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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电动机跳闸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傅松
（华北电力大学动力系）

摘要：离心泵投八运行后，其转动问隙将不断增大，进而导致其性能下降。如果泵的日Ｑ性能
曲线比较平坦，则很可能导致驱动电动机跳闸。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几种防止电动

机＿眺闸的预测和监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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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时，轴功率Ⅳ随之增加。当离心泵的转动间隙增
加后，由于通过问隙回流的流体增加，即使泵的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泵的生产材料和表面

出流量Ｑ不变，通过叶轮的理论流量Ｑｒ也会增

涂料在不断改进，其使用寿命不断延长；但是随着

加，从而导致泵的效率下降、轴功率和电动机功率

运行时间的增加，转动间隙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加，

增加，如图ｌ所示。而对于非控制系统，虽然转动

并因此导致离心泵的性能逐渐下降。这个问题在

间隙增大后，泵的输出流量Ｑ减少，但其理论流量

所有离心泵的运行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Ｑｒ却可能在增大，仍有可能导致轴功率和电动机

离心泵性能下降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

功率增大，

下几方面：
（１）在比原正常工作流量还低的流量下发生
汽蚀；
（２）在没有控制阀的非控制系统中，最大流量
减少；
（３）在控制系统中，要达到以往相同流量，控
制阀开度增大；
（４）输送相同流量时消耗的电动机功率增加；
（５）驱动电动机意外跳闸。

Ｈｒ：控制阀的埙失能头｛Ｑｒ通过叶轮的理＿｝苦褫重；
Ｑ：泵输出流量；ｄⅣ；叶轮转动阃喊增加后大约增加的轴功率．

本文主要针对离心泵性能下降后导致的电动

囤１

机功率增加以及电动机跳闸问题进行讨论，并提
出几种防止电动机跳闸的预测和监控措施。

２离心泵电动机跳闸原因
根据离心泵的基本理论，电动机消耗的功率
与泵的轴功率成正比，电动机消耗功率的增加是
泵轴功率增加的结果。而泵轴功率的大小不仅取
决于泵单位时间对流体做多少功，还取决于泵的
效率，与效率成反比ｏ］。
对于离心泵来说，通过叶轮的理论流量增加

许多正确配置的电动机在泵的极限工况（最
大流量）下只有有限的裕量，因此当泵的性能逐
渐下降后，较高的流量需求通常会导致所需功率
超出电动机能力，从而使电动机跳闸。当然，泵性
能的显著下降也会使所配置的裕量较大的电动机
过载。
３

离心泵性能曲线形状的影响
对于Ⅳ一Ｑ扬程性能曲线较平坦的泵来说，即

从最高效率点至关死点能头增加不超过】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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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一Ｑ轴功率性能曲线较陡，即轴功率随流量的增
加而增加较快脚，如图２所示。因此当泵的性能下
降后，要求轴功率增加较多，导致电动机电流逐渐
增大，最终导致电动机跳闸。

乏

Ｈ００：泵性能下降后的场程性能曲线；
虬：泵性能下降后的控制阀的损失能头．
围４

泵性能下降后，要保持漉■，控制网开度必须增大

通常，在离心泵（系统）投入运行的初期，控
图２

扬程性能曲线较平坦的泵轴功率性能曲线较陡

对于Ⅳ一Ｑ性能曲线较陡的泵来说，从最高效
率点至关死点能头增加２０％以上，通常为３０％
～４０％，其Ⅳ一Ｑ性能曲线则较平坦，即轴功率随
流量的增加而增加缓慢Ｄ’３］，如图３所示。对于这
种类型的泵，即使通过叶轮的理论流量相对泵的
实际输出流量有所增加，轴功率的增加也可以忽
略不计。所阱尽管泵的性能曲线逐渐下降，其电动
机却不会因此而跳闸。可见，了解离心泵性能曲线
的形状是很重要的。

制阀的开度有充足的余量，因此离心泵性能下降
后控制阀开度的增大一般不会引起注意，直到阀
门完全打开。此时．假如电动机功率仍大于泵性能
下降后所需功率，电动机仍能正常工作而不跳闸，
但增加流量已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定期记录流量及相应的控制阀开度，可
了解离心泵性能下降的情况，从而作出正确判断。
这种方法只能在所输送流体的密度基本不变
的情况下使用，而且当系统发生部件或管道堵塞
时不适用，因为堵塞会造成泵性能下降的假象，使
我们作出错误判断。
４．２

定期记录电动机的电流和电压
使用这种方法之前，必须正确了解离心泵

Ｈ—Ｑ性能曲线的形状，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日一Ｑ
性能曲线较平坦的泵，而且只适用于所输送流体
的密度基本不变、或流体密度可以精确测定的系
统，因为密度对电动机功率有直接影响。
在定期记录电动机电流和电压的同时，还应
记录泵的流量，然后计算出泵实际的轴功率，并且
图３

４

扬程性能曲线较陡的泵轴功率性能曲线较平坦

预测及防止电动机跳闸的措施

与泵的Ⅳ一Ｑ性能曲线进行比较．从而对电动机的
安全性作出正确判断。
在泵的Ｈ．Ｑ性能曲线较平坦，即从最高效率

泵电动机跳闸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如生产

点至关死点能头增加不超过２０％的情况下，记录

过程中断，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等等。下面介绍几

电动机的电流和电压比测定关死点能头更有效。

种简单的预测和监控措施，可以有助于防止电动

因为当日一Ｑ性能曲线较平坦时，随着转动间隙的

机跳闸的发生。

增大，关死点能头降低得很少，因此要确定这样一

４．１

定期记录流量及相应的控制阀开度
对于常见的通过控制阀调节的泵系统来说，

当离心泵性能下降后，要达到以往相同流量，管路

个微小的关死点能头降低值是很困难的。
４，３

定期测量关死点能头
如果离心泵的Ｈ—Ｑ性能曲线比较陡，即从最

性能曲线Ｈ。一Ｑ必须变平坦一些，即控制阀的开

高效率点至关死点能头增加２０％以上，则定期测

度必须增大，以减小控制阀的能头损失，如图４所

量关死点能头可以帮助预测内部回流的增加情

示。

况，从而对电动机的安全性作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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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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措施对控制系统和非控制系统均适用。如能正

配置的，则在没有任何性能下降问题的情况下，由
于流量过大也会导致电动机跳闸。

确应用上述措施，可以帮助避免由于离心泵性能

（３）离心泵的Ｈ—Ｑ性能曲线越平坦，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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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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