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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MW火电机组给水泵不同驱动方式的能量价值分析研究 

刘俊峰 ，马晓珑 ，付春杰 

(1．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 710032；2．华能东方电厂，海南 572600) 

摘 要：基于能量价值分析计算方法，阐述了给水泵两种不同驱动方式下输出净功率、供电煤耗率、综合煤耗 

率的3种计算方法，并根据华能东方电厂350 MW机组在日常调峰范围内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参数，应用3种 

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计算，得 出对于调峰 负荷在50％ ～100％情况下的350 MW新建火电机组，采用汽动给水 

泵方式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给同类型机组给水泵驱动方式的选取提供了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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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Value Analysis of Different Driving M odes for Feed W ater Pumps 

of 350 M W  Unit 

LIU Jun-feng ，MA Xiao．1ong ，FU Chun-jie 

(1．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Xi’an 710032，China； 

2．Huaneng Dongfang Power Plant，Hainan 5726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nergy value analysis method，by using two different driving modes for feed water pumps，three 

methods 31"e presented to calculate net output power，coal consumption rate of power supply and integrated coal 

consumption rate．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operation parameters within the load range of Huaneng Dongfang 350 MW 

unit，the three methods are applied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team 

turbine-driven feed water pump is better than the electric feed water pump within the peak load range of 50％ —-100％ 

for a new 350 MW unit．The studies provide reference in selecting driving modes of feed water pumps for similar units． 

Key words： 350 MW unit；feed water pump；net output power；coal consumption rate of power supply；integrated 

coal consumption rate；investment return period 

发电厂锅炉给水泵的驱动方式一般分为给水 

泵汽轮机驱动或液力耦合器调速电动机驱动两种 

方式。给水泵驱动方式的合理选择与发电厂运行 

经济性密切相关 ，给水泵的配置方案对机组 

热经济性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J。本文从定 

性或定量的角度对两种驱动方式进行了比较，对 

于同类型的机组，如何合理选择给水泵的驱动方 

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能量价值分析方法 

1．1 输出净功率比较 

1．1．1 给水泵汽轮机用汽量 

要计算汽动给水泵驱动方式下的输出净功 

率，需要先计算给水泵汽轮机的用汽量。这里引 

入“工质功率”的概念，即相当于 2台50％容量电 

动给水泵运行方式下给水流量的给水泵汽轮机功 

率。其计算公式为： 

P =9．8(Q1+Q2)HI3 600 (1) 

又由：日=10。(P2-p1)／3' (2) 

可得：P ：9．8 X 10。(Q1+Q2)(P2-p1)／(3 6007) 

(3) 

式中：P 为工质功率，kW；H为工质扬程，ITI；Q 

和 Q 分别为 2台电泵的给水流量，t／h；p 和P 

分别为电泵的进出口压力，MPa； 为给水重度， 

N／m。
。 

则给水泵汽轮机用汽量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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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6P ／[(h4一h )r／ 77唧r／ ] (4) 

式中：Q。为小汽机用汽量，t／h；h 为四段抽汽焓 

值，kJ／kg；̂ 为排汽焓值，kJ／kg；r／,p为给水泵汽轮 

机内效率；叩 为给水泵汽轮机机械效率；叼 为给 

水汽泵组效率。 

1．1．2 净功率得益 

假设机组在两种驱动方式下的各运行参数一 

致且发电机端电功率一致，则两种运行方式下净 

功率的差即为净功率增益，即： 

P 。t(q)=P—P。 t(q)一Pp 。(q)一Pq (5) 

P t(d)：P—P。 t(d)一Ppre(d)一Pd (6) 

Ap t= Pnet(q)一P 。t(d)= (Pd+Pp (d))一 

(Pq+P (q)) (7) 

式中：AP 、P 。I(0)、P 。l【fJ)分别为净功率得益、 

汽泵净功率和电泵净功率 ，kW；P。 ( )、P pre( )、 

P
．， 分别为电厂辅助设备的耗功(除汽动给水泵 

外)、汽动给水泵前置泵和汽动给水泵消耗功 

率，kW；P fd)、P re(d)、Pd分别为电厂辅助设备 

的耗功(除电动给水泵外)、电动给水泵前置泵 

和电动给水泵消耗功率，kW；P为发电机端功 

率。 

1．2 供电煤耗率比较 

1．2．1 煤耗增加值 

由质量守恒定律可知，汽动给水泵相对于电 

动给水泵多消耗的煤耗用来将给水泵汽轮机耗汽 

从凝结水泵入口凝结水焓值加热至四段抽汽焓 

值。即煤耗增加值为： 

Am =Q(h4一 d)／PbrlgZ叩 (8) 

式 中：b为设计煤种的热值 ，J／kg；叼 为锅炉 

效率；叩 为管道效率 ；P为发 电机实 际发 出 

的功率 ，kW；h 为凝结水泵入 口凝结水对应 

焓值 。 

1．2．2 供 电煤耗率 

汽动给水泵厂用电率 ： (9) 

电动给水泵厂用电率 0 ： (10) 

由供电煤耗率计算公式得： 

供电煤耗率得益△ =Am(1—0) (11) 

式中：0。<0<0 ，可得供 电煤耗率得 益值范 

围。 

豳 一簟 

1．3 综合煤耗率比较 

文献[7]从发电厂利润方面分析，提出了综合 

成本煤耗率概念。综合成本煤耗率是考虑了能量 

价值后的供电煤耗率，其物理意义是发出1 kW ·h 

的电能按综合发电成本折算得出的标煤消耗量。 

虽然是煤耗表示，其实质是发电的综合能价。文献 

[7]指出，用综合发电成本煤耗率代替供电煤耗率 

作为发电厂节能分析的指标更具有科学性。对发 

电企业来说，综合发电成本煤耗率越低越好。其 

计算公式为：综合成本煤耗率 =综合发电成本能 

价／标煤单价，即： 

b ̂ =6r+0。×Rd／R (12) 

其中：b 为综合发电煤耗率；bi为发电煤耗率； 

0。为总厂用电率 ；R 为上网电价；R 为标煤单 

价。 

2 经济性分析 

华能东方电厂一期工程有 2台 350 Mw 机 

组，每台机组给水系统配备有 1台 100％容量汽 

动给水泵组和 1台50％电动给水泵组，汽动给水 

泵正常运行，电动给水泵作启机、停机及事故备 

用。电动给水泵采用液力耦合器调节，每台汽动 

给水泵和电动给水泵均各设置 1台电动前置泵。 

本文假设两种驱动方式下各运行参数及发电机端 

功率一致，即在 2台50％容量电动给水泵或 1台 

100％容量汽动给水泵两种运行情况下，分别从输 

出净功率得益、煤耗增加值、综合煤耗率三个方面 

进行计算。 

在对两种运行方式分析计算时，应考虑到 

机组不同工况对两种运行方式经济性的影响 ， 

因此 ，应对不同负荷阶段分别进行计算。由于 

华能东方 电厂一期 调峰范 围一般在 50％ ～ 

100％ ，为了比较调峰负荷范围内两种驱动方 

式的经济性 ，选 择额 定负 荷 的 100％ 、80％ 、 

50％工况点为实际运行参数(见表 1)。按标 

煤价格为 986．9元／t、上 网电价为 0．463元／ 

(kW ·h)、设计煤种的热值为23 490 kJ／kg、小 

汽轮机内效率按照 82．4％、机械效率按 98％ 、 

锅炉效率按 90％、管道效率按 99％、泵组效率 

按 66％考虑 ，两种运行工况下不同负荷点的计 

算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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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转动机械振动测量值的准确性辨识 热力透平 

6 结 论 

大型转动机械相对轴振动信号失真，可能发 

生在轴系的不同部位、不同的转速工况、不同的负 

荷工况下，正确辨识相对轴振信号的准确性应注 

意以下几点： 

(1)当发现相对轴振信号的通频值与基频值 

有很大差异时，在排除自激振动情况下，首先应确 

定信号的准确性。 

(2)通过分析相邻测点振动趋势变化的同步 

相关性，可初步推断可疑测点的准确性，特别应注 

意分析瓦振测点的趋势变化，因为瓦振测点与轴 

振测点的测量原理是不同的。 

(上接第 195页) 

3 投资回收期计算 

华能东方电厂一期机组的年发电利用小时为 

5 500 h，机组采用汽动给水泵方式比电动给水泵 

方式增加的成本是 5 000万元，假定改造前后该 

厂的年发电量不变，也就是上网电量(销售电量) 

不变，按照该厂在不同运行负荷下的综合煤耗率 

得益结果，对不同负荷下投资回收期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负荷下的投资回收期计算值 

4 结 论 

通过分析比较华能东方电厂在不同负荷点下 

两种给水泵驱动方式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1)净功率方面，采用汽动给水泵方式明显 

优于电动给水泵方式，净功率得益随着机组运行 

负荷的升高而增加，在接近 80％的平均负荷率 

时，净功率得益最高。 

(2)煤耗方面，虽然采用汽动给水泵方式增 

加了煤耗，但是由于厂用电率得到了降低，无论从 

(3)通过波形和频谱分析知道，普通的强迫 

振动波形为近似正弦波，频谱以基频为主，失真的 

相对轴振动信号往往导致波形畸变，频谱显示有 

显著的高次谐波。波形和频谱图是确诊相对轴振 

动信号失真的关键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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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煤耗率还是从综合煤耗率来看，最终煤耗率 

成本得以降低，对于同类型350 MW级机组而言， 

平均负荷率接近 80％时，煤耗率得益最高。 

(3)投资回收期方面，虽然采用汽动给水泵 

方式会增加机组的建造成本，但按综合煤耗率得 

益来计算，在50％ ～100％负荷运行情况下，机组 

投产后年创造收益为455．4～1 078万 年，投 

资回收期为4．5—11年。因此对于机组剩余寿命 

较长的新建机组，采用汽动给水泵方式可以取得 

可观的经济效益，而对于投资回收期大于机组剩 

余寿命的较早投产机组，则采用汽动给水泵方式 

的经济性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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