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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东线泵站变速运行模式的适应性
程吉林１，张仁田１”，邓东升３，龚

懿１，冯旭松３

（Ｉ．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２．江苏省承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３．南水北词
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泵站江都四站为例，通过单机组优化运行（叶片全调节、变频
变速）数学模型的求解、分析可知，在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泵站扬程变幅（日均扬程７．８—３．８ ｍ，潮
差１．２ ｍ）范围内，不管是否实行峰谷电价，泵站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是较为合适的运行模式；变
频变速运行仅在扬程低于５．０ ｍ、非满负荷运行时优于叶片全调节；在满负荷工作时，泵站变频
变速与定角恒速运行相比，变频变速优化运行带来的效益不足以抵消变频装置的耗损．同时，从
泵装置运行的机理出发，证明了大型提水泵站只有在一次调水过程中的扬程变幅足够大时，变频
变速优化运行才能产生效益的论点．该成果可为南水北调东线大型泵站的改造、优化运行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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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称之为变频变速优化运行．

ｈ），采用江苏省物价局公布的现行峰谷和非峰谷电

（２）１３均扬程与潮差一ｑ Ｊ：江都站不同年型

价；Ｗ。为日提水总量，１０４ ｍ３；７／：ｉ（０ｉ，，ｌｉ），＇７。。，叩ｉⅢ，叼，

（丰、平、枯）、不同月份可能发生的１３均扬程为

分别指装置效率、电动机效率、传动效率和变频效

ｍ；不同年型、不同月份的潮型（涨落潮时

率，其中％与ｉ时段流量、扬程有关，为了简化计算，

３．８—７．８

万方数据

在负荷大于６０％时，假定叩啪．和，７ｒ保持不变并分别

型就转化为决策变量为ｎｉ的一维动态规划模型，求

取值为９４％和９６％，另外，直联机组的’７ｉｎｔ为ｌ；

解过程详见文献［７］．

Ｐｉ（０，，ｎｉ）为ｉ阶段对应０ｉ和，ｌｉ的实际功率，ｋＷ，应

１．３．２

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Ｐ０．

不同１３均扬程，不同提水负荷，实行峰谷与非峰

当日。ｊ一定时，Ｑｉ（０ｉ，，ｌｉ）为０ｉ和＾的函数，其

谷电价时，变频变速１３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结
果见图２，由此可见：

中Ｑ。（０ｉ，，ｌｉ）＝０表示该阶段不开机．
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的比较

１．２
１．２．１

变频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比较

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模型的求解

（１）在不同的日均扬程下．不管是否实行峰谷
电价．满负荷工作时，变频变速优化运行带来的效益

在式（１）。（３）模型中，当ｎｉ为已知时，阶段变

不足以抵消变频装置的耗损．

量为ｉ（ｉ＝ｌ，２，…，ｎ。。），决策变量为０。，状态变量为

（２）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有洪泽湖、骆马湖等调

日提水量，该模型为一维动态规划模型，作者在文献

节水库，具备不同负荷工作条件．实行峰谷电价时，

［６］中进行了详细描述．

当江都四站在８０％和６０％负荷工作时，不同日均扬

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

程变频变速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相比，单位提水费

不同日均扬程（７．８，６．８，５．８，４．８和３．８ ｎ１）、不

用平均节省１３．１４％和２５．７３％，且日运行提水量越

同提水负荷（１００％，８０％和６０％）和峰谷电价时，单

小，效益越显著；非峰谷电价、部分负荷工作时，当泵

ｒ／ｍｉｎ

站机组低负荷、低扬程运行时，变频变速效益才能得

１．２．２

机组叶片调节优化（各阶段机组转速保持１５０

不变）与定角恒速运行相比，分别平均节省单位运行

以充分发挥．

能耗费用６．９０％，２２．９５％和３２．２５％；非峰谷电价时，
分别为３．０８％，４．９１％和６．７９％，结果详见图１【６ Ｊ．图

ｌ中盯为单位费用节约百分比，巩，为平均扬程
不同日均扬程情况下，不管是否实行峰谷电价，
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比较效益明
显，且１３提水负荷越小，效益越显著¨Ｊ．

图２变频变速与定角恒速运行节能效果比较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ｒ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Ｓｌｅ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 ｂｌａｄｅ

１．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ｄ

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优化运行的比较
由叶片全调节、变频变速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

运行的成果（图１，２），以变频调节为基准，叶片全调

‰号１叶片全调节与定角恒速运行节能效果比较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Ｆｉ２．１

ｎｏｉｏｆ
ｔａｚｉｍｉｂｌａｄｅ
ｔｐＯｎｌｔＲｎｌｄａ一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ｉｘｅｄ ｂｌａｄｅ ａｒＩｇＩｅ ａｎｄ

ｃｏ璐诅ｎ¨ｐｅｅａ

１．３变频变速优化运行与定角恒速运行的比较
１．３．１

变频变速优化运行模型求解

式（１）一（３）模型中，０。为０。并保持不变，则模

万方数据

一”’…

。…‘“”…。‘“

节与之比较，可得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优化运行
…。Ｊ－””’
’

的比较成果，见图３．图３中盯。为满负荷下单位费
用节约百分比，由此可见：
（１）在南水北调源头泵站扬程变幅范围内，不
管是否实行峰谷电价，满负荷工作时，叶片全调节优
化运行比变频变速运行能耗费用更省，并分别在其

扬程范围内平均节省９．４８％和７．１７％．详见图３ａ．

或闸门等节流部件。调节闸（阀）门的开启度来调节

（２）非满负荷工作，实行峰谷、非峰谷电价时，

流鼍。实质上是改变出口管路的水力损失从而改变

峰谷电价、时均扬程分别是影响各时段开停机的主

管路特性改变泵的工况点‘乳，当流量从Ｑ．减小到

要因素．峰谷与非峰谷电价．８０％负荷运行时．叶片

Ｑ：．维持压力不变，通过改变管路特性后。泵的运行

全调节与变频变速优化运行相比，分别节约能耗费

工况点从工况①一到工况③，满足流萤要求．水泵变

用为１ １．２４％和３．４６％；６０％负荷时分别为８．８３％

频运行是通过安装变频器，调整水泵转速，使水泵根

和２．１９％．仅在非满负荷工作、非峰谷电价、日均扬

据供水流量，从工况①一到工况②……管路特性不

程低于５．０ ｍ时，变频变速优化运行优于叶片全调

变，但水泵运行工况随之调整，泵装置的功率也跟着

节优化运行，８０％和６０％负荷工作时，分别平均节

变小．与改变管路特性运行比较，即工况②与工况③

省能耗费用０．６０％和２．８２％．

比较，能耗明显减小，供水成本也随之降低．因此，管
网供水的泵装置变频运行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图３叶片全调节与变频变速优化运行相比的
能耗费用节省情况
Ｆｉｇ．３

Ｃｏｓｔ ｓａｖｉｎｇ ｏｆ

图４泵装置变频优化运行原理

ｂｌａｄｅ—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ｒｉｖｅ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ｈ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调水泵装置的变频运行原理

２不同泵装置变频运行原理与节能

上、下游均为自由水面的调水泵站，根据没计流
量与设计扬程选择泵及装置，常常保证设计工况①

以上单机组系统优化运行模型求解分析的叶片

在效率最高点（即最优工况点）运行．一次调水期

全调节与变频变速优化运行、变频变速与定角恒速

间，随着上、下游水位变化，扬程出现变幅，当从扬程

运行的比较成果（见图ｌ一３），和已有调水泵站变频

①降低至扬程②时．根据泵及装置的流鼍扬程关系，

优化运行相关研究成果的结论并不相同；而管网供

机组转速恒定，泵装置会随着扬程降低，流量自动增

配水泵站变频运行具有湿著经济效益，已是不争的

大，功率随之减小．此时，泵及装置的工况可能偏离

事实．为此，从不同泵装置变频运行原理方面进行探

高效区．

讨、分析．
２．１管网供水泵的变频运行原理

调水泵装置的变频运行目的在于：通过变频装
置调整机组转速，使偏离高效区的丁况②。在保证扬

管网供水泵的设计工况是以用水高峰时流量与

程与工况②相同、流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调整至高

最不利点扬程为依据确定的．为了适应生产工艺和

效区工况③运行．由图４ｂ可见，只有当扬程变幅

生活需求或外部环境的变化，泵的工况点随之变化，

（Ｈ，一１／，）足够大，即工况②偏离高效区足够远，通

即进行泵运行调节，如图４ａ．对于恒速（不变频调

过变频装置调整运行工况，从工况②调整至工况③

速）运行的泵站，通过安装在泵出口管路上的阀门

后，在变频装置的使用寿命内，提高的泵装置效率所

万方数据

Ｒｏｕｔｅ ｏｆ

频运行才有意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７（４）：１３０

与水厂管网供水泵变频运行有着本质差别．

ｔｏ

—１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很显然，节能与否是在考虑变频装置损耗的基
础上与工况②相比较，而不是与工况①比较．这一点

Ｓｏｕｔｈ

Ｎｏｒ＆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

产生的效益大于变频器投入．此时，调水泵装置的变

［３］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江都排灌站［Ｍ］．２
版．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７９．
［４］朱红耕，黄红虎．三江营水情变化对江都排灌站影响
的数理分析［Ｊ］．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６

３结论

（１）：７５—７８．
Ｚｈｕ Ｈｏｎｇｇ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ｈｕ．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源头泵站江都四站为例，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通过单机组叶片全调节、机组变频变速优化运行模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ｕｐｏｎ

型求解，分别从系统优化运行与泵站装置性能的角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ｗｅｒｓｉ砂：Ｎａｔｕｒａｌ

度，对泵站变频运行效果、机理、工程应用适应性等

（１）：７５—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Ｇｏｎｇ

方面进行了论证、分析，获得以下结论：

Ｊｉ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 ｈｏｕｒｓ ｏｐ—

ｔｒｉｃｉｔｙ—ｃｅｓ［ｃ］／／Ｔｈｅ

行峰谷电价，泵站叶片全调节优化运行是较为合适

ｒｅｎｃｅ ｏｌｔ

ｍ、

非满负荷运行时优于叶片全调节；在满负荷工作时，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６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ｋ·ｖａｌｌｅｙ ｅｌｅｃ－

扬程７．８—３．８ ｍ，潮差１．２ ｍ）范围内，不管是否实
的运行模式．而变频变速运行仅在扬程低于５．０

ｉ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ｄｕ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ｉ，Ｃｈｅ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在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泵站扬程变幅（日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ｌＯｔｈ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Ｉ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０１０．１２２５：１３７—１４６．

［６］程吉林，张礼华，张仁田，等．叶片可调单机组日运

泵站变频变速与定角恒速运行相比，变频变速优化

行优化方法研究［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４）１４９９—

运行带来的效益不足以抵消变频装置的耗损．

５０４．

（２）管网供水泵站，较之于改变管路特性，变频

Ｃｈｅｎｇ

优化运行具有显著经济效益；而南水北调采站，由于

ｏｎ

Ｊｉ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ｔｉａｎ，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ａ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ｕｎｉ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河网供水的泵装置性能关系，变频运行不一定产生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ｂｌａｄｅ ｐｕｍｐ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４１

（４）：４９９—５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经济效益．
（３）根据优化分析，南水北调泵站工程只有在
一次调水过程中的扬程变幅足够大时，变频优化运
行才能产生效益，但随着扬程降低、转速减小，导致

［７］

程吉林，张礼华，张仁田，等．泵站单机组变速运行
优化方法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０，４１（３）：７２
—７６．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ｔｉａｎ，ｅｔ ａ１．Ｏｐｔｉ—

流量也会减小，调水量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是必须慎

ｒｅ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ｕｎｉ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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