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泵

矿山行业中卓越的泵送技术
适用于物联网的泵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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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和矿物食品水 其他行业制浆造纸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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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排水不中断，安全性和可靠性对露天和地下采矿是至关重要的。安德里茨
是一个为露天和地下采矿提供水处理和紧急排水方案的领先泵制造商。世界各
地的矿业经营者对安德里茨高经济效益、维修简易、创新的潜水电机和泵非常信
任，采用我们的产品可靠地把矿水从工作区域中排掉。

安德里茨应用于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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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泵解决方案

潜水泵
无故障开采操作中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从采矿区中排出积
聚的矿井水。安德里茨单吸或双吸潜水泵广泛应用在矿业中
取水、送水和排水等各个区域中。配备创新的MST技术，
泵可以灵活地适应变化的泵送工况。安德里茨免维护、创
新的潜水泵非常适合采矿运营操作对可靠性、使用寿命和
效率极其严苛的要求。数以千计的潜水泵被安装在世界各
地，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潜水排水泵。

潜水电机
安德里茨可重绕线组的潜水电机是潜水深井泵、底吸潜水
泵、海水提升泵、海底采矿及开采机械的理想驱动器。它
们配备创新的模块化冷却技术（MCT），提高耐用性，也
是冷却潜水电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内置永磁电机（IPM）
是新一代高性能潜水电机，在很宽的运行范围内保持着
最高的效率，尤其在小井中运行会达到更高的性能。

您在寻找一个安全有效的管理矿井排水的解决方案吗？安德里茨是一个为露天和地下
采矿提供水处理和紧急排水方案的领先的泵和电机制造商。

优势 

•	 极端工况下的调度
•	 运行可靠性高
•	 使用寿命长
•	 免维护运行
•	 高等级材料

HDM-重载潜水电泵
在紧急情况下，如果需要可靠的能快速地从矿井中排
水的救援泵，HDM专利技术是保证人们和环境安全最
好的解决方案。两台泵上下布置，由一根连续的泵轴驱
动往相反的方向运行。两台泵的工作负荷分开可确保
轴向力的平衡，并有助于解决机组的力效应和推力轴承
的负载问题；同时，泵外的流量和抽吸速度减半。井壁
在吸入区域周围被保护，减少摄入磨料颗粒。带HDM
技术的安德里茨潜水电泵提供最大的运行可靠性、最
小的磨损和很长的使用寿命，通常可以超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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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吸潜水电动泵

产品参数*

•	 流量高达	6,000	立方米/小时
•	 扬程高达	1,500	米
•	 压力高达	150	巴
•	 井口	20寸起
•	 温度高达	75摄氏度

*以上均为参考数据，实际需要根据项目具体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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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吸潜水电动泵来泵送大量或超深的液体与机组的极度
负荷有关。泵的性能越高，泵体、电机及其推力轴承施加的
轴向推力就越强，其后果是超载和过早的停机。安德里茨双
吸泵的设计完全补偿了轴向推力。我们的双吸潜水电动泵是
多级双吸潜水电泵，其特点是轴向推力可以完全补偿，

流速降低50%。运行可靠、磨损少、和超长的使用寿命（一
般超过20年）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每台带HDM技术
的泵都可从标准模块变为量身定制，以满足客户的具体要
求。数以千计的HDM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无故障运行，包
括世界上最大的潜水电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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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吸潜水电泵

完全可淹没的潜水电泵的排水性能提供了最经济和免维护的
解决方案。例如，不需要地下泵站，并且电机的热量被泵送
至地面的水带走（几乎无需冷却）。安德里茨多级单吸潜水
电泵设计用于输送清洁、轻微污染和磨蚀的原水以及矿物、

海洋、工业、矿山和冷却水。安德里茨潜水电泵的特点是零
维护，使用寿命长，运行可靠性高，以及我们创新的模块化
轴技术（MST）。采用MST技术的泵不仅可以灵活地适应
泵送工况的变化，而且可以节省成本。

产品参数*

•	 流量高达	900	立方米/小时
•	 扬程高达	800	米
•	 压力高达	100	巴
•	 井口6“寸起
•	 温度高达	75摄氏度

*以上均为参考数据，实际需要根据项目具体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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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电机

安德里茨充水式和水冷式潜水电机的设计使其在高温、特
殊电压和极端条件下始终保持强劲的性能，它们是海底采
矿和深矿机械的理想驱动器。安德里茨潜水电机配备创新
的模块化冷却技术（MCT），提高耐用性，也是冷却潜水
电机的最有效的手段。

带冷却通道特殊设计的优化冷却循环确保热量在产生的地
方被吸收。内置的永磁电机（IPM）是一种新的优质潜水
电机，能在宽广的运行范围内保持最高的效率，尤其在小
井中运行会达到更高的性能。	

产品参数*

•	 功率高达5,000	千瓦
•	 电压高达14,000伏
•	 井口8寸起
•	 温度高达	75摄氏度

*以上均为参考数据，实际需要根据项目具体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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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	 HW耐磨单级离心泵
•	 流量高达9,000立方米/小时
•	 扬程高达190	米
•	 压力高达	40巴
•	 效率高达90%

*以上均为参考数据，实际需要根据项目具体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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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耐磨泵

安德里茨单级离心泵有闭式、半开式或开式叶轮几种，也有
高耐磨设计。它们具有坚固、维护简易和经济效率高等

特点。各种材料组合保证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和效率。模块
化系统确保更高可用性，部件经久耐用，并减少备件库存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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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泵

安德里茨多级高压泵在效率、使用寿命、适用性和经济效益
上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要求。许多卧式和立式型号都
是高效的设计，

各种材料和密封种类能保证了对介质的适应性。不同的水力
确保每种型号的泵都能选择在最佳的效率点上运行，这些泵
应用于各种高压的市政和工业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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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	 流量高达850立方米/小时
•	 扬程高达630	米
•	 压力高达	63巴

*以上均为参考数据，实际需要根据项目具体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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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我们的流体实验室ASTROE在水力研发方面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我们公司的实验室
通过大量计算机流体动态计算与试验，确保安德里茨各系列泵的高效性。

随着我们产品所在领域客户需求的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
不断研发和优化越来越重要。效率、灵活性、可靠性和使用
寿命的延长是现今的市场上主要的挑战。

我们致力于研究和开发，这为我们在水力机械制造方面奠定
了基础。我们拥有的ASTROE水利实验室，是一个国际知名
的水力开发研究所。我们目前在位于奥地利、德国、瑞士和
中国的实验室里研发和测试我们的泵和水轮机。

我们的试验台是世界上最精确的，通过这些研发中心之间的
联网，我们在安德里茨集团内提供持续的专有技术，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最大的效益。研发的主要工具是数值模拟方法以
及实验室和现场的实验测量。先进的设备、高精度的测量仪
器以及最新的模拟技术和强大的软件，为安德里茨的高品质
产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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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网
安德里茨通过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OPP、
IDEAS和许多其他工具来加强连接。
安德里茨的人联网不仅降低了我们客
户的成本和风险，同时可持续地支
持和发展他们有价值的员工队伍。

智慧泵

安德里茨于2005年已经启动了物联网，而自动化领域的基本活动最早开始于
1984。如今，安德里茨已经将其创新和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在技术
品牌“Metris	–	Foresee	digitally”支持下，在许多工厂中得到了实地的验证。-
Metris技术包括最新的及最先进的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IIOT）以及任何类型的
智能数字服务。这些可以完全满足个别客户的需求，并将客户的实际和数码世界
结合起来。

关于泵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安德里茨一直集中致力于确保
泵和设备持续可靠的运行和性能。安德里茨为泵提供了高
度复杂的状态监测等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是标准
的软件包或根据客户要求量身订做的。特殊的传感器安装
在泵上并连续测量，所有数据均可以在软件内分析或导出
到各种文件格式，此外，还提供了交通灯系统方式的限制
和警报通知。数据存储在安德里茨Metris数据库中，Metris
云端的数据可供客户端和安德里茨状态监测专家访问，从
而为客户提供24/7的服务。最后，安德里茨还为工厂或泵
站中的泵提供优化模块，并为本地安装的平台提供远程控
制的选项。

安德里茨把泵和工厂的运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监
测具有开创性的数字和可视化技术的控制系统的直观人机界
面，高效的流程可计算出将来会发生的问题，并通过数据分
析实现主动的解决方案。因此，安德里茨工业物联网技术通
过将我们的客户专家和安德里茨专家连接起来，成为人联网
（IoP）解决方案的基础。这种增值相互联系的结果不仅是
对收集数据作好专业准备从而提高了工厂的性能，而且使我
们的客户能够成功地体验到商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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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概述 

•	 提供原装备件
•	 专业人员的调度
•	 安装和开机
•	 检查
•	 维修、大修、保养
•	 专家对早期的故障的机器检测
•	 咨询和升级•	性能和振动测试
•	 故障和损坏分析
•	 可行性分析
•	 泵和系统的能源顾问
•	 维修计划的准备
•	 服务和保养协议
•	 自动化和电力系统
•	 电子设备
•	 培训

泵的服务

优化	/	现代化	/	可靠的运行

你们工厂的条件已经改变了，但是你们的泵
还是像以前那样运行，这样会造成能源浪费
吗？你想优化你的系统来降低成本吗？安德
里茨将会成为您的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并
且为您提供解决方案和服务。

服务和维护在安德里茨有着悠久的传统，
并不断补充产品组合。长达一个世纪的专业
知识不仅体现在具有创新解决方案和先进产
品的服务组合中，这些产品可以更好地适应
各个客户的需求，尤其能体现在经过专门培
训的员工中。安德里茨专门研究泵的服务性
能，以实现提高在用泵的效率和对运行点改
变的适应性。仅通过提高20%的已安装泵的
效率，已经可以实现巨大的节能潜力。

我们的服务团队提供迅速、专业和可靠的协
助，对其他制造商的产品同样适用。预订我
们的服务，可以确保您的系统能长期达到最
佳运行的可靠性。我们会与您一起进行专业
的评估，从而创造一个透明的，并且是量身
定做符合您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在检查您
的工厂后，我们判定它的节约潜力，并通过
提高已安装泵的效率来实现。此外，这个单
独的解决方案可以降低您的维护成本。您不
必考虑人员，也不必考虑维修计划或工具。
装配是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并且在我们培训人
员的帮助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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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的安德里茨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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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潜水电动泵来泵送大量的或超深的液体
与机组的极度负荷有关。泵的功率越高，泵
体、电机及其推力轴承施加的轴向推力就
越强，其后果是超载和过早的停机。相比之
下，安德里茨双吸泵的设计完全补偿了轴向
推力。

在安德里茨	HDM（重型采矿）泵系列中，
两个潜水电泵上下布置，由一根连续的泵轴
驱动往相反的方向运行，两个泵的抽吸区域
分别位于端部，每个泵全压输送一半的流量
到泵的中心。偏转级通过外部管道把水流引
导到泵的压力线上，双流结构完全抵消了轴
向推动力。这种结构是独特的，机组上的载
荷降到最小，推力轴承上数吨的压力得到了
消除，磨损明显减少，使用寿命也提高到20
年以上。

安德里茨HDM泵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运
行，包括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潜水泵。这是
三个泵的机组，两台较大的潜水电泵各自提
供4兆瓦（4000千瓦），小的提供至少3.2
兆瓦（3200千瓦）。采用HDM专利技术的
双流机组具有效率极高、使用寿命长、超级
安静等特点。这些泵每台由三个独立部件组
成，安装时高或长达22米，重量超过32吨。
泵只比埃及开罗Giza金字塔20米高的狮身人
面像稍大一些。在中国的一个矿井里，泵安
装在地下900米深处，从管道上悬挂下来，
每台泵机组每小时输送1000m3到1000米的
高度。这些设备是中国煤矿安全设施的一部
分，通过防止隧道淹水来保护矿工的生命。

在南非，这种泵自2014以来一直是一个巨

型的救生员。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酸性矿井水一直是个问题，雨水
渗入老矿井隧道，与黄铁矿等残余矿物发生
化学反应，产生腐蚀性硫酸。在最坏的情况
下，其酸碱度可能降为2，这足以对人类和
环境造成持久的损害。

2014年的春天，在号称“中央盆地”的约翰内
斯堡市中心安装了两台强大的安德里茨潜水
电泵，每台泵能够将1500立方米（=150万
升）的酸性矿井水带到地表，并继续输送到
邻近的污水处理厂。该设计是基于安德里茨
的HDM技术，采用双吸泵的概念。产生的
推力通过叶轮的异向旋转抵消，泵在没有轴
向推力的情况下运行。这样，泵在适当保养
下的使用寿命能达到10-15年。新系统的一
部分是潜水电机的密封，可防止腐蚀性水侵
入破坏电机内部的部件。

超大号的泵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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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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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潜水电泵

设计用于拯救生命/	22米长，重量

超过32吨

（狮身人面像：20.21米）/

安装在地下900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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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自1852年

国际知名的安德里茨集团已制造泵超过165年。我们为泵和泵站提供创新的有针对
性的解决方案。我们在水力机械制造方面丰富的经验以及全面的技术诀窍，为安德
里茨高标准的泵打下坚实的基础。优质和高效的产品以及对客户需求的了解，使我
们成为全球泵送解决方案的首选合作伙伴。从研发、模型试验、设计、制造、项目
管理和售后服务到培训，安德里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也提供现场完整
的开机服务，以确保我们的客户得到最大的支持。您的满意是我们一直的目标，欢
迎亲自来试试看吧！

想要了解更多？
扫描-发送-获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