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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和乏汽闭式回收水泵装置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凝结水和乏汽闭式回收水泵装置（以下简称凝结水泵装置）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JB/T 11170 中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和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0.4—2011 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3216 回转动力泵 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1 级、2 级和 3 级 

3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3.1 试验项目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项目见表 1。 

表1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出厂 型式 

1 
装置水压 

试验 
√ √ 

试验压力为装置的泵壳体在温度为 38℃时允许

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压力的时间不少于 10 

min，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水压试验（试验碳钢材

料时最低温度不低于 15℃）。 

在试验过程中，装

置无渗漏，无可见变

形和异常声响。 

2 
集水罐水 

压试验 
√ √ 

耐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和必要的强度校核按 GB 

150.4—2011 的规定，可为设计压力 P（或在温度

为 38℃时允许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压力

的时间至少应为 10 min，试验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

（试验碳钢材料时最低温度为 15℃）。 

在试验过程中，容

器无渗漏，无可见变

形和异常声响。 

3 
动作性能 

试验 
√ √ 

依先出后进次序逐渐打开凝结水出口阀门、乏汽

出口阀门，动力介质入口阀门，凝结水入口阀门，

气动凝结水泵自动完成进水、排水动作过程。至少

连续完成 100 次完整的进水、排水循环的过程。 

动作过程连续稳

定，无卡阻现象。 

4 
驱动介质最

低压力试验 
— √ 

动作性能试验中改变驱动介质压力，在凝结水泵

装置正确动作的情况下测量最低驱动介质压力。 

最低驱动介质压力

不大于设计给定值。 

5 
驱动介质最

高压力试验 
— √ 

动作性能试验中改变驱动介质压力，在凝结水泵

装置正确动作的情况下测量最高驱动介质压力。 

最高驱动介质压力

不小于设计给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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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项目（续）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出厂 型式 

6 
最高工作背

压试验 
— √ 

动作性能试验中在最高驱动介质压力下改变背

压，凝结水泵装置正确动作的情况下测量最高工作

背压。 

最高背压率不小于

设计给定值。 

7 
标准流入水

头下的流量 
— √ 

驱动介质为蒸汽，标准流入水头下试验水温

85℃～95℃；驱动介质为空气，标准流入水头下试

验水温 15℃～25℃；驱动介质压力取 5 个～9 个数

值（包括最高、最低），每个驱动介质压力对应取

≥5 个背压数值（包括最高、最低），每一压力点

至少试验三次，每次试验持续的时间应不少于 300 

s，试验结果取平均值，每次测量值与平均值的偏

差不得大于 10%。在正式读取数据时，驱动介质压

力与背压的压力波动值不得大于±1.5%；温度波动

值不得大于±3℃。选用容积法或称重法计算流量。 

单台不小于气动凝

结水泵额定流量，符

合给定驱动介质为蒸

汽与空气在标准流入

水头下，驱动介质压

力、背压与热凝结水

流量三者之间的泵特

性曲线。 

8 
驱动介质消

耗 
— √ 

同上，读取“驱动蒸汽流量”、“驱动空气流量”，

按凝结水体积等于动力驱动介质体积计算≥5个不

同背压下，每回收 1 吨凝结水的驱动介质消耗量。 

不大于设计给定

值，符合驱动介质消

耗量与背压之间的泵

特性曲线。 

9 

非标准流入

水头下的流

量修正系数 

— √ 

在最低流入水头和≥4 个高于最低流入水头下，

驱动介质压力取上表中的 1 个数值，取上表中对应

5 个不同背压的数值，每一压力点至少试验三次，

以驱动介质为蒸汽或空气做试验，与上表标准流入

水头下测出流量对比，计算流量修正值。 

单台泵流量不小于

设计给定修正值，符

合非标准流入水头与

流量修正曲线。 

注：“√”为试验项目。 

3.2 试验装置 

3.2.1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试验装置见图 1。 

3.2.2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试验装置一般要求： 

—背压罐为容积不小于 1 m3，最高工作压力为 1.6 MPa，最高工作温度 200℃； 

—待测装置中的气动凝结水泵应为经水压试验合格的产品； 

—装置中所有热态管线和设备应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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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注 1：当系统采用蒸汽作为驱动介质和背压调节介质时,背压罐上方排空阀前端切断阀处于打开状态；当系统采用压

缩空气作为驱动介质和背压调节介质时,背压罐上方排空阀前端切断阀处于关闭状态。 

注 2：蒸汽减压系统出口压力设定为 0.1 MPa～0.15 MPa。 

注 3：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的流入水头可根据要求调整高度。 

图1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试验系统 

3.3 试验程序 

3.3.1 试验前准备程序 

试验前准备事项如下： 

a）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与试验系统连接完毕，试验前全部阀门呈关闭状态； 

(蒸汽/压缩空气)

气动泵

热水罐

水
入
流

头

背

压

罐

清洁冷水

消声装置

加热蒸汽

驱动介质
YTb

YTq Qq

QS

安全阀

压力表

温度计切断阀

过滤器

止回阀

排空气阀

疏水阀

减压系统

气体流量计

驱动介质压力调节系统水流量计

背压调节系统

被测装置 磁翻版液位计

Qs

Qq

YTq

Y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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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确定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型号及性能参数，选择、调整检测仪表、阀门和操作方法； 

c）确定驱动介质采用蒸汽/压缩空气、流入水头高度和试验水温等。 

3.3.2 动作性能试验程序 

动作性能试验程序如下： 

a）开启清洁冷水进水阀门和热水罐上的排空阀，向热水罐内注入清洁冷水至预定高度时关闭进水

阀门，待罐内空气完全排出后关闭排空阀； 

b）开启加热蒸汽进汽阀，同时缓慢开启减压系统后端切断阀，蒸汽经减压系统减压至 0.1 MPa～

0.15 MPa，逐渐将热水罐内的清洁冷水加热至 85℃～95℃，控制温升每分钟小于 4℃； 

c）设定压力调整系统 YTb 所需背压值，开启驱动介质进口阀、开启压力调整系统 YTb，缓慢开启

背压罐上的驱动介质切断阀，背压罐内的压力逐渐升高、稳定至设定值； 

d）设定压力调整系统 YTq 所需驱动压力值，缓慢开启压力调整系统 YTq，驱动介质进入管线，压

力逐渐升高、稳定至设定值后，缓慢开启被测装置前端驱动介质切断阀和导淋阀，排出管线内

积水，待驱动介质喷出后关闭导淋阀； 

e）缓慢开启被测装置进水切断阀、出水切断阀及背压罐进水切断阀，同时开启疏水阀前、后端切

断阀，试验介质进入被测装置，进水、排水循环动作自动运行。 

3.3.3 驱动介质最低压力试验程序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设定背压值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能正确动作，逐渐降低驱动介

质压力，直至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仍能正确动作时，测得驱动介质压力值与背压值。 

3.3.4 驱动介质最高压力试验程序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设定背压值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能正确动作，逐渐升高驱动

介质压力，直至驱动介质最高压力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仍能正确动作，测得最高驱动介质压力值与

背压值。 

3.3.5 最高工作背压试验程序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设定驱动介质压力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能正确动作，逐渐升高

背压罐内的压力，直至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仍能正确动作时，测得驱动介质压力值与背压值。 

3.3.6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流量的测量 

3.3.6.1 试验条件 

3.3.6.1.1 标准流入水头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流量的测量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设定驱动介质压力和背压值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能正确动作，

在标准流入水头下，由水流量计 QS测出的试验水流量。 

3.3.6.1.2 非标准流入水头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流量的测量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设定驱动介质压力和背压值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能正确动作，

在最低和 4 个高于最低流入水头下，由水流量计 QS测出的试验水流量。 

3.3.7 驱动介质消耗量的测量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设定驱动介质压力和背压值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能正确动作，

读取气体流量计Qq测出驱动介质流量，或按凝结水体积等于动力驱动介质体积计算5个点不同背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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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回收 1 吨凝结水的驱动介质消耗量。 

3.4 试验条件 

3.4.1 对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型号及性能参数，选择试验方法、驱动介质和试验介质： 

a）驱动介质为蒸汽，试验水温 85℃～95℃； 

b）驱动介质为压缩空气，试验水温 15℃～25℃。 

3.4.2 在正式读取数据时，驱动介质压力波动值不得大于±1.5%，背压波动值不得大于±1.5%；试验

水温波动值不得大于±3℃。 

3.5 试验次数 

3.5.1 按 3.3.2 的规定进行动作试验，在选定试验水温、驱动介质条件下，有代表性地选取 5 个不同驱

动介质压力和背压值下气动凝结水泵的流量测量。 

3.5.2 每台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动作和试验水流量的测定应在工作压力范围内。 

3.5.3 每一压力点至少试验三次，每次试验持续的时间应不少于 300 s，试验结果取平均值，每次测量

值与平均值的偏差范围为±10%，超过偏差范围要求的数据无效，应重新试验。 

3.5.4 动作试验在设定的驱动介质压力和背压值下动作循环次数应不少于 100 次。 

3.6 仪表 

3.6.1 温度、压力、流量用测量仪表的精度不低于 0.5 级，计时仪表的精度不低于±0.2%，分辩能力

不大于 0.1 s。 

3.6.2 所有仪表使用前应校准合格，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周期校验。 

3.7 试验数据记录 

记录下列试验数据： 

—驱动介质（蒸汽或空气）； 

—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驱动介质压力； 

—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流入水头； 

—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试验水温； 

—被测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背压； 

—流量计测得的单位时间内流量值（含水流量计 QS测出的试验水流量与气体流量计 Qq 测出的驱

动介质流量）； 

—试验持续的时间应不少于 300 s，试验时间内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排出试验水的次数与单次循

环动作的排出量； 

—动作试验在设定的驱动介质压力和背压值下的完整的动作循环次数（应不少于 100 次）； 

—除记录试验数据外，还应记录：试验负责人、操作者、记录者、数据处理者； 

—试验记录表格例样，参见附录 A。 

3.8 数据计算和试验报告 

3.8.1 数据计算方法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数据计算方法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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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数据计算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方法 计算方法 
出厂 型式 

1 
装置水压 

试验 
√ √ 

试验压力为装置的泵壳体在温

度为 38℃时允许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压力的时间不少于 10 

min，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水压试

验（试验碳钢材料时最低温度不低

于 15℃）。 

Ps=1.5×CWP 

式中： 

   Ps——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

（MPa）； 

CWP——38℃时允许最大工作压力，

单位为兆帕（MPa）。 

2 
集水罐水 

压试验 
√ √ 

耐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和必要的

强度校核按 GB 150.4—2011 的规

定，可为设计压力 P（或在温度为

38℃时允许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压力的时间至少应为 10 

min，试验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

（试验碳钢材料时最低温度为

15℃）。 

GB 150.4—2011 中 4.6.2.2a）： 

PT = 1.25P［σ]/［σ]t 

式中： 

PT——最小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

（MPa）； 

P——设计压力或在温度为 38℃时允

许最大工作压力，单位为兆帕

（MPa） 

…… 

3 
动作性能 

试验 
√ √ 

依先出后进次序逐渐打开凝结

水出口阀门、乏汽出口阀门，动力

介质入口阀门，凝结水入口阀门，

气动凝结水泵自动完成进水、排水

动作过程。 

设每次完成完整的进水、排水循环的

过程的周期为 T 秒，则至少完成 100 个

周期的时间≥100×T 秒 

4 
驱动介质 

压力 
— √ 

动作性能试验中改变驱动介质

压力，在凝结水泵装置正确动作的

情况下测量最高、最低驱动介质压

力。 

nP

n
 （MPa） 

5 

标准流入水

头下流量的

测量 

— √ 

驱动介质为蒸汽，标准流入水头

下试验水温 85℃～95℃；驱动介

质为空气，标准流入水头下试验水

温 15℃～25℃；驱动介质压力取 5

个～9 个数值（包括最高、最低），

每个驱动介质压力对应取≥5 个

背压数值（包括最高、最低），每

一压力点至少试验三次，每次试验

持续的时间应不少于 300 s，试验

结果取平均值，每次测量值与平均

值的偏差不得大于 10%。在正式

读取数据时，驱动介质压力与背压

的压力波动值不得大于±1.5%；

温度波动值不得大于±3℃。选用

容积法或称重法计算流量。 

由水流量计 QS 测出的试验水流量。 

设每个完成完整的进水、排水循环的

过程的周期为 T 秒，每个周期的排水重

量为 nP

n
 （kg），则计算每小时流量为

3 600nP

n T
 （kg/h）； 

额定流量容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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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数据计算方法（续）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方法 计算方法 
出厂 型式 

6 
驱动介质消

耗 
— √ 

同上，按凝结水体积等于动力驱

动介质体积计算 5 个点不同背压

下，每回收 1 吨凝结水的驱动介质

消耗量。 

由气体流量计 Qq 测出的驱动介质

流量。 

动力蒸汽消耗量：由不同背压值查蒸

汽性质表而定；蒸汽密度 ρ1乘背压系数

Z1，ρ1×Z1（kg/t）。 

动力空气消耗量：由不同背压值查空

气性质表而定：空气密度 ρ2乘背压系数

Z2，ρ2×Z2（Nm3/t）。 

额定驱动介质消耗容差±10%。 

7 

非标准流入

水头下的流

量修正系数 

— √ 

在最低流入水头和≥4 个高于

最低流入水头下，驱动介质压力

取上表中的 1 个数值，取上表中

对应 5 个不同背压的数值，每一

压力点至少试验三次，以驱动介

质为蒸汽或空气做试验，与上表

标准流入水头下测出流量对比，

计算流量修正值。 

设每个完成完整的进水、排水循环的

过程的周期为 T 秒，每个周期的排水重

量为 nP

n
 （kg），则每小时流量为

3 600nP

n T
 （kg/h）。 

注：“√”为试验项目。 

3.8.2 试验计算的结果 

试验计算的结果应符合： 

a）给定驱动介质为蒸汽、试验水温度 90℃和标准流入水头下，驱动介质压力、背压与试验水流量

三者之间的设计给定泵特性曲线； 

b）给定驱动介质为压缩空气、凝结水温度 20℃和标准流入水头下，驱动介质压力、背压与热凝结

水流量三者之间的设计给定泵特性曲线； 

c）在不同背压、驱动介质压力下每回收 1 m3 试验水，驱动介质消耗量与背压二者之间的设计给定

泵特性曲线； 

d）设计给定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流量在非标准流入水头下的试验水流量修正曲线。 

4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4.1 试验项目 

回转动力泵性能试验符合 GB/T 3216 的规定，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项目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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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出厂 型式 

1 
装置水压 

试验 
√ √ 

试验压力为装置的泵壳体在温

度为 38℃时允许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压力的时间不少于 10 

min，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水压试

验（试验碳钢材料时最低温度不低

于 15℃）。 

在试验过程中，装置无渗漏，无可见变

形和异常声响。 

2 
集水罐水 

压试验 
√ √ 

耐压试验的试验压力和必要的

强度校核按 GB 150.4—2011 的规

定，可为设计压力 P（或在温度为

38℃时允许最大工作压力）的 1.5

倍，保持压力的时间至少应为 10 

min，试验应使用清洁冷水进行（试

验碳钢材料时最低温度为 15℃）。 

在试验过程中，容器无渗漏，无可见变

形和异常声响。 

3 

动作性能 

试验 

√ √ 

手动： 

手动运行时分别按 1 号、2 号离

心泵启动、停止按钮能够分别实现

1 号、2 号离心泵启动、停止控制。 

1.指示灯指示准确； 

2.压力表显示与现场压力表指示一致； 

3.电流表指示准确（全压启动瞬间电流

为额定电流的 3 倍左右）； 

4.电压指示应为 380 V；电机运行平稳、

无异常噪声； 

5.短路、过载、断相、相序错误、水位

达到超高水位或低于危低水位、压力超压

时发出报警。 

4 √ √ 

自动间歇： 

自动运行时将手动/自动开关转

向自动，间歇/连续开关转向间歇。 

1.手动指示灯熄灭，自动指示灯亮，间

歇指示灯亮； 

2.当水位达到高水位时，一台离心泵自动

启动，水位低于低水位时离心泵停止运行； 

3.水位达到超高水位时，1 号泵运行中，

再启动 2 号离心泵运行，同时报警；水位

下降到高水位以下时解除报警，停止运行

2 号离心泵；水位下降到低水位时，1 号

也停止运行。 

4.短路、过载、断相、相序错误、水位

达到超高水位或低于危低水位、压力超压

时发出报警。 

5 
动作性能 

试验 
√ √ 

自动连续： 

将手动/自动开关转向自动，间

歇/连续开关转向连续。 

1.手动指示灯熄灭，自动指示灯亮，间

歇指示灯熄灭，连续指示灯亮； 

2.通过水位信号将水位控制在一定区

域（50±15）%，同时具有间歇运行方式

的全部动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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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性能试验项目（续）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 
出厂 型式 

6 流量试验 — √ 

模拟热态工况，试验水温（90

±5）℃： 

在设定背压，自动运行条件下，

主凝结水泵在高水位自动启动运

行，水位信号逐渐下降，到达低水

位时，主凝结水泵停止运行；取三

次试验结果平均值，每次测量值与

平均值的偏差不得大于 10%。人

为设置主泵故障，备用凝结水泵按

上述条件运行。 

在正式读取数据时，背压波动值

不得大于±1.5%；温度波动值不

得大于±3℃。 

凝结水泵流量符合泵的 H（Q）性能曲

线，对于选型的泵，使泵的流量和扬程适

合买方工况要求，集水罐的最小有效汽蚀

余量 NPSHA 超过水泵的必需汽蚀余量

NPSHR 至少为规定的安全余量，该安全

余量应不低于 0.5 m。 

7 
回收乏汽 

试验 
— √ 

同时将不大于0.3 MPa的蒸汽和

足量清洁冷水通入电动型凝结水

泵装置，主、备凝结水泵正常连续

运行。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应能回收余热蒸

汽，在 10 min 时间内主、备凝结水泵连续

运行正常，不允许主、备凝结水泵有短暂

的停止运行或运行异常。 

注：“√”为试验项目。 

4.2 试验装置 

4.2.1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试验装置见图 2。 

4.2.2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试验装置一般要求： 

a）背压罐为压力容器，容积不小于 10 m3，罐体材质碳钢，最高工作压力为 1.6 MPa，最高工作温

度范围 200℃； 

b）被测电动型凝结水回收装置应为经水压试验合格的产品； 

c）实验系统中所有热态管线和设备应保温。 

4.3 试验程序 

4.3.1 试验前准备程序 

试验前准备事项如下： 

a）确定被测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型号及性能参数； 

b）确定被测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所有容器的工作压力/温度、阀门的公称压力/温度；各电气仪

表型号及性能参数符合要求； 

c）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与试验系统连接完毕，试验前全部阀门呈关闭状态； 

d）选择、调整检测仪表、阀门和操作方法； 

e）确定运行流量和试验水温、背压设置等。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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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图2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试验系统 

4.3.2 性能试验程序 

性能试验程序如下： 

a）开启凝结水泵进、出口和至背压罐管线上的阀门； 

b）开启蒸汽管线上的疏水阀进口阀门； 

c）开启背压罐清洁冷水进口阀门，背压罐内水位至水位计可视最低水位停止； 

d）开启凝结水回收装置清洁冷水进水阀门，水位至水位计中部停止，打开蒸汽加热管线上的阀

TI

LG

LI LG

Qs

蒸汽

清洁冷水

PI

背

压

罐

清洁冷水 LI

集

水

罐

电

控

柜

Qq

安全阀

压力表

温度计切断阀

过滤器

止回阀

排空气阀

蒸汽减压阀

气体流量计

水流量计

Qq

Qs

LG 液位显示

PI 压力变送器

TI 温度变送器

调节阀

疏水阀

L1 液位显示

被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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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加热水温至 90℃，逐渐关小阀门； 

e）按设定的试验背压值调节蒸汽调节阀，开启蒸汽管线至背压罐之间的阀门，蒸汽进入背压罐，

试验背压逐渐升高、稳定至设定值； 

f）再开启凝结水回收装置清洁冷水进水阀门，缓慢微小开启蒸汽加热管线上的阀门，凝结水回收

装置集水罐内的水位和温度不断上升，当水位达到高水位时凝结水泵自动启动运行，水位达到

低水位时凝结水泵自动停止； 

g）继续给凝结水回收装置集水罐内注水且不断用蒸汽加热，集水罐内水位上升至 50%水位后，凝

结水泵重新启动，关闭背压罐与集水罐之间的回水调节阀及切断阀，凝结水被不断的送入背压

罐内，背压罐液位上升至预定高度后，关闭清洁冷水进水阀，同时开启并调整回水调节阀至集

水罐、背压罐液位保持基本不变，凝结水泵呈连续开启运行状态。水温超过 90℃后关闭蒸汽进

口阀门； 

h）检查凝结水回收装置的各仪表、指示正常，电泵运行平稳、无异常噪声；记录测试数据。 

4.4 试验条件 

4.4.1 对被测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型号及性能参数，选择试验方法、试验介质：试验水温（90±5)℃。 

4.4.2 在正式读取数据时，背压波动值不得大于±1.5%；试验水温波动值不得大于±3℃。 

4.4.3 每台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动作和试验水流量的测定应在工作压力范围内。 

4.4.4 试验次数：取三次试验结果平均值，每次测量值与平均值的偏差范围为±10%，超过偏差范围

要求的数据无效，应重新试验。 

4.4.5 每次试验持续的时间应不少于 300 s。 

4.5 仪表 

4.5.1 温度、压力、流量用测量仪表的精度不低于 0.5 级，计时仪表的精度不低于±0.2%，分辩能力

不大于 0.1 s。 

4.5.2 测试所用仪表应为标定周期内的合格仪表。 

4.6 试验数据记录 

记录下列试验数据： 

a）被测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额定排量； 

b）流量计测得的单位时间内流量值； 

c）被测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试验水温； 

d）被测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的背压； 

e）除记录试验数据外，还应记录：试验负责人、操作者、记录者、数据处理者； 

f）试验记录表格例样，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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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 

 

表 A.1 给出了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试验记录表的例样。 

表A.1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 

编号： 制造厂： 共    页      第     页 

检测试验机构：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日期：     年    月    日 

型号/规格/数量： 驱动介质：蒸汽/压缩空气/其它 装置最大工作压力: 

序号、项目 数据名称 单位 试验数值 试验结果记录 技术要求 

1、装置水压 

试验 

试验压力 MPa  

 
在试验过程中，装置无渗漏，无可

见变形和异常声响。 
保压时间 min  

冷水温度 ℃  

2、集水罐水 

压试验 

试验压力 MPa  

 
在试验过程中，容器无渗漏，无可

见变形和异常声响。 
保压时间 min  

冷水温度 ℃  

3、动作性能 

试验 

驱动压力 MPa  

 

至少连续完成 100 次完整的进水、

排水循环的过程，动作过程连续稳

定，无卡阻现象。 

驱动温度 ℃  

流入水头 mm  

水的温度 ℃  

动作次数 次  

4、驱动介质最

低压力试验 

驱动压力 MPa  

 

在正常动作条件下，气动泵驱动介

质的最低压力，它由制造厂给定。最

低驱动介质压力不大于设计给定值。 

驱动温度 ℃  

流入水头 mm  

水的温度 ℃  

背压 MPa  

动作次数 次  

5、驱动介质最

高压力试验 

驱动压力 MPa  

 

在正常动作条件下，气动泵驱动介

质的最高压力，它由制造厂给定。最

高驱动介质压力不小于设计给定值。 

驱动温度 ℃  

流入水头 mm  

水的温度 ℃  

背压 MPa  

动作次数 次  

6、最高工作背

压试验 

最高驱动 

介质压力 
MPa  

 

最高工作背压是在最高驱动压力

下能正常动作时气动泵出口端的最

高压力。最高背压率是最高工作背压

与驱动介质最高压力的百分比，不小

于设计给定值。 

驱动温度 ℃  

流入水头 mm  

水的温度 ℃  

最高背压力 MPa  

动作次数 次  

试验负责人： 操作者： 记录者： 数据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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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气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续） 

编号： 制造厂： 共    页      第     页 

检测试验机构：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日期：     年    月    日 

型号/规格/数量： 驱动介质：蒸汽/压缩空气/其它 装置最大工作压力: 

7、 

标准流

入水头

下的 

流量 

 

 

8、 

驱动介

质消耗 

流入水头 mm 设计给定标准值： 试验测量值： 

试验水温要求 ℃ （蒸汽驱动试验水温 85℃～95℃)/空气驱动（试验水温 15℃～25℃） 

背  压 MPa       

试验水温 ℃       

驱动介质压力 MPa.       

驱动介质温度 ℃       

驱动介质流量 kg/h/（m3/h)       

持续的时间 S       

循环动作动作次

数 
次（整数次）       

试验水流量 kg/h       

流入水头 mm 设计给定标准值： 试验测量值： 

标准流入水头下的流量试验

结果（经计算） 

在给定驱动介质为蒸汽或压缩空气在标准流入水头下，驱动介质压力、

背压与热凝结水流量三者之间的泵特性曲线 （符合或不符合） 

驱动介质消耗量试验结果（经

计算） 

符合设计给定驱动介质消耗与背压之间的泵特性曲线。（符合或不符

合） 

9、 

非标准

流入水

头下的

流量修

正系数 

流入水头 mm 设计给定标准值： 试验测量值： 

试验水温要求 ℃ （蒸汽驱动试验水温 85℃～95℃)/空气驱动（试验水温 15℃～25℃） 

背  压 MPa       

试验水温 ℃       

试验水流量 kg/h       

驱动介质压力 MPa       

驱动介质温度 ℃       

驱动介质流量 kg/h/（m3/h)       

持续的时间 S       

循环动作动作

次数 
次（整数次）       

流入水头 mm 设计给定标准值： 试验测量值： 

非标准流入水头下的流量试验

结果（经计算） 

在给定驱动介质为蒸汽或压缩空气在非标准流入水头下，驱动介质压力、

背压与热凝结水流量三者之间的泵特性曲线 （符合或不符合） 

试验负责人： 操作者： 记录者： 数据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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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 

 

表 B.1 给出了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试验记录表的例样。 

表B.1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 

编号： 制造厂： 共    页      第     页 

检测试验机构：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日期：        年    月    日 

型  号： 数  量： 装置最大工作压力: 

序号、项目 数据名称 单位 试验数值 试验结果记录 技术要求 

1、装置水压

试验 

试验压力 MPa  

 
在试验过程中，装置无渗漏，无可见变

形和异常声响。 
保压时间 min  

冷水温度 ℃  

2、集水罐水

压试验 

试验压力 MPa  

 
在试验过程中，容器无渗漏，无可见变

形和异常声响。 
保压时间 min  

冷水温度 ℃  

3、手动动作

性能试验 

指示灯 —  

 

1.指示灯指示准确； 

2.压力表显示与现场压力表指示一致； 

3. 压力表指示准确（全压启动瞬间电流

为额定电流的 3 倍左右）； 

4.电压指示应为 380V；电机运行平稳、

无异常噪声； 

5.短路、过载、断相、相序错误、水位达

到超高水位或低于危低水位、压力超压时

发出报警。 

集水罐压力 MPa  

水的温度 ℃  

泵出口压力 MPa  

电动机电压 V  

电动机电流 A  

1 号泵启动 —  

1 号泵停止 —  

2 号泵启动 —  

2 号泵停止 —  

报警 —  

4、自动间歇

动作性能试

验 

指示灯 —  

 

1.手动指示灯熄灭，自动指示灯亮，间歇

指示灯亮； 

2.当水位达到高水位时，一台离心泵自动

启动，水位低于低水位时离心泵停止运行； 

3.水位达到超高水位时，1 号泵运行中，再

启动 2 号离心泵运行，同时报警；水位下降

到高水位以下时解除报警，停止运行 2 号离

心泵；水位下降到低水位时，1 号也停止运行； 

4.短路、过载、断相、相序错误、水位达

到超高水位或低于危低水位、压力超压时

发出报警。 

集水罐内压力 MPa  

水的温度 ℃  

泵出口压力 MPa  

电动机电压 V  

电动机电流 A  

1 号泵启动 —  

1 号泵停止 —  

2 号泵启动 —  

2 号泵停止 —  

报警 —  

试验负责人： 操作者： 记录者： 数据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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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续） 

编号： 制造厂： 共    页      第     页 

检测试验机构：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日期：        年    月    日 

型  号： 数  量： 装置最大工作压力: 

序号、项目 数据名称 单位 试验数值 试验结果记录 技术要求 

5、自动连续

动作性能试

验 

指示灯 —  

 

1.手动指示灯熄灭，自动指示灯亮，间歇

指示灯熄灭，连续指示灯亮； 

2.通过水位信号将水位控制在一定区域

（50±15）%，同时具有间歇运行方式的全

部动作要求。 

集水罐压力 MPa  

水的温度 ℃  

泵出口压力 MPa  

电动机电压 V  

电动机电流 A  

1 号泵启动 —  

1 号泵停止 —  

2 号泵启动 —  

2 号泵停止 —  

报警 —  

6、流量试验 

6.1 标准要求：凝结水泵流量符合泵的 H（Q）性能曲线，对于选型的泵，使泵的流量和扬程适合用户工况要求，集水

罐的最小有效汽蚀余量 NPSHA 超过水泵的必需汽蚀余量 NPSHR 至少为规定的安全余量。该安全余量应不低于 0.5 m。 

6.2 检验和试验方法：模拟热态工况，试验水温（90±5）℃：在设定背压，自动运行条件下，主凝结水泵在高水位

自动启动运行，水位信号逐渐下降，到达低水位时，主凝结水泵停止运行；取三次试验结果平均值，每次测量值与平

均值的偏差不得大于 10%。人为设置主泵故障，备用凝结水泵按上述条件运行。在正式读取数据时，背压波动值不得

大于±1.5%；温度波动值不得大于±3℃。 

泵参数 

型号： 制造厂： 泵体材质 

入口直径： 出口直径： 密封形式 

流量（QG）： 扬程（HG）： 试验水温 

电动机参数 

制造厂： 频率 相数： 额定电压： 

型号： 额定功率： 转速： 额定电流： 

防护等级 绝缘等级 标准编号 重量 

流量 
持续试验时间/s       

测得流量/（ m3/h)       

扬程 扬程/m       

注：关闭泵出口端阀门，泵正常运行时出口端的压力表的度数。 

试验负责人： 操作者： 记录者： 数据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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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 试验记录表（续） 

编号： 制造厂： 共    页      第     页 

检测试验机构：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日期：        年    月    日 

型  号： 数  量： 装置最大工作压力: 

7、回收乏汽试验 

7.1  要求：应能回收余热蒸汽，在 10  min 时间内主、备凝结水泵连续运行正常，主、备凝结水泵没有的停止运行或

运行异常。 

7.2 检验和试验方法：同时将不大于 0.3 MPa 的蒸汽和足量清洁冷水通入电动型凝结水泵装置，主、备凝结水泵正常

连续运行。 

乏汽 

压力/（MPa）       

温度/（℃)       

测得流量/（m3/h)       

冷却水 

压力/（MPa）       

温度/（℃)       

测得流量/（m3/h)       

泵流量 

时间间隔/（min）       

测得流量/（m3/h)       

扬程/m       

试验负责人： 操作者： 记录者： 数据处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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