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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书
偏心螺杆泵
B70V/B70V-SR
防爆型和非防爆型

使用前请阅读本操作说明书！
请妥善保管，以便日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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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须知
在操作本偏心螺杆泵之前，操作员必须先阅
读本使用说明，并在工作过程中遵守以下规
定：
1. 本泵只应在竖直状态下工作。
2. 确保泵管对泵送介质具有化学耐受性。
3. 注意泵送介质的温度、粘度和密度不要超过极
限值。
4. 马达必须按照箭头所指方向旋转（B70V型）。
5. 确保所有连接件和配件安装牢固。
6. 接通电源之前，马达必须处于关闭状态。

根据(EC) 1272/2008 (CLP)指令对易燃液体进行
分类。当输送易燃液体时，必须遵循如下规定：
1. 只能使用带有PTB号和字母Zone o IIA T4的泵
管。
2. 只许使用PTFE的定子，以及标有PTB-No.的定
子衬套的泵管来输送易燃液体。
3. 只准使用防爆马达。
4. 在易爆环境中，只准用防爆插头或者防爆接线
盒进行电气连接。

7. 驱动马达必须放置于活动容器或桶外部。

5. 在起动本泵之前，必须在泵管和容器之间接好
等电位连接线。

8. 注意最大浸入深度。

6. 要使用导电耐压软管和导电软管接头。

9. 如果安装了带旁通阀的回路时，则本泵可在排
放口关闭状态下工作。
10.本泵不能干转。当容器中没有液体时，必须将
泵关闭。
11. 在输送有害液体时，操作人员必须穿戴合适的
防护服、面罩、护目镜、围裙和手套。

7. 本泵不许固定式使用。
8. 泵运行过程中，必须有人看管。
9. 本泵只能由厂商或其授权的维修站修理。只准
使用正规的Lutz公司配件。
必须绝对遵守国家有关事故防范规定。

12.不要将手指伸进泵的入口。
13.必须检查泄漏检查口是否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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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维修只能由厂商、或其授权的维修站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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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每台鲁茨B70V/B70V-SR系列偏心螺杆桶泵均由
通用电动马达、三相马达或者气动马达以及泵管
组成。这种泵，有多种不同的密封件、传动轴和
定子材料可供选择。泵的流速和扬程取决于所选
泵的尺寸。这也就是说可以为每种用途选择最合
适的泵。

1.1 供货范围
如果用户对包装没有特殊要求，B70V 12.1-75.1系
列的马达和泵管分装在两个纸板箱里。
包装中还可能包括客户定购的其他附件。因此，
装箱单必须仔细检查，以确保发出的货物与订货
要求一致。

1.2 生产年份
设备的制造年份被标记在序列号区域。序列号末
尾附加的两位数字即为制造年份（例如：-10表示
2010年）。

2. 马达类型

带变频器的三相马达
为了更好地调节偏心螺杆插桶泵的流量和扬程，可
选择以下附带变频器的三相马达：0.55、0.75、1.1
和1.5 kW。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三相马达使用说明书。
高漏电电流
变频器中的射频干扰滤波器会导致额外的漏
电电流流过接地导体。
对地漏电电流可处于3.5 mA到11 mA之间，
具体取决于实时频率。
气动马达型号有：
4DA，6DA或者8DA三种，在6bar的压力和900rpm
的转速下，额定功率分别是0.45，1.0或1.7kW。
最大工作压力7bar，推荐的转速为200-900rpm，
空气消耗量分别为55，80或130Nm3/h。空气管线
接头螺纹为1/4″NPT或1/2″NPT。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气动马达使用说明书。

2.2 B70V-SR型12.1-50.1系列马达
该系列泵，可以使用下列通用马达和气动马达：

鲁茨B70V/B70V-SR系列偏心螺杆桶泵有三种型
号马达：

- 通用马达MA II和MI 4系列
- 通用马达ME II - 防爆型
- 气动马达MD1xL和MD2xL

2.1 B70V-D型12.1-75.1系列马达

相应的马达使用说明书中有更多的介绍。

三相马达
B70V系列泵可由三相电动马达驱动。以下是可
选用的三相马达型号：0.37，0.55，0.75，1.1kW
和1.5kW，700或900rpm，230/400V，50Hz，符合
IP54型防护等级。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其他防护
等级、电压、额定功率和转速的马达。
在三相马达使用说明书中有更多的介绍。

3. 泵管
根据密封件、传动轴、泵管的材质、定子的几何
形状、以及定子材质的不同，B70V/B70V-SR系
列的偏心螺杆泵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些泵可以
用来输送粘稠的、纯净的、混浊的、腐蚀或非腐
蚀性的液体。
B70V系列泵中部分型号可用于易燃易爆场合0区中
抽送易燃液体。这些类型泵管通过了II A防爆等级
和温度等级T1-T4认证。
这些泵管标有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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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管只能直立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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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2.1-50.1系列泵的转矩抽的使用极限
当使用转矩轴时，传动马达的转矩不得超过8Nm。
三相驱动马达的工作限值如曲线图1所示。
图2为使用通用马达时，B70V-SR型泵管的工作极限。

马达

曲线图1适用于12.1-50.1系列

万向轴

转矩轴

曲线图2 - B70V-SR的使用极限
Series

马达性能限值

转矩轴适用范围
万向轴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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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压线（等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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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化学耐受性
当不清楚管与介质是否兼容时，必须查看化学耐受
表（如鲁茨泵管耐受表）和表1（见24页），以确
认兼容性。
清洗泵时，应确保清洗剂不会对所有被清洗零件
造成损害！

3.3 工作温度
被输送介质的温度不得超过表2（见24页）中所列
对应值。

4.安装使用
4.1 B70V的安装
三相马达通过快接紧固件与泵管相连。
马达紧固螺纹内侧预装有两个定位销（见图1 - 零
件1）和两个锁紧螺钉（见图1 – 零件2）。
装配前，必须调整好马达端和泵管端梅花型联轴器
的位置（见图1 - 零件3）。
将马达固定到泵上。此处的两个锁紧螺钉必须装在
泵的法兰上的大孔里（见图1 - 零件4）。
将马达顺时针转动到止动位置后（见图1.1 - 零件1
），然后拧紧两个锁紧螺钉（见图1.1 - 零件2）。

4.2 B70V-SR的安装
将马达安装在泵管上。可以轻轻转动马达，以确保
马达和泵管上的联轴器有良好的吻合。然后，就可
以使用手轮将马达和泵管固定在一起（见图2）。
要确保泵的安装正确，连接牢固

4.3 三相马达的电气连接
电气连接只能由经过培训的合格人员进行，
且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 所有工作必须在马达完全停机状态下进行。
如果可能，将泵上的保护开关置于关的位置。
- 电源电压和频率应符合标牌上的规定（见图3）。
- 连接电缆的规格必须能够承载标称电流值。
- 连接电缆的绝缘材料必须能够满足环境要求。

4.4 旋转方向
马达只能按泵管上端联接部件上箭头所示方向旋
转。必要时可以调换马达连接（见图4）。

4.5 操作附带变频器的三相马达
默认设置：
„Start“按钮启动泵
„Stop“按钮停止泵
„
“ 按钮（反向旋转），没有功用
按钮 I 激活模式I：„泵送“
按钮 II 激活模式II：„抽空“
当出现故障时按下„复位“按钮可将泵复位

调速器
（电位计），用
于手动调速
泵送
向右转动
在电位计上设置目
标值(10-5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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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空
转到左边
固定速度5 Hz
（可选为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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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泵管承受的机械负荷

6. 维护

如果由于机械负荷超载造成泵管变形，则其功能和
寿命将大受影响。所以泵的出口绝不能承受高压力
压力或拉力（见图5）。
泵出口处弯曲力矩MB不得超过50 Nm。

6.1 清洗

4.7 最大浸入深度
注意要确保泵的浸入深度不能超过它的出液口（
见图6）。

5. 操作

我们建议，在输送腐蚀性、粘性、结晶、或者被污
染的液体之后，要将泵管清空、冲刷并清洗。如果
泵马达下面有液体泄漏，必须立即将泵关闭，马上
修理（见图8）。
（盘根密封：重新上紧或更换填料；机械密封：
维修或更换。）
允许少量液体从填料密封处漏出，这些液体是润滑
密封所必须的。

6.2 机械密封

5.1 干转
我们所说的干转是指泵在没有输送任何液体的
情况下仍在旋转。必须杜绝干转现象（见图7）
。可以派人看守或使用流量控制器以保证不出
现干转的情况。

单机械密封的密封是有旋转方向。因此，绝对不
能按照制造商规定的箭头所指的相反方向转动。
正常情况下，单机械密封不需要任何其他零配件。
所需做的工作只是检查，并在有较大泄漏时更换。

5.2 漏斗型吸入

6.3 填料密封

吸入口必须完全浸入被输送的介质，以防吸入空
气。当输送高粘度液体时，必须采取措施，请注
意防止出现漏斗型吸入的情况。

如果被输送的液体从填料密封开口处涌出，则应
使用一根圆形销将带孔的圆形螺母按顺时针方向
旋转，以调整密封程度。

5.3 排出口关闭时进行的操作
偏心螺杆泵B70V/B70V-SR是正排量泵，当
出口处喷枪、阀门等部件处于关闭状态时，
严禁起动，因为泵内压力的积累会造成泵的
损坏。
绝对不准超过下表中所列的最大压力：
泵管
压力最大值

B70V B70V B70V B70V B70V
12.1 25.1 25.2 50.1 75.1
6 bar 8 bar 10 bar 8 bar 8 bar

10

0698-058 B70V/B70V-SR - 04/19

强烈推荐使用带旁通阀的回路。使用旁通阀门可用
来控制管路中的最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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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润滑
鲁茨偏心螺杆泵在短时间内没有部件需要润滑。
应按照以下方式对法兰连接的传动部件进行保养

B70V
三相马达：
每工作8000小时或者2年，应当将滚动轴承拆下，
进行清洗并重新润滑。
齿轮马达：
运行8000小时或使用两年后，应拆卸、清洗齿轮机
构并加注新的润滑油。这里要注意不同厂家型号马
达的技术规范。
调速马达：
根据不同厂家和型号的马达的技术规范进行维护。

B70V-SR
星形齿轮：
根据齿轮的使用说明书进行维护。
通用马达：
根据马达的使用说明书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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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马达：
根据马达的使用说明书进行维护。

6.5 更换定子
只准使用聚四氟乙烯定子和标有PTB-No.的
定子套来输送易燃易爆液体。
定子和转子是易损件。它们的使用寿命主要取决
于工作条件。
拆卸前，必须通过出液口将残留液体排空。
如欲拆卸定子，先将泵脚上的不锈钢定子套沿螺纹
拧松，然后用力将定子套拖出。定子需要用力才能
从泵脚（定子套）中取出。泵管和定子套上的螺纹
必须予以清洗，并薄施润滑脂。
如欲更换定子，先将第一个止推环放入定子套中，
然后把新定子用力推入定子套中，最后将第二个止
推环放到定子上，在更换硬质定子时，要注意对齐
定子套和定子上的凸台和凹槽。最后将定子套拧紧
到泵管上。
定子套只许用手拧紧到泵管上

7. 维修
维修只能由厂家或其授权的维修站负责。只准使用
鲁茨公司原厂配件。
发回泵时，以下必须遵循：
• 残留可能对人员和环境造成伤害，所以设备必须
完全清空、冲洗和清洁。
• 请说明哪种液体曾经被输送过，返回的货物必须
附上相应的安全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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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爆泵管
8.1 概述
B70V型偏心螺杆插桶泵可以被用来从可移动的桶
中泵送各类易燃易爆液体，这些易燃体危险等级属
于IIA和IIB组，温度等级范围为T1到T4。
进液口和出液口之间的泵管外部属于1类。
出液口和马达连接件之间的外部，以及机械密封型
的泵管内部（包括被输送的液体）属于2类。

8.2 特定条件
当使用桶泵时，所有附加在泵管上的连接件（联轴
器，齿轮，马达等等）必须确保处于移动容器的外
部。这样才能确保满足II级（II A子组）、2类，温
度等级为T4要求。
只能使用材料为PTFE的定子。
注意：75.1规格定子不得用于抽送易燃液体。
电动或气动马达不得超过1.0KW的输出功率和900
1/min的转速。
本泵不许固定式使用。桶泵在运行过程中必须有
人监管，尽量避免干转和液体泵空后继续空转现
象的发生。

8.3 等电位连接和接地
在泵投入使用前，必须在泵一需排空的容器一需装
料的容器三者之间建立电位平衡。
等电位连接线（订货号为0204-994）可以实现泵与
被抽空容器之间的等电位联结。为改善导电性，必
须将接点的油漆和污物清除干净。
在盛满液体的容器和空容器之间接入等电位联结电
缆或安装导电底板（如导电格栅）实现导电连接。
容器与接地线之间的过渡区域也必须具有导电性。

说明：
(1)等电位电缆，(2a) 导电底板或两个桶之间的等
电位连接线，(2b) 电镀连接（对地接触电阻要小）
，(3) 导电的软管，(4) 软管和软管接头之间的导电
连接接头，(5) 1/2类泵管，(6) 防爆马达

8.4 导电软管/软管接头
无论如何，必须确保软管与桶泵出口的连接必须有
良好的导电性（就静电电荷而言）。
根据软管类型的不同，配件之间 - 泵管与喷枪之间
的电阻值不能超过所要求的极限值。
1. 具有“M”标志的软管
限定值 ≤ 102Ω （见图9 - ）
2. 具有“Ω”标志的软管
限定值 ≤ 106Ω （见图9 - ）
位于泵管和软管间接头以及喷枪和软管间的接头都
必须良好的导电性。
否则所有导电部件（如软管末端的金属接口管）都
必须分别接地，以保证安全。

12

0698-058 B70V/B70V-SR - 04/19

将带护套的导电软管与软管管路相连时，应
根据DIN EN 12 115进行标识和检验。

zh
8.5 防爆保护条例
在危险场所使用设备时，操作人员必须遵守一些条
例。以下所列出的为在欧洲使用的相关重要条例。
适用于欧盟地区的条例：
- 条例1999/92/EC：指令中关于改善工人在易燃
易爆危险环境下的健康和安全保护条件的最低要
求。
- EN 60079-0 (IEC 60079-0)
针对潜在易燃易爆环境中的电气设备-通用要求。
- EN 60079-14 (IEC 60079-14)
适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气设备 - 第14部分：
危险场所电气安装（除矿山外）
- EN 60079-10 (IEC 60079-10)
在潜在爆炸环境中工作的电器 - 第10部分危险区
域划分
- DIN EN 1127-1
易燃易爆环境 - 防爆和保护 - 第1部分：基本概
念和方法
- (EC) 1272/2008 (CLP)法规
必须绝对遵守国家有关事故防范规定。

8.6 易爆区域的划分
在一定工作条件下，可能会出现爆炸性气体，且易
爆气体积累到了危险体积的局部区域。这类区域又
可细分几个区域。这类区域又可细分为几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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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燃气体、蒸气或粉尘可能引起的爆炸，可将
易爆区域划分如下：
a) 0区域是指持续或长时间具有危险的易爆炸气体
的区域。
b) 1区域是指时常具有危险的易爆炸气体的区域。
c) 2区域是指很少有，或非常短时间内具有危险的
易爆炸气体的区域。

8.7 当使用偏心螺杆泵输送易燃易爆液体时
的区域划分说明
- 桶或容器内绝大部分是0区域。
- 桶口或者容器的上边沿为0区域和1区域的交界。
- 如果在房间中将介质从一个桶或容器中转至另一
个桶或容器中的，此房间总是被划分为1区域。
- 对桶泵或者容器泵来说，这意味着：
1. 只有符合II组，1/2类的泵管才能被是用来输送
易燃液体。他们符合0区使用要求。
2. 无论其防爆类型如何，均不能在0区域中使用
防爆马达。若想例外，只能由当地监管部门
准许使用。
3. 鲁茨 ME系列马达属于“加重安全保护”，符
合II组，2G类条例规定，可在1区域中使用。

8.8 可追溯性
由德国鲁茨泵有限公司为潜在爆燃性空气而制造
的产品由单独的批号予以识别，可以根据批号对
这些产品进行追溯。该号码提供了设备的建造与
设计年份。
本产品适用于易燃易爆环境中，符合 ATEX 指令，
因此必须制定有关规定，以便于向上和向下追溯产
品源。
我们的ATEX认证质量体系完善，可追溯到产品交
付的起点。
除非另有书面协议，任何转交上述设备的人员应当
确保提供一个能够召回不符合设备的系统（如果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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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件
浸入泵管、转子、转矩轴、万向轴
和泵脚
连接垫圈
机械密封
填料密封
定子

泵材质 - 不锈钢
Niro 1.4571 / 1.4404

泵材质 - 钢
镀锌钢

丁腈橡胶
碳/铬钼钢铸件、FPM
备选：SiC/SiC、FPM
聚四氟乙烯
轻型丁腈橡胶、FPM 、聚四
氟乙烯

—
碳/铬钼钢铸件、FPM
—
轻型丁腈橡胶、FPM 、聚四
氟乙烯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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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最大温度
°C
°F
80
175
140
285
140
285
120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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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子材料
NBR light(丁腈橡胶)
FPM（维东橡胶）
PTFE（聚四氟乙烯）
用在0区的PTFE（聚
四氟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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