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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OOMW 空冷机组电动给水泵容量配置分析 

西北电力设计院 崔凯平 王宏明 

[内容摘要] 大型直接空冷机组的研发及设计技术正成为高寒节水地区火力发电的发展趋势，本文以陕西国华锦 

界4×600WM工程为依托，就直接空冷机组的电动给水泵的容量配置加以分析，可供设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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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发电机组均采用电动调速给水泵。然而，电 

1 空冷机组采用电动给水泵必要性 动给水泵容量配置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分析以及问题的提出 故本文仅对空冷机组电动给水泵的容量配 

置方案进行探讨。 

直接空冷汽轮机的低压缸排汽参数高，变化 

幅度大，在相同的气象的条件下，空冷机组的背 

压远远高于湿冷机组，而且冷却空气温度随季节 

和时间变化明显，因此空冷汽轮机的设计与湿冷 

汽轮机的设计存在较大的差别。锅炉给水泵的 

配置也有其特殊性： 

a．给水泵汽轮机运行在高转速、大范围的变 

转速、双汽源、变进汽参数等不利条件下，如果空 

冷机组也采用汽泵，则给水泵汽轮机将背压更 

高、末级变工况范围更大、尾部运行条件更恶劣， 

使得给水泵汽轮机的末端设计难度加大，另外还 

必须增设非启动用的喷水装置与背压保护装置。 

b．自带凝汽器的汽泵方案，可以绕过设计空 

冷小汽轮机难题，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其缺点是： 

必须增设小凝汽器及相关冷却系统、凝结水的回 

收系统，不仅增加了初投资，而且使本已复杂的 

系统更趋复杂。 

C．度夏能力是空冷汽轮机的重要考核指标。 

采用电泵方案，有利于增加主汽轮机末级流量， 

改善其极高背压下的小容量流量工况的性能。 

目前，我国还没有已运行的 600MW 级直接 

空冷机组，世界上已运行的 6OOMw级直接空冷 

2 工程概况 

陕西国华锦界煤电工程系新建工程，地处陕 

西北部神木县境内，本期建设规模为 4×600MW 

直接空冷机组。 

主厂房扩建方向为左扩建，采用汽机房、除 

氧框架、煤仓框架、锅炉四列式布置。主厂房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锅炉构架为钢结构。汽轮发电 

机组的机头朝向扩建端，纵向顺列布置。汽机房 

运转层采用大平台，两机之间设置检修场。两机 

组合用一个集中控制楼。锅炉采用紧身封闭，送 

风机和一次风机均布置在炉后送风机室内，引风 

机布置在电气除尘器后引风机室内。每炉采用 

两台双室四电场电气除尘器。两台炉合用一个 

烟囱。 

3 电动给水泵的配置情况 

近十几年来，我国国产和进口300MW 及以 

上机组采用电动给水泵的配置情况如下表所示， 

虽然，这些机组均不是直接空冷汽轮发电机组， 

但就电动给水泵的配置情况而言，对直接空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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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电动给水泵的配置方案选择有重要参考价值。 

序号 工程名称 机组容量 MW 电动给水泵配置 备 注 

1 黄 台 300 2×50 +1×25 (定速) 

2 达拉特一期 33O 3×50 

3 达拉特二期 330 3×50 

4 台 州 330 3×50％ 

5 准格尔 330 3×50 

6 石嘴山 330 3×50％ 

7 蒲城二期 330 3×50％ 

8 元宝山 300 3×50 法 国 

9 珞 璜 360 3×50 法 国 

1O 岳 阳 362 3×50％ 英 国 

11 姚 孟 300 3×50 比利时 

12 淮阴二期 330 3×50％ 

13 沙角 C厂 660 3×50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黄台电厂 7号机采用 

2×50 +1×25 (定速)的电动给水泵配置方 

案外，其它 300MW及以上容量等级机组均采用 

3×50 容量电动调速给水泵，即启动备用给水 

泵为 50 容量的电动调速给水泵。 

(600MW)、吴泾电厂六期、沙角 A厂、华能福州 

电厂(350MW)和黄台电厂 7号机等。定速泵结 

构简单、不设液力偶合器，但为了控制它与调速 

型给水泵并列运行，在定速泵出口必须设置一个 

大压差调节阀，增加了节流损失，且机组负荷越 

根椐《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规定，对 低，节流损失愈大，运行愈不经济，此大压差调节 

300MW及以上容量空冷机组，经过技术比较认 

为合理时，可设置 3×50 容量电动调速给水泵 

方案。 

由此可见，两台主泵均为 50 ，本文对此不 

作论证，启动(备用)给水泵的容量有所差别，因 

此以下对启动(备用)给水泵容量配置进行分析。 

4 启动备用给水泵配置分析 

4．1 启动备用给水泵型式配置分析 

用 25 ～30 容量的定速泵(带增速齿轮 

箱)作为300MW及以上容量等级机组启动备用 

给水泵的工程有邹县电厂一期、二期、三期 

阀，目前国内还不能制造，需要进口，价格相对昂 

贵。目前进 口大压差调节阀与增速齿轮箱及其 

润滑油站的总价格和同容量调速给水泵的液力 

偶合器价格相当，如采用国产液力偶合器，前者 

的价格还高于后者的价格。调速给水泵具有启 

动电流小，运行性能容易控制、协调等特点，且所 

配液力偶合器的运行寿命大于大压差调节阀的 

寿命，故配置电动调速给水泵做启动备用泵应优 

于电动定速给水泵。 

4．2 启动备用给水泵容量配置分析 

不论是湿冷机组还是空冷机组，3O0MW 及 

以上容量等级机组启动(备用)给水泵大多采用 

50 容量、同型号的电动调速给水泵，只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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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W等级机组的启动备用给水泵采用 25 ～ 

30 容量的电动给水泵。 

4．2．1 运行可靠性 

根椐 2002年6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 

可靠性管理简报》发布的 2001年给水泵组的运 

行可靠性指标，在统计的 350台3O0MW 及以上 

容量等级机组及以上机组的电动给水泵中，运行 

系数(一运行小时／统计期间小时×100 9／6)为 25． 

47 9／6，可用系数(一可用小时／统计期间小时 × 

100 9／6)为 93．2189／6，非计划停运率(一非计划停 

运小时／(非计划停运小时+运行小时)×100 ) 

表 1： 

为 1．196 。 

从运行系数和非计划停运率可以看出，电动 

给水泵的非计划停运时间为： 

(8760×0．2547×0．01916)／(1—0．01916) 

= 43．6小时／每年。 

4．2．2 经济性 

依据制造厂2003年 4月对本工程两种配置 

方案即30 电动调速给水泵与 50％电动调速给 

水泵设备比较表(见表 1)，两种配置方案的设备 

差价为 177万人民币。 

3O 电动给水泵组 5O 电动给水泵组 

设备投资 

序号 型 号 价格(万元) 型 号 价格(万元) 

1． 前置泵 FA1D56A 23 FA1D67 70 

2． 给水泵(泵芯进口) FK5F32 285 FK4E39 320 

3． 耦合器 R16K550．1 230 R1 7K500M 280 

4． 电动机 II)54、6000V、6000KW 9O II)54、6000V、10000KW 13O 

DN125 PN36接管材料 DN150PN36接管材料 
5． 最小流量阀(进口) 50 55 

按 20G或WB36 按 2O或 WB36 

小 计 678 855 

电气投资 

馈线柜个数 价格(万元) 馈线柜个数 价格(万元) 

6 馈线柜 4 4X15 6 6×15 

小 计 60 90 

总 计 738 945 

电气投资方面，电动给水泵选用 3×509／6电 

动调速给水泵，三台泵互为备用，此时每台机电 

动给水泵馈线柜为 6块；当选用 2×509／6+1× 

30 9／6电动调速给水泵时，备用泵为指定备用，此 

时每台机电动给水泵馈线柜为4块；按每块馈线 

柜价格为 15万元计算，故采 3×509／6电动调速给 

水泵方案比采用 2×50 +1×30 电动调速给 

水泵方案多投资30万元。 

启动备用电泵容量选用 30 电动调速 给水 

泵，与选用 50 启动备用电动调速给水泵相比， 

主要差异是在运行电泵发生故障，启动备用电泵 

与主电泵并联运行时，实际运行机组出力将会从 

600MW减到 540MW。当电力市场需要时，发电 

量受到限制，电厂经济效益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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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01年电动给水泵组的非计划停运时间 

和陕西神木当地煤价 100元／吨，机组设计标准 

煤耗 300．37克／kwh，2002年陕西平均上网电价 

0．31元／kwh，发电成本为 0．10元／kwh(成本按 

主要考虑燃料价格计算)计算，每千瓦产生的效 

益为 o．21元，配置 30 9／6容量启动(备用)电动给 

水泵的600MW 等级机组，因正常运行给水泵非 

正常停运引起的损失为： 

(600000—540000—4000)×43．6×0．21／ 

1000—51．3万元人民币／每年。 

从上述经济指标可以看出，配置 3×50 电 

动调速给水泵与配置 2×50 +1×30 电动调 

速给水泵相比，所增加的投资费用，主要为设备 

差价和电气设备投资差价(土建和管道的投资差 

价相对很小可忽略)，投按设备差价(177万人民 

币计)和电气投资差价(30万人民币)算，在电厂 

运行约 4年时间可以回收并开始创造效益。 

4．2．3 运行灵活性 

3×50 电动调速给水泵可任意两台运行， 

另外一台备用，即互为备用，运行灵活性相当高； 

而 2×50 9／6+1×30 9／6调速电动泵的配置，限定 

了正常运行给水泵与启动(备用)给水泵，即指定 

备用，运行灵活性受到很大限制。 

4．2．4 备品备件 

对于本工程 (4×600gw 机组)而言，3× 

50 9／6电动给水泵组只需同一种规格的备品备件， 

便于设备的维护和管理；而 2×50 +1×30 

电动泵组需两种不同规格的备品备件，不利于设 

备的维护和管理。 

5 结论 

综合以上各项分析对比结果，本工程推荐采 

用3×50 电动调速给水泵(互为备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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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原则通过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新华社 2004—7—2 

北京6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能源中长期 

发展规划纲要(2O04—2020年)》(草案)。 

会议认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制定并实施能源中长期发 

展规划，解决好能源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必须坚持把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 

重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经济、清洁、可靠、安全的能源保障，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 

利用支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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