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3卷 第2期(增刊〕

      2002年5月

核 动 力 工 程 Vol. 23  No. S1

Nuclear Power Engineering M ay.2002

文章编号:0258一0926(2001)91一0021一05

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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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介绍了先进堆非能动余亥州卜出系统专用程序MISAP2.0的理i创澳型及验证分析结果_结果表明:目前

MISAP2.0程序已具备了基本的系统‘设备模型，绷七基本正确地计算典型物理过程 建议在MISAP2.0程序现有的基

础上.增加一回路系统1男，并在应急给水箱模型和空气冷却器模型中增加蒸汽与过字令水接触的界卤冷凝模型、经N;#

一步的试验评估验证后，该程序可以用于光进堆非能动幻洲卜出系统原型RWA装置WM i和分析

    关链词:二次侧;非能动余试洲卜出系统;M1SAM.0档笋;验证

    中图分类号:Tt353̀.l 文献标识码:A

1 前 言

    MISAP(Microcomputer Safety Analysis Code

of Passive Residual Heat Removed System)程序是

  ‘八五”期间，中国核动力院与西安交通大学联

合开发的用于AC600二次侧非能动余热排出系

统试验装置计算分析的微机型专用程序。用于分

析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稳态和瞬态特性

程序验证结果表明，MISAP 1.1程序对本系统的

稳态特性 如压力、自然循环流量和排热能力的

计算与试验数据符合较好，但对系统瞬态特性的

模拟有待改进。MISAP2.0程序在MISAP L I程序

基础上，根据 “八五”试验验证结果和先进堆非

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试验研究的需要，增加了

三回路空气自然对流模型以模拟三回路空气自然

对流从开始建立到稳定的瞬态变化过程;增加了

冷凝回流模型以模拟热启动初始工况并改善冷启

动、热启动工况初期的瞬态变化;增加了功率的

瞬态变化模型以模拟堆芯功率的瞬态变化过程

2  MISAP2.0程序计算模型
    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试验装置主

要包括主系统、三回路空气自然对流系统和应急

补水系统等 主要部件有电加热蒸汽发生器((SG),

应急给水箱、空气冷却器和烟囱等

2.1 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试验装置系统模型

    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试验装置的

控制体划分如图1所示。其中蒸汽发生器至空气

冷却器的连接管道为5个控制体，空气冷却器划

分为6个控制体，空气冷却器至蒸汽发生器的连

接管道划分为20个控制体，蒸汽发生器三次侧流

体沿轴向划分10个控制体，应急给水箱为t个控

制体。烟囱划分为10个控制体。下面分别介绍主

系统、应急给水系统和三回路空气自然对流系统

的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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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习
    应急给水箱在蒸汽发生器低低水位时投人运

行，程序中应急给水箱的注水靠重力作用进人蒸

汽发生器二次侧。这一给水量可视为辅助给水的

一部分，流量通过水箱的水位与蒸汽发生器水位

之差来计算。因此，对应急给水回路，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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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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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
    试验装置控制体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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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路积分有以下简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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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空气进风口到烟囱出口空气的压力保持不

变，则该项为。

    cy 1  ar  Waz、，、.__，__L、__

  ,A.截 pA户“烟囱内空气的加速压
降。它是由于空气的密度改变而产生的，对于空

气在烟囱内等截面通道内流动，质量流速在各个

控制体内是相同的，则有

!(    aIWa2)do A az   pA:=Wa2l 1l Pour一_1Pm“中，
Pi..户姻分别为烟囱管内空气进口和出口的密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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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为环路自然循环驱动压头
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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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试验

    装置主要设备模型

2.2.1 蒸汽发生器模型 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的

热工水力特性比较复杂，瞬态过程中可能发生过

冷沸腾、饱和沸腾、过渡沸腾或干涸等工况。在

两相流中，存在着相间的热力学和水力学的不平

衡、由于U型管的上升段和下降段存在的温差，

二次侧流体的空泡沿径向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因

此，MISAP2.0程序作了如下假设:

    (1)假设蒸汽发生器二次侧内工质的流动是

  一维的，即工质的热力学和水力学状态只沿轴向

变化，在同一截面上具有相同的状态参数

    (2)在蒸汽发生器二次侧内，工质的压力只随

时间变化而不随空间变化，也就是说各点的压力

具有相同的时间特性。忽略二次侧工质的轴向导

热，忽略U型管壁的轴向导热，忽略蒸汽发生器

的对外散热，忽略除U型管壁外任何构件的热容

量

    (3)下降段是绝热的，即忽略上升通道中流体

和卜降段流体之间的热交换 下降段流体始终是

过冷的，只有在失去主、辅给水等事故工况下，

才允许达到饱和水的状态、任何情况下，下降段

都不能带汽、

    在上述简化的基础上，蒸汽发生器的控制体

划分如图2所示 包括蒸汽腔室、给水腔室、汽

水分离器及上升段、下降段 U型管管壁沿轴向

分为Nx2个控制体，二次侧流体沿轴向分为N

个控制体、其中N为任意值

2.2.2 空气冷却器模型 当蒸汽流过空气冷却

器时，会发生单相或两相换热工况，应分别建立

物理模型，并作如下假设:①忽略压力随空间的

变化，空气冷却器的压力等于SG的压力;并忽

略压力所作的功;②假设工质的流动是一维的，

即工质的热工水力学状态只沿轴向变化，而在同

一截面上、具有同样的状态参数。传热学模型中

考虑了蒸汽通过空气冷却器后的多种可能情况:

ll)完全冷凝为过冷液体:逗)凝结为饱和液体;③

凝结不充分.为汽液两相混合物。模型会自动判

别，选取相应的计算公式

    空气冷却器换热管考虑了光管和翅片管等不

同情况，同时考虑了管外换热存在冲角的情况‘_

    空气冷却器沿轴向共划分为6个控制体，参

见图2

2.2.3 烟囱模型 烟囱是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

的最终热阱，烟囱模型对系统瞬态特性的计算结

果影响很大 从烟囱进来的冷空气，横向冲刷换

热管柬，吸热后膨胀上升、与烟囱外的冷空气形

成自然对流，将空气冷却器中传出的热量带走

在建立烟囱模型时考虑了烟囱对周围环境以自然

对流方式的散热，并作如下假设:(l}周围环境的

温度始终保持不变;②忽略压力随空间的变化，

即烟囱中各点的压力随时间的变化遵循同样的规

律，并忽略压力所作的功;③在质量守恒方程中，

忽略空气密度对时间的导数;④假设空气的流动

是一维的，即空气的热工水力学状态只沿轴向变

化，而在同一截面上，具有同样的状态参数

图2 蒸汽发生器控制体划分示意图

3 稳态计算评估
    根据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试验研

究的需要，进行了变主系统阻力系数、变SG液

位和变烟囱高度等多个工况的MISAP2.0程序稳

态计算能力验证计算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比

较见表1。由表I可见，MISAP2.0程序计算的各

参数如系统排热能力、主系统流量、冷凝水温度、

空气自然对流流量、空气出口温度与试验值比较，

相对误差一般不超过10%。因此。MISAP2。程

序能对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试验装置进行

万方数据



24 核 动 力 工 程

表 1 稳态工况下试验结果与计算值的比较

                              试验结果
e‘竺4月 f占

计算结果

)r‘一瓜L认 排热 主系统 冷。 空气 出口、
      加 能力 流最 瓜度 流量 气温度

              /"W     /kg h'      /9; 吨s一，    /9:

排热 主系统 冷凝水 空气 出11空
能力 流I t     AA度 流凰 气温度
/kW     /kg-h-' /i:      /kg..""'      /9:

1     6.67      101.3      184.0     218.5     0.581     184.3

2 6.68       97.3      165.8     194.9     0.582     185.5

3     5仍 的 8      198.8     2552 0.579     181.2

4     6.67       94.6      164.6     229.3     0.515     193.0

100      194.6     218.3     0.600     184.1

95       183.4     216.9     0.595     177.6

104      219.9     249.6     0.609     202.1

86.2     180.6     246.3     0.550     188.6

注 额定工况为:系统阻力系数80(1号2为120).烟囱高度]12.8(序号4为8.8m)系统压力6.7MPa，空气人口沮度329

有效的稳态工况计算

— 冷启动 1卜俘位
一 冲启动 试日位

.‘，
\
勺
迸

4 瞬态试验验证分析
    MISAP2.0程序瞬态验证分析的内容为:根

据试验研究内容，验证、评估程序计算系统瞬态

特性的能力。具体包括:验证全厂断电事故工况

下堆芯衰变余热从8%满功率变化到2%满功率过

程中，系统冷启动、热启动和注水未投人等方式

下瞬态特性_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讨论了冷启动

「况验证分析结果

    冷启动工况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比较见图

3一图6 由图3一图6可见，MISAP2.0程序计算

结果能反应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综合试验

装置冷启动工况瞬态特性的基本趋势

    在瞬态过程初期 堆芯衰变余热比较大，而

此时空气的自然对流流动还没有建立起来，应急

给水箱和空气冷却器的注水冷凝及界面冷凝不足

以吸收这段时间的堆芯余热，因此，主系统压力

上升。随着堆芯衰变功率的减小，主系统压力在

达到最大值后开始下降，空气自然对流流动的建

400 仅阅

  时间/.

冷启动工况注水流量计算和试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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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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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冷启动工况主系统流量计算和试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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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空气流量和空气出日温度计算和试验曲线

目‘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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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5

图3 主系统压力计算和试验曲线

立.加快了压力下降速度，注水结束后，空气自

然对流带走的热量与衰变热相当，因此，压力逐

渐趋于稳定(图3)}程序计算能反映这种趋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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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过程中，主系统经过大约160s达到其压力峰值

7.03MPa，并在注水结束后趋于稳定，稳定值为

4.75MPa左右 计算结果显示.计算的主系统压

力比试验结果上升速度更快，峰值更高 主系统

压力经过大约75、即达到其最大值7.7MPa，注水

结束后又经过 一段时间，当堆芯衰变功率与空气

冷却器排出的余热相当时趋于稳定，稳定值为

4.88MPa左右 造成差异的原因是由于程序没有

考虑大量蒸汽在应急给水箱和空气冷却器里遇到

过冷水而发生的界面冷凝现象:当应急给水箱向

SG补水时 蒸汽通过压力平衡管进人应急给水

箱，在此遇到过冷水而发生冷凝，整个试验注水

过程的注水总量可达79.3kg，大大高于应急给水

箱64kg的容量，可见蒸汽的冷凝量很大。由此可
见，不考虑应急给水箱内由于蒸汽与过冷水接触

产生的冷凝现象 对程序正确计算注水过程影响

很大_试验过程中，应急给水系统注水时问大约

为570s，初始注水流量为700kg/h左右，且在注
水初期应急给水箱内出现了强烈的水锤现象(图

4)。计算结果没有出现水锤现象，初始注水流量

仅为500kg/h左右.且在注水过程中，注水流量
的计算值比试验值偏低_

    另外，由于空气冷却器存储有大量冷水，因

此 主系统在瞬态工况初期能维持较高流量 蒸

汽进人空气冷却器上部联箱遇到过冷水发生冷

凝;随着空气冷却器传热管的逐渐排空，传热管

壁温逐渐升高 烟囱风速逐渐建立;烟囱中风速

在空气冷却器传热管排空后，很快趋于稳定 由

于程序没有考虑蒸汽在空气冷却器遇到过冷水而

发生的冷凝现象，因此 计算过程中，主系统流

量下降很快，空气冷却器传热管很快排空，三回

路空气自然对流流动很快建立起来(图5,图6).,

5 结 论

    MISAP2.0程序验证计算结果表明:

    MISAP2.0程序的稳态工况计算较好，计算
值与试验值的偏差一般小于10%, MISAP2.0程

序的瞬态计算结果能反映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出

系统综合试验冷、热启动和注水未投人启动等方

式下系统瞬态特性的基本趋势。但是由于试验过

程中出现的蒸汽与过冷水接触发生的冷凝现象的

复杂性，MISAP2.0程序目前还没有能够有效计
算这一现象的物理模型，导致程序计算的压力曲

线、风速曲线等与试验结果相比存在差异_

    因此，通过新版本的开发.C1前 MISAP2.0

程序已具备了基本的系统、设备模型 也能基本

正确地计算典型物理过程，建议在MISAP2.0程
序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回路系统模块，并在应

急给水箱模型和空气冷却器模型中增加蒸汽与过

冷水接触的界面冷凝模型 经过进一步的试验评

估验证后，该程序可以用于先进堆非能动余热排

出系统原型和试验装置的设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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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concept which is the threshold between hot resource and cold trap of

passive residual heat removal system of Chinese advanced M R. The analyses results proven: The major

parameter was systemic pressure, system resistance, liquid level，air in-net temperature, air side resistance

and chimney height that is impact the threshold between hot resource and clod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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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although there is some limitation in some transient model, there is reasonable system model and

component model in MISAP2.0, and MISAP2.0 is able to calculate the typical procedures of the passive re-

sidual heat removal system of Chinese advanced P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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