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市面积和人口不断增

长，废水量也不断加大。同时政府越来越重视水环境的水资源的治理和保护，

并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污水处理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生产生活废

水及雨水斗需要集中处理后排放，污水提升泵站在污水处理中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

传统砖砌污水提升泵站作为当前的主流泵站，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为人类的

污水收集处理和防洪排涝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

传统污水提升泵站也日益暴露出了它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建设周期长，土建

造价高，混凝土材质的池壁易腐蚀，泵站底部杂质易沉淀，减小了泵站容积，

还会导致有毒性恶臭气体聚集，严重影响了泵站周围的环境。龙康一体化预制

泵站技术却明显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项目 龙康预制泵站 传统混凝土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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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龙康预制泵站系统集成度高，

占地面积小 

混凝土泵站需要个供应商和土建

方的相互配合，系统集成度低，

占地面积大 

 

施工周期 

龙康的预制泵站是一体化设备，便

于运输吊装，只要完成系统开挖、

预制好泵站底板，一周内即可完成

安装，施工量小，安装工期短。 

传统混凝土泵站为钢砼结构，泵站底

板、池壁、顶板分步施工，浇筑和养

护需要 2-3 个月工期，现场施工相比

产品工厂化生产精度差。 

 

投资成本 

预制泵站投资取决于泵站的尺

寸和当地人工成本。 

在人工成本低的国家，价格较

低。 

 

组件配合度 

在工厂预制组装，责任方为工厂一

家，各部件之间高度匹配，确保泵

站系统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有较高的

工作效率。 

不同品牌的不同部件组装在一起，匹

配程度较低，不同满足泵站最优的水

力条件。 

 

防渗漏 

出厂前进行防渗漏压力测试，

100%不渗漏。 

由于地层不稳定产生裂缝，不防

漏。 

 

 

噪音 

先进的泵站设计理念和高品质的水

泵确保预制泵站在运行中仅仅只产

生极低的噪音，可放心安装在人口

密集的住宅区和商业建筑等对环境

要求较高的场合。 

各个部件之间匹配程度较差，水泵启

停和运行会产生较大噪音，影响周边

环境。 

 

臭气 

CFD 模拟设计的自清洁底部，最大

程度的降低泵站底部的淤泥，减少

臭气产生。 

平坦的泵坑底部设计，较长的水力停

留设计易产生淤积和臭气。 

 

控制系统 

龙康预制泵站为智能化泵站，配有

先进的专用监控系统，可实现泵站

远程控制，无人值守。 

传统的泵站需建专门的控制室，需专

人管理，前期投入和后期管理费用都

较高。 

 

室外安装要

求 

可广泛安装于室外、绿化地、道路

等场所。尤其在施工作业面小、人

口密度大、建筑集中的地方更有优

势。 

要求有开阔的施工空间，若在道路和

居民住宅区施工要充分考虑交通和拆

迁等问题。 

 

使用寿命 

玻璃钢材质有较强的抗化学腐

蚀能力。 

混凝土为多孔材料，可与土壤中

的气体和酸性物质发生反应，易

腐蚀、泄露。 



1、体积小，但可利用有效容积优良； 

2、筒体采用先进的耐腐蚀材质如强化玻璃钢机械缠绕而成； 

3、泵坑采用流体学设计，具有流态好、无堵塞，自清洁功能； 

4、质量可靠，重量轻，造价较低； 

5、配备高质量、高性能的潜水污水泵，其广泛应用传感器时刻监控水泵运行状         

况，大大降低了维护费用； 

6、自动化集成度高，可实现异地监控与管理，还可以实现手机监控，同时可以

现实远程数据无限传送和自动生成运行报表更功能； 

7、使用安全，其合理的设计大大减少了剧毒及恶臭气体产生，保护了环境； 

8、安全地埋式安装，安装后不影响周围环境与景观； 

9、安装周期短，节省了大部分费用，维护省时省力； 

10、一次性投入，长期运行成本低，节能效益明显，且在遇到拆迁或被占地的

情况下可以二次吊装起来进行二次填埋再次利用； 

11、 完全定制，每次可以根据工程不同，设计不同直径和不同高度进出水管位

置的泵站，满足各种场所的需要。 

 

○体积小 

○筒体采用先进的耐腐蚀材质 

○泵坑采用流体学设计 

○质量可靠 

○配备高质量、高性能的潜水污水泵 

○自动化集成度高 

○使用安全 

○地埋式安装 

○安装周期短 

○一次性投入，长期运行成本低 

○完全定制 

龙康预制泵站特点 



 

由顶盖、玻璃钢（GRP）筒体、底座、潜水泵、服务平台、管道等部分组成，以

满足增压提升排水要求的设备。 



由玻璃钢边盖和可开启的泵站盖板组成。 

 

预制泵站的井筒部分。 

 

与混凝土底板相连，以固定预制泵的部分。 



一体化预制泵站机电设备主要包括水泵及其辅助设备、拦污清污设备、压力管

道、阀类设备、控制系统等。 

 

潜污泵包括 

—  

—  

—  

—  

— ：当温度异常上升

时会自动跳脱，并将讯号传达到控制盘

显示，防止马达烧毁 

— ：水流全面通过马达与外

筒之间，形成极佳的冷却效果。可降低

运转最低水位，增加泵浦可抽水位。 

— ：在轴承外部装置

过热保护装置，当轴承温度超过设定温

度时，可带动跳脱电路切断电源，延长

轴承使用寿命。 

— ：在机械密封的油室

里，可装置进水检知器，当检知器感应

到密封损坏进水时，会将讯号传导到控

制盘显示，在马达未进水漏电前，可提

前修复密封等损坏部位，以降低维修成

本。 

— ：不阻塞型离心通道叶轮设计，

高效、水量大，超大通过粒径，能解决

一切污物排水问题。 



潜水泵与固定管道之间接口快装系统叫自动耦合系统。 

 

 

提篮式格栅是一种自动提篮格栅污水过滤装置，

通过导轨、提篮格栅、提升电机和临时格栅的相

互配合做到了对水体的自动不间断过滤，提高了

取水的水质，节省了人力物力，弥补了水体过滤

中的过滤格栅易堵塞，过滤不彻底、不经济的缺

陷。 

 

可以将污水管网中的木片、空瓶、布片等杂物垃

圾进行粉碎，以保护泵站中其他设备使其正常运

转。相比于提篮格栅，粉碎性格栅较自动化，适

合空间大的预制泵站，但是价格会更高。 

 



顶盖应由玻璃钢边盖和可开启的泵站盖板组成，盖板材料可由玻璃钢或铝合金

等轻质材料制成。玻璃钢（GRP）筒体材料应由防腐蚀层、防渗透层、结构层和

外保护层构成。外保护层加抗紫外线材料，防止裸露在太阳光下面老化。筒体

以无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及其制品为增强材料，热固性树脂为基体，采用计算

机缠绕工艺制成的玻璃钢管，厚度均匀。巴氏硬度达到 40HBa 以上，抗压强度

达到 120MPa 以上，环向拉伸强度 150MPa，轴向拉伸强度 60MPa。

底座宜为弧型下凹式结构底座，底座内侧可根据设计需要预留或加装搅拌器、

粉碎隔栅。底座的抗拉强度达到 120MPa 以上，巴氏硬度达到 40HBa 以上。底座

的裙边外根据工程需求钻灌浆孔，灌浆孔口径在 DN100 及以上。底座下部有混

凝土底板抗浮，依据抗浮计算确定混凝土底板的设计尺寸，多井筒泵站和泵站

前后端构筑物采用同一个底板，混凝土底板水泥强度等级不小于 C40，钢筋直

径不小于 10mm,厚度不小于 250mm,混凝土底板预埋地脚螺栓，用于预制泵站吊

装入坑后的固定。混凝土底板可预制，也可以在基坑内直接浇筑。

适用于收集和排放住宅小区、饭店、学校、工厂、部队营房和其它公共场所的

污水废水等，主要安装于室外地下，也可用于室内场合。

1.生活小区或农村社区污水的收集与输送 

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的收集与输送 

3.城区低洼地区雨水的收集与输送 

4.市政污水管网的建设与改造 

5.老泵站的改造与扩建 

6.湖泊的水体循环 



 

 

 

预制泵站规格型号 

井筒直径（单位 mm） 

φ 1200 φ 2000 φ 2800 φ 3200 φ 3800 

井筒高度： H=2000-18000mm 

最大流量：4500 立方每小时 

最大水泵功率：120KW 

电压：380V 

 

 



技术规范和型号说明 

 

 
 

井筒直径 

φ 3200mm 

井筒长度 

10000mm 

配套水泵 2 台 

SEL    双流道系列潜水泵 

SELX   单流道系列螺旋式潜水泵 

SELG   干式安装排污泵 

水泵安装形式 

A    =自耦 

H    =卧式安装 

V    =干式立式安装 

管道材质 

PVC    =聚氯乙烯 

GRP    =玻璃钢 

SS     =不锈钢 

泵站结构式型式 

F   =模块化外置阀井湿井泵站 

P   =模块化全部内置集成湿井泵站 

W   =带维修间内置湿井泵站 

D   =定制化干湿分开泵站 

 



 

一、 适用范围： 

泵站自动控制、 泵站自控系统适用于城市供水系统中加压泵站的监控及管理。 

加压泵站管理人员可以在供水公司的泵站监控中心远程监测站内清水池水位或

进站压力、加压泵组工作状态、出站流量、出站压力等；支持水泵启动设备手

动控制、自动控制、远程控制加压泵组的启停；光纤通信时，可以图像监视站

内全景及重要工位，实现泵站无人值守。 

二、 系统组成：  

泵站监控系统主要由调度中心、泵站监控中心、通信平台、泵站远程测控终端、

计量测量及摄像设备组成。 

三、通信平台  

通信平台常用两种，一是有线通信：每个加压泵站与管理处之间租用光纤通信，

调度中心、泵站监控中心、各职能部门之间通过局域网通信，该通信平台可传

输连续图像。二是无线通信：每个加压泵站与调度中心之间通过 GPRS 无线网

络通信，调度中心、泵站监控中心、各职能部门之间通过局域网通信，该通信

平台不能传输连续图像。 



 

1、泵站入流量 Q（吨/天），最大时变化系数 

2、所需水泵的数量和扬程，一用一备或二用一备 

3、室外地坪标高 H0（米），也可使用相对标高±0.00（米） 

4、进水管外接管底标高 H1（米），进水管外接管径 DN 

5、出水管外接管中标高 H2（米），出水管外接管径 DN 

6、内部的管路材质：不锈钢 SUS304 或热镀锌管件 

7、液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浮球，超声液位传感器 

8、控制系统，自动液位控制，手动控制，远程控制 

9、所选用格栅类型，提篮格栅或粉碎格栅 

10、电控箱型式，室外防雨控制柜或景观式管理房 



1、 一体化预制泵站的的形式应根据设置的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和

地质情况等因素综合选用。 

2、 泵站场地应具备必要的交通条件、施工吊装作业条件。 

3、 预制泵站设计应根据工程所在地相应管网建设规划，结合给水、

排水工程规模、近、远期建设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4、 泵站宜按近远期规划相结合原则，确定适宜的工程规模。 

5、 泵站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1、潜水自耦式安装的水泵，其平面布置可不考虑水泵维修空间，只满足水

泵安装和水力流态要求； 

5.2、干式安装的水泵，平面布置应需考虑水泵安装和水泵吸水管流态要求； 

5.3、水泵配套风冷电机时，泵站平面布置还应满足水泵的散热要求； 

5.4、模块化湿井泵站平面尺寸和布置应满足水泵和格栅等主要设备安装、提

升和日常运行要求； 

5.5、模块化集成泵站湿井平面尺寸要满足水泵吸水管流态要求和格栅安装、

提升和日常运行要求； 

5.6、模块化集成泵站干井平面尺寸要满足水泵和控制柜安装、散热、维修和

日常运行要求； 

5.7、模块化集成泵站应在干井内设置集水坑和排水泵，用于排除井内积水； 

5.8、控制柜可安装在泵站干井内或地面上，如果安装在干井内，应考虑通风、

散热和除湿； 

5.9、当泵站采用多个井筒组合时，平面布置应满足泵站整体安装和运行的要

求，各个井筒内宜安装相同型号和数量的水泵。 



6、泵站设计应对泵站结构形式和材质、配套设备的选型，泵站的平

面布置，泵站竖向布置和泵站配套仪表、电气和控制设备等分别进

行设计。 

7、泵站水泵选型应与流量要求相匹配，宜采用统一的泵型。 

8、对于排水泵站，宜设置潜水离心泵，雨水泵站，可不设置备用泵。 

9、泵站竖向高程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9.1泵站最高和最低水位之间的有效高度，由泵站有效容积和平面尺寸确定； 

9.2泵站最低水位到泵坑底部的距离应大于配套水泵最小停泵高度； 

9.3多井筒设计的并联泵站宜采用相同的最高和最低水位； 

9.4雨水泵站和合流污水泵站集水池的设计最高水位，应与进水管管顶相平。当设

计进水管道为压力管时，集水池的设计最高水位可高于进水管管顶； 

9.5污水泵站集水池的设计最高水位，应按进水管充满度计算。 

 



序号 产品名称 标准材质 可选材质及配置 

1 预制井筒及底座 玻璃钢 GRP  

2 井筒顶部 玻璃钢 GRP  

3 自清池旋转盘 玻璃钢 GRP  

4 井盖（检修孔） 铝合金 不锈钢 AISI304 

5 二次操作平台 玻璃钢 GRP  

6 通风管 不锈钢 AISI304  

7 扶手爬梯 不锈钢 AISI304  

8 水泵 灰铸铁 GG25  

9 提篮格栅 不锈钢 AISI304 粉碎格栅 

10 进出水总管及法兰 玻璃钢 GRP PE、AISI304 

11 闸阀 铸铁 不锈钢 AISI304 

12 止回阀 铸铁 不锈钢 AISI304 

13 PN10 压力管道 不锈钢 AISI304 PE、GRP、AISI316 

14 导轨和吊链 不锈钢 AISI304  

15 自耦装置及底座 灰铸铁 GG25  

16 锚固件压板 钢板 不锈钢 AISI304 

17 底部防腐锚接件 SSP-MJ 热镀锌钢  

18 紧固件 不锈钢 AISI304  

19 泵站控制柜 不锈钢 AISI304 户外型 泵站无人监控平台 

20   全密封潜入式 

21   进水管套 

22   起吊装置 

23   除臭装置 

24   搅拌器及安装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