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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运城市尊村引黄灌溉服务中心、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端明、赵永安、吴文勇、孙耀民、许建中、许盼盼、郭运生、李娜、龚诗雯、

任慧媛、张 超、潘 博、乔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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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黄灌溉泵站改造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引黄灌溉泵站改造的基本规定、规划复核、建筑物改造、设备改造、管理设施改造、

改造工程施工及验收和改造效果评估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黄河水为水源进行灌溉的大中型泵站及安装有大中型机组的小型泵站的改造。亦可

供以黄河水为水源进行灌溉的其它小型泵站改造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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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3006 离心泵、混流泵和轴流泵 汽蚀余量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GB 50150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T 50649 水利水电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GB/T 51033 水利泵站施工及验收规范

SL 140 水泵模型及装置模型验收试验规程

SL 203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SL 226 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安全报废标准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防洪标准

SL 292 水利系统通信业务导则

SL 316 泵站安全鉴定规程

SL 317 泵站设备安装及验收规范

SL 489 水利建设项目后评价报告编制规程

SL 548 泵站现场测试与安全检测规程

DL/T 5080 水利水电工程通信设计技术规程

水利部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2022年3月）

水利部 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技术大纲(试行) （2022年3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引黄灌溉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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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河水为水源进行灌溉的泵站工程。包括以黄河水为水源进行灌溉的单座泵站、梯级泵站和泵站

群。

泵站改造

泵站因运行指标达不到设计标准或原规划设计所依据的基本情况改变，建筑物和设备技术状态差且

存在老化、损坏或存在影响运行的缺陷、事故隐患或设备能耗高、建筑不节能等问题，对泵站建筑物和

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更新改造和节能改造等的活动。

技术改造

采用先进的、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的构件或零部件等对泵站现有建筑物进行的除险

加固、设备局部或全部改造以及工程配套等的活动。

更新改造

对泵站设备更新、建筑物拆除重建等的活动。拆除重建包括原址重建或移址重建。

节能改造

对不符合设备或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泵站主要设备的升级换代或更换节能产品、附属建筑物与设

备（如建筑物围护结构改造、通风采暖设施设备）改造或更新等的活动。

泵站安全鉴定

由专门的机构对经过一定年限运行的泵站建筑物、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的安全性能指标进行调查、

检测、复核计算分析和评价的技术过程。主要是通过评定泵站综合安全类别及建筑物、机电设备、金属

结构安全类别，定量定性地反映泵站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的状况，为泵站运行和改造提供基础数据

和科学依据。

4 基本规定

改造总体要求

4.1.1 引黄灌溉泵站等别、建筑物级别和防洪标准，应按 GB 50265 和 SL 252 的规定确定；对

于由多级或多座泵站联合组成的泵站工程，可按其整个系统的分等指标确定等别，其中单座泵站

的建筑物级别和防洪标准应按其单座的分等指标确定。

4.1.2 对存在重大技术问题且一直未能解决的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前应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

究。

4.1.3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设计时，应对泵站在能源消耗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泵站改造

的节能设计方案；对选用的主要设备和材料应提出明确的节能指标或要求。

4.1.4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中，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进出水建筑物泥沙淤积和水泵磨蚀等问题。

4.1.5 未达到地震设防要求的或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设计烈度取值偏低的引黄灌溉泵站，

应按 GB 50265 和 SL 203 的有关规定进行抗震设计。

改造原则及内容

4.2.1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应以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确保泵站改造后安全、高效、经济运行，节

能降耗，合理利用水资源为目的，依据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泵站工程特点进行

改造。

4.2.2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应遵循下列原则：

a) 与受益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水利总体规划、节能减排综合规划（方案）等相协调，

科学合理地确定改造的规模、方案和技术经济指标；

b) 确保安全可靠运行、充分发挥效益，提高设备及装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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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点解决进出水系统淤积、水泵磨蚀、水锤和梯级泵站之间流量匹配等问题；

d) 在不影响泵站性能和安全、节能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原有设施设备；

e) 积极采用经过试验和鉴定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

f) 根据泵站的规模、地位和作用以及实际运行需要，采用计算机监控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

实现泵站操作自动化、运行调控智能化和管理信息化，积极推行数字孪生泵站工程建设；

g) 正确处理更新与技术改造、拆除重建与除险加固、技术改造与节能改造的关系。

4.2.3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建筑物。包括进水建筑物、泵房与副厂房、出水建筑物及其它直接为泵站功能服务的水工建

筑物的除险加固或拆除重建。

b) 机电设备。包括主机组、辅助设备、电气设备以及由泵站管理的变配电设备及线路等的技术

改造或更新改造，同时对主要设备实施以技术升级为主的节能改造。

c) 金属结构。包括压力钢管及附件、拦污及清污设施、闸门及启闭设备、拍门及其它断流设施、

水锤防护设备、其它金属结构等的技术改造或更新改造。

d) 自动化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建设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网络通信系统

和信息管理系统等，或对原泵站自动化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和完善。有条件的，可开

展数字孪生泵站工程建设。

e) 工程管理设施改造。包括必要的工程观测设施、交通设施、办公设施、生产保障设施以及站

区环境设施的改造和配套完善。

f) 专项节能改造。包括主水泵、主电动机、主变压器及主要辅机设备、通风采暖设施设备等的

升级换代、更换节能产品，以及泵房及副厂房、控制室等建筑物的围护结构等的改造。

改造条件

4.3.1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前应按 SL 316 和有关规定进行安全鉴定，评定泵站综合安全类别及建

筑物、机电设备、金属结构安全类别。

4.3.2 对于综合安全类别评定为三类、四类的引黄灌溉泵站应进行改造。建筑物、机电设备、

金属结构的改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建筑物安全类别评定为三类的进行除险加固或维修加固，安全类别评定为四类的进行拆除重

建。安全类别评定为三类的建筑物，经过技术经济比较，技术上不可行或不经济的，也可进行拆除重建。

b) 机电设备安全类别评定为三类的进行技术改造，安全类别评定为四类的进行更新。

c) 金属结构安全类别评定为三类的进行加固改造，安全类别评定为四类的进行更新。

4.3.3 经节能评估，泵站装置效率低于 GB 50265 相关规定的，或设备效率、建筑物节能标准等

低于国家现行相关节能标准规定的，可进行专项节能改造。

4.3.4 对于存在下列问题之一的主水泵，应进行技术改造：

a) 故障率高，不能保证随时投入运行的。

b) 运行不正常，主要性能指标较差或大幅度下降的。

c) 过流部件汽蚀、磨损、锈蚀剥落严重的。

d) 转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间隙不满足要求，发生卡阻、碰壳等现象的。

e) 运行不稳定，振动、噪声、摆度和轴承温度等不满足要求的。

f) 主要零部件变形、损坏的。

g) 存在有其它影响安全运行的重大缺陷的。

4.3.5 对于存在本文件第 4.3.4 条所述问题之一的主水泵，经过大修、技术改造或更换元器件

等技术措施仍不能满足泵站运行安全、技术、经济要求或修复不经济的，或属淘汰产品的，应进

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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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对于存在下列问题之一的主电动机，应进行技术改造：

a) 故障率高，不能保证能随时投入运行的。

b) 运行不正常，主要性能指标较差或大幅度下降的。

c) 电气试验结果不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且经常规处理仍不能满足要求的。

d) 转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间隙不满足要求，发生卡阻现象的。

e) 运行不稳定，振动、噪声、摆度和温度等不满足要求的。

f) 主要零部件变形、损坏，定转子铁芯、线圈松动、绝缘老化严重的。

g) 存在有其它影响安全运行的重大缺陷的。

4.3.7 对于存在本文件第 4.3.6 条所述问题之一的主电动机，经过大修、技术改造或更换元器

件等技术措施仍不能满足泵站运行安全、技术、经济要求或修复不经济的，或属淘汰产品的，应

进行更新。

4.3.8 对于泵站电气设备（包括变压器）、辅机设备和金属结构等，其主要部件有损坏，主要

参数达不到设计要求，技术状态较差，存在影响运行的缺陷或事故隐患，但经大修或更换元器件

能保证安全运行的，应进行技术改造；其技术状态差，设备严重损坏，存在影响安全运行的重大

缺陷或事故隐患，零部件不全，经大修或更换元器件也不能保证安全运行或修复不经济的，以及

需要报废或淘汰的，应进行更新。

4.3.9 对于泵站单件建筑物，其运用指标达不到设计标准，存在严重损坏，但经加固改造能保

证安全运用的，应进行加固改造；其运用指标无法达到设计标准，技术状态差，存在严重安全问

题，经加固改造也不能保证安全运用或加固改造不经济的，以及需降低标准运用或报废重建的，

应进行拆除重建。

主要参数指标

4.4.1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后，建筑物完好率、设备完好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改造后泵站建筑物完好率、设备完好率规定值

指 标 类 别
规定值 (%)

改造 拆除重建

建筑物完好率 ≥90 100

设备完好率 ≥95 100

注：泵站建筑物完好率和设备完好率按GB/T 30948的规定计算。

4.4.2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后，设计工况下的装置效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改造后泵站设计工况的装置效率规定值

泵 站 类 别 装置效率

净扬程小于 3m 大于等于 55%

轴流泵站 净扬程为 3～5m 大于等于 60%

或导叶式混流泵站 净扬程为 5～7m 大于等于 64%

净扬程 7m以上 大于等于 68%

离心泵站 进口直径大于等于 800mm 大于等于 60%

或蜗壳式混流泵站 进口直径小于 800mm 大于等于 55%

注：对于出水压力管道较长的泵站，根据出水压力管道水力损失，可适当降低装置效率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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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后，能源单耗、安全运行率等技术经济指标应符合 GB/T 30948 的规定。

5 规划复核

基本情况调查

5.1.1 引黄灌溉泵站在改造前，应详细调查了解灌溉受益区基本情况、泵站运行情况及存在问

题等。

5.1.2 灌溉受益区基本情况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自然地理、水文情况；

b) 受益范围、受益面积；

c) 农业结构调整或作物种植模式变化情况；

d) 现有的供、排水设施及其运用、运行情况；

e) 用水结构变化、节水情况；

f) 灾害情况；

g) 其它情况。

5.1.3 泵站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泵站运行时间和运行台时数及能源消耗；

b) 泵站运行水位变化及梯级泵站之间的流量匹配；

c) 泵站运行期间所抽水体泥沙含量及级配、粒径和悬浮物；

d) 泵站技术经济指标；

e) 泵站存在问题；

f) 其它情况。

设计标准和设计流量复核

5.2.1 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受益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对象、农作物种植结构及灌溉模

式等的变化，对泵站原设计标准进行复核，合理确定泵站改造设计标准。

5.2.2 引黄灌溉泵站的设计流量，应在泵站受益区基本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调整修改后的

作物种植结构、设计灌溉制度、灌溉面积、灌溉水利用系数及灌区调蓄容积等综合分析计算确定。

对梯级泵站，应考虑级间流量的匹配。

特征水位和特征扬程复核

5.3.1 引黄灌溉泵站进出水池特征水位，应按 GB 50265 的规定逐项复核。

5.3.2 引黄灌溉泵站特征扬程，应在泵站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的基础上，按 GB 50265 的规

定逐项复核。

6 建筑物改造

一般规定

6.1.1 引黄灌溉泵站取水设施、站前拦污清污设施、前池及进水池、泵房与副厂房、出水管与

管坡、出水池等主要建筑物及配套建筑物改造，应根据泵站安全鉴定及规划复核的结论确定改造

方案。其改造设计应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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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水源条件发生较大变化的引黄灌溉泵站，应根据多年运行期的最低水位、平均水位等的

复核结论，重新确定主水泵安装高程。当现有泵站建筑物不能满足新的安装高程要求时，应采取

拆除重建、移址重建、增建新的水源泵站等工程措施。移址重建泵站、增建新的水源泵站的站址

选择应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定执行。

6.1.3 对于水源水位变化、泥沙含量较大的引黄灌溉泵站，宜根据水源位置的地形条件，采用

分层取水式取水塔、浮动式泵站、缆车式泵站等工程措施取表层水。

6.1.4 对于取水防沙效果仍不能满足要求的引黄灌溉泵站，应增设沉沙、冲沙或清淤设施。沉

沙、冲沙或清淤设施的布置应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定执行。

6.1.5 引黄灌溉泵站进口拦污清污设施、前池及进水池、泵房、出水池等主要建筑物，应根据

具体情况，设置护栏、围栏等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应按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进水建筑物

6.2.1 前池及进水池存在淤积严重、产生吸入涡和附底涡导致主水泵进气严重、多台水泵之间

存在磨蚀严重不均等问题之一的大中型高扬程引黄灌溉泵站，宜对进水建筑物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必要时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并根据数值模拟分析或模型试验成果进行改造设计。

6.2.2 宜对淤积严重的进水池进行隔厢改造，并采取加长进水流道措施，也可采用圆形进水池。

每个圆形进水池宜供 1 台或 2 台水泵取水。

6.2.3 引黄灌溉泵站进水池的改造，宜符合下列要求：

a) 进水池水下容积可按共用该进水池水泵设计流量的 30-50 确定。对于泥沙含量较大的或 2 台

及以上水泵共用一个进水池的，单台水泵运行时，进水池流速不应小于 0.7m/s。

b) 对大型水泵，宜按单台水泵对应一个进水流道或进水池的方式进行改造。

6.2.4 有条件的引黄灌溉泵站，宜将侧向进水改为正向进水。

6.2.5 运行时有冰冻或冰凌发生的引黄灌溉泵站，改造时应设置防冰、消冰、导冰等设施。

泵房与副厂房

6.3.1 泵房与副厂房改造，其结构及尺寸应满足设备改造后布置和运行条件变化的要求。

6.3.2 宜结合泵房改造设置检修间，其布置型式及尺寸应根据主机组的检修要求确定。

6.3.3 达到大中型泵站规模的单座泵站，宜设置独立的电气设备室和中控室，其布置型式应根

据设备功能及布置要求确定。

6.3.4 无电动起重设备的泵站，应结合泵站建筑物改造，配置电动起重设备。

6.3.5 泵房及副厂房改造，其结构、外墙保温及通风采光等应满足建筑物节能方面的国家现行

相关标准的要求。

6.3.6 泵房改造的其它要求，应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定执行。

出水建筑物

6.4.1 水泵出水压力管道管径宜按 1.5m/s～2.5m/s 的流速确定。2 台及以上机组共用一根管道

的，应按单机运行时管道流速不小于 0.7m/s 控制。对于较长的压力管道流速的确定，可降低出

水管流速，管路效率不宜低于 90%。

6.4.2 泵站扬程 70m 及以上的，或压力管道长度大于 1000 米，应对压力管道进行水锤分析，并

结合其断流方式及设施、管道及其支承系统的改造方案，进行水锤防护设计；泵站扬程 70m 以下

的短距离压力管道，宜进行水锤计算确定管道压力等级。

6.4.3 压力管道过流表面宜采取抗磨蚀防护措施。压力管道采用钢管的，其厚度在满足结构强



DB XX/T XXXX—XXXX

7

度的基础上，宜预留不小于 2mm 的磨蚀（锈蚀）余量。

6.4.4 高扬程引黄灌溉泵站或长距离压力管道的水泵出口工作阀应增设两阶段关闭的液控阀，

工作阀后宜设置电动检修阀。扬程较低的引黄灌溉泵站水泵出口工作阀也可采用信息集成自控电

动闸阀。

6.4.5 压力管道管坡护砌损毁或未衬砌的进行修复或新建。

6.4.6 有条件的引黄灌溉泵站，宜将侧向出水改为正向出水。

6.4.7 对于水力损失较大、容易发生故障的断流设施，宜改为安全可靠的、节能的断流形式。

6.4.8 对于出水池淤积严重的大中型高扬程引黄灌溉泵站，宜对出水池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必

要时进行水工模型试验，并根据数值模拟分析或模型试验成果进行改造设计。

7 设备改造

一般规定

7.1.1 引黄灌溉泵站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改造，应根据泵站安全鉴定的结论确定改造方案。

7.1.2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应淘汰更新：

a) 列入国家明令淘汰产品名录的。

b) 不符合设备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c) 按 SL 226 规定应予以报废的。

d) 无生产厂家、无生产许可证、无检验合格证的。

7.1.3 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改造的节能设计应按 GB/T 50649 的有关规定执行。

7.1.4 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改造，应与继续保留使用的设备、设施在结构尺寸上合理衔接、性

能上基本匹配，并与水工建筑物结构协调一致。

7.1.5 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改造，应满足泵站运行监控自动化与管理信息化的要求。

主水泵

7.2.1 主水泵的泵型应根据泵站参数复核的结果和原水泵的磨蚀情况等，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

定设计选型。

7.2.2 对于大型水泵，若原水泵磨蚀严重的，设计时宜进行多方案的数模分析，必要时还宜进

行模型试验，选择效率高、抗磨蚀性能好的泵型。

7.2.3 对于大型水泵，若原水泵汽蚀（空化）严重的，选型时宜进行模型泵汽蚀（空化）试验。

其汽蚀（空化）性能应符合 SL 140 的规定。

7.2.4 原有水泵不能满足引黄灌溉泵站实际运行扬程或流量要求时，可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a) 离心泵或蜗壳式混流泵可车削叶轮；

b) 可采用新的叶轮；

c) 通过降低水泵转速或采用变速调节；

d) 轴流泵或导叶式混流泵可改变叶片安放角或采用全调节；

e) 改变水泵型号和装机台数。对于梯级泵站或流量需要调节的泵站，水泵宜选用等流量机组，

但多机组泵站宜配套 1台～2 台小流量机组。

7.2.5 水泵更新时，所选用的新泵型应是技术参数先进、经济指标合理的产品。

7.2.6 水泵订货时，应提供水泵工作条件。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泵站运行期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最大含沙量、泥沙中值粒径等指标；

b) 水泵运行环境的温度、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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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泵布置方式和安装高程；

d) 水泵运行方式及设计工况；

e) 水泵年工作时间及连续运行时间；

f) 水泵外供清水压力及技术供水水源、水质等。

7.2.7 水泵订货时，应对水泵流量、扬程、效率、转速、汽蚀余量等技术参数提出要求。

7.2.8 对于原泥沙磨蚀严重的水泵更新，宜在水泵主要零部件的结构设计和制造材料方面采取

下列措施：

a) 叶轮、密封环、导叶等宜采用抗汽蚀（空蚀）、抗泥沙磨损性能好的材料制造。其材料宜允

许在常温下焊接，并不需要进行焊接后热处理；

b) 蜗壳及泵壳宜采用抗泥沙磨损的材料制造。其材料宜允许在常温下焊接，并不需要进行焊接

后热处理；厚度在满足结构强度的基础上，宜留有不小于 5mm 的泥沙磨损腐蚀余量；

c) 主轴的易磨损部位可采用抗泥沙磨损性能和常温下焊接性能好的不锈钢材料嵌套；

d) 主轴密封的设计、材料选择应充分考虑泥沙的影响；

e) 导轴承设置的位置应有利于减少水泵摆度，型式及结构应合理，便于检修和更换；

f) 水泵流道及过流部件宜采用抗泥沙磨损涂层，其中叶轮、密封环、导叶等采用金属或非金属

硬涂层，蜗壳及泵壳等其它部件过流面采用可现场修复的抗磨软涂层；

g) 大型水泵密封环可设置宽型可更换的耐泥沙磨损密封环（动），其抗泥沙磨损性能应高于叶

轮母材标准，其材料硬度应大于对应的固定密封环材料；

h) 水泵叶轮宜进行动、静平衡试验。

7.2.9 引黄灌溉泵站水泵配套电动机功率，应按主水泵在运行期间出现的最大轴功率核配，其

功率备用系数 k，宜采用 1.05～1.2。

7.2.10 水泵改造或更新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水泵更新应选用质量稳定可靠的节能产品。

b) 泵设计工况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超出标准规定范围或缺乏原型泵效率的

主水泵，轴流泵或混流泵的模型泵效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离心泵或蜗壳式混流泵的泵段效

率不宜低于 83%～85%，泵进口直径大的取大值、小的取小值。

表 3 改造泵站轴流泵或混流泵模型在其设计工况的效率规定值

产品类别 模型泵效率

轴流泵或

导叶式混流泵

净扬程小于3m ≥81.0%

净扬程3m～5m ≥81.5%

净扬程5m～7m ≥82.5%

净扬程7m以上 ≥84.0%

c) 在设计工况下，汽蚀（空化）余量应符合 GB/T 13006 的规定。

d) 在设计的泥沙含量及粒径、硬度范围内运行 5000h，叶轮失重量不宜大于叶轮出厂重量的

0.1%～0.5%，叶轮重量大的宜取低值；蜗壳及泵壳厚度不宜小于蜗壳及泵壳出厂厚度的 1mm。

主电动机及传动装置

7.3.1 主电动机改造，应根据水泵型式、轴功率等情况，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或选

型。

7.3.2 对于梯级泵站或流量需要调节的多机组泵站，选择 1 台～2台主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装置

或其它调速装置。

7.3.3 主电动机额定电压的升级应在方案论证的基础上进行。对使用 3.5kV、6kV 电压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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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结合变电站的改造，优先选用 10kV 的电压等级。

7.3.4 设备更新改造后，无功补偿应满足 GB 50265 的要求。

7.3.5 主机组采用传动装置变速的，宜采用齿轮箱、液力耦合器、永磁变速器等传动装置。

7.3.6 主电动机改造后，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按 GB 50150 的规定进行性能试验，技术参数应满足设计、相关标准或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

的要求。

b)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效率应符合 GB 18613 的要求；同步电动机和大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效率

应大于等于 95%。

其它设备设施及金属结构

7.4.1 电气设备、辅机设备、起重设备及金属结构、通风采暖设施等的改造方案，应结合其安

全鉴定结论和主机组改造设计，按 GB 50265 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选型。一般给灌溉管网加压供

水的泵站宜配套变频电气设备。

7.4.2 主变压器容量复核和改造方案应根据泵站实际负荷和主机组启动方式、运行调度等因素

确定。改造后的效率应符合 GB 20052 的有关规定。

7.4.3 对于未设置站前拦污清污设施的引黄灌溉泵站，宜根据运行期间柴草污物来量，设置拦

污设施。来量较大的，宜设置自动或半自动清污装置。

自动化监控与信息管理系统

7.5.1 对单座大中型泵站、梯级泵站中的小型泵站、有联合调度要求的泵站群中的小型泵站，

已建自动化监控系统的，应对原自动化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网络通信等系统进行统一标准

的改造升级和完善，保证数据格式统一、标准与信息共享。无自动化监控系统的，应按设备控制

自动化、运行调控智能化等要求，建设自动化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网络通信等系统。

7.5.2 对于单座大型泵站、梯级泵站、有联合调度要求的泵站群，宜建设泵站梯级调度信息管

理系统，有条件的可进行数字孪生泵站工程建设。

7.5.3 下列情形之一的引黄灌溉泵站，应设置工程安全监测系统：

a) 沿河道、水库、山坡修建。

b) 泵房为地下式或半地下式。

c) 泵站位于地下水位高的地区。

7.5.4 对于所抽水体泥沙含量大的泵站，宜设置泥沙监测系统或配置泥沙监测设备。

7.5.5 改造或新建自动化监控、信息管理和工程安全监测等系统，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规模、

作用地位和运行管理需求等，按 GB 50265 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设计。数字孪生泵站建设

应按水利部《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导则（试行）》和《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技术大纲(试行)》

等有关规定设计。

7.5.6 引黄灌溉泵站原有自动化监控、信息管理和工程安全监测等系统改造时，应采取相应的

措施，保障系统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8 管理设施改造

一般规定

8.1.1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设施改造应与主体工程改造同步进行。

8.1.2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设施改造方案应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设施设备应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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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管理方便。

8.1.3 对统一管理多级或多座泵站的引黄灌溉泵站管理单位，管理设施改造应在原有系统布局

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合理改造或增设。

工程观测设施

8.2.1 工程观测设施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规模和建筑物级别、水文及地质条件，有针对性地改

造或增设。

8.2.2 工程观测设施改造设计应符合 GB/T 50265 及有关标准的规定。根据工程需要，还可增加

裂缝、伸缩缝、混凝土碳化深度和冰凌、泥沙等观测项目。

8.2.3 工程观测设施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全面反映泵站系统运行状态。

b) 观测方便、直观。

c) 有良好的交通和照明条件。

d) 有必要的保护措施。

8.2.4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单位应配置必要的工程观测仪器设备。

交通设施

8.3.1 引黄灌溉泵站交通设施改造应包括对外交通设施和内部交通设施改造。

8.3.2 交通设施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管理、抗洪抢险等需要，结合泵站改造工程施工的要求，

确定合理的改造方案。

8.3.3 内、外交通道路的等级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的规模及重要性、最大运输件的重量或尺寸、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确定。

8.3.4 对外交通设施改造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充分利用已有的交通条件。

b) 与内部交通衔接，并与就近的公路网连通。

c) 满足全天候通行机动车辆的要求。

8.3.5 交通工具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规模和所处地理位置配备。

通信设施

8.4.1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单位应建立对内、对外通信系统，配备相应的通信设施设备，并应与

所属上级主管部门和防汛抗旱指挥中心的通信网联接。

8.4.2 引黄灌溉泵站通信设施改造，应符合所属上级主管部门制定或批准的通信规划，并符合

SL 292 和 DL/T 5080 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8.4.3 引黄灌溉泵站通信系统应与社会通信网联接。根据需要还可配置专用通信设施。

8.4.4 防汛抗旱指挥通信系统应有稳定可靠的电源。

8.4.5 防汛抗旱指挥通信系统可设置专用房。

生产保障设施

8.5.1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单位应本着有利管理、方便生产、经济适用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类生

产保障设施改造项目、规模和建筑标准。

8.5.2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单位可设置下列生产保障用房及设施：

a) 行政技术管理办公用房及设施。

b) 工程维修养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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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防汛抗旱设施。

d) 值班和文化用房及设施。

8.5.3 行政技术管理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生产用房建筑面积可根据

使用功能和管理操作要求合理确定；值班和文化用房建筑面积可根据引黄灌溉泵站规模和当地实

际情况合理确定。

8.5.4 办公、生产区应有良好的供排水设施和可靠的电源。

8.5.5 应根据引黄灌溉泵站规模、所处地理位置和工程维修养护需要配备工程维修养护设施设

备。

环境及绿化

8.6.1 引黄灌溉泵站更新改造时，应做好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和环境绿化工作。

8.6.2 引黄灌溉泵站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区的绿化和环境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当地标准做出绿化和环境美化规划，包括厂区边坡护砌及其排水沟等改造，提出实施措施。

b) 绿化和环境建设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体现当地特色。

9 改造工程施工及验收

改造工程施工

9.1.1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工程施工应按 GB/T 51033 的规定执行。

9.1.2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应以不影响灌溉供水为原则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对施工期较长的改造

工程，应做好应急供水和安全渡汛预案。

9.1.3 建筑物拆除应采取有效的工程保护措施，确保相邻建筑物的安全。

9.1.4 对新老混凝土的连接，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做好新老混凝土界面的处理。

9.1.5 改造工程施工导流宜利用现有的水工建筑物。

设备安装

9.2.1 引黄灌溉泵站设备安装应按 SL 317 的规定执行。

9.2.2 引黄灌溉泵站设备安装前应进行设备验收，验收合格的设备才允许安装。

9.2.3 设备安装前起重设备应满足安装条件。

9.2.4 设备安装前应验收设备基础的混凝土强度、尺寸及相关资料和高程、基准线等。

9.2.5 设备安装应根据周围环境及情况，做好新老设备或管道的连接。对情况复杂的，应采取

有效措施，保证安装质量。

工程验收

9.3.1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工程验收应按 SL 223、GB/T 51033 和 SL 317 的规定执行。

9.3.2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后现场性能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安装大型水泵的泵站，若更换泵型，或改变进出水流道的结构和形式，改造后应进行现场性

能测试。其它改造形式的泵站，改造后宜进行现场性能测试。

b) 泵站现场性能测试应在机组启动验收合格并具备一定运行条件后进行，并应按 SL 548 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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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宜测试水泵装置的流量、扬程、功率、效率、转速、允许吸上真空高度或必需汽蚀余量、振

动、噪声、温升等技术参数及指标，并应符合改造工程设计要求和 GB 50265 及国家现行水泵、

电动机性能方面有关标准的规定。

9.3.3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后，水泵装置性能达不到标准的，应查明原因，采取改进措施，使之

达到标准。

9.3.4 凡不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改造工程不应验收。竣工验收时如发现有重大问题，应停止验

收。验收不合格的改造工程不应交付使用。

9.3.5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工程验收合格后，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移交运行管理单位管理。

10 改造效果评估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后，改造工程项目法人（建设管理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宜委托具有相应

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单位），依据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及技术文件的规定及要求，对改造效果进行评估。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效果评估依据的标准及技术文件应包括：

a) 依据的标准主要有：GB 50265、GB/T 30948、SL 316、SL 489 以及与主水泵、主电动机、水

泵出口工作阀等主要设备的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本文件的相关规定等。

b) 依据的技术文件主要有：改造工程设计文件，主要设备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采购合同，水

泵水力模型试验报告（如有），进出水池数值模拟分析报告（如有）或水工模型试验报告（如

有），主要设备（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等。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效果评估宜包括下列技术参数及指标

a) 本文件第 9.3.2 条 c）款规定的技术参数及指标。

b) 改造工程设计文件规定的技术指标和效益指标等。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效果评估时宜采用对比分析法，即将泵站改造后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指标值与

本文件第 10.2 条规定的标准和技术文件的规定值进行比较分析，应满足要求。

引黄灌溉泵站改造效果评估后，评估机构（单位）应提交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

改 造工程基本情况、评估目的与任务、评估依据、评估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指标、评估方法、泵站改

造后的主要技术参数及指标值与依据（来源）、主要技术参数及指标对比分析及评价、评估结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