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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仕宏等：大型双向Ｘ型流道泵站机组碱振技术研究

大型双向ｘ型流道泵站机组减振技术研究
罗仕宏１，朱华明２，刘朝福２，汪业保１，张后文１，孙运平１
（１．安徽省凤凰颈排灌站｝２．安徽省机电排灌总站）

摘要：安徽省凤凰颈排灌站是一座大型藏向ｘ型流道泵站。文中筒述了凤凰颈泵站机组运行
中出现曲故障，即机组振动问题；分析了故障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出水流道水流脉动压强差引发了

泵轴振捶，导致机组振动；本研究采用隔开振动源的措施消除了故障．通过运行实践证明，隔开振动源
的方法简单、合理、可行，达到了使机组运行平稳的预期效果，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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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ｖ６
道中央，直接暴露于流道水中（如图１）。

ｌ工程概况

表１水泵性能参数表

安徽省凤凰颈排灌站（以下简称“凤站”）于
１９８６年动工兴建，１９９０年６月建成，１９９１年３月
交付使用。风站采用钟型“ｘ”型流道，是当时国内
最大、也是采用该项技术最早的一座大型泵站，曾
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
风站是安徽省“七五”期间引用外资重点建设
项目，是巢湖流域水利治理的大型骨干工程Ｉ受益
面积近期为４００万亩农田（其中沿巢３３０万亩，淠
杭灌区７０万亩），远景为５９０万亩（淠杭灌区增加
２９０万亩）。该站站闸合一，排灌结合，安装６台
３ｌＯＯＺＬ型立式轴流泵，配套总功率为
１４

８００

ＥＷ。泵站采用钟型“ｘ”型流道，具有机排、

自排、机灌、自灌四大功能，设计机排流量为２４０
ｍ３／ｓ，机灌流量为２００ ｍ３／ｓ，自排流量为３８０
ｍ３／ｓ。自建成以来，为巢湖流域内的抗旱除涝、排
洪、削峰、城镇供水、环境保护和改善水质发挥了
巨大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曾多次受到水
利部、省政府、省水利厅和巢湖市委、市政府的表
彰，在泵站管理考核中荣获省大中型泵站二级管
理单位的称号。
圉ｌ泵轴在流道中位置圈

２问题的提出
泵站安装的６台３１００ＺＬ立式轴流泵，其性

通过几年开机运行，暴露出机组运行法兰处

能参数见表１。两种型号水泵泵轴直径分别是ｏ

摆度大、机组振动等问题。检修时发现下列问题。

３５０

ｍｍ与ａ４５０

ｍｍ。该泵轴位于双向…Ｘ’型流

（１）水泵部分：

第一作者简介：罗仕宏（１９６３一），男．安徽省凤凰硬排灌站管理处剐主任工程师Ｉ安徽省无为县（２３８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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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孔摇摆呈椭圆状，整个轴承体在运行中晃动。

３．３．３叶片根部出现裂缝

Ｖ０１．１９ Ｎｏ．４

从表中可以看出，安装好的抗重螺栓通过
１９９８年２０多天的运行，摆度严重超标（１９９７年汛

１９９５年汛期运行中，发现５＃机组叶轮室处
有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由于停机及时，没有发生严
重后果，检修时发现水泵一叶片从根部开裂。主要

期未开机运行）。

４改造方案研究

是：水导轴承体螺栓松动无法控制叶片在规定问

综上所述，风站的双向流道型式是引起泵轴

隙内运行，机组运转使叶片与叶轮室不断碰擦，引

振摆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减小机组运行振动，必

起叶片根部在强度薄弱的部位发生裂纹。裂纹长

须对机组或流道进行改造。

约占整个叶片的２／３左右，平均深也达２／３。
３．３．４

课题组认为，泵轴暴露于流道当中过长并受

电动机抗重螺拴松动，支撑螺栓焊接处开

出水流道内紊乱水流的作用是引起泵轴振动的主

裂

要原因，有关电磁和机械（制造和安装）等其它因

每年检修时都发现，每台机组底环上的抗重
螺栓摆度值严重超标（安装时，标准摆度值为

素是非主要原因。针对水力振动这一问题，提出了
三种改造方案。

ｍｍ～ｏ．０３ ｒａｍ）。１９９８年检修时还发现几台

第一种方案是改进机组运行中转动和固定接

机组的上、下瓦架支撑螺栓根部焊接裂焊。这也是

触部位的材料。例如增加材料的耐磨性和抗振动

０．０２

由于泵轴振动后引起摆度过太，致使泵轴尾摆头

性，延长材料的使用时间，强制性地控制旋转部分

动（电动机处用两道导轴承控制），使抗重螺栓和

在规定的间隙内旋转。这一方案可以延长机组的

支撑螺栓受力过大而引起的。现以１９９６年机组安

维修周期，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泵轴的振动。

装时和１９９８年机组检修时实测六台机组抗重螺
栓晃动值为倒列表，见表６、表７。

除或减小引起机组产生振动的压力。对于双向流

１９９６年机组安装时抗重螺栓摆动值单位：ｍｍ

表６

抗重——．

第二种方案是改善出水流道中水流流态，消

道，要消除或减小流道内的水流紊乱状态，一是改
双向流道为单向流道，这是不可能的；二是改变现

墨里兰

螺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有流道结构，运行中靠近非出水侧泵轴增建闸门，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士０．００５

缩短滞留水空间，这样至少要增加四道闸门（该站

２

士０．０ｌ

０

０

０

０

每台机组两侧出水各有两道闸门），要破坏现有建

３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０

７

０

００５

士０

筑结构，施工和管理都很困难。
士０

０ｌ

０

士０

００５

第三种方案是隔断引起泵轴振动的动力源。

０

０

士０．００５

０

０

士０．００５

０

士０．０１

这种方案就是对泵轴采取保护措施，使泵轴不直

Ｏ

０

０

０

接暴露在流道中，避免水流的作用，隔开引起泵轴
振动的动力源。它不改变流道结构形式，也不需要

０

０

０

０

０

花大量精力去研究和消除流道内的紊乱水流，但
能起到减振降摆的作用。这一方案能使双向流道

袤７

１９９８年机组维修时抗重蠕栓摆动值单位．ｍｉｔｔ

“扬长避短”、“起死回生”，也能为今后的双向流道
泵站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因而这一方案极具
研究价值。因此，课题组选定第三方案进行重点研
究，并与有关专家一起反复分析论证，提出以下改
造方案。
４．１增设护套管
在泵轴外增设一道防冲护套管，使护套管起
着保护泵轴的作用（见图３）。
机组运行时，水流的脉动压力直接作用在护
套管上，消除了泵轴产生振动和摆动的外力因素．
机组运行特性彻底得到改善。改造后的护套管装
置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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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下部有近１ ｍ长的部分在流道内，也用导流帽给
予保护起来，不直接受水流作用。
４，２改造导流锥
将导流锥下口内径扩大，扩大的尺寸以护套
管上端圆平面尺寸为准，再放大１ ｍｍ，并在护套
管上端圆面加工一道深为６．５ ｍｍ、宽为７．５

ｍｍ

的槽口，放人囝８ ｍｍ的橡皮绳。再用两只葫芦将
护套管上端慢慢地拉人导流锥加工好的下口，使
护套管与导流锥衔接牢，确保护套管圆面与导流
锥圆面的紧密配合。
４．３改造导流帽
该导流帽上端原先没有法兰，不能与护套管
联接，因此必须在原有的导流帽上增添一道法兰，
才能与护套管联接。因为原有导流帽为铸件，难以
焊接，必须重新加工导流帽，导流帽上端洼兰与护
固３改造后的护套管装置殛运行时流道内水流状态

套管法兰联接，作为护套管的固定点。

５成果分析
上述改造方案于１ ９９８年经过带负荷试运行
及］９９９年汛期２７天运行证明，一切运行参数正
常。尤其是１ ９９９年汛期运行中，专业技术人员对
水泵法兰处摆度进行严密监测，在水泵导叶体外
进行认真监听，均未出现象过去运行１０天以后摆
度增大的情况和下部有异常声音的情况，运行摆

度最大值在０．３０ ｍｍ左右，见表８。填料函填料
磨损正常。整个机组运行平稳，声音正常．在２０多
天运行时间内未出现故障停机，充分发挥ｒ泵站
的排灌效益。
表８

１９９９年机组运行法兰摆度值

图４护套管装置示意图

增设的护套管上、下两头联接方式为：下端固
定在水泵导叶体上的导流帽顶端，上端固定在导
流锥下部，这样使护套管保持稳定，不至于被流道
中水冲动。固定点确定后量出护套管加工长度为
２．８

ｍ，考虑到维修方便，将护套管分为两节，下

节长ｏ．９ ｍ，上节长１．９ １ＴＩ。为确保护套管在流道
内一方面不被水流冲坏，需要有一定的强度；另一

方面又能确保使用寿命较长，同时还考虑到泵轴

超允许值（“）

…１４

３

１４

３－－４２ ９—４２．９－－４２

９—２８，６

６负面影响分析

能在护套管内运行自如，泵轴与护套管间留有间

由于在泵轴外增加了护套管，增大ｒ流道内

隙１５ ｍｍ，护套管材料选用１２ １７１１７０＿钢板并加工为

的阻水面积，对水流有一定的影响。为此，课题组

两个半圆形组装而成，安装时将护套管法兰顺延

对护套管的断面进行了认真计算，尽可能减小间

流道水流方向以减小阻力。另外，导流帽至填料函

隙和壁厚，改造后的护套管增加的阻水面积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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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Ｖｏｌ

１９ Ｎｏ．４

类型泵站中极具推广价值，可供其它相近类型泵

流道过水面积的４．２４‰，其负面影响是很小的。

站借鉴。

７效益分析

泵轴外加护套管还可改善出水流态，提高水

自１９９８年改造以来，６台机组在１９９９年汛

泵装置效率。由于泵轴在水流当中高速旋转，带动

期运行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了泵轴周围水体跟着旋转，加剧了水流的环向流

巢湖流域抗灾减灾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主

动，增加了水力损失。同时泵轴与水流之间还要产

要得益于水泵机组改造的成功。

生摩擦，增加了机械损失。所以增加护套管可以改

（１）成功的技术改造保证了机组的连续运

善流态，提高效率。因而护套管技术作为提高泵效

行，为巢湖流域抗洪削峰赢得了时间。

率的一项措施，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轴流泵、导叶式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７日，凤站６台机组奉命全面

混流泵和长轴深井泵中推广应用，也为科研单位

开启，机组连续运行了３ ５６４台时，共排河水５．１３

和设计制造部门提供了研究范例。

亿立方米，使西河水位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减轻了

泵轴外加护套管还具有防止泵轴腐蚀和磨蚀

内河圩堤压力，确保了整个流域５００亩以上圩堤

的作用。

无一溃破，减轻了流域人民的洪涝损失。仅此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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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ｘｉａｌ—ｆｌｏｗ ｐｕｍｐ，Ｘ ｓｔｙｌｅ ｏｕｔｌｅｔ，Ｐｕｍｐｉｎｇ ａｘｉｓ，Ａｍｏｒ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万方数据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ｗ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ｃａｓ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