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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W 空冷栅组给水泵新型驱动方案昀应用砥究 

罗海华，常 浩，王宝玉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杭州 310030) 

摘 要：通过分析目前国内600 MW 空冷机组给水泵主要驱动方案的优缺点，提出了采用背压汽轮机驱动给 

水泵的方案，将其与其他驱动方案进行经济对比分析 ，证明该驱动方式较其他方案具有投资低、系统简单、经 

济效益高等特点，在大容量直接空冷机组中拥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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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udy of New Drive Solutions for Feedwater Pump 

of 600 M W  Air Cooling Unit 

LUO Hai—hua，CHANG Hao，WANG Bao—yu 

(Huadian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Hangzhou 310030，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ain driver program for feedwater pump in 

domestic 600 MW air cooling unit，a program of new back-pressure steam turbine driven’S feedwater pump is 

presented．In comparison with economy of other driven programs， this new program features as lower 

investment，simplified system ，remarkable economic benefits and water-saving advantages，thus having broad 

prospects in high capacity direct air cooling unit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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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容量空冷机组很好地解决了我国北方地区 

存在的水与煤资源的矛盾，这对我国利用有限的 

水资源，促进电力工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锅炉给水泵是电厂中重要的辅机设备之一，其投 

资占全厂辅机相当大的比例；同时给水泵功率很 

大，运行费用也较高。本文针对当前空冷机组给 

水泵驱动方式存在的种种缺点，设计了新型空冷 

机组给水泵驱动方式，为我国现有空冷机组给水 

泵或给水泵的新建提供了一种经济效益和环境效 

益更好的驱动方式。 

1 600 MW 空冷机组给水泵主要驱 

动方式特点 

600 Mw 空冷机组 的给水泵配置有两大 

类 ：一是采用电机驱动，二是采用汽轮机驱动 

(简称汽动)。其中汽轮机驱动方案按排汽冷却方 

式又分三种：湿冷、直接空冷和间接空冷驱动。 

采用电动给水泵的技术方案经过实践验证是 

可行的，600 MW 空冷机组一般配 3台 50 9／6容量 

的电动给水泵，每台泵的电动机功率为14 000 

kW。3台 50 容量的电动给水泵互为备用，运行 

灵活性强，零部件通用性好，但由于电动机功率太 

大，耗用大量厂用电，经济效益较差。 

采用汽动给水泵配独立湿冷凝汽器的方案， 

其小汽轮机、给水泵、凝汽器和湿冷冷却塔都是成 

熟的技术，还需设置 1台 3O 容量的电动给水泵 

作为启动和运行备用。该方案需要增加较多辅助 

设备，比如抽真空系统、胶球清洗系统、循环水系 

统、凝结水系统等，因此初投资、检修及运行费用 

较大。 

采用汽动给水泵排汽直接进入主机空冷凝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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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方案，其系统比独立湿冷凝汽器简单，厂用电 

耗及冷却水量小。但排汽直接进入主汽轮机空冷 

装置，使得小汽轮机背压比主汽轮机更高，末级变 

工况范围大，尾部运行条件恶劣，这将增~JuJJ,汽轮 

机末级设计难度，另外还必须增设非启动用的喷 

水装置和背压保护装置。小汽轮机的结构设计需 

要按照空冷特点设计，小汽轮机较主汽轮机转速 

高，更增加了技术难度，目前国内外还没有这种空 

冷汽轮机的设计经验 2̈]。 

采用汽动给水泵排汽进人间接空冷凝汽器的 

方案，不仅增加初投资，而且使本已复杂的系统更 

趋复杂。同一台机组采用两种不同的空冷系统， 

无疑会增加电厂运行难度，使电厂的可靠性降低。 

2 给水泵新型驱动方案设计分析 

按照《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要求，600 

Mw 亚临界空冷机组一般设置 2台 50 容量的 

汽动给水泵或者电动给水泵以及 1台 30 9／6的电 

动给水泵作为备用，50 容量的给水泵的轴功率 

约为 11 o0o kWE引。 

针对 目前现有 600 MW 空冷机组给水泵驱动 

方式的缺点，本文提出采用背压汽轮机驱动给水 

泵。以东方汽轮机厂制造的 600 MW 亚临界空冷 

机组为例，再热热段压力为 3．27 MPa，温度为 

538℃，焓值为 3 538．5 kJ／kg；中压缸排汽压力为 

0．82 MPa，温度为 336℃，焓值为 3 134．5 kJ／kg； 

四抽压力为 0．83 MPa，温度为 338℃，焓值为 

3 138 kJ／kg。 

可计算出背压式小汽轮机蒸汽用量 Q 为： 

Q1— 1 lOOO／(3 538．5—3 134．5)×3 600／ 

1 000=98．02 t／h 

由于驱动 5O 容量给水泵用的背压式小汽 

轮机的蒸汽用量达到 98．02 t／h，那么一台 600 

MW 空冷机组给水泵用的背压式小汽轮机蒸汽 

用量将会达到 196．04 t／h。而根据东方汽轮机厂 

600 MW 亚临界空冷机组的热平衡图可知，四抽 

蒸汽流量只有 83．74 t／h。不仅除氧器的全部用 

汽要来自背压式小汽轮机排汽，除氧器将不能随 

主机四抽压力滑压运行，而且还有 112．3 t／h排 

汽分流至其他回热系统或者凝汽器中，这将破坏 

整个回热系统的经济运行，系统将变得相当复杂， 

操控性变差。 

综合以上分析，将背压式汽轮机的排汽引至 

主机中压排汽管上，其排汽量占主机中压排汽量 

的 14．2 ，主机中压缸受小汽轮机排汽参数的影 

响较小。相反，小汽轮机的背压则基本由主机中 

压缸排汽管的压力来确定，小汽轮机排汽管上无 

需设置调节阀来控制排汽的压力，负荷将直接由 

进汽调阀来控制，控制系统变得简单、易操作。 

整个回热系统，相当于从再热器出口分流了 

约 14．2 的蒸汽去驱动给水泵背压式小汽轮机， 

再将背压式小汽轮机排汽与主机中压缸排汽汇 

合，进入主机低压缸继续做功，热力系统流程图见 

图 1，主机的整个回热系统(包括除氧器)受到的 

影响较小。若电厂附近有稳定的热用户，对于背 

压机组方案，还可以将排汽直接供至热用户，这将 

大大提高机组的热经济性。 

1．再热器出口联箱；2．高压缸；3．中压缸； 

4．低压缸；5．背压式小汽轮机；6．给水泵 

图 1 600 MW 空冷机组采用背压小汽轮机驱动 

给水泵的热力系统流程图 

3 给水泵驱动方式经济性对比分析 

3．1 初投资对比 

目前 600 Mw 空冷机组给水泵主要采用电动 

机、湿凝式小汽轮机驱动方式。电动机驱动方案 

主要由电动机、配套的 6 000 kV变压器及配电系 

统等组成。湿凝式小汽轮机方案主要由湿凝式小 

汽轮机、凝汽器、冷却塔、与之配套凝结水泵、抽真 

空泵、胶球清洗系统、循环水管道等组成。本文论 

述的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主要由背压式小汽轮机 

及其进出口蒸汽管件等组成。三种方案投资费用 

的对比详见表 1。冷凝式小汽轮机方案投资费最 

高，比电动机驱动方案高 460万元，比背压式小汽 

轮机方案高 2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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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00MW 空冷机组给水泵主要驱动方式 

投资对比表(单位 ：万元) 

3．2 收益对比 

根据东方汽轮机厂提供的 600 MW 空冷机 

组热平衡图数据，参考其他工程选取给水泵电 

动机效率、发电机效率、小汽轮机传动及机械损 

失率、液力耦合器效率等，假定各方案前置泵和 

主给水泵效率、流量相同，即在锅炉蒸发量、主 

蒸汽、再热蒸汽初、终参数、给水温度相同的条 

件下，1台 600 MW 空冷机组小汽轮机方案(湿 

凝式、背压式)比电动机驱动方案向外多输出电 

功率为N 。 

N 一 N 1一 N2一 N3 

式中：N 为小汽轮机方案(湿凝式、背压式)比电 

动机驱动方案向外可多输出的功率，kW；N 为 

电动机驱动方案中给水泵电动机功率，kW；N。 

为从主机抽汽驱动小汽轮机方案(湿凝式、背压 

式)导致主机少发电的功率，kW；N。为小汽轮机 

方案(湿凝式、背压式)增加辅机的功率，kW。 

N 一 蒋否 骜 一 0—8—6 0 9 5 0 96一 4。25 kw 液力耦合器效率×电机效率×变压器效率 ． ×． ×． ～ ” 

N。(背压式)一 雨 舀瓦汪汽罄望 两 === 
—  = 800．926 3 538 5 3 135 58 0 9O 0 989 5 kw  3

． × ( ． 一 ． )× ． × ． ‘ ⋯ ’ 

N2(凝汽式)一 瓣 肖 百 一 
丽  —  面  =774．55 kW3 6 3 134 3 2 396 9 0 90 0 989 5 

．  × ( ． 一 ． )× ． × ． ’ 

小汽轮机方案(湿凝式、背压式)主机发电机 

向辅机输电动力增量 N。见表 2，湿凝式小汽轮机 

方案较电动机方案多 1 689 kW，背压式小汽轮机 

方案较电动机方案多 34 kW。 

表 2 600 MW 空冷机组给水泵驱动方案辅机 

功率对比表(单位：kW) 

那么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驱动方案 

向外多输出的电功率为 N 一14 025—9 800．92 

_圜 -一麓 

--

34—4 190．08 kw，湿凝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 

机驱动方案向外多输出的电功率为 N们一14 025 
—

9 774．55— 1 698===2 552．45kW 。 

假如机组每年运行 5 500 h，电价按 0．45元 

计算，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可比电动机驱动方案 

每年多发 电 2 305．5万 kw ·h，每年多收益 

1 037．47万元；湿凝式小汽轮机方案可 比电动机 

驱动方案每年多发电1 403．85万 kw ·h，每年多 

收益 631．73万元 。 

3．3 总收益投资对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冷凝式小汽轮机方 

案投资费最高，比电动机驱动方案高460万元，比 

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高230万元。而电动机方案 

年收益最小，冷凝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方案 

多 631．73万元，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方 

案多 l 037．47万元。综合来看，600 Mw 空冷机 

组采用背压式小汽轮机驱动给水泵经济效益最 

好，而且初投资增加也较少，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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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00h／[W 空冷机组给水泵驱动方案收益对比表 

冷凝式小汽轮机方案 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 

主机参数 主机参数 

四抽压力 MPa 0．83 再热热段压力 MPa 3．27 

四抽温度 L 336．9 再热热段温度 538 

四抽焓值 kJ·kg 3134．3 再热热段焓值 kJ·kg一 3 538．5 

主机低压缸排汽焓值 l ·kg 2 396．9 主机中压缸排汽焓值 l【J· 3134．3 

主机低压缸内效率 T】 90．26 主机中压缸内效率 90 

发电机效率 98．95 发电机效率 ％ 98．95 

冷凝式小汽轮机排汽焓值 kJ·kg 2 455 背压式小汽轮机排汽焓值 kJ·kg 3135．58 

冷凝式小汽轮机效率 83．85 背压机小汽轮机效率 85．5 

小汽轮机传动及机械损失 98．5 小汽轮机传动及机械损失 98．5 

管道效率 98 管道效率 ％ 98 

四段抽汽至小汽轮机流量 t／h 53．43 再热热段抽汽至小汽轮机流量 t／h 98．O2 

抽汽在低压缸少发电功率 kW 9 774．55 抽汽在中压缸少发电功率 kW 9 800．92 

配套辅机功率 kW 1 820 配套辅机功率 kW 15O 

电动机方案 

给水泵功率 kW 11 000 

液力耦合器效率 86 

给水泵电机效率 95 

厂变压器转化效率 96 

给水泵电机功率 kW 14 025 

冷凝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 kW 2 552
． 45 

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 kW 
4190．08 

方案多发电功率 方案多发电 

机组年使用小时数 n 5 500 机组年使用小时数 h 5 500 

电价 元／(kW ·h) O．45 电价 元／(kW ·h) O．45 

冷凝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 万元 631
． 73 

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比电动机 万元 1 
037．47 

方案多发电收益 方案多发电收益 

4 结 论 

电动机方案虽然系统简单、投资少，但厂用电 

消耗大导致经济性较差。而冷凝式小汽轮机方案 

比电动机方案经济效益好，但需增加一整套汽轮 

机排汽冷却系统，维护检修量大，初投资也较大； 

而且通过冷却塔散热后的蒸发，风吹损失相应增 

加，不利于在缺水地区特别是用水指标特别紧张 

的地区运用。背压式小汽轮机方案不仅初投资 

少，系统简单，维护量不大，而且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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