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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轮机组的安装较为复杂,且是一项整体工作量较大的工程,对安装技术要求比较高。在实际安
装过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的汽轮机出现振动也是很常见的。如果汽轮机组的振动过频,或者长
期处于非正常振动状态下,会大大缩短汽轮机组的使用寿命,极大增加热电厂的经济成本,也不利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对汽轮机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振动的几种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相关措施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汽轮机的安装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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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st Proposal for the Causes of Vibration in Steam Turbine Installation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He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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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allation of steam turbine units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it is a project with a large overall
workload, which requires relatively high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ctual installation process, the vib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caused by various factors is also very common. If the vib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unit is
over-frequency, or is under abnormal vibration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greatly shorten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steam turbine unit, greatly increase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thermal power plant, 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vib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its own views on related measures,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ole in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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