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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S-l 型高压汽包水位监测系统

李念祖制时贾胜铭

(黑龙江省科学院E遇新技术公司}

摘要

CQS- I 型高压j气包水位监测系统是一种先进的适用毛在路估测

和监视高压汽包水位的接仪表.它利用核传感器将水位的物理量转

化成电脉冲量，用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其结果在14 in

彩色 αT 上显示，并有 4.....20 rnA电流输出以供记录、调节水位使

用。该仪表主要适用于火力发电厂及其他行业中的高压汽包水位在

线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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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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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众所周知.火力发电厂中的汽包水位是偶妒安全经菁运行的一个重要参量.若水住过

高.会导擎过热量管撞烧坏、爆霞、汽轮机遇蔬瞌西藏少商降低出力.严重时甚至造成汽轮矶

时片脱落的"飞享'辜性事故.若汽包水位过低.则破坏了嗣炉的汽水自然循环.致使水玲堕

被烧坏.严重缺水时还可能发生爆蕾.于钢等墨性循环事故，因此为了保证铜炉的安主经济

运行.必须使汽包水位保持在允许嚣围内变化.

为此，国内外都很重褪汽包水位的研究.目商国内外火力发电厂中大多数采用的有差压

式低置水位it、电极式水位计、双色水佳计、云每水位计.0

l 功能与特点

为了便于了解本系统的功能与特点，寝 l 列出了由JS 系统与国内外常用各种汽包水位

计技术性能的比枝.

寝 1 OQS惠缘与画内外常用备将向包*位讲锺术幢篝比魅

005". 鑫犀式 电.ad式 酒也 云母

测量原理 宿财缉'幢 擅体'力， 电' 先学 先学

IIR-h式
拿撞触式 撞撞式 篝触式 罐罐式 撞触式

革缉割E 连续测量 间翻翻量 间断测量 量雏测量

'也方式 4-2OmA n c. 4-2OmA n c. 开美量 无电筒' %电筒'

显示方式
CRT.~

元 旬章 叮先 元
辘"罔第

翻量最皇
具备压力.Ii厦 可，也宵压力孙 元犀刃.0 无压力，温度 无压力.Ii度

种倍情况
排'量，适合 售不适合 孙售，可'由 持..可'自 钟倍，可'由

全程测量 金理司!I ll 舍理由圄E 全理调量 金理剥量

故障自诊断功能 具备 无 无 元 无

自悟测器维!l"量 基卒元宵维妒 '重大 大 极大 彼大

可否显示汽
可 否

一lit否.外加
否 否

包真时情况 ，民筒.~可

记忆功能 有 元 x 元 无

报警 可任设报警点 可任设掘.15: 间断设置 元 无

楝测曾爱赞 SR. 复. 简单 '直简单 简单

从表中可以得出，本系统具有如下功能与特点g

(])可对玲志至满负荷状态下的汽包水位进行全程检测.

(2)在水位变化范围内实时检测，系非接触式连续测量，莫测量精度不曼环缆条件的影

响.稳定可靠，维护量小.

(3)该系统安装方便，调试简单.

(4)系统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植修快捷.

(5)系统αT可实时串色模拟显示汽包水位的动态变化，并以鼓字显示真水位值.

〈的系统的水位跟踪时间小于210

(7)系统\.2: 4 路 4-20 mA /It.配输出，可供记录、调节使用.

(8)可在水位测量范围内任世4 个掘曹点，并输出开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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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系统具有定时画陋、野唤打印'多附T印功瞌.

2 主要技术特性及指标

跚量培式z矗篝割量.

回量范围z士。~士3ωmm.

跚量漠董z在步。~士50 11IO范圈内为 1.5".在士so-士捕。 mm范围内为 5".

.:11方式:4 路 4-Z0 mA.

显示:14 inαT拇指色檀扭显示水位动事变化并数字显示真水惶惶.

跟踪时间小于~ I.

擅曹=可在测量范围内任世4 个报警点.撞'时'由开关量.翼结点睿量为24V、Q.5A.

叮印功能s

定'才打印g当水位在士50mm内.fT印时回罔丽可在1-棚)os 内任世.矗窜内世I b.

并可取精谢T印.

题目盯印z当水位值超过士回酬，自动进行此种打印.打印时间间隔可在)-30000 s

内任设.通常内设 )0 脯，并可取消耐T印.

呼唤叮印z可人为在任章时蝴盯印并给出两盯印之间所出现的最大和最小水位值且其

发生时间.

自诊断功能g当系统出现+阳， +ISV , '-)SV.-1∞OV.障冲馆号、温度惰号和压力信

号故障时，αT结出真直If.显示，显示故障部位及真发生时间.

捺测器与主机之间应离可 t他 200 nwn，主机与饵T之间距离可怯逮捕 m.

雷室周围环植剂量事符合 G剧792-84C撞射卫生前妒基本标准).

使用环植植度 :O"Cζ主机环确温度~40"C .IO"C运捧回嚣环撞温度运团'C.

使用环植量度 s主饥环撞温度运回Yo，探测'环撞温度.~".

电雷:U回电事 220V ，2A.

3 系统原旦框图反测量原理

系统原理框固细固 1 所示.

本系班测量是基于物质对y射线的吸收原理，即核物理学中的比尔定律，真数学模型为

IfII- N •
一-d= ... IJ(/. - NIρ I r-y..-

p.(Pt - PI)

式中:1 -一当测量筒内存有水和熏汽时，在测量时喇探测据所测得的计鼓掌F

10 -当测量筒内无水、无攘汽时〈即笠空).探测嚣所测得的计颤率 F

/lM1 .阳-一分别为水的质量咂收晨It租汽的质量咂收矗颤，单位为c:nr徊，

I. -测量筒的内.f2.i是度，单位为mmJ

d 一水位的高度，单位为mm ，

N 一一当辐射摞室提闭时{即无射线束时).在第-水位值时所测得的计数

率F

No 当辐射扭'直关闭时，测量商内无水、无汽时所测得的计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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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效散财扭罩因子《无量甥h

). --"，。的董变常'配.&.. 33XIo-"d-'.
-一为'射嚣寰查事+筐时间.11I.-回量时蝇 ~/. 测量时割的时间之量.

单位为 d.

m) #:.镜原理但因

本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z

(I)辐射瞟

种英~'J7~固体点状仪表辐射露，半寰1IJ 30 a.
强度:3. 7·X 10' BqUGO 回白>.

包装g不锈钢密封包装.

11的外形尺寸zφ5mmX5mm

雷的包装外形尺寸z 川 rnmX9 rnm
(2)辐射雷室

1 当雷室内费 3.7XIO'Bq.四臼辐射嚣时.摞主周围的环堤荆量事符合国事标准

NGB4192-84(放射卫生防护基本标准Y中的非职业放射工作人员的标准.

E 本辐射雷室开关操作简单、英语，只要转动辐射雷室上面的圃盘即可.当"开'字对

准锁孔时，摞室打开，当"荣"字对准锁孔时.瞟重关闭.

• 本辐射据室辈有安全保睦装置可防止幅射霄'列'提出'童.
W 本辐射螺室具有锁定装置，当打开虞美闭摞室后可锁定辐射源重.

(3)悻测帽

本系统的探测器为间烁摒测器，阿烁体为 ~40 mmX50 酬的陆1 晶体，光电倍增管为

GDB44P. 摒删器主要用于本墨镜的一次倩号赫取.真工作原理为，当 y射蜻穿入陆I 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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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靡蕾帽量尉健陆E 晶体放出光子.光电笛'曹的回极幢幢目光于后通过光电效应跑

出电子.电子是光电情蠕曹中的事徽捆遭到这阳..量后绪也负臆呻懵号.由于篝商量中装

有陆E 晶体、光电筒蟠啻.因此啬黯菌'一定要由帽、由震.

(0萌置盒

前置盒由两块离压扳、一块脉冲枢纽息高压篝用于产生-1200V高匾，黠呻篝用于把

捺测量输出的馆号进行董事..剧、量大、驱动..

(5)测量筒

揭量筒主要用于向包水位的取悻.由于本革撞来用李撞撞式菌量，因此'民样筒为全封闭

型.滔量筒必霸具有意曼汽包内高疆、高压的瞌力.

【的主饥

本系统的主饥由饥帽、MCS51.片饥。换3、PC主恒。接).草色显示4匾。换3、通讯握

。块}‘小盯印机。台k幢曹相机外电嚣'匠。换).Ij、键盘:ti(l块》、机内电露等组成.下面

分别加剧介绍-

I MCS51 尊片饥

眩目1 单片舰为本主凯的心脏.'E用于完成量据来集，并蟹给定的鼓李模型计算.以及

将计算后的水位值输出等功能.古自两块恒组成.真中一块大极为主铜板，一块小极为

O/A、A/oA悻冲来集极.

I PC主恒

诙植由 8088C刊以及相应的存储嚣组成芭主要用于保r事色回悔的作田，型号为 v-

20.
E 草色显示极

通过读板把PC主板的回像显示到牵色显示器上.型号为四A 卡

W 通讯饭

通讯饭主要用于阿551 单片舰与 PC主握的串行通讯.型号为标准阳C-232 串行口.

v '1'、打印机

材T印机用于完成各附T印功能.型号为.TIIP-16.

W 报警和机外电雷植

读板主要设备水位损害撞电器以及机外电嚣

VI '1'、键盘板

小惺盘板主要用于输入参戴帽试或修改.以及实施有知 T印功能，实理人机对话.

咽电嚣

机内电吉I ，

型号g四P-200

睿量1+1 2V、 8.0A ， -12V、 0.5A ，+肝、 20A ， -5V.O. SA

为附:SS1 先隔以肉、K主板、瞄C通讯板、靡鱼显示植提供电雷.

机外电嚣，

容量l+l:V.O. SA,-12V.O. SA,+SV.0. SA.
为附:SS 1 先隔以外，挪测器.前置盒提供电理.

町监视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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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报告

由于常麓的汽包水位it搭在.固有缺陷..~本系键不直再以真为标准进行标定.同

时.那些水位计的商量筒与本系统的回量筒不可撞处于同一蜡掏佳罩上，也量是蝇不可能处

在同一物理就毫下.也嚣不应章'事以真为标准进行标定.在宴际标走过寝中.费的发现如以

常规汽包水位计为标准在篡-甜刻进行准确际事.圃'汽包运行噩噩曲变化或者在以后的

不同时间里商者仍然存在蕃破大偏重.量大偏量可达 10 1lm.为此.徒"用己研制成功的

四-2 型鹊位诗作为标定系捷.简称标定割佳计.翼原理示章团"回 3厨示.

=El

d ?召回
η- - --丁 i 飞

• I I •

·!一-7!.
.i 一-;.

•••
团 3 原理示.田

它的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标志料佳it由辐射源‘捺涮嚣、二次仪表组成.篝测器 tilt面射嚣室可以沿甜量筒上下滑

动.辐前哥室和探测量都有很窄的射缉准直孔.当二者滑动到汽水分界面处时.二次仪表即

叮光显示.此处位置由几何刻度尺读出旗 fl.此读数就是筒内的真实水位值.真剩量误差在

2 mrn 内.

回事系统就是以标在料位计为标准进行标定的.我们在天撑军粮城发电厂 5号机组进

行了理场测试.测试结果如袤 2 ，

从表中可知.当压力从也 IMPa升至).t.4 MPa时，汽包水位在-10 mm-+10 mrn 在

田内的测量误差均小于].4".

6 结论

"再1 型高ffif吃包水位监测系统于 1991 年 6 月 23 日及 1师2 年 3 月 16 日分别捉入天

津军辘辘发电厂机组的 5号炉.6 号妒的高压汽包上运行.垣实际运行佳，世可得如下结i~ ，

(I)该系统的精度指标满足了机组运行的需喜.班矗统的水位跟黯时间也满足了饥组运

行的需要.

(2)用在 5号妒上的该系统自 199] 年 12 月投入自动.

(3)该系统设定的各种打印功能满足正常运行、超用运行.交班以及处理放障时调用运

行黠据等情况的痛要.

(4)该最统所配置的 CRT.由于汽包水位动态变化模拟团用事也显示，使得运行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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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作时对R包水位的变化更为直现.便于对在备排就事亨的帽妒汽包水位重撞盖骨撞作.

(5)在董系统搜入使用后.曾经量生几段'妒.在帽妒停启迪瞿中，谊革篝幢悻为主要世

备参与运行.JA面保证了幌组醺羁启动.

(6)蘸晕篝商毒自投入运行量.至今一直E窜.摹篝本身且未出囊撞..撞'陆人员且未对

真进行过任何撞e.

"队..啕声，副盲蛐葡快"
压为 宴--<-..， .鸡鸭噩..、

·大· ·小·
%- -锢咱 0.7

也 lao +010 +- 0..
-010 -15 0. 7- +- ‘·

1. +町' +町， 1.1

-010 -. 1.1

GOO +缸' o.s

ι" +070 +饵' 0.,

-町' -帽问' 1.0

侃" +嗣阻 0. 1

且 Oil +町' +饵' 0. 5

-070 -on 0. 1- -回幢
队'

11.13 +町' +011 0. 1

-070 -lJlI 1.0- 『佩酶 1.0

E且 II +070 +ωa 1.2

-070 -em 1.4

翩翩 -刷麟 1.0

1... to +070 +侃S 0.,
-070 -075 0.,

参加本系镜研制工作的还霄 g王春强、孙'舅.张瞩缸.起平梅、邱提银、棋配..李胜..

宁等.

"立醺

(I] 声唱t8. 醺于辘辘理. tI-I也萃....于._a. 1.1

(2] 复旦大....华大..北曹大'舍'鼻舅子健辘辘'寞'却也M-a寞..醺于.-毡.IllIZ
阳军事亿幌饵'电子搅和.-.r.j;禽，舅子b艇尬. 1077
(~] 事里慌'射筒'自葛跑"卢巅，革事，原子..艇他 1帽

(S] 北京饵，.， ·illtt件侧f'wa为计11缸II方眩'.M-a毒0.' 饥械工:u黯也 11171. 篇7-211

'



c
甸~I IUI&到泡*位..篝

原子能出植性4元禀市海淀区阜成.43号》

立~2108笛..10ll031(..)

中国原子魔王量公司翻译'得赢

横F中学技术情报所印刷

得... 717X 10!I2 III" ft专·棚"押

1D93 年 10 f.元..帽·1093每 10 月:I:霞11-'"印刷

路1IN7-剧r.!2·0I73-5

TL· 620



'‘

CHINA NUCLEAR SCIENCE &. TECHNOLOGY REPORT

‘、-

@
.……...................................~....J….，…......9.~...]…....".".. ...· .•·iThis即ort is SUbi(";! t'~ ccpyri;:)r:t All ri]hts 吕re reSf!川80 Submiss山

: Of a川or忖r f(:亿阳』吁『 ρub川l町旷f忖r: :mn!ip旦 ?协b阳白 tr :-, r: t..>~山咛归3JA卢川-h忡川t甘山、汗i :-,! t仙hp p凹文d巾Ius臼IV€' [)U山ωtil叶Ii 士:1 ti归D.
: right trolll the 巧 Jlh士「守. _. il ~C: . !~忖 <·t 仇'同[叶 .fl"': ，，;ub !l cc :J lbll. ‘ xc'~-p~
嗣

:二l'slmr:l. rnRy ror' .~、 r. o' ，、斗，;' ρ r.-: • ~..; L~1 ~" .~ (:丙~ 1 ':‘.... .，‘飞·;:.i

‘: fonY' (1r ty ai:Y '1 le:jf 、"";， t·l t' ctr , ni~~. 气 1 号， t\ 汁，，~ ·01 、札、tu c;，;:r-， "i'~~ 、(:);1"， •,
: :，thf，rw 飞'="~ w;thcut hp ~;jF:r If·"nttell ~n;::-~r 川、 .:...i:.~rl :,A t; ,o:-;.. ',tJiH".h>:·f. Ctiti.
,
·飞udpi:·Jr inf:'r!TI ;J tk".'n Ce:t!'"F. '·w·j :~r l\t "iL; 也'‘ 'r(:'j Fr严 "C '，."，I;·i 叮n.:).
: ';r, ler thr, proseGtltio~ rl'丁 1 俨 r l~~~·· C:~，\， :r i:lh! !气'N -， f 卢t 'r', 'hρCtl'~R N旷1ι 气'.
.. :r~.~r !11:号 tion Centre find Atomic; i:' n"'rqy Pq:~~ d" 'f 习 t 庐山. ~ ,.
? 】川'. 川 !川『川ill'y川仰1'1' r卜，γr 阴~ ar 巾

: 80nl且 t町r 1 f;Cιdill ε丛mv 口 f J川I ::， rp~1古r'~ 0厅r !川川11 ♂nγ F 庐-~'!")ηm、刊I ，川t 、 Iκ号 ，~ti 俨~; I ‘d t. 、'飞， t I仆' 忖 , .,

e
俨
'

品
'
‘

nec

~ ， ;!V' 才，-d111 ，rz i
句，,.
"u…E岖….组.... "........‘…‘…·嘈 1.. ....‘….c ‘ .c·....'" ...c....~......~. 霄，阳吨在 飞‘，.， .‘ ,

肌


o-m
q
工

a
u

27
…ι
1

尸
乃

P.O.Box 2103

ChinaBeijing,

Nuclear Inforn、，ation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