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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叙述了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的流程、所用树脂的

性能和有关的水质指标;介绍了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的初

次再生过程和投运情况;验证了该系统在电站启动期间、正常功率运

行期间和凝汽器泄漏期间等工况下去除凝结水中腐蚀产物和盐类杂

质的能力。结果表明，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装置的性能指标完全

达到了设计要求，尤其在机组启动或凝汽器泄漏期间，尽管进水水质

有时远未达到了水质标准，但其出水品质仍然很好地达到水质标准。

最后，还讨论了目前该系统存在的"阴、阳树脂配比不佳"，"惰性树

脂和阴树脂间分层不彻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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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TEST OF CONDENSATE POLISHING

SYSTEM FOR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1n Chinese)

You Zhaojin Qian Shijun Lu Ruiting

(QINSHAN NUCLEAR POWER COMPANY , HAIYAN ZHEJIANG)

ABSTRACT

The flow chart , resin performance and water quality specifications of the

condensate polishing system for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QNPP) are

briefly described. The initial regeneration process and the following service of

the condensate polishing system are introduced. And the ability to remove cor

rosion products and ionic impurities of the condensate polishing system are ver

ified during start-up , normal power operation and condenser leakage of the

pla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ondensate polishing system

in QNPP can completely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during the

start-up of the unit or the leakage of the condenser , despite the inlet water

quality of the polishers is far worse than the specified standard , the outlet wa

ter quality is still controlled within the indexes. Finally , several existing prob

lerns , such as" volume· ratio between resins is not optimum" and" the inert

resin and anion resin can not be stratified completely/l, in the condensate pol

ishing system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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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核电站 300 MW 机组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的第一座核电站。其凝结

水精处理系统由华东电力设计院设计，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安装，主要设备由上海电站辅

机厂制造。根据秦山核电站井网友电的进度要求，凝结水精处理系统于 1991 年 8 月至 12 月

期间进行了调试，并随即投入了试运行。

1 试验目的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设置在二回路凝结水泵和凝结水升压泵之间.其基本功能是去除凝

结水中的盐类杂质(如氯离子、铀离子和硫酸根离子等〉和机械杂质(主要是铁的腐蚀产

物〉。在机组正常运行时，可以有效地除去二回路凝结水中少量盐类杂质和腐蚀产物。确保

给水品质，满足蒸汽发生器水化学工况的要求 F 在机组启动阶段，可除去较多的腐蚀产物，

减少不合恪水的排放量，缩短机组起动时间 z 在凝汽器泄漏的情况下，可使给水水质免受

凝汽器泄漏的影响，减少电站的非计划停堆。本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验证凝结水精处理系

统在上述不同运行条件下的除盐和除铁性能。

2 系统和设备简介

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为低压元前置过滤的混床系统，包括 4 台并列相联的坦

床，一套体外再生系统和相应的控制盘。系统中包含有 5 份树脂 z 除每台高速混床内各含

有一份树脂外，还有一份树脂贮存于体外再生系统的树脂贮存塔内。每份树脂由阴树脂、悄

性树脂和阳树脂组成，阴、阳树脂间的体积比为 1 I 1 ，按 HIGH 型运行。少量惰性树脂的

加入是为了减少失效树脂再生时阴、阳树脂间的交叉污染。在每台高速混床的出水管上，设

有一在线电导仪和微铀表(母管共用〉以监督高速混床的出水质量，并设有一树脂捕捉器

以防止树脂碎末进入二回路系统内。高速混床内的树脂失效后，树脂被转移到体外再生系

统进行再生，以恢复其原有的功能。体外再生系统由一个树脂分离兼阳树脂再生塔，一个

阴树脂再生塔和一个树脂贮存塔组成.由于每台混床的最大设计出力可达 487 t/h ， 因而该

系统的最大连续出力可达 1460 t/h ，从而满足了电站的各个运行工况下对凝结水处理流量

的要求。因 1 和表 1 分别给出了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简图及其主要设备的技术规

范。

表 1 主要设备技术规范

设备名称

高迫混床

树脂贮存培

阳树脂再生培

阴树RIi再生培

阪计量泵

碱it量泵

罗茨风机

技术规范

φ2500. Hill 550 , H回 550 ，日!II 100

φ1800

φ1800

φ1500

Z]-630/32. Q=630 L/h

Z]-800/32. Q=800 L/h

SD22X 35. Q= 10 m'/min. H电70 kPa

数量/台

4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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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泵

凝升泵

μs pH

阳再生!If

贮存塔
符号 名 称阴再生培

自
K-μs 阳离子也导农E二~

也导我

Na 销我

pH 计pH

~
十一一

1窑氧表

图 l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简图

3 主要技术参数

3· 1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出水水质要求、进水水质和系统运行条件

为了确保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的出水质量达到表 2 的设计要求，其进水水质和系统运行

条件必须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2 ~硬结水精处理系统出水水质标准

项目

限值

电导$ (25 'C) /μS' em-I 二氧化硅/μg. L-l

<0.2 <15

铁/μg' L-l

<10

氯/μg ·L•
<2.3

表 3 援结水精处理系统进水条件

项目 pH 值 (25'C)氨/μg' L-l 铁/μg' L-l 氯/μg' L-l 温度/'C 压力/MPa 压些/MPa

正常值 9.0-9.3 280-800 <50 <15 20-40 0.7-0.8 <0.1

最大值 9.5 1000 1000 60 50 0.85 0.2

4



3.2 再生药品

3.2.1 硫酸

等级z 工业优级纯z 含量 z 二~98%1 灰分: ~0.03%1 铁: ~0.01%1 铅: ~0.01%;

日II:ζ0.0001%;透明度z 二~50 mm.

3.2.2 液碱

等级z 高纯离子膜碱s 含量: 32%; 氯化饷:~二80 mg/L; 氧化铁zζ8 mg/L; 外观:

无包透明。

3.3 离子交换树脂

高速混床使用的树脂是争光化工厂专门为凝结水精处理而生产的三层床树脂。每台高

速混床的树脂装载量和树脂性能见表4 。

表 4 离速lit床用树脂的基本性能

项目

产品类}JIJ

结构

形状

颜包

骨架

活性基因

金交换容量Immol • g-I (干〉

水分1 '10

湿真比重Ig. ml- t

粒径范回Imm

使用温皮I "C

树脂装载量1m'

D031-TR

强酸阳树脂

大孔

球状颗拉

褐色不透明

苯乙始系

破眼基

注4.2

45-55
1.25-1.27
0.70-1.25

<100
2.7

D231-TR

强碱阴树脂

大孔

球状颗拉

白包不透明

苯乙娟系

季胶基

二呈3.6

50-60
1.06-1. 08
0.45-0.90

<60
2.7

s-TR

惰性

球状颗拉

黄包半透明

<6
1.14-1.16
0.70-0.90

0.5

4 调试

4.1 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l)完成所有管道设备安装和电气仪表接线工作。

(2) 保证用电、仪表用压缩空气、工艺用E缩空气，除盐水供应充足，

(3) 贮存足够量的液碱和工业硫酸。

(4) 离子交换树脂运到现场，化验后合格。

(5) 水泵、风机等处于良好备用状态。

(6) 二回路凝结水系统应调试完毕，处于待运行状态。

4.2 容器的内部检查

打开各容器的人孔，进行内部检查，检查的主要项目有:

(1)电火花试验以确认衬胶设备的完整性。检查结果发现各个容器均有不同程度的漏

111处，由制造厂家修补。

(2) 检查各个容器的进水装置、排水装置和树脂分离塔的中间排脂装置以确认这些装

置配水是否均匀、部件是否完好和材料选择是否得当。结果发现以下三个问题z

a. 各个容器内部均有碳钢螺栓和螺母，并已严重生锈，由安装公司更换为不锈钢材质

的螺栓和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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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树脂分离/阳树脂再生培和阴树脂再生培内部均有许多排水帽缝隙大于 0.4 mm ，由

安装公司更换成合格产品。

c. 在检查各个混床底部排水装置时，发现排列管的尼龙外套破损处较多，由安装公司

进行更换。

4.3 水压试验

4.3.1 高速混床系统 (18-48)

在 0.85 MPa 的水压情况下，该系统基本无泄漏.但随着水压上升，高速混床进出水母

管泄漏严重。对此进行设计变更z 直径为 500mm进口母管由原来法兰连接的衬胶管道改为

焊接的碳钢管，直径为500 mm 的出口母管由原来法兰连接的衬胶管道改为焊接的不锈钢

管，从而达到了在}.0 MPa 下水压的要求。

4.3.2 体外再生系统

体外再生系统在水压为0.73 MPa 下进行，结果系统无泄漏。

4.4 树脂的初次再生

(1)在树脂进行初次再生前，用于凝结水精处理的树脂必须进行预处理，其预处理的

基本步骤为z

a. 用水力装部器将阳树脂2.7 m3 和惰性树脂0.5 m3 装入阳树脂再生塔(CT) 中，将

阴树脂 2. 7 旷装入阴树脂再生塔(AT) 中。为了保护底部装置，在装树脂前应先在塔内加

入 1m 深度的除盐水。

b. 用 4% NaOH溶液浸泡阳树脂8 h , 5% HzSO，溶液浸泡阴树脂8 h o

c. 在 8 h 后用除盐水淋洗上述两种树脂到排水电导率~100μS/cm o

d. 再用 4% NaOH 溶液浸泡阴树脂 8 h , 5% HzSO‘溶液浸泡阳树脂8 h o

e. 8 h 后，用除盐水冲洗上述两种树脂到排水电导率~100μS/cm 。

(2) 将预处理过的树脂按表 5 规定的再生工艺分别在阳树脂再生塔和阴树脂再生塔中

进酸碱再生。

表 5 高速;m床树脂再生工艺~散

项目

再生用水

树脂体积1m'

再生水平Ikg. (m'-R)-t

再生如j

100%再生剂用量Ikg

工业再生剂用量IL

再|浓度1%

生|时间Imin

工 |稀释水量1m' • h- t

况 |再生剂流量IL· min- t

置 l 流量1m' • h- t

铁|时间Imin

正|流量1m" h- t

洗 l 时间Imin

DOOI-TR (阳)

除盐水

2.7

100

H，SO‘ (98%工业纯)

270

150

5

40

8

3.8

8

30

40

50

D201-TR (阴)

2.7

150

NaOH (30%工业纯〉

450

1017

4

50

11

20

11

40

30

30

(3) 将再生完的阴树脂由 AT 转移至 CT，然后用压缩空气将阴、阳树脂混合，用除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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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淋洗，直至洗到电导率小于 O. 2μS/cm 后送到树脂贮存塔 (RT) 。

(4) 将树脂贮存塔内的树阴转移到 1 号高速混床 OB) 备用。

按上述初次再生程序分别再生好另外 4 份树脂后分别吧存于 2 号、 3 号、 4 号高速混床

(2B.......4B) 和树脂贮存塔备用。

4.5 树脂正常再生的基本过程

4.5.1 失烛树脂送到树脂分离塔CT

树脂在高速混床系统因出水水质超标或压差大而失效后，即利用压缩空气和压力水将

泪床内的失效树脂输送到树脂分离塔CT。

4.5.2 新鲜树脂从树脂贮存塔送到高速混床系统

当1B.......4B 的失效树脂送到树脂分离塔CT 后，备在RT 的树脂即被送往1B.......础。

4.5.3 树脂的空气攘洗

树脂在运行中不仅吸附了很多盐类杂质，而且还截留了很多腐蚀产物(主要是铁的氧

化物〉。为保证再生效果，在进酸碱前必须把吸附在树脂上的腐蚀产物用空气擦洗工艺

(ABRO) 擦洗下来。 AERO就是反复地从底部通1 min 压缩空气进树脂分离塔以使失效树

脂间产生相互摩擦从而使吸附在树脂上的腐蚀产物脱落下来，然后立即用除盐水从上到下

淋洗 2 min，从而使脱落下来的腐蚀产物从底部排走。擦洗次数一般视树脂被污染情况而

定，在电站正常运行期间一般需擦洗25 次左右。在机组启动期间，由于凝结水中大量腐蚀

产物被高速棍床内的树脂吸附，其擦洗次数可达60.......80 次。

4.5.4 树脂的反洗分层

树脂擦洗完毕后，用除盐水对树脂进行反洗分层，使树脂从下到上分阳树脂"惰性树

脂和阴树脂三层，然后将上层的阴树脂通过中间排脂装置转移到AT 内.

4.5.5 按表 5 规定的再生工艺分别对阴、固树脂进行再生

4.5.6 树脂的混合

将再生好的阴树脂从AT 转移回 CT，然后进行6 次左右的空气擦洗工艺，以除去因进

酸、碱再生后而松动的少量腐蚀产物。再用压缩空气对阴阳树脂进行混合，最后用除盐水

正洗直至电导率ζ0.2μS/cm 后转送到RT 中备用。

5 试运行

5. 1 电站启动期间

在电站启动期间，二回路热力系统凝结水中含有大量腐蚀产物，这是由于:

(})启动前二回路系统基本上处于无化学控制状态，系统内表面因氧腐蚀严重而产生

大量腐蚀产物，这些腐蚀产物将在启动期间脱落下来进入凝结水中，使凝结水中的含铁量

升高，这种现象在电站初次并网的启动过程中表现得尤为严重。

(2) 二回路系统在启动过程中还未建立起良好的水化学环境，系统内表面的腐蚀情况

还是比较严重，这也使得凝结水中的含铁量升高。

基于上述情况，电站启动期间二回路凝结水必须进行全流量处理。

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于 1991 年 12 月 14 日第一次投入运行。投运时，凝结水

泵出口水的铁含量高达I. 65 milL ，超过了高速混床进水含铁量I. 0 mg/L (最大值)，但为

了保证蒸汽发生器给水晶质小于0.1 mg/L，该系统被迫投入运行，连续运行到12 月 18 日，



由于混床进出口压差已达到 0.2 MPa ，混床被迫停运，但该说床的周期制水量仍达 3 万 t 左

有。

由于电站初次井网发电，汽/水系统腐蚀产物极多，取样时可见凝结水中有小颗粒，棍

J*运行 12 h 后，发现其上层树脂结了厚约 10 em 的板结层，层内可见大氧化铁屑，树脂中

铁污染相当严重，极结层下部分树脂呈浅灰色，树脂颗粒被氧化铁襄包。

因进水条件极差，所以被污染的树脂送往体外再生系统再生时，空气擦洗竟达上百次，

擦洗排水长时间呈黑酱油色，但这份树脂仍恢复了初始性能。这说明高速泪床系统的设计

和体外再生程序是合理的。

5.2 凝汽器泄漏

在凝汽器泄漏期间，由于含有大量杂质的冷却水进入凝结水中，使电站凝结水中的酸

电导率、氯离子等严重超标。这在用杭州湾海水冷却的秦山核电站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而

在凝汽器泄漏期间，也必须对凝结水进行全流量处理。

秦山核电站自 1993 年 10 月以来，二回路凝结汽器经常出现间断性泄漏，这使得查漏

工作难以顺利进行，只得依靠凝结水精处理系统来保证蒸汽发生器炉水和给水的品质。囚

凝汽器泄漏而使凝结水泵出口的酸电导值最高竟达70μS/em (标准为::::;;;0.3μS/em) ， 相应

的氯离子约为4.6 mg/L。如果这样的水进入蒸汽发生器势必造成因炉水严直超标而停堆，

为此必须对凝结水进行全流量处理，处理后根床出水的酸电导率运O. 15μS/em ， 氯离子〈

1μgiL，从而使整个二回路系统的水质维持在规定的范围内，保证了机组满功率安全运行。

5.3 正常功率运行

电站在正常功率运行期间，二回路水质良好，凝结水泵出口的酸电导率小于

0.3 IlS/em ， 氯离子小于lμgiL。因而凝结水精处理系统能以部分流量运行，其进出口水质

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司是 6 高速混床进水质量

项目 氯/μg' L-I pH 值 (25 'C ) 铁 I"g' L-I
电导率 (25 'C)
μS· em- I

正常运行值 250-1500 9.0-9. G 3-50 3-10

表 7 高速;1床出水质量

项目
rl!.导$ (25 'C)

氯离子/问. L-I 铁/μg' L- 1 二氧化硅/问 • L- 1
μS· em•

正常运行值 0.056-0.07 <0.1 <7 <3

尽管在凝结器不发生泄漏的情况下二回路水质良好，然而如果凝结水精处理系统仍以

全流量运行则整个二回路的汽/水晶质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表8 列出了在凝结水全流量

处理和不进行处理两种工况下二回路各种样水的酸电导率值。

表 8 不同工况下二回路各种样品的酸电导率川

样品名称 凝结水 给水 炉水 主蒸汽 再热蒸汽 MSR 水m 高加疏水

凝结水不处理 0.22 0.45 1.30 0.28 0.14 1.3 0.28

凝结水金处理 。.17 O. 18 0.35 0.10 0.09 0.20 0.10

注 I (1)股电导率表征了水中所有可浴性阴离子含量的总和，单位为μS/emt

(2) MSR水为汽水分离再热稽壳体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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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秦山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经过调试和近 3 年的试运行证明，该系统完全能够达到

设计要求的各项性能指标。尤其在以下两方面 z

(1)在凝汽器泄漏的情况下，该系统能将二回路凝结水中的氯离子降到 1μgiL 以下，

从而保证蒸汽发生器给水、炉水和出口蒸汽等各种汽水晶质满足二回路水化学的技术要求。

(2) 在机组启动期间，尽管有时进水条件超过设计要求，但该系统仍然能使给水中的

铁含量很快降到 0.1 mg/L 以下，满足了电站升温的条件，从而缩短电站启动时间，减少蒸

汽发生器内泥渣的积累。

然而该系统，目前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z

(1)高速混床中阴、阳树脂体积比为 1 I 1 。

由于秦山核电站二回路系统采用全挥发处理，给水 pH 值控制得较高 (9.3-9.4) ，正

常运行时凝结水中的盐类物质绝大部分是氨，混床的失效主要为氨饱和所致，而此时阴树

脂远未失效，所以适当增加阳树脂量、减少阴树脂量可延长混床的运行周期，减少再生次

数。如将阳、阴树脂体积比由 1 I 1 改为 2 I 1 ，此时高速混床的运行周期将延长 34% ，这

将有利于降低混床的运行成本。

(2) 惰性树脂的引入。

高速惺床中引入惰性树脂，虽然能使失效树脂在其再生过程中分为三层从而减少阴、阳

树脂间的交叉污染，但是由于惰性树脂无交换容量，从而使高速混床中的混合树脂的比交

换容量降低，混床运行周期变短;另一方面，由于惰性树脂是亲油性的，极易吸收水中的

微量讪类杂质，从而使其比重变小，经过几年运行后已发现少量惰性树脂在分层时不能从

阴树脂层中分离出来，从而使惰性树脂失去原有的作用。随着电站运行年限的增加，这种

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棍床出水品质也将会随之越来越差，因而必须对该树脂分层技术进行

改进。

电力工业部西安热工所高秀山、阎瑶等同志参加了容器内部检查和树脂初次再生部分

的试验;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孙强等同志参加了凝结水精处理系统的水压试验;华东电力

设计院蒋如丰同志和秦山核电公司李幼新、庄炳奇、许美景、董黎明、何森伟等同志先后

参加了部分试验，高明华、方岚等同志为试验的水质分析提供了服务，作者谨表示深切的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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