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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简要阐述了东i-~300MW等级机组再热冷段内切换给水泵汽轮机的本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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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系统对 电厂的安全运行起着重要的作 

用，它必须连续提供与锅炉负荷相适应的给水 

量，以维持机组的正常运行。在给水系统采用小 

汽轮机驱动给水泵提供给水的情况下，小汽轮机 

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主机能否正常运行。因此， 

对小汽轮机的安全可靠性要求相当高。同时在大 

型机组给水系统中由于采用了汽动泵，不仅降低 

了厂用电率，而且使系统更为经济。 

东汽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西屋公司引进了给 

水泵汽轮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 ，引进技术具有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世界水平，先后开发了驱动 

300MW、600MW等级机组的给水泵汽轮机 (D20机 

型)，经石横、平圩、沙岭子、潍坊、襄樊等发 

电公司的机组运行实绩表明，其不但经济性好， 

而且具有很高的安全可靠性。至2010年底，东汽 

已有200多台相同机型的机组的运行业绩。2006年 

就云南宣威电厂七期扩建的2×300MW工程，东汽 

开发了再热冷段外切换给水泵汽轮机。2007年就 

大唐国际锦州热电厂2×300MW项 目，东汽开发了 

再热冷段内切换给水泵汽轮机。 

作者简介：赵琪 (1977一)，男，四)tl~L)l1人，学士，工程师，1999年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涡轮机专业，现从事汽轮机结构设计工作。 

学兔兔 www.xuetutu.com



1 6 J豪言 乞粉找 
l DONGFANG TURBINE 

2内 多卜切换主要参数及彩式对比_誉_ ： 2．1参数对比(见表1】 

表1 300MW等级机组再热冷段内切换和外切换给水泵汽轮机基本参数对比 

2．2切换形式比较 (见图1、图2) 

内切换与外切换技术是当今世界给水泵汽轮 

机汽源切换技术的两大派别。在国外，美国西 

屋、ABB、日本三菱等采用内切换，德国西门子、 

俄罗斯采用外切换；在国内，上汽、哈汽采用外 

切换，杭汽300MW~600MW等级机组给水泵汽轮机 

采用外切换，1000MW等级机组给水泵汽轮机采用 

内切换。东汽300MW~H600MW等级机组给水泵汽轮 

机 采用 外 切 换或 内切 换 均有 成 熟机 型 ，而 

1000MW等级机组给水泵汽轮机则采用成熟引进型 

图1外切换系统 

图2内切换系统 

再热冷段内切换给水泵汽轮机组保持了西屋 

快装机组的特点，机组级数少，外形尺寸小，本 

体重量轻；轴向推力小，推力轴承负荷小、耗油 

量低；转子直径小，机组采用弹性板、弹性梁的 

定位方式，使机组的膨胀更加自如。机组工作在 

变转速、变工况的特殊运行条件下，出于叶片不 

调频设计的要求，国内外大部分公司均按冲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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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3．1轴系设计 

(I)本机组转子为整锻转子，叶片是不调频 

的，且各级动叶叶根均设计成枞树形叶根；动叶片 

共有六级，均为侧装式，前四级为直叶片，后两 

级为扭叶片。转子总长为3093．5mm，末级叶片长 

度为209．55mm(见图3)。 

(2)汽轮机一给水泵连接机组采用鼓形齿式 

联轴器 (见图4)，以补偿标高的变化值。 

I 

l 

I 

图3转子简图 

图4联轴器简 图 

(3)采用高速盘车装置 (见图5)，盘车转 

速为120r／min，驱动电机功率为7．5kW。 

(4)机组前、后支持轴承均为5瓦块可倾瓦 

轴承。推力轴承的正、反向各有6块推力瓦 (见图 

6)。推力轴承和i#支持轴承布置于前轴承箱 

中。 

图5盘车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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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推力轴承和支持轴承 

3．2汽缸设计 

汽缸分成前、后两部分。前汽缸为铸造汽缸 

后汽缸为焊接结构。 

3．3 阀门设计 

低压进汽由一个低压主汽阀和8个低压调节阀 

控制，而高压备用汽源由一个联合的高压主汽调 

节阀控制。高压主汽调节阀是汽源切换过程中的 

关键设备，全新设计。高压主汽调节阀基本数据 

见表2，阀门见图7，阀门连杆见图8，调节阀、喷 

嘴和喷嘴室的布置见图9。 

表2高压主汽调节阀的基本数据 

项 目 主汽阀 调节阀 

配合直径 

喉部直径 

阀门最大升程 

阀杆直径 

最大蒸汽力 

油动机油缸尺寸 

油动机出力倍率 

阀体材料 

阀杆材料 

阀门重量 

1l6mm 100mm 

99．1 8mm ~94．06ram 

35mm 28ram 

~60mm ~60mm 

358l kgf 3138 kgf 

64mm 64mm 

2．68倍 2．96倍 

25(锻) 25(锻) 

25Cr2MoVA 25Cr2M oVA 

2740．9kg 

图7阀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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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阀门连杆简图 

图9调节阀、喷嘴和喷嘴室布置简图 

阀杆动应力计算如下： 

冲击初始，阀杆中初始应力 (MPa)表达式 

如下： 

I + J 
： 阀杆实际承受的最大提升力 (kN)； 

： 阀杆开启或关闭速度 (cm／s)； 

G ：计算截面以下的移动重量 (kN)； 

E：阀杆在工作温度下的弹性模量 (kPa)； 

F：阀杆中部受拉面积 (cm )； 

计算的危险面面积 (cm )； 

g：重力加速度 (cm／s )； 

： 阀杆中部受拉段的长度 (cm)。 

阀杆快速提升或关闭时的动应力0 (MPa)表 

达式如下： 

一 。( +1] 
G，：相对于计算截面以上的移动重量 (kN)。 

此主汽阀和调节阀阀杆规格基本相同，受力 

区别较大。 

阀杆校核结果见表3。 

表3阀杆校核数据表 (MPa) 

3．4喷嘴设计 

机组高压喷嘴、低压喷嘴和全部隔板均采用 

焊接结构，低压喷嘴有82只叶片，分成8组，各组 

分别与低压喷嘴室的8个独立的腔室之一相通，各 

由相应调节阀供汽，低压喷嘴室固定在前汽缸上 

半。高压喷嘴仅有一组，共20只叶片，其进汽室 

(高压喷嘴室)用螺栓固定在前汽缸下半。高压 

喷嘴、喷嘴室全新设计，见图l0。 

图1O喷嘴、喷嘴室简图 

3．5主汽管设计 

高压主汽调节阀与高压喷嘴室之间的高压主 

汽管挠性设计，充分吸收机组热位移。 

3．6底盘设计 

机组的底盘用地脚螺栓把好后，浇注在基础 

上，小汽机靠后汽缸处两撑脚座在底盘上，汽缸 

两撑脚下各有一横 向滑键，键对称于排汽中心 

线，前轴承箱用螺栓与前汽缸连成一体，并挠性 

支撑在底板上，汽缸的热膨胀靠此挠性支撑吸 

收。挠件支撑布置见图ll，挠性板见图12。 

图1l挠性支撑布置 (下转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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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蝶阀在供热机组中的重要性，对其选型 

及安装维护方面有如下要求： 

(1)阀门及附件都应操作灵活，阀门开启、 

关闭速度稳定。在汽轮机任何工况条件下阀门均 

不能出现卡涩现象，并且阀碟在任何开度位置均 

能可靠定位，无任何摆动现象发生。 

(2)阀碟应有足够的强度，在蒸汽压差和不 

平衡力作用 F不会产生变形。 

(3)为防止阀门开启、关闭过位，蝶阀执行 

机构应设限位装置，并设置必要的缓冲装置。 

(4)机械操纵机构在结构上要充分考虑防卡 

涩措施及合理的导向结构，确保蝶阀在在冷热状 

态下无长涩现象，操纵灵活。 

(5)阀门上应带有指示开启和关闭方向的铭 

牌，还应在阀门上明确标明流动方向。蝶阀一般 

有安装方向，不能反装。 

(6)蝶阀在仓储时，阀板应开启4。～5。 

以免密封圈长期受压而变形，影响密封。 

通过国内电厂多年运行反馈结果表明，供热 

汽轮机组上蝶阀故障率低，维护成本小， 作可 

靠。从而证明选择蝶阀作为供热调节控制元件是 

合理的，并将在今后的供热机组中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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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8页) 从结构设计和运行经济性来讲，再热冷端作 

广————_—_—————_二=二=—————] 为给水泵汽轮机的备用汽源比较合适，而机组采 

图12挠性板 

挠性板在 作状态下产生的弯 曲应力小于 

45~lPa，其静态安全系数为4．78，其强度完全满足 

运行要求。 

螂睁 

用内切换还是外切换都要根据用户实际需要而 

定。目前内切换和外切换给水泵汽轮机均有很多 

成功的设计和运行经验。东汽300MW等级机组再热 

冷段内切换给水泵汽轮机在大唐国际锦州热电厂 

2×300MW项 目上成 功 设计 完成 后 ， 已经 具有 

300MW等级机组新蒸汽、再热冷段内切换和再热冷 

段、辅汽外切换给水泵汽轮机的所有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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