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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的思考
姜唐勇

（国家能源集团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重庆 400805）

摘　要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开展和不断深入，我国各个行业对于绿色、节能、环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

家针对绿色节能环保在各个行业中的运用也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火电厂对我国的生产、生活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可以说是我国的基础设施保障，但是，火电厂的生产需要消耗非常高的能源，同时也会排放非常多的

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需要重视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通过完善火电厂集控运行

节能降耗技术来提高火电厂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减少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真正地贯彻实施我国节能减排

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火电厂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我国各项基础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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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在火电厂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不仅为电力企业提供了丰富的电力，

同时也提高了火电厂的运行效率和质量。但是，在火

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的实际应用中，这一技术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该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的一

些不足和问题，对火电厂运行中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

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因此，电力企业需要重视这

一问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来提高火

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的运行效率，通过完善各

项节能降耗技术的运用来确保火电厂运行效率和质量。

1 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介绍

1.1 火电厂集控运行概念

火电厂集控运行技术和普通的单一性的控制运行

技术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集控运行技术主要是

通过不同的控制管理模式来进行运行。集控运行技术

主要是指在集控运行管理技术的操控下，所有的发电

机设备都要用汽轮机和锅炉作为能源供应的设备，同

时在保障发电机设备和相关的配套锅炉、汽轮机组设

备形成一个完善统一的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利用统一

的管控模式和方法来对火电厂的集控运行进行控制，

保障集控运行技术可以正常的工作。

火电厂中的集控运行技术的应用，一般情况下可

以对火电厂的各个运行系统来进行检测检查，对检测

检查出的问题及对应的设备系统等进行调整，分析出

科学的完善方案。但是，集控运行技术并不能对火电

厂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管理维护，仍然需要由

专业的系统技术维护人员来进行管理。所以，火电厂

仍然需要设置专业的检查人员和维修养护人员来对其

进行管理和维护。[1]这些人员需要包括检查组长，对日

常系统设备进行检验的检验人员、值班人员、设备系

统故障维修人员等等，只有配备完善的相关人员才可

以确保火电厂集控运行系统正常的运行，确保火电厂

正常运行。

1.2 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生产要求

针对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生产，我国相关部

门颁布实施了“上大压小”的政策，以此来指导火电

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生产。我国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

降耗技术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表 1所示。由

此可以发现，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的发展仍然有

很多需要完善和改善的空间。为了充分发挥出火电厂

资源的作用和效率，提高节能降耗的效率，相关的技

术人员仍然需要对集控运行技术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优

化，对集控运行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和流程进行调整和

完善，对能耗高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运用科学

准确的节能降耗技术来减少能源损耗，提高火电厂集

控运行节能降耗的质量和效果。

2 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的应用

2.1 汽轮机组中节能降耗系统的运用

火电厂集控运行的过程中，汽轮机组的节能降耗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在集控运行技能降耗系统中，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第一，对汽轮机组的启停进行良好的控制。在启

动汽轮机组之前常常会进行预热处理，但是，预热需

要消耗比较高的能源，因此，相关的技术人员需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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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机的启停进行科学有效的调节，避免汽轮机组预

热所带来的能源消耗。

第二，对热力系统运行进行控制。相关的技术人

员需要对集控运行系统中添加热力系统检测模块，这

样可以对热力系统的运行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对不科

学的热力系统参数进行调整，为汽轮机组的节能运行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比如，一些火电厂引入了智慧电厂模式，建立起了智

慧电厂决策平台，这样就可以对整个火电厂的生产工

艺流程进行智能化的管理和控制。而相关的技术人员

就需要对整个火电厂的热力系统进行科学准确的把控，

对热力系统中的蒸汽运行方向和燃烧情况进行优化调

整，将热力系统和中高压外下缸的疏水系统进行调整，

寻找到最为合适和运行参数，这样才可以提高热力系

统的运行效率。

第三，对凝汽器的运行进行控制。火电厂集控运

行的燃料燃烧情况常常会受到凝汽器真空状态的影响，

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燃料能源的损耗率，相关的

技术人员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首先，要定期对凝汽

器蒸汽入口的密封性进行检查，避免出现蒸汽泄漏问

题的出现。其次，可以在凝汽器中的安装传感器，通

过传感器来对凝汽器运行时的水温和水位进行监测，

这样才可为集控运行系统调整凝汽器运行参数提供重

要的参考依据。再次，还要定期对湿冷机组的循环冷

却水位进行定期的监测，监测循环冷却水是否可以保

障充足的供给。最后，对空冷机组的背压进行调整，

使其可以在最合适的环境中运行，确保运行效率，减

少能源消耗。此外，还可以对凝汽器的真空严密性进

行定期的检查，确保其真空的严密性。[2]

第四，对水温和水位进行控制。火电厂的集控运

行节能降耗技术中对汽轮机组的控制需要对机组的水

位、水温进行控制，如果控制不到位不仅无法实现节

能降耗的目的，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污染。所以，

相关的技术人员需要对汽轮机组的水温和水位进行控

制，要避免出现水温和水位超标的问题，从而影响到

运行效率和质量。比如，在一些火电厂运行中，相关

的技术人员需要对辅机进行改造，可以根据实际的情

况来配置筒袋型立式多级离心凝结水泵，并对其标准

级别进行升级改造，对口角和对流道进行打磨修正，

对叶轮进行车削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凝结水泵

的能源损耗，降低泵的必需气浊的剩余量。

2.2 锅炉中节能降耗系统的运用

火电厂集控运行系统中，锅炉能耗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节能降耗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按照锅炉的运行原

理来进行节能降耗处理。

第一，尽可能地降低排烟热损失。相关的技术人

员需要对磨煤机的运行曲线进行调整，在满足煤机正

常运行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地提高石子媒的排放量，

减少石子媒出现过多的堆积问题，同时，还要把一次

风俗和一次风量尽可能地降低，达到运行的标准和要

求；[3]另外，还要对锅炉进门和排渣机底部的密封情况

进行检查，避免锅炉的炉体位置出现泄露的问题；此外，

还要根据锅炉的运行情况来对风媒的比例进行调整，

尽可能地减少锅炉内部的结渣数量，同时还要定期将

锅炉中的积灰清理干净，这样才可以确保锅炉烟道的

通风效果，提高传热速率和排烟热。

第二，减少水量，降低水温处理。火电厂集控运

行时，适当地添加温水可以很好地控制锅炉内部的水

温，保证锅炉中的水温控制在要求范围内。集控运行

会损耗锅炉内部的热能，热能不足会降低锅炉的运行

效率。所以，相关的技术人员需要对再热气温系统进

行调整，尽可能地降低水温，减少减温水的添加量，

减少热能损失。

第三，对燃烧参数进行调整和优化。火电厂生产

过程中，燃料如果不完全燃烧，不仅会造成能源的损耗，

同时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所以，相关的技术人员要

对燃烧参数进行调整控制，保障锅炉内部燃料完全燃

烧殆尽。另外，技术人员还要对集控运行系统中过剩

的空气进行调整，尽量将剩余的空气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避免出现系数过低燃料浪费，以及系数过大排

烟热损过剩，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燃料燃烧完毕，降

低热损。比如，相关的技术人员需要对中煤和煤泥问

题进行控制，对磨煤机煤仓的虾米煤仓进行改造。首先，

把原煤斗下端以及落煤管进行拆除，之后调整为不锈

钢的虾米防堵煤斗，以此来减少煤流流动时的阻力，

从而提高原煤滑落的动力。其次，把原有的电动上插

表 1 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减耗系统运行取得的成果

节能指标 2015年 2020年 变化情况

火电厂用电率（%） 7.25 6.70 -0.55

供电煤耗（g·kW-1·h-1） 338.07 311.60 -26.47

年度能耗总量控制目标（104t） 154.51 147.2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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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板门换为双向液压截门，将其调整到煤机上方 80cm

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善截门的结构动力系统和

执行机构。另外，还要在煤斗的外部从下到上再安装

4层共 8套振打空气锤和相关的系统，以此来避免蓬煤

问题的出现。如果原煤斗出现了堵煤和结拱的问题，

需要利用断煤采集装置来用气锤进行振达，恢复原煤

的流动性，保障舱内更好的疏通。此外，还要安装断

煤信号采集装置，如果出现了断煤的问题会及时发出

信号，用气锤来进行自动振打。最后，还要在煤斗的

位置设置可以进行观察和检修的孔洞。

2.3 减少火电厂的用电率

在火电厂集控运行的过程中，需要设置相关的辅

机设备，这些辅机设备的运行可以产生一定的电能损

耗，为绿色生产，落实节能降耗提供保障。相关的技

术人员还需要对辅机设备的电能损耗进行严格控制，

以此来减少火电厂的用电率。首先，相关的技术人员

要先把定频辅机设备调整为变频的辅机设备，降低辅

机设备的点能源损耗。其次，要选择节能型的照明设备，

可以在火电厂中安装声控或者是光控照明系统，从而减

少火电厂的用电率，或者是通过集控运行系统来对火电

厂的照明系统进行控制，实现节能降耗的目的。[4]另外，

按照火电厂的实际情况在设备生产冷却的时候，对机

力通风塔冷却风机的运行情况进行控制。最后，按照

集控运行系统中的监测系统对火电厂的运行负荷情况

监控，适当关闭一些辅机设备，减少电能源的损耗。

2.4 调整优化工质管理

工质管理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需要相关的技术人员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节能降耗控制。

第一，尽可能多地回收疏水。火电厂在冬季生产

运行时，为了减少空预器的冷端出现低温，遭受腐蚀

的问题，需要在空预器运行中安装一、二次风暖风器，

同时，还要设置采暖系统中的暖风器控制模块，将暖

风器和采暖系统的疏水进行回收处理，这样就可以减

少疏水外排的问题和加大机组补水率的问题，提高机

组的运行效率，减少能源的损耗。

第二，还要对受热面进行清洁处理。为了更好地

将受热面的灰尘清理干净，相关的技术人员需要定期

清理受热面，可以定期在每个工作周期进行一次清理，

可以将锅炉的高低温受热面、空预器和脱硝系统等进

行清理。与此同时，还要对吹灰疏水外排的工质浪费

问题进行处理，火电厂需要将吹灰疏水收集起来，并

对其进行化验，如果水质合格，可以把吹水疏水回收

到排气装置中，这样就可以降低除盐水使用，实现集

中补水效率，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减少损耗率。另外，

相关的技术工作者还要对过热器的受热面、气机同流

区域中的污垢进行处理，减少污垢聚集在一起，影响

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对疏水管线进行排查处理。在火电厂的集

控运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疏水泄露到锅炉启动扩容

器的问题，出现工质消耗严重的问题。[5]所以，火电厂

需要对锅炉的启动疏水扩容器的阀门进行定期排查，

对其密封性的标准情况进行检查，如果出现了泄露，

维修人员需要及时进行处理，从而提高设备的运行效

率和质量。

2.5 加强生产管理方面的节能降耗管理

火电厂需要对其内部管理节能降耗问题进行大力

宣传，将一些节能降耗相关的知识和科学建议进行宣

传，提高一线工作人员的节能降耗意识。另外，火电

厂还要将那些需要淘汰的陈旧设备进行及时的更新，

引进先进的节能降耗技术，从而提高火电厂集控运行

节能降耗的效率和质量，促进火电厂更好的发展。

3 结语

火电厂的生产运行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甚至一些没有燃烧完的燃料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

染和影响，所以，火电厂对集控运行节能降耗技术进

行分析研究，对提高火电厂的运行效率和质量有着重

要的意义。在进行集控运行系统节能降耗技术实施的

过程中，需要重点从火电厂生产中的锅炉、汽轮机组

等日常的机械设备和管理角度出发，根据日常运行过

程中常常发生的问题来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实施科学

的节能降排计划和措施，确保这些系统和日常管理工

作的正常运行，同时也可以对集控运行进行科学全面

的控制，真正地实现火电厂集控运行节能降耗目标，

提高火电厂生产经营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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