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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悬吊井筒抽芯式泵机组安装质量控制
永庚

阚

（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江都２２５２００）

摘要：由于悬吊井筒抽芯式泵机组结构不同于传统的苏式泵，按原有的规范和要求不能保证该型
机组安装检修质量．仅以厂家提供的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因制造工艺、精度等原因，运行过程中，
机组稳定性差，故障率高等一直困扰着使用单位．为保证机组安装质量，消除机组运行中常见的不
正常现象和故障，以６４ＬＫＸＡ一２４．５型立式泵机组为例，针对该型机组结构形式的特殊性，根据规
范的安装要求，结合安装检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该形式泵机组的主要安装方法，提出了相
应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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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８００

ｋＷ立式异步电动机，转速４９５ ｒ／ｍｉｎ．该形式泵机组
是国内厂家８０年代引进美国英格索兰公司技术生

华能淮阴电厂二期工程主机组的技术供水系

产的，适用于电厂冷却循环系统和工矿、城市、农田

统，由４台６４ＬＫＸＡ一２４．５型悬吊井筒抽芯式立式

给排水工程．但该形式泵机组在使用中普遍存在运

水泵机组及相应的管道、辅助设备等组成，用于提供

行状况差，检修周期短等缺陷．尤其是用于电厂的循

该厂二期２台３０万ｋＷ汽轮发电动机组冷却用水，

环水泵，因连续运行时间长，此现象尤为明显．究其

同时还提供该电厂消防、生活、绿化、环保等方面的

原因，国产机组的加工工艺、制造精度等还不能满足

用水．

其结构形式的要求，需通过特殊的安装调整来弥补
水泵采用斜流式叶轮，出口直径１．６０ ｍ，设计

设备制造缺陷和不足．

收稿１３期：２００６—０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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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１．２结构特点

１机组结构及特点

机组的电动机推力头与镜板为一体，无绝缘垫．

１．１机组结构

１２块圆形推力瓦均布在推力盘上，用蝶形弹簧支

参见图１．该泵机组采用立式单基础安装，出水
口在基础层之下，泵外简体除吸入喇叭口为铸件外，

撑，无抗重螺丝，电动机下导采用向心滚柱轴承．其
他结构与一般大型立式电动机相同．

其余为钢板焊接结构，水泵和电动机采用直联传动．
叶轮提升高度为３．５ ｍｍ，由轴端调节螺母调节．

水泵为整体抽芯式，水泵轴由长轴和短轴组成，
泵轴之间经套筒联轴器连接，轴端面间轴向距离为
５

ｍｍ，由三道橡胶轴承限制轴的径向位移．参见图

３，水泵联轴器与泵轴轴颈端为间隙配合．水泵转动
部分的轴向位置通过泵轴顶端的调节螺母调节．参
见图４，叶轮外壳底部外圆侧有一凸耳，抽芯部分装
人筒体后，凸耳卡在筒体底部的槽中，防止机组运行
时抽芯的固定部分转动．

图１悬吊井筒抽芯式泵机组结构

该机组由电动机和水泵两部分组成．电动机包
括固定部分和转动部分．固定部分有：上机架及附
件、电动机定子及附件、电动机底座等；转动部分有：

图３联轴器结构图

转子及附件、推力头及附件、联轴器等．
凸耳筒体

参见图２．水泵包括固定部分和抽芯部分．固定
部分有基础板、水泵井筒、导流板（泵盖）等；抽芯部
分有水泵轴、导叶体、叶轮、叶轮外壳及轴承等．

外壳
壳

筒体
基础板

Ａｌ

短轴

导叶体

● Ｉ匕 往

Ｆ看

图４

套筒联轴器

长轴

扶

２

Ａ部结构图

立式泵机组安装的一般要求‘卜３１
大型立式泵机组安装的关键是：固定部分的同

心与水平、转动部分水平与摆度、转动部分与固定部
叶轮及外壳
固定筒体部分

抽芯部分

图２水泵固定部分筒体与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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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中心以及相关部分间隙、高程等．
２．１基础预埋、水泵简体、抽芯和泵盖安装
主要技术要求：高程、水泵筒体轴心线径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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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中，都采用了频率和液位相关联的技术，所以，变

时，泵站进水量增加，为了满足排污要求，变频运行

频控制状态下的水泵，其运行频率随着液位的变化

的频率将有所提高，节电率略有下降．但经综合测

而变化．实际综合节电效果的比较应以这个运行周

算，采用变频技术年平均综合节电率在２０％以上，

期为基础．在工频和变频状态下分别运行水泵，把泵

节能效果十分显著．

站集水池的液位从高液位打至低液位，记录累计排
水流量和累计有功功耗，用式（４）计算工频、变频状

４结语

态下的吨水耗电，再用式（５）计算变频状态下的节
电率，所得结果见表１．
表１排水泵站综合节电率

变频调速技术具有调速性能好，节能效果显著，
运行工艺安全可靠等优点．在适合变频节能改造的排
水泵站，推广使用变频调速节能装置，对于提高排水
泵站的劳动生产率，降低能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王仁祥．通用变频器选型与维修技术［Ｍ］．北京：中

１

３．３数据分析

通过对变频运行时不同频率的节电率测试数据

２

可知，在固定变频频率３８—４５ Ｈｚ范围内，水泵变频
运行和工频运行相比，吨水耗电明显下降，不同泵站

３

略有区别，但节电率基本在２０％～４０％左右．和工

４ １Ｊ

频５０ Ｈｚ相比，变频４５ Ｈｚ运行时单耗明显下降，从
４５

］Ｉ

水泵在较低频率下运行，可以降低单耗，取得较好的
节电效果．

分析３个采用变频控制的泵站的综合节电效
果，综合节电率都在２５％以上，最高达到３５％．这说
明变频控制技术在排水泵站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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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升．因此，在保证完成排水任务的前提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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