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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金属塑料瓦在大型水泵机组中的应用分析
钱利华
（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江都２２５２００）

摘要：金属推力瓦烧损故障在水电站发生较多，在大型泵站也常有发生。弹性金属塑料推
力瓦是近年来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轴瓦，有效解决了推力瓦烧瓦问题。介绍了江都第四抽水站采用
弹性金属塑料推力瓦，成功解决了立式电机巴氏合金推力瓦烧损问题的应用情况，分析了其运行及
安装、检修特性。为更好地完善和正确使用塑料推力瓦提供参考。
关键词：弹性金属塑料推力瓦；大型水泵机组；应用
中图分类号：￥２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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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质量，消除机械缺陷情况下，仍未根本消除

引言

０

烧瓦现象。

江都第四抽水站是江都水利枢纽的主力泵
站。泵站安装ＺＬ３０—７型叶轮直径３．１ ｍ的大型

２

弹性金属塑料推力瓦

８—４０型

金属推力瓦烧损故障在水电站发生较多，

ｋＷ立式同步电机７台套，水泵设计流量

在大型泵站也常有发生。国际上从１９７０年，国内

立式全调节轴流泵，配用ＴＤＬ一３
３ ００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６２５４（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０８—０３

２５１５

３／ｓ，设计扬程７ ｍ，泵站设计总抽水流量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在水电站广泛使用弹性金属塑料

２１０ｍ３／ｓ，与江都水利枢纽其它工程配合，为苏

推力瓦，有效解决了推力瓦烧瓦问题。弹性金属

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生活用水、航运、排涝等发

塑料推力瓦（以下简称塑料瓦）由低合金钢瓦坯、

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兴建中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青铜合金弹性垫、聚四氟乙烯经１６００Ｃ高温，８—

的源头泵站。

１０

３０ ｍ

１

江都四站机组推力瓦烧损问题

ＭＰａ高压焊接而成，见图１。
焊锡层

江都四站１９７７年建成投人使用，至１９８６年

青铜

安全运用１０年。但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８年该站共发

弹性

生电机金属推力瓦烧损事故达１３次之多，且大多
发生在排涝季节，给工程效益的发挥带来严重影

低合金钢瓦坯

聚四
烯层

响。经分析，故障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１）机械原因。推力头与电机轴轴颈配合过
松；镜板不平；推力瓦抗重；推力瓦抗重螺栓加
工精度过低、螺栓孔直径偏大及焊接不牢。

图１金属塑料瓦结构

６年后，排涝期

聚四氟乙烯耐热性较好，最高工作温度为

间下游拦污栅水草杂物堆积严重，引起扬程增

２５０℃，加热至４１ ５℃才缓缓分解，摩擦系数肛

大，水流紊乱。

小，肛＝０．０２５～０．０５，以其制作的塑料推力瓦，

２）运行条件的改变。１

９８

３）推力瓦承重过大。设计最大单位面积荷

有自润滑性能，可以在不完全润滑条件下长期

载３．２ ＭＰａ，实际使用平均单位面积荷载经常超

工作。为使塑料推力瓦具有一定柔度，较高的

过２．６ ＭＰａ，考虑到推力瓦之间受力的不均匀

屈弯极限和较小的残余塑性变形，通常在聚四

性，个别推力瓦荷载可能超过允许值。在提高检

氟乙烯中添加一定填充剂后与金属铜丝弹性垫组

作者简介：钱利华（１ ９７０一），男，江苏如东人，站长，工程师，主要从事大型泵站技术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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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复合体。添加剂及铜丝的数量、质量和制作

经一个周期六年１５

０００

ｈ左右的运行，运行情况

工艺直接影响轴瓦的性能。塑料瓦在国际上从

良好。２００４年９月和２００５年１ ０月分别对７’、

１９７０年，在国内从１９９０年已得到成功应用，但

２”主机进行了检修，同时对使用了一个周期后的

国内至２０００年底还未有统一的国家技术规范，

塑料瓦进行检测。

这对控制与确定塑料瓦的质量带来一定的困难。

３

塑料瓦与金属瓦主要特性比较见表ｌ。

运行周期内的运行情况
在相同运行工况下，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８日塑料

表１弹性金属塑料推力瓦与金属推力瓦主要特性比较

瓦与金属瓦的运行情况的比较如表２所示。
从一个周期运行的资料看，塑料瓦与金属
瓦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１）运行平稳，在运行周期内使用弹性金属
塑料瓦的所有机组运行时的各项技术参数均符合
要求，能够保证水泵安全运行。
２）运行条件相同时，塑料瓦温升小于金属
瓦温升。

３）与金属瓦相比，塑料瓦所需顶车次数较
少，可以保证机组尽快投入运行。
４

解体及安装情况分析
运行一个周期后及时解体机组，对使用后

的塑料瓦进行检测，并与以往金属瓦的使用情况
基于以上原因，１９９８年决定在江都四站７”

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３。

机组首次使用塑料推力瓦，以消除烧瓦故障。当

塑料瓦与金属瓦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年１１月安装结束，在扬程５．０６～７．００ｍ，叶片角

１）塑料瓦瓦面的磨损量较小，根据塑料瓦

度Ｏ～＋４度，流量２９～３８ ｍ３／ｓ，功率最大达到

的正常工作情况，有效使用层的厚度可以满足

２ ９００

ｋＷ情况下试运行，情况正常。从１９９９年

电机的寿命周期。

起至２００３年陆续将２”、６”、１”、３”、４”、５”号

２）使用塑料瓦的机组比使用金属瓦的机组

机组的推力瓦全部更换为弹性金属塑料瓦。近几

解体后的油质好，用滤油机过滤后，润滑油可以

年该站７台机组运行一切正常，７。、２。主机分别

继续使用。

表２塑料瓦与金属瓦的运行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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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塑料瓦研磨工作量小于金属瓦研刮工作
量，可节省约１ ６个工作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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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国家未有塑料推力瓦统一技术标准的
情况下，应选用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条件，并取得

４）塑料瓦安装时盘车力矩小，可以节省劳
力约６０个工作日。

成功的生产厂家的产品。对承重量不大的新机
组，需慎重采用塑料推力瓦。对在使用中发生烧

表３塑料瓦与金属瓦运行一个周期后的主要性能比较

瓦故障的机组，可优先考虑选用塑料推力瓦。
３）使用塑料推力瓦仍应提高机组的安装、
检修质量，对镜板不平度、挠度、水平，推力
头与轴颈的配合，以及轴线摆度、各部间隙等
应按安装技术规范严格掌握。否则，安装质量
差仍会造成塑料推力瓦烧瓦故障。
４）塑料推力瓦与金属推力瓦使用要求不
同，尤其是镜板光洁度、润滑油的纯净度等，应满
足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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