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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入海水道芦杨泵站工程伞齿轮
传动贯流泵机组结构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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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大型伞齿轮传动贯流式机组所采用的水力模型、齿轮、轴承、密封、联轴器等结构的特点及其
选用方法，所选用的机组具有结构简单，运行维护方便、安装工作量少及机组运行效率高等特点。可供泵站机
组设计选型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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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因该泵站具有设计扬程低、扬程变化范围大

Ｏ引言

的特点，对水泵水力模型、水泵的结构及传动方

淮河人海水道芦杨泵站位于盐城市阜宁县
芦蒲乡境内。是一座具有抽排、自排功能的排涝
泵站。在淮河人海水道行洪期排涝时，设计扬程
５．５４

ｍ，最大扬程６．２９ ｍ；在淮河人海水道非行洪

期。泵站排涝设计扬程１．５５ ｍ。设计流量２５

ｍ３，ｓ，

选用四台伞齿轮传动贯流泵，水泵叶轮直径为

式的合理选用具有重要意义㈣。

１泵型选择
设计采用了立式轴流泵、斜式轴流泵、贯流
泵（灯泡式电机直联贯流泵及伞齿轮传动立式电
机贯流泵）几种方案进行比选，详见表１。

ｍ（与芦杨泵站同期建设的妇女河泵站，选用

通过比选，灯泡式贯流泵及伞型齿轮传动贯

三台伞齿轮传动贯流泵，结构形式与芦杨泵站相

流泵在装置效率、运行费用、工程总投资等方面

１．４８

表１泵型选择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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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４８０．ｎ＝２９５

ｒ／ｍｉｎ后，根据芦杨泵站的运行水

Ｖ０１．咎Ｎｏ．４

决．且很成功。此次设计选用的齿轮传动贯流泵

位．其性能参数见表２。

结构，是将潜水泵的密封技术运用到贯流泵中，

２．５水泵密封的结构设计

密封能得到保证。

潜水泵关键技术是潜水电机的可靠性和水

（１）在泵组外壳所有配合法兰的联接处均采

下密封问题，而该问题在已运行的潜水泵中已解

用０形橡胶密封圈进行密封。密封圈材质采用丁

表２原型泵性能参数表

腈材质。

轮箱、电机及相关配套的轴承、密封、量测元件等

（２）在齿轮箱的出轴端，为了保证箱体内润

均在厂内组装调试，现场安装时无须打开进行二

滑油不渗漏，采用了一道双端面机械密封，其摩

次安装、调试，现场进行组装即可。操作简单，定

擦副配置均为碳化钨，碳化钨配置。其耐磨性和密

位准确，若与常规的立式轴流泵现场安装工作量

封性能稳定、可靠。机械密封置于与齿轮箱润滑

相比，伞齿轮传动贯流泵机组的现场安装工作量

冷却系统相独立的一个油腔内，其润滑冷却效果

减少约５０％。安装顺序为：

好。机械密封寿命能够得到保证。

（１）预埋底板和地脚螺栓，固定导轨座，并水
平找正：

（３）在靠近水泵叶轮端设计一道美国赤土盾
公司的ＣＭＳ２０００层状剪切式密封系统，该产品已
被成功地运用在潜水贯流泵、市政工程管网、石
化企业等工程中。该产品具有下述显著优点：（ａ）
摩擦系数低。和混合体之间分子吸引力小，避免

了轴的磨损；（ｂ）可实现在线修复（不停机），维修
劳动强度低；（ｃ）节水，无需冲洗、润滑、冷却；（ｄ）
不会发生填料箱的渗漏；（ｅ）免去了配品配件的多

（２）联接进水喇叭与进水端伸缩节；
（３）安装泵机组，联接进水喇叭管，固定泵底
脚与导轨座：
（４）安装下联轴器和定位套管。并拧紧螺栓
与泵紧固；
（５）安装上齿式联轴器，定位电机，固定电机
与基础钢架的联接螺栓：

规格、多数量。整个泵站仅需一种配料。

（６）联接泵出水１：３和泵出１２Ｉ伸缩节：

２．６保护装置设置

（７）接通控制系统试车。

整个贯流泵机组置于水下运行。齿轮箱亦在
其中，为了更好地保护齿轮箱，除了设置两道（双

４结论

端面机械密封和ＣＭＳ２０００层状剪切式密封）可靠

芦杨泵站伞齿轮转动贯流泵机组在国内属

的独立密封系统外，还在两道密封之间增设了浮

首创，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所有设备经出厂检

球渗漏报警器。一旦第一道机械密封系统发生泄

测与验收，满足设计要求。现场安装及调试方便、

漏时，可通过该保护装置报警，同时将渗漏的液

省时，机组启动试运行情况一切正常，各项性能

体由排水管路直接排出，并对密封系统进行在线

测试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该机组结构选型的成

维护（可不停机组加压ＣＭＳ２０００密封膏）。

功经验可供南水北调东线泵站工程、农田排灌泵

３安装维护
传统的贯流泵，电机与泵组成一体，使得整

站工程及城市防洪泵站等工程的机组结构选型
时借鉴、应用与推广。

（附注：主机泵及齿轮箱由江苏亚太水泵厂

体体积较大，重量较重，给安装起吊增加了难度。

总承包，其中配套电机是佳木斯电机厂产品，齿

伞齿轮传动的贯流泵，其电机与泵分开，泵体、齿

轮箱为南京高速齿轮箱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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