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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技术在泵与风机节能改造中的应用分析 

吴剑恒 ，叶金勤 

(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石狮 362700) 

摘要：某热电厂泵与风机等辅机上应用变频技术进行节能改造，取得年节电 343．67万kWh的经济效益 

和较好的控制效果。用户应根据具体的管路特性曲线确定是否适用变频改造，并应了解一些使用变频 

器时的注意事项，以最大限度发挥变频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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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火力发电厂中，作为发电机组辅机的引风机、 

送风机、压缩机、给水泵等均为低效耗能设备，大多 

采用交流异步电动机带动并恒速运转，当机组负荷 

变化需要调节风量时，调节方法大致分为风门挡板 

(阀门)节流调节、液力耦合器变速调节、双速电机、 

串级调速、变频调速等。实际使用较多的办法是调节 

挡板H J，这种控制方法虽然简单，但在运行中存在着 

以下问题：设备长期恒速运行，节流损失大，能耗高； 

多数为低负荷运行工况，设备容量不能充分利用，效 

率较低；设备易损，维修量与维修费用大；启动电流 

大，对厂用电系统产生较大影响；自动化水平偏低。 

采用和推广应用变频调速技术，不仅可以取得 

相当显著的节能效益和控制效果，而且也得到了国 

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代表了今后电力节能技改的方 

向。本文介绍变频器在某热电厂泵与风机调速上的 

应用情况，取得了年节电 343．67万 kwh的经济效 

益和较好的控制效果，并提醒用户应根据具体的管 

路特性曲线确定是否适用变频改造，以及一些使用 

变频器时的注意事项。 

1变频技术在热电厂的应用及其效果 

1．1某电厂改造前的情况 

某热电厂2台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分别配置 

1台AGX75—2№12．5D型二次风机，额定风量为 

35078m3／h
，额定风压 8745Pa，额定转速1485r／rain； 

配套 Y315L～4型 的 160kW 电动机，额定电压 

380V，额定电流 289A。多年的运行情况表明：二次 

风机设计容量过大，依靠风门挡板节流调节风量、风 

压，造成较大的能量损失；并且，风门挡板漏风严重， 

不利于锅炉的运行调节，造成烟气含氧量居高不下， 

影响锅炉运行热效率。 

1．2对二次风机 实施 变频改造 

风机的输入功率一风量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 

风量Q／pu 

1～出121节流调节时电动机的输入功率；2一进121节流调节时电动机 

的输入功率；3一液力耦合器调节时电动机输入功率；4一变频器调速 

控制时电动机的输入功率；5一调速控制时电动机的轴功率。 

图 1 风机的输入功率一风量特性图 

该厂决定对二次风机实施变频调节。变频调速 

技术比现在使用的节流调节具有以下节能优势 j： 

根据机组负荷变化减小二次风量时，扬程随着转速 

下降而降低，可以大幅度减少节流损失；采用变频调 

速时泵与风机的工作效率 77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不 

像节流调节那样随着流量 Q的减少而明显降低；变 

频器具有能够根据负载轻重情况调节输入电压的功 

能，提高了电动机的工作效率和功率因数。 

经充分调研、询价，投资 12万元购买了 2台 

FRN160P11—4C变频器，并分别于 2002年 4月、5 

月安装调试完毕，交付运行使用。改造时，在二次风 

机电机电源隔离开关 1DK与电动机之间并联一个 

变频器，增加了 SHTWl一2000型 800A变频器电 

源侧低压智能式断路器 2kM、变频器负荷侧低压智 

能式断路器 3KM 以及变频器启动、控制、反馈、复 

位等控制回路，保留了工频旁路低压智能式断路器 

1KM及其控制回路(见图 2)，必要时变频装置可以 

退出运行改用节流调节，确保锅炉安全经济运行。 

经过不断摸索，最终通过“商用电切换”技术实现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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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工频电源的无扰切换，确保了锅炉安全稳定运行。 

380V母线 

图 2 风机变频改造电器接线圈 

1．3二次风机改造前后的节能效果对比 

通过对 75t／h锅炉二次风机变频改造前后的运 

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计算，二次风机运行经济性大 

幅度提高，取得了良好的节能效果(见表 1)。根据 

表 1可知，负荷低时节电效果会更明显，平均负荷低 

于64t／h，每小时节电超过50kWh，节电率在85％以 

上，最大节电率达到 92．39％。运行数据表明，折算 

到额定负荷运行工况下，二次风机技改前平均每小 

时 消 耗 电 能 为 89．20kwh，技 改 后 降 低 到 

33．26kWh，降 低 了 55．94kWh，吨 汽 电 耗 从 

1．19kwh降 低 到 0、4435kwh，平 均 节 电率 为 

62．73％。若按锅炉年平均运行 7900h计算，2台二 

次风机可节省电能 88．39万 kWh。 

表 1 75t／h锅炉二次风机变频改造前后节能比较 

75t／h锅炉二次风机变频调速改造大大降低了 

风门挡板的节流损失，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并且， 

二次风量可以无级调节，不仅方便运行操作，降低了 

烟气含氧量，减少了排烟热损失，从而提高了锅炉运 

行热效率，又创造一定的经济利益；更为可贵的是使 

燃烧系统的流量调节成为线性调节，反应时间加快， 

动态性能提高，大幅度提高控制精度。同时方便运 

行操作，减少维护工作量和检修费用，降低电机启动 

对电网的冲击，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小噪声污 

染，改善工作环境。 

1．4变频技术在风机和泵设备上的应用 

由于75t／h锅炉二次风机变频技术节能改造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控制效果，该厂先后在锅炉引 

风机、回料风机、给煤机、加氧泵上采用变频调速技 

术(除引风机外，其他项目没有设置工频旁路)，并在 

清水泵、中间水泵、除盐水泵、输煤水泵、管道水泵和 

凝结水泵上采用 1台变频器控制应用于一用一备的 

2台水泵变频调速技术，变频回路和工频回路保持 

相对独立，可通过切换刀闸来互换变频／工频回路控 

制2台泵运行，具有控制回路简单、安全可靠性高、 

运行维护方便的优点，并且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可 

直接投工频水泵运行[ 。这些节能改造项 目共应 

用了28台变频器，均取得良好的控制效果和经济利 

益(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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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序号 7～12为采用“一用一备 ”控制模式的项 目。 

根据 2007年度机组运行时间，测算出 12个变 

频改造项目年度总节电量为 343．67万 kWh。按该 

厂实际上 网 电价计 算，可增 加公 司经 济 收人 

1639306元，其中增加公司效益 1401116元，上缴国 

家税收238190元，经济效益显著。 

2管路特性曲线对调速节能效果的影响 

虽然改变 Q—H 性能曲线是水泵和风机节能 

的主要方式，但是在不同的管路特性曲线中，调速节 

能效果的差别却是十分明显的【4-5j，如图 3所示。 

在设计工况相同的 3个供水系统里(即最大设计工 

况点均为A点，均需把流量调为 QR)，水泵型号相 

同，但管路特性曲线却不相同。 

且  

① H =Hl+S】Q (Ho=H】)； 

②H =Hz+S2Q (Ho=H2，HI>H2)； 

③H =S3Q (H0=H3=0)。 

图3 管路特性曲线对调速节能影响示意图 

很显然，若采用关小进口阀门节流调节，则 3个 

系统满足流量 QR的工况点均为 B点，对应的轴功 

率为 NB；若采用调速运行，则 3个系统满足流量 

QB的工况点分别为 C、D、E点，其对应的运行转 

速分别为 ，z1、，z2、，z3，相应的轴功率分别为Nc、ND、 

NE。由于 NccQ·H，所以各点轴功率满足 NR> 

Nc> ND> NE。 

可见，在管路特性曲线为 H：Ho+SQ 的系 

统中采用调速节能时，H。越小，节能效果越好。反 

之，当Hn大到一定程度时，受电机效率下降和调速 

系统本身效率的影响，采用变频调速相比进 口节流 

调节可能不节能甚至反而增加能源浪费。用户应根 

据具体的管路特性曲线来确定是否适用变频改造。 

如果盲目选用，很可能事与愿违。 

3应用变频调速的注意事项 

在工况相似的情况下，一般有 Ncc，z3，因此随 

着转速的下降，轴功率会急剧下降，但若电机输出功 

率过度偏移额定功率或者工作频率过度偏移工频， 

都会使电机效率下降过快，最终都影响到整个水泵 

(风机)机组的效率，甚至电机冷却风量不足影响散 

热而威胁电机安全运行。一般认为，变频调速不宜 

低于额定转速 50％，最好处于70％～90％[2，4l。结 

合十多年来使用变频器的经验，提出如下注意事项。 

(1)注意启停时变频器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的 

匹配。 

由于风机和泵的负载转动惯量比较大，其启动 

和停止时与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匹配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变频器选型和应用时，应根 

据负荷参数计算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来选 

择最短时间，以便在变频器启动时不发生过流跳闸 

和变频器减速时不发生过电压跳闸的情况。但有时 

在生产工艺中，对风机和泵的启动时间要求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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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计算的时间不能满足需求时，应采用风机 

与泵的专用变频器。 

(2)避免过载。 

风机和水泵一般不容易过载，选择变频器的容 

量时保证其稍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容量即可；同时 

选择的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要求也较低，一般达到 

120％、lmin即可 但在变频器功能参数选择和预 

置时应注意，由于负载的阻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 

比，当工作频率高于电动机的额定频率时，负载的阻 

转矩会超过额定转矩，使电动机过载。一般在变频 

器内设置最高频率为工频 50Hz。 

(3)避免共振。 

由于变频器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的电源频率来改 

变电机转速实现节能效果的，就有可能在某一电机 

转速下与负荷轴系的共振点、共振频率重合，造成负 

荷轴系不能容忍的振动，有时会造成设备停运或设 

备损坏，所以在变频器功能参数选择和预置时，应根 

据负荷轴系的共振频率，通过设定跳跃频率点和宽 

度，避免系统发生共振现象。 

(4)电动机散热与噪音问题。 

普通电动机用于变频调速，当频率下降到 15Hz 

以下时，由于转速太低，造成电机通风量减少、散热 

困难，电机温升剧增。使轴承润滑油融化流失、轴承 

损坏。处理方法有：采用调速范围广、过载能力强、 

低速或性能好的专用变频电机；在电动机后面加装 

吹风机；改小电机功率；改变电机运行方式，避免电 

机长时问在 15Hz以下运行。普通电动机随着频率 

下降会出现低频噪音，若噪音偏大可以采用专用变 

频电机。 

(5)变频器的通风冷却。 

通用变频器的冷却方式差不多都采用风扇强迫 

冷却，由于变频器的体积趋势在减小，因此冷却风扇 

的作用尤其显得重要。冷却风扇的理论寿命大约为 

3～5万 h，然而在恶劣环境下，它的寿命将大大低于 

这个指标。一般来说，元件(特别是主电路元件)的 

发热量与负载的大小成正比，与开关的载波频率也 

有关系。如果通风不良，器件的温度将会升高、使用 

寿命缩短，易损坏变频器。所以每天都要有专人巡 

视变频器的风扇运行状况，经常清拭滤网和散热器 

的风道。要备一些变频器专用风扇，一旦损坏要立 

即换新风扇。 

(6)充分利用变频器的功能。 
一 些变频器有 PID调节功能、瞬间停电再起 

动、变频器过流、过载保护等功能，充分利用这些功 

能可以实现电动机自动控制 、过电流保护等 

4结论 

(1)对于火电机组而言，以变频技术取代传统的 

节流调节或液力变速机械调节都有明显的节电效 

果。同时变频调速在消除电动机启动冲击、提高自 

动装置投入率和提高电动机保护灵敏度诸方面也有 

独到之处。采用和推广应用变频调速技术，对降低 

居高不下的厂用电率、提高电厂经济效益和机组运 

行可靠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取得相当显著的 

节能效益和控制效果，也代表了今后电力节能技改 

的方向。 

(2)某热电厂在锅炉二次风机、引风机、回料风 

机、给煤机上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并在清水泵、中问 

水泵、除盐水泵、输煤水泵、管道水泵和凝结水泵上 

采用 1台变频器控制应用于一用一备的2台水泵变 

频调速技术，这些变频改造项目在 2007年的节电量 

为343．67万 kwh，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 

控制效果。 

(3)变频调速是一种在泵和风机设备上应用广 

泛的节能技术，但用户应根据具体的管路特性曲线 

来确定是否适用变频改造。在管路特性曲线为 

H=H0+sQ 的系统中采用调速节能时，H{，越小， 

节能效果越好。反之，当 HI 大到一定程度时 受电 

机效率下降和调速系统本身效率的影响，采用变频 

调速相比进口节流调节可能不节能甚至反而增加能 

源浪费。 

(4)在应用变频调速时，应注意启停时变频器加 

速时间与减速时间的匹配，避免过载、共振，以及变 

频器通风冷却、电动机散热与噪音等问题，充分利用 

变频器的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变频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家钰．电站风机改造与可靠性分析[M]．北京：中国电 

力出版社 ，2002． 

[2]任致程．电动机变频器实用手册[M]．北京：中国电力出 

版社，2004 

3]叶金勤，吴剑恒．一用一备凝泵变频控制的策略分析及效 

果[J]．节能 ，2007，26(8)：43—45． 

[4]张燕宾，胡纲衡，唐瑞球 实用变频调速技术培训教程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5]薛学功，余承烈，吴自凯．水泵变频调速应用的注意事项 

[J]．工业用水与废水，2002，33(5)：45—47． 

作者简介：吴剑恒(1975一)，男，河南 西华人 ，大学，工程师， 

从事电厂生产运行和技术管理工作。 

收稿日期：2007—09—26；修回日期：2008—03—2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