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需引水
NFPA 20要求所安装离心泵应确保进水口完全浸在水中。立式涡
轮泵应适用于供水水位低于泵进水口的任何地下水源。立式涡轮
的叶轮始终浸没在水源中。即时启动，无需监督。

陡峭的泵能效曲线
立式涡轮泵的能效曲线比卧式泵更陡。从而使得压力发生变化时
流量的变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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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不同水位
由于柱管长度可根据应用变化，因此可定制立式涡轮消防泵，以
适配几乎任何水位应用。当泵支撑地板或基础高于卧式消防泵的
吸水高度时，这一点很重要。立式涡轮消防泵可安装在水井、海
上平台、河流或任何水位波动的地方。

适用于各种水源
认可供水范围从市政供水系统到海水，包括水井、地下和地上水
库、露天池塘、溪流以及地上和地下储水罐。

可满足各种流量和压力要求
通过改变转碗和叶轮的级数和尺寸，几乎可从任何水位获得各种
系统压力和流量。因此，系统设计人员可非常灵活地设计最有效、
最可靠的消防系统。

根据NFPA 20、UL/FM标准设计和制造的消防泵必须满足特定的
压力/流量要求。这些指南确保在宽流量范围内提供足够的压力，
并且关闭时的最大压力不超过系统极限。

维护成本低
我们的泵旨在提供径向液压平衡。液压力由多叶片碗扩压器均衡。
这减少了套筒轴承的径向载荷，从而延长轴承寿命。

所有旋转部件的重量（包括轴向液压推力）均由驱动器顶部的一
个推力轴承支撑。维护工作量非常少，必要时，很容易接近轴承。

工程特性
额定压力：40至500 psi。

额定流量：250至5,000 USgpm。

中间轴承：0-50英尺产品润滑柱管和轴组件。大于50英尺的油
润滑柱管和轴组件。

测试：测试包括非见证能效测试，以及排放头和碗组件的非见证
水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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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规格书

按计划提供并安装一(1)套消防泵系统，包括：

泵
由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 (UL)列出并经Factory Mutu-
al(FM)批准的立式涡轮消防泵，型号为_______________，流量为
_____________Usgpm，增压压力为_____________psig。

柴油机
该泵应通过柔性联轴器直接连至柴油机,柴油机由__________制造，
型号为__________，经UL和FM列出并批准，转速为_________rpm
且海拔高度为_________英尺时的连续净额定功率为________HP。柴
油机应符合美国国家消防协会第20号手册的要求，并应特别批准用
于消防泵服务。其额定允许转速不应超过上述转速值，并应产生足
够马力，以10%的储备功率驱动消防泵。

冷却水系统
供应至热交换器的冷却水应来自泵的排放口，在泵的排放阀之前引
出。管道连接应包括四(4)个手动截止阀（包括旁通管路）、两个过
滤器、两个压力调节器、一个列出的自动电磁阀和一块压力表、管
道和管件，所有这些都由泵制造商根据NFPA 20安装在柴油机上。

蓄电池
应在干充电条件下提供两块重型铅酸电池，电解液装在单独的容器
中。还应包括合适的蓄电池架和60英寸电池电缆。

直角齿轮传动装置
FM认可的直角齿轮传动装置应配备额定值为泵的最大bhp的传动
轴。应提供合适的联轴器防护罩来封闭旋转组件。

柱管总成

管道：钢质，ASTM A53，S型，B级，带钢质螺纹接头。最
大长度为10英尺。也可提供法兰连接的柱管。产品润滑：轴
承保持架——球墨铸铁A536 GR60或青铜ASTM B584，氯丁橡
胶主轴轴承——D2000-77a。可选油润滑。

主轴：ASTM A108,C-1045碳钢和ASTM A269,304不锈钢；
轴颈处为衬套。联轴器为ASTM A108,GR 1215钢材。

碗总成

碗：ASTM A48，搪瓷，class 30铸铁，或A536 GR60球墨
铸铁。

碗耐磨环：ASTM B505-943青铜。

碗轴承：ASTM B505-932青铜。

碗轴：ASTM A582，416不锈钢。

叶轮：封闭式，除19F ASTM 149-592青铜外，所有青铜均
为ASTM B584-838，动态平衡。

叶轮夹头：ASTM A108，GR 1215钢材。

过滤器：有色金属夹篮式，ASTM B584红色黄铜。对于井
泵应用，可使用锥形过滤器。

排放头组件

排放头：ASTM A48，class 30，铸铁，配备125# ANSI法兰
连接,用于最大压力(关闭)为175psi排水。对于更高的压力,
使用具有额定值为250# ANSI的排放法兰的排放头。也可提
供锻钢排放头。

填料函：ASTM A48,class 30，ASTM B505合金932轴承，
编织丙烯酸填料，316SS压盖，铸造在填料下方的润滑脂室
中，最高压力为150psi。如果高于150psi，则提供旁通式填
料函，配备两个青铜ASTM B505合金932笼式环。压盖螺栓
的材质为304不锈钢，配不锈钢螺母。

排放头轴：两件，ASTM A582，416不锈钢，用螺纹与排
放头联接。配备青铜ASTM B584合金838调节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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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系统
燃油系统应由UL列出，并应包括一个按NFPA 20标准推荐的
________加仑地上储油箱、加油管和盖子、手动关闭旋塞、阻
火器、油位计和柔性编制接头。储油箱应配备用于地板安装的
支腿。机械承包商应提供经认可的钢管和零星管材及管件。

电机
消防泵应连接至最高功率为____HP的立式空心轴电机，转速
为______rpm，电压_____V，______相，_______周期。电机
应为开式防滴型，标准效率，使用系数为1.15。

必备管件
消防泵应配备以下附件：

•       一(1)块排放压力表，3½"(89mm)，表盘式

•       一(1)个1½"(38mm)排气阀

其他附件
消防泵应配备一(1)个外部测试集管2½"(63.5mm)软管阀，带
盖子和链条，以适应泵的额定流量。应提供一(1)个主泄压阀
和一(1)个废水锥。

柴油机自动控制器
消防泵控制器品牌为_____，型号为________，严格按照NFPA
的最新要求制造。控制器应由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of 
Canada (ULC)和/或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UL)列出和
标识，和/或由Factory Mutual (FM)批准。

稳压泵

稳压泵型号为________________，流量为___________USgpm，
增压压力为___________________psig。稳压泵应由开式防滴型
电机驱动，电机功率为_________HP，转速为__________rpm，
电压为__________V，___________相，_________周期。

稳压泵控制器
稳压泵应由稳压泵自动控制器控制，控制器型号为__________，
配备全电压驱动器。

安装和测试
消防泵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为__________________，应至少进行
5分钟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两倍。

消防泵应在额定转速下进行能效测试。消防泵应在不低于65%额
定扬程的压力下提供不少于150%的额定流量。消防泵的关闭总
扬程不应超过总额定扬程的140%。应提供经过认证的测试曲线,
表明流量、扬程、功率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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