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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辘造了根据调研确忘的300MW撞电站反应堆压力窑器曹封性能综fT研究的总体掏息，

给出了密封分析程序系统的建立与试验植钱的主要研究结果，.遣了曹封元俘的研掘和测试

以及热牵密封试验亏穗分析.据此，谁遣了秦山电拈核容器的密封幢幢，提出了容器类型和密

封凋.等分类幌拿，说明了间个观点，即密封变形分忻应作为害嚣总体应力分析的基础厦酶

态自封分析中，热-撞触搞合的要点在于确~螺栓温rli滞后产生的螺栓撞荷热增量，嗣遣了对

窜到机理的认识，最后对水压试验的熟当量等作了讨论.

羹.饲反应堆E力害嚣容精啻封佳能程序磊统熟'毫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SEALING

BEHAVIOUR OF IU;AC-TOR VESSEL OF

sωMW. NUCLEAR POWER PLANT

Ou Jiadi Sheng Xianke Po~ Yikang 飞N'ang . Peizhu

Xie Shiqiu Qiao Wenhao Chen Renchang

(Shanghai Nudca.c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Tbe leaeral coaceptioa of a special researcb oa sealial behayioar of PWR

yC!'唱I is described aad the major results ceaterial oa the est抽lishmeat of

sealial …lysis prolram system aad its esperimeatal YerificatioD, aloal witb

tbe descriptioa oa .• e de￥...opmeat aad meaS回remeat of sealial riag. the thermal

seali:'1 test aacl. the rei.. "aat …lysis are lina. Oa the basis of tbe 础。"

approach, the nllel sealial behniours of 300 MWe Qiashaa Nuclear Power

Pla.t are naluated. A coacept about the classificatioa of pressure yessels aad

their sealiol criteria an proposed. Two Ylewpoials about the aaalysis are

sUleested, which are that the Yellel sealine deformation aaalysi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basis of the seneral strell analysis and that bolt loadiag increment

caused by the bolt temperature lal should be taken as a key pOint when con

siderinl the thermo-coatac:t coupling in transient sealillg analysis. The under

standings about the sealing mechanism are expounded and the thermal equiu

leat of hydrostatic test i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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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极述

压本罐钱窑S包容高温.高压且具有..就性的工作介属.其蕾刽佳能直接关矗竭毡否正

常开雄运行，国面啻封失效是班主"堕性失效.鑫芳失效.安宰性失放和断裂失去k更为基本

的失撞事式. ~电次，就窑嚣的应力分析丽富，由于蕾封分析的实质是法兰.篝的协调查形分

析?真基本费点在于编重处理螺栓温度捕后与法兰转动产生的螺栓撞荷精量以没i1;兰联合面

的弹堕性接触问题，困面具膏更为广泛的意义，应咸:3反应堆窑器院1J货析的基础.

将近30年来，分析法设计早已成为核容器设计现在的内窑，但由于容器禽封同踵的复杂

性，至今牺未剖走出-级窑嚣的啻封设计准嗣，因此，开属鹏牵啻纣勿析与试验研究植;白必要.

但是，在瞿啻甜与结构回应匹配、麟牵撞萄.环帽iil:il. 窜主t元件性能以放多种王艺同

辈在美.武力学分析而言，存在吉思-弹堕性-接触多重非线性.搞合性，摩撼的不 P}造性以及

热性.撞的非定常性等等，加之巨大容器与楠细膏封阔的10'量级的尺度萃，试验和仿析难度相

当大.又S·r. 国内沿用不锈钢 ·0· 形环多年，难免时有it巅，且螺栓亦易断裂.为此，在

专项研究之一(，】的盖帽上，珠300MW的格也站进行了有关窑嚣啻封性，键的技术性与科学位

"篝合研究，按[2]作单体安癖.

依据啻封机理分析，存在.四委密封条件!II

I. .嗣...t非

它要求'桂力与内压量成的O形环处法兰分离量小于O形环回弹量-

2. ."...t非
官要求上.下法兰嗣度分布仨同造成的怪向锚动力小于镜配丽附摩撼力-

J. …..t事
官由温度梯度!t螺栓温度滞后产生，经热试验和热分析结出，与前两个条件合并考~.

4. .由尊.....悴
官要求分离量小于O形环许JU回弹量.周向分布鞋均匀，并且应矗处银层的微观不Vi.

弥合良好.

条件'和2由计及摩攘力.螺栓力革"。形环反7J'变化的铀对称蝉性插触变形分析给I P. [4.11,

它们可作为主酷的总体啻封佳能.Spaa.·· '证实，剖-a，塑性影响的法兰面接触应力劳布仍与部
性情a相近.蜡孔与螺栓间臣的影响表现为局部变形与应jJ作用，它可用---维片条分析求得

分离量的周向分布; MeDkcD分析证实这种影响吁以忽略e

对于条件3，尽管袖对称导热分析结出踵耍的总体匪态.ill螺孔影响和螺栓温度滞后放应

将产生周向温度分布和螺栓辑荷的正负增置，后者影响甚大.为此，安排了热试验和l连接晦

佳的三维片条鹏在热分析.

对于条件~4，原考虑进行三维片条可变边界接触密封分析，后来自试撞实测站lB洁兰分离

量的周肉分布1"，并束得许用四弹华为"伪 -10~，由于GH169环髓厚融.L2;的成功川，使

锢居厚埠。.1-0.195m圃，起到校好的压矗~缝作用.

安排睿器蕾封光.哇试撞研究是为了开拓试睡手段.进行三向与平面光弹性测试，旨在

直观地结出密封面接触应力分布的实证，并作法兰外岛削斜与面的结构1;察对 ttl • l •

为了比艘。形环开槽.姆缰.间回量.膨胀瞌挣工艺国蜜的影响趋向政其大小，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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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跚台蟹和....小台'有关试量，并与...，大台撞比擅以确定只度量应.

二、密封元件的研倒与玲、热毒性能测试[~Il]

早'撞事嚣的啻封设计思想是精大量桂.量力，使桂兰压章， :JI也蜡晕矗，幢幢矗蕾停在

高应为辑牵下工J芋，恒'产生瘟啻蜻囊;0事环压下3G~，应为变it..甚大. -ft蕾封量

计'疆蕾甜元件圄弹量嗣提高、果用'蓝蓝鹰度并酶'革'栓"系巅， £out鲁元件与主'桂鸪

富'幢幢.国外巳生产.使用I..... 711环多年，浩田还生产宿费量CJIJ包锢环.与 I.....
711相应'号的CHI嗣含章国内量有多年生产历史，但但试制过.霄.11I之罐罐问题亦未鄙酶，

*:M目辈有关害榻的啻封环-直活用不幡嗣环，集团'量不到目费111耳的一卒，匠'疆潭，

且'桂经常出现断提理a.泰山电站撞窑嚣封口直在革4-，要求大于..的曹材玲弯靡'翻

矗蕾蜻元件.像揭啻封幢幢专项研究安排，自费院割草工艺'钱，主持试翻一挺挺1-12a

的GH..含金曹树E··'，经割环E··'，檀厚但E-E，用于I- 直佳睿嚣事型的冷.热牵啻封试

量，量行，事牵考量.结果表明z 。第环树厦，翻环和幢幢等西'基本上是Jl功的，作为0形环

幢幢霞蕾的挥囊，取得了可喜量匾.

直曹与O形环的几何测量寝回z 最大直径售量为全1.5弛，曾任幢量和帽圃度甚小，摩虞

.量为企1.....0形环槽噩罔酶'画垫在0.10..以内，回弹量篝.+锦铜环大-倍{大0.2..-)

以上.曹材压属性能试量结果与英国AdYallCed公司所生产的同费管的结果一致，如圄I. J‘
申，巳扣除了试疆军第弹性变形所矗咸的误差.

图 I GHIω管材压扁笆fiIi网服姐试验曲线

啻封ii计考虑了环与环帽外堕宵。 .10-0.15田"的间隙量，使环怯放入帽.Ii.岛后与槽外

壁橱掘，便于挥部.对此，我们用自行设计的小白捆在树属试瞌机上进行了环与槽间隙量~

0 , 0.1. 0.3 , 0.4DUD的屠殉试验(见圆。.环与帽堕接触后，比压显蕾提高，幅鹰在20*

础上，膏"设计申，对于 "0" 形环的内压自量性能缸作为安全梅度，为锚算镜福鹰的大小，

进行了膨胀量试验， .主要结果如固2. 对于 10"的臣下量而言，膨胀量在0.01-0.02.".之

间，占圃'眼量10*阳 'r，篝篝内压圃筒计算之锤向位移高.-个数量锐.

在高温耐*镜'由机商量箱内加世F啕晴和加压盘，并作事鳞'略性标窟，露后边行了200

300~的高温性能测试. 300~时圃'尊量下降lott. 罐罐曹南温压扁曲蝠，开始时有篝大辙'

曲，压扁盾囊为攫弯曲.试.寝明，韧抽时出现帽居梅动，但压遭罐居仍保留大部分厚度，

并布一定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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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环和直曹~a幢幢革啻蜻比压的不同，不仅在于为学上可定量确定为.自仲最
跑禀.~ (嗣度提高10") ，更和耳、摘去量配含有关.由于耳Ji8盾与槽璧捆篝，窜到比

E帽..大.为了进行缉诗标定，结出诗用回弹量范圃，特设计圃盘试量台聋E"，对几何只

度和嚣'篝进行了标定.实量费购z 环帽同酶甚小时，峦封比E持藏倍提高z 在 10"-12"

liT量罔目'量量缉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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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热态密封试验与热分析【削

由玲牵试验可知， -a ·0· 形环州、环靠近主螺栓，在一定的螺栓预'力下，大多It啻

费膏'民证.但在热"牵情况下，由于螺栓矗应变也受上法兰'孔中南留空气环层绝集影响丽

明显糟后于捷兰，升温时矗靡'捶坦霞，佳..劳癖命大受影响z 降温时引起螺栓桂囊，导

敷膏封笛备降至低咎蔷罩擅司.据勿析得知撞事器中疲劳损伤京数最高部位是主螺栓，雷达

0.4刷上，它高于睿II其它部位，所以对连接节点的分析与实翻踊膏实际意义.

2属必析的困难在于热物性量囔以精确确定，接触边界厦螺栓种植端热植无法结出，时童

在复杂费边界租传热的情况下，螺栓温度滞后难以"准.

由于热回酶的条件限制，问及高温.高压测量技术~~性，国内外事关立献很少.国内

'进行实体窑器的热牵啻封试验，主要用作E程考验.国外文献仅见的[13] 系荷兰Delft大

学等报道的50MW 拂水准睿器114模型热牵试验.用电热元件加鹅，无内压(因而非窜到试

验) ，且仅在6-n:!lDla升温工况下进行试验，旨在考事螺栓温度糟F效应.

为了考察费牵密封物理现卑，以验证分析方挂，探讨用分析方法代替费用自昂的焦志试

撞的遭蟹，同时为了考察窜到设计晨'青树质幢厚银窜盘'元件试割的热牵考量，迈进行了反应

继压力睿器114模型的焦志密封试验，典主尺度厦撞水leI?;姐回3和褒l所示.

:式瞌在105所台'自上进行.囊入热班由进口管导重简靡'民肩上行重出口管摒出.无向上分

槐霄，到头形成死水区，降温时洒热影响甚大.接营以下旺蜡属大空间强迫对撞边界，真上液

体自属对施与尊热和浓·圃对娓槐热区.试磕窑嚣的外边界情况是，上树头罩.1".厚为10eID的抱

沫右棉雷动'在温帽，.雪上梅兰之间的环形阎丽为10eID.筒身也襄了4em厚的结鹅磨，靡封头'

. .. .



画来畴，雷萄..幅哥章金量舍，也可留在饵·嗣属幢咀作比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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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试撞窑'

由于霞型熟睿小，所以试验中提高升、降温矗事@倍，用以幢扭实际噩噩z 为筒缸分析和

严梅试量条件，来用先加压后升温厦先降温后障臣的拥匍篝试验工a 叫3l~/·I.遭率升温王

300它，保温5b， t费3-Z.5OC/.I.遭率降温至75'C， ..压辈。.自最冷却商天后进行第二次

循环. I县牵试量之前，进行足够的低预蟹票数('-1.1)的冷牵试踵，再提高h烹1.4，两次

酶'且环之间螺栓梧囊2*，不再重..

测点布置如回4 ，

"个主螺性分级预震亘'r: ，(r.: 外环中径， ，:试验压力) ，最大偏差为企2侈，平均误

量为0.3..

事二次换循环最nJ保温罩无疆It置的方式，螺栓量高温度由第-鼠的278.n:上升五

213 t!, .向噩噩由121.5'C提高到133它，经蜜现枪霄，爱现试黯期间无精揭z 开盖检查，发

现雷封腔富于爆描净，这表明元件佳能良好.

为糟加试疆的对比度，进行了不幌帽。形环三组六翻环啻封试a'"'. 由于啻封元件国

弹量小了-倍，在'温选最大'自向矗篝时都魔生了槽巅，撞揭量高达300.L/mln. 试'量提供

了面如内环梅橱，内环先放.单环雷甜，IE温银层缺陷锦态弥合以及疆维环冷态失雄事丰富

的实瞌踵*.值得在章的是，N02环在降温囊生槽捕时，利用陪压.升压，使内.外环It~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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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 -:Eft:.. ，遭囊晴在庸鼻比Ji"f，内环囊如一只开荣，当 u草草"疆时，内环趣膏篱

悻用 z 雷彗只'罩'姆"-时， II缸"环.作用.

SIIc~.T.企橱申a酶'巨响， ~T三肇事恤If称曹限元债析的对时"'.囊'售回

对馨矗骨'捶兰..撞事骨节矗氧/-(-:主幢幢矗}三锺片'造行'牵集费析，为由此再蟹，也

壶'话算事"撞'宿筒'且'量章罚酶·接触搞合作准备.

噩于可蟹'修曹..与亨 il草'为一体，对于'矗边疆的'后藏应·于靠保守，这一'

a在回事计算申作了革盒租'毋连撞的对比骨算..撞与撞孔之嗣量 til为对革和折算牺耐骨

a，并且事蟠鹅情况量行了对比.事-*噩噩行了绝集与固定温度边界两种计算比蟹，结果囊

帽'噩噩散集影响是不喜鲤扭曲.这皇'蟹.恤町的提方肇舟'幢隅"分'号 1111有所在

费.

酶"佳，鼠'目襄 1所示. .桂与'孔之间的帽际双向传，岛，对.矗篝牛顿冷却定...勘

M.岛嗣篝工瞿方捷简化为一次折算形式 E

儿，ι+A. 品 1.-"('.-' ，)

真申 ， q.为德麓密厦，"-为单巅，包赢巅，目标 c. r分明鲁示对撞辙'梢， 1. 2分圃'显示

践兰和螺栓， '..为金属温度， "为介属温度.

对于同心圃筒d章 ， tI.夹层，单位提模集W/_

4.- 2",('..-'..)/18(4.141 )-",L'

"./"-1«(;'" p ,.)
'‘申~ II.为徊当导热禀巅， Q，步~Gr.lhof霞 ， P，.为Pr..tltl撒.

PF V Cd
-1二-y- Gr- "L'4'/,,'

'揭试瞌髓'锦边界'事温虞酶魏.情操计算温度曲蝇，求'缸，时间屉不同事'段，马嗣

亨~~;温鹰6f，，，捧p(')和C，(')， 根霸热量分衔，鸣It.枫结结出...回响对槐藕..e')，

拼命'吃为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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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撞2鸟雀匾.'-为水量，句为事雷在噩噩靡..标E寝示贪蜀..樨 2a示事

..在"、::.241'CII.oc臂. -[W!{c.·. 'C})舍'为0.211. I.ω和1.111.

试瞌结果蜡曲的且体量«蝠"5所示.A田s可旦开匾时各部位均富蠕量.It矗时备'

但饲温量‘大，噩噩变也矗事不再跑筒，础上挂兰向堕量也矗为翩嚣，事在很大噩噩'魔，导

量上挂兰篝动'大.It量适量量比费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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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1-1 .;徨匾"盾纱布.. 圃1-2 U备向纱布

...蝠'幢噩噩酶属..虞蜂_'~r示， 'tit幌了'撞噩踵'盾的组藕wa.并存在怪

自..肉雨"纱布，丽且升..幡鼠不胃.苦ta时'幢肉..眉大于外髓，.量时'而aiE

帽民.噩于'自由舟..申帽'也高于，%..宋体ι，钟'但介于二，主阁，反'也了平均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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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7量.自唱'惠的计算踵，由于噩噩甚大，与魏牵试量理事相霄，这是一个值得在量的精

IE... 此时由于古L嗣拾起?~弯，蕾封幢备这佳筝，甚至可撞出现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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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If~胡耀佳方呈双峰形棋.升温时由于温度糟后最佳螺栓力上升，随曾恒温滞后温是降

低，螺栓刀组翻.降温后，由于篇变形引起浩兰'牵动增大，而造成螺栓，配葡第二个崎值，当

"f蜻螺栓温度高于当地梅兰温度时，ff.矗索 M， 7"C掬间..差使螺t!刀下降II". 从回可

见， 篇蝇荷产生的法兰街角十分叮嘱，如上挂主降温时曲"地重 IS'. 吗温末期，箱内温肇糊

梅兰"瑜越到最大，同时螺栓力回局部温撞丽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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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鹅态试坠综合曲线

四、核窑榻的密封分析及其程序系统 SMEC[5J

(-)植棉幡....

PWi反应堆压力睿锢在设计上果用大直径厚壳封头法兰和西班过霞筒体法兰的螺栓联

结嘈拆结构 F 蕾封设计采用双遭自黯式空心盒属 ·0· 形环结楠，啻封面开环槽作三岛布.，

It.兰高厚而挠，高宽比约为 S''-，藉以增如嗣度以防止过大变形 z 螺栓布置均匀密布以待遇巨

大相向撞力，连接节点部位皿力很高而变动幅度大，症劳鹏积损伤系数达 0.4; 又由于材料.应

力或循环拥戴等因素引起的螺栓松弛不能~用重量而拧蟹的方法于以消除，所以密封既要宿足

够储备，又要避免于紧霸敷过高而大幅度降低疲劳承雄性能，因而布必要进行细敦的密封分

析计算，

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梅兰.螺栓连接节点的解析元程序计算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它

主要考虑了螺栓霸稽的随压变化，但法兰仍大多植处理为阴性咒.实际上挂兰密封面存在着

弹盟性接触.对于两体接触这一非线件，问题，陈万吉在同本的刚 K囔噩障宿限元解捷的基础

上，融为最度艇 .~;I含有限无法lUI求解，接曾叉发展了热弹性接触解法，成功地解决了

布关接触问题，而且大幅度躏少了计算工作量.而反应堆压力睿费的啻纣问题，由于囊团螺

栓霸荷随压力与温度的变化，问题理为提结悔，成为胁商变形或胁聋就荷下的弹盟性接触问题

以反桐舍棉掰性接触问题.对于冷态情况， Spaa.应用MARC 程序气障元计算了容器密封面的

'单盟性应力分布.对于瞬牵菌封而亩，存在揭含热弹性和接触边界热弹性帽合问题以反螺桂温

度捕后引起的螺栓辄荷热变化问题.

我们以袖对你 s1.力分析程序为基础，采用文献 [18] 的柔度.班弹性接触的刮·算思想，用

刚度语考虑了螺栓和 OJ萨环的辑荷爱化进行自封分析，解除热弹性楠舍.用加扭余量法晨，自

尔矗"墙进行鹏在热分析将二者锅台啻封分析程序霸烧 SMEC. 程序经多种试验槐擒，而眉

进行多种睿跚舟析 It雷刻在T，理研究.

<:)霉事:w.

当温度场时变率艘小时，嚣蜿且能量申的动能可略去，因而，解除热辣佳搞合，代换为弹性

和棉鹏在两姐姐立方程.以抽对称他为矗本假说，考监螺栓的扭伸与弯曲刚度贡献，根噩压

扁幢幢试瞌 I!'tl ， 0形环处理为变阴度 ff. 取i量兰密纣面接触内力 R为未知量，并对接触边界

, II ,



引入未知，县撞量。.如果螺栓植萄捕量为βF， 。形环撞荷精量为AH.则对于节点缸~租节

点属事温度T的有眼元基本方程为.

[K?plru
okuiu:护川R)+侧 -(AB) (A.)

(AF)==[K.]{AU). (A.)

{AH)-[K. ,.j(4U}o (A.)

(AU}.-[F~J{R}+{U.}+{..) (A.)

叫芸}+阳(T)=-ip，.}+(13) ~B.)

{AT}-[FAJ{lH+{AP,.} (稳牵) (B;)

其申: 1, 11表示两休， K 为酣阵. ，为给定边界刀(包括内压霞荷等最节点力，螺栓胃

'力. 0形环反力以且瞬事热植荷) .变形协调方程中，即标，囊示螺栓. ·0· 表示O形环， c:

寝示接触点对 ， K，.为螺撞撞.弯酣度 • K.，.，为0形环的加.卸跑回度. AU为相对间距或位

移搓. [F.J (以及[FA])为相应的辈度障， ..为接触丽的韧蜡同圃， Up为外靠对接触点对产

生的相对位移.应用~镜热流费蝇小作用量原理，对玲画取极值并惟有限元离得到B 组方程，

'‘中e为2属在阵， K.为热恃导垣阵， 'F'r为节点热蔬靠荷.如果求出Q并使其属是接触情热条

件{连镇传鹉AT-O，夹层传斟6T-tJ/A.F.Q. 其中&最为热阻z 夹层绝路Q-o) ~则可

饵'温度蜻.但由于双环三岛式密封面结构形式前接触边界变缸对于传鹅并不敏感，所以也

百以解除第二种棉舍，丽直接辑用威尔矗-6法矗步朝分.由于螺孔对导拖影响不可忽略，而

且存在螺栓温度滞后引起的松弛或过辙，所以上温热分析用于核睿器时ill经三维片条.~析

。反馈修嚣，这一影响远比上造商集桐合效应来得大，所以对于温度影响，作为一辑近似可考

虐为在确定边界下的醉变棋就荷作用.

-由上远方程求得接触反)JR， 即可选代酬定AI"和AB，求得最纯位移场U ，而盾按I'l室判

掘和失放判掘

AUI t.i;[町 ， AU.~[tJ]

判剧排'或失巅，典中Cd]为许用固鼻量， AUμ AU.分别为内.外环分离量.

提触反力计算.i.分辑加就糟量方程形式费似于文献[1吗，伊分辑计算须随时判断接触点

对有无边大精移而出现重新配对.

un .".A民...键幢兽I:
依据上选方程编制了-;:;1用于压力窑稽啻封分析的通用和专用程Jr-~统SMECr • J •程序具

有与SAPe同等的节点与单元自动生成功能.按RCMf.占进行优化，并可与SAPs配用绘图进行

网幡拓补检查，采用4-8节点曲边四边形等参单元，具有辑好精度，计算结果可随意选择输

出.

程序便于民~I:分析，易于进行多种方案密封性能对比，可以随算改蛮绪梅.预蜻氯数.

崛佳κ才和O形环规格等多散，考事传触.转动，螺栓力增量哮的变化，由屏.和打印输出

密封面接触形态.台阶力屁典分布.出兰分离量，0环反力，螺栓力地量以及梅封判掘.分

析中，形成了螺栓辑荷变化历瞿分析，热麟志分忻以及锅台分析等计算模式，并给出整个容

棉嗣位警场、温度场相应力场.

程序提过考.1111和试验辘辘.六提基本理论考圈在明程序具有较好的精鹰，租序计算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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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量台Mm_幢型玲、 2民牵膏封试磕UI'的对比囊羁璋疆序是可惜的.

如圈'所示I A 、 B 、 c 三tt睿嚣的水压试验毒明螺栓力瞌内压捕烟丽单调捕1田、单调肆

;每阵丽提升三种集理，分割称之为A型、 B型和C型客器.计算值与试瞌值分剧是z 对手A，

.1幢兔Jl1JJ~和20箱 5 对于民下降10惕和8.7"; ~~于C. 下降曲'事12..焦后雄性篝升

".J曹于三种费理的'栓力变化绘出外包给钱的结果，且保守幅度适中.法兰转动与分离量

的计算值和试撞结果的对比，吻合很好.

有关热变形的比接见圄I，温度局附比较宽阔6 、 6~

..8

句卢/

100

却。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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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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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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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c
~.

0
10

。

2U

Mp·,..
2010

I MPa)

.--，...雀.41_...

--+- 计算健 、

..力It".

-‘-
圈9 A、民 C三种客榻的绷栓力随内压增加的变化情况

泰山电咕核容器密封性能分析[J2)

嘉山3c.aMW钱电站民吃堆;J~ 力在却采用典型的PWR存器结构形式，根据结构的且体佳

态榈局部性态决定的直接判刑踵确古典密封性能.例如当11;兰设计刚度得到保证，则睿锚佳

状以轴对你特性为主，螺孔以及节'民间挠度的周向纱布则为影响较小f~J2iI巅，因而称睿器周

向变彤的袖对称性及出兰的线性偏转为总体性"..告，相应地螺孔与螺栓分布的三结结构影响即

为局部tt~o 窑'密到性能的直接判刑量尼O形环处法兰面的分商量以及接触反刀分布与j世

丽量.当读判掘难以占1接结出时，有关的间接踵，如螺栓力变化.法兰内外盟转角和植大辅

向温盏，印成为噩噩的擅断依据.显然，螺栓JH(.j随)li监测是很有;起义自1，.

许多工程经验性计算，大多根据间接量进行，如搬出兰外侧'非角推算能兰面分离量，按

台阶申晦计算梅兰提度等.这些近似万陆的可靠性应由试验和程序计算给:!J.论证.由于搞触

棋矗曼螺栓1)控制，因而对这--主动量的幢核是棍重型的.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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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5环娃的法兰分离量， --矗只能自理序计算绘出.如上所逞，为保证程序分析的可靠

性，进行了不同费型客嚣的冷、热牵试撞，结果囊明程序可惜.根嚣给析指出，法兰密封面

存在草蜂荤开、弹性接触租小范围的盟性区等三种区蝠，转功中心血接触挽牵确定.预蟹时

.....窑器在内岛晴部都有~口.瞌着肉压JI大，张口增加，接触区赢小s 压力迫大罔造成台阶

跑开，精加预蟹力又会使台阶复合.这些都可从鳝蠕屏事上在幢篝改变，最申直蟹'到.以

下结出事山电站撞事嚣的密封幢幢.

(-)齿'却错事

讲算结出，螺栓圃半径为1I14.35cm，囊体与筒体中面半径分鹏为 182.811177.8cm的容

器.，‘水里预囊合为中心位置在外环外撮8mlll处 (R-171. 068c:m) ，水压试撞合为申心位

置~*环外罐21mlll处 (R-172.366C1D) t 台阶力分布如回14所示•

• 2 ..肉.-平'...
立法兰 亨法兰 凰 '工 a

外 a 内 a " ' 内 a

区.，"". p!175 I 3.501' ~.387' -3. 12' -3.29' LI'

工作Ft'P-15态5) 3. 5C6' 3. 割II' -舍.05' ~."' 5.1'

一,
本厦.. 4. 118' 4. 侃)7' -i.21' -30.' L4'

水 E 4.930' 4.830' ~.18' ~.81' 7."

<=)撞量向外盛平蝴帽'

计算表明 z 内外壁冷态转角大政相同，上下拮兰转角预.时大体相同，随着压力增加，

'胀变形对转动会产生影响，下法兰转动变小;水压预囊力提高 20侈，转角也糟切近20".

(!!.)撞量绪'量， ...蟹..事{且.10， .a~

I '.1

AM
•霉,

•• .量篝份..

巴士τη.

*应就镰曲11& ip川|毗口 1 1'i1F5l口| "军事囊团

, -,
配合' 现./+5 23.2/25 3.5/4.5 -25.2，户也

~UUIlIi 筒.7 &8.5 2.3

水应斌'量"囊 水血'黯 28.5 2.3 -31.5

水 E 149.8 98.7 IS

固Jo. 密纣面变形形态

如团所示，密封面变形可分为三段，即直战偏钝~口段，水乎宿舍段和过量压缩边转酶，

属值如巍3所示.内环冷态张口约为 0.06mlD，水压试验绚为 o.lomm. 对于10*li 下量的

• JZ •



为忐讨论与结论

核窑嚣密封性能结合研究的结果，从元件.部件到i窑糖，从制造.安镜.试验到瞿序编制与

计算分析，都取得了拉完整的资斜叙凰和技术进展.有关工作巳在崇山电站反应堆压力窑榻

的世讶，审查中发挥了作用，经复核推导，指出了有关方面睿揭分析程序中附错误 s 提出了

最终实施的水压试验反监测方*.

(-).......拿

如固'所示，依据螺栓力随内压变化的校况，压力容精可分为3种英型，即A型 .B 型和C

型，它们的'哇力分别为单调增加，单调搞小和降而复升.螺栓力变化是由封头、简体'事胀

变形，法兰转功及螺栓弯曲组成的系统变形的最终结果.

按在器封头和筒体结构组合形式，可分为双U型〈球封头) , IU型(平封头)和双 I 型

〈圃盘台提〉的.双U型多为协调型客掘，1U型原为非协调型，只有对于非胁调型睿器，啻

封面前'攘氯敷影响段大l ， '1.

<=)羹手..棍'

'封分析的实鹏是对窑.在备神俄街.件与边界条件下的怯兰.螺栓.壳体~饶的聋形

分析.睿骗胃封主要由O形环在-定压扁度下的反力{啻封比压}和固'属量于以保证，回现

量种儒撞兰轴I句分离量，反力则提供阻止内压'挠的阻力.环槽蜡20形环以固定的压扁窟，

并使台商构成分布弹'起到预'铺能作用.当上.下法兰嗣度不匹配时，刷产生噩向锚动，因而

·13'



章"畸量'并躁flO.环.0..与撞兰圄匾遭蝇'膏'回由于幢幢噩酶.罐悻用'盗"1.

穗'擅自B雷.由怯兰最合自费"事可知，内部撞撞兰份"障缸了肉环嗣啻封惊醒，毫

E堕童"蟹，即布'撞撞入捧酒膛，固自外部'民筐'封.所副震挥'..懂诗翼翼'矗..但

作用.外环由于靠近螺栓，除非螺栓松.11.迫篝，密封大多带保证.院企停蹄撞萄最主'厚

的是'靡".工a下的螺幢矗度'后引起的.幢幢圈..

〈亘〉提芋....

.桂元捕量是睿器曹封分析中的主要点.玲事时，.艳刀.寓..1较高，酶事峙. .幢

温度捕后引起螺栓刀的鹉捕量，这正矗蝇"事膏曾同踵的主要难点之一.如髓'遣，篇·接触

'.舍申撞撞遭鼻幢小董it鸭章响量不罩JI!'.宿酶蟠量'响2人

由于密封变形分析罐精确地处理了浩兰.舍'筒'触矗鼻鞠幢幢氯精梅胃蜻量，遮噩#

非蹄'圃..而是具有相当的总体影响的田.<饵"总悻'曲).，因而此"变形协帽..侍应

作为事饵"且体应力的篝确.<.).11.........
来E试验对于密封的'又在于 g 用卸大玲态"为制内压戴帽.比耐热事斐'事蝇..分

析褒帽，水压试验梅内环处的分离量由o.oealD提商到0.101D1il.法兰僻角 1i! 6. 8'增重7.~.

援工理叶算，热牵转角与分离量都可精加一倍， 0.101818分离量晴小于0.1饵-.遗属是说水

E镜幢啻封并不能保证鹅毒工作时也曾曹封.

(S) 幢幢

•• GR.II 蕾$fa密封元件在材料研制.弯环.JJ鲁威噩以及'厚'民万固的1:.艺是可行

的，在国内曹氏洁.~民功*~事锺曼了路事，量.

2. SMEC程序罩绕用于密封幢幢分析是成功的与可锚的，官便于设计申的分析使用.

3. 热牵试验结出的螺栓温度晴居4吉布.蝇'是了'他处理的依据，很有价值.典最大抽向

温量可视为囊明窜到储备低谷的特征量.

4. 经分析将窑'区分为几种集型，对于设计菁重要'义，可惜当迫害'预囊~撇，防止因

髓nt为稽1'11而卸幢或理霸矗属的螺栓黯固不足或应为过度增怅健'劳寿命受到损害.

5. 对于黎山反应堆压力睿嚣~ JI喜上.下法兰铃角比为3'2，寝回回度匹配比辑协调，园OF

法兰膨胀变形大于上语兰，所以不会发生咬死J.!I!.*.

读窑.具布-定的密封储备.拥酷热态'曹角，并带虑到降温时螺栓梧强产生前'抬起'，

仍有n铃的帽备.由于'由最佳堆压为睿嚣"于A盟，匍鹰.犬，可制应付连续断掉三根螺

栓"fa靡的局部松弛.提缺点是，螺栓力随压力"II鹰双窜"民，有可能导嚣'桂力增 4是

60*以上，降低疲劳矗度.

工作中得到105所.同挤大学.通用Jr.武汉锅炉r .624J· .上梅工;大等单位许多同意

的支持和精勤，在此遭黠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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