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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装置噪音测量两相流量

和干度的理论模型

传允宪王文然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北京〉

摘要

两相流质量流量和质量含汽率的测量是反应堆失水事故试验的重

要课题。两相流流过节流装置时产生的差压测量噪音是由于相浓度在

空间的随机分布所引起的。本文假设分散相浓度分布的方差正比于其

平均相浓度，应用两相流分离流理论模型论证了节流装置差压方根噪

音的方差近似正比于分散布流量，进而推导出利用噪音测量两相流质

量流量和干度的理论模型。这一论证预示了可以根据简单的理论模型

用单一节流装置实现两相流流量和干度的双参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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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MODEL FOR MEASURING MASS
FLOWRATE AND QUALITY OF TWO PHASE FLOW

BY THE NOISE OF THROTTLING SET
(1n Chinese)

Tong Yunxian Wang Wenran

(IN~'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TECHNOLC也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The mass f10wrate and steam quality measuring of two phase f10wrate is an es

sential issue in the tests of loss-of吨∞lant accident (LOCA). The spatial stochastic

distribution of phase concentration 嘀∞Id cause a differential pressure noise when two

phase flow is crossing a throttling set.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that the variance of

disperse phase concentration is proportional to its mean phase concentration and by

using the separated flow model of two phase flow. it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vari

ance of noise of diff，臼ential pressure 吨uare r∞t is approximately proportional to the

£lowrate of disperse phase. Thu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measuring mass £lowrate

and quality of two phase flow by noise measurement is developed. I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阳回ibility to measure two phase flowrate and steam quality by using the

simple theoretical model and a single throttling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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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核反应堆的安全性是近年来核能领棉的重要研究课题.核反应堆失水事故试量中，汽水两

相疏的测量方法是反应堆安全试验研究的重要基础研究项目.发达国家技入了巨额的人力栩

栩力资源，发晨了一系列的复杂测量装置，代表性的有 7射线密度计一涡轮流量计一文丘利管

组合装置川和 V射线曹度计一网状靶组合装置[I}等.这些方法过于复杂，虽已在失水事故研究

中取得了成功，但都不理想.科学工作者一直在追求实现两相流测量的情单方法.广臣应用于

工业班量测量的节流装置，很自然地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点汕rdock 等建立了节魔装置的

分离班理论模型剧， James 等建立了改造均相班理论模型Ed，从丽奠定了研究节流装置在两相

流中的特性的理论基础.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使用节流装置测量两相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

用两相密度比修正分离模模型[.)和均相流模型f叫改善了模型精度和适用范围，是该领精内近

年来获得的显著进步之一.本文作者曾分析了两相流流过阻挡体{孔板〉时发生的拨动，首次建

立了应用囔音测量相比份的理论模型口气并指出该模型与孔板的分离流或均相流模型相结含

有叮能实现两相流的测量.本文在分散相浓度分布的方差正比于其平均相浓度的假设条件下.

利用两相流分离流模型论证了两相流通过节流装置产生的差E方根噪音的方差近似正比于分

散相流量.这一结果与文献[7J在有阻挡体扰动时分析所得结果相一致.由于不再依锁阻挡体

的扰动分离效应.拓宽了理论的应用范围，可以适用于孔饭，也适用于其它节流装置.本文并进

一步推导了直接利用噪音测量两相流流量和干度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理论上的明晰和型式

上的简单，非常直于仪表实现.

1 噪音模型

两相流动中，分散相在空间和时间的分布上具有随机性.在前流流动中，这种分布随机性

是由于端流的局部相分离效应引起的.本文在分析中采用如下假设 g

8. 分散相浓度分布的方差正比于该相平均相浓度 F

b. 在平稳流动中连续相{载带栩}的流量恒定，这在分散相为稀相时近似成立 F

c. 两相流分离流模型的假设.J!P ，

←一两相分别流过节流装置

一一无相间动量交换

一一无相间质量交换

一一满足绝热条件

在反应堆失水事故试驻中，质量含汽拿大于 0.1 时，汽相为连续徊，水相为分散相.由节流

援置两相流分离梳理论模型得到 z

G，=龟 • F • vi .p, • tJ.p,

Gd 叫 • F • .;z:;:. tJ.，二

G, =a' ι ·F· J2王丁tJ.p

Gd = a • Cd • F • vi王忑
(C, + Cd =}，也句句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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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

于是有 s

G. J豆豆 J豆豆
一一产= -c:- =百丁C.)

C. • A • '1/ P.

G- A' .J;.忑二-

X. + (I - X.) • 气1M自

(})

(2)

(3)

(4 )

由假设 b 得到在平稳两相流动时.5;.可以看作一个恒定量，于是根据(})式，随机变量
两相赢流过节流装置时的测量差l£ ~pω和分散徊浓度C.ω有如下关系=

再而ZTtL
考虑相对波动被小.l1pω与 C.(t}两随机变量的统计方差可由下式描述z

<7(冯)=二41〈Cd
根据(0式得到~:

旦旦至2=~尘2
,;;rp (} - C.)

(3)式揭示了节流装置测量两相流时差压方根的相对统计方差近似等于分散相浓度随机波动

的方差.其数值是很小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设法增加扰动强度，如用具有阻挡体的节流

装置或其它糟加扰动的装置.

前述假设a 假定 C. 分布的方差正比于C.. 即 :11(C.)=町..于是(3)式变成z

11( 豆豆2= 一主主
,;;rp (} - C.)

当分散相为稀相时 .I-C.母1.可进一步简化为 2

旦垂lz 町d
..;t.乒

在相间无动量交换的两相分离流假设条件下有 z

C. =一一一一」旦
X. 十(} - X.) • 飞/向 /P.

代入 (4)式得 z

(5)式也可以表达成 g

4

旦i巫2= (JX.

哼几十(} - X.)· Jp./p,

旦盈2= (J • JP.IP. • X.
句句 X, + (} - X,) • J;J再

(5)



将(2)式代入上式得=

11( 而) = (}. G~/(A • .r;) (6)

(6)式具有非常明确的物理意义，即s 在分瞰相为罄相时，整压方根植瓢泼动的方量近似正比

于分散相撞量.这与文献[7]对气一液两相环状摸通过孔.时建立的囔啬模型理论上具有一致

性.

定义:R=I1( ，fij声)/ ../写，解(5)式得=

x.= 1 R-6·47LRU-4723 <7>

(7)式中 X. 即为汽水两相撞的质量含汽事{干度).这就是用唤音法测量两相班子度的理论模

型.

将(7)式代入(2)式得=

G = A. ..r;::马+ A· 11((. .r;;;I (J - A • t1( ../lIP) • .r;;;If} ω

(8)式右边各项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z第一项为连续相流量的估计值，显然这一估计值偏离 F第

三项为对第一项偏高的修正，莫修正量为当连键相单独流过节流装置产生相当于公散相单独

流过节流装置产生的差压的连续相流量，第二项为分散相流量的估计值.

(8)式可以进一步推导为 2

G = ::.. J;.马. (l + R· (..r;;:;二- D/6) (9)

(9)式即是用喋音法测量两相撞流量的理论横型.它表明两相流流量是节流装置差E方根相对

方差的线性函数，具有非常简单的型式，宜于在此基础上的经验模型的建立和仪袤的实现.

其中

G:质量流量

c:相浓度，即体积相比份

X，质量流量相比份.IIP干度

P，密度

I3p ，节流装置测量差压

。0;随机变量。的统计方差

R.R= t1( J Kj.)/ ./4异，盖压方根相对方差

* I文中不加说明的变量均系指其统计平均值

C，连续相

J，分骸相

* I无脚码变量代表两相流的参数

al节流装置流量系数

β，节流装置孔侄比

F，节流装置梳理面棋

。z比例系It

AI定义 A= .f言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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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论

。〉商相流动是一随机过程，所谓胃相撞动的测量并李传统意义上的测量，其实质是对两

相撞动，数平均值的统计笛计.

(2) 本文所用基本假设 G.即离相撞动中分散相浓度分布的方羞正比于诙相平均相l't度，

是有一定实'量依据的.文献(8)研究用电容囔啬测量气固商相撞的固相撞量，发现在载带气体

撞量一定时.电窑囔青的方整(!III圄徊橡皮分布的方差〉近似正比于目相麓量.理论上合理的

攘.可以认为在戴'气体事量恒定时，回相撞量近'且正比于国相平均浓度.因此，文献归〕的实

'量结果支持分散相浓度分布的方差正比于分散相平均浓度这一假设.

。〉比例系III的影响因.是重厦节瘟装置噪音模型的关键.从理论上分析，。可能是两

相窑度比、雷诺量和节撞装置孔径比的画戳，其中相密度比可能是支配因素.

(0 本理论攘型商处于理论假设阶段，尚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实验研

究，以发展具有实用价值的半理论半经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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