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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行业综述  Market Overview

泵行业综述  Market Overview

日本，位于东亚的岛屿国家，总面积 37.8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26 亿。日本是一个高
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G7、G20 等成员。其资源匮乏并极端依赖进口，
发达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科研、航天、
制造业、教育水平均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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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 1946 年至 1960 年，除美国外全球泵产业进入了恢复调整期。英国海沃德·泰勒公司战后
复苏、重建工厂，1948 年制造出全球首台无密封电机泵，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两种新产品，一种是锅炉水循环泵（BCP），
另一种是屏蔽电机泵（CMP）。日本荏原公司的羽田工厂，1945 年战争受损，战后修复至 1955 年才全面恢复泵生
产。长期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1949 年至 1952 年进行经济恢复，1953 年至 1960 年在各级政府领导下，为避免泵
制造太分散，相继创建了沈阳、重庆、长沙、无锡、哈尔滨、石家庄、本溪、兰州、博山、阳泉、上海水泵厂以及
大连耐酸泵厂和上海深井泵厂等首批专业泵制造厂。在此期间，西欧各国和日本泵产业恢复很快，反映在泵产业数、
泵产品品种、泵产量有了显著增加。

16 世界泵产业史年谱（1946 年 ~1960 年） 

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健康、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通用机械的离心泵、特
别是重要工况离心泵（如核电站、火电厂、石化等关键用泵）的各项指标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最关键的
一个指标是产品的可靠性。这可以从近些年来的一些大型项目招标文件中得到具体体现。

作者结合标准规范及工程实践经验，从水力设计与结构设计、产品加工制造与装配、到配套件的选型与设计、
再到产品的现场安装与应用，就“如何打造出高可靠性离心泵”给出较系统、全面的建议，希望能对同行们有所帮助。

30 如何打造高可靠性离心泵？ 

气动双隔膜泵（AODD）设计简单、操作方便、维修成本低，是流体输送的理想选择。为确保 AODD 泵发挥最
佳性能，必须确保泵的安装和操作正确。如果在安装或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尝试以下六种快速、简单的方法，
进行故障排除和常见问题的修复。

42 6 个步骤解决气动双隔膜泵（AODD）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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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皮托管泵的工作原理，摘录了美国威尔特种泵公司
在国际泵会议上发表的皮托管泵水力计算方法。分析了国内
外皮托管泵的两大缺陷：悬臂式转鼓内充满液体重量大，高
转速运转故障率高 ; 单集流管悬臂支承，转子盖内孔偏磨，
内回流量加大，降低泵效率。提出了皮托管泵设计理念上的
创新：让充液很重的转子部件按 2980rpm 正转，将现有技
术静止的集流管改为双集流管高速逆转，集流管的进液速度
就是由叶轮提供的速度与集流管高速逆转提供的速度之和，
集流管的转速越高，皮托管泵的总扬程将越高。公开了此发
明专利皮托管泵的剖面图和总装图。根据威尔特种泵公司成
熟的性能曲线图，计算了转子部件正转，双集流管高速逆转
的实施例。

36 解决超高扬程皮托管泵故障率高的创新 
     转鼓低速正转 , 很轻的双集流管高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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