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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调速在水泵节能技术中的应用研究
马新华，李娟，桑建国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 ３）

摘要：通过对水泵节能原理的分析，指出水泵调节运行时能量损耗的大小较大程度取决于
控制流量的方式；结合对几种常见调速方法性能的比较，归纳了水泵采用变频调速的优点；依据实
例提出：对于大型泵站和耗电量大且装置扬程变化较大的泵站最好采用变频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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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工作点的位置也就随之改变。所以，泵的

引言

调节，从原理上讲是通过改变泵的性能曲线或

据统计，全国泵类配套电动机的耗电量相

管路阻力曲线来改变泵工况点实现的。

当于全国电力消耗总量的１／５。但是水泵的运行

如图１所示，水泵的特性曲线３与管路阻力

效率很低，有的甚至仅有３０％，能量浪费十分严

曲线ｌ的交点４是泵运行工况点。阀门控制进行

重。因此，泵行业中采用有效的节能技术是当务

节流调节时，由于要减少流量，关小阀门，阀门的

之急。

摩擦阻力变大，管路阻力曲线从１移到２，工况点

水泵的节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通过改

从爿点移动到曰点，扬程则从皿升到％，流量

进配套电机的设计，使电机在大的范围内有较高

从Ｑ。减小到Ｑ，；调速控制进行变速调节时，阻

的效率；通过对水泵的结构设计和制造性能的改

力曲线ｌ不变。泵的特性取决于转速，如果把速

进，提高水泵的性能；水泵、配套电机的正确选

度从ｎ，降到ｎ。，运行工况点从彳点移动到ｃ点，

型和合理使用。节能调节的方法有：非变速调节

扬程从皿下降到Ⅳ，，流量从Ｑ。减小到Ｑ。。

和变速调节，非变速调节包括节流调节和水泵的
运行台数调节等。大量的统计调查表明，一些在
运行中需要改变工况而要求进行调节的水泵，其
能量浪费的主要原因，通常是由于采用了不合适
的调节方式。可见，水泵的调节方式与节能的关

Ｈ

阢

系非常密切。通过分析水泵运行工况改变时的节
能原理和两种节能调节的方法产生的效果，借鉴

Ｈ

国外先进技术并总结常见调速方法，探讨了泵变
频调速节能方法。实践证明，变频调速节能方法
Ｑ。

节能效益可观，是有效的减少能量消耗的方法。
１

水泵运行时的节能原理
水泵在运行中根据工作的需要，改变运行

工况点的位置，流量、扬程等运行参数就要适应
新的工作状况的需要。泵的工作点是由泵性能曲

线玑Ｑ和管路阻力曲线Ｒ—Ｑ的交点确定的。因
此，只要这两条曲线之一的形状或位置有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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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泵类变速节能及节流节能的原理比较

根据功率公式求出在ＢＴ＿况点运行时的泵的
轴功率为
Ｂ＝ａｇＱｌＨ２／％
在ＣＳＥ况点运行时泵的轴功率为
Ｐｃ＝，ｏｇＱｌＨｌ仰ｃ
两工况点的功率之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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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了几种常见的调速方法。通过比较，发现变

也就是说，用阀门控制流量时，有△Ｐ功率被浪

频调速在诸多调速方法中综合性能最好。同

费掉了，图示阴影部分即浪费掉的能量。并且随

时，变频调速在动态响应、低频转速、转差补

着阀门不断关小，这个损耗还要继续增加。可

偿、工作效率、抗干扰能力等方面也是以前的

见，如果不用减小出口阀门开度的方法控制流

交流调速方法无法比拟的。

量，而是将泵的转速调节，随着泵输出压头的降
低，消耗在阀门上的功率完全可以避免。所以在
经常改变工况运行的泵中，通过调节其转速改变
其工况的节能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也可用泵的流量Ｑ、扬程Ⅳ、轴功率Ｐ和转
速ｎ之间的关系理解调速控制时的节能原理。
Ｑ、Ⅳ、Ｐ与ｎ之间的关系式是：
Ｑ１／Ｑ２＝ｎｌ／ｎ２
Ⅳ１／Ｈ２＝（盯１／ｎ２）２

图２泵类调整转速运行的效率比较

只／最＝（以ｌ Ｉｎ２）３

变频调速节能技术在国外泵行业发展很快。

可见，轴功率Ｐ和转速ｎ的三次方成正比。

实践证明，利用变频器调速，节能效果十分明显。

当转速下降ｌ／２时，功率下降１，８，即功率与转

泵采用变频调速电动机后除节能效果明显外，主

速成３次方的关系降低，即降低转速使功率迅速

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①调速效率高，是一

下降是十分有效的节能方法。

种高效调速方式。一般说来，泵采用变频调速技

图２为泵的效率曲线图，由于４、曰工况点

术后，约可节能３０％～４０％ｆ２Ｉ。②调速范围宽，

的转速相同，故在同一条效率曲线上，ｃ工况点

一般可达２０：１，并在整个调速范围内均具有较

在转速变化后的效率曲线上；且曰和Ｃ３２况点的

高的调速效率。③实现了软启动，泵启动时对电

流量是Ｑ，，４工况点的流量是Ｑ。。可见，曰点

网的冲击小，停机时可实现软停车，防止系统出

的效率明显比ｃ点的小，说明改变转速提高泵效

现水锤现象。④可有效延长泵及相关调节阀、管

的效果很明显。

道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费用，为装置长周期运

２

行创造了条件。⑤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装置噪

常见的调速方法

声，改善工作环境。除此之外，变频装置万一发

调节泵配套电机转速的方法有很多，表１列

生故障，可以退出运行，改由电网直接供电，

表１常见调速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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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工况不经常改变的泵，变频调速节能的方

可继续保持运转，不会影响工作进程。

法也不是其降低能耗的最好方法。

变频调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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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是ＷＱ４００—１３—３０型潜水电泵的性能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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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线，其最优工况点是Ｑ＝５９５ｍ３／ｈ，效率为７０％。

过去泵行业普遍采用改变阀门或挡板开度的

１１１３／ｈ

节流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虽然简便易行，但

范围内变化，效率约在５２％一７０％范围内变化。

造成很大的能量损失。经以上分析，泵采用变频

对于这种运行工况变化范围大的泵，应该应用变

调速调节方式后能耗大大降低，故变频调速这种

频器节能。另根据其３０ ｋＷ的额定功率，选用

有效且可靠的节能方法有非常高的推广价值。

其运行工况范围比较大，流量在２８０—７００

ＣＶＦ—Ｐ２系列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其市场价

前几年，由于变频器价格较高，在我国泵

格为１４ ８００元。按照采用变频器后可节电３５％

行业未能得到广泛采用。近年来，随着变频技术

的假设计算，当ＷＱ４００—１ ３—３０潜水电泵应用

和控制技术的发展，变频技术也在不断地得以推

ＣＶＦ—Ｐ２系列变频器后，一台潜水电泵一年可节

广，变频器的价格也在不断下降，其性能价格比

省的费用约１．５万元，即一台ＷＱ４００—１３—３０型潜

不断提高。但成本问题还是变频调速不能普及的

水电泵使用变频器后可在不到１年时间内回收变

主要障碍，期待能够尽快研制出价廉质优的变频

频器的成本。可见对于大型泵站和耗电量大自身

器，使变频器在初期的投资，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成本高的泵变频调速节能效果很明显。

内得以回收，能使这种节能方法进一步普及推
广。目前，国外先进国家的变频技术正向小型化、

叶（％】

高可靠性、抗公害、多功能、高性能等方面发展。

Ｂ０

７２

我国也在加快发展步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泵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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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调速必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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