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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多锋等：泵站人工清污拦污栅的改进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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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长，机组运 行摆度加大，故障率提高，工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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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使损坏设 备等现象愈来愈严重。

摘要：人工清污拦污栅因为投资较少，现阶段在农用泵站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使用中发现栅前

的一些泵站，它 们一般都没有发生象风站这么严

课题组进一步考 察了单向流道安装同类水泵
重的问题。因为 在单向流道的泵站中，流道平滑，
堆积污物．并且非常不易清除，影响了泵站的经济运行。文章分析了污物在拦污栅前的受力情况，就拦

没有滞流空间， 流态比较平稳；暴露在流道中的泵
轴两侧脉动压差 小，因而受到的径向力很小，振动
和摆度都不大。 这进一步证实了凤站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双向 流道滞留水空间较长，形成回流
污栅的倾斜角度及上部结构型式提出了改进意见。改进后的拦污栅便于人工清污，解决了泵站运行中
和漩涡，使得旋 转的泵轴在回流的脉动压力作用

污物堆积的难题，提高了泵站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效益。

下产生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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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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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机组运行中，当法兰摆度达到１．５０ ｍ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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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时，根据大型泵站规程，运用相似三角形理论推
算 出水导处摆幅达到近２．２ ｍｉｌｌ（法兰至水导轴

ｌ囊麓蠢篓宴

承

７．２

ｍ）。这时泵轴轴颈处对水导轴瓦压拉磨损

静弱赫恨佃：”皲鍪水流；粹边堡ｉ髓羹爵

严 重，而水导轴瓦材料弹性压缩量是有限的，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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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水导轴瓦材料磨损加大。另外，由于叶轮偏向出

ＩⅡ长＝时莪＝ｉ雕

水 侧也使得叶轮与叶轮室间隙不平衡值远远超出
允 许值２０％的标准，进一步造成机组运行的不稳
定 ，加剧了机组运行振动。由于机组振动加剧，使
得 填料函内的填料严重磨损，泵轴与填料函间隙
增 大，从而导致此处漏水量增大．法兰摆度随之增

大 。要确保机组正常运行，减小法兰处的摆度值和
漏 水量，只有停机更换填料。一方面利用填料止
水 ，另一方面也用来降低其摆度。但在高水位下更

大，从而导致机组运
行摆度逐渐增大

。

以排洪为例进一 步说明：水泵在运行过程中，
水流在泵轴四周 的流道内以环向流速向出水侧运
动，在西河侧靠 闸门处一段５ ｍ长距离流道内，
水流是滞流的死 水区。从泵轴四周的环流运动到
静止闸门之问存 在一个过渡空间，该空间由于存
在回流和漩涡， 形成该空间流速流向的不稳定，使
这段空间内的压 力也不稳定，从而使作用于该侧
泵轴的压力呈脉 动状态。出水侧流速大、压力小，
西河侧流速小、 压力大，所以在泵的两侧存在压强
差。而这个压强 差也是不稳定的，脉动压力没有规
律。旋转的泵轴 在这个脉动压力作用下产生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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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对清污工人也起到保护作用；工作桥前是‘直

２．１拦污栅的合理角度
水中漂浮物的比重和水相近，则可以认为污

立的约一米高的拦污栅，利于污物的汇集和清捞。

物所受的浮力尺和它所受的重力Ｇ相等。污物在

当泵站低水位工作时，清污人员可在水平栅上搭

栅上的受力情况如图３所示，符号意义如下：

木板构成临时工作平台进行清污。工作桥的高程

≠：拦污栅倾角；

Ｆ：水流的推力；

略高于泵站运行时的最高水位。水平栅的高程略

Ｆｒ：沿栅条方向的分力，Ｆ：一Ｆｃｏｓ≠；

低于泵站运行时的正常水位。如图４所示。

Ｆ。：垂直于栅条的分力，Ｆ。一Ｆｓｉｎ≠｛
Ⅳ：拦污栅对污物的反力，Ⅳ一Ｆ。；
，：污物沿栅条上升时与栅条间的摩擦力，
厂一．ｖ，；，，：污物与栅条问的摩擦系数。

图４

３改进后拦污栅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１、当水源水位变幅较大时，低水位运行时的
圈３

清污工作仍然存在困难。改进后的清污栅在水位
变幅２ ｍ以内最为适宜；当水源水位变幅超过３

拦污栅的倾斜角度≯多大才能保证水流将杂
物推向栅的上部呢？Ｆ；和，均为拦污栅倾角≠的

ｍ时，应选用机械自动清污拦污栅。
２、拦污栅的过栅水流流速可适当加大到ｏ．８

函数，由此可见，给拦污栅一个足够大的倾斜角度

～１．２

≠，当Ｆ＞，时，水流的推力就可将中下层的污物

力，而不至于污物积压卡在拦污栅中间。当底层有

推向栅的上部。

淤积物时，可用高压水枪冲洗．淤积物即可浮出水

由Ｆ，＞，得：Ｆｃｏｓ≠＞ＦｓｉｎⅣ７
即：

ｍ／ｓ，以保证对底下层的污物有足够的冲击

面被清除。

ｃｔｇ≠＞，

用胶合板和金属板做成拦污栅物理模型，栅

３、拦污栅栅条间距与水泵的类型和口径大小

间距为３０ ｍｍ。取现场实物做简单的物理学实验，

有关，轴流泵站可取进口直径的１／２０，离心泵站

得出各种污物和栅条间的摩擦系数列入表１。

取进口直径的１／３０。每一扇拦污栅的宽度一般不
超过４ ｍ，并在圆弧过渡处加横梁增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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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５

改进后的拦污栅在适合的水位下，使清污变
对应的拦污栅倾斜角≠一ａｒｃ ｃ‘ｇ，，，其计算
值列于表２。

得容易了，即使污物清理不及时也只是形成上部
堵塞、使栅的下部流速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表２

于均匀泵站进水池上下层的水流流速，不会引起

污物种类

杂草

树枝

死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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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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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５

６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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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的吸水条件恶化。改进后的拦污栅也使清污
工人更加安全，即便失足落水也会被水流推上栅

在水力学实验室水槽动水中作４５。和６０。倾

的水平段而脱险。

角的拦污栅杂草过栅观察实验，实验水深６０
ｍｍ，宽５０ ｍｍ，流速１ ｍ／ｓ。结果证实：当拦污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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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大于６０。时，在其下部有少量杂草堆积；而当
倾角小于４５。时，各种水草均能被推向栅的顶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标准泵站工程规范（ｓＤ２０４—

２丘传忻泵站节能技术北京；水利电力出版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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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条件下不产生污物和栅板的缠绕。
２．２拦污栅的上部结构型式
拦污栅上部的圆弧过渡成半米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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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要求精确测量泵的进、出口压强，并

（２）即使是根据Ⅳ一Ｑ性能曲线的极限工况配

且能精确测定流体的密度，从而保证计算出的关

置的电动机，由于泵性能的下降也会导致其过载。

死点能头有足够的精度。

如果电动机不是根据Ⅳ一Ｑ性能曲线的极限工况

上述第一种措施只适用于控制系统，而后两

配置的，则在没有任何性能下降问题的情况下，由

种措施对控制系统和非控制系统均适用。如能正

于流量过大也会导致电动机跳闸。
（３）离心泵的Ｈ—Ｑ性能曲线越平坦，电动机

确应用上述措施，可以帮助避免由于离心泵性能
下降而导致电动机跳闸，尤其是测量关死点能头

的裕量越少，则泵性能下降后越容易导致电动机

并同时记录电动机电流和电压的方法，是非常有

跳闸。

效的。当电动机连续运行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跳

（４）虽然离心泵电动机跳闸是突然发生的，

闸时，也可以用上述一种或几种方法进行诊断，这

但实际上却要经过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如果能

样，当泵是真正的肇事者时，可以避免将性能良好

正确采用本文介绍的几种简便的预测和监控措

的电动机换掉。

施，便可以避免电动机跳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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