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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和设计了一种热电嗣空间a量检测器，用于-体缸布置的反斑堆堆在流E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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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sn and study on thernocollple 叩acial fUter hue beeD con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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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撞事日益置辈，目茵…·些国家'再撞开展核~il供热反应堆的"究，清华大学幢

幢研究所也开属T此项研究并正在建矗SMW低温供察院式维.出于反应堆设计中的安全及

经班考鹰，此'佳采用低压自然循环点统租一体化布置.在正常ICi， -f. 矗罐型与其他罐里相

比革矗瞿缸，且高可靠性自白宫姐就量测量雀.1在于布置在一体也的反宣维施矗中.为了自便

有撞地回量推内跑流量，魏们试圃'主展一种，也电饵空间摩被险测器，对佳施矗型民乎乎篝流体

酶截动予以测量.

空间撞撞技术是本世纪70每伐后提晨起来(lCJ'- 植在计算机、.夫规镇集威电酶的隶属瓢

各种靡偷、高性能相关分析仪且颇诺分析恒的出现，空间撞撞技术矗哥哥被人们重视越来.近

年来，日本.美国和西德等国.a开眼T对空间章被毒的研宽.当前罔际上的研究集中于先

学空间葛霞嚣，用于圄体温度检测.踊于说体速度检测的实际研究工作见诸于文献的还很

少.本文提出了咱热电嗣空间撞撞昌矗过对革体热噪声的革被来捡回流体说矗的简化卵ti~模

型.

二、空间撞撞嚣的基本原理

对于时间颇事的概怠，我们是非常鹅悉的.它表示单位时间内物理量周期性变他的次

Ik.如'民提物理量在空间上呈周期性空间纱布，我们称镜物理量具有一起的空间额卒.能够

选摄.-定空间频率段的器件，我们称之为空间事被器e

圄 l是-个空间频率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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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t主空间it被

A为一光点• V~速度V描画，如乃向运动.B为具宿N个等间削的通光栅在.人眠在杭置C隔

着B现.A的移动，于是人眼就能.剑先的问动.A运动速度快，人眼睛到的光的问动就快，

反之则11. 世榻的尺寸为L， 榻的个融为N ， 房·P-L/N， 其中P为空间聋化的同期，因此

有空间频率λ-l/P. 若改变L或N， 就改变了λ， 'J>r见栅就是}个空间'员都器.

人..到的闪动快慢取决于A的运动遭斑Y ， 这时的闪功儒号巳是时间颇丰了.显而易

见，空间fj(i.'i和λ与时间颜，常f同样在蟹F面附关系z

t-).·Y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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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空间频率已知，回通过测量J. a们就可H知矗"体的运动速度

T画撞矗一撞空间撞撞嚣的→僵厚fl.

定义z 设有-可咱一定画撞型式撞量的空嗣信息莓，每冀.u称为空阉撞撞嚣的空间扭

画It，并在空间扭画慧的非零区间对董事院织进行，因纷，这一由阜的空间处理方法称为空间撞

撞.

-维空间撞撞S如圄2街示.草草诙嚣的最为L. 传矗函数为.. (sl • .葡萄理量的分布

为1 (s. ,) .且以逗/fYltts.:店向运动.世z方向空间颠字为1. 桂测器输出信号为，

{吵，嗣有z

• (,) ==}> (s, ')' (s) tis

世披画幅在，时间内世z蛐万自运~Tt距离.

(2)

1 (.II'. n

'

- ..-v

..(...)

• c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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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z -~量简化空间 it被毒惧型

(=V, (3)
，生 (2 )式可改写Jl:

， ω ..1:1 (s-t) II 例dsω

通常，被测量是随机噪声，因此费用随机过程参般的万讼进行分析.

ilh(s) 的情为H(λ) , I (s-I)的功率谱为P(A) ， g(l) 的功率蔚为 G (A).
离 I r (λ) -IH (λ) I'p (川 (5)

典中: H (λ) -J:1l (巾-川dJf

考~到随机信号的功率谱宿费是其自梅关函数的傅9!叶变换.所以

G p.) =[~..(市

这 ill:

R.. (s) -[! (的 9 (阳) dt

a: t-VI, t+s-v (1+1')

霄，是物体山S运动j1Jt+s所市的时间.

人舅-V!'， ds-Vd!'代入( 8) 式 g

60)-j:?，， (f)eEAυ川，ydfzvj:3川。) .-川

a ~ •



画[!z aa (I') e-iz ·'""制是时间僻的功率2· 距Pω 表示. ~此z

G (1) -VP (I)

VP (I) -阳 (1) laF (i.) CI)

主撞葡萄确定后 P Cll 为-定，且H (A) 为已捆，因此求出'售出售号的时间功率遭

.可以京出‘四毡'‘的运边，速度.

三、热电偶空间远被器及其传递画敬的分析

，县电'空间撞撞器可H设计成多种形式.所谓，民也镜空间撞撞器就是(l.-定阎丽捧列咸

檀糠的一组集咆饵.下面我们只管析冥中两种，为筒fJ:~诠给析，我们锺设热咆偶的热惯性

竞零.

1. ...童圃'擅..重…
相，.型空间ill植嚣的理想化空嗣函'吃鬼!回3 所示.毛代表rtP为间距的N个集电但相互

氯联鞠蝇的空间撞撞嚣，寞It学褒这式为z

••

'

... 阳 F

d ,...
同-，-

回2 徊加雪~室同.撞'的空回函.

儿 (x) - ~II' (x-liP) (9)

(I G<"-ζd

其中$ 11' (z) -f
to cl<%<p

cl)-~热电偶直径.

对". (%)作懦!P.叶变换得g

仇 (1) -J:~. (x)川Udx (时

(8)式代人(10) 式 z
__ ,,-1

H. 队)=LXV(z-hpynmdx

11-' w

-ZFr川， (e-川_. I)

币1111 1# I阶附帽项制公式 sSJL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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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凰仰'在(.-llaa"_1川旱-zd

B念，

1 I ,. 1._&-...., 1-
,.. (1) 11 -民ijle-IIea.-叫二LTT「

_[_1__si..14Isi..1NP r
1.1 si..1P J

(H'

( 1:)

查卫-0时，回'. (1) 11 - (Nfl) 雹

以.-~1I1P为榄蛊标，圄4示出了( I~) 式蚓HJ'....-III遭.

]A田中镜的可击到， IH. (1川'吉布鲁E噩的直革分量.革体略'温度噪声的方盖一...

小，雷要经过.高精益的监大.It大后才能栓跑出来.大窍直 il?-瞌会使Ii大蕃饱帽，但霄

，属囔'信号无法桂回.故这种空间撞撞器不宜使用.

I H.I f

'
7.2

5.4

J.I

1.'

•" J.14 ‘.:1

."a 2 /1 A ,.

随4 把加男'空间远渡榻的喧闹'项诩

2. ......罐.......

量动型空间谴蔬璋的空间属It如回5所'示. -e等放于以P为间班的NT、热电饵，令舆帽'鹏

的费电饵反向串联构成何空间嚣波黑.

戴学费远式为g
/1-.

It. (x) -I: (-I)·" (~-ItP) (13)

'‘中 s
II' (s) _ f' 0<s"4, (s) -t

lo d<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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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差萄型空间_it.的空间iItt

对 (13) 式律'里叶变换，得z

H , (1) ..在 (e-Ud"_I)(1- (二il;二…'〉

阳， ().) [1- (但屿'/1- (-I川…「
:.). I I 1+.:-'1.'" I

现在让戴的来寿事下式z

1- ( - I) ·e-j
..··",./I

I+e-jl
.'"

a) N为偶数时.

叫括三;二~r-s嗖
把此结果代人 (14 )式，得z

z

( 14)

(I~)

IH, CAl 1 1 -寸ι

).-0, IH, ().川1_"

sial 1l;'4sial 摞).NP

COSlft)'p (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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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

s..

J.'

I.'

'' c.) /I为...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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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

1.1

L')

( 17)

1.1

'• :1.14 1.21 '.C 1~.5!i 15.7

(It) 11为…=2-1 1'

圃' 是动型空间lit被嚣的空间损语.!lA座标1:;IHtla

.、 N为裔It时，

l I+e-uu,'"\. c由2 :t1NP
( 15) 式=| !=一一一I I+e-···· ,. I - cos' :lu.Y

把此结果民入(14) 式，制z

'Si.1 1I1deosl :d.NP
IH, (1', 'I=百计· 时:c1P

1-0，田.c λ) la_",
们的式阳 (17) 式的曲缉分属示于回8 (a) 初画I(川中.

比辑圈4和国8，我们可以雷到4两种空间撞撞嚣的虫害差别是两者在:atii:制量 180'.

4意味曾在捆同的流矗V和间距P芋，葫斋主..所坷吨的时间氟字是后者的两倍.由( 12)式

{p {n) 式所描洼的空间遣被击均陆街直流成为，丽们的式所描远的空间植被捕愤世本主

直截咸倍，是幢理嚣抽空间露植嚣形式.

下面就 (18) 式徽进.-步的分析.

J. N....
在P.d不寰的情况下，固 7添出 f二种不同N值时， (16) 式高对应的曲锦.

田中第一主峰民褒 r槐体的迫度.主峰的大小，形快直接影响到施遭 ω测量精厦.从幽

魏上可以曹出 ， N的大小在两个方面影响主峰.第一，官影响了主饨的幅度 ， N输犬，主峰

的幅恤精大.事实上，主峭的幅度与 N'成正比.主蜻南章味着流遭所对应的 fr号被增强，

置'于帽量.事二 ， N影响着主键的情宽 • N精大，主峰变窄，即分"事擅高.人们 E是利

用这-空间处理万 t量增强锚号并提高分JJf"争以黯蟹后续倍号处理的负担.从这两个方夜来

说，囊们都希望 N也要大.但当 P一定时 ， N不能无限槽:~，因为官要受到相关性~=a嗣.

在进行上连分析时，囊们假定搞体痛嗨声的空间纱布是非时寰的，即是..回事'路，选.

霞说仅1'.有销对正确性.当 N也无限增加肘， .耀回态"的假说就在再威主，上 11空间她理

• 1 •



也蝇不再每·量笛唱比萨·'咱

I H./'

"
12.'

t.‘

I..

正 .z

•• :1.1ι 1.21 .'
"

!'..Q

_"Ii: I tI '，.室 '.05

/二:

IZ.揭 E毒.T

(N为饵敏、

e=ze A.,.
自由宫 不同N值的差动型空间It i配额语

t. d.P..1:萄

毒fj把 (.6) 式理写于此，

i.I :lIidsiDI ;r~NP
!H. υ) II :=-;一一一

("A)" cos" "AP

当_-2slP=> (2.+ I) 嚣， (.-O~ I. ......)时

si.dNP~ 0, l:os.1P=埠。

对们的式求提陋，巍的可推出z

iH. (i.) 11 - (N/.A) Isi.ldd (US)

显嚣，边量是葡擅自'值的包结线jjN. 圃'示出了宙万瞿的典型曲缉.啬擅蜂姐是真璋的.

'"''

•••

"‘
t..

..2

' '.17 ZI.J2

-圄 ZS." 43.17

I .

..,-",
回. ....值的归-化也蟠线曲线



以a-2d.P代入 (18) 式，育$

2PN
W· 〈A}ih(-rY血'(7·F) (19)

1 ~_._. la d
们的式告诉我们凿撞衰'章程度取决于 a· 与sinl

(; • p-)的It.田'结出了不同 dIP

值的去ω 牛二】 -a曲线·显而易见 • P一定时，适当精大 d值{当然d不可能大于

P) • 蕾植峰值将很快哀撮，从，币使第一主峰突出，这摩昧着流遭所对应的时间颇事容易"

识..宝可采用简单的计数鳞识方法.但-;44增大势必导it热电偶时间常数增大，过大的时

间常敷将使热电偶失去对热噪声的检测作用o d踹小故然可使热电偶时间帘It幢小，但睡之

，而来的是高次面击波峰值儿乎同主蜂健-样大，给主峰辨识带来困难.

17.54 H.D

til '''0.0品.0:

• • , til ""0.5

• • I tll .I" =0.8

IS.Di ....1
..2_1 ,

11111 ;r:问diP值的归一也包络组曲线，纵靡标为 , ill (Qdl(2P» I Q'

若d不聋，蹲点P值，同样可加快高次谐茵的费捕，但带来的问题是主峰的高度降低

J 0

还街一个不太引人在聋的问题是，包缔结的褒融合寻致速度峰向低频方向偏事，寰赢瞌

快，捕秽'越犬.固 10说明了这一点.

说速度曲'频率测量值为I， 偏移量为6饵，则有 ， 21'AP- (1-δ〉穗，将)..-I/V代人求

得实际迫鹰值;勿z

v 旦F
-J~J

IV'-VI
精通常不考虐偏flY)算洁 ~t算，那么现体遭度V'-l.IP， 这样就会带来r~ v~ 1-栩

栩对氓，警.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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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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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句

图 10 不同diP值的空向频谱

高健蜂-dIP-O.05 N-6

低值峰一----dIP-I) I; .'V-6

四、差动型热电偶空间滤波器的理想化时间频率特性

假设用一维差动型热电伺空间植技籍处理温道It;非热平衡梳体的温度噪声，空间擅波器

与梳体梳动方向的央角为零，洋且空间植被精具有如(16) 式结出的理想化空间频率功率潜

自度函数-

为了筒化分析，再假设流体中的温度噪声的空间分布'哥在"属回志"随机自噪声f (吟，

梳体以梳遮V流动.则空间施放器输出信号的时间颜丰功率i~密度踊数为z

P(时|叫)lh(川
典中P(λ) 为函数f (，，)的空间颇率功率谱密度函敖，在f(" ) 为臼噪声的条件f ， P(λ 〉

-I. 亏是

,21)
sin'π(LMWπtL〉NP

时现

P (I) 斗·斗
, (叫苦»1

国 II 的三维圆形给出了。 I) 式伊毡的空间植被揭时间信号的功率谐密度函数与流体温

度Y的关系.随精Y的增大，时间频率功率谓的主蜂向南JJi方向移动，若将主绵的峰顶连绵

在tV平A土摄影，则捷.钱万程为V-2Pt. 圈 II直观.形象地描绘了空间睡被揭用于速度

圃量的原理.‘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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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圈U 空间 it波'时间频率功率精密匮函数与流速V， 时间频率1的关系曲线

五、结论

用热电偶空间遣技掘剧主热不平衡流体的流量，实质 r..t测量流体的流速.谎量。由公

式Q-C饵V(D/吟'求出.这里D为流道直径 ， c为加;扭系数，它取决于热电偶在管道内

的几何位置和流体在营内的速啻分布.如前所述， 们的式所描远的主同撞撞器具有~好的

特性.在合理优化N. P. d参数和热电偶时间响应之后，能设计出主峰幅值段高、频带较难

且离武诺放寰盹桂快的热电偶空间睡民器.路电偶空间il!波器在希望成为商量低班童热不平

衡施休斑遇或流量的新方沾。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进行热电饵时间滞后对空间越截住能摩哨

的研究和信号处哩方法的研究.此项研究实挂正在渭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进行，并取得了

初步进展.空间撞撞知具有广庭用盐，例如将热电偶换成电导探针用于汽攘两相班系统，则

可测量空泡的速度.这项实验也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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