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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差压信号空间特征频率Sr 鉴别两相流流型.

韩兵 传允宪 吴少融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摘要

压差脉动分析方法是两相流流型识别的常用方法，通过频域特

征峰辨识流型会受到气泡速度的影响，而混淆泡状流和间歇流。从两

相流流型的空间几何意义出发，利用差压计作传感器，提出用标准空

间特征频率斯特罗哈尔数Sr 作流型识别的定量依据，斯特罗哈尔数

Sr 识别流型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给出了这一空间处理技术辨识流

型的实验结果。

·田J(自然再拿Ii盒'吁"项目



IDENTIFICATION OF TWO-PHASE FLOW PATTERN

BY USING SPECIFIC SPATIAL FREQUENCY

OF DIFFERENTIAL PRESSURE SIGNAL

(In Chinese)

Han Bin Tong Yunxian Wu Shaorong

(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

It is a classical method by using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pr，四sure fluctuation sig

nal to identify two-phase flow pllttern. The method which uses trait peak in the fre

quency-domain will result confusion between bubble flow and intermittent flow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gas speed.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geometric significance of two
phase flow patterns and using the differential pressure gauge as a sensor. the

Strouhal number Sr is taken as the basis for distinguishing flow patterns. Using

Strouhal number Sr to identify flow p画ttero has clear physical meaning. The experi

mental results using the spatial analytical technique to measure the £low pattern are

al回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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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l 目

两相流动的流型影响两相流的水动力特性和传热待性，因此，ft型的研究是两相流研究

的重要基础之→11: 流型的分类是建立在直接目测观察的经'童基础之上，但在恶劣的流动环

填下，如高温、高压和有放射性的条件下，直视观察将很困难.为此，人的发展了多种流型鉴

别的测量方法. Bergles 和 Flori 提出根据探针的时域波形鉴别漉型的方法【2
1

， Jones-Zubber

用射线擦测分析局部体职含汽辜的模事密度分布，并用于流型识到【IJ.Hubbard 和Dukler 应

用压差信号脉动的时间-频率分析鉴别流型【飞近年来，人们试图发展计算机辅助'民画成像

(CT)技术[，..:来研究流型.其中，噪音信号〈探钟或压差}的分析方法简单易行，得到了授为

广泛的应用.但传统的时间-频率域分析('.oJ识别流型的方法易受汽泡流邃的影响而发生混

溥.本文作者及其同事发展了探针租压差噪音信号的空间雄分析方法用于流型识到h··1 ，其

优越之处在于使流型鉴别方法具有更为明确的物理意义并不受流透露响.作为该研究的继

续本文研究了用差压信号标准化空间特征频率 Sr 鉴别流型.

1 两相流流型的空间结构及传统差压脉动法流型识别

J. J 流型空间结构

~~.于垂直上升管中流型的观察研究，科学家们已经作了大量工作，现累了许多经验和方

法.公认的垂直上升管流型分类有以下)t种I川.官们直接建立在直观的几何意义上 z

(])泡状流 (Bubble £low): 液相为连续

相，汽相以汽泡的形式弥散在液相中，该流型

的空间结构特征为 2汽泡尺寸远小于通道的

水力学直径，汽泡大小集中在某一特征尺寸

周围近似呈商斯分布.

(2) 间歇状流<Intermittent flow): 汽栩

以极大的汽弹或块状从流遭中经过，两汽弹

或汽块之间由液相分开，液相中夹带少量小

汽泡.这种流型的空间结构特征为g汽弹尺寸

与通道水力学直径相当，汽相与掖相相间通

过流遭.管壁压力随机拢动的主要能量来自

汽弹.

(3)环状瘫 (Annular flow) ，在这种流型

中，液徊在管壁上形成一个环形的连续瘾，掖

栩环中弥散着汽泡，在汽相中央带着被滴.这

种流型出现在饱和沸跚商含汽量区.空间结

构特征为 s汽相尺寸远大于通道当量直径.

(4)雾状流 (Milt flow):通道中的穰体变

为许多细小的液滴悬浮在燕汽主流中随第汽 图 1 典型槐型的空间结掬及.li锺触动"锥

流动.

卜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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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种典型流型的空间结构见回 1.

1.1 锺Ii.动法it型识到

本文引言中简述了ii型识别方法，奠中 Hubt皿rd 和Dulder·l提出的传统E差躁动法，从

管重压力.蓓的时间-频率谱分析来啕定瘟型..医用于商量高压条件.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方

法.

两相撞各种流型，以不同方式彭嘀局部压差倍号.压差信号的菌机脉动奠主要能量来自

具有特征尺寸的汽泡.对医差错号习、功率调t.可以发现倍号'但量将主要分布在某特征频率周

围.通过对局部压差信号作频檀分析可鉴别不同植型.典型的泡状流和间歇撞的压差错号

功率遭见回 2.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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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3 间歇施压聋倩号'警佳

用E差脉动法识别流型有个弱点.ep汽泡的特征频率与汽炮的速度密切相关，仅靠待征

峰值的频率大小来辨识流型会带来一些混滑.因为同一特征频率值既可以对应少量汽泡大

流速情况，亦可以对应大量代泡小流速情况，从而造成特征频率峰值的多重映射，混糟泡状

流和间歇流.

本文从流型的空间结构出发，提出利用差压倍号标准化特征空间频率-一斯特罗哈尔

曼t Sr 作为鉴别流型的寇量依据，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10.00

I(Hz)

-100.00
10.00 0.00I.OO

,(,l

J.OO
0.00

斯特罗哈尔数Sr识别流型

1. 1 基本原理

汽泡沿管道垂直向上运动，呈一定分布，取观察段怯度为 I.在观察段内，汽泡出现的次

It为 N ，则汽泡分布的空间特征频率为 A=N/l. 所谓空间频率是指某一具有-定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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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霞在单位空间妖度内被动的次数.这里A反映T单位长度内汽袍的个戴.考虑到tt型

取决于以通遭水力学当量直径D为尺度的汽泡大小，构造细下的无量纲戴=

;'·D=NIWD> (})

这里D 为逼迫当量直径.IID表示以当量直径度量的通道妖度.将(1)式分子分部同除以时

间 t.得=

(N/t).D_f·V
气历了=-7=SY {2}

即得斯特罗哈尔数.在这里 .Sr 的物理意义为以水力当量直径为空间尺度单位的标准化空

间频率.即以通遭当量直径为度量的单位妖皮肉汽泡的个戴.

(2)式中 ，f 为汽泡'守在E频率(Hz)，t1为汽泡速度 (m!s) ，D 为通道水力当量直径 (m).

很显然，泡状藏时 s汽泡直径运小子通道当量直径， IP Sr>l. O.踵蕃汽泡空间尺寸癫

IJ、 .Sr值大于且远离).O.
间歇班时，汽泡直径接近通遭水力学当量直径.故单位 t是皮肉汽泡个数小于或接近于

1. 随着汽泡尺寸和汽泡间距糟大，单位妖度内汽泡个鼓小于且远离 1. O.
环状渡时 .Sr 值接近 O.

斯特罗哈尔数与流型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间ail 湿'区 遭较温

O.Z I. Z

Sr

咱

z

(3)

(4)

因 4 Sr It:与流型的关.

2·2 佬感噩空间温撞特征的彤响

2.2.1 Bi差信号的功率谱分析

通过压差方法测量汽泡信号，设汽泡的物理量分布为f(z.o.以速度u 沿管流动，则输

出信号为剧。如固 5 所示.

sω=f:f(川h叫z
这里 h(z>为取压段的空间权函!ft.

设汽泡在 t 时间内沿管道方向运动TC

距离.C=vt ，则

g(C>=J:f(z一阳圳z)
其空间功率谱为

G(A)= IH (A) I'F<.U (5)
这里 GO>为 g<r>flfJ空间功率端 IH(~)

为hex)的空间谱 IF(均为 f(z-C>的空间功

率带认为空间频率.

回 s 空伺情号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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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流动中两相流的空间结构具有"援团态"，M寞时间频谴 P(f)与信号空间频语和传

感嚣空间频率将性 H(A)具有如下关系.

1 I..~ /
P(f)=-; IH(-;-) IZF(//v>(6)

2.2.2 传感嚣的空间til波特性

当使用快速羞压变迭嚣测量两相流囔音信号时，传感嚣的空间频率将性主要取决于取

压段的空闲传递待性.

取压段理想化空间权函戴的数学表达式为=

II O~.r运L
h(.r)= (

\0 .r=其他

对 h(z)作"立叶变换=

Hω=朵(!.'in(2dL)+j[ 时2dL) 一 I]}

l阳H趴〈ωA〉 l2=i占亏芦s白sin'
πa

其图形示于国 6.

9.0 12.0 15.0
0.00

0.0

。.20

因 6 整压倚..空间'被持住

从图 6 可以看出，取应段实际上是一个空间低通III被穗，取压段越长，其空间频率带宽

越难.因此，取压段与当量直径之比不能过大，否则，信号高频成分过分衰减，将丧失tl型鉴

别能力.

2.2.3 汽泡速度

本文论述的空间分析方法德已知汽泡速度.在两栩tl量和含汽率巳知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理论计算估计汽泡速度，在流量来细的情况下，可以用两个相邻取压段差压信号的互相关

估计流速.

3 实验系统与实验方法

3.1 J:.固路

全部实验在 5MW低温供热罐然工水力学模拟实验台躯HRTL-5 上进行，实验回黯原

理由见回 7.实'鱼回路由 1 回路和 2 回路组成J 国鹏是实兽系统主回路，由加鹅段、上升段、

汽水分离棍，冷援部、下降管和节流阀组成.加然段内有16 很电加热元件，模拟反应堆内无



件束. I 回路系统采用自然循环，驱动头由冷热段流体密度差提供.

为了能够直接观察实撞本体内的流型变

化，在加热段出口，上升段入口处安装了可视

化窗口，直接进行可视化观察.

3·2 实验方法

实验时，调节冷援嚣的换热能力以调节

和保待一定的系统压力不变.绘出一定的加

热功率，调节 2 回路通往换热嚣的冷却水流

量得到 1 回黯一定的进口过冷度，以确定实

验工况.当实验工况稳定后，进行信号测量.

除了温度、功率、流量、压力测量外，汽泡空间

频率噪声信号通过安装在实验本体上的若干

差压变送器进行测量.差压变送器采用美国

罗斯蒙特公司的 1151 电容式差压变送器和

上海福克斯波罗公司的扩散硅式差压变迭

器.测量精度为 0.2 缀，时间常数为 0.2 s ，所

在信号经过 MS-1215 ， 12 位 AID 接口板由

GW0520CH 计算机进行采样记录，利用周期

因法求压信号的功率谱，握像方法作为直观

参照.

'
导 汇中

图 7 实验回路原理图

。一一现量计， 因--节现阂， -一-.遭.

1-一加第匾 1 2 一一上升踵. 3 一一汽水分离.，

4-一玲..， 5-.8. , 6 一一.环累，

7 一一空降.0 8 一一属机.

寝 E 霸辅，哈尔'与流型关II

序' 缸'立件名
压力 功.

空泡份' 麟' 肉相遭a
S,/I 可想化观察(MP.) (kW) (HI) (mI.)

ASI005 0.115 16.5 0.01 15.5 。.25 3.11 抱状槐

2 AS419 1.57 60.0 0.005 13.0 目.27 2. '4 泡状槐

3 ASl24 0.263 45.0 0.005 5.75 0.25 1.4 泡就槐

4 ESl23 0·245 ‘5.0 。.02 5.70 也 25 1.34 泡...

s 15419 1.56 60.5 。.15 12.2 。.57 1.28 泡槐槐

6 自-4 15 1.52 74.0 0.15 13.0 。.61 1.27 泡就槐

7 GSlI' 1·54 60.0 0.12 10.5 0.50 1.26 泡...

B GSl I5 1.54 74.5 0.28 17.0 0.93 1.0' 大泡就槐

' HSl I5 1.393 72.0 0.35 21.0 1.18 1.07 大泡就槐

10 AS-510 。 244 45.0 0.32 20.6 1.42 。.85 刷殉泡就槐

II 051005 1.584 62.0 0.19 9.0 。.64 0.84 剧烈泡槐槐

12 CSI005 1.602 78.0 0.233 7.6 0.76 0.56 地·问过_Ill:

IJ 白418 。.15‘ 28.0 0.35 17. 5 1.39 0.76 地·闸过_Ill:

14 J5418 0.141 ‘6.0 。.33 1;.8 I. S5 0.61 商-闸1j_1ll:

IS KIlS09 。.138 96.0 O. ·1.. I. 90 。.29 闸.现

16 J5509 0.129 99.0 。.42 1·83 0.21 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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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结果与讨论

利用斯将罗哈尔鼓鉴别流型的结果列在表 1 中，表中绘出了对应不同系统压力，不同加

热功率稳定工况下的空泡份额、汽相速度，因D待征频率值，Sr 值，及可被化窗口观察结果.

表 1 中清楚地表明了斯特罗唯尔鼓与流型的关系，与可提化蔑察结果十分吻合.泡状班时，

Sr值>1.2;间歇流时，Sr 值<0.3;泡状流和间歇班之间的过覆区 ，Sr 值介于 0.3 至 1.2 之

间.实维结果可以看出利用斯将罗哈尔鼓鉴别.型具有良好的定量关系.

表 1 表明，由于温速变化在回很大，用叠压信号的特征时间频率不能良好鉴别流型，这

显示了空间特征频事 Sr 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5 结论

利用斯待罗哈尔鼓 Sr 鉴别流型，实质上是一种随机噪声的空间分析方法.斯特罗哈尔

数 Sr 能够很好地判断泡状流和间歇攘，特别是对于处在两仲流型过震区的工况 ，Sr 能够绘

出该工况偏离标准流型的程度 • Sr 戴月别流型具有十分明确的物理意义，弥补了传统时间

频率端分析方法易受5.速提滑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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