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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矗过蒸汽发生器官束挥拍体试验，测定了不同弯头半径的传热告困布频率和振型.研究

了间醋、支撑缸梅花孔.弯头半径寺因素对传热管固有频率的事响.分别测量了无属合娃应

的面内对称.反对称和面外对称.反对称四种振型的固有频率，并通过单跨和两跨连续直渠

困在握动试验确远了面内振动时弯头处的弹簧系数.前12阶困布藏本的试验值租计算值何fr

得桂好.试验表明z 以结掏固有颇丰敢搞民时，间陆效应使fIi热告响应 i齿的颜带主宽，但典中

碰撞频率成分仍占优势.

美·调传热营困布特性弹簧系数间隙放应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VIBRA

TION OF STEAM GENERATOR HEAT

TRANSFER TUBES

Han Liangbi Shi Guolin Yao Weida Wang Yufen

Zhang Fugao Ye Weijuan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of model steam generator heat

transfer tubcswitb clearance and elastic supported effect was carried out. Tbe

Ixperimer. tal natural frequencies and normal modes of model tubes are found

to b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corresponding analytical results. Both ana

Iy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ntivibration bars between

beads of tubes a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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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蒸汽灰尘器传热管(简称传热古) :(1:先侧 'rll t虫介顷 rill可水比~i;JJ 引 '~[I(J 盹 t&1 会降低热放

卒，严重时造成4'占2停堆.因此，分析传热泣的振必机时在i采1U ftlJ 制品二 qJa~j~，占甜措施足核反

应堆工程中重要研究项目之一.

关于传热背水流振动问题的研究工作，在分析i+JJ方lfIi: 芷献 (I ， 2)川解析; r·研究i:Lk

盹震忏的弯告振功，但未涉反整个传热:rr; 文献。)1日解析il:. .;C献 (4) fl)干jR~元 il:研究i二t~~

热器管子的固有频率和振型.义献。 -4)中支撑板和iit头的支付二条f'I:视为向立，术涉足扣:] \;5;(

效应.试验方面仅见到报道带间陆的直管困有频率数据。上.i:£l. f'l' 与工程实际应用尚有一段

距离.

蒸汽京生器传热位的固有振功试验和分析 :t~( 址测正脱拟体百束中不同勾朵、 F怪的传热

管固有频率和振型，研究多种因素对频:本的~响，并与计算结果机 lli忧核。山 f专热:'Lf在空气

中的固有频率，计入管束的附加质 j且可折换成 w!.~:n: 在高温水中的JJ.ftl 丰:也。 fi 位子在 J:1j i，品水

中的固有频率值能避开比体旋涡分离颜·和时，钉子不去旧 fJ1tlNi]1 起的共缸而i破坏‘另外，作1.~

管国有振动的振型口I供研究传热节水流强迫振动时采用。

二、模拟传热管的固有振动试验

写头*径R (em) I 140.4 I 99.9 I 29.7

传热"径Dz(em): 1.90 I 1.90 I 1. 90

f俑'内径D巾皿) I 1.56 I 1.56 I 1.56

L 3 I 115 I 115 115
比 I I I

I L 4 I li5 I 115 118
(em) I I I

L, , JIB I 118

'锥..B (MPa) 11.96)(IO'I I.96)(IO' \I .96XI0 6

ItiIlP(kC/cJr.3) 17.85)(10"3i7.85X W- 317. 85x 10 3

泊枪炮. I 口 .3 I 0.3 I 0.3

114

liS

39

75

39

75L 1

L.f.J

2.1 幢幢.噩

试验模拟体坚直困在在刚性地应七，如因1所 jJ~.m 刚t'1.: M!~~fU丰支吁:立扫q泛的羔nU~t

器容器.截取节板直径两侧的七排f专热节节束愤拟:r'r·· (- fuj n~J 十11 丑在呼II. ffd~飞行的甘径. ~~JJ/ .

.1 僧...的翩翩 iJi i

版篇戴帽， IU!ffl I 时21 时3

时 I lA川、恢归作

. z .



弯头平径.支承条件、排列方式.节目.，向花孔支撑R尺寸、问院和防震杆的i~ i'l均与女物

相同，钉子原始数据见茬儿

振功试验院拟体与实物相比于1几 li.简 ft.:

(1) 计算表明z 节报对传热甘下端的约束是简支还足固立对其固有频率值影响不大，所

以将甘板限度山实物的450mm 陆至50mm o

(2) 计算去叨:将传热:(1且节段(简称直段〉的呼防部分暗少一.二跨对相应传热件的

1且阶频率茹晌不大，此将模拟体传热节直段部分戚少两跨以降低商度.

(3) 支撑报材料采用弹性核日:fI1 ili. . )嵌铜代替不情钢. .n.通过试验 ell 验证过.

2.2 测试方法

f专热节·包括弯央和:i'Lf1同昂分。 3号头部分，、t1巧失半径 R 大于297mm 时，有防1ll轩支

持:直段部分由~日支撑板支持，但板与甘于间有设计间隙.根据平面弯营的振动性质e I. II

和计算钻果。1纳: f号?民节的振功可分为同类，一类为:(E其自身平丽内的振动，称为"面内振

动..另一类为垂1'(于其白身于丽的振动，称为"而外振动'.由于传热告的结构对称，同

类振动形式又分别存在对称振刑和反对称振型.因此，传热营的振~!可分成面内对称.反对称

和而外对称.反对称四和11 0 由于这四季I'振*.'!之间无搞合妓院，因而可以单独进行测量.进行

多防非刚性支承连r~~的固有频平和振JI'!测日难度校内，特别是叮支承问阳处HI现"共振碰

棉"现象时的况将更为复杂。

试验巾主坚考虑从赞休k研究节于的固有振动特性，着重分析弯头平侄、支承方式、节

束中1~-T·相互作用非因素的;在响。~于间pC对传热ff和支撑板的碰摊放声.将另立研究.

2.3 测量位'赢罐

测马I仪.~~ f~l系统见罔20 用 :J~振 iJ;测吐传热仔的各阶固有频率;由传热仔上各测点不同

的振动丰n他及o/['H/'( (rtlJI.:t~ 'IT fl自)来确定服刑。:散振 {;j号'为正弦波戎白呢 j170 拾振f专店黯为

YJz- ):II'! J1~电式 fJ:速度 i ，.。

‘伏.

SIll示..

箱'但

..但最优

同 2 问有极 I动试验测试系统

三. f专热Tf固有频率和振型的计算

f'NM'n叫 {H~(;和计算巾，将作热付手 un饭店接处视为间立. f传专热»/\:飞i

伺 J主l: fIi热竹 ~nl山fE 杆 {1:'lffi 外振功 n·t (J(]~~ 触视为简立， {f:'丽 r}.，1极 i~时(r.]扭做;悦 1.j~啦 t'l:.文乐，

• J .



如固3所示-

3.1 "惶..曲..
从两跨直冒连续 f祀的固有振动试验中确忘与实物支承情况相同的中间支承处的弹性系

数，作为防震杆支承处的拉压和扭转弹性系戳，用于传热告面内振动计算 ·0 两端连续 12两端

处的弹性系数，刷出相应单防梁的固有振动试驻确应。

因4(a) 中，单 1·， 弹性支承型的振砸方程为=

y=acoskx+bsinkx+cchkx+dshkx (I)

y

..
卡'a

' 1.1

z
z

同 3 f'i热1'\'('向支承条n

其边界条作为 z

x=o , Ely"'Ir. o=-βo y! r=o ，

Ely" l>z o=ooY' I. 驾，。

仨zff
, Ibl

t
阿 4 岛;0丐呻-性?在数的「在防和双Z号:在

(2)

(:l)

利用对称和反对称性， :(J:x=l处

珩阶振却'l y' =0 , ),'''=0 (4)

偶阶振咽 y=O , ),"==0 (5)

将 (I) 代入 (2) '" (5) 分别~~J.YII t(t防仰t'l:支乐活的-，:r阶和偶阶频率方再为z

6. I. a.6 飞 20
Em飞 -(l-?拮τ) (t ll;kl + t hkl) - ;;;，;刷hkJ=O (6)

4叫(1-古辛午r斗)(ct向峭骂阱盼k

叫三扩ι三王τ:
旦旦

Elk J

真巾

、•.,向
4
·

，
，
.
、

(8)

式 (I) "" (8) r/lM. E1. 21. I分别尼 tM号!祀的统朋 r，~. :叮f甘~ II巾II川"刚皮度.\. ~防夺 l仨二初 l问冽 r布i频韦 ， Q钊8 •

9ι.2J晃是!巨足~两端址(的H向j川川|忏川fl 转丰制11叶t机但川

lif;求)(:~品对·t I，:，々训，~((.白j σ o•β。例 •

, .. •



因4 (b) r~l ，和!用两院哼跨连续吸ff;构的对称性，二fi f'，\ (I) 左端边界 (2) , (3) 式.

典中间边界条件为=

x=I , Ely'" [r. l= !J .y!. , i ,

Ely";z- t=-a ly'l r ， r 。

将 (2). (3) , (的、 (10) 代入 (I) 式， J撬开的可得 z

β.(a.r/. ， a ， βE 、 ， I. a 二牛、
L=-.~ I( 1+ 一一一~I+I:--=ττ孚.t.- Jcos'dc hJd£lk 3 lElk L飞. • £:Pk 4 J • 飞‘ 1t 4 I

(9)

(10)

βI ，_._.~.. _t....._.. _._. _'-....'" 1
+E丰(叫t 州+创川

+(1-手fLlx(ωkl shJd-si耐 chkl) +坠ωkl chkl
飞 £1p底 I J" '---'0' ""0- --.._- .....-, • Elk

1 t. a. (J. 、 a. I
+旦气sinkl shkH-II-一一一 lsi nkl shkl +-:-1- (costl sh,er
ι，属 I 飞 £1 ，.k ‘ J-'''~' -..... • Elk 飞

「叫i仙btl削I肿)忡+2品护(们cω叫osk川k

〈们II) 式申m. £.日I. 21. I分别是两跨连tt:架的技服吐.巧 dll 刚度.总民和罔=I f 频率， a..
(J., &I., (J.~JJ1I;'i::两瑞在Jrp间支承处((-J扭转和拉JI~弹性系数.用试验方法测出两跨咋跨连

续荣的两个固有颇丰后，由前追&I.， (J.并利用(的和( II) "iiI求出町，乱，供f专热管固

有振动计算中作为面内振动时巧央和~jj震杆接触处的扭转租拉压弹性ffi.敢.

单跨直嚷和双陀连续j'(帘的第一.二阶回有频举测:t值分别为fi5.0 ， 184.1和202 ， 266Hz，

直营的内外侄分别为1.56和1.90cm， 1.在 r.j梁的跨 l二为 IOOcm. 双跨连续璋的跨长为50cm.按

(6) '" (的和I (II) 挨算(f-J &lo. (J.. ell.β1世分别为6.82XI01N. m.6.867xIO'N/m ,

1.8504X J0 3 N • m和2.296 X 10'N/m 。

1.2 •害'晴讲篝

计算中采用了SAP-5结构分析fUf(们的节if! ji;lO边界元，每跨贯II分为4个节单此，曹先

比段了单元划分敷口对附有颇丰的度的~;响z 比较了传热节句夫和直轩的阴;(j顿午解析解和

SAP-5解，两种解的拮束仲介饵较吁.计JHJ.f1j 的传热n固有频率值按面内对称.反对称，

面外对称.反对称四种振!tU1贯 ll.l瑰，四个振'目以相近的同有顿*m为一织，远在明传热智

的结构对四种缸里具有·咋刚度"的忡，质。

在传热管间有艇功计算中，弯头rll点 1r下列性质z

J. 丽内对称极响中，在巧1，中l.i.址水平R移和l绕Z铀的转I~J为芋，即14， =0 ， 8 ,=-0.

2. 面内反对称撮~!巾，在弯')，叫'/i.M码:铀方向{\.~移为军，即......00

3. 而外M称'民咛!巾，在巧头r\Jl.i.址统对你制I (('J转 I布为弯. r~J8.=0.

4. 丽外反对称振It~rtf.在母 1、·巾点处喉1'，: ·r fIi ~~n所在1'.丽的优移及结水手铀的转功
为零，即 ...-0. 8..-0.

上盐，民贯性质可用来如 j断阿 :(f频书和l振 ~H'饵的什用.柯:.也可作为约束条件将 {Ii热轩撮

咆分为两费1戎凹纠[i!"饵.

. s .



四.试验和计算苟栗

4.1 幡蝠'在空气中的圄害频率值

试验模拟体上典J!i'!1'1热节间有1页字的试验的见古生何在3. *~布'1. 1! !I t足见阿5 ，计ff.伯和试验

植树合悍较好.

.2 .噩警画外篝动固有频率值(Hz)

阳阶戴| 模型骨 1 I 模理特 2 I 模型管 3

H 测喧能(计算值;饭费|测研饥 it 11 倍!振理(测!'It fli : ii- 算倪(振塑
一 一

41.3 40.4 ~t .fj; .1 41.0 41. 1 35.3 33.2 ~·t 称

, 41.3 40.5 反 lt‘ F午h 43.i 41.2 反对你 40.6 39.5 反对称

3 51.6 52.2 ;(·t 称 i 50.1 54.0 对柯: 43.6 45.6 l-t 称

4 54.1 52.7 反对fI; 56.5 5·!.1 反对称 51.3 50.2 反对称

5 66.9 63.i 对称 65.4 i l. 2 lot 构: 62.6 60.6 ~·t 利:

6 iO.ll I 69.1 反对 fj: 68.4 ,1. 2 反对柯: 6i.0 65.9 反对你

.3 .盟誓'内篝瑜圃'癫'值。 fz)

缸，阳 1_ ___甲丰 tt 1 上模型管 2 I 樱理主一!

" l 割愤倪 计算倪 ikmj 晴值[计算他|饭塑!iI!f咂倪!计算假(报琅

42.9 40.3 f二;lJ 町、 30.i 41. 5 反对你 40.6 40.6 反对称

2 48.9 41.11 对柯: 45.0 42.3 ~t fir. 4\.6 4\.6 ~·t ft

1 51.6 51.3 f之;l'!rr. !i 4.~ 54.4 li:H 桥: 52.6 51.8 ，7.对!1、

4 "r'··. ,• 5:;.0 ;l·t 肌川川 .、 50.6 56.3 ;c.t ft 55.1 54.1 ~·t ~~

!r,z;t·l f.l:5 65.6 66.0 6日 .4 i l. 2 反对你 68.i 66.8 反对称

6 i l.:l iO.i ;t·l t',: 俨盯 O川 ..,晴 72.7 ;lJ 柯: 69.6 69.0 对称

4.2 惰..在高温*中曲目宿..值

作热轩在内j品水 III 的间有切!中(，'i.llf t去的热门{t::-;.;飞r1 1 (I~J 间有树干了听jtE，民在 i!.;.飞为:

j E.lE
,=V I+m水im / (12)

(12) it巾I. E. m分 ~;IJ 1:1 flii~ 钉在'，;.:飞 III (j~J llilf! ~I;[*.怖n机II! ~， l 乎~lr且质时. I,. E， 和1m水分

~JII.为仲热1'!~~ {I: ,:':j ~.品水J\ I (('J 附有制，扣， 仰↑「刊'I 机阶.1t:川$让i 川 y歧￡号号7lt!川1

m=芋{例D町~-Dn门) =7. ~Of)l.'i X I 川ll;/rm 2

m俨m川川=TDf+Cm 斗.L. Vi嚣 !>.IJO:113 x I 叫Il;/时

. 6 .



513011~42.9 Hz

I z=4..9Hz

2250
A 八二: _ :.-! "'" /'\. --Jt.

，，-飞r 『'?T气户'飞.r -- t'

- 2250

11121,==51.7Hz

4'011=41.3Hz

fa?又llSIUh 八 4
MYJfmvr v v

- 2010

Is == 65.6Hz 780

• 1\ f'V...J w O-J\ -.A区
工w· 阿飞;川[

286

-d Anh
Mw ·V YJW …
Is ==66.9Hz

I. ..71.3Hz1.=70.9Hz

NlTnJ n-A k
of ".... • , \J 7"~ V ifJ…,

·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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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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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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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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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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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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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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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dB
辄遭瘦 j削

位移

101

。l

10 20

图 7 模型管 2第一阶固有频率激振时的响应谱

(a) 丽内1.-39.7Hz (的画外11 -40.4日z

(b>ldB

100

(al

301

201

。 。

'
ω

EI--····2·EAO

"
曲
'

佩
位

dB

501

(C)

40

20

III

0."

因 8 模Jl~甘3~飞--二. \-[~"r I，'il有频率激标时的呐liZii'r

(a) 而内1.-40.6Hz (外仙'怕) ; (b) 而外1.-35.3Hz;

(c) 面内12-41.6Hz; (d) 刷内110 "'80.oHz.

其中ρ.ρI. P1仙C..:ht(材 .t'? 内水， :tf外水的密度和节外水Jr.J 附 )111 质:，t系数。附)JJI 所 :rt f王

拙和甘于'的排列1h'i:. 以及钉子外径与竹子'(:fun的比也有灭，附)m 191M系数C..Jr.JJU 的 "f挺立

献(8)0

B,-1. 707X 10'MPa , 111 (12) {~厅， =0.692 I

• 8 .



4.3 支撑篝与曾于阔阔"时'萄糖幢曲'响

试验中研究了以传热管固有频率相同的正弦放激振时支撑板与官子间间陆对传热管振动

特性的彭响。试验表明 z 间隙使它子的响应频{ii变宽，在响应话上除敢振颇丰外还有其它高

额戚分，但激振的频率一般占优势.困6. 7. 8 (α). (b) 分别是以对应面内面外第一阶

固有频率激振时，模型告 I ， 2 , 3的响应 i齿。因8 (吟 • (d) 是以对应面内第二.第十阶固

有频率撒振时，模型告3的响应币。图6.......Sg 1 • 位侈响应i击中激振频率成分占优势的性质更

明显。位移幅值分贝敷和速度幅值分贝数的天革为 z

(dB).= (dB)..-4n (13)

其中 (dB)~在] (dB).分别 JJ:位移幅植和)JII j虫应$MWII(J jt JJ!款 • n;~ I/:q汪彭i程的功颜悦上中心

频率的序致。

五、结论

涵过试验和分析，对传热:rf (('.!因有振i;!J特性叫以作-兔rfJLJJi钻出:

I. 不)JO ~jj在抨的大~f':佳句夫的监阶固有频J和 ttMI"i l'i tf段的正阶固布要到半低得多，传
热位弯头部分)Jlli主附在忏以提 I~:j结构刚度是必型的。

2. 试验表[91:传热行11*中告子间的中IJ互摇响比位间挫，考虑fMEiY固有损二年时时以

分别研究不同弯去半径的单根传热t了。

3. 计算表明g 当支撑板的文承弹簧刚皮k赳iil !t~个值n·t. 作热fY弹性支承的振功频卒

与简支 (k-∞)的版字也相同。试验巾测hi了模拟Ii岱 {I:;在同方向的振动，通过数据比较

舌IIJ. »民功立iJiIJ;{J因有颇丰的政振型的路时，]不明白..从振功角度分析，支撑板的梅花板与回孔

在间|白为O.5.......0.6mmllJ"， J~J共有足够大的刚度，所起的文吁:作川JL2与简支哼效的。

4. 立排板JJ钉子间间因!快节-p的晤j向颇，;if 主宽， iU现刮好!成分。以结构固有频率相同

的正惶诚激以时，呐，\;~it~， III激振颇丰成分 IIi 优势。少j外，归'J \;j;1 (J(J -1i-1f: 金山现碰撞现~。这种

"J七拟碰恤" '.I 1 ，t马 (I(J位植 )J 与间|到Uri:之间的天磊将少ji义:i-t i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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