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UNDFOS CASE STORY
丹麦 Haderslev

降低废水管网中的比能，

进行可靠的流量估算

“It pays off to work closely with suppliers. We gain much more than just setting up and running a
pumping station,”says Casper Højlund Koch, wastewater network manager at Provas.
当前情况

Provas 是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南部 Haderslev 市的
市政公用事业公司，负责处理饮用水、废水以及废物
管理。像许多其他公用事业公司一样，Provas 需要
降低运营成本，为未来的投资保留空间。在 150 多个
管网泵站实现节能将帮助 Provas 达到这一目标。然
而，Provas 还有另一个挑战必须解决。

实施一个管网重建项目后，该市四处的废水都输送最
远 60 公里至 Haderslev 进行集中处理。大量的浸出
水使管道中的水量每年都会猛涨到 1000 万立方米左
右。而 Provas 只能处理 200 万立方米的浸出水，这对
企业很不利。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每个泵站的流型进

行详细的审视。这可以通过安装外部流量计来实现，但
由于这是一项重大投资，Provas 开始寻求其他方案。
Provas 很想知道现代泵控制技术是否可以提供解决
方案。
“如果我们不想陷入运营成本的泥潭里，了解我

“我们利用彼此的优势，寻找像
格兰富这样好的合作伙伴，这是
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我们
真的会从中受益。”

- Casper Højlund Koch，Provas 废水管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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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泵站如何运行，以及以何种价格运行至关重要”
，Provas 运营经理 Erik Jørgensen 说到。
“我们希望
花尽可能少的时间来检查这些问题。而当泵站确实运
行时，它们应该在最佳工作点上运行，这样就能尽可能
少地消耗能量”。因此，该公司与格兰富紧密合作开展
了一项测试项目，以节省能量并获得泵站级别的详细
流量数据。

话题：管网泵站的流量估 算和能量优化
地点: 丹麦 Haderslev

公司：Provas（垃圾、水和废水公用事业

解决方案

Provas 和格兰富决定测试一下格兰富的“专用控制装
置”泵控制器是否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该款控制器可
用于管网泵站和主泵站，具有许多用于正常泵控制（例

高级功能包括能量优化（用于具有内置 VFD 的
泵站）和流量估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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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彼此的优势，寻找像格兰富这样好的合作伙伴，这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我们真的会从中受
益！
”- Casper Højlund Koch，Provas 废水管网经理

流量估算功能可以计算泵站流量，不受泵速的影响。与
能量优化功能一样，流量估算功能也会不断进行重新
校准，以确保尽可能高的精度。
这两种专用控制器功能经过了三个月的测试。流量估
算功能计算了 Haderslev 周围三个泵站的流量，并使
用现有的外部流量计对结果进行了验证。此外，在其中
一个泵站的废水泵上对能量优化功能进行了测试。
工作原理

专用控制器中的能量优化功能可以帮助操作人员设置
泵，并且可以根据运行条件自动调节泵的频率。这意味
着为公用事业公司带来优化的比能，并尽可能降低能
量成本。

获得的结果表明，Provas 可以通过使用格兰富泵控制
器技术得到许多优势：

• 该公司将实现运营成本节约（比能更低，无需安装昂
贵的外部流量计，通过基于实际情况的维护计划减
少现场检查的需要，并有机会减少管网中渗出水）。
• 该公司能够更好地概览系统情况（每个泵站的详细
流量估算，有机会迅速确定当地的问题并查明渗出
水的来源）。
• 项目规划可基于实际的运营数据和流量估算值，而
不是通用的计算模型。

Erik Jørgensen 和 Casper Højlund Koch 都对项目
的处理方式感到很满意。
“我们与格兰富的合作很不
错，一如既往”
，Erik Jørgensen 说到。
“双方都着眼于
获得好的结果”。Casper Højlund Koch 还将成功的合
作视为此次提高系统效率的项目的核心部分。

“如果井里有足够的水，控制器可以使用扫描功能分
析所有泵电机的工作频率，并显示频率和比能之间的
相关性”
，格兰富销售工程师 Finn Dalsgaard Nielsen
解释到。
“然后，您便可以轻松地快速找到提供最低比
“当然，技术方面很重要，但我倾向于认为最有趣的是
能的频率；这个功能会在初始设置泵电机频率期间为
过程本身”
，他说到。
“我们利用彼此的优势，寻找像格
用户提供指导。一旦泵运行，专用控制器就会持续监控
兰富这样好的合作伙伴，这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
比能消耗并根据实际工作条件调整频率。如果井中的
看，我们真的会从中受益！
”
水位较低，也可以使用此功能进行初始设置。
”
流量估算功能根据井水水位、输出压力和泵的运行数
据估算废水流量。
“这个功能与井中的废水输入流量
无关，即使在不同的泵速下也可以计算流量”
，Finn
Dalsgaard Nielsen 说到。像能量优化功能一样，流量
估算功能会自动进行重新校准，补偿泵的磨损，因此始
终能够提供精确的估算值。
结果

三个月的测试结束后，结果很明显：三个泵站中的一个
比能减少了 36%，所有三个泵站的流量估计值都很精
确，误差在 5% 以内；对于 Provas 来说，性能足够好，
可在日常运营和长期规划中使用。
“鉴于我们处理的
水量很大，出现微小的差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估算值
完全够了”
，Erik Jørgensen 评论到。估算还便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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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FOS 供应：

使用格兰富专用控制器对 Provas 泵站进行能
量优化和流量估算。
点击此处了解关于专用控制器的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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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优化功能为带变频器的泵优化了工作点，降低了
比能。该功能不断进行重新校准，这样泵的磨损和其他
安装条件就不会对泵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地对运营进行规划。专用控制器允许操作员监控比能
消耗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便于对清洁和维护进
行规划，从而优化系统能耗。
“也许我们只需要每六个
月使用一次清管器，而不是每个月使用一次”
，Casper
Højlund Koch 说到。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工时用在
需要更多资源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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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泵启动/停止、泵更替、溢出测量以及警报和警告）的
标准功能，而且还具有几项用于废水输送的高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