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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汽轮机由转动部分和静止部分组成,内部主要有汽缸、转子、联轴器静叶片、动叶片、汽封和
轴承等构件,每个部件会因不同的因素在运行过程中产生许多故障。电厂汽轮机由于长期处于高温、高
压的环境中运行,致使电厂汽轮机设备常常会出现一些故障问题,如果工作人员发现电厂汽轮机运行问
题,需要及时对故障问题进行处理,从而提升电厂汽轮机工作效率。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汽轮机的主要类
别,对电厂汽轮机运行故障的原因及其处理对策进行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 汽轮机；类别；电厂；运行；故障；处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Faul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Operation of Steam Turbines in Power Plants
Fuwei Yao1 Shengli Yu1 Manying Feng2
1 Inner Mongolia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Jinshan Thermal Power Co., Ltd
2 Inner Mongolia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Materials Co., Ltd
[Abstract] A steam turbine consists of a rotating part and a stationary part and its inner part mainly has
components such as cylinder, rotor, coupling stator blade, moving blade, steam seal and bearing and each
component will cause many failures during operation due to different factors. Due to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the steam turbine in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environment, the steam turbine equipment of the
power plant often has some faults. If the staff finds the operation problem of the steam turbine in the power plant,
they need to deal with the fault in time, so a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the steam turbine in the
power pla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ategories of steam turbines,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failure of steam turbines in power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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