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VX 升级
ISO 13709/API 610 后拉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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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专家

Flowserve 福斯公司开发了 RVX 后拉式组件升级方案，以满足

用户在降低维护成本和提高泵可靠性方面的需求。RVX 方案 

可以帮助用户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的排放，同时 

可以取得完全符合最新版 ISO 13709/API 610 的轴承架的 

优点。升级方案也可以将已有叶轮更换为专门适用当前运行 

模式的叶轮，从而满足用户对提高泵水利效率或运行稳定性的

需求。专门的售后支持方案协助福斯提供无可比拟的问题解决

方案，提高现场设备的可靠性，同时降低总生命周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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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验证的可靠性
RVX 方案适用于现有市面上任意原始设备制造商的  
ISO/API OH1 和 OH2 的装机。

• 设计采用更大的径向轴承和推力轴承以及更低的 L3/D4   
比率，使得可靠性提升。

• 完全符合 API 610 L10h 轴承使用寿命要求

• 低 L3/D4 比率的大直径轴降低了轴挠度，增大了平均修复 
间隔 (MTBR) 和可靠性，延长了密封寿命

• 使用外置风扇进行对流换热，无需水冷

• 不影响现有的吸入和排出管道

• 采用与福斯 HPX 泵相同的零件，实现零件高互换性

 – 三种标准框架尺寸，适用于 215 毫米 (8.5 英寸) 至  
525 毫米 (21 英寸) 的叶轮直径

 – 三种标准密封腔均满足 API 682 的尺寸要求，可安装 
双机械密封，控制 VOC 排放 

• 润滑系统包括恒位油杯，配备轴承油封

• 抛油环设计，以减缓“脏油”的出现

• 快速交货方案，显著降低周转时间，升级现有泵，无需 
更换新设备；在二周至五周内完成升级，无需如更换 
新泵般耗时 38 周

之后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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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MTBR 和总拥有成本
RVX 组件可以使用户延长流程泵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其总 
拥有成本。它通过将低技术或陈旧的轴承组件和密封腔升级 
至符合 ISO 13709/API 610 最新版本的组件，来实现这一点。
标准 RVX 组件包括以下新部件：

• 轴承箱和轴组件

• 盖板、固定的喉部衬套和整体密封腔

• 盖板耐磨环

• 叶轮键和联轴器键

采用现有技术，配合售后专家的专业支持，将确保任何 ISO/
API OH2 单级、双级或双吸悬臂泵的 MTBR 均得到改进。

新产品保修

福斯为所有 RVX 组件提供新产品保修。

特点和优点
重载结构符合 ISO 13709/API 610 最新版本，包括碳钢 
轴承箱，确保最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金属对金属的外壳/盖板配合，采用全封闭的可控压缩垫圈，
确保正确的密封和对中。

外置冷却风扇的使用取决于操作转速和介质温度。

大径向和推力轴承，搭配极低的轴刚度比 (L3/D4 ) 和低轴挠
度，提高轴承和机械密封寿命。

带恒位油杯的润滑系统，以及 Flowserve Bearing Gard™ 轴承 
油封，可以确保最佳轴承润滑，防止污染物进入，增加 
MTBR。抛油环设计，以减缓“脏油”的出现。可选油雾 
润滑。

固定喉部衬套设计可配置金属和非金属衬套，更好地控制密封
腔压力，以满足应用需要。

ISO 21049/API 682 密封腔适合所有常用双封设计，无需 
特殊加工。

轴承箱螺栓法兰中留有气隙，可隔离箱体，使其免受高温 
应用中来自介质的传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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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外置风扇
标准外置风扇消除了轴承水冷，不需要辅助支持即可将泵的 
操作温度提升至 450°C (840°F) 。

最大限度提高零件互换性
RVX 使得用户零件互换性得以最大化。所有 ISO/API OH1 和 
OH2 单级、双级和双吸悬臂泵湿端，无论来自任何原始设备
制造商，都可以通过 RVX 实现改造。轴承箱部件可与 HPX  
和 HPXM 部件互换。

尺寸一致性
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泵体安装 RVX 后，泵出口中心线至 
驱动器联轴器端面尺寸保持不变。这是通过选择一个更长的 
联轴器中间段来实现的 (如必要)，以允许组件现场便捷安装。
此外，轴的加工配合原始泵的尺寸。

快速回报

可靠性回报
根据用户计算，在最近的 50 个泵项目中，RVX 的可靠性回报
是 1.84 年。这主要根据以升级后拉式组件代替整泵替换， 
因而使得成本和时间显著降低。改进至 ISO 13709/API 610  
最新版本，可靠性也得到了保证。

能耗回报
通过采用优化的叶轮，RVX 实现能耗回报。参考如下一个实际
案例涉及的事实：

• 能耗降低 100 kWh

• 每年节省能耗成本 $35 415（按照$0.04每千瓦时，  
且每天昼夜运行来计算)

• 节能回报时间为 0.62 年

交货时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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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

制造周期

现场安装

新泵泵组

 
适用于 OH2,  

S6 的 RVX 组件
节省 32 周时间

周

RVX 组件，配有扩大的机封腔、 
标准油杯、风扇护罩和备选 
联轴器护罩

显著缩短交货期
在提高泵的性能和可靠性方面，RVX 改造明显比购买新泵用时更短。新泵的交货时间通常是 38 周；RVX 的交付时间通常 
只有 6 周——节省了 3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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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 范围

仅叶轮
叶轮和蜗壳

 
流量为 % BEP

水利改良以获得最佳性能 

定制蜗壳与叶轮的关系
壳体蜗壳与叶轮之间的关系可以 

定制，以提高整个泵工作范围内的 

水利稳定性。

新叶轮或改良叶轮
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 

可以提供新叶轮或改良叶轮。

水利改良、选择和技术数据

蜗壳切片
原始隔舌
延伸隔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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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档
RVX 升级包括以下电子文档：

• 剖面图

• 泵外形图

• 密封腔图

• IOM 手册附录

• 零件清单 

提供下列电子文档 (如适用)：

• 联轴器图

• 密封组件图

• 密封冲洗示意图

• 所需的底座修改说明

可选硬件方案  

• 叶轮

• 机械密封

• 密封冲洗管路

• 联轴器和联轴器护罩

材料升级
材料升级可以并入升级包中下列部件，以提高它们的 
使用寿命：

• 盖板

• 轴

• 垫圈

• 耐磨环 (金属或非金属)

• 喉部衬套 (金属或非金属)

售后和维修选项

• 泵壳修理

• 泵组装

• 现场检查

• 现场工程设计 

• 现场加工

全新机械密封的 RVX 组装



福斯公司在产品设计和制造方面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如选择恰当，福斯产品将在其使用寿命
周期内安全地实现预期功能。此外，福斯产品买家或用户应注意，福斯产品可能被应用于各种工
业服务条件下的众多应用之中。尽管福斯提供了一般指南，但无法为所有可能的应用提供具体的
数据和警告。因此，买家/用户必须承担福斯产品的合适尺寸和形式的选择、安装、操作和维护最
终责任。买家/用户应阅读并理解随产品提供的安装说明，并结合具体应用培训其员工和承包商
如何安全使用福斯产品。

虽然本文所含信息和说明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但仅供参考用途，不应被视为可获得满意结果的
认证或保证。本文所含内容不构成关于本产品任何方面的明示或暗示的保修或保证。由于福斯
不断改善和升级产品设计，本文所含规格、尺寸和信息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对这些
条款存有任何疑问，买家/用户应联系福斯公司设于全球的任何一家公司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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