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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正确的操序，可导死或受
。电泵操员， 及将水或排水接到电泵的
员，必熟悉 电泵操明 及操明和手
， 备、水压和方的制。

!

)








!

。

)

/0*。+,-1/。
操电泵时，务必$少%微打开排放"， 止电
泵&热。如果电泵在完封!的情'
分(，当
")打开时，水温可*够烫
。温度&热可对
包+、密封和电泵,-成损害。如果备构建
员安+旁. /或旨在止&热01的+2，
则可没有必3打开排放"。

*。+,-. 。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接或拆 、口盖
或!塞前，应打开泄水"或放泄"来#放压力。
用水灌注接$水口的 时应用放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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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明包含操和护 CR/CRU

列离心泵所4的息。


CR/CRU 列消泵单5、垂直剖分式泵，6水、消栓泵水或抽吸泵水。它6直接7动（CR/CRU
型号）或 &:条7动的 QA 动+2 (CRQA) 或:条7动的 QB 动+2 (CRQB/CRUQB) 7动。






泵包括;旋状!<、水口和排水口=>器及相"
,。 ,可提#?@或AB型号。

机械油封 CR


泵CD包括安+在EFD$的AB泵C、AB磨损
环、机械油封和相",。泵C 机械和液压方式%持平
G，泵CD由滚珠D承提#支撑。

列泵的标>。

机械油封包括扁平、H度抛&（研磨）、弹IJ碳
圈，密封$泵CD并 K动。它压L$密封$泵的H
度抛&（研磨）碳化硅固定圈。可对D 密封，止
M气'和水泄漏。即在泵水时，机械*漏水或滴
水。


 (OPM)
&热%护理器 (OPM)
是安+2，可向地#放热水，或泵的排水区将热水
N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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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234"
Drive


CRU 234"





IL1805

CRQA



CRUQB



IL1806

CRQB



IL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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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

)

*。+,-. 67$。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接 、口盖或
!塞前，应打开泄水"来#放压力。

!

)

/0*。+,-1/。
操电泵时，务必$少%微打开排放"， 止电
泵&热。如果电泵在完封!的情'
分(，当
")打开时，水温可*够烫
。温度&热可对
包+、密封和电泵,-成损害。如果备构建
员安+旁. /或旨在止&热01的+2，
则可没有必3打开排放"。

!

)

%89&:"。+,-. 67$。
未妥当根据动+2操明变换动+2，可导
卡O意外P动，Q导的 R 害或死。
1. 打开水和泵水口+S的T")及$少排放
"。
2. U 30 秒后，水将流'泵。
;：<'=* >?@，A8B9:+C
DEFG;H。


!

)

*。+,-. 67$。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拆 、口盖或
!塞前，应打开泄水"来#放压力。
1. -用泵7动。
2. 如果泵Z` 水液，_拆所有水和排水口盖，
打开所有")和泄水"。用清洁的淡水:洗整 /
分(， 去所有残留杂a。
3. 如果泵在未用时+满水，_确%水清洁;<bc
性。确%泵完+满水或完浸'水，切勿d分+
水。

;9
<0*。+,-"I 。
如果电泵暴e,= 的温度，应排干泵、f
和g的所有水分。
4. "!所有泄水孔并安+水和排水口盖。
5. 如果卡O>有初J泵，则操初J泵，直到液初
J泵排水排出。另外检查初J的液>，并在必
3时新灌注。

3. 启用泵7动并发动机加V， W到所4排放压力和
容X。

;9
得尝Y泵Z[出水现存水X的水。始\确%
水复合6X]^数大,,。
对,泵和卷盘操，_按备构建 员的指示启用 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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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K%0
!

)

*。+,-. 67$。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接 、口盖或
!塞前，应打开泄水"或放泄"来#放压力。

!

)

/0*。+,-1/。
操电泵时，务必$少%微打开排放"， 止电
泵&热。如果电泵在完封!的情' ，即只'
分(，当")打开时，水温可*够烫
。温
度&热可对包+、密封和电泵,-成损害。
如果备构建 员安+旁. /或旨在止&热01
的+2，则可没有必3打开排放"。

!

)

%89&:"。+,-. 67$。
未妥当根据动+2操明变换动+2，可导
卡O意外P动，Q导的 R 害或死。
;：=L+，M>?N@E 150 psi（10.3
P）。RSF0:，M TUG，FGIVWX
YZ[I。
1. 启用泵7动。
2. 根据43打开水口、消栓和")， ?h水
'泵。


!

)

*。+,-. 67$。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接或拆 、口盖
或!塞前，应打开泄水"或放泄"来#放压力。
1. -用泵7动。
2. 如果泵Z` 水液，_拆所有水和排水口盖，
打开所有")和泄水"。用清洁的淡水:洗整 /
分(， 去所有残留杂a。
3. 如果泵在未用时+满水，_确%水清洁;<bc
性。确%泵完+满水或完浸'水，切勿d分+
水。

;9
Freezing water hazard. May cause damage to
the pump.
如果电泵暴e,= 的温度，应排干泵、f
和g的所有水分。
4. "!所有泄水孔并安+水和排水口盖。
5. 如果卡O>有初J泵，则操初J泵，直到液初
J泵排水排出。另外检查初J的液>，并在必
3时新灌注。

;：&0\;]3^F0?_`&abc。
3. 打开排放"并发动机加V， W到所4排放压力和
容X。
4. 将 压"或压力ij+22所4压力。

;9
得尝Y消栓或泵O泵Z[出现有存X的
水。始\确%水压力复合6X]^数大,,。
;：J8'(d#'(J6*K%0`，e&
10 psi（0.7
P）fKF0，L(“_”F0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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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7$。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接 、口盖或
!塞前，应打开泄水"来#放压力。

!

)

/0*。+,-1/。
操电泵时，务必$少%微打开排放"， 止电
泵&热。如果电泵在完封!的情' ，即只'
分(，当")打开时，水温可*够烫
。温
度&热可对包+、密封和电泵,-成损害。
如果备构建 员安+旁. /或旨在止&热01
的+2，则可没有必3打开排放"。

!

)

%89&:"。+,-. 67$。
未妥当根据动+2操明变换动+2，可导
卡O意外P动，Q导的 R 害或死。


!

)

*。+,-. 67$。
电泵水口或排水口接处拆 、口盖或
!塞前，应打开泄水"来#放压力。
1. -用泵7动。
2. 如果泵Z` 水液，_拆所有水和排水口盖，
打开所有")和泄水"。用清洁的淡水:洗整 /
分(， 去所有残留杂a。
3. 如果泵在未用时+满水，_确%水清洁;<bc
性。确%泵完+满水或完浸'水，切勿d分+
水。

;9
<0*。+,-"I 。
如果电泵暴e,= 的温度，应排干泵、f
和g的所有水分。

;：Ehij k、lV;Hmnop：

4. "!所有泄水孔并安+水和排水口盖。

a) 尽XOklm#水 /。
b) 水 n@形成拱状 o或尖p拐q。确% 的D
Ed分均*H,泵'口。（水 的气r可导
初J损失和泵' s律，并可tF泵容X。）
c) 确%所有水接漏水，;排放"已"!。
d) 将水&滤器浸'水 $少Gu尺， 泵抽吸M
气。（水&滤器$方形成的漩涡]明&滤器v水太
m。）
e) 确%水&滤器v水底*够w， 砂砾和异物吸
'泵。

5. 如果卡O>有初J泵，则操初J泵，直到液初
J泵排水排出。另外检查初J的液>，并在必
3时新灌注。

1. 对泵 初J（_参x初J器 g的明）。
2. 启用泵7动。
3. 打开排放"并发动机加V， W到所4排放压力和
容X。
4. 将 压"或压力ij+22所4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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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检查次润滑油>，每'
100
小时或$少每春季和秋季更换次。在 H泵水y出
X持z用泵的{条，_提H更换|率。
2. 始\灌+$标示“油>”的灌+孔底d。得&度灌+
。

3. 注意可 拆 }孔并将~孔用,灌+润滑剂。
4. 所示容XmIJ，所列数J比率和/或安+方向Q
有所同。
5. 确%清洁排泄塞和 }孔。
6. 可接受合成油替K品。

;9

;9

如果液>F，_查找泄漏源并 H。如果液>
H，_松开排泄塞，直$液>t$=当水平。如果
排泄的水&多，_更换液，并确定水的泄漏源并
 H。

CR

qYrs*。
+,-tuvZ [IIZ。
液温度应时S[& 250°F
(121°C)， @-成密封磨损和损坏。

（234"）

[

k

ATF 或 SAE 30
机油（`清洁剂）

CRQA

ATF

.24 升

k

1.50 夸
1.42 升


[

ATF

F−2719

夸


[

CRQB

.25

k

4.50 夸
4.27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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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

（234"）

}孔

[

k

ATF or

.25 夸

SAE 30 Motor
Oil

.24 升

(Non-Dtergent)

油>
泄油孔

CRUQB



}孔
[

ATF

k

4.50 夸
4.27 升

注油和油>
泄油孔
油>测塞

F−2719

 Page 9 ，10 

WXYZ
本Y品用机械D油封，无4ij。泵' 时，泵Z的水
将对D油封 Z却和润滑， &热。

;9
时S'K干泵或HV'K干泵，可短机械油封
的用寿命。
如果机械油封泄漏，_更换整密封。
泵D机械油封和D承油封 }用同排泄孔（残液放
出孔）。检查水（机械油封）或油（油封）是否存在DE
泄漏。


泵每' 100
小时或[月（ \W到  ），_按板$的测Y
按 检查电.。

F−2719

 (OPM)
如果灯烁，灯泡或&器可43更换（如果所有电
f接均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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