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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泵站机组振动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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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省皂河抽水站是我国最大的混流泵站，安全鉴定成果对其更新改造项目的内容和深
度起着关键作用。以皂河抽水站为例，在全面调研分析基础上，对主机组的检测内客和项目作了分

析。针对大型机组的特点，时机组现场振动、噪声检测采用了国际上先进的虚拟仪器进行测量，并
采用先进的软件进行了频谱和小波分析。分析认为．可根据具体情况对泵站提前进行安全鉴定，而
不限于投运２５年以后；皂河站水泵机组在一８０的叶片角度下运行．相对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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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安全鉴定是泵站更新改造前的一项重要前

泵进行装置效率、振动、噪声及机械性能等项目检

期工作。安全鉴定成果对更新改造项目的内容和深

测。对于中小型泵站中的大多数低压主电动机和中

度起着关键作用，对更新改造的投资有着直接的联

小型水泵而言，通过以上项目的现场安全检测，一般

系。因此，做好安全鉴定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言。可以判断主机组的性能是否能满足安全运行

特别是大型泵站中的大型机组，由于容量大，造价

的要求，并迸一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大修或更新改

高，技术复杂等原因，安全鉴定工作应尤为慎重。

造。但是，对于大型泵站中的大型机组而言，仅仅进

在水利部规定的《中部四省安全鉴定指导意

行以上项目的现场安全检测，往往很难判断主机组

见》中，对大型泵站大型机组中的主电动机，要求进

的安全性能，也很难决定主机组大修的项目或为更

行定子绕组直流电阻、绝缘电阻及吸收比、绕阻直流

新改造提供依据。

耐压和泄漏电流以及外观检查等项目检测；对主水

笔者以我国最大的混流泵站皂河抽水站为例，

收藕日期：２０Ｄ７—０２—１２
作者简介：陈作义（１９６３一），男．江苏宿迁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泵站管理的研究。
潘卫锋（Ｊ９７ｌ一），男，江苏宿迁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泵站技术改造、维护、运行和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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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探讨大型泵站中大型机组现场安全检测的项目和

运行状况提早进行安全鉴定”的规定．考虑到皂河

方法。

站建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且绝大多数机电设备均
生产于７０年代末期，已达２５年使用期‘２’”，因此进

１泵站概况

行皂河站进行安全鉴定是必要和及时的，也是符合
水利部《泵站安全鉴定规程》规定的。

皂河抽水站位于江苏省宿迁市皂河镇北，装有
上海水泵厂生产的６ＨＬ一７０型立式全调节混流泵、

２主机组振动、噪声的检测

配上海电机厂生产的Ⅱ７０００一８０／７４００型立式同步
电动机２台套。装机容量１４

０００

ｋｗ，设计扬程

采用常规的测振仪表和普通噪声计进行测量，但对

ｍｍ，设计流量９７．５ ｍ３／ｓ，转速７５ ｒ／ｍｉｎ。采用转叶

于大型机组，这种测量方法很难满足要求”’ｏ。对

式油缸接力器、半浸油式机械密封轴承、空气围带止

皂河站的大型机组，现场振动、噪声检测采用了国际

漏等。主电机单机容量７

ｋｗ，电压１０ ｋＶ，转速

上先进的虚拟仪器进行测量，并采用先进的软件进

ｒ／ｍｉｎ，采用半伞型结构、闭路循环空气冷却、液

行了频谱和小波分析。现场检测主要对２号机组转

７５

ｍ．设计流量１９５ ｍ’／ｓ。主泵叶轮直径５

对于中小型泵站，主机组的振动、噪声检测可以

７００

５．９６

０００

压减载启动装置、可控硅励磁等。
该站自１９８６年投入运行到２００６年底，已累计

轴的振动进行测试分析。
２．１现场测试仪器及设备

运行４．５ ｘ１０４台时，抽水近１．１ ｘｌｏ”ｍ３，为该地区

虚拟振动测试分析系统利用虚拟测试仪器完成

工农业生产及防洪排涝、抗旱灌溉、航运供水等作出

对机械振动量的信号测量、数据分析及处理，完全借

了巨大的贡献。

助于计算机软件实现对振动信号的采集、显示、存

该站是南水北调梯级工程中的主力站。由于机

取、分析处理等诸多功能。

组台数少、流量大，一旦发生故障，将严重影响工程

该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①传感器测量系统，它

的整体效益。该站土建工程动工于１９７８年，完成于

包括各种振动传感器及其有关测量部分，其作用是

１９８０年，至今已达２５年：工程和机电设备特别是主

拾取表征水泵状态的各种信号或参数，并使之变成

机组老化非常严重；主水泵效率下降，运行中故障频

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②数据采集、显示、处理及

发，安全隐患较多。目前，除机电设备老化外，建筑

分析系统，也就是虚拟仪器的部分，其作用是获取信

物工程的不少部位已开始老化、裂缝、碳化。土建和

号并显示具体振动值，同时迸一步进行数据处理和

机电设备存在不少问题。水泵老化、机组振动、噪声

分析。表ｌ为现场测试仪器设备列表。

超标，水泵汽蚀严重，出水流量不足，影响了该站效

２．２现场测点布置

益的发挥；电动机绝缘老化。特别是当年安装的许

测点的选择和布置是获取机组运行状态信号的

多电气设备、辅助设备已经淘汰．技术落后，不安全

重要环节，必须选取最具有代表『生的测点，即要求能

隐患比比皆是，尽管加强了安全运行管理，但事故的

监测机组最大振动的部位，并且还要有反映机组工

发生率仍有所增加。

况的模拟量、数字量等环境参量，以便为分析故障原

由于该站是亚洲最大口径混流泵站的抽水工

因提供依据”‘８ Ｊ。测点太少不能完全反映机组的运

程，为了保证泵站安全、高效运行和更新改造工作的

行状态；而测点过多，不但增加成本，反而使状态监

需要，开展皂河站安全鉴定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测和故障诊断复杂化，不利于监测机组的运行状态。

按照水利部《泵站安全鉴定规程》…，泵站投入
运行后２５年应进行一次全面安全鉴定。皂河站运

在测点的选择和布置上，针对大型水泵机组的特点，
应考虑以下因素”１：

行２０年，虽然还不到规定的鉴定时问，但根据该规

１）旋转机械特性。水泵机组属于低速旋转机

程条文说明第１．Ｏ．４条“泵站管理单位可根据泵站

械，因此，在测点布置上，应充分考虑水泵机组的这

建筑物和机电设备的技术状态和实际运行状况，提

些特点，适当地选择机组振动、摆度、间隙的测点位

出提前进行安全鉴定……对于少数泵站，由于某种

置。

原因施工期拖延而造成设备自然老化或泵站中采用

２）设备结构特点。在布置测点时，应根据机组

了早期的或已使用过的机电设备。虽然运行时间还

设备的结构特性、故障征兆和机组运行性能，作出正

不到规定的安全鉴定周期，可根据设备老化状况和

确的选择。

万方数据

第５期

３ｌ

陈作义等：大型泵站机组振动测试方法

３）电动机电磁特性。磁拉力的不平衡也影响
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
４）水力特性。主要是水力不平衡、汽蚀对水泵
机组的运行影响较大。
表１

现场测试仪器设备表

稳定有关；当进入一８。工况运行时，大轴振动波形以
稳定的单一频率为主，轴每转一周出现一个峰值，说
明太轴存在不平衡故障；当水泵进入一２。工况运行
时，大轴振动信号的波形由于机组的负荷增大，波形
出现一些不稳定。

ｒ１

ｒ睑△△△△尘
ｒ。
“）缝况
针对上述因素，结合立式水泵机组的特点，在测

南

图２

水泵机组振动信号的时域波形图

量主轴振动和摆度时，在水封处使用４个电涡流位

序号谱值额率

。

移传感器，布置的方向相互垂直。在支架上布置３

０’

个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测点放置如图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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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ｌｒ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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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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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ｌ测点布置圈

．ｔ

，＝∥６０＝１．２５ Ｈｚ，由此可知所测试的振动信号主
测试工作的目的主要是，在水泵的３种不同运
析。现场通过调节水泵叶片角度来改变水泵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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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０１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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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０１

４．８４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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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分别是一１６。，一８。，一２０工况。图２为所测试

∥№

机组３个运行状态振动信号的时域波形图，其频谱
分析的结果如图３所示。

０．０３

如）堪。工况
Ｏ

要以低频信号为主。
行工况下，针对水泵转轴的运行情况，进行振动分

０

３

∥Ｈｚ

２．３测试结果分析
水泵机组的额定转速７５ ｒ／ｍｉｎ，则其转速频率

．…工

ｌ

“）－２‘工况

图３

水泵机组振动信号的频谱图

从图３可以直观地看出，水泵在一１６０工况运行
时，大轴振动波形很不稳定，这与机组刚启动未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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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８年《通用机械》
欢迎订阅欢迎投稿刊登广告
《通用机械》杂志由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主办，是一本关于通用机械制造领域（泵、阎、风机、压缩机、减
变速机、气体分离机械、真空获得及应用设备、干燥设备、分离机械）及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矿山、轻工、环
保等通用机械的运行、使用与维修应用领域的实用性技术类期刊。
读者对象：通用机械制造领域及产品应用领域的科研、设计、生产中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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