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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小型立式
轴流泵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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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强对小型轴流泵生产过程的监控"保证水泵出厂质量及后续的安装和使用质量与效果"在望虞河

西岸控制工程小型立式轴流泵的生产过程中"运用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中的$过程方法%"对水泵生产实施全过程质

量控制"重点监控水泵整机性能试验"为出厂后的水泵安装和完工验收后的工程管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轴流泵'质量控制' 过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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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的任务是对望虞河西岸口门

进行控制#有效增加*引江济太+入湖水量#提高太湖水

环境容量#改善入湖水质和太湖环境#结合水资源配置%

防洪等综合利用#同时兼顾地区排涝和航运等功能&

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锡山区境内工程西控部分包

括枢纽工程 & 座%泵闸工程 # 座%节制闸工程 # 座(水

系调整部分包括新开河道约 $5ZRJ%新建圩区排涝闸

站 Z 座%新建排涝泵站 # 座%新建节制闸 # 座#总投资

&5&U 亿元& 其中 % 个水工建筑设计选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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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和 Y$$.d+型号的小型轴流泵共计 #Y 台套&

小型立式轴流泵"直径 Y$$JJ以下$以流量大%结

构简单%重量轻%外形尺寸小%占地面积小等特点#在江

苏等河网密布地区的水利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

文运用e(4Y$$# 质量管理体系理论对工程中选用的小

型轴流泵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进行探索&

.)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及主要方法

轴流泵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是后续安装和正常使

用的前提和基础& 生产过程中质量控制的好坏#直接

影响后续的安装%验收及长期%稳定%安全的使用#因此

该过程是轴流泵整个质量控制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环& e(4Y$$# 质量管理体系八项基本原则是其管理体

系标准应用的基础和基本手段#其中作为八项基本原

则之一的*过程方法+是将活动和相关的资源作为过

程进行管理#可以更高效地得到期望的结果#是业主或

监理单位对水泵生产环节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 控制

*过程+才能控制*结果+#只有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零件

加工环节都在受控条件下进行#才能生产%交付符合标

准和规范的轴流泵& 因此#在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将

人%机%料%法%环%测"-,#I$有机%有序地融合在一起&

L)小型轴流泵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Z5#!水泵生产前的准备工作

水泵生产厂家接到订单后#在认真研读水泵设计

图纸的基础上#建设"监理$单位应组织设计技术交

底#向水泵厂提出设计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水泵厂

根据土建设计图纸并结合本单位产品具体型号规格#

向监理单位提交水泵制造设计详图#监理单位尤其要

详细审核水泵梁%电机梁%水泵出水口高程#以及水泵

和电机座安装孔在水泵梁和电机梁上的位置是否和梁

的钢筋尺寸相互干扰(水泵厂家的各零部件制造设计

图中还应标明满足设计要求的材料名称及尺寸& 必要

时由设计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核& 在监理单位对水泵厂

图纸审核完成后#才可以进入生产环节&

Z5&!对各生产工序 -,#I控制的主要内容

要对各主要生产工序的人员资格%生产机械状态%

原材料%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以及测量设备"-,#I$进

行审核& 对生产工序人员资格审核时#尤其要注重泵

轴%叶轮外壳以及叶片等重要零部件精加工%检验工序

人员资格的审核(同时也要重视对同样工序的生产机

械的设备完好及加工精度的审核(在对原材料进行审

核时#要求厂家不但要提供生产水泵本体各零部件#诸

如泵轴%叶片%叶轮外壳%喇叭管等材料的采购质量证

明材料#还要提供材料进厂时的复检报告"一般应有化

学分析和金相组织报告$(对生产工艺的审核侧重于零

部件在加工过程中几何尺寸的检测记录(生产环境方

面主要关注环境的温度%湿度和振动是否会对加工机

械精度产生影响等(测量设备的审核主要是检查人员

资格和检测设备检定有效期及设备的完好性&

Z5Z!具体质量控制方法

对各零部件尤其是主要零部件的加工#要全过程

跟踪检查#都应对其 -,#I进行查验#有效控制其加工

质量&

45叶片加工过程的质量控制& 叶片设计通常采

用抗气蚀性能及抗磨性能良好#并保证在常温下具有

良好可焊性能的不锈钢材料#具体不锈钢牌号因设计

而异& 叶片采用单片铸造#加工后的叶片过流表面应

光滑#并进行超声波探伤或磁粉探伤"仅对铸钢件$检

测#确保其无缩松%夹砂%裂纹等铸造加工缺陷&

叶片的加工多由五轴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进行加

工#加工成型后须经三坐标测量仪进行翼形检测#其外

形几何尺寸必须符合.混流泵%轴流泵开式叶片验收技

术条件/" +̀\*-X#Z)&$$%$要求#叶片表面粗糙度须

经表面粗糙度仪检测并符合设计要求&

叶片根部与转子体结合处间歇应不大于 #5-JJ&

D5转子体的质量控制& 轮毂体一般为铸钢件#整

体铸造(轮毂表面为球形#且叶片外缘与轮毂球形间歇

应均匀&

转动各部件应具有足够强度以承受最大转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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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具有足够的刚度和抗疲劳强度#确保转轮在周期

性变动荷载下不出现任何裂纹断裂和有害变形&

轮毂体加工完成并与叶片装配成转子体后#应整

体进行静平衡试验#在叶片最大外缘处最大不平衡量

应满足规范要求#必要时进行去重处理#并重新进行静

平衡试验#直至满足规范要求&

转子体加工装配经检测合格后#对非不锈钢材料

的加工面须立即进行防锈处理#涂刷防锈漆&

65主轴的质量控制& 水泵主轴一般采用优质碳

素钢#检查材质应不低于设计要求#主轴应具有足够的

强度和刚度#承受在任何工况下作用在主轴上的扭矩%

轴向力和水平力&

在加工主轴过程中#其水导轴承位置应按照设计

要求#增加镀铬或镶不锈钢套工序#以保证使用过程中

的抗耐磨性能#该位置的加工精度#如圆度%径向跳动%

表面粗糙度等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整体轴应满足直

线度%外圆加工面圆度%表面洛氏硬度等技术指标(整

体轴应进行正火处理(加工完成后的成品轴表面应立

即刷防锈漆&

95叶轮外壳的质量控制& 叶轮外壳的加工精度#

直接关系到水泵的扬程%流量和效率#因此对该部件的

质量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在确认该部件材质符合设计要求后#应认真对照

图纸#对其内部球面尺寸%上下法兰面平行度等尺寸进

行复测#并用粗糙度仪检测其表面粗糙度&

25装配和试验的质量控制& 水泵零部件在受控

状态下完成机械加工后#应进行水泵的装配和台架试

验工作#装配工作的好坏也会影响水泵的扬程%流量%

效率%振动和噪声#装配过程和台架试验中需要重点跟

踪检查以下内容!

装配前#要对涂刷在零部件表面尤其是加工面的

防锈油等用煤油进行清洗#然后进入装配环节&

装配过程中#检查叶片和叶轮毂螺栓连接的紧固

程度#装配用扭力扳手要经过检定#内六角螺栓的拧紧

力矩要达到工艺要求(检查叶片与叶轮外壳的装配间

隙#须满足规范要求(橡胶轴承位置的填料压紧程度应

留有余量#需待有水试运行时加以调整(推力轴承的装

配#*热套+前须检查轴承和支承座内壁的清洁度(联

轴器径向位移和端面间隙须满足标准要求&

台架试验工作是检验水泵能否满足设计性能的主

要手段& 测试前#应检查试验台架的各类仪器设备的

检定证书#如流量计%差压变送器%转速表%声级计%振

动测量仪%红外测温仪等#各类仪器设备须在国家有关

检测规范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参数测试(试验时要确保

水泵安装后的安全稳定运行#记录运行时的电压%电

流%电机功率%流量%扬程%振动%噪声和电机温度等参

数(振动测量时#应在推力轴承弹性模量最大处选 & ^

X 个点#分别测量水平%垂直方向的振动值(参数记录

须在水泵在某个状态平稳运行 Z -̂ 分钟后进行(针对

目前小型轴流泵安装后振动值往往超标的情况#须在

叶轮%主轴静平衡%直线度以及电机和水泵同轴度等方

面进行测量和返工处理#直至达到规范要求&

()实行质量控制后达到的效果

通过对望虞河西岸控制工程所使用的小型轴流泵

生产过程进行质量控制#经检测和试验#水泵出厂质

量#尤其是整机台架试验性能均符合规范要求#水泵安

装后运行平稳%可靠#各项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此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无锡市锡山区的防汛能

力#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为后续的工程管理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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