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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

(57)摘要

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属于

水利工程设备技术领域，将叶轮室与导叶体在筒

内安装定位，并将潜水泵泵体分为双向进水、井

筒和双向出水三个部分，各部分均通过法兰连接

依次安装，避免了传统立式双向流道泵装置拆装

不便等问题，省去了现场安装定位等繁琐的过

程，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利用导流圆

台和导流灯泡的整流措施，保证了水泵内的流态

和运行效率，提高了水泵的安全性能；并用管道

代替传统的进出水流道，保证了管内水流的流

态，进一步简化了工程结构，保证水泵的安全运

行和效率，方便了泵站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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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包括底座(4)；其特征在于：所述潜水泵装置

由双向进水部分、井筒部分和双向出水部分组成；

所述井筒部分由井筒(21)、导水锥(36)、导叶体(20)和叶轮室(19)连接构成；所述井筒

(21)的上方连接设有双向出水管(14)，所述井筒(21)的下方连接设有双向进水管(5)，所述

井筒(21)内设有预埋件(32)和井筒底座(31)，所述叶轮室(19)与所述井筒底座(31)和预埋

件(32)固定连接，所述导叶体(20)设置在所述叶轮室(19)的上方；

所述双向进水部分由第一进水管(3)、第二进水管(7)和导流圆台(6)连接组成，所述第

一进水管(3)的一端与内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进水管(5)连接，所述第二进水管(7)

的一端与外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进水管(5)连接，所述导流圆台(6)固定设置在所

述双向进水管(5)的中部；

所述双向出水部分由第一出水管(34)、第二出水管(35)、导流灯泡(22)、支撑件(23)、

支撑环(30)、电机(25)、泵轴(26)连接组成；所述双向出水部分整体设置在所述井筒(21)的

上方，所述第一出水管(34)的一端与内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出水管(14)连接，所述

第二出水管(35)的一端与外流河连接，另一端与双向出水管(14)连接，所述导流灯泡(22)

通过支撑件(23)固定，电机(25)通过联轴器与泵轴(26)相连，泵轴(26)依次穿过导流灯泡

(22)、导叶体(20)与叶轮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流

圆台(6)为金属材料制成，导流圆台(6)外侧为1/4凹椭圆曲面，导流圆台(6)的外侧底部通

过地脚螺栓固定在混凝土底座(4)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向

出水管(14)下方筒体内设有支撑件(23)，支撑件设置4个，上下对称布置，通过支撑件(23)

固定导流灯泡(22)，双向出水管(14)外侧焊接设有环状结构的支撑环(30)，起到支撑作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进水管(3)和第二进水管(7)上设有进水阀门和进水管弹性接头组成的管道断流系统，第一

出水管(34)和第二出水管(35)上设有出水阀门、止回阀和弹性接头组成的管道断流系统，

防止管道内水流倒流，水泵倒转，飞逸转速过高导致机组故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机

(25)连接设置在双向出水管(14)的上方，通过联轴器(27)与泵轴(26)相连，泵轴(26)依次

穿过导流灯泡(22)、导叶体(20)与叶轮连接，上端固定设有轴封装置(24)，下端设有定位键

槽(33)，轴封装置(24)内设有轴承(28)和油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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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利工程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潜水泵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

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的加快以及农业用水需求的提高，城市防洪排水以及农业灌

排提水常常要求中小型泵站具有自引自排提灌提排的双向抽水的功能，而传统泵站仅仅局

限于单向抽水，满足不了现代用水的需求。近几年，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

新型的双向抽水泵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采用S型翼型的叶片，通过电机正反

转，实现水泵双向抽水；其二，双向流道的X型立式泵装置，通过控制闸门达到泵站自引自排

提灌提排的目的；其三，对于卧式泵装置而言，可以采用起重机整体掉转水泵机组实现双向

抽水。

[0003] 传统的双向流道立式泵装置的其结构型式具有一站四闸的特点，其占地面积小，

工程投资省，便于集中管理，适合于内外扬程变幅不大等低扬程的地区，因此在我国沿海滨

湖等地区应用广泛。然而“一站四闸”双向泵站的进出水流道流态复杂，水力损失大，且进出

水流道设计不当时，会造成水泵叶轮进出水条件较差，导致水泵机组产生振动，影响泵站的

安全管理。同时在中小型泵装置中，水泵机组长时间运行会导致水泵设备磨损，影响水泵的

安全性能以及效率，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造成水泵机组设备安装与维修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中小型立式双向流道泵装置安装和维修不便等问题，提

出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将叶轮室与导叶体在筒内安装定位，并将潜水泵

泵体分为双向进水部分、井筒部分和双向出水部分，可省去现场安装定位等繁琐的过程，可

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可提升叶轮进口处和导叶出口处的流态和运行效率，可实现自引

自排提灌提排的功能。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包括底座；其特

征在于：所述潜水泵装置由双向进水部分、井筒部分和双向出水部分组成；

[0006] 所述井筒部分由井筒、导水锥、导叶体和叶轮室连接构成；所述井筒的上方连接设

有双向出水管，所述井筒的下方连接设有双向进水管，所述井筒内设有预埋件和井筒底座，

所述叶轮室与所述井筒底座和预埋件固定连接，所述导叶体设置在所述叶轮室的上方；

[0007] 所述双向进水部分由第一进水管、第二进水管和导流圆台连接组成，所述第一进

水管的一端与内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进水管连接，所述第二进水管的一端与外流

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进水管连接，所述导流圆台固定设置在所述双向进水管的中部；

[0008] 所述双向出水部分由第一出水管、第二出水管、导流灯泡、支撑件、支撑环、电机、

泵轴连接组成；所述双向出水部分整体设置在所述井筒的上方，所述第一出水管的一端与

内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出水管连接，所述第二出水管的一端与外流河连接，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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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向出水管连接，所述导流灯泡通过支撑件固定，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泵轴相连，泵轴依次

穿过导流灯泡、导叶体与叶轮相连接。

[0009] 所述导流圆台为金属材料制成，导流圆台外侧为1/4凹椭圆曲面，导流圆台的外侧

底部通过地脚螺栓固定在混凝土底座上。

[0010] 所述双向出水管下方筒体内设有支撑件，支撑件设置4个，上下对称布置，通过支

撑件固定导流灯泡，双向出水管外侧焊接设有环状结构的支撑环，起到支撑作用。

[0011] 所述第一进水管和第二进水管上设有进水阀门和进水管弹性接头组成的管道断

流系统，第一出水管和第二出水管上设有出水阀门、止回阀和弹性接头组成的管道断流系

统，防止管道内水流倒流，水泵倒转，飞逸转速过高导致机组故障。

[0012] 所述电机连接设置在双向出水管的上方，通过联轴器与泵轴相连，泵轴依次穿过

导流灯泡、导叶体与叶轮连接，上端固定设有轴封装置，下端设有定位键槽，轴封装置内设

有轴承和油封。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

置，将叶轮室与导叶体在筒内安装定位，并将潜水泵泵体分为双向进水、井筒和双向出水三

个部分，各部分均通过法兰连接依次安装，避免了传统立式双向流道泵装置拆装不便等问

题，省去了现场安装定位等繁琐的过程，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利用导流圆台和导

流灯泡的整流措施，保证了水泵内的流态和运行效率，提高了水泵的安全性能；并用管道代

替传统的进出水流道，保证了管内水流的流态，进一步简化了工程结构，保证水泵的安全运

行和效率，方便了泵站的安全管理。

附图说明

[0014] 图1 为本实用新型装置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 为本实用新型中立式泵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 为本实用新型中叶轮室结构示意图。

[0017] 图4 为本实用新型中导叶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5 为本实用新型中井筒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 为本实用新型中双向出水管结构示意图。

[0020] 图7 为本实用新型中轴与轴封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第一进水阀门1、第一进水管弹性接头2、第一进水管3、底座4、双向进水管5、

导流圆台6、第二进水管7、第二进水管弹性接头8、第二进水阀门9、第一三通管10、第一出水

阀门11、第一出水止回阀12、第一出水管弹性接头13、双向出水管14、第二出水管弹性接头

15、第二出水止回阀16、第二出水阀门17、第二三通管18、叶轮室19、导叶体20、井筒21、导流

灯泡22、支撑件23、轴封装置24、电机25、泵轴26、联轴器27、轴承28、油封29、支撑环30、井筒

底座31、井筒预留件32、键槽33、第一出水管34、第二出水管35、导水锥36。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3] 如图1-7所示，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包括底座4；潜水泵装置由双

向进水部分、井筒部分和双向出水部分组成；井筒部分由井筒21、导水锥36、导叶体20和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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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室19连接构成；井筒21的上方连接设有双向出水管14，井筒21的下方连接设有双向进水

管5，井筒21内设有预埋件32和井筒底座31，叶轮室19与井筒底座31和预埋件32固定连接，

导叶体20设置在叶轮室19的上方；双向进水部分由第一进水管3、第二进水管7和导流圆台6

连接组成，第一进水管3的一端与内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进水管5连接，所述第二进

水管7的一端与外流河连接，另一端与所述双向进水管5连接，导流圆台6固定设置在双向进

水管5的中部；双向出水部分由第一出水管34、第二出水管35、导流灯泡22、支撑件23、支撑

环30、电机25、泵轴26连接组成；所述双向出水部分整体设置在井筒21的上方，第一出水管

34的一端与内流河连接，另一端与双向出水管14连接，第二出水管35的一端与外流河连接，

另一端与双向出水管14连接，导流灯泡22通过支撑件23固定，电机25通过联轴器与泵轴26

相连，泵轴26依次穿过导流灯泡22、导叶体20与叶轮相连接。

[0024] 如图1-7所示，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导流圆台6为金属材料制成，

导流圆台6外侧为1/4凹椭圆曲面，导流圆台6的外侧底部通过地脚螺栓固定在混凝土底座4

上；双向出水管14下方筒体内设有支撑件23，支撑件设置4个，上下对称布置，通过支撑件23

固定导流灯泡22，双向出水管14外侧焊接设有环状结构的支撑环30，起到支撑作用；第一进

水管3和第二进水管7上设有进水阀门和进水管弹性接头组成的管道断流系统，第一出水管

34和第二出水管35上设有出水阀门、止回阀和弹性接头组成的管道断流系统，防止管道内

水流倒流，水泵倒转，飞逸转速过高导致机组故障；电机25连接设置在双向出水管14的上

方，通过联轴器27与泵轴26相连，泵轴26依次穿过导流灯泡22、导叶体20与叶轮连接，上端

固定设有轴封装置24，下端设有定位键槽33，轴封装置24内设有轴承28和油封29。

[0025] 如图1-7所示，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的实施方式如下：为了便于潜

水电泵的拆装，将泵装置为了三大部分，分别为双向进水部分、井筒部分和双向出水部分。

井筒部分包括导水锥34、叶轮室19和导叶体20；叶轮室19通过螺纹与导水锥36相连，由井筒

预埋件32进行定位，固定在井筒底座31，并将导叶体20置于叶轮室19的上方，其中导叶体20

为扩散导叶，两者均通过螺栓固定在井筒21内，形成了潜水泵的泵段部分，可整体直接吊

装。双向进水管5置于井筒21的正下方，为三通结构，其中一个接头与井筒21连接，利用法兰

与井筒21固定，另外两个接头分别与第一进水管3和第二进水管7连接；内部设置有导流圆

台6，外侧采用1/4椭圆曲面造型，布置在其内底部可由焊接或者螺栓固定；外侧底部通过地

脚螺栓固定在混凝土底座4上。双向出水管14结构与双向进水管5相似，布置在井筒21上方，

其内通过支撑件23固定导流灯泡22，起到调整扩散导叶体出口的水流和回收环量的效果，

支撑件23设置4个，上下对称布置；叶轮室19、导叶体20和导水锥34直接定位装置在井筒21

内，形成井筒部分，整体直接吊装。双向进水管5为一整体部分，其内布置有导流圆台6，形成

双向进水部分，可整体直接吊装；双向出水管14为一体化结构，包括有导流灯泡22，支撑件

23以及支撑环30，并预留有轴孔，方便吊入轴承。双向出水管14外壳处设置有支撑环30，支

撑环30为环状结构，焊接固定在双向出水管外壳处，起到固定和支撑作用，形成双向出水部

分，可整体直接吊装。电机25布置在双向出水管5的上方，通过联轴器27与泵轴26相连，泵轴

26上端固定设有轴封装置24，下端设置键槽33，与叶轮处键槽孔配合，从而驱动叶轮旋转。

轴封装置24固定在双向出水管14的上方，其内布置有轴承28和油封29。整个泵装置部分可

由吊机依次吊装，从下至上安装顺序为双向进水管→井筒→双向出水管→泵轴，各部分均

通过法兰连接，避免了传统立式双向流道泵装置拆装不便等问题。水泵遭遇故障时则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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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取出检查水泵。内流河侧，第一三通管10分别于第一进水管1和第一出水管34相连；第一

进水管1中布置有断流系统，包括有第一进水阀门2和第一进水管弹性接头3；第一出水管34

中的断流系统包括有第一出水阀门11、第二止回阀12和第一出水管弹性接头13。外流河侧，

第二三通管18分别于第二进水管7和第二出水管35相连；第二进水管7中布置有断流系统，

包括有第二进水阀门9和第二进水管弹性接头8；第二出水管35中的断流系统包括有第二出

水阀门17、第二止回阀16和第二出水管弹性接头15。本实用新型中管道系统中均设有断流

系统，可防止由于水泵停机或者事故停机时管道内出现水流倒流，导致水泵倒转，飞逸转速

过高造成机组故障；可根据上下游水位以及运行要求，通过调节不同阀门，配合机组运行，

实现自引自排提灌提排的功能。整个泵结构均采用铸铁结构，采用立式布置型式。

[0026] 如图1-7所示，一种易于拆装的双向管道潜水泵装置的双向运行模式如下：

[0027] (1)提水排涝：打开内流河侧的第一进水阀门1和外流河侧的第二出水阀门17，关

闭内流河侧的第一出水阀门11和外流河侧的第二进水阀门9；内流河侧水流从第一三通管

10，进入到第一进水管3，经双向进水管5、叶轮室19、导叶体20和双向出水管14，从第二出水

管35处流出到外流河侧第二三通管18，最终汇入外流河，实现排涝；

[0028] (2)提水灌排：打开外流河侧的第二进水阀门9和内流河侧的第一出水阀门11，关

闭外流河侧的第二出水阀门17和内流河侧的第一进水阀门1；外流河侧水流从第二三通管

10，进入到第二进水管7，经双向进水管5、叶轮室19、导叶体20和双向出水管14，从第一出水

管34处流出到外流河侧第一三通管10，最终汇入内流河，实现灌排。

[0029] (3)自排：当内河水位大于外河水位，则需打开第一进水阀门和第二进水阀门。

[0030] (4)自灌：当外河水位大于内河水位，则需打开第二进水阀门和第一进水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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