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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机监控系统的泵站经济运行
黄良勇·，戴启许
（１．江苏省水利工程建设局，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２．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江苏淮安２２３２００）

摘要：淮安第一抽水站加固工程中，主辅机系统和站用电系统全部实现了计算机自动控制。主机组在该系
统的控制下，不仅能根据调度指定的流量自动启停机组，而且还能自动调节叶片的角度至最优工况，实现泵站
的经济运行。微机监控系统采用局域网的全分布式开放系统结构，实现了远程监控功能，能进行功能扩充，系
统先进、可靠。泵站经济运行是以抽水功率最小为目标函数，总流量、机组过水能力和抽水功率为约束条件，采
用双态规划技术进行优化。泵站流量的确定采用上下游水位测量和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基于该微机监控系统
和经济运行理论的泵站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可在建设中的南水北调工程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泵站：运行；监控：功率；流量
中图分类号：Ｔｖ６，Ⅱ）４

文献标识码：Ｂ

淮安抽水一站系江水北调第二级抽水站，位
于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南郊，建于１９７４年，原装
有８台８００ ｋｗ立式同步电动机，配套６４ｚＬＢ一５０
型立式半调节轴流泵，设计流量６４ ｍ３／ｓ，总装机
容量６

４００

ｋｗ。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江苏省水利厅批

准加固改造淮安一站，工程更新了主辅机系统和
站用电系统，电磁式继电保护改为微机保护，增设
微机监控、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加固改造后，淮安
一站安装８台ＴＤＬｌ０００一２１５０，２４型立式同步电
动机，配套１７５０ｚ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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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Ⅳｆ一㈣为第ｉ号机组在扬程当前扬程日下

式中，Ｑ’为所求的流量；Ａ。为当丽的水泵叶片角

允许的最大抽水功率。

度；Ｑ。为已知叶片角度为Ａ。、当前的水位差为日＋

采用优化方法中的动态规划技术，以机组台
数ｉ为阶段变量，以各机组的抽水流量Ｑ；为决策

时的水泵流量；Ｑ６为已知叶片角度为Ａ：，当前的

Ｑ口＿｝掣＋Ｑ２。

水位差为日‘时的水泵流量，则

变量，以未分配的剩余流量Ｋ（Ｋ＝Ｋ州＋Ｑｉ）为状态
变量。可求解出模型的最优决策。
２．２经济运行的实际应用

仇＝Ｓ端产也

（１）流量的自动计算

（１０）

（１１）

机组的流量计算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没有流量，其它运算就无从谈起。大型泵站

‰

由于其抽水流量大、进出口河道宽、流态较复杂，
其流量的测量较困难．一般的流量计无法测量。

％

目前国内大型泵站流量的测算一般采用水力学

疗

的方法．即由人工在泵站上、下游进行水位、流速

胃１

等参数的测量。再按水力学的计算方法来推算总
流量。这种方法的人工工作量较大，操作不方便，
不能保证数据的实时性，所测流量为泵站总流
量，无法测量单机流量。并且由于其为人工操作，

ｌ一叶片角度为Ａ，时水泵净扬程一流量性能曲线

所得到的数据不易与微机监控系统较好地结合。

２一叶片角度为Ａ：时水泵净扬程～流量性能曲线

（ａ）计算原理

图３机组流量计算示意

根据水泵性能曲线，水泵的总抽水扬程日总
（ｃ）软件流程

与其抽水流量Ｑ之间存在如下的关系：

泵站流量为实时值，根据站上、下游水位、机

日总＝日总（Ｑ）
（５）
．水泵在工作中需要把水送到某一高程，不仅

组叶片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经济运行中流量的计

需提升净扬程。还要克服管路阻力。根据水泵抽

算采用图４所示的流程（以可调叶片的机组为

水的原理可得其需要扬程日需的表达式：

例）：首先从监控系统的实时数据库中读取站上、
（６）

下游水位；对每一台机组，读取叶片角度，运用式

式中，Ⅳ净为水泵抽水的净扬程，Ｓ为进出口水道

（９）、（１ ０）和（１１）进行计算，得到机组流量；对每一台

的的阻力参数。

机组的机组流量进行累加，得到站总流量。

日需＝日挣＋ＳＱ２

水泵需要扬程曲线与水泵扬程～流量性能曲
线的交点即为水泵的实际工作点，即
日总（Ｑ）＝日净＋ＳＱ２

（７）

Ｈ净也即水泵抽水时进出口的水位差，在实际中
相对容易测量。可将上式转化为
日净＝日总（Ｑ）一ＩｓＱ２

（８）

（ｂ）计算方法
淮安抽水一站选用的泵型为叶片角度可调
的。对于这种机组，流量计算采用了在机组性能
曲线中进行双向插值的方法。
根据图３得［图中的水泵净扬程一流量性能

Ｑ＊：坠掣＋Ｑ。

曲线由式（８）推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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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图４监控系统中流量自动测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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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主要考虑下列几个因素：

（２）理论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ａ）当前机组状态。若当前已有机组正在运

将理论模型直接应用于实际运行中会带来
以下一些的问题：

·１９·

行，机组投入顺序的计算应以此为基础。即选择

．

（ａ）理论模型以各机组的性能曲线作为计算
的基本依据，而大部分泵站在设计选型时都采用

机组时应优先考虑当前已运行的机组．避免重新
开启机组，减少开、停机时不必要的能量损耗。

型号相同的机组，虽然机组在现场安装后，性能

（ｂ）运行台时。在未完全遵循经济运行原则

各不相同，但这些差异难以定量地反映，在以往

的条件下进行站内机组的调度运行．机组的运行

的优化计算中，对于同一个站内型号相同的机组

台时（以年为统计单位）往往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认为其性能曲线一致，掩盖了机组实际状况的差

在机组性能差别不大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程序优

别。另外，按照“等微增率”的思想方法，性能曲线

先选择运行台时少的机组参加运行。

相同的机组，总流量分配的优化结果是各机组等
流量分配。

（２）根据泵站进、出口水位的变化，实时计算
并调节各机组的叶片角度。在适当放宽全站总流

（ｂ）理论模型将全站的总流量约束视为主要
约束。即在总抽水流量相等的前提下，寻求全站
抽水能耗最少。这种约束有时与机组高效区会产
生矛盾．优化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各机组并不在相

量约束的条件下，尽量使机组在相应的高效区运
行。
３

效益分析和应用前景

应的高效区运行。以单台机组为例，如图５所示，

应用微机监控系统开发的泵站经济运行系

对叶片角度可调的机组，在某一扬程下，其抽水

统可以根据上下游水位、设定的流量及开机台数

流量Ｑ。有一个范围，介于Ｑ油和Ｑ瓣之间，其抽
水的高效区Ｑ＋岫～Ｑ＋懈是Ｑ油～Ｑｉ。中的一个子

点，使机组在运行中始终在最优效率下运行，可以

区间．满足：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以２００３年７月３０日（当

Ｑ妯≤Ｑ＋油≤Ｑ＋ｉ。。≤（｝抽。

（１２）

自动调节叶片角度，充分发挥微机监控系统的优

时经济运行系统尚未投运）２·机组实测资料分
析，１８：００时抽水扬程为３．９７ ｍ，流量１１．４８

Ｑｉ．岫。Ｑ“豳Ｑｎ∞。Ｑｆ．ｍ。

ｍａ／ｓ。

叶片角度为Ｏ。，实测效率为６３．３％。在该扬程下，
若投入经济运行系统，机组则在一４。下运行．对应

图５机组抽水范围示意

当给定的抽水流量Ｑ介于Ｑ蛐～Ｑ＋；曲或Ｑ。
；。一Ｑｉ，时，机组无法在高效区运行。对于多台机

流量为１１．３ ｍａ／ｓ，效率为６９％，比经济运行系统
投运前提高了５．７％。自１９８８年以来。江水北调第
二级抽水站年平均抽水约２５亿ｍ。．耗电约５

０００

组，也会产生类似情况。在中大型泵站的实际运

万ｋＷ·ｈ，如果４座泵站全部采用该系统．即使按

行中．全站要求的抽水总流量一般由上级调度部

平均效率提高１％计算，其经济效益亦非常可观。

门根据当地的水情状况给出，允许泵站实际运行

因此，该系统如能在正在建设中的南水北调东线

的总流量与给定的总流量有一定的差别，例如，

工程中推广应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

给定全站５０ ｍ３／ｓ的流量，实际运行流量可以为

济效益。

５２

ｍ３／ｓ或４８ ｍ３／ｓ。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以

将总流量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即由总流量Ｑ
改为（Ｑ－Ａｑ，Ｑ＋Ａｑ），厶ｇ根据实际情况定出，一般
可以取Ｑ的ｌ％～５％，这样就有可能将各机组调
节到相应扬程下的高效区运行。
（２）经济运行的实际操作方式
根据上述．泵站经济运行的实际操作可简化
为如下两个方面：
（１）根据上级调度部门给定的总抽水流量，
根据当时扬程下机组的抽水能力，确定出开机台
数．同时考虑机组的投入顺序。机组投入顺序的

万方数据

参考文献：
【１】戴健，古风英．淮安一站更新改造中水泵选型问题探讨们．水

利水电科技进展，２００２，ｌ：４４舶，６１．
【２】２赵海红，于鹭，许秀红．供水泵站采用调速运行的技术经济分

析叨就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４：２９２—２９４．
【３】王家亮，覃杰东．东深供水改造工程中的流量平衡控制【Ｊ】．水
利水电技术．２００３，８．
【４】白正裕，王必胜，赵喜萍．万家寨引黄工程的调度控制和运行
【Ｊ】．人民黄河，２００３，６：５－６．
ｆ５】王高贵，等．泵站并联运行最佳方案浅析叨．石油矿场机械，
２００２。４：１５－１７．

·２０·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ＮＥＲＹ

Ｖ０１．２２

Ｎｏ．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ＨＵＡ ＮＧ Ｌｉａｎｇ－ｙｏｎｇａ，ＤＡ Ｉ
（１．Ｊｉａｎｇｓｕ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Ｑｉ－ｆａｎ２

Ｂｕｒｅａｕ，Ｎ肌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２．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ｌｅｅ

Ｓｕｂｅｉ Ｃｈｉｅｆ Ａｃｅｑｕｉａ，Ｈｕａｉａｎ

２２３２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ｓ

ｔａｎｔ

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ｂｌａｄｅ ａｎｇ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ｔ

ａ

ｏｎｌｙ

Ｉ＇ｕｎ

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ｍｐ ｕｎｉｔ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ａｓ

ｅｘｔｅ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ａｓ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ｉ—ｓｔａｔｅ

Ｗｏｒｄｓ：Ｐｕｍｐ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ｕｍｐ７

ｃａ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ｆｌｏｗ

Ｓ

ｒａｔｅ．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ｕ—

ｏｆ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ｔｈ

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ｏｎ

ｈｕ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ｄ
Ｋｅｙ

ａｓ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ａｋ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ｃａｐｃ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ｍｐ

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ｒ

ｆｕｌ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ｏｐ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ａｎ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ｎ

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ｏ．１），ｉｔ

ａｌ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

ｓｔｏ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ｏｐ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ｏｆ Ｈｕａｉａｎ Ｐｕｍｐ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ｏ

ｕ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Ｈ．｝

（上接第１５页）

【２】栾鸿儒．水泵及水泵站【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冯汉民．水泵学【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１．

参考文献：
…１姜乃昌．水泵及水泵站【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ｅ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Ｐｕｍｐ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ＧＡ ０ Ｃ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ＷＡ ＮＧ Ｓ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Ｈｅｎａｎ ４５０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ｅ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ｌａｖｅｄ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ｍｉｎ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ｌａｙｅ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ｂｕ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ｐｕｍｐ，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ｓｔｅｒ

ａ

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ｄｅｅｐ ｍｉｎｅ ｒｕｓ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ｄｉｓ——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ｎｔ ｄ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Ｖｉｓｕａｌ Ｂａｓｉｃ６．０．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ｂａｓ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ｅ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ｐｕｍｐ，ｗｈｉｃｈ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ｓ

Ｋｅ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ｌａｖｅｄ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ｅｄ ｏｆｆ ｗａｔｅｒ．

ｗｏｒｄｓ：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ｕｂｍｅｒｓｉｂｌｅ ｍｏｔｏｒ ｐｕｍｐ；ｔｈｅ ｒｅｌａｙ ｄｒａｉｎ ｏｆｆ 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ｅａｌ 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