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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火力发电机组自动控制技术领

域，尤其涉及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

制优化方法。可用于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的一次调频自动控制，保证机组在运行

过程中，自动将一次调频负荷控制在合理范围

内。包括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

的控制逻辑组态中增加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

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

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

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

修正量控制逻辑。本发明可降低运行人员劳动强

度，且控制效果不依赖于运行人员的技术水平。

通过现有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协调控制系统，

实时性好，现场调试过程简单，便于工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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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的控制逻辑组态中增加以下控制逻辑：

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

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

辑；

第二步：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的控制逻辑锅炉主控控制回路组态中

增加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

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回路接口，并将

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轮机

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

修正系数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回

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

第三步：控制系统投入实际运行，根据实时运行曲线，在线整定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

一次调频控制各个控制回路相关参数，最终达到预期的控制效果；

所述的第一步中，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由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和一次调频热

量信号修正系数A形成，其中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由一次调频负荷量经过非线性函数f1(x)

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由汽轮机调节级压力与汽包压力的微分之和经

过非线性函数f2(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由一次调频汽轮机综合阀

门指令修正量、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和一次调频时间修正系数形成，其中一次调频

汽轮机综合阀门指令修正量由一次调频负荷量经过非线性函数f4(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

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由汽轮机调节级压力与汽包压力的微分之和经过非线性函数f3(x)

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时间修正系数由机组实发功率经过非线性函数f5(x)、f6(x)折算后形

成，切换条件为一次调频动作计时的时间到达；

所述的第一步中，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由DEH功率方式修正

系数E、DEH顺序阀方式修正系数和DEH单阀方式修正系数H形成，其中DEH功率方式修正系数

E由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7(x)折算后形成，DEH顺序阀方式修正系数由汽轮机综合

阀门指令经过非线性函数f8(x)折算系数F与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9(x)折算系数G之

和形成，DEH单阀方式修正系数H由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10(x)折算后形成；

所述的第一步中，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包括汽轮机一次调频能力判

断逻辑和汽轮机抽汽量控制逻辑；其中一次调频能力判断逻辑为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判断

和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判断，汽轮机抽汽量控制逻辑为依据一次调频能力进行汽轮机抽汽

量的控制，当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时，减少汽轮机抽汽量，提高机组实发功率，当一次

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时，增加汽轮机抽汽量，减少机组实发功率，满足一次调频要求；一次

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由多个条件判断得出，包括汽轮机高压调门全开，并且一次调频加负

荷量大于定值I；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由多个条件判断得出，包括主蒸汽压力大于定值

J，并且一次调频减负荷量大于定值K；当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时，减少汽轮机抽汽量的

控制包括关闭6号低加抽汽门，切除6号低加，同时提高除氧器水位，提高高压加热器水位，

延时时间L秒后，关闭5号低加抽汽门，切除5号低加；当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时，增加汽

轮机抽汽量的控制包括降低除氧器水位，降低高压加热器水位，降低低压加热器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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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轮

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的算法逻辑是：一次调频

负荷量，汽轮机调节级压力，汽包压力，实发功率，综合阀门指令，主蒸汽压力，DEH顺序阀方

式，DEH功率方式均可直接从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实时数据库中读取；  f1(x)为非线性函

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为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此函数的设置分为一次

调频小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0，一次调频大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一次调频负荷量的函数；f2

(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f3(x)

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f4(x)为非

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为一次调频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量；f5

(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一定时间后的汽轮机阀

门开度修正系数C；f6(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一

定时间前的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系数D；f7(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

输出为DEH功率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E；f8(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综

合阀门指令，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F；f9(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

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G；f10(x)为非线

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单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H；f1

(x)、f2(x)、f3(x)  、f4(x)  、f5(x)  、f6(x)  、f7(x)  、f8(x)  、f9(x)  、f10(x)的参数可根据实

时曲线在线整定，整定的原则是通过现有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协调控制系统，保证机组在

运行过程中，满足一次调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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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火力发电机组自动控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

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可用于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一次调频自动控制，

保证机组在运行过程中，自动将一次调频负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背景技术

[0002] 一次调频是电网公司维持电网频率稳定的重要手段。为了电网的安全、稳定、经济

运行和提高供电电能质量，电网公司要求上网火力发电机组必须具备一次调频功能，并提

出了具体的技术指标和考核办法。火电机组协调控制系统是机组控制中的最高级控制器，

负责协调汽轮机与锅炉间的能量平衡控制，保证机组参与电网一次调频的调节品质。协调

控制被控对象为多输入多输出系统，具有非线性、参数慢时变、以及大迟滞与大惯性的特

点。尤其体现在制粉和燃烧系统的控制环节，从提高给煤机转速增加给煤量，到锅炉燃烧增

强产生的蒸汽量增加，实现机组的实际负荷增加，整个过程环节较多，惯性较大，给一次调

频功能设计与实现带来许多困难。

[0003] 近些年众多国内学者对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例如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的《机组一次调频参数指标在线估计方法》，发展稳定可靠的一次调频

特性参数在线估计方法，提出在电网突发扰动后衡量机组快速支援能力的指标及其算法，

将该算法应用于实际机组的在线监测，获得了准确有效的估计结果。《热力发电》的《超超临

界机组一次调频控制策略的优化》针对原机组的一次调频控制策略，设计了基于数字式电

液控制系统(DEH)的一次调频控制策略，采用电网频率取代汽轮机转速参与一次调频控制；

利用DEH扫描周期速度快的特点，在DEH中组态一次调频功率控制、一次调频阀位控制值设

定和机组协调控制(UCC)的一次调频功率控制等逻辑；在UCC组态中一次调频功率控制逻

辑，直接从DEH向UCC传输调频功率，以便快速获得电网频率偏差值，从而快速调频；根据超

临界机组直流锅炉蓄热小的特点，将调频功率加入锅炉负荷指令的静、动态前馈控制中，以

保证一次调频的快速性、有效性、安全性以及长期稳定性。中国专利“一种防止一次调频反

向调节器”专利申请号201510072922，公开了一种防止一次调频反向调节器，它包括输出回

路，一次调频方向判断回路、一次调频动作判断回路和AGC动作判断回路与机组目标功率选

择判断回路连接，机组目标功率选择判断回路与输出回路连接；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采

用一次调频技术来维持电网频率稳定存在的发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系统由于设计的不完

整，不能适应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工况，引起电网频率变化对应的功率需求与发电机组

一次调频动作实际的功率变化作用相反，最终加剧了电网频率的不稳定性等问题，解决了

电网频率变化对应的功率需求与发电机组一次调频动作实际的功率变化作用相反，存在的

影响电力系统电网频率稳定等问题。

[0004] 以上这些文献主要从一次调频在线监测、一次调频的常规设置、防止一次调频反

向调节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但对汽包锅炉机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

机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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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修正量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

制优化方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自动控制问题，充分发挥

设备潜力，满足电网一次调频要求。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第一步：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的控制逻辑组态中增加以下控制

逻辑：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

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

制逻辑；

[0009] 第二步：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的控制逻辑锅炉主控控制回路组

态中增加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

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回路接口，

并将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

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

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

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

[0010] 第三步：控制系统投入实际运行，根据实时运行曲线，在线整定一种汽包锅炉火电

机组一次调频控制各个控制回路相关参数，最终达到预期的控制效果。

[0011] 第一步中所述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由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和一次调

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形成，其中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由一次调频负荷量经过非线性函数

f1(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由汽轮机调节级压力与汽包压力的微分之

和经过非线性函数f2(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由一次调频汽轮机综

合阀门指令修正量、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和一次调频时间修正系数形成，其中一次

调频汽轮机综合阀门指令修正量由一次调频负荷量经过非线性函数f4(x)折算后形成，一

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由汽轮机调节级压力与汽包压力的微分之和经过非线性函数f3

(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时间修正系数由机组实发功率经过非线性函数f5(x)、f6(x)折算

后形成，切换条件为一次调频动作计时的时间到达。

[0012] 第一步中所述的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由DEH功率方式

修正系数E、DEH顺序阀方式修正系数和DEH单阀方式修正系数H形成，其中DEH功率方式修正

系数E由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7(x)折算后形成，DEH顺序阀方式修正系数由汽轮机

综合阀门指令经过非线性函数f8(x)折算系数F与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9(x)折算系

数G之和形成，DEH单阀方式修正系数H由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10(x)折算后形成。

[0013] 第一步中所述的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包括汽轮机一次调频能

力判断逻辑和汽轮机抽汽量控制逻辑；其中一次调频能力判断逻辑为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

判断和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判断，汽轮机抽汽量控制逻辑为依据一次调频能力进行汽轮机

抽汽量的控制，当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时，减少汽轮机抽汽量，提高机组实发功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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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时，增加汽轮机抽汽量，减少机组实发功率，满足一次调频要求；

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由多个条件判断得出，包括汽轮机高压调门全开，并且一次调频

加负荷量大于定值I；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由多个条件判断得出，包括主蒸汽压力大于

定值J，并且一次调频减负荷量大于定值K；当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时，减少汽轮机抽汽

量的控制包括关闭6号低加抽汽门，切除6号低加，同时提高除氧器水位，提高高压加热器水

位，延时时间L秒后，关闭5号低加抽汽门，切除5号低加；当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时，增

加汽轮机抽汽量的控制包括降低除氧器水位，降低高压加热器水位，降低低压加热器水位。

[0014] 所述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

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的算法逻辑是：一次

调频负荷量，汽轮机调节级压力，汽包压力，实发功率，综合阀门指令，主蒸汽压力，DEH顺序

阀方式，DEH功率方式均可直接从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实时数据库中读取；  f1(x)为非线

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为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此函数的设置分为

一次调频小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0，一次调频大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一次调频负荷量的函

数；f2(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f3

(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f4(x)

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为一次调频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量；

f5(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一定时间后的汽轮机

阀门开度修正系数C；f6(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

一定时间前的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系数D；f7(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

力，输出为DEH功率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E；f8(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

综合阀门指令，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F；f9(x)为非线性函数发

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G；f10(x)为非

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单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H；

f1(x)、f2(x)、f3(x)  、f4(x)  、f5(x)  、f6(x)  、f7(x)  、f8(x)  、f9(x)  、f10(x)的参数可根据实

时曲线在线整定，整定的原则是通过现有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协调控制系统，保证机组在

运行过程中，满足一次调频要求。

[0015]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是：

[0016] （1）通过设计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

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

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保证一次调频满足要求。

[0017] （2）可有效降低运行人员的劳动强度，且控制效果不依赖于运行人员的技术水平。

[0018] （3）实时性好，现场调试过程简单，便于工程实现。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算法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和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

控制逻辑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算法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的工作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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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是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如图3所示，包括如下步

骤：

[0024] 第一步：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的控制逻辑组态中增加以下控制

逻辑：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

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

制逻辑，保证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性能满足要求。

[0025] 第二步：在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的控制逻辑锅炉主控控制回路组

态中增加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

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回路接口，

并将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

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

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增加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

控制回路接口，并将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的输出引入到此回路接口中；

[0026] 第三步：控制系统投入实际运行，根据实时运行曲线，在线整定一种汽包锅炉火电

机组一次调频控制各个控制回路相关参数，最终达到预期的控制效果。

[0027] 第一步中所述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由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和一次调

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形成，其中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由一次调频负荷量经过非线性函数

f1(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由汽轮机调节级压力与汽包压力的微分之

和经过非线性函数f2(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由一次调频汽轮机综

合阀门指令修正量、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和一次调频时间修正系数形成，其中一次

调频汽轮机综合阀门指令修正量由一次调频负荷量经过非线性函数f4(x)折算后形成，一

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由汽轮机调节级压力与汽包压力的微分之和经过非线性函数f3

(x)折算后形成，一次调频时间修正系数由机组实发功率经过非线性函数f5(x)、f6(x)折算

后形成，切换条件为一次调频动作计时的时间到达。

[0028] 第一步中所述的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由DEH功率方式

修正系数E、DEH顺序阀方式修正系数和DEH单阀方式修正系数H形成，其中DEH功率方式修正

系数E由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7(x)折算后形成，DEH顺序阀方式修正系数由汽轮机

综合阀门指令经过非线性函数f8(x)折算系数F与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9(x)折算系

数G之和形成，DEH单阀方式修正系数H由主蒸汽压力经过非线性函数f10(x)折算后形成。

[0029] 第一步中所述的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包括汽轮机一次调频能

力判断逻辑和汽轮机抽汽量控制逻辑；其中一次调频能力判断逻辑为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

判断和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判断，汽轮机抽汽量控制逻辑为依据一次调频能力进行汽轮机

抽汽量的控制，当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时，减少汽轮机抽汽量，提高机组实发功率，当

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时，增加汽轮机抽汽量，减少机组实发功率，满足一次调频要求；

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由多个条件判断得出，包括汽轮机高压调门全开，并且一次调频

加负荷量大于定值I；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由多个条件判断得出，包括主蒸汽压力大于

定值J，并且一次调频减负荷量大于定值K；当一次调频加负荷能力不足时，减少汽轮机抽汽

量的控制包括关闭6号低加抽汽门，切除6号低加，同时提高除氧器水位，提高高压加热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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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延时时间L秒后，关闭5号低加抽汽门，切除5号低加；当一次调频减负荷能力不足时，增

加汽轮机抽汽量的控制包括降低除氧器水位，降低高压加热器水位，降低低压加热器水位。

[0030] 所述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

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的算法逻辑是：一次

调频负荷量，汽轮机调节级压力，汽包压力，实发功率，综合阀门指令，主蒸汽压力，DEH顺序

阀方式，DEH功率方式均可直接从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实时数据库中读取；  f1(x)为非线

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为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此函数的设置分为

一次调频小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0，一次调频大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一次调频负荷量的函

数；f2(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f3

(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f4(x)

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为一次调频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量；

f5(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一定时间后的汽轮机

阀门开度修正系数C；f6(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

一定时间前的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系数D；f7(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

力，输出为DEH功率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E；f8(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

综合阀门指令，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F；f9(x)为非线性函数发

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G；f10(x)为非

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单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H；

f1(x)、f2(x)、f3(x)  、f4(x)  、f5(x)  、f6(x)  、f7(x)  、f8(x)  、f9(x)  、f10(x)的参数可根据实

时曲线在线整定，整定的原则是通过现有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协调控制系统，保证机组在

运行过程中，满足一次调频要求。

[0031] 本发明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设计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

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

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逻辑保证一次调频满足要求。

[0032] 本发明中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和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算法逻

辑图，即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的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和

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控制逻辑如图1所示。图1中，一次调频负荷量，实发功率，一

次调频动作，均可直接从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实时数据库中读取；热量信号由汽轮机调节

级压力和汽包压力计算得出；f1(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量，输出

为一次调频煤量修正量，此函数的设置分为一次调频小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0，一次调频大

幅度动作时输出值为一次调频负荷量的函数；f2(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

号，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A；f3(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热量信号，

输出为一次调频热量信号修正系数B；f4(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一次调频负荷

量，输出为一次调频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量；f5(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

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一定时间后的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系数C；f6(x)为非线性函数发

生器，其输入为实发功率，输出为一次调频动作一定时间前的汽轮机阀门开度修正系数D；

f1(x)、f2(x)、f3(x)  、f4(x)  、f5(x)  、f6(x)的参数可根据实时曲线在线整定，整定的原则是

通过现有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协调控制系统，保证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满足一次调频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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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中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算法逻辑图，即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

控制优化方法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控制逻辑如图2所示。图2中，综合阀门指令，主蒸汽

压力，DEH顺序阀方式，DEH功率方式均可直接从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实时数据库中读取；

f7(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功率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

正系数E；f8(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综合阀门指令，输出为DEH顺序阀方式时的

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F；f9(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出为DEH顺序

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G；f10(x)为非线性函数发生器，其输入为主蒸汽压力，输

出为DEH单阀方式时的一次调频DEH修正系数H；  f7(x)  、f8(x)  、f9(x)  、f10(x)的参数可根

据实时曲线在线整定，整定的原则是通过现有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协调控制系统，保证机

组在运行过程中，满足一次调频要求。

[0034] 下面以某300MW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为例，介绍算法参数整定结果，如

表1所示。

[0035] 机组概况：该机组的亚临界汽包锅炉火电机组，制粉系统采用正压直吹式，配有5

台磨煤机，每台磨煤机配置一个热一次风调节门和一个冷一次风调节门，设有两台50%容量

的一次风机提供一次热、冷风输送煤粉。

[0036] 如表1所示，表1是一次调频锅炉主控前馈修正量、一次调频汽机主控前馈修正量、

一次调频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修正系数、一次调频汽轮机抽汽量修正量控制参数

整定。

[0037] 表1中与f1(x)对应的x为一次调频负荷量（MW）；与f2(x)对应的x为热量信号；与f3

(x)对应的x为热量信号；f4(x)对应的x为一次调频负荷量（MW）；与f5(x)对应的x为实发功率

（MW）；与f6(x)对应的x为实发功率（MW）；与f7(x)对应的x为主蒸汽压力（MPa）；f8(x)对应的x

为综合阀门指令（%）；与f9(x)对应的x为主蒸汽压力（MPa）；与f10(x)对应的x为主蒸汽压力

（MPa）；该机组的一次调频负荷量，汽轮机调节级压力，汽包压力，实发功率，综合阀门指令，

主蒸汽压力，DEH顺序阀方式，DEH功率方式均可直接从机组分散控制系统DCS实时数据库中

读取；完成一种汽包锅炉火电机组一次调频控制优化方法控制回路逻辑组态，将系统投入

实际运行，根据机组运行曲线，反复在线整定f1(x)、f2(x)、f3(x)  、f4(x)  、f5(x)  、f6(x)  、

f7(x)  、f8(x)  、f9(x)  、f10(x)相应参数，保证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满足一次调频要求；现场

调试过程简单，便于工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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