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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工re:在压水推稳压嚣中的啧雾器.矗常ru变小的反应堆遭 IIHJ的压障作h啧雾庄茬，邸

，电啧，诅量嗣相对辑大.像在得辑佳的雾化性能十分困难.本主总结了喷雾I巨走在 O.I!1

0.245MP.. 喷雾蔬量在5--501/‘革圈内的五种英堕，共z7神不同结构寥数尺f啧雾3((.1试

撞研究结果.初步拽出了'医响雾化厦英纱布特性的主费困章，并推荐tH~Il't合适的喷雾器拮

钩，供理运行而担改进.t展的核动刀装置犀压水难核电站莘王徨用喷雾嚣的造型 .it计}1

试撞时参考.

提..压水难稳压器啧雾嚣雾化性锥



EXPERIMENTS ON THE SPRAY NOZZLES

USED IN THE PRESSURIZER

OF POWER REACTOR

Diao Wentang

(R.cscarch IDI1itute of Nuclear Power Operatioa , Wuha.)

ABSTRACT

The 叩ra， nozzle, .hi~h operates ia the press-rinr of press町ind watn

a.lear power reactor s,sle.. lIS.all, uses a less dine…tial pres..re beh.na

IlIe nactor inlet and o.tlel as Ihe spra, drin press.r膏， b.t its flow rate is

nlatinl, larler. It is eli ffinlt to obt副n a opU..a. spra, perfor.an~e of sach

a nozzle. This paper elescribes tile ..peri...tal resalts of fi刊 t，pes "f hrenl,
snn spra, n,zzles in eliffereal slract町es and sius with the ranle of the spra,
elri.. pressure froID O. 12τto 0.245 MPa anel the flow rates fro. 5 10 50 Vh.

The .ain factors aUeelins spra, performanc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eharactcr-

islin han bun foaad. And so.e relalinl, suitable spra, slrvclures h.n been

reco.mcadeel , which can be useel as refereacts for imprQYinc the spra，田。zzlrs

useel in the pr蕾lSurinn of u:istinl PWRs or of Ihe PWRs to be buill.

, 1 •



、前言

在压水雄稳压S内所配置的啧霎嚣.主要用于衷瞌系统的正革萄.通过喷雾罩嘀入自旺

嚣矗R空间盲陋的过冷水.筐否先分、有放地与诅鞠蠢r(进行模集面is词所妻求的目的.副

主要取决于喷雾罩的'化佳能.为了.量一个喷雾嚣霉缸佳捷的优芳，黯嚣}正水难DP;'嚣的

工作辑点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进行研究z

..压量-..特性 z

2.雾缸流量分布特性2

3.霉缸液裔的.mlt:

4.雾缸'民角.

对一个结构.尺寸巳定的喷雾器来诅. :J电班量.雾ft顿植度.雾it罐角取决于峨霉阵:挂

的大小z 喷雾臣是越大革量越大.雾缸.植度越小.雾缸罐角加大式就小.然而，在ff水罐

a压雷申用的晴.嚣的喷雾压搓，周矗雷是稠用反应罐遭tU 口的IF.陪.i衰臣是一幢仅为D.I%7

-o.I..MP-，丽啧雾蔬量根据反应雄功率的大小在5-、 101/.范回内， :;;属小H二楼大流霞喷

雾疆. .篝得段佳的雾化佳能，必2页Y.喷雾嚣的?在鞠t进行窜入地试验研究.

为此，我们没计了五种类费.共n种不同结构雪ntR寸的呗雾罩，以探i·t不同:'t精以厦

胃集型面结构寥数不同的喷雾'但J雾缸快捷.通过挥机试验初步t'. lH T 串响雾ft政典施量外

布畴性的主要回章制合适的哦雾嚣结构.本文蒋介绍lIC'i雾陀YF:在0.12τ、 O.24SMP.. 啧霉挠

雹在5-50I/h范围内的这五钟t~. 共η种工在同结构巷1H~-，I'用军嚣的性能试较结堪，fJ~呢

?益fi 丽呼能改!'1发悄的核功fj裴挠和H~水难核电站τJ:ft. rfrf芳 :1;贺的哈雷嚣的遇，叼• i~H}~

试验时的参与.

…·、 试验用喷雾稽的结构原理和设计

t程!:rfr JI ~ if-I喷雾离尽管各种各样，但筝f£果用离心价 ;1日 liJIR. 在离心式喃雾器巾. ;健

体在外压是作1!l F被迫 ifr r~i 设计的说逼急剧旋转 J号 't~辑 ktJ(J 离心力，而 '.i 从喷 u突然喃 ttl.

在幌离喷lJ ft.J嗣同. ，民体在离心功曲的作用下分散成细小的第漓，从而在成'哝雾'过烈-

tl.1于离心式咱雾酶的流量也回较宽 • RLJJ较低.雾比较量 f. JWi 钩筒娘，何以沟各种工业部

门广泛采用，核 iJJ JJT 将.也不例外.我们亦按肉心作用原JIr.设计. iJt在 -{f列种贯的喃露'

{典拮构见附剧 1-的 z

I. 多孔离心}'

2. 单'院式

3. 切.fl.离心式

4. 晨'徒式

5. 三'能式

在尊.双螺幢式巾依~结构尺寸阳梳量大小的石同分成g 大蝠'使.小螺旋.小组双帽

1ft. 't' 砸;«螺旋.大~.能 s 对叨孔离心式则又分成，中况离心式.无孔离心式和双离心式.

为了研究明雾器甜掏穆般的影响，对麟'能式给予了不同的'麟角 ca-IS- ， 30·糊不罔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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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室"罐角II-JO-. 45·. .-. ..-. .国.并遭fj r组合性能试验研览.对帽iL离-G‘式都

量行T董摸量合主导'应角'的相应试'量研究.初步'医讨了这些结帕西擎的事响，民现停.

关于喃霎嚣结构R"t的计算.由于法体~.雾嚣的障.啻民拖入画‘l1ii 1I111民露嚣的'民川

撞出.不诠集在喷雾罩内嚣的运~~圭tI..饵，吁.11在割草原头下浪体施经营嚼的.E砖..it

.量与啧雾.啧口尺才扣压头的芙革iif周 r-A茬小z

。-~FJ2.H (I)

式咿Q-疏量唱霎霉的消体iii量【.:I/s];

，.-it量赢量z

F-啧口画画面，电【.Il;

.-量力'目遮鹰[t.刷./SI];

H-压去，即啧'压量【.·HIO]_

.Ii.由于攘体在梳经啧篝嚣的过踵巾，量蝇内iii拖矗的阻翩.佳，电量生急剧眩'专岳嗨

且执幢小的啧口啧也.鲁t.喷出之后在自身量力.内力.现西量力鞠空气事1力的共同作用

-f. 知融威细小的雾画.所凹，啧雾罩的幢幢z 事缸'瞿鹰.雾缸罐角.雾也it量分缸以反

撞量计算公式中的梳理革敛饵，均依习'霹嚣篱钩的不同丽在同，且变缸跑回级大.目回自;在

量从理论上完全麟击.k.纱是建主在试验的~植t二.为现足工瞿嚣蟹，必篇对切步设计画

割矗血的喷霉画，字.l. !t~在的'量下进行全面的佳句E试验并采断修改革善.最后才撞砸在

出髓烁的喷雾'姑钩.

-、
试验结果及分析

1.睛til鲁tt..嚼......-霉噩..…..1跚蒙z

夫...

• 5 • 7 • , 1.1112 Ii II 邸 zt • 40 •

自I. u 如

I唱 1 各仲.~啧雾嚣的 ffz 在-~在:'::轮机

i式'鱼 .it I~: ，

(I) 所 .(j 各种~刑的喻事榻的喃穿流 III巧地吼:茄}巨梭的刑 1':lni Jrt !.;.年 I~) 问 {i 1~ ~ st
(I) •

从匾接~槐踵特性幽锦上荷，均响'现地且用~H-'QI~.，*，战.少Ie槐噎跑回幢小的'晚

.iI不噩明显，但根据试'量数翻蚀'事，确实柑介这种荒原.侧的，四只间协tJi钩阳尺寸的J，

孔离心式啧雾酶，知试验'实副班f1~监~流踵fd..i 氟!在 I:听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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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liP.)

…........-_.
1.1%1 Iω|ωI t.隔 e.!幡 1.!C5

. ".1 I 5." 5.Jt 5..a ‘.. ‘.，目' •••• 4.. 5.2% ! 5.. I.. '.t4 '.12
量

4.1! 5.%! 5." I.. '.%4 '.;2
t响，

".S 1.124.. 缸' 5.52 ‘.. ‘..

董喷雾嚣的喷n为3%个~3.1的孔. ~.‘'毛为'.2捕 XI旷..2. {\.人们》式中求:I~，.:

。

，.-五哀而

-0.112目。'/./H

撞囊'所搜量噩'也章:fa离心式喷雾嚣的平均温量藏量，.-1.%12.

..备'要堕啧雾嚣的压量~植量宴圃'由瞿租奠喃口断面尺亨樵'的il.~撞，..埠合

，咱咸寝2; .1....•.事_-.11
•

司Ii=|:2|::2:2|:
4、... _-20- 0.51: O.缸" 。 .414

量 • 戴 '
多

••

眩
，
再

合或 i

觅孔离心式 i

m 离+式|

小'篇'民 i
巾'" ~ .叹 1

北属· ~ I
• i[式!

0.4:11 0ω! 川

! a.1i哩.6

; I D.;:)!;

O.2~1

窟'
E

→

C.;I);

。 .5啻S

0.561

{纱'实在k 证明，机剧壳『目的自责雾部 lt 惋畸簇J(栩 J在融牟人.址是在同- -0 英哩巾，由于具

体结构和:'~<'J' 在间，其搅 :Il~徽亦不同. {Etf'.蠕民式巾，流 1.1原数壁.篇角和耀 it宝岛'罐角

if! 影响 1"'1螺铠角a·垣时，!现 M珉r.c"随苟哧镶角的朋大丽'配小，而吨 ff镶角，-~~时，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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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在撞，又依螺旋角拘Jlk画骂'大.这是时l"iIL被系陇东踵上反晴的是唯霉嚣内荡的ftt J! 嫂

'良制喧嚣矗矗出[I ll画在筹费阶;.所£t. ~苗系敏决三~-r唱'嚣的结鞠与N.-tn受毒画 ':U:

.雹. ~民体的矗It与舷遣军事响. "'~i'·仲霉~a只撞通过试'量.结:H ， or喧值范院.

z......筐

喃霉，曲巍a 1i N均匀变主啧霉嚣远让申隘拿·芫理的'阴阳~. k~~":验证明.安自费远目前

啧事Zliii到十Jr均勾H:Jikil知知是拿富困难由. fl..植式《但缸..5呈.高E螺旋~.二三'雀}

11饵. ail量仿4植在使哇，电内 外罐瞌拖矗....!~f!8响.画且哇'监角 .R古草"量

'‘缸中心在矗 F罐'‘响5响.

...~!唱露'鳝曲的本事圃'因圃2隔习:~.嗖.~赈鸟Jl咬住Ifi幢科学研究院畸攘菁酶

篝矗...民贷配关系 ·z

•

回Z 罐罐.式...掠构忌S商

~/.-:;.4/z

画 ~/.+I.-I.I/.

'_%.SD

D J -2D

式1Jl: I. 一'徨槐矗均.幅画'由..

1.-中心i1.矗曲'民画t!:

la ←曦口的..机

.-_.施遭的.I!.

通富II!， fI-0.5D: ….4D
D1-D: L-2D

我嗣.依此天4民设计翻造了几个;1..喷雾嚣.'1试囔黯'晨四.，~憾Jlf.l!.何.I....断剧J~比

·了'鹏下饵'币收到.饰的效果z

LI.--]Iz

LI.+fJ· I. I/J
同时，在帽'但角 a-..· 属J30"F把融合组w锥角，珍洞，虫 1.， 30'. 45'. 80' .111' JU' 面iJL" 悄
况下进行r 试'量. j剧'.I:把雄市纱市均匀噎定义 J-1 I fI:f'iM ~，l的 1~ ·t班I现内，测!Jt扳机躯的i伐

休fi唱的乎均;.'~电33副组提恤的比恤.那么谁也撞撞趾I. 唰槐盼tff~j的1J ....l画 }f.

试'自证明 z

(I) .rt式喃雾爵的减噎纱布均匀IJ:..'i I句.~槐矗俐'目邸f!比事L及(It阿3) .又

与..监角. !4罐罐角，即视台:1H(oJ~鹰II害'!J.t啡'心孔'r镰角trx. (旦回4 5). 从闸:II!

"跑'由槐温尺寸 ('1'.(.. 11.直接}童化时就量分布的竟化.固 4是4、..螺旋在 a- :lO·的情况

下，幢蟹'罐角，但』增大.iC£目分1'1 j曲应由 nt白/1 -30·时巾间低外侧向肉 'tl 间尚外侧低宽他

的情况.而鸣尊镶角，在哩时，螺槐角 a-IS· 时rccr-30' 时具有哑大的腿"离心 )J ， l(( cr-

• 5 •



- .. ., - - ..回.，

回事三...遭..比黄缸"的毒·份在.纯

…. - '.~~，画面 -帽_.

:tit If、啦.'Ut.哼幢筒'变化对i¥J:髦织仿市酶t\

...由. .. t 四"'1

" - .. -
[苟S 大节'.."f (lo .-n·. 11- :10'时 III心.a...镰角付;u itt ;，布的修响

...的 ill 瞌份 lli 曲钱~.高中低 z 丽cr-30· 附边在分 ~j翩t呈现 rtir$'(tt~ 心 JJ战小 .M向遭1宽

."捕k丽辑现巾间尚"倒低的响现.困 S机U\( ~哩cr.'均4费时. lrl毛"it下镶角对赢咂分;衔

曲蝇的事响.总之，除步:n.离.c.式外，比放所试 4号fIII.~式啧雾'的槐踵分布翩拽 itT时'由 z

t匠-宫，般不变时..鲍角 e小，酣离心 }Jk ， 曲也!边现"高咿低.电 e一渴E时，圃....罐角

，的用末，中心就量蜻大，棉:"\二 fJft.k 'r IlJ-t.扎流量的尺寸.撒此，矿大中心.Jll'.角 v相当

于刷大离心动幢.栩 '11 于藏少了中.(...f\.梳遭的尺寸.所以 .W愣剑植If嗣罐罐分布均匀鹰，

• ••



露..心跑缸画革些事响回童F些 if王 it~反坦试魅. it.耻画t压是-#在匾相霉缸'民撞II捎回It

晨'疆据自啧..蜡掏.

(2) iCtQ分:Ai均匀囔与啧霉1正寝拉夫.剧‘唱·;a~ [ J.扎离4二，·Alt: .，:同白~雾f正是非·鸪矗

.~..但.这_:....aQ A:~嗣版22但.啧霉时间副同的art- r圈出副.如果圃E正肇筒'‘

画....晴露时嗣.11这二..蝇-呼!lIUf前疆合.谭嗣官的蜻施喧Ji'"4i~匀1:-样.a

t噩式曲唱嚣嚣的大道武警也量明雀植给‘自匀重与啧雾阪是~i'l曹荣革的.

_--1.1-

'-' p"缸.--

画.''''

回.~u心武嚼，应».Jt'捷.a-..筒，囔

(3) J~矗试徨还证畹z 隔一个啧霉D. 在无嗣恒的白~囔矗毫圈内，在:f.罔禹擅t测量

篇..9事时. J电事键a.~J勾II撞'电所在位.R-ot计算都在变.幌句话诅.鑫暨纱布均匀

哑与圄噩画鹰.£荒.测量高，囔{即与喃'嚣啧口的It!离》嗣变恤，只摩响流‘9也i.但由矿

嚼毒.蜡. ..1扭曲.极-(.变.巍熏仿画面均匀哩'露'‘回量所在:R.....位置计算亦4二童.也键是

谭，在Ii啧露磊啧n~目'即黯离伫而西量的..~I，i均匀哩.髦，悍的.

(4) 由F离心武嚼"攘.fl"Iflf..:~C~草候，麟以魏醺如布黯蟹'缸.曲岳个怪

向1日由自量不会在专制回.饵III. 同. .个多.ft.离心式喷雾画. J电露缸片肉啧.，tj;.矗立生均

匀.对栋的. II!If.两个或几个直属 l砸在的怪向测帽的流峨 n·f...t量υ电朱栩回.m7所惊为在

南，t!i栅.班的 Ii向商目的撬噎钳喝， dbtl.

"圃.'-
'

-II ...

… y-'....
11-嚣 ..y-y

,_,

阳7 ，孔离心式~o.1在俩个吨帽l嗡』也倾向"'...钳市8tl

，·r 吧两条曲t立在在今:"1间 r 'I.注明~k.

I·W饨'鹰"早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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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峨霉事的 k建试幸生均证ill:

(I) 露 ftjft搞的毒末尔(Sa.ln) 1'-均It怪. ..啧霉艇载的晴 k画属少.1J. lt Jil离

心式，匠'二同~~. ~岗黯喧品It itII! '-J :Y-Z霉缸欢离章i;:尔孚均直ft (S· M· D· )植雀$

断JII:

• .....as·..·D.(..)…. (.) %.% 1.1.... : t2·j…. (...., ) ..M: t._ ..-
•• % '.I'M ..... '..S%5 ..1..

•• J .... ... .... ...
'

•• • ... ..s幅
: ... ...

踊.. 5 ...m ... ••• I.Jj幅 ..,5N ...
凰回a明显z 啧篝压~‘大. it: ii在喃霹葛肉施矗 aJ.:.晴在"确离心葫幢幢大 .A喷

口吐出后的st- .'J毡.末，霹缸毡.‘好.

t纱.也撞前锦S.II.D. 与画量...在景，革量的回·高度，是'倒置蛙与啧霹噩啧

口畸霞离.大量试毒自量.回 z 在，缸'应无明显自费 E垂嚣的草圈内..啧 u钩II!离.矗..

缸....."毒 3由两个副踵高度隔画蜡思中亦可雷 m:~翻团的嚼'旺盛下..咽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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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雾化液体的运动粘度 3

g-重力加速度:

U，-雾化液体流速 z

最大颗位直侄d...= (2-2.5) d.

(ii) Knight式 z

d==207W.O' Zitγ.0'11' (~P) - …·
式中 d-雾化颗泣的孚均直径 [pm];

WI一-雾化液体的流量 [ke/h] ，

γr一雾r:1体的运动精度 [cml/s] ，

4P-喷雾压差 [kef/cm']

(m) 当啧低粘度液体时，文献 (4]介绍雾化的最大浪滴可按下式计算 z

(3)

(4)d.. ，，-K器

中式 σ-雾化液体的表面张1J[kgf/m]

Y.一-雾化液体的重度[kgr/m']

U一-液体流出啧口的速度[m/s]

g-重力加速度[9.8!m/s']

K一-和液体性质有关的系数z

对水 ， K=2.5

且括上列经验式，均反映出g 吗喷雾器及其所要雾化的漉体一定时，液体的表面张力.

运动粘度越大，贝IJ雾纪颗植宦径越大:而喷雾压差(戎喷U液体流量)越大，雾化颗位直径

越小.

但是，上列经验式提其它文献介绍的所布经验式中均没有反映出雾化颗位直佳与~Jt口阻

离之间的美系或具体实验测噎条件.故关于雾比颗扭度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他罐'
所试验的各种喷雾嚣的雾佐维角均在90·以内.多孔离心式，在喷雾压是0.147---0.246

MP.时雾比锥角随喷雾~fi3髦的增大而在58"-63"之间递增.螺旋式，在所试驳的压雀(0.14τ

---O.245MP.) 范围内亦随匹革的精九而;(F.80· .......90· 之间略糟，但当臣差再缩大时出现随压

:盟的血曹大而缩小的现象.一艇在附在压差为 0.196MP.下，雾化锥角大部分均在 85"左右.

雾化锥角的吨想角度应该在 50· 以上 100· 以下，并且做为稳压器结构设计的依据.

四、结论

根据对五种类型，共27种具体零散结 tot型式啧雾榻的全面性能试验结果和分析，从啧.

榻的压莹~流量特性.流遣分布.雾他颗粒度和雾化锥角等四个方面综合考虑，当喷雾压盖

在O.I41-0.245MP.时，依梳量要求的不同，推荐选用费4所列之呗雾部结构和参数.

当然，侬班盟强求所推荐的这些喷雾器奠础和参数，只是.-个参考范限.根据具体结寇

的设计参数，在具体设计中由计者应对具体结构参数仔细调整并加以试验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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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所有上边试验研究均是在冷志-一郎常温 F进行的.实际稳压器工作于高温高压 l F (通

常为14.1MPa反其饱和~.度) .喷雾榕的喷雾水温亦较高(通常tE210'C左右).那么用冷态

试段的啧雾器佳能结果，能否作为热恋的依据T 鹏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z 稳压

器用喷雾器进行得合实际工作条件的热牵试验是非常困难的.对啧霹器本身的性能有的甚至

无语测定.所以，分析冷热态的革异，用冷态试验来确寇啧霹郁的佳能而满足热毒的工作要

求是十分重要的.现就喷雾稽本身的三个主要性能分析冷.热态的差异z

1._..&.-.量捷'屿..

试验巳证明所有啧雾嚣的流量均符合关系式: Q.... μF.，j苟百.同一个喷雾器在相同的压

是7分别工作在冷热态时，只有温度机同.温度的影响布二z

(I) 高温时液体帖度降低，而归中的一部分与粘度有关.粘度减低.阻力棉降， μ值可

略提高，但因μ主要反映喷事嚣的内部结钩阻力，粘度产生的事响较小可略而不计.

(2) 就体穆!流量来说没有变化，但因温度相丢很大，其踵班流量相差:较大.然而，这只

费在设计时取体积流盖为准，热态的重量m理以喷雾水温下的重度换算-~下即可.

所以，冷热志压是~流量关系以体积流量为准，差异微微，可视为相同.

2.擅E分布'幢

由于战量分布'主费取决于喷雾描本身的吉li掏和内部说ti且雨，识的分配，而这些都与i品度无

关.所以，同」个喷雾器无论是冷在或热态宾比量元. =IIj 曲线JfH末我流量1分叶J均匀度在会变

化.

3..饨'幢踵

雾f也颗粒虞除了取决于喷雾H二是以外，还与事他 it主体的表副张力.运动粘度自关.411热

态下，自 T温度 j函. l仅体的表面张力. i豆功粘度均降低.从计算颗粒度的Knight式'Ii.

d=201U-γ .'0'γ 1 0 "" (~PJ 吁 .411

J个结构尺寸巳涩的喷雾碍，当冷热态的m 硅AP一样时，热在时雾他根体的重虽说量变

小，即WI降低 s 同时运动粘度饥降低，故雾忆'员位直在d亦篇小.这就是说同 J个呗雾穗，

冷热态时的体积 j~r:t1相间，{旦络态时雾化的颗舱里细.并且这个细化程度可以用冷热态时液

体的性质参数计算出来，

. 10 •



由此可以判定:同一个喷雾器在相同的压基 f. 热态时的雾化性能较冷态时反而稍好.!

所以可以根据其冷态的试验结果来判定该咕雾器性边的优劣，做为选撑喷雾嚣的依据.

参'Dl"~ι课题试验研究的人员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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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阁I 多孔离心~t喷雾穗

1- 扩融'IT: 2-一压...，曹， 3--分配环:4-露化片.

附囱2 1f.螺旋式啧雾棉

1--螺旋芯，六来，饵-30' ， 2-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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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切孔离心式啧雾稽

1-一扩徽臂:z-压..旬 1 3--分配矶 4-一切孔囔环.

附阁4 ~国离心式啧雾r.i

1-地盏 1 2---鳞啧啸: 3--二.啧啧: 4-;t饨，



附图S 双螺旋式啧雾器

1-内Z;2-外:l[; 3-一外¢.

Z 3

咐圈， 三螺旋式喷雾揭

1-一内芯; ~--申芯;3-外志 1 4--外*..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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