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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排涝泵站不但能够对城市排涝起到一定作用，还能

够进行农业灌溉，不但和大家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

系，还和农业生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前在排涝泵

站中所使用的电气设备的种类繁多，其运行的具体状况

会对泵站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电气设备做

好维护工作，以此来保证排涝泵站运行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1    排涝泵站电气设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1    水泵电机常见故障
在水泵中电动机是其动力的来源，最常出现的问题

是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容易产生热量，从而导致过热的

现象发生。出现此种状况大多状况下是绝缘烧坏，或者

出现转子断条等不安全的事故。所以，为了能够提升电

动机运行过程中的安全性，需要对供电系统进行及时的

检查，以此来保证电压正常地输出。除此之外，电动机

转动不顺畅也会出现过热的状况，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电

动机和水泵之间出现转动不顺畅的状况，从而导致电动

机无法带动水泵正常运转。

1.2    变压器和线路故障 
变压器和线路是排涝泵站主要的供电系统。通常引

起的故障主要有以下几点，对于变压器来说，温度显示

故障会对监测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威胁电气设备的安全

运行。此外，输入电压超出允许范围、振动、绝缘值降低，

以及散热器不能正常开启等都会导致变压器故障。对于

输电线路来说，主要原因是由于电力设备长期在高温下

运行，维护不及时，造成线路断裂、绝缘失效、电气设

备生锈，进一步影响排涝泵站的安全稳定，甚至导致泵

站发生一系列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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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开关系统故障
开关系统常出现的故障主要是缺相和机械件不能正

常到位。造成缺相的原因是在合闸时，固接插件之间产

生空隙，不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缺相会造成电动设备

损坏，进而影响泵站的正常运行。机械件故障是因为在

长时间运行后，机械件产生腐蚀、变形及老化等。这样

会使开关不能正常合 / 分闸，造成泵站供电控制的失控

性，不仅影响泵站的正常运行，而且还会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

2    当前排涝泵站电气设备的操作规划要点

当前排涝泵站中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通常都有着现

代化、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特征。在日常操作过

程中，我们需要根据实际状况制定合理的方案来对电气

设备做好相应的管理，使得排洪泵站能够适应当前城市

的发展，防汛指挥工作之间能够有效结合，对指挥工作

进行规范，从而提升整体工作的效率，在对电气设备管

理过程中实现信息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为了能够提高

设备运行的稳定性，提高电气设备正常使用的时间，避

免危险事故的发生，需要在对电气设备进行管理过程中

的相关操作进行规范，使得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根据规范

进行操作，并在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的制度。在工

作人员进行实际工作之前，还应对其做好相应的培训工

作。此外，排涝泵站在实际运行时，还要注重相关问题

的分析，第一是要对变压器的温度进行检查，看其是否

符合相关标准，油的温度是否正常，且油的质量是否达

标。同时，还要对螺丝中的油污进行清理，对高低压引

接线的连接进行检查，看其是否有松动的状况，如果有

松动的状况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如果设

备出现了故障，工作人员需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保

证自身的安全。如果故障在室内的话，工作人员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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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障的地点保持 4m 以上的距离。如果故障在室外的

话，需要保持 8m 以上的距离，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就

属于危险的区域，任何人员都不准进入到危险区。如果

工作人员需靠近故障发生的地点，则需要做好相应的防

护，如穿着绝缘鞋和绝缘手套等，且在对设备进行维护

维修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至少两个人合作进行，一个人进

行设备运行维修，另外人员则在旁进行监督工作，如果

发现相关问题，应该在第一时间提出来，并进行分析之

后，做好处理，以免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保证其现

场的安全与稳定。

3    排涝泵站电气设备故障维护与解决对策

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排水泵的电气设备通常有程序

化、现代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必须采用合理的方法管理，

以便有效地结合防洪指挥排涝泵站、标准化的命令，并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为避免发生安全隐患，提高设备的

使用年限，确保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设备管理，操作

人员需接受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

3.1    对电动机的维护措施
关于排涝泵站电机的运行和维护，需要注意以下三

点。

（1）做好系统启动前的巡检工作。启动发动机之前，

需要做一个全面检查，重点检查螺丝是否松动，保护装

置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电机外壳是否接地，保险丝规格、

滑轮的安装是否合格，三相电压是否符合标准等。特别

是转子的检查应做好，并应确定无异常故障，如异常噪

声、无卡阻、窜道阻力等。确保电机性能参数良好，从

而消除电机运行的安全隐患。

（2）做好核查工作的系统检查。在验证过程中，电

机的运行参数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电机的安全运行，因此要及时观察电机。具体内容包

括：观察电压和电流。如果发现电机低速旋转或处于停

滞状态（也可通过是否正常出水进行判断），此时电机

可能有故障，需立即停机处理，待故障消除后重新启动。

（3）运行过程中注意对电机的系统监控。虽然以上

的检查可以防止大量设备的安全隐患，但仍然存在一些

不可避免的小故障，这就需要工作人员不断的监控电机

的运行情况，方便操作人员发现故障并及时处理，确保

电机安全运行。监测内容包括电流电压、温度和异常振

动等异常事故。监测电流、电压是否在允许的范围，或

有高温、剧烈振动等异常情况。其他事故主要是指由于

高温引起的冒烟或接触点火等问题。

3.2    变压器运行和维护管理
变压器通电前应提前检查接线是否完好，接地状态

是否存在隐患，油位、油温是否正常，还应注意检查变

压器的绝缘电阻，因为变压器停机后，绝缘电阻也会失

去其绝缘性能。因此，在使用前应进行检查，确保其正

常运行。运行时要检查变压器是否有噪音，焊缝是否漏

油，三相电压是否稳定。如果出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

例如变压器的温度计数值的变化超出了标准范围。当

自然循环变压器上层油温超过 85℃为温度异常时，应

及时采取对策。另外，热管在其他部位的温度也应相同。

如果有不同的值，例如一根热管的温度比另一根热管的

温度高，就意味着热管中的油不能正常循环。还应注意

变压器油的颜色和位置，如果颜色清晰透明，油位应在

标准范围内。还要检查机壳是否开裂，是否有泄漏的

隐患。在变压器的维护过程中，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很小，

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必须进

行全面的检查和维修，并且按照电气设备的相关规定，

每台设备每年必须进行一次检修，主要包括：一是发现

设备故障应及时解决；二是对尚未发现的设备，如冷却

装置、冷却装置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在问题发生前

进行预防检修。为了更好地保证安全，还应对变压器

的油量进行耐压试验，检查密封垫片，及时解决漏油 
问题。

3.3    开关柜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开关柜在系统运行维护过程中符合正常要求，需要

从上电前和运行中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通电前，需要做相关的检查工作，包括电线连

接是否正确，选定的接头是否牢固，确认配电柜的安装

位置，防止因配电柜安装不当而造成系统运行的安全隐

患。

（2）在操作系统时，它还必须检查仪器是否正常工

作，电流和电压波动指标满足波动幅度；变压器的操作

状态，是否有放电和烟雾产生；在合闸和分闸操作时，

开关和接头是否有间隙；各方面异常情况的发生。另外，

对于开关柜，要遵循每年小修一次、三年大修一次的原

则。对一些易磨损的部件和线路，可以定期更换，以保

证开关柜能良好运行，提高其使用寿命。

3.4    其他运行管理措施
除了做好以上几种措施之外，还要做好以下几点工

作：

（1）做好预防性的测试工作，此项工作能够很大程

度上对设备故障发生的概率进行降低，但是在实际测试

过程中，需要保证测试环境符合具体的要求，对现场的

温度和湿度做好相应的控制，提升仪器的准确率，在测

试人员方面应该安排经验比较丰富的工作人员进行操

作，以此提升测试结构的准确性。

（2）做好防火的工作，对于电气设备来讲一定要做

好火灾的预防，在防洪排涝泵站中各个部位都有安装消

防栓，在比较特殊部位可以使用防火墙等隔离方法，如

变压器室、电缆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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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实际状况建立完善的电气设备管理制度，

其中应该包含的有巡检制度、交接班制度和岗位负责

制度等，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对相关的制度进行严格的

落实之后，才能够有效地保证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稳

定和安全。

3.5    电气设备预防性测试
电气设备预防性测试的目的是通过检查发现安全、

故障隐患，并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确保电气设备的正常使用。由于测试结果将直接影响到

电气设备的使用状况，因此，预防性测试应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确保测试结果的真实性。同时，应注意到影响

测试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如人为因素、仪器误差、测试

技术、温度和湿度等。因此，管理部门应委托专业人员

进行测试工作，结合实际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针对重点部位的检测及缺陷处理时，应当进行一系列的

精确调试，检测应分段进行，从而确保检查出准确的问

题所在，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1）10kV 变压器试验项目：外部检查、直流电阻

（Ω）、绝缘电阻（MΩ）、交流耐压试验和变比试验；

（2）10kV 电流互感器试验项目：绝缘电阻（MΩ）、

极性检查、变比检查和交流耐压试验；

（3）10kV 氧化锌避雷器试验项目：外部检查、绝

缘电阻（MΩ）、直流参考电压测量（kV）（参考电流

1mA）和 75% 参考电压下泄漏试验（μA）；

（4）户内高压真空断路器试验项目：绝缘电阻

（MΩ）、交流耐压试验和导电回路电阻（μΩ）；

（5）高压开关柜试验项目：绝缘电阻（MΩ）、交流

耐压试验；

（6）电缆试验项目：绝缘电阻（MΩ）、直流泄漏试

验（μA）、直流耐压试验；

（7）绝缘工具试验项目：绝缘电阻（MΩ）、交流耐

压试验和泄漏电流（mA）。

3.6    排涝泵站电气防火工作
电气火灾是指热能在非正常条件下转化热能的过程

中，引起不应点燃的可燃物质着火的火灾。特别是在夏

季汛期，由于天气炎热，设备经常长时间工作，这是电

气火灾频发的季节。通常发生电气火灾：电气设备绝缘

老化、接头松动、过载或短路等因素导致过热；电火花

和电弧；漏电、接地故障；雷电或静电。电气火灾严重

危及员工及周围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有必要对电气

设备做好防火工作。

防汛排涝泵站电气设备的消防应做到全过程考虑。

首先，泵站设计施工时应布置相应的消防设备，应选

择防火建筑材料，电气设备和线路应合理选择，并保

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其次，在通电的设备所在场所，有

效拆除和隔离可能引起电气火灾的火源、可燃材料和

助燃材料三种条件，并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最后，工

作人员要经常检查电气设备的运行情况，检查接头是

否松动，是否有电火花，电气设备的过载和短路保护

装置是否可靠，设备的绝缘是否良好，以及电气设备

是否正常运行等。

发生电气火灾时，工作人员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设立警戒区，并按应急预案采取行动。首先，工作人员

应根据现场情况正确切断电源，以避免电气设备与线路

之间的短路扩大；其次，消防队员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

尽量站在迎风面灭火，并根据火灾情况选择合适的灭火

剂和灭火器。

4    结语

排涝泵站设备在运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

这就要求相关人员采取良好的检查和维护措施，无论是

在设备运行前、运行中，还是运行后，都应该实时进行。

在监控方面，相关人员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和操作水

平，做好监督维护工作，把一切危险事故扼杀在萌芽期，

防止其发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保证设备的正常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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