量
４５ｔ。总重有只有６３ｔ。

表１中外大型泵性能、机泵配套重量对比表

中田４５００

６０

０

７，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０ ｏ

荷兰

６０—

７．０

Ｉｔ６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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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泵站建设总投资少

５

设计所节省的费用要低得多。

荷兰、日本等国家共同的特点是水泵型式

改进大型泵结构设计不仅节省建设工程的费

多．有立式、卧式、也有机泵同轴直联形式。水泵

用。高效率的新型泵站将会大幅度地降低运行成

结构设计的不同，泵站厂房也小了很多。如荷兰

本，长期的经济效益十分巨大。

口径３．６ｍ水泵的泵站厂房总高度是２０ｍ，而我国

４．２加大科研力度是重中之重

口径３ｍ的水泵，泵站厂房总高度近３０ｍ。泵房和
水工建筑工程小，使得建设泵站的总投资少了。

４实现大型泵设计的第二次革命
４．１大泵结构改进设计势在必行

如果说１９６５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设计
试制叶轮直径３ｍ的齿轮传动的大型泵，那是一
次成功的设计革命，那么第二次大型泵设计革命
就从南水北调泵站开始。
改进大型泵结构设计必须加大科研力度。设

分析我国大型泵结构设计存在的问题及与国

想，从改进结构设计后可以节省的２８．０６亿元中，

外大型泵的差距，国外大型泵的三大优点，也正

拿出０．５亿元作为科研经费，支出的科研资金不

是我国大型泵结构设计存在的三大问题。核心是

足建设泵站总投资１１２．２４亿元的０．５％。国外的

机泵同轴直联传动、结构设计单一和由此引起的

投资者往往拿出大量资金。投入有实力的研究机

泵房的高大和水工建筑工程量大的问题。

构，进行科研开发，即投资者买断此项技术进行批

例如，今年６月招标的南水北调宝应泵站的

量生产。

大型泵与本文中的日本涡壳式斜流泵相比，日

建议，集中国内专家，从５１个泵站中选出

本：流量为５０．Ｏｍ３／ｓ，扬程为１４．Ｏｍ，转速为

高、中、低三个档次扬程的泵站，作为大型泵设

１４５ｒ／ｍｉｎ．比转速５１７。功率为１．０３万ｋｗ。宝

计革命的试点站。选择２～３个研究院、所做好

应：流量为３３．４ｍ ３／Ｓ．扬程为７．６ｍ．转速为

以下科研工作：

１２５ｒ／Ｍｉｎ，比转速５７５，功率为３ ４００ｋＷ。两者

１）研究系列水力模型，特别是比转速为

比转速差不多，均属斜流泵，日本１．０３万ｋＷ可用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４００的三个模型，使其出水量提高

齿轮箱，我们才３ ４００ｋＷ用齿轮箱更不应有问题。

３０％左右。以适应南水北调全线扬程低、流量大

再说日本的结构设计是涡壳式，而宝应站还是肘

的特点。

型进水流道，虹吸出水流道的老结构。两者相比
就厂房而言日本的就小１１３还多，价值几何！

２）研究大功率齿轮变速器，包括行星齿
轮、圆锥齿轮和圆柱齿轮。

当前，我国大型泵结构设计己经到了非改不

３）研究叶片调节机构，包括液压式、机械式。

可的时候了，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改进大型

４）研究关键零部件．包括水、油润滑轴

泵结构设计将为国家节省大量投资。设想，将工

承、机械密封机构及出口断流用的大型拍门等。

程５１座泵站，２６０台大型泵的结构设计做一番大

而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远比１９６５年发达，

的改革。采用齿轮减速机构。再研究设计一批新

在水利部门组织协调下，上面所列举的科研课题

的抗汽蚀性能好的水力模型。使之在叶轮直径相

一定能如愿完成。我国大型泵制造技术赶超国际

同的情况下，出水量提高３０％是完全可以做得到

先进水平，指日可待。

的。原规划设计用２６０台大型泵，改用新水力模
型、新的结构设计，只需２００台就可以了。如果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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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机部考察组．赴荷兰和奥地利考察丈泵，水轮机的踪台

现在情况是全国大型泵生产厂家一般不搞新
模型和新结构的研究设计，最多是在老的模型上
做些改进。水利部门需要建泵站．也就只好在现
生产的泵型中选型。然后以招标的方式发出标
书，各工厂竟标。竟标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之差，
就是建泵站所节省的费用，这比改进大型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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