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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和机井标准现状分析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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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我国泵站、机井建设管理和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以及据以制定的泵站、机井标准，分析
了其适用性与存在问题；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为重点介绍了其泵站、机井标准制定情况；对比分析
了我国与国外泵站、机井标准化优势与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２１世纪对上述两种标准调整
的建议．可供水利标准化部门组织制定新一轮标准体系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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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布的年份顺序列出，部分标准在９０年代进行过

１泵站和机井标准的制定

修订．已废止及即将废止的标准未包括在其中．
１．１机井标准（表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表ｌ机井标准

人民大力兴修水利．截止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已有固定
泵站４９．４万座，配套机电井４２６．２万眼，机电排灌
动力保有量达８ ２１５．９万ｋＷ．在泵站和机井生产建
设和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以及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丰
硕成果的基础上，从８０年代初我国的机井和泵站标
准开始制定和实施，见表１、表２．表中标准基本上按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２８
作者简介：窦以松（１９３７一），男，湖南安仁县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泵、泵站、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标准化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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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１．２泵站标准（表２）
、表２泵站标准

注：①ＧＢ／巧０２６５—９７《泵站设计规范》系《泵站技术规范设计手册》（ｓＤ２０４—８６）修订而成．②ｓＬ３１７—２００５《泵站安装及验收规范》系《泵站
技术规范设计手册》（ｓＤ２０４—８６）与《泵站设计规范验收手册》（ｓＤ２０４—８６）合并修订而成．③ｓｕ６—２００５《农村水利技术术语》系先合并
《泵站、机井、喷灌和滴灌工程术语》（ｓＤＪ２３１—８７）。后修订《农田水利技术术语》（ｓＬ５６—９３）而成．

术问题，应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成果，把许多复杂

２现行标准应用状况与适用性

的技术难题（特征扬程、水泵选型、流道设计、泵站
水锤防护、监控监测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推动了旧

水利部农水司，水利部泵站测试中心，江苏、湖

站技术改造和新站的建设，对提高我国泵站技术水

北、山东、辽宁省水利厅，广东省水利厅农村机电局，

平和充分发挥工程投资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泵站

山西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等单位均对《泵站设计规

设计规范》的发布，是该学科领域的一项重大优秀

范》（ＧＢ／Ｔ５０２６５）进行了评价，一致肯定了其在我

技术成果．”

国泵站建设、改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２．３江苏省水利厅

２．１水利部农村水利司

“……该规范首次规定了泵站工程等级的划分

规范“内容翔实，用词严谨，可操作性强．特别

指标，比较切合我国国情，且与已颁布的国家标准

是在泵站等级划分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完善了我

《防洪标准》基本协调．对多泥沙河流水源泵站、平

国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标准；在多泥沙水源泵站

原水网地区低扬程泵站所作的规定，都具有我国特

和低扬程、大流量泵站设计方面所作的技术规定，具

色．近几年来，我省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

有技术先进、符合国情的鲜明特色；在泵站装置效率

业项目、太湖综合治理、通榆河、泰州引江河等重点

方面，对不同泵型、不同扬程、不同水质的情况分别

水利工程建设中陆续兴建或正在兴建一批大、中型

提出不同的规定值，切实具体，对实现泵站节能尤有

泵站工程，都是按照该规范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

重要的指导意义．该规范现已施行一年多．据各地有

有关规定执行，不仅提高了设计质量，而且取得了较

关部门的反映，认为这是我国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中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初步估计，为国家节

一本具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准，用于指导新老

省工程投资累计近１００万元．”

泵站工程建设和技术改造，一般可将泵站装置效率

２．４湖北省水利厅

提高２～３个百分点，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２．２水利部泵站测试中心
“《规范》全面概括了泵站设计中各个环节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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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设计规范》全面考虑了各行业泵站工程
特点，技术指导性强，在防洪保安、提高装置效率、推
广新技术方面较原规范有创新，特别是反映了湖北

排

灌

排灌泵站的建设经验和特点，在应用中得到了广泛

机

械

第２４卷

３．３泵站和机井建设标准与产品标准欠协调

的好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

泵站和机井建设标准与泵类产品标准关系密
切，水利、电力、机械等行业制定各自标准时，充分协

３国内标准存在问题

调不够．

３．４《泵站设计规范》某些指标尚需斟酌
３．１泵站标准分得过细

国家标准《泵站设计规范》实施８年来，在特征

现行的和待编的达１８种之多．有的可以合并，

水位的组合及特征扬程，泵站分等指标，进水流道进

例如施工、安装、验收，技术管理和改造，清浑水模型

口淹没深度，泵站水锤及其防护，电气，泵站水力监

验收，设计、雨水、污水，低扬程泵系列型谱、型式参

测方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补充和完善．

数、技术条件等等．
３．２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技术内容重复较多

４

国外泵站和机井标准基本情况

行业标准《机井技术规范》与国家标准《供水管
井技术规范》技术内容重复较多．

．

国外泵站和机井标准基本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国外泵站和机井标准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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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国外泵站和机井标准分析

５．２．１《泵站工程设计规范》

由表３可知，国外泵站和机井的标准数量少，基

该标准系农林水产省构造改善局根据１９６９年

本上未形成由多种标准组成的体系，但是各有各的

农林省第２６号训令编制，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由农林

特点，有的有一本，有的有若干本，而且从一本标准

水产事务次官及农林水产省构造改善局局长以

而言，内容比较全面，基本上覆盖了建设与管理等环

（５７）构改Ｄ第７４５号通知颁发，在国营农田水利工

节，并且有一个发展过程．

程中贯彻执行．

编制该规范的基础是《泵站规划设计指南》，该

美国

５．１

美国标准分散由学会、部门制定，其中有的由国

工具书编写．其内容以泵站机械设备为主，包括水泵

家标协批准升为国标。
５．１．１

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标准

《农业排水泵站的设计》，此标准由ＡＳＡＥ泵排
委员会（Ｐｕｍｐ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指南》于１９７４年８月，作为一本泵站规划设计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提出，由水土局

选型配套、结构型式等设计资料．之后，于１９７７年３
月，由于水泵种类增加及各种辅助设备标准化等，进
行了修订、补充、再版．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ｏｍ—

１９８０年８月，日本农业土木研究所成立了“泵

ｍｉｔｔｅｅ）批准，１９７４年５月开始采用；分别于１９７８年

站工程设计规范编写委员会”，由白潼山三任委员

标准委员会（Ｓｏｉｌ

１２月、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９８２年３月、

长，于１９８２年７月提出送审稿，并经灌溉排水委员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确认，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修订；１９８９年７月

会的专门评审会议确定，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对评审意见

修订出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９９４年１２

进行了答辩，经进一步修改补充，最后于１９８２年１２

月重新确认；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再次确认，时间５年．

月２７日正式通过、批准，颁布了该规范．
该规范除包括一般条文（以方框框出）及其说

２００２年版本目次如下：①目的与应用范围；②
泵站分类；③抽排面积的规划；④泵站设计能力；⑤

明（紧接在条文下面）．为便于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水泵选型；⑥蓄水量；⑦集水池设计；⑧电源；⑨传动

还编入有关设计数据以及设计计算实例等，具有技

装置；⑩自动操作设备；⑩泵房；⑩拦污栅．

术设计手册的特点．

５．１．２

美国国家标准及农业工程师学会标准

规范适用于以灌溉或排水为目的的泵站工程，

《灌溉井的设计与建造》，此标准由ＡＳＡＥ灌溉

对于水泵设备，适用于在制造水平、技术水平和规范

供水与输水委员会提出，经水土局标准委员会批准，

化等方面均系标准型式及规格的水泵．水泵的型式

ＡＳＡＥ于１９８０年采用；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确认；１９８７年２

包括离心泵、轴流泵、混流泵、贯流泵等．高扬程水

月修订；１９８９年７月由美国标准学会批准为美国国

泵，扬程为９—３００ ｍ，口径６５～１

家标准；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确认；１９９２年９月由ＡＮＳＩ确

泵，扬程为１．５～９ ｍ，口径为６００～２

２００

ｍｍ；低扬程

８００ ｍｍ．

认；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ＡＮＳＩ重新确认；１９９４年７月试验

该规范目次为：①总则；②调查；③水泵选型及

工程项目修订；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９９６年

配套；④进、出水池的水力设计；⑤结构设计；⑥辅助

１２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重

设备的配套；⑦运行管理设备与设施；⑧施工；⑨运

新确认；２００１年７月再确认，为期１年；２００１年１２

行、维护及管理；⑩其他．
该规范已由丘传忻、刘光临等译，于１９９０年８

月再确认，为期１年．

２００２年版本目次为：①目的与应用范围；②术

月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４５８千字，印数４ ５００册．

语；③一般建议；④设计；⑤建造；⑥洗井；⑦水井试

此后，该规范于１９９７年１月修订．丘传忻等又

验；⑧抽水设备和灌溉系统．

翻译了日本农业事业协会编的《最新泵站工程设备

５．１．３抽水蓄能电站及大型泵站设计导则

技术手册》（中译本定名为《泵站工程技术手册》）出

该标准系美国垦务局与苏联有关部门的合作成

版，１ ５５０千字，印数２ １００册．在此手册中，注意参

果，其目次为：Ａ．水力机械与辅助设备：①总则；②

照对比了１９７７年１月所修订的《泵站工程设计手

水工结构规划基本要求；③符号；④建筑物；⑤引水

册》．

结构与取水口；⑥输水道；⑦洼地输水泵站设备布

５．２．２《土地改良工程规划设计规范》·泵站设计

置；⑧灌溉泵站的水力机械设备；⑨泵站电气设备．
５．２

日本
日本标准分散由不同部门、协会制定

万方数据

该标准并于１９９５年由日本国关东农政局土地

改良技术事务所第一次修订委员会修订，已作为灌
溉排水工程的基本技术规范，在日本全国水利系统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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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以松等：泵站和机井标准现状分析与调整

ｎ一１８—７６之前，苏联农业部国立水利工程设计院

总印数达２０万册，销售量超过１０余万册，说明我国

于１９５９年曾编写过《灌溉系统设计技术条件与规范

标准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资料·泵站》．

（４）关于泵站按安装泵流量与装机功率划分等‘
级，关于抽吸含泥沙水流泵站的特殊技术要求，关于

表５机组台数选择
流量／（ｍ３／ｓ）

台数

流量／（ｍ３／ｓ）

台数

小于１
５～３０

２～４

ｌ～５

３～５

４～６

大于３０

５～９

ｔ类泵站圭箨嚣套；喜：善于畜龆妻１勰；
Ⅱ类泵站三震器麓；喜ｊ善孑￡’恐妻１勰；
表６备用机组台数选择

Ⅲ类泵站

不规定备用机组

泵站技术改造、大型水泵装置模型试验及装置效率
等方面的技术规定，国外尚未见有．
（５）辐射井设计方法与施工工艺的规定国外也
未见到．
差

６．２

足巨

（１）在泵站分类中，没有考虑供水可靠性这一
重要因素．
（２）在贯彻标准时没有严格执行规定，例如有
的长达８００ １１＂１以上输水管道不并联，有的工程仍存
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甚至设计未审批，就已进

《泵站设计规范》分为６章共７７节．目次为：①

行基坑开挖等情况．

总则；②水工建筑物；③工艺设备和机械设备；④动
力电气设备和自动控制设备；⑤泵站运行机构；⑥泵

（３）缺乏像日本那样，配合全面贯彻实施的详
细的技术手册．

站建筑物计算．其特点是：包括了固定式和移动式泵
房设计规定、梯级泵站规定、泵站分类按流量与扬程

（４）国家标准与部门（行业）标准关系处理没
有苏联标准处理得好．

大小划分为大中小和高中低扬程泵站的规定、有自

（５）日、美等国均有大量社会团体（包括协会、

动调节能力的引渠设计的规定、利用污水及畜牧业

学会）标准，我国目前仅有一本（即ＣＥＣＳ）与泵站有

废水的灌溉系统泵站设计规定、泵站运行机构的规

关的标准，但还不是对泵站，而是对水泵隔振所作的

定以及一系列计算方面的规定．

规定．

此规范已有中文译稿，拟于校订后出版发行．
５．３．３《封闭管网灌溉系统泵站自动化设计建议》
该标准由乌克兰共和国农业和水利部所属乌克

（６）机井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重复，但在内容
上行标反而覆盖面广，如包括辐射井设计、机井规
划、管理方面的规定．

兰国立勘ｉ贝４设计与科学研究院编制，１９７２年印刷，
无中译本．

７对我国２１世纪泵站和机井标准的
调整建议（见表７）

６我国泵站及机井标准的优势和差距

表７对我国泵站、机井标准的调整建议

６．１优势

序号

名称７

１

泵站设计规范

（１）已形成包括设计，施工、安装及验收；安全
鉴定，技术改造、管理；清浑水模型验收试验、现场测

替代、整合现有、在编和拟编标准
ＧＢ／Ｔ５０２６５—９７（正在局部修订），
ＤＢＪ０８—２２—９１．ＤＢＪ８—２３—９１．ＤＢ２９

—８７—２００４并入

试，雨水、污水泵站设计，水泵机组防振等１０余本单
２

泵站施工规范

３

泵站管理规程

４

泵站试验规程

５

（泵站分术语和
机井分术语）

６

机井技术规范

个标准在内的泵站标准体系．这在国外是没有的．
（２）经与日、美、苏等国泵站设计标准中分项技
术指标对比分析表明，其中相同、相近、大致相当的
有２８项；中国指标高的１８项，略高的ｌ项，中国指
标低的１项，略低的７项，说明中外指标相近、中国

（３）我国已发布的（包括已废止的）泵站标准

万方数据

ＳＬ２５５—２０００，ＳＬ２５４—２０００，ＳＬ３１６—

２００５合并
ＳＬｌ４０—９７，ＳＬｌ４１—２００６，小型水电站
与泵站现场效率测试规程（在编）合并

水利技术术语

指标高的为４７项，占比较指标的８５％．从而说明我
国泵站设计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ＳＬ２３４—１９９９，ＳＬ３１７—２００５合并

ＳＬ５６—２００５修订时并人其中

ＳＬ２５６—２０００，ＧＢ５０２９６—９９合并

（责任编辑侯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