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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压才、反应堆堆内温度测量装置是监测反应堆热功率输出及堆内

功率分布情况、保证反应堆安全运行的手段之一。该装置以热电偶作

为测量元件，用不锈钢作保护外套。由于热电偶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须定期灭挠，为此研制了一种适用于核电厂反应堆堆内温度测量的

热电偶it 卅结构。这种结构既能在高温高压下密封牢靠，没有泄漏和

渗漏，又位在带放射性环境下方便地逐根更换热电偶。它是一种结构

简单实布的新型密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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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WR in-core temperature detection devi饵，which is one of measur西 to insure

r回创.or safely operation , is to monitor and diasnOl5e reactor thermal power output and

in-ω，re power distributi∞. The temperature d创ection devi臼 system is 国ing thermocou

pies as measuring elements wi由 stainless steel pro始Cling sleev臼. The thermocouple has

a limited scrvi臼 time and should be repla臼dafter i也 sem臼 time has r，回ched. A new

sealing device for the therm侃。upl回 of reactor in-ω，re temperature detection 町stem has

been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replace-me-Rt. The structur也 is complete tight under high tem

庐ratutl: ami pr恼life withuut ;my I~kage a邸 see归肘， and easy to be assembled or

di回ssemiJlcLl in radi也ctivt' environment. 四e devi饵 is designed to make it 萨lSSible to

replace the lhermocouple one by ∞e if ne臼ssary. This is a new simple and pract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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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压水反应罐罐内温度M量装置是监测反应堆'是功率输出及罐内功率分布情况、保证E

应罐安全运街的手段之一.这种温度测量襄置是剧，属电饵作为温度回量元件，用不曾钢蕃悻

保妒外霉，穿过反应堆E力睿嚣进入罐肉，是压置顶帽、支承筒和导向简直至堆志.蟹"每工

设计的要求将铠装娼电帽的热蠕分置在罐志上'相应矗上，以测量·属组件上管座出口量

，每割的温度分布.贯穿反应罐压力睿嚣向外引出的热电饵连撞撞撞件，通过孙售导缉至玲蜻

箱，戴后到二lX仪表.所槽'的罐内各个部位的疆'每荆温度在二~仅囊中蜡出.

早期和 70 年代核电站反应罐罐内温度测量系统中热电偶密封结构多半果用僻'富翁

结构.秦山一期 300MW 核电厂反应堆堆内温度测量矗统中热电饵曹封也是来用僻'固定

式密封结掬.这种饵焊密封结构不能进行单根热电偶更换.随着核工业的不断发展，对反应

堆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越来越南，为确保反应堆正常运行，要求热电偶佳选行单根更换以

便于撞e. 因此，我们研究了这神结梅军自昌、管径小、能单根更换的热电偶密封件.既能在离

量高压下密封牢.m有世漏和自售商，又能在带放射性环撞下方便地装卸，必要时可量极热电

饵避行更换.

1 设计要求

1.1 谴甘主要，撞

设计压力 ,=17. 2 MPa

设计温度 , =350 'C

水压试撞压力 , -21. 5 MPa

1.1 幡应相互换性要京

由于诙热电饵密封结掏是整个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边界的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密勤性幢

可露，要求卡蕃式机械密封件结构中各零部件具有一定的精度，表团租幅度和表面情惰度，

同时为了保证热电俩的单根更换，就需要零件具有良好的互拽住.

7..1 .到幢幢噩熏

在反应堆玲、热事均不允许有任何泄漏和幡榻

1.. 材厦'熏

遭用耐高温、酣辐射、酣腐蚀的'封结槐树 M.

2 密封原理

卡毒式机械密封形式为接触密翁，这种富纣植有利于特剧糟糟系镜的应用，可耐破强的

脉冲摄动戴荷.

卡事是-个前后蜻带布幢面的金属环，接头体相当于一个挤压模具，接头体前墙内侧有

内幢面.在旋动对蟹"悖的推动下，前卡事前辅外测接触到接头体内幢面，同时使前卡套中

部稍有突起，与接头体内幢面组成-回宿曾缉，同时，由于力的作用，前卡莓"部径向收捕变

形，前卡蕃前蜻内侧卡住'子，均匀地形成另-圃密封缉.后卡事与"卡毒-样也形成二圃

密封缉.于是，在同一根管子相隔-定向臣的两个植面上曹南遭密封缉，从而构成-个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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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后卡套 曾卡套 接头体

卡套咬合盲

目 1 卡套式饥'最密封原理回

固 2 卡套式饥辘'纣结构图

卡套咬台后

的密封结掏.如回 1 所示，

3 密封结构设计

卡蕃式机械密封就是通过机械力的作用，使结构材料产生一定的弹塑性变形，这种密封

结构，形式既紧廓，又不复翻.因此，密封结构中，对结构设计要求很高.在整个结构中，有二

毒密封接头，一事用于热电偶引出晴的密剑，另-毒用于热电偶引出臂的密封.如图 2 所示.

整个结构育 7 个零件.其中 z接头体两端鄙为外螺纹，内侧有圆幢密封面，两个对接螺母庵部

都是圆幢菌，与后卡毒后墙外幢面紧密接触后，使卡莓挤压侍遭E囊力，从而构成了分别罔

热电佩和拥电偶引出臂的密封.

因为前卡毒前端外锥角和接头体内锥角的大小对密封赞果影响很大，所以在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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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瞿中.认真分析研究了茵卡毒的菌墙外锥与接头体内锥蕾封的三件禽"最果，如回 3 厨

~.

键台.."-

A-sL(.+ r)

F1==u. • AI

a. ι=也

金锺面接触

(b)
F.=内....， 队...<晶

大蟠蟹'直

(c)

c:. a.> a.

',=(lX • Ao 小梅蟹'直

因 3 不同'售商吻合时的合力

幢面窜封的必要条件为在封闭的密封线上的任何一点篝有足够的撞触应为(J~ •

在 tlx 一定的情况下，所擂台力 F 正比于接触襄面的面现 A.

即， - (Tx • A

在密纣缉宽度相同时，罐面大精接触时的野形面~A2 大于幢面小蜻接触时的环形面飘

衔，而当金幢面接触时，则接触面租为一个圃台侧面棋 AI , AI 始终是最大的.

即 A， > Az > A.

因为拧紧力短 M， 但 F

所以 M， ∞ A

里嚣，密封缉在圃幢小瑞形成时，所幡拧囊力坦M，_小.也就是说，在拧.为垣相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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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蠕形成的密封辑，莓'最佳的'却撞果.矗追回上分析，在世叶中采用的接头体内

罐'‘大于菌卡蕃菌蠕外幢角Gr •

• 值为=， -30--40-
Gr -%5-35-

由于在檀电站反应堆中使用，蘸曹封结构处于高温高压、"环檀中，因此必震遣用合

适的材料及零件的制矗捆工工艺.通过试撞研究相比植分析，关键零件卡莓矗用幡不帽帽，

接头体晕用了 1Cr1 8Nil2Mom 不帽钢s植噩对卡套的工悻条件的分析，要求卡事外童画硬

度比事部硬度高2 倍左右，并要求有一定的事层深度.这样量将到工艺处理、加工的卡莓，具

有篝籍的盟性相捆住..晴是世计和使用要求.

4 试验

t.1 黯事试验

.蟹密封住篱要求，在水压试量压力，-21. 5 MPll下，保压 30 分钟后，主理 15 只试验

件均无任何懂疆和事雷.

t.2 篇章试验

集毫试验是在专门的武量台，畏上进行，台，畏睿但为1 时，电细集元件单功率为200kW，

运行压力，- J5.2 MPll，运行温度T -343'C，介质为去离于水.考量件与台提联接团"回4

所示.

经远集辜试量，试量压力，0=: 15. 2 Mh.温度 300'C ，试验时间 10ωh.在暨个 1000h 考

量翻肉，第电饵饥植窜封件不论是蕃管处还是集电'处，均由量现任何涯.fa蕾帽.

ψ
l

回 4 考.侨与台氯联援团

5 结束语

矗过试瞌研究亵明 z该结构的密封形式在拧蟹力植足够情况下，能保证可靠的'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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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曹盘tJ喜式的带点是结构董事、蕾甜可靠‘幢幢良好、囊'方便，撞可以用于幢电蜡匿应

幢幢向温度测量系统中的是电佩雷却连撞，也可撞「蜀.~电厂及莫高压窑'向雷量擎篝

曲'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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