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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程房经多年不同阶段研制而戚，今天已可以用于压水堆设计计算 E突· II突.和部分

III , IV类事故麟态及部分设计麟态.是泰山核电厂用于事故分析和设计"毒分析的主要 a

M之一.

羹.. 麟态分析程序集工水力分析程序 安全分析数也诗算程序



ERP-IV-A PROGRAM FOR TRANSIENT

THERMAL-HYDRAULIC ANALYSIS

OF PWR PLANT

Dai Anguo Tang Jiahuan Qian Huifu GωZhikaog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a Research and D臼，iBD Institute)

ABSTRACT

This is a dilital computer code.and callinl as ERP-IV TRANSIENT TH

ERMO-HYDRAULlC ANALYSIS CODE (ERP-IV).

This report deals with the descriptions of physical model of transint

proc~55 in PWR plant and the functinn or ERP-IV.

This code , desiln.ted as tr.nsient .nalysis code , has been dneloped for

safety analysis and. desisn transion. The code is ch.racterized by the m叫ti-Ioop.

lonl-term. short term , wide-ranle plant simulation ...ith thecap.WHty to

an.lyze n.tural circul.tion co皿dilion.

The description of ERP-IV includes rollo...inl parts, re.ctor , prima,y

cool.nt loops ， pres..uriz肘，ste.m lefter.tors.main steam system.turbine .feedwater

system , steam dump. relife T.lves. .nd safety TalveJ in second.ry side , etc..

This code can u:.e for accident Rn,lysis , such as loss of .11 A.C. power

to station auxiliaries (. station blackout) , loss of normal r..dw.ter. loss of

lo.d. loss or condenser vac田um and otber events c.usi os • tarbi.. trip. Cl" m

plete 10Si or forced reactor. coolant flow. uncontrolled rod cluster courol .5

sembly bank withdra....1.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accident analysis or the emerlincy .nd Ii..itiag

conditions , such as feedwater line break and main steam line rupture.

It c.n .Iso be utilized as • t l)ol for system desisn studies. componen t.
design. setpoint studies and design transion studies ,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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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J¥左忽为 ERP-IV怠工水力麟毒分析霞序{筒稼 ERP-IV). 官运用于 1巨水雄也站 ifJ

x全瞬态计算和设计回牵计算的工具.官先后有过B69C' 0 但 18Ynel 机的版本.前 eOf III

ALGOL语言，后在 mFORTRAN语言，共 10000篆左右〈未包括输入输出讥环珑码:另外.r;.

10芸i-i 内在约2MB.

ERP-)V的描连包括 z 反应攘. "GffiZl.蒸汽发生嚣以及二回 SIY-J旁路系统.向空肆放

阀.交全嗣.遭平，给水系统等部件的热工水 JJ佳能的街途和整个一网路系统在事拢过程中

的被动亭，被动量. ，事放量的话算，此外压包括了_...四路系统的自然循环租停堆冷却系统的

描述.在反应雄部分包括物理计算，主怠工水力计算，控割保护系统的搞连哼.

言可以用于计算分析加压水反应堆镇电站的反应堆.主因路.0.距嚣.蒸汽发 'UHf.二

回路的主安部件的安全瞬态迫害，和设计院态过程.其中包括

饨荷变化 z

全甩负荷，士 5.的连续变化，士 10.的阶跃变化，大幅度的负荷变化夺.

反应性变化 z

由控翻悔移动引起的，由跚浓度变化引起的，由负荷变化产生温度变化引起的，由给水

变化造成植度变化引起的.

冷却剂斑量扰动军

由主泵攸.引起的，由于全厂失也引起的皆可.

在ERP-IV中.稳fk器可以从整体程序中独立出来单独进行运算，蒸汽发生器部分也可

以独立出来，这样仅仅计算反应堆和主国路部分.

主回路部分是采用所谓传递函敬的形式来描写的，是它把反应堆.稳臣，器.蒸发器. :+:
泵连成一体的.

整个反应堆及一回路系统和旅汽发生器及装置的二恒 l路部分是依据麟态物理过程而连接

成一体的，不是分傲的程序包而是连在-起的整体包，在每一个时间计算步长上，每一个部

件部要算一遍的.水经反院堆被加热后流入主回路热管段，热管段的第'个节点的蜡和质 Ii\:

流草就是反院推出口腔的恼和腐量流率.蒸发掘入口脏的水情就是热铐段的暴末一个节贞的

水蜡 z 同样，冷管段第一个节点的蜻也就是蒸汽发生掘出口腔的熔.而反应堆入口腔的水烙

就是冷管段末节点的水熔，蒸汽发生棉二次侧，管束阪大部分(除开近根部民〉和汽水混介

l{是处在二次侧压力下的饱和温度.

整个反应堆一回路采用七个不同的 ffi)J值来表示其压力分布，它们 j~Po ， PJ ，~i吨， P，.

矶，鸟，凡，并分别表示 z 反应堆，从反应堆 tHU 烹热管段与波动管交接处的热管段，从

波动营与热管段交接处重蒸发掘之间的热管段，蒸汽发生棉一次侧，从燕汽发生揭到啧雾 ff

与冷管段交接处的冷管段，从晰雾管与冷管段的交接处军反应堆入口腔之间的冷管段，稳 m

捕。

风，矶，叭，鸟，风. P.. 之间的差值是侬稳态额也工况下的流氓相回略特性确定的

(此数值取自泰山核也厂主回路组回路特性计算部分).这样的确)J!方法在额边流量不变的

麟态工况下是可以的，冈为这时的稳态.瞬态二者之经仅仅在于冈温度变化而引起的水的密

·1·



嗖变化使震锺it雹有些波动.这种草动对于筐想的集雷计算是重要的，但对于.'平均属董事

of计算的Po. PI.….凡之间的压差~咱是十分.小的.

计算中由各种工况下造康的压力变化.是经a压蕃中的佳量.厦量.体扳平蕾计算僻

山，再将此变化值分别拥在各个压力节点 L 便得到各处在'毫远在中的压力a.

P"表示Q/l~蜀中的压力值.

P.，表示鑫i'(发生疆二次侧的压力锺.

计算被动率就是计算在事撞过畏一回.冷却荆每单位时间内的变化量.本程序是采用将

一国路系统分虞32个部分.分崩拿出每-部分的醺量变化率和体，电变化事.单的体瓢变化量

是将总的句一个时刻的体飘变化量再黯时间选行叠细菌1t. .量变化事又称it动'画像，电变

化瞌又唱'波动量.二者关藏是除韧始时刻外被动事为olUt司'量也为0，这到...对于侄一个

麟态时间面言，波动事为，时鹏不等于.时斟上玲却割的休职变化也为o. 这是因为事'I-iiI.' •

而ι二字马，叫，所以有-1-;;;1+ ， -0 ， 赠志，事 -abH，忡，等'是里面'冕的.

假设水Ii经腔室(.反应罐入口脏、出口匠，鑫汽囊生蕃入口fl. 出口应〉是不雷要时

间的.这是一种近似g 水流经营遭实际是富要时间的.

自然循环流量的计算是考虑反应罐压力亮肉串重.壳体同II体的平均富度与罐吝平均.

度羞及相对几何尺寸形成的动力头B.，a-何和鑫汽发生需-~.内入口庭和出口应以及U望

管水流向上毒分和水流向下部分之间的平均密度整和几何尺寸也形成动力头B..I-t..总的自

然循环压头矶"，

H... l3ll H..'-'.....+比，'-0"

加上回路特性便可求得臼然循环流量.

对于停罐冷却系统的摘遮g

当 fT....<:T.，

lP..，唱l; P.. ，

时，取.， -t".. 在(;坷， .+a..1!占，则

P.(r)....P,.(t.,,)
式 III t...为r..后的时间点，通常'.'=1 ， 2 ， 3 ，…， 10 1

T".为堆志平均温度 z

P。为难忘工作压力。

对于多环路的电站. 11}条环路上都布此系统，哪个环.满足条件，镜报入哪个环路的.

保护.反插，凋节系统的摘选z

在ERP-IV程序中，用于停堆的保妒系统搞这如下，我们考虑了 13个，量来保护反应堆，

使古脱拍. 1已们是 z

~:J压器高压力

稳压榻低压力

隐压部高水位

功率量程高槐通量

低给水流量

也溢血TT，划功率!iT，·

4回路低流做

• J '



主~fi~生嚣稣-低水位

;""(轮机停'L
.基f{j‘量与f合唱~jUI 失PI;

DNB~:!过Ii

!:l功率密度 i圭函

~{JI.lIIr:赂的机萄性我们汪精"于一个注:时停罐信号.

这些停罐信号'咂础单个地动作，只令寞中的篡一个筝.起作用.明的即使先这到.运倪

也千;触动反应罐停雄.也可以几个或全部部垣作~.宫的申‘一个先边"窟.然后记下读时

刻栩仨它们的"罐廷l:!.再相娟的停JlU号'因上'电延迟后的撞击造行比蟹，先到的信号通触局

反陆雄"雄.如果在第…+停舷窗号产生的时"加上廷翠的时间内没布出现第二个停雄 C

~} II 嗣越自第 a个也号号II:停难.不必作什么比镰.

作为计算分析徨陪我们认为应尽可能多地包括一些功能，所以在ERP-IV III还设布功字

反锚系统，这就蠕加了一种功率控制手段.该系'庭依疆jilt九个信号进行反锺z 功率疆民.:":;

核矗量高定也.给水不正常地高.给水不正常地低.踵矗/!iTT. 趣功率I1Tp. 蒸汽.生写低

水院、 4囚'路tUt疆.汽轮机理负荷犀定时反循. .，电目的是霄.反应罐晨'电动力装置偏离正

常状态的情况，藏少不必雯的停雄.对于一个还未建成镜电站的地区来讲安全副题往往品于

真他.旦核也厂建成摄入运行之后经济放益往往成为业主很关心的事，威当尽量噩兔不必

雯的停雄.如果在停维笛号被触发之嗣有一个反插手段来缓解的话.11是一个很司取的途

径.崇山核电厂目筒尚未设置这种办楼，但当电网~窑罐相对于篡一个电厂的客量来讲不注

特别大的时候，这种手段尤有必要.所以作为计算分析的最主要的工具一一程序院蠕设这一

高分.这九个磐敷象停罐保妒一样可以单个使用也吁以同时动作或几部分同时动作，山先融

功反缅整~值的参数去触动反揭.

在控制调节方面，功率调节系统体现了读被咆厂的某些机动性，所以我们在 ERP-IV程

11' 111还编制了秦山核电厂的功事调节系统.本程序的功率宵节系统是按照泰山揍电厂的劣际

情况设置的，依据反应堆的平均温度倍号和功率失匹回酶进行功率调节的.

吨反应堆与汽轮机功率不民配时. ERr-IV 程序可以徽到先由功率调节系统进行调节，

调 'fi不了时，就转到用反捅进行撞倒，反插着还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就转到执行停堆计算.在

调节过程中若有一个反锚整在值被某个梦.触动时就转到做反锚，者反锚过程中又有一个停

堆'在定值被触动的话就执行停难而不再继续反捕了.

在与虑反应性的引入问题上. ERP-IV程序除了考虑控制梅运动引人反应性外，还考虑
FE
,

慢化剂温度反应性反愤 z

r.也.1)=Klr~ '(1.1) + (I-Kr)r:'(I.r) r>O

"Jcr(l) =守J~川，←内.0川，
燃属多普勒效应g

rDP(I ,T,I)-K DPr ~'(I.r .r)+ (I--K DP)r~'(I， r ，。

,>__ rLrr ,
"JcT(r)-…二;1 1 T(r:'(I ,T,r)-r:'(I ,T,O»)drdl

...-, I r1 0""0

. .. .



此外. jf 誓虑了慢也精章~变化';1人的反应性变化.髦M.a;引趣的反应性变化，安注

系统it: ~、a晨 ';1也的反庐.性变化.中气fit硕的自巨响，并考虑了It他原因引人的反应性变化.

'J.J-(撞够it算'董长时间的属鑫过撞过徨瓢事撞分析.尤It哥E冷翅麟.量-n酷的'甚些，

战. ERP-IV雹序蜻造了白~篝环it量的锺远.但为了筒ft计算.只是人为尴.定当强迫霞

环施建下降到额定值的主0.. 才造行白~篝环itt的计算.一徽罐诞白~.环流量不会大于

:!O.的'睡在的强迫疆环施量值.

二、襄汽发生器部分

量个襄汽发生嚣的计算黯退了给水量入鑫fit爱生.Ii!:后~Jl鑫汽'售出的过侄.

给水聋'民之后在芋'段的入口处与A分离毒分离出来嗣水量合然后往下施.经.篱下囔

揭人啻禀区蟹受一次倒传来的第量产生鑫ft...混合.止丹逢人分离雷.被分离出来的民

运往汽机去fI:功.

从肇体'民番，给水项W，.结鑫汽发生嚣'量T..郭篝量.负荷项wγ叉A-ee走n质

量在I键量.另外在一次倒.玲细剑给宫'造了厦量'售量. ..lt甸".l'争却之后又JA鑫R

蕃拖走，带走了厦璧初篱量.'读过程可囊示如下z

..If

'的. "马

EE--.O.s.凡 '现哩H 咂.....串 i\饨'回

'骨髓'
W,

‘..A. ...…s ·髓'-
ai且

-«.~

、-、
.J、~

从输入项到输出项之间的过.过瞿就是在薯f(震聋'中完康的集刀过fl. ， .

对蒸汽发生嚣的.远笛要编写一个aft爱生嚣的动态知析徨序.在ERP-IV-中包括两个

，去汽发生'麟态分析徨序.个叫EY篡it.生量第王笛态瞿序，另一个叫EV-)JJJ.汽衷'1:

黯然工水力麟Jj分析霞序，简称EV""和EV-11尊重序.

蒸汽发生部属态分析寝序包括;.囊嚣一次侧.体系统，管子盒属，鑫衷'二次倒施体

系统，主蒸汽系统四大部分.集中尤以攘..二次倒流体系统的摘选自量为复杂，它又可分为

~，撞.下降管{段).管束区.上升段四个部分.此外还应编人给水控制宵节藏簸，使得水位

{;'，E'ii~得以调整.

EVllJ.发器热工柯态辍序是一个简化的篡友"态瞿序 z 丽EV-11 ;是比EV要复杂很多的

烹发掘麟态分析徨fl.

然发器"态分析程rr-的情况大体如干'I

.11\倒流体 z

冷却剂从热管段流入蒸发'入口腔，经U 型雷扭曲量交给二次倒之.后流入蒸发'出口脏
然的优iIIt进J令营段.

i!t防水流向一维流动，对于蒸汽发生'入口'在的能量守恒式A ，

c‘V!~! dll:~'
儿，;'甘~-G(的F: (r)(IIf.~饵.r)-II，Ar-4r»)

. s .



c‘V'--l. 晶川
…，Ji了一丽..!..!--町的F: 咱)(." ..(且.r)-"-'n(r- &l))

左宿在~~~窑J!V-."的.:.2宝中 i手尊位时间咿撞‘的变化喧.在ill是iIt入遮革:~"i!峰'就奉为缸，..

4ι.1) 的水相蔬出谊r.:在极牵为ra.，，(I-.it)的本的幢在.因为谊应在中 (.J量'息也系弩IS"€:

的县陡癫，奠抉辜的a变只键是dI~入.:~不同S配套的水}黯号l也.这m.，蛐(I..。为~管段

"末一币、节点处的水情. ，，-，，(r-.\I)为蘸发嚣1\.1\夜空中。-.it)时娟的水嗡. ，咀为有4个

环画". _t远}iN.院布4个.

11金属!(IJr-~倒水就拿的求.:

快反应堆:11擎的水在这个区蝇巾被冷埋.同样假设为事.画的回管内活水lin向 t-tl

«萄.nf分li30ft. if. i岳-Jf、段中 10- -个集中..来撞遥.舆守恒式 ''I:

-.. I .". _
一一一., ......句'

C. 偏巾 •.rt~G(业生虫L 些但L__~些c
;l7~i).--·- T A,. ~ --;;.-"

.w.
IhT·~ 虑到W.-C. 二-一':"'::::111: 0" 这说明在体在同一时间阔嗣申无，的变缸.所以 ZZE白，

。，

f1II'. • I 'W
p.-c不幢时间面变. 'f~是布鲁一~+-f- -.:: -Oil不在在了.只剩下一个;1噩噩守住i式.

d市 A.. 句

谅1j徨具体来源遭参见ERPflJi'.

III口应方程式

c.V._. ~
甜=. ~-G(O)F.(r)O.ι.I)-fa::!.)

A圄~ II)

初始条件亏::!--O

典遵...类同于人口应当.

U鹦臂金属部分的温厦场求解

假设不考虑黯输肉的传籍，只考虑in径向的一维传热阵分r«'30段. i:j- ~段JfI集中筝1'{来

摘边，刷陆地·次倒也沿水施肉分成30段z

dt. _ r. &, L. r 息T 1
,\r(,.C.) ..;: -II-=-寸-:-1'，-1 J+:-专::-1φ

.... L -..τ-""IJ L'.zτ-'fl J

此H假的来源是JJ，.回柱形几何尺寸的热传导方程 z

曲.. _ r ,a,.. • I II.. 1
(,.C.). -;; -Kill'街FL+7-BFl

假ii忽蛐向热传导，并且假设热工特性不变，运则很分ifj;-77的叫州时Inilz

规则. t远方程变成

(r,.C,).. d ('oz. -,__K.. r".. I 'r.. I . r' lZ I "" -, .1
a, dlL'驾"'-~l百1_ - ·.r-I _ T L , 'r 可

ι10 ， - - - IT. 雹 T" - r

，画，



r-e . _ r..+r.. .~ _ II
MEjEJd，，，闭气.2L.伐...lOr-r..翻，.-r..向个地店的悦的算本刊值

It ~、.再经.ft合并珑liJ饵=

(r，.c.)户鲁-rl--:-号--忡.-fl+士号~1也..‘ ..Z -r r.1 J l r. r..,..-.... J

r. 1l盒蝇的奋度• c.为比兽， φ，为-it..坠赢蕾度.f.为二次..恳.密度.~为孚径是.

1'.:. F.! 结"为U咂管外唱~II瓢肉半径.

trA圃 -<r.气.)-
A，a+..亏

..h一次惆囔系簸. ，.为一次倒水量. .I幅为雷金属尊重县系敷.

hA叫"叶.)

.1.+ι?

也为二次倒传'息系._ __I 一. ，.为二次倒水温.
r,' +二二

~f{2t生器二次倒是一个很复巍的计算环节，一.9-为t障段，啻禀区，上升'曼鞠it撞

四it分.分析中在管禀区又要造行分段.每-II又均嚣用'量.能量、动量守恒方徨.在汽

水空同叉'哥分虞我楠'穰翻.此"还要讲"自~.环，两相.动的问题.壁J令疆嗣同盟..

.同.<包括"系篝，瓣.阔，安全嗣).汽水界丽莲在量，汽水界面泞.率，给水系统

的搞运等，.

在Ev-nm房中是对上造各环节If(步羹if尴聋行了搞连.为了说明同踵.现拳管禀区为

例.官被分成四段.每一段践撞写出厦量能量平衡式，如第一段质.捷式z

假 i!lAln -Aln. (".-1. 髦. P)

B,-E, (,,_,. 息. P)

dlln. 'IITa. 0.. ltMn‘缸... 'lfn. dP
二~-二--:-.--. ~+...::.手~一 +ζ=.:..:..f- ~一-W.，-w.

d' ~. dr' ~.. dr' ~P d' ‘

dE._ 'E; 0.. 'B. d"... 'B. dP
函'百:1f+示f 画+百万-O，.+W..H..-WI.H I .-9..

~II，..， 'lin, lMf,.., 'E; ~~ 'E
jfJft: t，j 位上给别求 :11"':百7"玩. 'P一，玩'瓦'布. ft入上遥方握，隅

UlY，水空间的旗 .n两个棚的回.德方雹式，再与动量方题一起联立求解 uJ得到:C I. ， ι..

ι..ι.. P. IJ 从而可'各处随时间斐侃的状态.由于方但十分复杂在此就不费远了.这

种方法是很繁的. j~铺方8共造300个左右所以解越来很圈.".

为此我们发展了酌'个简称EV程序的.aD'"态ft1¥以便于集些安全计算.

EV r.lJ1将-二次侧的管束区.汽捕E区.r降II合并成一个简他镶题包含精汽水两个橱，并

用._-'j‘集巾磐敷夜，户，不再计算自然循环，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在德态还是处于麟态工况，

• 7 •



j!t.f1璧循环是 ~~;Z停止的.训为只安窑'县锺M.-~筒经U堕臂'昏过来 .tt会在售到E区中产

'1:.". ~Jlf\*iR合拘.由于 A比客大面上丹.建立~白~循环.It在鑫a: a不工作.在回

这一过惶不会止息.因此在简化时 16震注拿到这一点.由于自~循环将 i(水.合售寄到f(水

分离嚣份真Jl水租汽.水送到下降lI .n送到民饥作lb. 功于这一幅理过哩，量的·诠·个产

i(l!厦W~. 在本项能量式中...~为艇，民 hN.在水中产生并斐从水中分离出去 .W: 在i(刷中为

正.因为官..入到f(棚中去的.不过这里.量了分寓 it率为"

琦于w:的束.1蜒的又筐造了酶"办法.分剿 a之为.饱和讼'如·欠'县挂·.

饱翻法认为M.一汰"传过来的集量。卸伴'给本事 WI.加集到饱瓢辜的'息量..停将 t

_..-~时间参 4是末为止本徊的水 II. (I-dl) 徊'良药饱'回事屿'县.. ..掉自Ti'<水分离S极态变化

所霉的第量.余下的用来产f{.

欠鲁t是认为在实际的主式自~耳..震霉的二次侧的东棚'分It高度万肉上《撞U型臂

函霞it) 有III到 1/7是处于欠'坠极~(对于一个产伐SIOI/la.循环佳字4-5. .噩噩~ft世

x.£';I在O.OJ左在》奠余ν，窍./7的高度上是处在饱鞠温度rf(水井存的暴合拔态.如果分离

掉产生的ft. 就只'唱下欠皇县东了.ll欠量民度的大小曲具体的工况.确定.如果用一集中~fL

~黯邃的话.或是对份离掉之后屿~~水购物理过瞿的撞造.

实际的豪jl(t生篝I~-.在饱鞠与欠'县之帽，应..~析的对象画面适用饱鞠法.欠~

il: .li用于研究罐恙Jl-圄酶的9a_a饱瓢画是为宜，因为宦篝之欠'县革·宿馨tl的·飞二武侧

阔的饵'第佳能所以结果.安全，若要研究二国黯部分筒9a:细.-系篝打开的时间尊宰_~J

欠摸拔为妥.因为官比饱瓢埠a-. 二次甸阔佬'甚翩翩，产1'(帽多.二次倒压力上舟'麦候，

算f!J结果.安全.

任何简化不能影响到对.所雷幢幢'般的撞远，于是在事故分析中囊的笨用集中'售量.

描连二次倒.由于我们远求对二汰.ff.脏隘力的撞远.对二次·系统自德·环申压力分布不

感~~..

J;应到如下各项.给水项.壁待醺项.f飞在给水上的冷·项.ft在f(水界画上的冷疆:事

放Jt: A:f<水'导面上的lUt丰.通过汽水鄂西画的传集项.产fi4. 负荷项.作J1J项瓢..项便

"f到 e筒化的二次倒穰堕.

筒fHi if.J 工汰"模班主费支i但为z

dU. I...."' _.. ..., • ......... "' ..,. 10'
d，'--(W，+W一+W，‘.+W.)~+W.".-一;;-PyV.-Q， +W~".-W~·II.421

10' _ .~

:-WI."'''+W..~+JV.....+W.~-w.，..-一;-.;pyV.+O.+O.-W:III ，d' ‘ .n. 4%1

dM,
4"『E.-w，-w

d..dt·.w,,+Wd+W‘ ,,-W.+w,‘ -W:

v.+v.-v.o
d....o d..... dY.
---crt-Cit T丁7

• ••



tIY. ......
-...,--.,......

，叭。-\I) 到z时剖白嚼植. ft献.体r.变化事为=

v.创-v.←时+~.. .\1

叫叫川)+号·汕

....
...(r)-". (r-川.+ -.γ· 汕

....
".(r)-...(r-.\I) + -... ..\1

, ~， ••. .1"..
i'~'~-i',.(r-.\I)+ -~r'- ..\I

r.(I)-V.←川+寺..\1

.r.V.(r)-Y.(I--'r) + -tir· !划

.

使 "r ?oJI对娟的撞植.囔植.体It的健.但是为了求得细注的压力P. (I). 省进行速代，由 f

~.f 1J1'dfl.(I). 压力P， (I) 晨比窑r(r)对于第--确定状态总是111·-被确定的，所以司以采

用霞注→个P，像愤'方R:

U. . _ Y.
..(_.. P,. r.)-~+P 一II. .,..., ...

u. . _ F.
..(_.. 1',. ...)- -:. +P, ::Iw. T--, II.

"I!'}峨 f监风. ...掘Itl癫.i量的P，刷上式的... ..吁世~r.J棚院的吨p r.. 将此'，.'.代人 F 式

i llf.r.+Ilf.r. 1,-_
I ---一... ,.‘….
I ..- sc I

得到满足.li~满足 pI麓'青但诞P，筐，直到此刀霍被告德足为 JI:. i革时所得的饵，帆...为.Il-/'

刽}祈求仰的二次侧的a. 依.此篝又可以计W:I+品，时刻的债，汀·自由-F··步氏的计算.

的街项Wγ 采用袤楠'简盗

;-::水项W ，.采用襄梅式，跟随侃萄项或三坤摩调节的三种-/jiF. ...r畏情况二忌»l任→仲.

曹虑 r工回.赢缉的_.设备的'由选.典中包括..~练，向空捞放例和安全阂，锻ill

::.na是tl性变化的并部宿自己的延迟时间.安全嗣有雨'幌煌，典一为所布安全阔的肇ii!

航1ft; -t非.舆二是所有1i金"可分成四挡集'自髦 • l号黯.可布各自的'在倪.时间延迟和排披

幢.

I·，W ，.".恤 ，(1" )-"'.]-4.f命水上的冷.项W，，- ,,_...... ':"i·~··':'·':'，...~.... '"W. r.-冷.棚的荔 rUlm 的滑然和W川
"'(I', )-11 ,(1', )

;内); I主热跑出自J焦躁之和F被告鄙为结束项所'唱lr. ，阵使;第刷，包童电饱相态为止.这是·种近似

的摘选.例缉实际上由于这一过跑的捐献很小，往往·..r取威'但.

., .



壁冷凝问题，只考虑蒸发器汽腔壁上的冷艇量We_ ，是依据

W__ = o.
川=日P， )-hr(P ，)

其巾: A.B, (I,-tll,t> =0.
B. (tl-tMI') -Bl (tllll-tllll) =CllIll tllll

Bl (tllll-hlll) -B. (tllll-t ) =Clllltllll
来计算得.

通过汽水界面的蒸发率W.和玲.率W.是依据

W.-K lA, IP, -P, "(t.)1 P，‘三P，"(t")

W, -KIA, IP, -P, "(t.)/ P, >P," (t.)

这两项不会同时发生，只能发生-个，需要说明的是K I • K I应由试验取得.

三、反应堆及其主回路部分

我们采用点中子动力学方程来描述反应堆中申子的行为，

42=午豆N(t)+ 主与包+1.

dk(O)"",.(t)=O nr(. ,=l

dk(O) 7'=O I. 手。 lire .,7'= I

使得ERP-IV程序能计算初始处于次临界的反应堆状态.如热态零功率为初始工况的事故分

析，由于
'
D手。这样反应堆自身反应性应处于次'由界才能与

'
D相平衡.这样便使ERP-IV程序

从分析II类， III类事故进入jtJ能对部分IV类事故作分析计算.

在计算t-O时的哀变功率P.(o)是用 t-t余代入表达式而得到L 这是一种近似的处理。

在反应性反馈方面考跑了 z

慢化齐IJ温度反应性反馈

机 (1)=号f)t.(r， 归.(r. o)jdr

I.(r, t)-K t~'(r. 1)+(l-K， )I~'(r. 。

燃料多普勒效应

~~-凹. rγ，

dkr(t)-日J ，J ， r[I， (r. 川)讪-叮t仰e

tι川，(包r. T. I)-Kg.I:"巾• T. I)+(l-KD.)I:' (z; T. 。

慢化剂密度变化引越反应性反馈

dk,(I)-a,(I)[p"(t) -p·'(O)]

燃料J己 f~膨胀引起的反应性变化

dk...=我值

J1f子源项引入的反应性

dk.(t)-&KOTC

典他原因引人的反"I;.~t

• 10 •



δkil'l=农 iii

帽浓度变化引人的反应位

6t，(t}罩表镜

功率调节系统 g

此系统用

/S...(t}1
aJrd圈 (t) =-'::"·~:~JIc:..(t}

d帽 S.，， (t}

Jt: ，， (t}是拇指:， .(t}-S‘..(t)表值得

S...(t}=S...(t-&t}+KJ-i, • &t

如果

s‘..<IO-Ullt 取S川=10- 10

定义 g

K~_·l-- ..+" 为提梅

Kf'_iJ= "-" 为桶悻

K'_iI侬控制棒运动方程)](;得.在此系统的功率失配调节回路中的非线性增益和可变精

益描述上有两种模~1，真一是非线饵'增益G1和可变刑益G~均取常数.其二是用下功j关系式计

算雪

G ， =fK'l(V户V.). X 100 吨 1(V.s-v.} ~I ";;;0.01时
.=4
. lK川 +K!_~( I(Vs-V.).1 -O.OI}X 100

'~ I(Vs-V.).1 >0..01时

[I V.~0.8

G~=~2X(I.3-V.} O.3~V.<0.8

l2 V.<0.3

这样功韦失配倍弓为

V~. =K' 2 xG ,xG~ X (V‘-v.)~

式巾K<%0 K 1 I. K 1_'为输入常数

此系统II; fr'1i，\\1缝信号也增设一·个放大因子K. 1 • 于是

.
.。

V.z ,=K'1 (VT叫"'Z4-VW".'ZI)

K J:. 输入值.

对于负的核功率变化速率问题，本程序作了如下的描述z

!it核功率变化速率NZB的计算2

T，等丘/N(t问'

dN.. .•. ..,
T. -d': u

+N.B=N'

式中N(t)为核功率， N20为负核功率变化迫率o ;，;"可 N..~S..，...-l时，令

t(N.B~S.品，.，-:1)-'5..,.,-1

在t>t 5 • I , ..-1 +JS.1,,,-1 n.t
6lcd回 (t)‘三 6lcd调。-&t)

11'



式中S.‘，.r-‘为负核功率变化率整应值 2

t5s，.，...-l为时间延边1 ~

.5tdi固 (t)为调节恪引入的积分反应性。

~':i

rN ， .>S.1阶-.

iw;ωw:IO)--N(tsm川 +()olr".)~ANW:

肘. ~.Ili气机负荷W:(t)按下式线性递减z

W:(~t)=W:(t1'TI)+K.u ， . At (第一步) ;

以后用 : W:(e)=W:(t-Af)+K.u, • At直到

W: {t)... w: (t1'T2)

蜘1\ W:(t)...W:(t- At)

式中输入值有: S..附-'. ANJf气. dd",.. W:{的 .K.u..W: (tUT2) .W:(tUTl) 为t=t，.，..，-'+

d.1同时的值.

当 N，.~S.‘'.r- 且时， 取t(N ，.~S".，，-， )=ts响.r- l

~j N(f)-N(f... 附-'.+仇，..)~AN.. ，-， 时，则在t~ts，情产. +.5dro.+d...-. 执行停堆，

式中AN，cr- l • d'tr- I为输入值.

反应堆部分的热工水力瞬态特性是以求解冷却 l剂的质量.动堡，能量三守恒方程而得到

的.把雄芯中几千银流遵简化为一根叫各义流道记'忡'营和一根撮危险的流道一一切 t一

切不利安全方面的因子记以吃 #-管来进行求解.每一根元件及其所困成的怜却剂组成了一

个梳道.有了该流道的压力和愤之后该流道的状态也随之确定了.

堆;j$蛤场计算采用的方程

示可哈.&+GWT{l 『旦呜ι[φ(川+Wqω]2，

式中 z

F,(f)=P: (f-At)+P:' (t-Af)+F:II{t-At)+町 Vet-At)

q(z.t)=仇F..K.K.K，9'但)P{t)

Kacf~叫数输入.c(
.. lK.审变数

rK. ， -带Ie 0ζf<f. ，

Ka ‘ = {K. o=表值 f. ，‘二t<fa ，

lK..-常数 fao~t

其中Kal • K a•• fal. f..为输入数• Ka•为输入我也共十个数值I Ka._I.Ka ,_..·...

K.o-II相应的时间为h._I. ho-o. …. '-Z-IDO 该模型用于满功率下一束棒误捷，事故提

梅程序锚说，落悔柬或落铮组的模拟.

满功率下一束佛误提造成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三维空阔动力学问题，为了在点中子

动力学穰型和平行通道热工水力分析的基础上钱好地模拟三维效应如回 1所示，把堆芯沿铀向

分成立个区段，在事故"态开始后，无悔区段〈或称第一区段}的民度不变，四束桦段〈或

称第二区段}的长度随着事故榜的提到'而逐渐精加，相应地，五事梅区(或你第三 U段〉如j

• IZ'



幅人.

.ft..
司节.1:.

回节.f.

健f~

All,
章'UI

生 -- -

•••
吨·B -一-
~..

E

回

SZH

圈』 动，过程中抽向摊位示意图

逐渐缩小，兰个囚的核功率径向不掬系数依次用 K...K .， .K IS表示.第一和第二段

的分界点用简单变量 NZH表示，由输入给定，在事故过程中不变.第二和第三区段的分界点

真IJ模拟事故过程.由两维数表给寇.该表形式如下 z

'.11. 。 " ,)

N.lI. H. H. H,

表中t...为时间分点， N，A为堆;忘轴向节点申三个指寇节点的编号，依次与时间分点对应.在

时间间自40至h事故协按速度 (N ， -N.)!t.运动，在时间间隔ti)~H ，事故梅按速度(N.-N ，)

!(t.-t.) 运动 • t ,. t.. No. N , • N，由输入给忘.

对于'放提桦程序错误

费求核功率径向不均匀1民数K.随调节榨位变化，不同穆位 IZSTEPI 时的 K. 倍，由

输入的K.变化表yy...插值而得. ZSTEP由功率调节系统计算得到.

对于掉蓓椿束或停组的模拟

落悔反应性c!lk"'n.

rO t‘《二0

a侃11:..川 -i c!l鼠'kd旧(t) O<t‘《运 td.山."

l6伽k略￡ι.， td>n,<t

其中饨.r.， (吟由输入的寝格锚值. dll::..，输入常数. 'l1li'.'蓓梅时间

燃料元件橡皮场的求解

e 啕--;- i, (仇百)+4.-CIC惆 ρ 隔音

9....op..·K.K,K ,'P (z) P(.)P(，.)哇:-Pf"
'I

• 'J .



川队 0. ,

F叫(吵伊=c
l阳o T.<1霆《豆T1或T1<T~二T3s

这是__.0维热传导方程，忽去了轴向的传热.在美体术解中将燃料梅技径I..)依燃料.气隙，包

壳的顺序分成 12 ， 5.6.个等面积的环，每一个部分的径向尺寸的计算是考虑到按径肉向外的

热.胀处理的 s 包壳也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考虑热膨胀，还考虑到燃料温度对导热系数的影

响.轴向沿水流方向分成't o段.

堆芯压降的求解

堆芯I巨降采用

AP=B(t)+APOl (t)

B(t) =!'IP ,(t)+APJ:Sp(t) +AP..(t)+AP.,(t)

L+儿£.+AE~ dWg
AP..(加_O(古~二号f

来计算，这是依据某 a物体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等于作用在读物体上的外刀之初来推得的.

四、稳'压器部分

该程序依据热 )j学第一运律和宏观的传热学定律及由经验确定的系 a再加上对秦山核电

「的喷雾;单，波动 f芋，卸乐阀.安全阀.电加热器等作了近似模拟之后组合而成.

宫不事先假设其中进行的热力学过程应满足何种特定过程，把整个稳压器分成 4 个水

相，一个汽相，再依据两个相写出能量守恒方程，体飘方程和朋量守恒方程， 1J1l .t具体的王

况后求出前一时间步长上的能量.质量.体织的变化量，从而求得本时刻的能量.质量.体

积.有了能量.质量和体积的值，该相所处的工作压力就可唯一被确定.

在稳压器动态过程中伴随可能出现的子过程有喷雾.壁冷藏.啧雾液滴上的冷 ..il!!:压

阔的排放.安全阀的排放.通过汽水界面的蒸发或玲..也加榻的投入或切除.水的涌入和

流出.

在ERP-IV程序中的稳压器模型盟.喷雾是按照实验情况用稳压器的压力值 iliP，啧 R·t 吁

始开词，这P嘀金时全部打开，在阳和 P帽全之间是用线性内据来处理的.回应过程也一样.

如果压力随时间的导数是负的，在压力这 P啧回就开始关闭到IJP啧固金时就全部关闭.喷雾阀有

个R/]、的从全闭到全开的行程时间，也有一个黯小的从全开到全闭的行程时间.如果压力变

化速率大于实际喷雾阀的行程速度所能提供的开度，就按实际的开度.反之按比例来调节开·

度.动作延迟t!.i纯时间延迟办法处理.

i世应阀是以时间参量按线性处理来写出其方程的.

:Ii全倒是按弹簧式安全阀为模式描写的.它的开度与压力成比例 g 但在回返过程中，自民

压力威小了但开度不变，直到达到回应压力肘，它才关闭.当然手动情况另论.

关于t't脏堕参与能量平衡的当量厚度 w.的计算是依据埃克尔特一一德雷亮所著 f传热

传阂)~书中推荐的不稳热导的同期热导的关系式经简化而得.

整个稳庄榻的压力是采用假说 _.0个P，值))'<出焰值 h. 据压力和h查fJ比容，代入体积方程，

满足一定的收敛准则. ~!Illtt时的P，为所求的稳压棉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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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设计瞬态的计算

为了满足秦山核电厂甩负荷设计瞬态的计算需要，该程序在反应堆入口1~嘴.热b甲、下脏

室、死腔宝、出口管嘴、热管段与波动管的交接处，蒸汽发生嚣的入口管嘴.入孔{入口t'!) •

桶板.管板.管束. 111 口腔宝.出口管嘴、冷管段与啧雾管的交接处，蒸汽发生器二次倒下

蜂段、i't栓，稳压器与波动管相捷的管嘴、下封头.简体f事处均作了搞运.

遂不是直接为了安全问题，而是间应力、疲劳分析提供麟态.据.

六、本程序应用情况

来稳!于已为秦山核电厂 (PWR) 计算分析了

全厂断电事放

甩负荷事故

冷'匠器失去真空事故

给水不正常事攸

带功率下失控提棒事故

主蒸汽管道大破口估算

~…棒束事故

藩榨事披

负荷i立增事故

负荷过少事战

结水过多事故

畏梅程序馅误$战

稳压器~全阀排量的计算

稳月1器j世压阅排量的设计计算

电负荷设计瞬态的计算，

• .案"
II] 装 Z动态热工计算1与!序徐藕情 内部魔"

12] 反应堆热工喝事It值叶.~序FD-I 赵薯. 内部舅舅

I纠纷水调古)\健动事将性沈捕蟹，俞阜原，马百乐肉郁蜜"

[4] ERP 反"'-堆厦呢-阿跚热 Z动事..叶算程序 .蜜..~永成.膺*JIl 内部费"

\5] 咒V 旗汽囊生 a.iIi.幢计算 a嚣' 巅.圃. r.lJI!JIl 内部."

16] 自动调肯原理 事~.篝谤 .11京拽，颤为苏联 n.C. lUp.，田在哈尔iJi:t*大筝的讲稿

. I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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