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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冷却水循环泵模型试验
朱荣生，管荣国，附

强，欧呜雄，李继忠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介绍了按照核电站冷却水循环泵的技术要求开发的核电站冷却水循环泵模型，给出了其
结构方案；运用ＣＦＤ方法设计开发了优秀的水力模型，并通过模型泵进行了验证测试；简要介绍了
用于测试水力损失和观测流态的冷却水循环泵进水流道设计试验装置．验证测试的结果表明，该泵
额定点效率达９２％且高效区范围宽；泵运行噪声小，运行平稳；在额定工况点，设计的肘型进水流
道水力损失小，仅为０．２７３ ｍ．该水力模型的综合指标达到了同类泵的先进水平，因此，我国核电站
冷却水循环泵可实现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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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具有环保高效的特点．国务院已原则批准的

进口设备．在我国已决定大力发展核电的形势下，对

《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中规定，到

这种重要设备的国产化已经被逐步提到国家有关部

２０２０年，我国大陆核电装机容量将达４×１０８ ｋＷ，在

门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虽然冷却循环泵已经在大亚

建容量１．８×１０８ ｋＷ【ｌ Ｊ．我国“十一五”期间也已将核

湾核电站及秦山核电机组中相继投入使用，国内运

电列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在国家大力发展核电的

行经验已达十几年，在建造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规划和形势下，核电站建设正处于陕速发展阶段，目

但是，我国大型核电站设备的国产化率还相对较低．

前已开工建设和立项的核电站有十几座．

笔者结合国内某核电站项目，自主开发了冷却水循

目前，国内已运行的核电站冷却循环泵全都为

环泵模型．在此，对模型的试验情况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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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轴流泵自问世以来在大流量、低扬程工程
１

技术要求

中一直延用至今，但轴流泵具有以下３个缺点：①在
流量约为最优流量的７０％时，进入不稳定区，泵在

核电站大致可以分为一回路系统、二回路系统、

此区域运行时，机组震动剧烈且伴有很大的噪声；②

循环水系统等３部分．一回路系统主要是将反应堆

运行区域窄，轴流泵的高效区扬程变化范围一般为

产生的核能转换为热能；二回路系统主要是将热能

１．５～２

转换为机械能、电能；循环水系统用于冷却低压缸排

能差，当转速偏高或进口水位变化时，容易发生汽

汽，提供必要的背压．

蚀，并造成泵性能下降和过流部件损坏旧“ｊ．

ｍ，超过此范围，效率明显下降；③抗汽蚀性

涡壳泵在核电站的功能是提取海水并将海水输

混流泵介于轴流泵和离心泵之间，吸收了轴流

入凝汽器，将蒸汽机排出的蒸汽冷却凝结为水，带走

泵和离心泵两者的优点，弥补了轴流泵和离心泵的

凝汽的热量排人海水中．由于混凝土蜗壳有耐海水

缺点＂Ｊ．它具有适应扬程范围广、高效区宽及不易

的特点，因而在沿海地区建造的核电机组循环泵上

汽蚀等很多优点．

大多被采用，所以，混凝土涡壳泵是沿海核电站的重

因此，从稳定运行、保证效率和防止汽蚀等方面

要设备．现有核电站每台机组通常配备两台循环水

综合考虑，选择混流泵作为该核电站冷却水循环泵

泵，主机正常运行时，两台循环水泵同时工作，无备

的模型泵．

用泵．因此，循环水泵的运行可靠性极为重要．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要求泵的效率达到８８％以上．

３水力模型的开发及验证测试

２

３．１总的技术路线

结构方案

１）根据水泵参数及核电站混凝土蜗壳循环泵

该泵组为立式安装（见图１），由混疑土蜗壳泵、
电机及行星减速齿轮箱等组成．泵的基本性能参数
为：流量Ｑ为２４．３１ ｍ３／ｓ，扬程日为２０．５

ｍ．

的构造特点，确定泵的叶轮型式；
２）对现有优秀水力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模
型泵性能；
３）用ＣＦＤ技术对泵内流动进行流态分析，验证
选型；
４）用模型泵进行验证试验．
３．２水力模型的开发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保持叶轮轴面图及叶片几
何形状不变，对叶片数分别为３和４叶片的模型泵
进行ＣＦＤ数模计算分析．按设计的平面图分别对叶
轮和流道进行三维绘型，再通过ＣＦＤ模拟出静压力
分布图和绝对速度矢量图．ＣＦＤ模拟计算结果见图
２一图５．

图１立式泵组安装示意
Ｆｉｇ．１

Ｆｉｘｉｎｇ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ｕｍｐ ｐａｃｋａｇｅ

由于设计流量很大，本泵可以采用混流泵或轴
流泵．究竟采用何种泵，有必要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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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三叶片静压力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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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检测中心，即江苏大学流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大型闭式试验台上进行了多次反复测试㈤＂，并在
水利部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由彩堂和全国
水机磨蚀试验研究中心顾四行两位教授级高工的指
导下，对该模型泵进行了完整的复测测试，确保了测
试数据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３．４进水流道的设计及测试
３．４．１进水流道的设计
进水流道是泵装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
图３三叶片绝对速度矢量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ｉｇ．３

Ｔｈｒｅｅ—ｂｌａｄｅ）

不同的进水流道尽管型式不一，但都是泵站前池与
水泵叶轮室之间的过渡段，其作用是为了使水流在
由前池进入水泵叶轮室的过程中更好地转向和加

速，以尽量满足水泵叶轮室进口所要求的水力设计
条件．

．

进、出水流道为压力管道，且流道内的Ｒｅ达到
阻力平方区，采用欧拉相似准则：
ｌ

二％＝ｌ

（１）

ＡｐＡ：

模型泵内的流体是清水（ｐ＝１．０×１０３ ｋｇ／ｍ３），
原型泵内的流体为海水（Ｐ＝１．０３３×１０３ ｋｇ／ｍ３，），
图４四叶片静压力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１．０３３，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ｂｌａｄｅ）

Ａ血＝１．０３３Ａ：

（２）

为了满足试验条件，规定模型流道的额定流量
（Ｑ嘴型）为１２０ ｍ３／ｈ，则有
ｎ

Ａ口＝黪＝７２９．３
Ｙ０模型

根据模型与实型尺寸，有Ａ。＝１４，故可得：

Ａ。＝－妻ＳＴｉ

２

３·７２

（３）

由此得到原、模型之间流量和水力损失之间的
换算关系分别为
图５四叶片绝对速度矢量
Ｆｉｇ·５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磐＝３．７２Ａ：
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ｕｒ－ｂｌａｄｅ）

Ａ

从计算结果（图２一图５）可见，三叶片和四叶
Ａ卸２

片叶轮，它们与蜗壳在压力和速度矢量分布上都比
较均匀．因此，加工两个叶轮进行对比测试．从对比

ｌ·０３３Ａ：＝１４·３０

（５）

根据图１实型泵尺寸，按入。＝１４缩小成模型进

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四叶片模型泵比三叶片的流量

水流道．

扬程大，四叶片模型泵效率高于三叶片模型泵．因

３．４．２进水流道的测试

此，最终选定四叶片叶轮模型泵到闭式台上做更详

（４）

一

这里设计了一个进水流道模型测试装置，见图

细的性能和汽蚀试验．

６所示，进水流道模型和部分进水池采用透明有机

３．３验证试验

玻璃制作（见图７），除了可用于测试进水流道的水

为了获得较真实的实泵性能，采用等扬程方案
来进行水力模型的验证．验证测试在机械工业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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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损失外，还可以对流道内部的流态进行较为全面
的观察研究埔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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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采用了一些创新的设计理论，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该水力模型的综合指标达到了同类泵的国际先
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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