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fore use, please read this manual carefully and be placed nearby to the equipment for future reference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本将其放在设备附近以备将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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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并有

效的实施；自创办以来始终把质量管

理作为第一追求目标，发扬拼搏精

神，争创一流的精神在泵阀行业中不

断发展壮大。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各类水泵及配套蝶

阀；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电力、造纸、食品、制

药、给排水工程等，深受各行业用户

的一致好评，上诚秉着“以诚为贵，

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诚心为您提

供优质的品牌产品和完美的服务，竭

诚欢迎社会各界惠顾合作。

              海上诚泵阀制造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泵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经验

丰富、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高素质开

发、科研队伍：其中高级工程师2名，

研究、设计技术人员35名，生产技术制

造人员68名，现有员工总数达298人；

公司拥有国内外先进的电脑微机控制性

能水泵测试台，使客户更安全、更有

效、更放心地使用上诚产品。

公司全面采用ISO90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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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系 列 塑 料 离 心 泵 S系 列 塑 料 离 心 泵

特       点 结构图 (S25X25-12.5至S50X40-20离心泵)

外型尺寸及安装尺寸

型号说明 性能参数表

      S、FS、SL系列塑料（玻璃钢）离心泵，其接触液体的过流部件均采用聚乙烯醇缩丁醛、改性酚醛玻璃

纤维材料经高温模压而成，具有良好的耐腐蚀，耐温性能高、重量轻、比强度高、不变形等。轴封采用普

通型和耐颗粒型机封二种结构合理，消耗功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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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系 列 塑 料 离 心 泵 系 列 塑 料 离 心 泵FS
结构图 (S50X32-32至S80X65-32离心泵)

外型尺寸及安装尺寸

性能参数表

型号说明

叶轮外径第一次车削

扬程m

排出口直径mm

吸入口直径mm

与介质接触部件材料为玻璃钢

塑料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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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系 列 塑 料 离 心 泵

系 列 塑 料 管 道 式 离 心 泵SL
S系 列 塑 料 离 心 泵

结构图

型号说明 性能参数表

外型尺寸及安装尺寸

S、FS、SL系列泵安装使用及注意事项和维护

     1、本泵在安装前根据选定泵型，按外形及安装尺寸做好地脚基础，安装时根据管路位置的要求，尽量使安装

的位置便利管理和维修。

     2、安装的位置泵体如果高压液面，必须附装灌液装置。

     3、泵起动前先将液体灌满泵体后开车，严禁无介质运转和倒转，否则泵体内因缺乏液体冷却而损坏机械密

封。

     4、停车时应关闭出液管阀门，避免液体倒流。

     5、定时检查电机电流值，不得超过电机额定电流。

     6、注意平时保养，经常检查泵运行是否平稳。有无异常震动，注意更换弹性块。视油标补充轴承的润滑油，

定期更换机架中的润滑油（一般三个月必须换1次）。（FS带底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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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沿边剪下寄回本单位

质量跟踪服务卡

购货单位：

地     址：

联 系 人 ：

电     话：

邮    编：

您的宝贵意见：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出厂编号：

购买日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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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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