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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尖水利枢纽机电传动装置的
技术运用
成晔波!李!娟

%江苏省无锡市水利局' 江苏 无锡!%'$###&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无锡城市防洪工程江尖水利枢纽机电传动技术的应用和维护管理'针对具体情况'分

别研究了江尖机电传动装置的运行性能*工作特性*运行条件*运行调节*维护和保养'总结了江尖水利枢纽机电传

动的技术运用经验和管理办法(

#关键词$!水利枢纽) 机电传动装置) 技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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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城市防洪工程江尖水利枢纽是无锡城市防

洪大包围八大枢纽之一"位于江尖大桥与黄埠墩之间

的古运河上" 担负着城市防洪&排涝和改善水环境的

任务"是一项集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水利枢纽工程%

该工程按 %## 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 工程主要由 ' 座

*#/

&

,C的泵站及 & 孔净宽 %"/的节制闸组成% 江尖

水利枢纽机电传动装置由电动机&控制设备&传动机

构&水泵和电源组成"其采用 & 台 %"##hbX-%# 型竖井

式贯流泵与ag]"*#-) 型 '#gr高压异步电动机% 工

程自 %##* 年 + 月投运以来"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本文就该枢纽的机电传动技术应用和维护管理

作一些探讨总结%

)#异步电动机的运行性能和工作特性

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由电网吸收电能"然后

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后由转子轴输出给水泵% 异步

电动机性能优越度由下列几项参数决定%

1.效率
(

[

B%

B'

V'##S+即输出功率 B

%

与输入功

率B

'

之比,"在同样负载条件下"电动机效率越高"就

越省电"所以要求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效率不

*"'*



低于技术标准规定的效率
(

:

%

G.功率因数95C

#

"指定子边的功率因数 95C

#

'

"其

中
#

'

是定子相电压 _

'

和相电流 C

'

的相位差% 功率因

数高低直接影响电气设备的利用率% 电动机运行时"

除了从电源吸收有功功率外"还吸收无功功率% 功率

因数低意味着从电源处多吸收无功功率"这会加重电

网负担"降低设备的利用率% 由于江尖枢纽电动机功

率因数在 #.) 左右"未达到国家电力部门的要求"因此

采用并联高压电容器无功补偿技术以提高功率因数%

!.最初启动转矩4

1

"这直接关系到电动机的正常

启动%

6.启动电流C

14

"启动电流太大"会使供电线路压

降增大"电压降低"影响电动机的寿命和正常使用%

;.最大转矩4

/@L

和最小转矩4

/36

%

以上技术指标均是设计电机时考虑计算的"在机

电传动实际启用时"还需进行试验检查% 高压异步电

动机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运行时"转子转速 $&输

出转矩4

%

&定子电流C& 效率
(

&功率因数 95C

#

随输出

功率B

%

而变化的关系"称之为电动机的工作特性"这

些数据是判断电动机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依据%

规定要求水利泵站启动时对电网造成的电压降不

超过额定数值的 '#S+长期运行不超过 "S,"并且启

动功率不超过供电设备及电网的过载能力"启动时动

稳定电流和热稳定电流符合电动机和启动设备规定的

要求% 达到以上条件后"高压异步电动机在水利泵站

中常采用全压启动"同时采用机械方式来制动%

在水利泵站中也有采用三相高压同步电动机作为

机电传动设备的"同步电动机由于可以通过改变励磁

电流来调节功率因数"所以节能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

要使用较为复杂的励磁装置"故江尖水利泵站未采用

这种方式%

-#机电传动装置稳定运行的条件

在水利泵站机电传动系统中"电动机与水泵连成

一体% 为了使系统运行合理"必须使电动机和水泵的

机械特性尽量相配合% 特性配合的最基本要求是系统

能稳定运行"这里面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系统应能以一

定的速度匀速运转'二是在系统受到外部干扰+如!电

压&负载&转矩等波动,而使运行速度稍有变化时"应保

证在干扰消除后系统能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运行速度%

机电传动系统能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

1.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 [9+4

5

,和水泵的机

械特性曲线 $ [9+4

%

,有交点+即拖动系统的平衡点,%

G.当转速大于平衡点所对应的转速时"4

5

m4

%

"

即干扰使转速上升时"当干扰消除后应有 4

5

e4

%

m#'

而当转速小于平衡点所对应的转速时"4

5

U4

%

"即干扰

使转速下降时"当干扰消除后应有 4

/

e4

%

U#% 这样

的特性配合是机电传动系统的最佳工作状态%

"#水泵的运行调节

江尖枢纽采用 & 台竖井式贯流泵"单列布置"机组

中心距 ).%/"电机与水泵通过齿轮减速箱传动% 水泵

依靠旋转叶轮对液体的动力作用"把能量连续传递给

液体"使其动能增加"随后在压出室把部分动能转化成

压力能"将液体排出% 它的基本参数有!

1.流量Q!指单位时间内通过水泵的液体体积"单

位是/

&

,C"江尖泵站为单台 %#/

&

,C%

G.扬程I!指单位重量液体从进泵前列到进泵后

列所获得的能量%

!.转速 $!指泵轴每分钟转动次数"单位:,/36%

6.有功功率B

#

!指每秒钟内液体经水泵获得的总

能量"单位 IT%

;.效率
(

!指有功功率与轴功率之比%

水泵在运行时"若其流量随需要而变化时"必须对

水泵进行调节% 由于水泵是由异步电动机拖动"所以

常采用变速调节"通过改变水泵的转速来改变其特性

曲线"从而改变其工作点"达到改变流量的目的"这样

可大大节省电能%

'#机电传动装置的运行维护及保养

为确保机电传动装置长期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安

全可靠地运行"设备的日常监视及运行维护和保养就

显得非常重要% 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及每日的例行巡

视检查"总结出以下一些工作经验供探讨%

1.电动机周围环境应保持清洁% 外壳应无尘&无

污&无锈"严防水滴&油污&粉尘落入电机内% 接线盒应

防潮"压线螺栓应紧固"有损坏及时更换%

G.定期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变化情况% 一般电

动机运行电压为额定电压q"S"三相电压差不得大于

"S"各相电流不平衡不得超过 '#S"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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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更加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坝后&河流弯道处"最大值

超过 #.)/% 此时"河道受到的冲刷较为严重"防洪能

力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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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橡胶坝塌坝后的泥沙分布+单位!/,

&#结#语

在河流治理过程中"保持水道畅通&河道安全是重

要的任务% 然而"受降水冲击&地质活动及土壤疏松等

因素的影响"泥沙进入河道的现象十分普遍% 进入河

道的泥沙会在水流速度较慢的河段沉淀下来"从而形

成泥沙淤积现象'当汛期来临"如果泥沙不能够有效阻

挡"则可能冲刷河岸及河床"对岸边居民造成威胁% 经

过研究"浑河右侧弯道处泥沙沉积量较小"右侧回水区

域泥沙沉积量较大"建设橡胶坝后的泥沙沉积量相比

天然条件下要小得多"最大沉积量不超过 #.#&/% 因

此"需要适当设置橡胶坝"确保其有效阻挡泥沙"降低

其对河岸的冲刷'同时"有效发挥橡胶坝防洪抗旱功

能"根据降水变化调节水位% 希望本文对类似水利工

程的规划和运行有借鉴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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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 并且要严防出现断相运行%

!.定期检查电动机的温升"常用温度计测温升不

得超过最大允许值%

6.正常的电动机运行应平衡无杂音"外侧轴承密

封良好"运行时无杂音"观察其音响&气味&振动情况及

传动装置%

;.利用兆欧表定期检测绕组的绝缘电阻"在小于

#."W

4

时"应进行干燥处理"如绕组绝缘老化"应视其

老化程度采用浸绝缘漆"干燥或更换绕组%

5.由于电动机的定子是通过轴承来支持整个转

子的"因此轴承是电动机中唯一承受严重机械磨损而

负载最重的部件"其发生故障的概率是电动机机械故

障中最大的"所以是维护保养的重点% 轴承需定期更

换润滑油"正常情况下润滑油应保持在腔内 ',% R',

&% 定子和转子间的间隙要保持均匀"轴承若有松动&

磨损应及时更换+一般滑动轴承不得超过 '###4"滚动

轴承不得超过 "##4,% 尤其要注意"添加及更换润滑

油时应尽量采用同一型号"若更换型号时要将原有油

脂清洗干净%

>.电动机的合理运行是保证安全可靠&使用寿命

长的重要条件% 值班人员应每日作好巡视检查记录%

:.水泵的维护保养极为重要% 若发现水泵的汽

蚀和振动"应按改善水泵汽蚀和降低振幅的要求进行

调节% 在寒冷冬季"要注意水泵有关部件的防冻%

总之"机电传动装置在江尖水利枢纽运行多年来"

体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和可靠性% 获得了很多运行经验

和管理办法"今后还需不断总结更多经验"使之更好地

应用于更多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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