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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泵检验和试验规定 

 

1   总则 

1.1 目的 

本规定提出了对离心泵产品进行检验 试验的工艺规程及买方验收标准的最低

要求  

 

1.2 范围 

1.2.1 本规定适用于按照 离心泵工程技术规定 制造的离心泵的车间检验和试

验  

1.2.2 对本规定中不能接受的某些要求 卖方应提出书面建议或替代方案并得到买

方的认可  

 

1.3 工程特殊要求 

 本规定给出了一般要求 但可在数据表或合同中提出用户 现场的特殊要求

特殊工程条件及对本规定的修改作为工程特殊要求 当工程特殊要求与本规定发生

抵触时 以工程特殊要求为准  

 

1 4  买方检验 

1 4 1 买方和/或其所委派的代表有权力见证由卖方执行的检验和试验 并且审核

卖方的数据和记录  
1 4 2 设备在制造或试验的过程中 买方的检验人员可自由进入卖方的车间

1 4 3 卖方应将见证检验和试验实施的计划提前通知买方 以使买方检验人员能

及时到达卖方的车间  

1 4 4 在本工程规定中所指的 买方的检验人员 亦应包括买方的检验员和/或其

委派的代表  

1 4 5  由买方检验人员所见证的检验丝毫不能减轻卖方为满足订单的要求所应负

的责任  

 

2  检验和试验记录 

    各项检验和试验完成后, 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全套文件包括: 

2.1 检验记录和合格证 

(1) 材料合格证 

(2) 无损探伤检验记录和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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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尺寸检验记录 

(4) 辅助设备的其它检验记录或数据 

 

2.2 试验记录和报告 

(1) 动平衡试验 

(2) 机械运转 

(3) 性能和运转试验 

(4) NPSH试验 

(5) 其它检验和试验一般要求 

 

3 检验和试验项目及验收标准 

3.1 定义 

在本规定中泵的分类(A B C)定义如下: 

 

类别 泵的设计条件 类型和操作工况 

双壳体泵(筒形泵) 

高压用泵(介质排出压力≥8.0MpaG) 

低温用泵(输送介质温度≤-80°C) 

A 

高速泵(叶轮转速≥3000r/min) 

B 工艺用泵(除了A类泵) 

C 一般用途用泵 水泵  

注: 锅炉给水用泵应属于A类或B类  

 

3.2 材料检验 

3.2.1 对泵下述部件所用的材料应进行检验 包括化学组份 机械性能 热处理

等 并且应符合指定的材料规定的要求  

(1) A类:泵壳 泵壳螺栓 螺母 轴 叶轮和其它与泵送介质接触的过流部件  

(2) B类:泵壳 轴和叶轮(除了铸铁材料)  

(3) C类:泵壳 叶轮(除了铸铁材料)和轴(当轴颈处的直径大于等于80mm)  

3.2.2 对0Cr17Ni12Mo2和00Cr17Ni14Mo2不锈钢 要进行钼含量检验  

3.2.3 根据有关标准对相关部件进行无损探伤检验  

3.2.4 承压铸件的修补应按下列要求: 

(1) 应消除任何不可接受的缺陷 并通过射线探伤 磁粉或着色检验证实  

(2) 铸铁件不得用焊接方式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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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焊接修补前 制造厂应做所修补缺陷的简图并提交买方 图中应标明缺陷的

范围和位置及详细修补程序  

(4) 焊接修补后 最终完成表面应做磁粉或着色检验  

 

3.3 外观检验 

3.3.1 应对每个承压部件的所有表面进行外观检验 应保证无掺砂 剥落 裂纹

热裂纹或其它类似的铸造缺陷  

3.3.2 在焊接完成后 所有的焊缝都应做外观检验以保证无裂纹 咬边或其它焊接

缺陷  

3.3.3 零件的机械加工表面最终应作仔细检查  

3.3.4 泵壳内外都应清理干净  

3.3.5 在试运转中 应做水和/或油的渗漏检验 所有的渗漏处都应修补完好  

3.3.6 泵出厂前应作最终检查 内容包括  

(1) 转动方向 

(2) 铭牌内容 

(3) 清洁度 

(4) 辅助管线的装配 

(5) 附件 备品备件等 

(6) 涂漆 

 

3.4 尺寸检验 

3.4.1 尺寸检验记录应包括如下栏目: 

(1) 底板的尺寸 包括地脚螺栓孔的尺寸和位置  

(2) 维修和装拆所需的间隙和尺寸  

(3) 对外连接和安装的尺寸 包括法兰的尺寸  型式和位置  

3.4.2 除非另有规定 任意两地脚螺栓孔间距的允差为 ±5mm  

3.4.3 运转间隙应满足相关制造标准的要求  

3.4.4 应检查承压泵壳的实际壁厚是否满足设计厚度的需要  

 

3.5 平衡试验 

3.5.1 主要运转部件如叶轮 平衡鼓等应单独做静平衡检验  

3.5.2 除静平衡外 若属下列工况应做动平衡检验  

(1) 设计流量超过55m
3
/h 且叶轮直径大于150mm  泵设计转速大于1500r/min  

(2) 两级或多级泵 且泵设计转速大于150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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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泵设计转速大于3000 r/min  

3.5.3 对于立式泵 应通过手动盘车利用千分表在填料箱或机械密封处测量轴或轴

套的径向跳动量 指示读数不应超过60µm  

3.5.4 转子装配和平衡修正的顺序应遵照GB9239 且应达到G2.5以上  

 

3.6 液压试验 

3.6.1 所有的承压部件 包括油冷器 冷却水或蒸汽夹套 其液 水或轻油 压试

验压力 应为许用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  

3.6.2 液压试验至少应维持30分钟  且无泄漏迹象  

3.6.3 承压部件应在液压试验后进行涂漆  

3.6.4 通过液压试验后的部件 应有记录并打上标记  

 

3.7 性能试验和机械运转试验 

3.7.1 除特殊要求外 每台泵在出厂前都应在设计转速(恒速)下进行性能试验和运

转试验  

(1) 性能试验 

    性能试验应在5种不同流量下进行 包括关死点 最小连续流量和设计能力的

110% 以期获得合理的性能曲线  

(2) 机械运转试验 

    在性能试验后 应在设计条件下进行机械连续运转试验以检查机械运转情况  

检查时间通常是一个小时  

3.7.2 当由于测试设备的原因无法使泵在设计转速下运行时 测试的速度可以不同

于设计速度 其变化范围为额定速度的±20% 在此情况下获得的结果应被修正至设

计条件的相应值  

3.7.3 一般情况下 试验用液体温度应为5°C至40°C的清水 当泵送介质的比重不同

于清水时 其结果将被修正至相应液体比重下的性能值  

3.7.4 对于高粘度或固-液混合物流体用泵 在试验前制造厂应给出测试液体和正确

的修正公式  

3.7.5 在试验和检验其密封性能期间 应安装供给买方的机械密封 并检验其可靠

性 车间检验允许密封泄漏量为每小时3cc  

3.7.6 如果有任何严重过载的可能 那么在工厂检验中就不能使用合同电机 这种

情况下 应使用制造厂相同型号和规格的电机  

3.7.7 在设计转速和流量下性能参数的允差为: 

(1) 总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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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类泵: 

设计扬程 H(m) 允差(%) 

H≤150 +7 

-0 

150<H≤300 -5 

-0 

H>300 +4 

-0 

 

(b) C类泵: 

设计扬程 H(m) 允差(%) 

H≤150 +10 

-0 

 

(2) 轴功率 

驱动机 功率范围P(kW) 允差(%) 

 P≤19 +10 

电机 22≤P≤75 +6 

 P>75 +4 

透平  +4 

 

(3) 效率:0% 

(4) NPSHr:0%       

 

3.7.8 在运转试验中应做振动测量 在任一阶段中波峰值间的振幅不应超过下述限

制: 

设计转速 振幅值 峰-峰  (µ) 

N(r/min) 滚动轴承(1) 滑动轴承(2) 

N≤1500 76.2 76.2 

1500<≤N≤3000 50.8 63.5 

3000<N≤3600 - 50.8 

N>3600 - 38.1 

注:(1) 在轴承箱处测得 

   (2) 在 轴 承 处 测 得 在 轴 承 箱 处 测 得 的 峰 - 峰 振 幅 不 应 超 过 上 述 值 的 50%  

 

3.7.9 在试验中的油润滑和冷却水应满足要求 轴承温度和轴承回油温度要到恒定

值时再进行测量 且不能超过下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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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类型 温升  °C 最高允许温度°C 

非强制润滑 40 70 

强制润滑 28 70 

注:温度应在轴承箱处测得  

 

3.7.10 在试验中 应无不良运动的现象如由汽蚀引起的噪声  

3.7.11 若需要进行必要的拆卸 初始的试验结果无效 应以最终的试验为准  

3.7.12 性能试验和机械运转试验记录应包括: 

(1) 性能曲线和数据 包括总扬程 效率 轴功率和转速及修正的计算 作出 H-

Q ,  P-Q ,  η-Q曲线  

(2) 振动和温升  

(3) 噪声测量值  

(4) NPSH试验 

    NPSH试验应在工厂试验中进行 且: 

(1) 当NPSHa和NPSHr的差值小于1m时  

(2) 当由于输送介质需要做NPSH试验时  

NPSHr应在4种不同的流量情况下(额定流量的60% 80% 100%和110%)得出  

NPSHr的误差应按3.7.7所述  

 

3.8 其它 

3.8.1 不与泵一起试验的齿轮装置应在与泵相同的转速下测量其振动 轴承温升

噪声水平 齿轮啮合情况并进行其它的机械检查  

3.8.2 在本规定中未列出的其它检验和试验应由买卖双方共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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