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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房 设 计 技 术 总 结 

金陵石化设计院 徐文琪 

摘 要：泵房、泵栅设计在炼油厂储运、工艺设计中占有较重要位置。除外购设备和大量管线外，储运、 

工艺设计工作中，泵是最主要动力运转部分。本文以“重油催化裂化工程配套”这一项目为例介绍泵房、泵棚 

的设计。 

主题词：泵房 泵棚 液态烃 配管 间距 设计 

1 泵房、泵棚设计一般原则 

本设计属石化企业液体物料、成品及辅助生 

产物料的储运系统泵房(包括泵棚和露天泵站)的 

新建、扩建工程设计，或改建工程设计。 

本设计执行中国石化总公司(行业)标准 

SHJ14—90(石化企业贮运系统泵房设计规范>。 

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的设置规定如下： 

(1)输送原油、蜡油、润滑油和渣油等重质油 

品的泵宜采用泵房布置。 

(2)输送其它物料的泵：①在极端最低气温 
一

20℃以下的地区的铸铁泵和在极端最低气温 
一 40℃以下的地区的铸钢泵都应布置在泵房内； 

②在极端最低气温一20℃以下的地区，当累计平 

均每年降雨量在 1000mm 以上或每年最热 月 

14：00的月平均温度的历年平均值不低于 32℃ 

时，应采用泵棚；③其余地区可采用露天泵站。 

本例每年最热月 14：00的月平均温度的历年 

平均值高于 32℃时，采用泵棚。 

泵房设计除执行本规定外，还应符合现行有 

关一系列标准规范的要求。 

2 泵棚的设计建造 

泵房或泵棚的柱支距根据泵和管线的布置情 

况而定。 

泵房或泵棚的最小跨度单排泵布置不宜小于 

6m，本例跨度 6m。 

泵房或泵棚的净空不应小于 3．5m，若有吊装 

设备应根据吊装设备的要求确定，本例净空大于 

3．5m。 

泵房门应不少于 2个，其中一个门应满足最 

大设备的进出要求。但 1～2台泵的小泵房可设 
一

个门、泵房的门应向外开。本例为泵棚，柱以外 

全可视为门。 

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地面应高出周围地坪 

不小于200mm，泵房地面应为混凝土地面，机泵 

的基础 高度不应低于 100mm；本例 为 140～ 

200mm。 

输送酸碱等腐蚀性介质的泵不应与非腐蚀性 

介质的泵布置在同一泵房门，腐蚀性介质泵房、泵 

棚和露天泵站的地面、泵基础和墙裙应采取防腐 

措施；本例地面选用光滑水磨石铺设，泵基础选用 

瓷砖铺设。 

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应设有值班室和工具 

间，仪表间应与罐区统一考虑设置，值班室或仪表 

间应设通讯设施。 

输送介质温度不高于 45℃的泵，其泵房的 

门、窗或孔洞与变(配)电间的间门、窗或孔洞的最 

短路径应满足防火及防爆规范要求。 

液化石油气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一般采用 

不发生火花的地面。 

泵房、泵棚和泵站内，在油泵端基础前应有宽 

150mm的排污水沟。污水的主明沟，起点沟底深 

为50mm，坡向排水口。泵基础的油泵端两侧应 

有宽 100mm的明沟，起点沟底深为 50mm，坡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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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基础前主明沟(蒸汽往复泵的基础两侧，油缸及 

汽缸 应 有宽 lOOmm 的 明 沟，起 点沟底 深 为 

50mm。坡向泵基础前主明沟)。本例在油泵端基 

础前应有宽 200mm的排污水沟，污水的主明沟， 

起点沟底深约为200mm，坡向排水口。泵基础的 

油泵端两侧另加小排水槽，该水接至含油污水管 

网。 

当泵和电动机的重量超过 1t或台数较多时， 

泵房内应设检修用的吊装设备。本例泵和电动机 

的重量小于 1t。 

3 泵的选型及密封 

泵的类型应根据输送介质的性质和传送条件 

确定，所选的泵应在高效区内操作。 

(1)当输送介质粘度不大，流量较大，扬程较 

低时，应尽量选用离心泵，且宜选用双吸式。 

(2)当输送介质粘度大、扬程高且流量允许脉 

动时。宜选用容积式泵。 

(3)当输送介质粘度小、扬程不高且有自吸要 

求时，宜选用自吸式泵。 

(4)当输送介质粘度大，流量较小，扬程较高 

时，宜选用转子泵或齿轮泵。 

(5)当输送各种酸、碱液和其它不含固体颗粒 

的有腐蚀性的液体时。应选用耐腐蚀泵。 

(6)当输送剧毒介质时应尽量选用屏蔽式泵。 

本例 输送介质 为液态烃。常温下粘度约 

0．3mm2／s，基本无自吸要求，所以选用离心泵。 

泵的备用原则如下： 

(1)运输中不允许因故中断正在操作的泵，应 

设备用泵。 

(2)输送剧毒介质、腐蚀性介质(酸、碱等)的 

泵。应设备用泵。 

(3)经常操作但非长时间连续运转的泵，不宜 

专设备用泵，但可与输送介质性质相近且性能符 

合要求的泵互为备用或共设一台备用泵。 

(4)不经常操作或因故中断但不影响生产的 

泵不应设备用泵。 

(5)输送同一种介质的备用泵不得超过一台。 

本例泵 c一1、2互为备用泵，泵 c一4、5互为备用 

泵，泵 c一3、5互为液态烃倒罐备用泵。 

输送特种燃料一般设专用泵。 

泵体和叶轮的材质应根据介质的性质、操作 

温度、压力及环境温度选择。 

(1)当操作温度为 一20～200℃时，可选用 I 

类材料(铸铁)；当温度在一20--45℃、200--400"C 

时。应选用Ⅱ类材料(铸钢)。 

(2)输送液态烃的泵，应选用铸钢泵。 

(3)输送腐蚀性介质的泵，应选用耐腐蚀性 

泵。 

本例是输送液态烃的泵，选用 Ⅱ类材料(铸 

钢)。 

当输送温度下的介质粘度高于 20mm2／s时， 

对离心泵性能参数进行换算，必需对应调整泵的 

规格。本例输送介质为液态烃，常温下粘度约 

0．3mm2／s，所以不必对离心泵性能参数进行换 

算。 

旋转式泵的轴封应采用机械密封；往复式泵 

的轴封应采用软填料密封。本例是离心泵，一般 

采用机械密封。机械密封的选型一般根据填料函 

内介质的压力进行选择。 

对于液态烃、汽油、芳烃等。当操作压力低于 

0．5MPa时，应采用非平衡型；当操作压力高于 

0．5MPa时。必须采用平衡型。本例操作压力约 

1，4MPa，一般采用平衡型。 

当操作温度不高于 80℃时．采用合成橡胶机 

械密封圈的泵可不设冷却水管线；当操作温度高 

于80℃时，应设冷却水管线。输送液态烃等较高 

蒸汽压介质的泵．可设冷却水管线。泵的冷却水 

用量可按表 1估算。本例介质操作温度小于 

90℃，按悬垂式离心泵考虑，泵冷却水用量足够。 

裹 1 泵冷却水用量 

冷却水用量／m， 
介质操作温度／℃ 

悬垂式离心泵 两靖支承节断式’l心泵 

<9O 0．2～0，4 0．4--0．6 

9O～300 O．3一O，6 0．6-- 1．2 

泵冷却水配管比较细小，安装工作量也很小， 
一

般待机泵就位后，再根据实际尺寸安装即可。 

4 泵和电动机选用 

电动机的选型符合现行的有关爆炸危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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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全规程的要求。 

当输送介质的闪点不高于 45"C时，应选用隔 

爆型电动机。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形成而仅在不正 

常情况下才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或露天 

布置的泵，可选用防爆安全型电动机。电动机的 

选型见表 2。 

表 2 泵 规 格① 

规 格 数量／台 

电动机功率 轴功率 泵总效率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流量 扬程 电动机型号 
／m0·h一 ／m水柱 操作 备用 ／kW ／kW ／％ 

泵c一1、2 粗丙烯泵 65Y100X2Ⅱ l5～30 180～220 l l 37 32．2 YB2OOL2—2 25．4 

泵 c一3 液态烃 泵 80Y100X2AⅡ 28～54 160～196 l 45 39．1 YB225M一2 33．6 

泵c一4、5 烷基化原料泵 65Y100X2ⅡA 14～28 l6O～196 l l 37 32．2 YB2OOL2—2 20．4 

①表中Y泵现一般改用 YA泵，安装尺寸完全相同。也可以用专用液态烃泵、无泄漏泵、AY型多级泵、屏蔽泵或GSJH型泵。 

动力配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1)长距离管线输送泵和连续输送原油、原料 

油泵的动力配电，必须有两个电源，且能自动切 

换。 

(2)间断生产的成品油调合装车泵或停电后 

在短时间内恢复生产用电、对生产影响不大的泵， 

可按一个电源设计。本例按两个电源考虑。 

离心泵的轴功率及 电动机功率可按下式计 

算： 

(1)轴功率： 

N轴 = 

式中：N轴一泵的轴功率，kW； 

Q一输送温度下泵的流量。m。／h； 

对于液态烃，按输送液态烃时的最大流量或 

按输送水时泵的额定流量的 30％计算，取较大 

者。 

H一输送介质时泵的扬程，m水柱； 

r一输送介质的重度，t／m。，本例液态烃重度 

取 0．6t／m0： 

1一输送介质时泵的总效率，％ 

当转送介质的粘度大于20mm2／s时。应用校 

正后的 Q、H、 代入上式计算轴功率。 

(2)电动机功率： 

N 电 = KN轴 

式中：N电一电动机功率，kW； 

K一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安全系数，见表 3，本 

例取 1．15 

表 3 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安全系数 

泵的轴功率(N轴) 泵类别 安全系数 

／kW 

N<3 1．5 

3<N≤5．5 1．3 

5．5<N≤7．5 1．28 

7．5<N≤l7 1．25 离心泵 

l7<N≤2l 1．2O 

2l<N≤55 1．15 

55<N≤75 1．14 

N>75 1．1O 

闭式旋涡泵 2—3．3 

开式旋涡泵 1．6～2．5 

容积式泵 1．1～1．25 

本例按在泵的高效工作区工作时，按上式计 

算出泵的最大总效率 Tl，填入泵说明表。 

具体来说，假定现在运转泵 C一4，泵 c一4出 

口管线设置： 

去烷基化、DN100； 

去重催、DN100； 

去煤气公司、DN80； 

去化肥厂、DN80、按 60kt／a计算。 

现液态烃储罐地面标高取43．18m，坐标取 x 

=60419．8、Y=41437．6： 

液态烃泵棚地面标高取 32．4m： 

重催装置地面标高取 32．7m，坐标取 X= 

59515、Y=42420； 

以去化肥厂管线为例，如果按 Q=23m。／h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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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入口管线(DN100)摩阻引起的压降：(当量 

长度)420×摩阻系数(查表求得)=3．8m水柱。 

泵出口管线摩阻引起的压降：(当量长度) 

5900×摩阻系数 (查表求得)+到化肥厂剩余 

0．1MPa压头 =167．5m水柱。 

考虑到液态烃输送从起点到终点高差，即得 

到总压降 171．3m水柱。 

改变流量，随之得到不同总压降，画Q—H曲 

线，与泵性能曲线图中Q—H曲线相交，即得 Tl= 

20．496。 

同样可以计算去重催、去煤气公司时泵的 Tl 

值；也可以计算泵棚中其它泵和倒罐时泵的Tl值。 

5 泵的布置和配管 

泵的排列和间距应符合下列要求： 

(1)泵机组宜单排布置，泵机组较多时亦可双 

排布置。 

(2)成排布置的泵机组按泵端基础取齐，本例 

泵机组泵端基础与泵房西侧间距取2m。 

(3)相邻泵机组(或泵基础)的净距不应小于 

0．8m，共用基础的泵基础的净距可适当缩小，本 

例取 1．3m。 

(4)泵机组(或泵基础)与泵房侧墙(或泵棚 

柱)的净距不宜小于 1、5m。 

(5)泵机组单排布置时，泵房或泵棚的主要通 

道宜设在动力端，宽度不宜小于 1．5m。本例取 

1．5m。 

泵吸入管和排出管的直径应经计算确定。但 

吸入管的直径不得小于泵进口嘴子的直径。本例 

泵吸入管直径在 DN80--DN100之间。 

离心泵进口处的有效净正吸入压头不应低于 

泵需要的净正吸入压头，离心泵的安装应保证介 

质在低液位时，仍能自流进泵。本例球罐高于泵。 

经计算介质在低液位时，仍能自流进泵。 

泵的配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的管线宜采用地上 

敷设。 

(2)泵进 出口管 线地面净空一般不 小于 

200mm，架空管线不应小于 2m，本例架空管线净 

空大于 2．5m。 

(3)水平安装的泵进出口管线由泵向外坡，坡 

度一般取O．3％。 

(4)在泵进口阀与泵之间的管线最高点应设 

排气阀，当输送液态烃、液氨等介质时，泵进出口 

管线均设排气阀并接至放空系统；本倒泵棚内放 

空主管线 DN50，每台泵用 DN25管线相连，中间 

设置阀门J41H一4O。 

(5)在泵进出管线上的阀门，宜使阀杆布置在 
一 条直线上，相邻两个阀最突出部分的净距不应 

小于 120mm，本例阀门手轮净距一律取 120～ 

130mm。 

(6)阀门操作不便时应设置必要的操作钢平 

台，本例钢平台宽 600mm。 

(7)需要支承的管线宜用钢托架，本例选用 

DN80 150钢管支撑。 

(8)泵进出口管线应根据介质及操作要求设 

置扫线接头。规定如下： 

输送不易凝介质的泵宜设半固定式扫线接 

头。其位置应在泵进出口管线靠近切断阀外侧。 

本例在每台泵进出口管线上设置半固定式扫线接 

头。选用阀门J41H一40，这个阀门靠近切断阀外 

侧约 lm，靠近操作钢平台边上，以便于开关。另 

从蒸汽主管线上引出 DN50蒸汽管线至泵棚内， 

泵棚内设置三个甩头 ZA1H一4O、DN25，相距 6m， 

以备及时供应足够的蒸汽。 

本例离心泵垂直进出口变径时。选同心大小 

头。 

泵的进口管线应设过滤器 对输送易凝介质 

的泵应设固定式过滤器，对输送不易凝介质的泵 

应设临时过滤器，过滤器安装在切断阀与泵入 口 

之间，以便于安装拆卸，型号：s8—2O。 

离心泵的 出口管线宜设 止 回阀，本例 选 

H41H一40阀门。 

本例泵出口压力表的表面一律背朝电动机方 

向。 

阀门安装前必须解体试压。机泵安装前同样 

需做解体试压，试运后换上端面密封。 ’ 

管线在施工过程中，注意管线内不要存留杂 

物、焊渣。 

所有配管需待机泵就位后进行。 

6 安全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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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房的消防应以蒸汽消防为主。泵房采用固 

定式蒸汽灭火设施，蒸汽管线应从主蒸汽管线单 

独引出。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采用半固定式蒸汽 

灭火设施。每隔 15～20m应设一个DN20的蒸汽 

管接头。 

(1)固定式灭火蒸汽管线，在泵房内对着泵端 

水平方向及下方的 45。角，每隔 50mm钻一 04～ 

5mm孔眼一个，并在管端头下面钻一个 05mm 

小孔，以便排除积水。 

(2)消防用的蒸汽阀门设在泵房外。 

(3)容积大于 700m 的泵房，除采用固定式 

蒸汽灭火设施外，还应设 2个临时灭火用的蒸汽 

接头。本例泵棚小于 700m3，所以不设临时灭火 

用的蒸汽接头。 

以上泵房、泵棚的消防具体可以参见相关的 

给排水专业图纸。 

泵房、泵棚和露天泵站内设给水设施，本例另 

设一处自来水龙头、水池。排水设施另见“泵棚的 

设计建造”一节。 

输送液态烃和易挥发介质泵房、泵棚和露天 

泵站应设可燃气浓度检测报警仪表。 

按要求，输送在生产事故中可能灼伤人体或通 

过皮肤吸收引起急性中毒的介质的泵房、泵棚和露 

天泵站内应设置事故冲洗设施，本例无此情况。 

●石化动态● 

输送凝固点高于环境温度的介质泵应采取防 

凝措施。 

泵房、泵棚的防爆、防火等级应根据介质的闪 

点及泵操作环境确定。本例中液态烃按 GBJ16— 

198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修订本)属甲类物质； 

按GB50160—1992(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属甲类可燃性气体。泵棚属气体或蒸汽爆炸危险 

区。按爆炸危险区域的分区，泵棚属“2区”(考虑 

到泵棚可燃物质的释放。属“二级释放源”)。 

7 其它 
’ 

本项目中，油品管线施工及验收按 SHJ14— 

90(石化企业贮运系统泵房设计规范>进行；机泵 

施工及验收参见相关标准。 

所有保温管线全用聚氨酯做外保护层，保温 

管壳采用铁丝捆扎起来。 

所有保温管线在支撑它的墩架上。全要设置 

管托，其它管线只设固定管托(保温管线固定管托 

用T6型，滑动管托用TI型；不保温管线固定管托 

用 Ts型)。 

地上不保温管线刷两遍红丹防锈漆。外刷两 

遍各色防腐面漆；保温管线两遍面漆刷在保温层 

玻璃布外。 

机泵刷两遍银粉漆。 

鲁奇公司基于反应蒸馏系统的烷基化工艺 

鲁奇公司开发成功基于反应蒸馏系统的烷基化新工 

艺——Eu 0fuel。该方法采用一种无毒、无腐蚀、易于操作 

且环境友好的催化剂，摒弃了传统工艺中使用强酸催化剂 

方法，可把丙烯、丁烯及戊烯等轻烯烃与异丁烷通过烷基 

化反应转化成具有低雷德蒸汽压(RVP)和高辛烷值的带 

侧链的烷烃。 

该工艺采用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和南方化学公司开 

发的沸石分子筛催化剂，蒸馏塔中塔盘用作反应器。催化 

剂以反应混合物中的悬浮物形式被传送到反应混合物(丁 

烯和异丁烷)的进料管线进入塔盘。异丁烷在塔底被蒸发， 

并以蒸汽上升，使反应混合物起到紊流效果，反应塔器在 

全回流和反应温度约 75℃下操作。并使用第二座塔器从 

产品中分离催化剂和未反应异丁烷。产品为 ‘：5～Cl0烃类 

的混合物。采用与 Smttgar大学共同开发的二步法专利 

工艺再生催化剂，先用异丁烷和氢气洗涤，再用类似加氢 

裂化的步骤使其得以再生。 

因设备减少和所需昂贵设备材料减少．该系统投资费 

用预期比常规烷基化工艺低约 20％，因新催化剂有高的 

循环速率，无需再生大ii}废酸所需的辅助设施，操作费用 

也预期减少 30％。鲁奇公司正在建设中型装置，将在某 

炼厂投入试用。 

(金信技术公司 吕 雷 供稿)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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