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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泵检验和试验规定 
 

1    总则 

1 1目的  

    本工程规定提出了对转子泵产品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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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子泵工程技术规定 制造的转子泵在制造车间的检

验和试验  
1.2.2 对本规定中不接受的某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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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部检验和试验以后 卖方应向买方提供如下完整的检验和试验记录  

(1) 材料的合格证书 

(2) 尺寸检验 

(3) 液压试验 

(4) 机械运转和性能试验 

如有规定 卖方还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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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检验和试验报告 

(2) NPSH试验报告 

 

3 检验和试验的项目 程序和验收标准 

3 1 一般要求 

3 1 1 除另有规定外 所有的泵 泵部件和附件应根据下列相应条款进行检验

和试验  

3 1 2任何附加的试验要求, 应在卖方的报价书和/或买方数据表中提出  
3 1 3在本规定中未列出或未明确的辅助设备的检验和试验应按相应标准或由卖

方和买方在机组订货时共同协商确定  
3 1 4买方的检验人员需目睹见证的试验或检验的栏目在数据表上规定  
 

3 2  材料检验 

3.2.1 下列零件应提出材料合格证 在材料合格证中应包括该材料的化学成分分

析 力学性能以及热处理 若进行 的结果  

(1) 泵体和端盖 

(2) 轴和转子 

3.2.2  对承压泵壳的缺陷进行直观检查 泵壳应无粘沙 锈皮 裂纹 热裂缝以

及其它类似的铸造缺陷  

 

3.3  外观和尺寸检验 

3.3.1  在焊接完毕后 焊缝应进行外观检验 不应有裂纹 咬边或其它焊接缺陷  

3.3.2  零件的机械加工表面最终应作仔细检查  

3.3.3  在制造过程中  泵体和油系统应采用水或油试漏 所有的渗漏处都应修

补完好  

3.3.4  在装配期间或组装完毕后 对下列各项进行尺寸检查  

(1) 底板尺寸 包括地脚螺栓孔的直径和径置  

(2) 现场安装所需的外形尺寸 包括连接尺寸 型式和方位  

3.3.5   除非另有规定 任何两地脚螺栓孔间距的允差应为 5mm  

3.3.6  泵出厂前应做最终检查 内容包括  

(1) 转向 

(2) 铭牌内容 

(3) 清洁程度 

(4) 辅助管路的布置 

(5) 附件 备品备件等 

(6) 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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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液压试验 

4.1  所有承压零件均要进行液压试验 液 水或轻油 压试验 最小试验压力为

许用最大工作压力的 1.5倍  

4.2 液压试验应至少维持 30 min 且无泄漏迹象  

4.3 承压部件经试压合格后再油漆  

4.4 液压试验通过后的部件 应有记录并打上标记  

 

5. 机械运转和性能试验 

5.1除非另有规定 泵应在额定转速下按下列各项进行性能试验  

(1) 泵按规定运行时间测出完整的试验数据并做出试验曲线 且至少取 5 个试验

点 包括额定出口压力点  

(2) 在额定条件 额定流量和额定出口压力 下进行机械运转试验 至少持续 1

小时  

 

5.2 由于试验设施或电源的原因 不能在额定转速下试验时 实验速度与额定转

速之差应在 5%以内 并将试验结果换算为额定转速下的性能  

 

5.3 试验时使用的液体粘度应与实际泵送液体的粘度类似  

 

5.4  试验时应安装订货合同中规定的机械密封并检查其密封性能  

 

5.5  在额定转速和压力下的性能参数 偏差如下所示  

(1)  流量                      -0% 

(2)  轴功率  

 

驱动机 额定功率 kW 偏差 % 

18.5 10 

22 55 6 电机 

75 4 

透平  4 

 

5.6  试验期间检查安全阀是否正常操作 必要时加以调整  

 

5.7  运转试验时 应检查是否有振动过大和由气蚀引起的异常噪声  

(1) 在运转试验期间 要测量轴承腔处的振动 记录额定条件下的测量结果  

(2) 在运转试验期间 用分度声级表测量泵四周的噪声 传声器安装在距最靠近

泵壳体表面 1米和地面以上 1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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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试验时 油润滑和水冷效果应是良好的 所测量的轴承温度应是在运转试验

期间轴承腔温度不应超过 70 或环境温度加 40  

 

5.9  由于某些修改而必须拆装泵时 例如对机械或性能上缺陷的改进 那么 最

初的试验结果是不能被接受的 应在修改完成以后进行最终的车间试验  

 

5.10  试验记录应包括如下内容  

(1) 性能试验曲线和数据  

(2) 振动 轴承温度和噪声的示值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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