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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Waterous HL 系列消防泵之前， 
请仔细通读安全信息与操作说明。

注意：说明可能改动，恕不通知

HL	系列离心消防泵
操作与维护说明

Waterous Company 125 Hardman Avenue South, South St. Paul, Minnesota 55075 USA (651) 450-5000
www.waterousco.com



EC 加入声明

制造商名称： Waterous Company

制造商地址： 125 Hardman Avenue South, South St. Paul, Minnesota  55075 USA

声明，以下介绍的部分完成的机械符合机械法令 2006/42/EC 附录 1 第 1 部分的以下健康与安全要求。
第 1.1.1、1.1.2、1.1.3、1.1.5、1.1.6、1.3.1、1.3.2、1.3.3、1.3.4、1.3.7、1.3.8、1.4.1、1.4.2
、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5.13、1.6.1、1.6.4、1.7.1
、1.7.2、1.7.3 和 1.7.4 部分

说明：  泵

型号：  HL300

序列号：

在其所加入的最终机械声明符合机械法令规定前，部分完成的机械不得投入使用。

机密技术文档已按照机械法令 2006/42/EC 附录 VII 第 B 部分编译。部分完成机械的相关信息仅在提出
书面请求后向欧洲国家机构提供。文档将通过邮政传递和（或）由 Waterous 人员亲自展示。

根据需要部分或完全符合以下标准： 
EN1028-1 
EN1028-2

负责人全名 （印刷体）。

   William L. Smith          职位    总裁

签字                      日期

授权欧洲代表全名 （印刷体）。

   Dejan Marinkovic          职位

签字                      日期

   



安全信息
使用 Waterous 消防泵之前，请通读安全信息与操作说明。

警告

如不遵循正确操作程序，可能导致人员死亡或重
伤。泵操作员以及为设备连接供水和排水管的人
员必须熟悉本泵操作说明以及设备操作说明与手
册、水液压和组件极限。

警告

高压危险。可导致人员受伤。
连接或取下水管、盖或者泵进水或排水处的其他
封闭装置前，请打开排水阀释放压力。向进水口
连接的软管注水时也必须使用排水阀。

警告

沸水危险。可导致严重烧伤。
操作泵时，务必略微打开至少一个泄压阀以防止
泵过热。如果泵在完全闭合情况下运行数分钟，
水将加热至足以在打开阀后烫伤他人的程度。过
热可损坏包装、密封和其他泵部件。如果设备制
造商安装旁路系统或其他制造避免过热的装置，
则不需要打开泄压阀。

警告

卡车意外移动。可导致人员重伤或死亡。
不按照运输操作说明正确轮换运输可导致卡车意
外移动，从而导致人员重伤或死亡。

预期用途
HL	系列泵是用于灭火的离心水泵。它是不完整机器，
应加入消防车等完整设备。

HL	系列泵设计不可泵吸燃料、可燃液体、油、固体或
浆液。

操作员培训
HL	系列泵应由接受过灭火战术及离心灭火水泵使用培
训的人员操作。

噪声
泵工作时，请使用适当的护耳设备防范泵产生的噪声。

工厂条件下测量的最大声压等级为	85dB。

泵操作
•	 确保正确保护所有旋转组件以避免意外接触。

•	 操作时请勿将任何物体或手放入泵进水口。

•	 加压时请勿断开泄压管。

•	 泵工作时请勿松开任何组件。

•	 拆卸或安装泵时使用合适的举升或吊装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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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	系列是底座安装泵，设计在以下模式下工作：

低压模式
仅泵吸低压水。

高压模式
同时泵吸高低压水。

操作 HL 泵前，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最大低压
控制泵速度使最大低压限制在	17	bar。

最大高压
最大高压由高压减压阀内部限制，不超过	55	bar。

最大倾斜角度
泵操作的最大倾斜角度为	15	度。

最大泵速度
泵最高工作速度为	3450	rpm。请勿超过此速度。

最大起动注水速度
起动注水时，泵速度应限制在	2600	rpm。

三个性能等级如下：

低压 高压 型号系列
2000	L/min	@	10	bar 400	L/min	@	40	bar HL200
3000	L/min	@	10	bar 400	L/min	@	40	bar HL300
4000	L/min	@	10	bar 400	L/min	@	40	bar HL400

一般说明

操作极限

介绍
本说明包含操作和维护	HL	系列消防泵所需的信息。

可用泵型号

直接传动型号 HL200D、HL300D

齿轮传动型号 HL200K、HL300K

直接传动型号 HL400D

齿轮传动型号 HL4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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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注意

HL	系列泵采用铝或铜材料制造。

主体组件
主体采用防腐蚀电镀铝或铜制造。

低压叶轮
低压叶轮采用防水电镀铝或铜和耐火枢轴制造。

高压叶轮
高压叶轮采用铜制造，用于铝和铜泵。

叶轮轴组件
叶轮轴组件由安装在不锈钢轴上的高压和低压叶轮以及
免维护机械密封和相关部件组成。

泵进水口
泵进水口采用防腐蚀电镀铝或铜制造。

底座（起动注水器底座）
底座采用电镀铝制造，用于铝和铜泵，支撑活塞起动注
水器和主轴承。

泄压歧管
泄压歧管采用防腐蚀电镀铝或铜制造。

泄压阀（低压）
低压泄压阀是电镀铝或铜制造的不回流阀。

高压控制阀
高压控制阀参与高压阶段，允许高压水进入软管盘。

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指密封在泵主体中的扁平、高抛光（磨光）、
自我调整（弹簧供给）碳环。碳环按压在密封的高抛光
旋转环上，随叶轮旋转。

高压减压阀
高压减压阀设计为当泵高压侧的压力增加时打开，并将
高压水排入泵的低压侧以避免突然波动。

自动活塞起动注水器
泵配备两个自动活塞起动注水器。要获得最佳性能，
以	2300-2600	rpm（叶轮速度）操作起动注水器。但
是起动注水器仍将以较低速度工作，起动注水时间将
增加。

高压入口滤网
高压入口滤网在水进入高压阶段前拦截颗粒物。

热减压阀
当泵内水温达到	49°	C	时热减压阀打开。阀打开并将水
转向至以下位置之一：至储存水箱、车辆水箱或大气（
地）。

流速计连接
磁性拾取器将泵轴转速传递至流速计，后者以每分钟转
数为单位显示泵叶轮速度。

润滑
提供规定检查和填充底座（起动注水器底座）和	K	系
列传动（如果配备）中所需的润滑剂。参见第	15-16	
页了解润滑注入和排出位置。

泵排水
泵主体提供两个排水口。一个用于低压阶段，一个用于
高压阶段。

K 系列传动
（仅型号 HL200K、HL300K & HL400K）
由铸铁外壳和铁轴及螺旋齿轮组成。通过加快输入轴速
度来增加泵的叶轮速度。提供三个输入轴安装位置，垂
直、左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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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高压泄压

高压控制阀把手

低压泄压		
(6)，HL200、HL300	系列	

(8)	HL400	系列

热减压阀

高压入口滤网

高压减压阀

泵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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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HL	系列泵可用于泵吸大量低压水、少量高压水或同时泵吸高压低压水。

低压模式 高压模式

在低压模式下，控制阀设置为低压设置（把手在左
侧）。水从低压叶轮流出经过歧管主排水口

但高压叶轮不泵吸任何水，少量水通过高压叶轮返
回泵进水口以润滑和冷却高压叶轮。

在高压模式下，控制阀设置为高压设置（把手在右
侧）。水从低压叶轮流出经过歧管主排水口，并进
入高压叶轮。来自高压叶轮的水从主歧管高压排水
口排出。

高压排水口 高压排水口

控制把手控制把手

关键
			低压水

			高压水

			无流动

注意
控制阀把手必须处于完全低压（左）或高压（右）位置。

控制阀部分位于两个操作模式之间时，请勿操作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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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高压危险。可导致人员受伤。
连接或取下水管、盖或者泵进水或排水处的其他
封闭装置前，请打开排水阀释放压力。向进水口
连接的软管注水时也必须使用排水阀。

警告

沸水危险。可导致严重烧伤。
操作泵时，务必略微打开至少一个泄压阀以防止
泵过热。如果泵在完全闭合情况下运行数分钟，
水将加热至足以在打开阀后烫伤他人的程度。过
热可损坏包装、密封和其他泵部件。如果设备制
造商安装旁路系统或其他制造避免过热的装置，
则不需要打开泄压阀。

1.	 根据需要打开进水口、消防栓和其他阀以允许水进
入泵。

2.	 等待约	30	秒使水流入泵内。

3.	 按照车辆操作说明启动泵传动，加速发动机以获得
所需泄压压力和容量。

注意
本泵具有机械密封，如果可行，请将进水口压力限制在	75psi	
(5	bar)。虽然在更高进水口压力下泵也将正确工作，但此类操
作将极大加快机械密封磨损。

注意：HL 泵具有自动起动注水系统，当泄压压力升高
超过或降低低于预先确定的设置时将起动或停止。

4.	 打开泄压阀并加速发动机以获得所需泄压压力和容
量。

注意
请勿试图泵吸超出消防栓或中继抽水车容量的水量。始终确保
进水口压力组合仪表读数保持在零以上。一些消防局在从消防
栓或中继泵吸时以最低进水口压力	15	psi	(1	bar)	工作，以避
免“软”进水口软管毁坏。

5.	 设置低压减压阀或其他管理设备至所需压力（非	
Waterous	提供的减压阀或管理设备）。

泵吸后
1.	 如果泵吸不干净的水，请取下所有进水口和泄压口

盖，打开所有阀并打开所有排水。用于干净的清水
冲洗整个系统数分钟以清除所有杂质痕迹。

2.	 循环启动活塞起动注水器。操作注水器直到从活塞
起动注水器泄压管排出所有液体。

注意
水结冰危险。可导致泵损坏。

如果泵暴露在结冰温度下，请排出泵、线路和附件中的所有
水。

3.	 如果不使用时泵充满水，请确保水干净且不腐蚀。
确保泵完全注满或完全排空（不得部分注满）。

4.	 按照车辆操作说明停止泵传动。

5.	 关闭所有排水，安装进水口和泄压口盖。

组件



F-1031，第	2408	节 第	9	页，共	17	页

警告

高压危险。可导致人员受伤。
连接或取下水管、盖或者泵进水或排水处的其他封
闭装置前，请打开排水阀释放压力。向进水口连接
的软管注水时也必须使用排水阀。

警告

沸水危险。可导致严重烧伤。
操作泵时，务必略微打开至少一个泄压阀以防止泵
过热。如果泵在完全闭合情况下运行数分钟，水将
加热至足以在打开阀后烫伤他人的程度。过热可损
坏包装、密封和其他泵部件。如果设备制造商安装
旁路系统或其他制造避免过热的装置，则不需要打
开泄压阀。

1.	 打开水箱和泵进水口之间管道中的阀和至少一个泄
压阀。

2.	 等待约	30	秒使水流入泵内。

注意：HL 泵具有自动起动注水系统，当泄压压力升高
超过或降低低于预先确定的设置时将起动或停止。

3.	 按照车辆操作说明启动泵传动，加速发动机以获得
所需泄压压力和容量。

注意

请勿试图泵吸超出水箱容量的水量。始终确保进水口压力组合
仪表读数保持在零以上。

4.	 设置低压减压阀或其他管理设备至所需压力（非	
Waterous	提供的减压阀或管理设备）。

泵吸后
1.	 如果泵吸不干净的水，请取下所有进水口和泄压口

盖，打开所有阀并打开所有排水。用于干净的清水
冲洗整个系统数分钟以清除所有杂质痕迹。

2.	 循环启动活塞起动注水器。操作注水器直到从活塞
起动注水器泄压管排出所有液体。

注意
水结冰危险。可导致泵损坏。

如果泵暴露在结冰温度下，请排出泵、线路和附件中的所有
水。

3.	 如果不使用时泵充满水，请确保水干净且不腐蚀。
确保泵完全注满或完全排空（不得部分注满）。

4.	 按照车辆操作说明停止泵传动。

5.	 关闭所有排水，安装进水口和泄压口盖。

从水箱泵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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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高压危险。可导致人员受伤。
连接或取下水管、盖或者泵进水或排水处的其他封
闭装置前，请打开排水阀释放压力。向进水口连接
的软管注水时也必须使用排水阀。

警告

沸水危险。可导致严重烧伤。
操作泵时，务必略微打开至少一个泄压阀以防止泵
过热。如果泵在完全闭合情况下运行数分钟，水将
加热至足以在打开阀后烫伤他人的程度。过热可损
坏包装、密封和其他泵部件。如果设备制造商安装
旁路系统或其他制造避免过热的装置，则不需要打
开泄压阀。

注意：要获得完整容量，快速起动注水，并保持泵效
率：

1.	 将车辆尽可能靠近水源停放。

2.	 避免进水口软管隆起和大角度弯曲。确保软管任何
部分不高于泵进水口。（进水口软管中的气穴可导
致失去起动注水功能或泵异常动作，并且可降低泵
容量。）

3.	 确保所有进水口连接紧密，泄压阀闭合。

4.	 将进水口滤网浸泡在水下至少两英尺处以避免泵吸
入空气。（进水口滤网上方产生的漩涡说明滤网过
于接近水面。）

5.	 确保进水口滤网距离底部足够远以防止沙、砾石和
其他异物被吸入泵中。

6.	 根据需要打开进水口和其他阀以允许水进入泵。

7.	 按照车辆操作说明启动泵传动，加速发动机以获得
所需泄压压力和容量。

注意：HL 泵具有自动起动注水系统，当泄压压力升高
超过或降低低于预先确定的设置时将起动或停止。

8.	 打开泄压阀并加速发动机以获得所需泄压压力和容
量。

9.	 设置低压减压阀或其他管理设备至所需压力（非	
Waterous	提供的减压阀或管理设备）。

泵吸后
1.	 如果泵吸不干净的水，请取下所有进水口和泄压口

盖，打开所有阀并打开所有排水。用于干净的清水
冲洗整个系统数分钟以清除所有杂质痕迹。

2.	 循环启动活塞起动注水器。操作注水器直到从活塞
起动注水器泄压管排出所有液体。

注意
水结冰危险。可导致泵损坏。

如果泵暴露在结冰温度下，请排出泵、线路和附件中的所有
水。

3.	 如果不使用时泵充满水，请确保水干净且不腐蚀。
确保泵完全注满或完全排空（不得部分注满）。

4.	 按照车辆操作说明停止泵传动。

5.	 关闭所有排水，安装进水口和泄压口盖。

从吃水处泵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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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P 泡沫系统

操作要求

操作说明

泵进水口：
从水箱或吃水处泵吸时，泡沫系统将正常工作。从高压
水源（如消防栓或中继）泵吸时，必须限制泵进水口压
力。高进水口压力将导致泡沫喷射器上产生回压，减小
泡沫流速。

泵泄压口：
泵泄压口压力必须至少	8	bar	(116	psi)。更低泄压压力
将导致泡沫流速降低，比例调节器将不再准确。

启动泡沫：
1.	 以	8	bar	(116	psi)	最低泄压口压力操作泵。

2.	 打开阀，将泄压流引导至泡沫喷射器。

3.	 预测泵泄压口流速。参考泡沫比例调节器控制面板
上的表格，根据泵泄压口流速和可用泡沫浓度（1
、3	或	6%）选择设置数字。

4.	 将比例调节器控制旋钮旋转至表格中的合适设置数
字。

注意

所有泵泄压口将具有排出泡沫的功能。

停止泡沫：

1.	 将比例调节器控制旋钮旋转至“OFF”。

2.	 继续操作泵，从所有泄压口流出清水至少两	(2)	分
钟以冲洗泵、线路和阀中的泡沫溶液。

注意
操作后必须用清水冲洗所有泄压口，即使未使用。泡沫系统向
泵和阀的所有内表面分配泡沫溶液。如果泡沫使用后不用清水
冲洗泵，可导致泵腐蚀和阀堵塞。

3.	 关闭将泵排出流引导至喷射器的阀。

RTP 泡沫系统

阀闭合

阀打开

阀完全打开

阀关闭

泄压流数据

泄压流阀

泡沫吸入软管

比例调节器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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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

面板组件

1. 高压阶段入口滤网	面板后的位置。

2. 低压操作模式指示灯	（控制把手位于左侧）。

3. 泵启动泵:	泵启动后，指示灯将变亮。

4.	 流速计/小时计:	以每分钟转数指示泵速度，以及泵
已经工作的小时数。

5.	 泵过热指示灯:	如果泵水温达到	49°	C，指示灯将变
亮。

6.	 进水口仪表:	指示进入泵的水压。

7.	 主泵压力泄压表:	指示从主泵泄压口排出的水压。

8.	 高泵压力泄压表:	指示从高压泵泄压口排出的水
压。

9.	 可选水箱表:

a.	 水箱表：指示水箱液位。
b.	 泡沫箱表：指示泡沫箱液位。

10.	高压操作模式指示灯	（控制把手位于右侧。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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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注意

所有泵维护可使用标准工具进行。

配件

注意

只能使用	Waterous	批准的部件。每个泵配备的手册中提供所有维修部件的配件列表。

参考以下配件列表：

组件
泵型号

HL200 系列 HL300 系列 HL400 系列
HL200D HL200K HL300D HL300K HL400D HL400K

泵	 SPL83161	 SPL83161	 SPL83155
辅助进水和泄压管件 SPL83156	 SPL83156	 SPL83156
可选	RTP	泡沫系统 SPL83157	 SPL83157	 SPL83157
可选控制面板 SPL83158	 SPL83158	 SPL83158
K	系列传动 -	 SPL83160	 -	 SPL83160	 -	 SPL83160

机械密封

注意
泵轴采用机械密封进行密封，无需调整。泵工作时，泵入的水润滑并冷却密封。

如果密封泄漏，请更换整个密封。

注意

长时间干燥泵操作或以高速操作干燥泵将缩短机械密封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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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入口滤网

注意
高压进水口滤网可部分自行冲洗，但有时候需要取下并冲洗。

每周检查滤网，并根据需要清洁。

高压入口滤网

取下上方六角螺母以接触滤网

取下上方六角螺母以接触滤网

请勿影响下方
六角螺母

请勿影响下方
六角螺母

可拆卸滤网元件

40mm	六角螺母带	
O	型圈

注意，滤网位置根据泵叶轮旋转而
不同，如两个泵视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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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

注意
1.	 每月检查一次润滑水平，每年更换一次。

2.	 显示的容量为近似值。列出的数量根据比例和/或安装方向而不同。

3.	 始终注入至量杆上的标记（底座）或标有“油位”的塞子底部（K	系列传动）。

4.	 K	传动通气阀可取下，孔用作润滑剂注入。

5.	 可使用合成油替代品。

型号 HL200D、HL300D 和 HL400D
仅底座（起动注入器底座）需要的润滑

型号 HL200D 和 HL300D
底座（起动注水器底座）

润滑剂 数量

SAE	10W-30	
机油

.95	L	(1	Quart)

型号 HL400D

注入和液位量杆

注入和液位量杆

排水

排水



F-1031，第	2408	节 第	16	页，共	17	页

润滑（继续）

型号 HL200K、HL300K 和 HL400K

底座（起动注水器底座）

润滑剂 数量

SAE	10W-30	
机油

.95	L	(1	Quart)

K 系列传动

润滑剂 数量

SAE	80W-90	
齿轮油

.95	L	(1	Quart)

注入和液位量杆

底座（起动注水器底座）和 K 系列传动需要的润滑

垂直安装的传动
左侧安装的传动

右侧安装的传动

排水

通气阀 通气阀

通气阀

注入和液
位

注入和液
位

注入和液
位

排水

排水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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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注意

应每年执行一次测试以检查泵性能。这样将了解内部组件的状况，以
及是否需要任何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