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泵安装技术要求 
 

第一章 般规定 
 
  第 1条 本篇适用于各章所列的泵的安装。 
 
  第 2条 本篇是泵安装工程的专业技术规定，安装工程的通用技术要求，应按本规范第
一册《通用规定》的规定执行。 
 
  第 3条 本篇未包括的或有特殊要求的泵、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 4条 泵就位前应作下列复查； 
    一、基础的尺寸、位置、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 
    二、设备不应有缺件、损坏和锈蚀等情况，管口保护物和堵盖应完好； 
    三、盘车应灵活，无阻滞、卡住现象，无异常声音。 
 
  第 5条 出厂时已装配、调试完善的部分不应随意拆卸。确需拆卸时，应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后进行，拆卸和复装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 
 
  第 6条 泵的找平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卧式和立式泵的纵、横向不水平度不应超过 0.1/1000；测量时，应以加工而为
基准； 
    二、小型整体安装的泵，不应有明显的偏斜。 
 
  第 7条 泵的找正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主动轴与从动轴以联轴节连接时，两轴的不同轴度、两半联轴节端面间的间隙

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如设备技术文件无规定时，应符合本规范第一册《通用规定》

的规定； 
    二、主动轴与从动轴以皮带连接，两轴的不平行度、两轮的偏移应符合本规范第一

册《通风规定》的规定； 
    三、原动机与泵(或变速器)连接前，应先单独试验原动机的转向，确认无误后再连
接； 
    四、主动轴与从动轴找正、连接后，应盘车检查是否灵活； 
    五、泵与管路连接后，应复校找正情况，如由于与管路连接而不正常时，应调整管

路。 
 
  第 8条 管路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管子内部和管端应清洗干净，清除杂物；密封面和螺纹不应损坏； 
    二、相互连接的法兰端面或螺纹轴心线应平行、对中，不应借法兰螺栓或管接头强

行连接； 
    三、管路与泵连接后，不应再在共上进行焊接和气割，如需焊接或气割时，应拆下

管路或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焊渣进入泵内和损坏泵的零件； 
    四、管路的配置宜按参考资料进行复检。 



 
  第 9条 泵试运转前，应作下列检查： 
    一、原动机的转向应符合泵的转向要求； 
    二、各紧固连接部位不应松动； 
    三、润滑油脂的规格、质量、数量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有预润要求的部位

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预润。 
    四、润滑、水封、轴封、密封冲洗、冷却、加热、液压、气动等附属系统的管路应

冲洗干净，保持通畅； 
    五、安全、保护装置应灵敏、可靠。 
    六、盘车应灵活、正常； 
    七、泵起动前，泵的出入口阀门应处于下列开启位置： 
      入口阀门：全开； 
      出口阀门，离心泵全闭，其余泵全开(混流泵真空引水时，出口阀全闭)。 
 
  第 10条 泵的试运转应在各独立的附属系统试运转正常后进行。 
 
  第 11条 泵的起动和停止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 
 
  第 12条 泵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转不应少于 2小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附属系统运转应正常，压力、流量、温度和其他要求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

定； 
    二、运转中不应有不正常的声音； 
    三、各静密封部位不应泄漏； 
    四、各紧固连接部位不应松动； 
    五、滚动轴承的温度不应高于 75℃；滑动轴承的温度应高于 70℃；特殊轴承的温
度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六、填料的温升应正常，在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普通软填料宜有少量的泄漏(每
分钟不超过 10～20滴)；机械密封的泄漏量不宜大于 10亳升/时(每分钟约 3滴)； 
    七、原动机的功率或电动机的电流不应超过额定值； 
    八、泵的安全、保护装置应灵敏、可靠； 
    九、振动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如设备技术文件无规定规定而又需测振动时，

可参照表 V-3.1的规定执行； 
    泵的径向振幅(双向) 表 3.1 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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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特殊要求应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第 13条 试运转结速后，应做好下列工作 



    一、关闭泵的出入口阀门和附属系统的阀门； 
    二、输送易结晶、凝固、沉淀等介质的泵，停泵后，应及时用清水或其他介质冲洗

泵和管路，防止堵塞； 
    三、放净泵内积存的液体，防止锈蚀和冻裂； 
    四、如长时间停泵泵放置，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设备玷污、锈蚀和损坏。  

 第二章 离心泵 
 
  第 14条 泵的安装除应按本篇第一章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本章的要求。 
 
  第 15条 找平应以水平中开面、轴的外伸部分、底座的水平加工面等为基准进行测量。 
 
  第 16 条 对于非中心支承的原动机如汽轮机或输送高液体的泵(如烟炉给水泵、热油泵
等)，在常温状态下找正时，应计及工作状态下轴心线位置的变化。 
 
  第 17条 起动前，平衡盘冷却水管路应畅通，泵和吸入管路必须充满输送液体，排尽空
气，不得在无液体情况下起动，自吸泵的吸入管路不需充满液体。 
 
  第 18条 输送高、低温液体的泵，起动前必须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预热或预冷。 
 
  第 19条 离心泵不应在出口阀门全闭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转；也不应在性能曲线中驼峰处
运转。 
 
  第 20条 管道泵和其他直联泵(电动机与泵同轴的泵)的转向点动方法检查。 
 
  第 21条 屏蔽泵的转向应用下述方法检查：泵起动后，如泵的实际关死扬程与性能曲线
规定的关死扬程相符，表示转向无误；如相差太大，且确认并非由于泵内(包括屏蔽电机内)
气体未排尽而引起，则表示转向有误。 
 
  第 22条 水泵涡轮机组中的涡轮机的安装要求可参照同类型离心泵的规定执行。 
 
  第 23条 水泵涡轮机组试运转时，当涡轮机尚未回收能量前，应确保电动机的电流小于
额定值，严防电机超载。 
     
     
      
第三章 深井泵 
 
  第 24条 本章适用于长轴深井水泵和湿式潜水电泵的安装。 
 
  第 25条 泵的安装除应按本篇第一章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本章的要求。 
 
  第 26条 泵就位前应作下列检查： 
    一、井管内径和不直度应符合泵入井部分外形尺寸的要求；井管内径一般应比泵入



井部分的最大外形尺寸大 50毫米左右，使泵体在井内能自由上下，并不得损伤潜水电缆； 
    二、井管管口伸出基础相应平面不应小于 25毫米； 
    三、井管与基础间应垫放软质隔离层； 
    四、基础中部顶留空的尺寸应满足扬水管与泵座连接的需要； 
    五、井管内应无油泥和污、杂物； 
    六、扬水管应平直，螺纹和法兰端面不应碰伤，并应清洗干净； 
    七、长轴深井泵尚应作下列检查； 
      1．泵的传动轴端面应平整，传动轴在两端支承的情况下，中部的径向跳动不
应大于 0.2毫米；螺纹不应碰伤，并应清洗干净； 
      2．轴承支架和橡胶轴承应完好无损，橡胶轴承不应沾染油脂。 
    八、潜水电泵尚应作下列检查： 
    1.法兰上保护电缆的凹槽，不得有毛刺或尖角，并应清理干净； 
    2.电接头应浸入水中 6小时，用 5000伏摇表测量，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5兆欧； 
    3.电机定子绕组在室温水中浸渍 48小时后，对机壳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40兆欧。 
 
  第 27条 泵组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组装泵、扬水管、传动轴时，应在连接件切实紧固后逐步放入井中，严防机件

和工具落入井内，潜水电泵的电缆应捆绑在扬水管上； 
    二、螺纹连接的扬水管相互连接时，应加润油，不应填入麻丝、铅油；管子端面应

与轴承支架贴合(长轴深井泵)或直接贴合，两管旋入联管器的深度应相等；法兰连接的扬水
管，法兰端面间应加垫片； 
    三、泵座与扬水管连接后放在基础上时，若井管略有偏斜，泵座应有相应的偏斜(切
勿单纯校正泵座的水平)；泵座与基础间的间隙应以楔铁填实。 
    四、长轴深井示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传动轴相互连接时，两轴端面应贴合，两轴旋入联轴节的深度应相等； 
      2．电动机与泵座应紧密贴合，其间不得加垫，如电动机轴与电机空心轴不同
轴时，应在泵座与基础间的加斜垫铁调整。 
    五、潜水电泵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泵与电机组装后，应通过电机灌水向潜水电机内灌满洁净清水； 
      2.机组潜入水中的深度一般不应超过 70米，如必须超过 70米时，应对电机定
子绕组、电缆和接头进行耐水压试验。 
 
  第 28条 泵试运转前尚应作好下列工作： 
    一、长轴深井泵； 
    1．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调整叶轮与导流壳之间的轴向间隙； 
    2．检查止退机构是否灵活、可靠； 
    3．启动前；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用水预润橡胶轴承。 
    二、潜水电泵： 
    1．计算电缆的电压降，应保证潜水电机引出电缆接头处电压不低于潜水电机的规
定值； 
    2．每次启动前，均应使井部分扬水管内充满空气； 
    3．潜水电泵应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 
 
  第 29条 长轴深井泵启动后 20分钟，应停泵再次调整叶轮与导流壳之间的轴向间隙。 



 
  第 30条 对未能在入井前检查电机转向的潜水电泵，应根据启动电流的变化情况确定电
机的正确转向。 
 
  第 31条 当扬水管中的水尚未全部流回井内时，泵不得重新启动，停泵至重新启动的时
间间隔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第四章 中、小型轴流泵 
 
  第 32条 泵的安装除应按本篇第一章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本章的要求。 
 
  第 33条 泵就位前应作下列检查： 
    一、泵轴和传动轴不应弯曲；如弯曲，应调直； 
    二、橡胶轴承不应沾染油脂； 
    三、叶轮外缘与叶轮外壳之间的间隙应均匀，偏差应不超过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第 34条 斜式轴流泵安装的倾斜角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第 35条 泵试运转前应作好下列工作： 
    一、检查叶片的安装角是否与使用需要相对应，否则，应按设备技术文件规定调整

叶片的安装角； 
    二、启动前，应用清水或肥皂水预润橡胶轴承，直至泵正常运转。 
     
     
 
第五章 往复泵 
 
  第 36条 泵的安装除应按本篇第一章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本章的要求。 
 
  第 37条 找平应以机身滑道、轴承座、轴外露部分或其他加工面为基准进行测量。 
 
  第 38条 安全阀应有出厂铅封、不得随意调整。 
 
  第 39条 隔膜泵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液压隔膜泵必须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加注液压油，并应确保液压腔内不含气

体； 
    二、三阀(安全阀、补油阀和放气阀)出厂时已经调整，一般不需调整，如启动后动
作不灵或不正确，可在运转中调整。 
 
  第 40条 泵试运转时应按下述要求升压，无负荷(出口阀门全开)运转不应小于 15分钟，
按工作压力的 1/4、1/2、3/4 各运转不应小于半小时，最后在工作压力下连续运转不应小于
8小时。在前一压力级未合格前，不应进行后一压力级的运转。 
 



  第 41条 试运转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应在出口阀全闭的情况下启动； 
    二、吸入和排出阀的工作应正常； 
    三、安全阀、溢流阀的工作应灵敏、可靠； 
    四、隔膜泵的三阀的工作应灵敏、可靠； 
    五、蒸汽泵不得产生"撞缸"现象； 
    六、计量泵的调节机构应灵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按设备技术文件规定的"
流量---行程曲线"进行复校； 
    七、计量泵和其他对泄漏有特殊要求的泵，填料的泄漏量应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

定； 
    八、超高压泵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三螺杆泵 
 
  第 42条 泵的安装除应按本篇第一章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泵不应在无液体或出口阀门全闭的情况下启动，启动前泵内应灌注输送液体； 
    二、输送液体温度高于 60℃时，应按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预热； 
    三、试运转时尚应检查安全阀是否灵敏、可靠。 
 
 
第七章 水环式真空泵 
 
  第 43条 泵的安装除应按本篇第一章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试运转前，应向泵体内注入清水，盘车冲洗，洁净后放净污水，再注入常温清

水； 
    二、泵应在进气阀门全闭、泵进口端通大气的阀门全开的情况下启动； 
    三、试运转时尚应检查供水量和水温是否符合设备技术文件的规定； 
    四、试运转结束后，应放尽泵内积水，再注入清水冲洗。 
 
 
 
第八章 旋涡泵和中、小型混流泵 
 
  第 44条 泵的安装应符合本篇第一章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