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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泵自动并泵过程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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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燃煤机组自启停控制的广泛应用，汽动给水泵（汽泵）并入的自动控制逐渐受到重视。
本文对燃煤机组给水泵自动并泵控制策略进行优化，并在某电厂 630 MW 机组成功投运。
运行结果表明：电动给水泵（电泵）运行时并入第 1 台汽泵的控制策略中，在被并入泵出
口阀打开前后，设计 2 个升速阶段，将因汽泵转速变化而可能产生波动的参数设置为汽泵
转速升速率函数的自变量，可使并泵过程非常平稳；全程耗时约 4 min，给水流量波动在
10 t/h 以内；第 1 台汽泵运行时自动并入第 2 台汽泵的控制策略中，除给水主控 PID 外，
额外引入 2 套 PID 功能块，分别用于 2 台汽泵出力自动调平，调平 PID 参数高度自适应，
可使 2 台汽泵出力迅速调平而不引起主给水流量大幅度波动；全程耗时约 7 min，给水流
量波动在 15 t/h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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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strategy for automatic parallel operation of feed water pumps
in a 630 MW coal-fired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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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startup and shutdown control technology in coal-fired units,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automatic parallel operation of steam driven pumps gradually draws much attentions. In this
paper, the control strategy for automatic parallel operation of steam driven pump and electricity driven pump was
optimized then applied in a 630 MW unit successfu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trol strategy the first steam
driven pump participating in when the electricity driven pump is running, two rotating speed rising stages are
designed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let valve of the first steam driven pump is opened, the parameters that may fluctuate
due to the change in the first team driven pump’s rotating speed are set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speed
rising rate function of the steam driven pump, which makes the whole pump parallel operation process be very
steady, the process takes 4 minutes for automatic parallel, with fluctuation of the feed water no more than 10t/h. In
the control strategy the second steam driven pump participating in when the first steam driven pump is running,
three PID functional blocks are applied in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automatic parallel operation. One PID functional
block is used for feedwater control and the other two that apply highly adaptive parameters are used to bal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two steam driven pumps, which shortens the time without leading to large fluctuation of feed water.
It takes about 7 minutes for automatic parallel operation of a steam driven pump to another with fluctuation of
feedwater less than 15 t/h.
Key words: feed water control, steam driven pump, electricity driven pump, parallel operation of pumps, automatic
control, thermal power unit, PID, strateg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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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临界 600 MW 火电机组一般配备 2 台
提供约 50%额定给水动力的汽动给水泵（汽泵）和
1 台提供约 30%额定给水动力的电动给水泵（电

回路，其中 1 套用于主给水流量的控制，另外 2 套
用于汽泵出力调平。
调平 PID 参数高度自适应调整，
避免了汽泵小汽轮机（小机）进汽调节阀频繁动作

泵）
。在机组启动过程中，一般先启动电泵，待其达
到一定负荷后相继并入汽泵。汽泵并入方法可采用

而造成的节流损失，实现了全程高精度自动控制，
并在某 630 MW 机组实际投运，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人工操控和自动控制。人工操控的缺点在于高度依

为大型燃煤电厂节能安全稳定启动和进一步提高

赖运行人员的经验，很容易出现参数设置不恰当或
指 令 先 后顺 序 颠倒 等 情况 ， 影 响机 组 的平 稳 运

效率提供了一种更加优化的自动并泵控制策略。

行[1-3]。由于汽泵并入只在机组启动阶段进行，专门
针对汽泵并入的自动控制研究较少，而大多聚焦于

1 汽泵并入控制策略
1.1 第 1 台汽泵并入控制策略
定速电泵运行时自动并入第 1 台汽泵的控制策

分离器水位控制、协调模式下的给水自动控制[4-9]。
随着自启停控制（APS）在新建火电机组上的

略如图 1 所示。确认第 1 台汽泵并入启动允许条件

进一步普及，汽泵并入的自动控制也引起了更多的

满足后，由智能控制系统（使用自启停控制时）或

关注。APS 对汽泵并入的自动控制要求有：1）尽量

运行人员（人工操作机组启停时）发出启动第 1 台

减少人工干预；2）并泵过程平稳、节能、省时[10]。

汽泵并入指令，依次执行以下步序：1）设定目标转

现有文献中对定速电泵运行时并入第 1 台汽泵的控

速，根据给水母管压力与被并入泵出口压力的实时

制策略研究较少。汽泵 A 运行或汽泵 A（投入给水

偏差经函数变化生成升速率，被并入汽泵以该升速

流量自动）与电泵同时运行（电泵手动操作）时并
入汽泵 B 的基本控制策略如下：在汽泵 B 出口电动
阀打开之前，以一定升速率升速至汽泵 B 出口压力

率向目标转速升速，汽泵出口压力上升，待给水母

与给水母管压力之差小于一定值，随后打开汽泵 B

阀，锁定汽泵出口阀全开瞬间的汽泵入口流量；3）

出口阀，以自适应的升速率继续升速至出口压力与
给水母管压力相当或汽泵 B 已出力，投入汽泵 B 的
闭环控制 [11-15]；或将汽泵 B 的出口阀打开，根据

设定更高的目标转速，根据旁路调节阀给水流量的

2 台汽泵转速的偏差设置不同的升速率，待汽泵 B
升速至 2 台汽泵转速偏差满足要求后退出汽泵 B 的

被并入汽泵的入口流量与汽泵出口电动阀全开瞬

升速过程，投入汽泵 B 的给水流量自动控制。

特性设定，50～250 t/h）时，证明汽泵已出力，停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并泵过程工艺，结合文献和
运行经验，对自动并泵控制策略进行优化，减小并
泵过程的节流能耗和对设备的冲击。在 2 台汽泵出

止汽泵升速，保持汽泵转速不变，完成第 1 台汽泵

管压力与汽泵出口压力的偏差在±0.5 MPa 以内
时，保持汽泵转速不变；2）缓慢打开汽泵出口电动

设定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实时偏差经函数变化生成
升速率，被并入汽泵继续升速，出力缓慢增加，当
间的汽泵入口流量的差值大于某定值（根据泵自身

的并入过程。在第 1 台汽泵并入过程中，给水旁路
调节阀投入自动控制，调节主给水流量。

力自动调平过程中，引入 3 套协同作用的 PID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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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定速电泵运行时并入第 1 台汽泵控制策略
Fig.1 Control strategy for parallel operation of a steam pump and a constant-speed electric pump

1.2 第 2 台汽泵并入控制策略
第 1 台汽泵运行，自动并入第 2 台汽泵控制策
略如图 2 所示。确认第 2 台汽泵并入启动允许条件

压力的实时偏差经函数变化生成升速率，被并入汽
泵以该升速率向目标转速升速至给水母管压力与

满足后，由智能控制系统（使用一键启停时）或运

汽泵出口压力的偏差在±0.5 MPa 以内，停止升速；
3）缓慢打开被并入汽泵出口电动阀后，被并入泵投

行人员（人工操控时）发出启动第 2 台汽泵并入指
令，依次执行以下步序：1）第 1 台汽泵投自动；2）
设定目标转速，根据给水母管压力与被并入泵出口

自动并投入汽泵出力平衡自动调节模式。
汽泵出力平衡自动调节模式使用 3 套 PID 功能
块，控制策略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并入第 2 台汽泵控制策略
Fig.2 Control strategy for parallel operation of two steam pumps

图 2 中：PID 功能块 1 用于控制主给水流量，
PID 功能块 1 的输出作为给水主控指令；PID 功能

流量的平均值。图 2 中 Kp 和 Ti 分别为比例带系数
和积分时间常数。

块 2 用于调节 A 汽泵入口流量的分配值与实际值的
偏差，其输出作为 A 汽泵转速的偏置，与给水主控
指令相加，作为 A 汽泵转速指令，控制 A 汽泵的转
速；PID 功能块 3 用于调节 B 汽泵入口流量的分配
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其输出作为 B 汽泵转速的偏置，
与给水主控指令相加，作为 B 汽泵转速指令，控制

2 辅助逻辑设计

B 汽泵的转速。A 汽泵入口流量的分配值与 B 汽泵
入口流量的分配值相等，并等于 2 台汽泵实际入口

泵过程安全平稳，自动并入第 1 台汽泵（以 A 汽泵
为例）的启动允许条件设置为：A 汽泵转速大于

2.1 并入第 1 台汽泵辅助逻辑
若仅 1 台汽泵满足被并入条件，则默认选择该
泵并入；若 2 台汽泵均具备被并入条件，则由人工
选择优先并入泵，且优选按钮互相闭锁。为确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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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 r/min 且在遥控方式；汽泵给水流量控制回路
在手动模式；电泵运行且出口阀全开；电泵最小流
量调节阀在自动状态；A 汽泵最小流量调节阀开度

“与”
）设置为（以 B 汽泵为例）
：B 汽泵小机转速
大于 3 000 r/min 且已投遥控；B 汽泵给水流量控制
回路在手动状态；B 汽泵最小流量调节阀开度大于

大于 90%；A 汽泵和 B 汽泵出口电动阀在关位；给
水流量稳定；A 汽泵已选择；机组负荷稳定。满足

90%；A 汽泵给水流量回路在自动；给水流量稳定；
机组负荷稳定；满足启动条件后，点击自动并泵开

上述启动条件后，点击自动并泵开始按钮（人工操

始按钮（人工操作时）或 APS 上层逻辑发出调用自

作时）或 APS 上层逻辑发出调用自动并泵子功能
组，自动并泵开始，按 1.1 节所述策略进行。

动并泵子功能组，自动并泵开始，按 1.2 节所述策
略进行。为防止自动并泵过程出现意外情况而失

为防止自动并泵过程出现意外情况而失控，设

控，设计自动并泵切除保护功能。当被并入泵出口

计自动并泵切除保护功能。当被并入泵出口压力或

压力或给水母管压力测点异常、主给水流量测点异

给水母管压力测点异常、主给水流量测点异常、旁
路调节阀在手动、给水流量偏差大、被并入泵入口

常、2 台汽泵均在手动、给水流量偏差大中的任一
种情况发生时，退出自动并泵过程。在任一时刻，

流量测点异常这 5 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情况发生时，

均可通过人工点击复位按钮而退出自动并泵过程。

退出自动并泵过程，汽泵转速保持不变。在任一

3 结果与讨论

时刻，均可通过人工点击复位按钮而退出自动并
泵过程。

3.1 并入第 1 台汽泵投运结果
定速电泵运行时并入第 1 台汽泵实际投运过程

2.2 并入第 2 台汽泵辅助逻辑
自动并入第 2 台汽泵的启动允许条件（逻辑相

相关参数如图 3 所示。第 1 台并入汽泵为 B 汽泵。

图 3 并入第 1 台汽泵时相关参数变化趋势
Fig.3 Change trends of parameters during parallel operation of one steam pump and a constant-speed electric pump

由图 3 可知，自动并泵开始前，B 汽泵小机转
速为 3 000 r/min。在 12:45:18 时，自动并泵开始，
进行第 1 阶段升速，B 汽泵出口压力不断增加，给
水母管压力与 B 汽泵出口压力差值不断减小，B 汽
泵的升速率（图 3 中第 1 升速阶段斜率）略有减小，
约 1 min 后，B 汽泵小机转速达到 3 195 r/min。给
水母管压力与 B 汽泵出口压力差值为 0.37 MPa，B
汽泵转速保持不变，打开 B 汽泵出口电动阀。由于
给水母管压力与 B 汽泵出口压力差值较小，此时打

升速。B 汽泵出力缓慢增加，锅炉实际给水流量增
加并超过流量设定值，旁路阀开度缓慢减小，在
12:49:15 时，B 汽泵小机转速升至 3 613 r/min，DCS
判断 B 汽泵已出力，延时 15 s 后，停止升速，B 汽
泵并入成功。在第 1 升速阶段，升速率设计为给水
母管压力与 B 汽泵出口压力实时差值的单调递增函
数，升速率随着该差值的减小而减小，当给水母管
压力与 B 汽泵出口压力差值≤0.1 MPa 时，升速率
设置为 0 可有效防止升速过度而导致打开阀门后给

开阀，既不会引起水倒灌而冲击逆止阀，也不会引
起给水流量的波动。在 12:47:24 时，开始第 2 阶段

水流量波动。在第 2 升速阶段，升速率设计为旁路
调节阀给水流量设定值与实际值偏差的折线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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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速率随着偏差绝对值的增加而减小，当该偏差绝
对值＞50 t/h 时升速率设置为 0 可避免给水流量大
幅度波动。升速过程中，B 汽泵出力增加，实际锅

水母管压力相近时，打开被并入泵出口电动阀有 2
点优势：1）可防止水倒灌，确保并泵平稳；2）使
2 台汽泵转速较为接近，缩短调平时间。在 19:44:36

炉主给水流量增大，旁路调节阀给水流量设定值与
过程值偏差增加，汽泵转速升速率（图 3 中第 2 升

时，A 汽泵出口电动阀全开，投入汽泵出力平衡自
动调节模式，B 汽泵小机转速缓缓下降，A 汽泵小

速阶段斜率）减小，当该偏差由于旁路调节阀的动

机转速较快上升，约 2 min 后，汽泵出力调平。在

作而减小时，汽泵转速升速率增加。
整个升速过程中，升速率随着锅炉给水流量的

自动调平阶段，3 套 PID 功能块协同作用，其中调
平 PID 的参数根据主给水流量设定值与实际值偏差

扰动量自适应调整，实现对汽泵升速的高精度控

以及各汽泵分配流量与实际流量偏差经折线函数

制。随着旁路调节阀开度减小，电泵给水净贡献减

变换并运算判断后获取，当主给水流量设定值与实

小，再循环回路流量增加。整个并泵过程持续约
4 min，锅炉给水流量的波动不超过 10 t/h。

际值相近且 A、B 汽泵入口流量偏差较大时，调平
PID 作用增强，使 2 台汽泵出力迅速调平；当 2 台

3.2 并入第 2 台汽泵投运结果

汽泵出力相当或主给水流量设定值与实际值偏差

第 1 台汽泵运行，并入第 2 台汽泵实际投运过
程相关参数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在 19:41:45

较大时，调平 PID 作用减弱，确保调平过程主给水

时并泵开始，
此时 A 汽泵小机转速约为 3 010 r/min，
给水母管压力与 A 汽泵出口压力差值为 3 MPa，A

流量保持稳定。汽泵转速指令由给水主控指令和调
平偏置指令组成。当实际给水流量低于设定值时，
给水主控指令增加，此时，若 2 台汽泵出力相当，

出口压力增加，给水母管压力与 A 汽泵出口压力差
值减小，升速率略微减小；约 90 s 后，A 汽泵小机

则转速均增加；若出力偏差较大，则出力小的汽泵
转速迅速上升，出力大的汽泵转速略微下降或保持
不变，变化过程如图 4 所示。反之，当实际给水流

转速升至 3 348 r/min，给水母管压力与 A 汽泵出口

量大于设定值，给水主控指令减小，此时，若 2 台

压力差值减小至 0.7 MPa，A 汽泵小机升速率减小

汽泵出力相当，则转速均减小，若出力偏差较大，
则出力小的汽泵转速保持不变或升速减缓，出力大
的汽泵转速较快下降。从被并入汽泵升速至出力调

汽泵小机以 240 r/min2 的升速率开始升速，A 汽泵

至 160 r/min2，继续升速。在 19:43:39 时，给水母管
压力与 A 汽泵出口压力差值减小至 0.3 MPa，满足
并泵要求，打开 A 汽泵出口电动阀，此时 A、B 小
机转速相差约 266 r/min。待被并入泵出口压力与给

平全程耗时约 7 min，主给水流量波动在 15 t/h
以内。

图 4 并入第 2 台汽泵时相关参数变化趋势
Fig.4 Change trends of parameters during parallel operation of two steam pumps

略设计为在被并入泵出口阀打开之前和之后，采用

4结 语
1）电泵运行时自动并入第 1 台汽泵的控制策

不同参数的折线函数生成升速率，实现了并泵过程
的精准控制，使得并泵过程非常平稳，减小了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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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和对设备的冲击；从汽泵开始升速到汽泵出力
全程耗时约 4 min，给水流量波动在 10 t/h 以内。
2）第 1 台汽泵运行，自动并入第 2 台汽泵的
控制策略中除给水主控 PID 外，额外引入 2 套 PID
功能块用于调节 2 台汽泵的转速偏置，用于调平的
PID 参数高度自适应，可使 2 台汽泵出力迅速调平
而不引起主给水流量大幅度波动，避免了小机进汽
调节阀的频繁动作而造成的节流损失，实现了全程
高精度自动控制；从开始并泵到 2 台汽泵出力调平
全程耗时约 7 min，给水流量波动在 15 t/h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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