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罗斯蒙特 708 无线声波变送器

Barking Power 使用无线声波监测技术
降低了蒸汽成本并提高了工厂效率
成效

通过对高压过热器进行早期泄漏检测，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蒸汽损失（1400 欧元/天）

消除了持续数周的由多处缓慢泄漏而导致的蒸汽损失，预
计达 4 公吨/小时

改良了电力入网能力，使其更快速、更稳定

提高了整个工厂的效率

通过关键资产的早期故障检测减少了计划外停车时间

“总而言之，我们提高了工厂效
率、减少了蒸汽损失并提高了工作
人员的安全和生产效率。
”

应用
无线蒸汽监测和管理

客户
Barking 发电站为 Barking Power Limited 所有，由 Thames
Power Services 负责运营，是英国最大的私人发电厂。联合循环
燃气轮机（CCGT）能够生产 1,000 MW 的电力 - 约为英格兰和
威尔士高峰用电需求量的 2%。

挑战
英国对发电市场放宽了管制，这一举措推动了发电厂进一步降低
整体机组发电成本的需求。原本为基本负载发电而设计的
Barking Power 现在需要参与高峰电力市场的竞争。为了提高竞
争力，他们必须持续降低成本，并提高灵活性以满足短期合同的
要求。
“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最高热效率，
”高级控制工程师 Tony Turp
表示。“我们有绩效模型，并且一直在努力提高热效率，哪怕只
能提高万分之一。
”毫无疑问，工厂需要面临时间和资金的挑战。
“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蒸汽管道，
”Turp 补充道。
“我们需要最
大程度减少所有蒸汽管道上的蒸汽损失，这包括进入排水管或任
何蒸汽疏水阀的蒸汽，任何排入大气、启动排气孔、底部排污管
道等的蒸汽，以及任何将增加流出废水量或导致需要使用更多水
来填补任何损失的情况。
”
为了将损失最小化，操作员需频繁巡视，以便在正常操作期间识
别通风孔泄漏、泄压阀（PRV）未固定和蒸汽疏水阀故障等问题。
严重的单一泄漏点比较容易检测（大部分情况下），但是少量泄
漏可能 2-3 周都不会被发现。尽管这种情况下损失的体积较小，
但如果多处泄漏同时发生并持续 2-3 周，在工厂绩效下降而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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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Turp

高级控制工程师
Barking Power Station，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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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之前，每小时的蒸汽损失可能高达四公吨。因此，Barking 希
望在工厂绩效受影响之前，找到故障蒸汽疏水阀和故障阀门引起
的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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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技术结合 WirelessHart 可以实现整个工厂
（包括远距离区域）
的蒸汽疏水阀、
排气阀和 PRV
的在线监测。

据悉少数排气阀会在开车和停车时卡滞，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手动监测。手动
监测不仅耗时，还无法指出泄放的时间或原因，增加了发生安全、违规或环境
事件（如果是 PRV）的机率。

解决方案
®

将成熟的 WirelessHART 声波“监听”技术与集成温度测量技术相结合并部署
在整个工厂，以便监测蒸汽疏水阀、PRV 和排气阀。这一创新型技术组合为识
别可能导致计划外停车、涡轮效率不佳和能源损失的问题提供了可靠且经济高
效的解决方案。客户在关键的排气阀、蒸汽疏水阀和 PRV 上，通过非侵入方式
安装了总共 100 台罗斯蒙特 708 无线声波变送器。
Barking 发电站有过在工厂使用 Wireless HART 网络的经历。尽管网络覆盖范
围广，并处于电厂的严酷环境下，经证实无线网络仍然十分可靠。因此，Barking

以前需通过手动检查监测蒸汽
疏水阀。这不仅耗费时间，还无
法指出泄漏的发生时间或原因。

发电站对于使用艾默生智能无线技术实现这一新应用十分有信心。
蒸汽疏水阀
该工厂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分别是包含两台锅炉的 400MW 机组和包含三台锅
炉的 600MW 机组。为了覆盖这两个区域，客户部署了两个新的现场无线网络，
每个都配备有可支持多达 100 台设备的智能无线网关。
第一台声波变送器用于检测故障蒸汽疏水阀，软件将通过“监听”来发现噪声
等级相对于预期值的变化。如存在任何偏离正常状态的现象，都将向操作员发
出报警，以便其采取纠正措施。这样可降低在生产期间发生重大泄漏的风险，
最大程度减少了能源损失。
在运行的第一个星期，新技术就识别到高压过热器蒸汽疏水阀的一次泄漏预计
该泄漏的成本将超过 1400 欧元/天，其中还不包括操作转至热待机模式时的压
力损失、工厂进入冷待机状态的氮损失、增加的废水排放量和水及化学品用量。
蒸汽排气阀和泄压阀
在部署了 35 台声波变送器用于识别故障蒸汽疏水阀后，Barking 发电站很快见
证了这些设备的潜力，于是安装了另外 15 台无线声波变送器，用于监测 PRV
和蒸汽排气阀。
“蒸汽损失不局限于蒸汽疏水阀，
”Turp 表示。
“排气阀可能在开
车期间卡滞，或未能正确就位。以往，我们通常安排操作员在这时查看故障阀
门，但是安装了无线声波变送器后，我们可以从控制室监测这些设备，无需进
行现场检察。”
其中一些阀门位于 25m 高的锅炉顶部，操作员进行目视检查的难度很大。远程
监测显著地提高了操作员的安全，并改善了排放报告。无法全面了解泄漏状况
会增加安全、违规或环境事件的发生机率，罗斯蒙特设备能够非常精确地报告
泄漏，或在泄压阀打开后的一秒钟内立即向操作员发出报警。操作员可以将带
时间戳的报警与过程条件或环境报告进行比较，以便识别造成泄放的根本原因。

节热器安全泄压阀上检测到的噪
声向操作员发出报警，提示存在
影响工厂正常运行的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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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现在，该厂已安装了三个无线网络，可以在工厂任意位置添加设备，而且成本比添加有
线设备要低许多。
经验证，这些设备有效地减少蒸汽损失和停车时间，并节约了操作员的宝贵时间。
“我们
不必再指派一名操作员在开车期间查看该值，
”Turp 表示。
“阀门可能因海水中的杂物而
发生故障。声波变送器在排气阀卡滞时向操作员报警，只有在这时操作员才需要检查设
备”
。
这些设备已安装超过一年，事实证明它们的性能十分稳健。最近，排气阀泄漏时的高温
蒸汽淋湿了一个声波变送器并持续了一天才被发现，但并没有影响设备性能。
“这些设备向我们更好地描绘了正在发生的情况，
”Turp 表示。
“有人说它们就像婴儿监
护器；只要它们没有发出报警，就表示一切正常。
”他还指出，Barking 发电站现在可以
更好地规划其维护资源，以避免产生影响效率的损失。由于可以提前计划维修，他们不
必向第三方承包商支付佣金，
“总而言之，我们提高了工厂效率、减少了蒸汽损失，并提
高了工作人员的安全和生产效率。
”

“这些设备向我们更
好地描绘了正在发生
的情况，”Turp 表示。
“有人说它们就像婴
儿监护器；只要它们
没有发出报警，就表
示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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