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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热降法中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 

对机组性能影响的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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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对机组经济性的影响很大。对经济性的定量分析中，采用较多的是等效热降的方法。 

对等效热降中分析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影响定量分析的公式重新进行了推导，并与经常使用的计算公式进行了 

比较，指出了常用计算公式中的错误。结合具体机组，给出了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对经济性影响的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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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quivalent power output method was widely used for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reheat spray from feedwater 

pump outlet onpower generation unit efficiency．Th eformulas usedforthe analyzingwere rededueed and comparedwith the 

popularly used form ulas ，and the error8 in po pular form ulas Were described．An example Was give,for calculation of the 

impact of reheat spray from feedwater pump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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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给水泵出口再热器减温水对机组的经济性影响很大，一 

般再热器喷水流量每增加锅炉额定负荷的 1％，则机组热经 

济性约降低0．2％⋯。 

目前再热器减温水对经济性的定量分析中，通常采用等 

效热降的方法。采用等效热降计算方法计算时(如文献[2， 

3])，多数依据文献[1]中关于再热减温水定量分析的公式 

进行计算，以下简称为常用计算公式。 

1 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对经济性影响的 

常用计算公式 

根据文献[1]，喷水系统示意图见图1。 

图1中，(1)表示喷水由给水泵出口分流(高加前)。此 

时再热器喷水份额 ，由于不经过高加及其产生的汽流不 

经过汽轮机的高压缸而少做功，如下式l 

△日= 【( —ha)一∑ 0 】(kJ／kg)(1) 
／-=m 41 

循环吸热量下降： 

图1 再热器喷水系统不意图 

△口= 【( — )一∑ 一∑aa~aq．．．，】 

(kJ／kg) (2) 

式中，(h。一 )是lkg喷水由给水焓加热到再热冷段蒸汽焓 

所减少的吸热量；∑．r，是喷水份额不流经高加而使循环 

吸热增加的部分；∑△d，△Q⋯是高加回热抽汽减少，使再 

热器流量加大而增加的再热器吸热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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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热器喷水引起装置经济性的相对降低： 

卸 ： × O0％ 3 常用计算公式与新推导计算公式的比较 

2 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经济性定量分析 

计算公式的再推导 

根据等效热降法的概念，对给水泵出口再热减温水的经 

济性影响进行重新推导。 

所分析系统同前。为分析方便，将主汽流量分为两部 

分，即一部分等于再热减温水流量，另一部分为其余剩余流 

量。可表达为： 

Fo= FW+F 3 

式中， 、 、F．r分别表达主汽流量、再热减温水流量及主汽 

(除减温水外)剩余流量部分。 

2．1 系统的吸热量变化 

对于未投入再热减温水系统，总吸热量为： 

Ql= (7 —h +a or) 

= ( + )(ho—h + or) (4) 

投入再热减温水系统，总吸热量为： 

Q2=F．y(ho—h +Ot )+ (h 一h ) (5) 

式(4)～式(5)即喷水前后系统总体吸热量的变化，表 

示为单位流量的吸热量后，如下式： 

,aQ： [(h0一h + )一(h 一Jl )] 

=  [(h0一h +OtxrO")一(hd+ 一̂  )] 

=  [(h0一h —h +矗P1)一17"(1一ot )] (6) 

式中，hz／~, 、 、 分别表示再热冷段焓值、再热热冷焓值、 

再热蒸汽流量份额及再热段吸热量变化；̂  ̂表示最终给 

水焓值及喷水焓值。其它符号含义同前。 

喷水 自给水泵出口(或抽头)时，存在 h 一  ̂ = 

∑ ，则式(6)可转化为： 
r m+l 

△Q= ( 。一h 一∑,rr)一o-(1一 )】 (7) 
2．2 系统做功能力变化 

对于未投入再热减温水的系统 ，做功为： 

H =FoH= F +F )／t (8 

式中，日为主蒸汽的等效热降。日计算采用下式： 

日=( + 一 )一∑ 一∑H 

对于投入再热减温水的系统，做功为： 

H2=F H+F H t9 

式中，以为再热热段蒸汽的等效热降。 计算采用下式： 
— l 

= (̂ 一 )一∑ 0一∑H 

式(8)一式(9)即喷水前后系统总体做功能力的变化， 

表示为单位流量的做功能力后，如下式： 

AH=Olps[(̂。～ha)一∑．r，刺 (10) 

式中，∑f，田?仅表示再热冷段及以后的高加吸热而对应的 

做功能力。 

3．1 系统吸热量变化的比较 

重新 推 导后 的式 (7)与 式 (2)比较，式 (2)中的 

∑△ar△ 一，项换为了式(7)中的 (1一 )。物理意义上， 

(1一 )表示 lkg喷水直接进入再热器(吸热量为 )与未 

喷水状态(吸热量仅为o )时比较，在再热器中增加的吸热 

量。 

而式(2)中∑△ ，△ 项，根据文献[1]，表示由于高 

加回热抽汽减少，使再热器流量加大而增加的再热器吸热量 

部分。同时根据文献[1]，AQ⋯ 物理意义仅代表纯能量出入 

系统时，由于排挤再热及以上段抽汽而导致的再热器中吸热 

量的变化。而喷水减温水性质上属于带工质的出入再热器 

系统的问题，单位流量lkg在再热器中吸热量变化只能是 。 

因此，式(2)中对单位流量工质再热器中吸热量增加部分，采 

用代表纯能量出入系统时的△ 一 表达是错误的，而式(7) 

中的 (1一 )项能够正确表达再热喷水后单位流量工质再 

热器中吸热量增加部分。 

3．2 系统做功能力变化的比较 

再热器喷水份额 ，由于不经过高加及其产生的汽流 

不经过汽轮机的高压缸而少做功。单位流量 lkg在汽轮机 

部分减少的做功能力应该为主蒸汽做功能力与再热热段蒸 

汽做功能力之差，根据本 文推导出的式 (10)应为： 

[( —ha)一∑r 】。 

而在 式 (1)中，单 位 流 量 减 少 的 做 功 能力 为 
= ； 

【( — )一∑r， ?】，∑
．

r，叼?表示喷水份额不流经高 

加而使系统做功增加的部分。但根据文献[1]，∑ ， 。项 
仅适用于纯热量进出系统时对新蒸汽等效热降的影响。而 

再热减温水喷水取自给水泵出口(高加入口时)，与系统吸热 

量变化分析过程类似，属于带工质的出入系统问题，因此，用 

∑ 来表示喷水份额不流经高加而使系统做功增加部 
r ； 

分是错误的。 

当系统中存在压力低于再热冷段供汽的高加时，式(10) 

的计算结果与式(1)的结果将存在差异。 

3．3 比较结论 

基于等效热降法概念推导出的新计算公式，推导过程明 

晰，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而文献[1]中提供的常用计算公式 

中，部分组成项违反了等效热降法基本概念，计算公式理论 

上不能成立。 

3．4 计算实例 

某600MW亚临界空冷机组，采用三台高加、一台除氧 

器、三台低加的热力系统，其中1号高加由高压缸抽汽供汽， 

2号高加由再热冷段供汽，3号高加由中压缸抽汽供汽。其 

设计工况参数如表1所列。 

考虑再热减温水由抽汽压力最低的3号高加进口(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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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出口)提供，喷水份额为主汽流量1％，按照文献[1]中常 

用公式及本文中基于等效热降法概念的新推导公式进行计 

算 ，结果比较如表 2所列。 

从计算结果来看，新推导公式的计算结果高于常用计算 

公式。说明用常用计算公式计算出的结果偏低。 

表 1 600MW亚临界机组主要设计参数 

4 结 论 

(1)对再热减温水取自给水泵出口(或抽头)运行工况 ， 

采用等效热降概念及方法对减温水影响机组经济性定量分 

析的公式重新进行了推导，并与经常使用的计算公式进行了 

比较，指出了文献[1]中常用计算公式中的错误。 

(2)以某一 600MW亚临界机组为例，采用新推导出的公 

式及常用计算公式计算了再热减温水对经济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当再热减温水取自给水泵出口(或抽头)时，采用常 

用计算公式计算出的结果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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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轮结构上最大总应变大于0．008 191。轮上高应力区明 

显变大，塑性区域有较大的扩展。 

4．5 计算结果比较 

图l2是短路工况下，线弹性和弹塑性程序计算得到的 

最大等效应力比较。图中横坐标为转轴键槽右棱边上轴向 

坐标， 坐标零点取图 1O中转轴的右端面。当 坐标小于 

150ram时，两种计算程序得到的等效应力很接近。当Z-大于 

150ram时，线弹性程序计算出的等效应力值逐渐高于弹塑性 

计算应力值。在键槽小端处，即当 为300mm时，两种程序 

计算结果差别最大。这是因为右棱边上靠近键槽小端处的 

区域已进入较高塑性区，应力 一应变曲线发生改变，而线弹 

性程序仍按应力一应变本构关系参与计算，得出的等效应力 

不是实际值。可见，采用弹塑性程序计算能反映材料的实际 

应力状态。从材料机械性能可知 ，当结构局部等效应力达到 

图12 短路工况轴上最大等效应力计算值比较 

屈服极限后，并没有到达强度极限，结构材料仍有一定的强 

度余量。此时，在次同步振动载荷下，经一定次数的交变受 

力作用，将导致结构疲劳裂纹发生。此外，虽然发生短路工 

况的时间短暂，结构受到瞬态高应力冲击，也是导致结构产 

生裂纹损坏的原因之一。 

5 结 论 

计算工况下弹塑性程序计算表明，转轴最大等效应力出 

现在键槽底部凹槽与键槽右棱边相接处。对轮最大等效应 

力均出现在凹槽顶部。弹塑性与线弹性程序计算结果一致。 

次同步振动发生后，轴上键槽底部凹槽与键槽右棱边相 

接处、轮上键槽凹槽顶部均出现了塑性区。最大等效应力缓 

慢升高，塑性变形区域逐渐增大。结构体上裂纹是由多次交 

变动载荷作用及积累产生，次同步振动、短路冲击载荷是导 

致结构发生裂纹的重要因素。 

在过盈、额定等计算工况下，轮、轴上的最大等效应力先 

后达屈服限，威胁到结构的运行安全，说明结构强度储备不 

足，应适当调整结构设计参数及严格避免发生短路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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