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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临界锅炉流动不稳定性的形成机理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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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ꎬ陕西 西安

摘

７１０１００ꎻ２. 西安交通大学 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ꎬ陕西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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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火电机组ꎬ尤其是煤电机组持续低负荷运行或深度调峰在未来几年

将成为常态ꎮ 在深度调峰过程中ꎬ机组负荷多数偏离设计工况ꎬ很有可能产生流动不稳定问题ꎮ 笔者
主要研究了现代机组运行的流动不稳定性形成机理及影响因素ꎬ分析超超临界机组的流动不稳定性
的研究方法ꎮ 按发生特性归类ꎬ流动不稳定性可分为静态不稳定性和动态不稳定性ꎮ 而在超超临界
锅炉系统变负荷运行过程中ꎬ主要存在密度波型流动不稳定性、压力降型流动不稳定性和热力型流动
不稳定性ꎬ几种不稳定现象都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ꎮ 流动不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热负荷分布、
管道结构及系统流动参数等ꎮ 由于分析和计算工具的发展ꎬ流动不稳定性的发生条件及其变化规律
能较准确预测ꎬ大量试验及数值研究表明ꎬ热流密度越小ꎬ系统压力越大ꎬ进口节流系数越大ꎬ出口节
流系数越小ꎬ则系统越趋于稳定ꎮ 从管道结构上来看ꎬ加热长度越短ꎬ管道内径越大ꎬ则系统越稳定ꎬ
且具有交叉连接的系统比没有交叉连接的系统和单通道系统更稳定ꎮ 针对超超临界水流动不稳定性
的研究ꎬ主要有试验和数值模拟 ２ 种方法ꎮ 试验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有针对性地以实际物理系统为
研究对象ꎬ为相应的数值模拟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ꎮ 考虑到水在超超临界压力和温度下的流动不
稳定试验系统极为复杂ꎬ所需费用庞大ꎬ数值模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ꎬ其可以借鉴成熟的两
相沸腾研究成果ꎬ能够方便分析各种参数对流动不稳定性的影响规律ꎮ 针对超超临界流体系统的流
动不稳定性的数值模拟研究ꎬ其分析方法通常可分为频域法和时域法ꎮ 频域分析方法的缺点在于不
能很好地解决非线性问题ꎬ为有效解决频域分析方法非线性效应消失的问题ꎬ可通过 Ｈｏｐｆ 分岔技术
来确定极限环的振幅ꎮ 时域法作为用于分析诸如振荡周期和混沌等非线性效应的最常用方法ꎬ结合
一系列无量纲数ꎬ能在保留动态变化的同时ꎬ有效地描述亚临界及超超临界流体的流动不稳定边界ꎮ
关键词:超超临界锅炉ꎻ形成机理ꎻ时域法ꎻ数值模拟ꎻ流动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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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等:超超临界锅炉流动不稳定性的形成机理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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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燃煤机组效率ꎬ实现节能降

进出口之间的剧烈密度差极有可能导致流动不稳
定 [１] ꎮ 这种不稳定流动会引起振动和金属疲劳损
害ꎬ或对系统控制策略产生不利影响ꎮ 不稳定的水

耗、减少环境污染是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重要和紧

动力特性还会导致管子出口工质的状态参数不同ꎬ

迫任务ꎮ 当前ꎬ我国的电站锅炉主要沿大容量、高参

表现为单相水、汽水混合物乃至过热蒸汽ꎬ从而引起

数、低污染的方向发展ꎬ锅炉的工作压力已从高压、

管子的过热损坏ꎮ 在极端情况下ꎬ会使传热特性发

升ꎮ 近年来ꎬ由于我国新能源发电发展迅猛及煤电

生改变而导致受热面烧毁 [２] ꎮ 因此非常有必要对
超超临界流动不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ꎬ旨在为流动

产能过剩ꎬ对调峰电源的需求逐渐升高ꎮ 对于以煤

传热设备的设计及安全的变负荷运行提供指导ꎮ

超高压、亚临界压力向超临界、超超临界压力稳步提

自 １９３８ 年 Ｌｅｄｉｎｅｇｇ [３] 对两相流不稳定性进行

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ꎬ火电机组尤其是煤电机组持
续低负荷运行或深度调峰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常态ꎮ
现代超临界和超超临界机组最主要的特点是采

开创性研究以来ꎬ人们对沸腾系统的流动稳定性问
题已进行了大量试验和机理研究ꎮ 因此ꎬ本文基于

荷多数偏离设计工况ꎬ在低负荷运行或启动过程中ꎬ

现有两相流研究成果 [４－７] ꎬ分析了 ３ 类流动不稳定
性的形成机理及其主要影响因素ꎬ包括热负荷分布、

超超临界锅炉的运行负荷较低ꎬ其水冷壁的运行压

管道结构及系统流动参数等ꎻ论述了数值模拟如频

力和质量流速相应降低ꎬ水冷壁内的工质状态将出

域法及时域法的研究进展及不足ꎬ以期为超超临界

现单相流动和两相流动状态ꎮ 蒸发受热面由于两相

循环流化床锅炉深度调峰变负荷运行及结构设计提

介质汽水比容的差异ꎬ有可能产生流动不稳定问题ꎮ

供研究思路ꎮ

系统在两相不稳定状态下ꎬ流动系统的各参数随时

１

用复合变压运行方式ꎮ 在深度调峰过程中ꎬ机组负

间宏观变化ꎬ流量偏差及不稳定性、压差、温度和压
力不稳定性会引起系统的机械振动、影响系统控制、
降低临界热负荷等问题ꎬ对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转带
来极大危险ꎮ
与低负荷运行工况类似ꎬ在超超临界高负荷工
况下ꎬ锅炉水冷壁中的流动工质物理性质在拟临界
点附近将发生急剧变化ꎬ超超临界锅炉蒸发受热面

流动不稳定性形成机理
Ｂｏｕｒｅ 等 [８] 提出了被广泛接受的两相流不稳定

性分类ꎬ即按发生特性将流动不稳定性分为静态不
稳定性和动态不稳定性ꎮ 文献 [ ９ － １１] 基于 Ｂｏｕｒｅ
的结果给出了更广泛的分类ꎬ包括更多类型的不稳
定性ꎮ
静态不稳定性指系统由原工况状态不定期或无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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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返回到另一工况状态的过程ꎮ 系统受到瞬时扰
动后ꎬ偏离原稳定运行点并在新的运行点上运行ꎬ这
将导致系统工况发生偏离ꎬ甚至烧毁设备ꎮ 这些静
态不稳定现象主要包括流量漂移型、流型转换型、沸

波不稳定性分为 ３ 种类型ꎬ分别对应于引起的 ３ 种
主要机制:受重力因素影响的 ＤＷＯＩ、受摩阻因素影
响的 ＤＷＯＩＩ、受动量因素影响的 ＤＷＯＩＩＩꎮ

１ １ １

腾传热恶化型和汽爆与喷汽型ꎮ
动态不稳定性是指系统受到的初始扰动以波

( 压力波和密度波) 的形式传播反馈ꎬ使得系统参数

等

第一类密度波不稳定性

在流 动 方 向 垂 直 向 上 的 试 验 系 统 中ꎬ Ｆｕｋｕｄａ

[１６]

观察到了第一类密度波不稳定性并进行了系

统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在低质量条件下ꎬ任何微扰动都

发生持续周期性变化的现象扰动ꎮ 动态不稳定性的

会引起空隙率和流动条件的显著变化ꎮ 在低压下ꎬ

特征在于呈现有规律的参数变化ꎬ一般为具有一定

静压水头对流量变化非常敏感ꎬ因此ꎬ流量、空隙率

周期的等幅或发散的振荡ꎬ系统流动的振荡会导致

和压头之间的反馈会导致振荡ꎮ 这种受重力因素作

加热表面反复地浸润和干涸ꎬ导致沸腾表面产生局

用引起的流动不稳定性在自然对流循环中尤为重

部热疲劳和机械疲劳ꎮ 动态扰动波与静态不稳定条

要ꎬ在核反应堆安全分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ꎮ

件相互作用ꎬ又可形成复合不稳定性不稳定ꎮ Ｎａｙａｋ

１ １ ２

流不稳定性进行了区分ꎬ几种不稳定现象都将对系

波不稳定性 [１７－２０] ꎮ 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高密度与

等

[６]

、Ｐｒａｓａｄ 等

[１２]

还对自然对流不稳定性和强制对

统的正常运行产生严重影响ꎮ

第二类密度波不稳定性

第二类密度波不稳定性是文献中最常见的密度

低密度的两相混合物交替流过加热段ꎬ流动扰动在

超超临界锅炉系统变负荷运行过程中ꎬ主要存

单相和两相区的传播速度不同引起两相区域内流动

在密度波型、压力降型和热力型不稳定性ꎬ主要表现

或空隙率的变化ꎬ从而导致压降的变化ꎮ 由于扰动

为停滞、倒流、多值性和流体不稳定性ꎮ

沿两相区传播相当缓慢ꎬ因此两相压降和单相压降

水动力曲线是系统总压降 ΔＰ 与质量流速 Ｇ 之

一般表现为反相振荡ꎮ

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１ 所示ꎬ曲线Ⅰ代表单值水动力

１ １ ３

水动力特性稳定ꎻ曲线Ⅱ表示多值水动力特性曲线ꎬ

Ｙａｄｉｇａｒｏｇｌｕ 等 [２１] 研究中被首次提出ꎮ 文献[ ２２] 表

特性曲线ꎬ即对应一个压降ꎬ只有一个流量ꎬ这样的
对应一个压降ꎬ可能有 ３ 个流量值ꎬ这种情况在并联

第三类密度波不稳定性

基于第 三 类 密 度 波 不 稳 定 性 的 研 究 较 少ꎬ 在

明这一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是惯性和动量压降项之

管圈中就可能发生流量的偏移ꎬ水动力特性不稳定ꎮ

间的相互作用及传热、流动特性的延迟传播ꎬ造成阻

密度波型不稳定性发生在水动力特性曲线的正斜率
区ꎬ压力降型不稳定性发生在流量 － 压降水动力特

力特性和传热特性的相应变化ꎬ压力与流量的反馈

性曲线的负斜率区ꎬ热力型不稳定性发生在流动状
态与发生传热恶化的热力条件耦合的区域ꎮ

导致进口流量自维持不稳定性ꎮ

１ １ ４

并联管内密度波不稳定性

通常在并行通道中ꎬ系统的总流量和总压差不
变ꎬ在一定条件下ꎬ可能发生自维持的密度波型不稳
定性ꎬ两管间的质量流速、压降作反相不稳定性ꎬ能
量在两管或多管间进行交换ꎬ因此也称为并联管流
动不稳定性ꎮ Ｇｅｒｌｉｇａ 等 [２３] 阐述了这一复杂现象ꎬ在
通道两端压差不变的前提下ꎬ管道间因为空泡份额
不同而引起密度差ꎬ从而发生周期性的管间不稳定

图１

１ １

Ｆｉｇ.１

性ꎮ 总流量不变的条件下ꎬ当一个管道受到扰动并
静态水动力曲线

Ｓｔ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ｕｒｖｅｓ

密度波型流动不稳定性
Ｓｔｅｎｎｉｎｇ 等

[１３－１５]

增大ꎬ另一管道必然减小而使其出口空泡份额增大ꎬ
当产生的蒸汽团在出口阻力件聚集时ꎬ便产生了低
密度波ꎬ传向上游后ꎬ流量再次增大ꎬ产生高密度波ꎬ

为理解密度波振荡的机理做了

空泡份额下降ꎬ而当液块经过阻力件后ꎬ流量又再次

术语并被广泛接受ꎮ 密度波型不稳定性是实际沸腾

的局部稳定性ꎮ 此外ꎬ根据通道的特性不同ꎬ可能引

一系列重要工作ꎬ开创了密度波型脉动( ＤＷＯ) 这一

减小ꎮ 文献[ ２４] 表明系统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通道

系统中最常见的不稳定性形式ꎬ一般不稳定性周期

发多种振荡模式ꎮ 当并联管道很多时ꎬ由于诸多管

较短ꎬ不稳定性周期取决于流体通过加热管的时间ꎮ

道对扰动的分摊效果ꎬ此类不稳定性并不明显ꎬ一般

当前研究结合试验和数值分析等研究ꎬ主要将密度
３４

双通道最为明显ꎬ且相位差一般为 １８０°ꎮ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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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压力降型流动不稳定性

传热系数明显下降ꎬ管壁温度上升ꎮ 在流量脉动的波

压力降型不稳定性是静态不稳定与动态不稳定

峰ꎬ过渡沸腾传热方式取代膜态沸腾传热方式ꎬ对管

复合而成的ꎬ发生在水动力曲线的负斜率段ꎬ是一种

壁有一定冷却ꎬ可使管壁温度下降ꎬ当满足一定条件

系统整体不稳定性ꎮ 压力降型不稳定性发生时ꎬ必

时ꎬ膜态沸腾传热与过渡沸腾传热交替出现ꎬ管壁温

须具备 ２ 个条件:其一ꎬ发生压力降型不稳定性的系

统特性曲线必须具有负斜率区存在ꎻ其二ꎬ在系统
中ꎬ有提供不稳定性弹性空间的可压缩容积ꎮ
对于高功率密度系统ꎬ维持振荡所需的可压缩

容积非常小 [２５] ꎮ 在不受其他流动扰动的情况下ꎬ振
荡频率主要由可压缩容积和流体惯性决定ꎮ 在加热
流动系统外部压头不变的情况下ꎬ存在上游可压缩
容积时ꎬ当加热流道的入口流量受到扰动而减少ꎬ系
统流道的蒸发率增高ꎬ流动沿程阻力增加ꎬ流量就会

度随之发生很大变化ꎮ 由于管壁材料的热惯性使管
壁温度脉动周期和脉动幅值均有较大范围的变化ꎮ

当低频振荡( ＰＤＯ) 触发热力型不稳定时ꎬ温度

波动仅仅是沸腾边界运动的结果 [２８－２９] ꎬ流动变量的
振荡 频 率 基 本 相 同ꎮ 而 当 这 种 现 象 由 高 频 振 荡
(ＤＷＯ) 触发时ꎬ则温度波动表现为 ２ 种截然不同的
模式:高频小振幅模式和低频大振幅模式ꎮ

２

流动不稳定性影响因素

进一步减少ꎮ 由于外部压头不变ꎬ脉冲箱( 可压缩

由于分析和计算工具的发展ꎬ使人们能较为准

容积) 内部分流体进入加热流道ꎬ气体容积减少ꎬ压

确地预测流动不稳定性的发生条件及其变化规律ꎮ

力升高ꎬ脉冲箱的压力和加热流道流量呈三次曲线

流动不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热负荷分布、管

变化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阻力增大ꎬ系统总流量也减

道结构及流动参数如流量、系统压力、进口过冷度、

少ꎬ但其减少量低于加热流道流量的减少量ꎬ且其响

节流系数等ꎮ

应发生延迟ꎬ两者之间无法平衡ꎬ产生动态相互作

２ １

热负荷分布

用ꎮ 一旦低密度的两相混合物流过流道ꎬ流动阻力

热负荷越大ꎬ进出口流量达到稳定的所需时间

减少ꎬ在脉冲箱内部压力和外加驱动压头联合作用

越长ꎬ脉动振幅越大ꎬ回路流动状态越不稳定ꎮ 这是

下ꎬ大量流体又进入加热流道ꎬ流量漂移道流量特性

由于若热流密度增强ꎬ回路内工质将因受热加速汽

曲线的右边单相段的正斜率区ꎬ流量增大ꎬ阻力升

化使流阻增大ꎬ从而减少进口流量ꎬ但若流量持续减

高ꎬ流量又沿该曲线下降ꎬ发生与上述相反的过程ꎬ

小致使管内流阻降低到一定值时ꎬ又会使流量向增

出现压力的振荡现象ꎮ

大方向变化ꎬ形成流量循环增减变化的不稳定流动

系统压力降型脉动时ꎬ系统的流量、压差和压力
都会发生不稳定ꎮ 与密度波型不稳定性相比ꎬ其不
稳定性周期要大很多ꎮ 发生压力降型不稳定性时ꎬ
流道的流量沿着水动力特性曲线变化ꎬ在曲线的正

状态ꎮ 研究发现减小通道的导热系数可以提高系统
的稳定性( 图 ２ꎬｈ ｉｎ 为入口冷却剂比焓值) ꎬｈ ｉｎ 为入
口冷却剂比水含值 [３０] ꎮ 越小的导热系数 ｋ 对应着
加诸于管内流体上的热流密度越小ꎬ这间接证实了

斜率段ꎬ达到密度波型不稳定性条件时ꎬ也有可能伴

热负荷对于稳定边界的影响规律ꎬ即其他流动参数

随着密度波型不稳定性的发生ꎮ

一定ꎬ热流密度越大ꎬ系统越不稳定ꎮ

１ ３
出

热力型流动不稳定性

热力型不 稳 定 性 的 概 念 首 先 由 Ｓｔｅｎｎｉｎｇ 等 提

[２６]

ꎬ其产生由密度波型脉动来触发ꎮ 研究发现这

一现象与干烧和核态沸腾边界的移动有关 [２７] ꎬ主要
特性是流量脉动的幅值随时间变化ꎬ管壁温度发生
大幅度波动ꎮ 发生热力型不稳定性时ꎬ流量脉动周
期与密度波相同ꎬ而壁温脉动的周期则大大超过流
量脉动周期ꎮ 流量脉动的幅值较小ꎬ而壁温脉动幅
值很大ꎮ 因此ꎬ热力型不稳定性是造成系统实际烧
损的主要原因ꎮ
发生热力型不稳定性的机理是ꎬ在热力系统中ꎬ

图２

不同壁面热导率对应的系统稳定边界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ｌ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Ｘｉ 等 [３１] 在试验中采取了 ３ 种轴向热负荷分布

随着热负荷的增加ꎬ流道内工质的干度不断增加ꎬ由

方式ꎬ分别为轴向下降、均匀分布和轴向上升ꎬ研究

于密度波型不稳定性的存在ꎬ在流量脉动的低谷会出

了不同轴向热负荷分布对流动稳定性的影响ꎮ 发现

现膜态沸腾蒸汽层ꎬ代替了管壁内壁表面的液体层ꎬ

轴向热负荷分布方式不仅影响稳定边界ꎬ同时也对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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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特性有很大影响ꎮ Ｇｕｏ 等 [３２] 在中压(３ ＭＰａ) 螺

线上和超超临界点之下ꎬ那么系统会由不稳定性过

旋加热段的强制对流水循环回路中进行了压降型流

渡到超超临界稳定流动状态ꎮ 如果系统处于超超临

动不稳定性研究ꎮ 对于给定的一组参数ꎬ通过试验

界状态ꎬ流动很快稳定下来ꎮ 其原因是压力增大时

观察到ꎬ将调压槽移至上游( 远离测试段) 显著提高

超超临界水的可压缩性变小ꎬ入口密度变大ꎬ在相同

了系统的稳定性ꎮ 当调压室布置在试验段正前方

条件下ꎬ增加相同的热负荷ꎬ高压下引起的压差扰动

时ꎬ非均匀热流分布对系统的稳定性影响不大ꎮ 另

小于低压下的扰动ꎬ系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流量脉

一方面ꎬ当调压槽距试验段较远时ꎬ非均匀热流分布

动ꎬ系统趋于稳定ꎬ同时增大了系统的摩擦力而使系

影响稳定性边界ꎮ 文献[ ３３] 也提出不均匀加热对
系统流动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ꎬ这对通常采用不均
管道结构
目前国内外对单管及并联管束、垂直管及水平

管、一部分曲线管、倾斜管都有研究ꎮ Ｃｒｏｗｌｅｙ 等

稳定 [４１] ꎮ

入口压力 Ｐ ｉｎ 对临界不稳定热流线密度 ｑ Ｌ 的影

匀加热条件的诸多工业部件的设计有负面影响ꎮ

２ ２

统的不稳定点上移ꎮ 因此ꎬ强制对流比自然对流更

[３４]

研究了固定加热功率条件下氟利昂回路中通道长度

响如图 ４ 所示ꎮ 增加系统压力ꎬ即较低的液汽密度
比具有稳定效果ꎬ既减少了不稳定区域的扩展ꎬ又减
少了流动振荡振幅的大小 [４２] ꎮ

对流动稳定性的影响ꎮ 通过在进口处切割一段加热
长度并恢复原来的流量ꎬ研究表明ꎬ缩短加热长度增
加了强制循环中的流动稳定性ꎮ 在自然循环系统中

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 [３５] ꎮ 不同管道内径对应的系
统稳定边界如图 ３ 所示ꎮ 可知随着内径 ｄ 增加ꎬ稳
定区域增大ꎬ系统趋于稳定ꎻ过冷沸腾可能是诱发自
然循环不稳定性的原因ꎮ

图４

Ｆｉｇ.４

入口压力对临界不稳定热流密度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文献[４３ － ４５] 研究了进口和出口节流系数的影

响ꎮ 结果表明ꎬ增加进口节流系数提升了单相流动
摩擦阻力ꎬ起稳定作用ꎬ而出口节流系数增加了两相
流动摩擦阻力ꎬ减少了流动不稳定性ꎮ Ｚｕｂｅｒ 等 [４６]

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使用无量纲数 Ｎ ｐｃｈ 和 Ｎ ｓｕｂ 确定了

流动的稳定性极限ꎬ还分析了进出口节流的影响ꎮ
Ｆｉｇ.３

图３

不同管道内径对应的系统稳定边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对于管道没有交叉连接的情况ꎬ观察到密度波

振荡在 ２ 个平行通道中同时发生ꎬ且相差 １８０°ꎮ 相
反ꎬ对于管道交叉连接的情况ꎬ密度波振荡同相位脉
动ꎮ 结果表明ꎬ具有交叉连接的系统比没有交叉连
接的系统和单通道系统更稳定

[３６－３８]

ꎮ 文献[ ３９] 得

到了相同结论ꎬ即增加互联通道对系统起稳定效果ꎮ
Ｖｅｚｉｒｏｇｌｕ 等 [４０] 研究了单一垂直沸腾通道中的

压降型和密度波型振荡ꎬ与水平通道系统的结果相

比ꎬ发现垂直向上的流动比水平流动更稳定ꎬ且并行
系统配置比单通道配置更不稳定 [３５] ꎮ

２ ３

流动参数

如前所述ꎬ增加进口节流系数使系统稳定ꎬ而增加出
口节流系数使系统不稳定ꎮ

３

超超临界流动不稳定性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超超临界水流动不稳定性研究有试验和数值模

拟 ２ 种方法ꎮ 试验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有针对性地
以实际物理系统为研究对象ꎬ为相应的数值模拟研
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４７－４９] ꎮ 文献[ ５０] 针对超超临
界循环流化床锅炉水冷壁管流动不稳定性搭建了相
应的并联管试验系统模型( 图 ５ꎬｑ 为施力均匀热负
荷) ꎬ并得到了不稳定性振荡曲线ꎮ Ｘｉｏｎｇ 等 [５１] 对并
联双通道内的流动不稳定性进行了研究ꎬ采用逐步
增加热负荷直至出现流动不稳定的方法来获得稳定

研究发现ꎬ流动稳定与否与初始状态有很大关

性边界ꎮ 当出现持续脉动ꎬ并伴随有明显的振幅增

系ꎮ 如果初始状态处于饱和线下ꎬ会产生汽水两相

大时ꎬ认为发生流动不稳定ꎮ 该试验加热段长度为

流动ꎬ使流动趋于不稳定ꎮ 如果初始状态处于饱和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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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 ８００ ｋｇ / ( ｍ ２  ｓ) ꎬ 试 验 段 进 口 温 度 为 １８０ ~

法求解 [５３] ꎮ

水在超超临界压力和温度下的流动不稳定试验系统

Ｌａｐｌａｃｅ 变换得到系统的特征方程以进行求解ꎬ其主

２６０ ℃ ꎮ 可以看出ꎬ该试验参数范围较窄ꎮ 考虑到
极为复杂和所需费用庞大ꎬ数值模拟就成为一种重

频域法 通 过 将 控 制 方 程 无 量 纲 化、 线 性 化 及

要目的是得到系统的不稳定边界ꎮ 为了确定系统的

要的研究手段ꎮ 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借鉴成熟的两相

稳定边界ꎬ通常需要对特征方程的极值特征根进行

沸腾研究成果ꎬ能够方便分析各种参数对流动不稳

计算ꎬ而该计算过程是通过对稳定状态下的流动方

定性的影响规律ꎮ

程进行线性化来实现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诸如极限环
的非线性效应消失ꎬ因此该分析方法的缺点是不能
很好地解决非线性问题ꎮ 对于频域分析法非线性效
应消失的解决办法是通过 Ｈｏｐｆ 分岔技术 [５４] 来确定
极限环的振幅ꎬ但该过程相对繁杂ꎮ

采用频域法求解ꎬＺｈａｎｇ 等 [５５] 提出了一个研究
超超临界水密度波不稳定性的新模型ꎮ 以体积膨胀
系数为判断准则将超超临界水进行了新的区域划
分ꎬ分为重流体区、重流体 － 轻流体混合区和轻流体
区ꎬ以便更好处理超超临界水在拟临界点附近剧烈
的物性变化ꎮ 将计算结果与其他 ３ 个模型的计算结
果及试验数据进行对比ꎬ结果表明提出的新模型较
这 ３ 个模型更准确合理ꎮ

３.２

直接数值分析方法

直接数值分析方法通常被称为时域分析或非线
图５

３.１

Ｆｉｇ.５

并联管试验系统

性时域有限差分法ꎬ其直接采用有限差分法、有限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ｕｂｅ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积法等不同的数值方法对守恒方程进行离散求解ꎮ

时域分析法研究进展

如果解析解收敛于原平衡状态ꎬ则称系统稳定ꎻ否

国内外学者对超超临界流体系统的流动不稳定

则ꎬ如果解发散或振荡ꎬ则认为系统不稳定ꎮ 进出口

性进行了大量数值模拟研究ꎬ其分析方法通常可分
为频域分析法和直接数值分析法ꎮ 线性频域分析方
法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来确定特征方程根在复平面上

流量 Ｍ 随时间 ｔ 的变化如图 ６ 所示ꎬ时域法采用数
值分析方法获得各个参数随时间的变化 [５６－５８] ꎬ再根
据扰动振幅衰减或发散来判定系统的稳定性ꎬ保留

的位置ꎮ 如果所求解的任何一个根有正值实部ꎬ即

了原始方程的非线性信息ꎬ因此是用于分析诸如振

可认为状态是线性不稳定的ꎮ 频域法也可以利用奈

荡周期和混沌等非线性效应的最常用方法ꎬ但这种

奎斯特准则进行分析ꎮ 无论选择以上哪种方法ꎬ频

方法通常不适合于稳定边界的研究ꎮ 其他方法诸如

域法都必须对足够多的参数值进行处理ꎬ以获得参
数空间中的稳定阈值ꎮ
若被研究系统采用集中参数进行描述ꎬ将得到

ＣＦＤ 计算、数学分析法也被持续探索和改进以研究
流动不稳定性 [５９－６０] ꎮ

时间为一阶格式的系统非线性微分方程ꎮ 要确定系
统在哪些流动参数工况下是稳定的ꎬ需要求解每个
流动参数值所对应的实部最大的根ꎮ 该求根过程可
以用数值方法ꎬ对控制方程进行积分ꎬ以平均相关值
替代参数的连续相关值 [５２] ꎮ 若被研究系统采用分
布式参数进行描述ꎬ将得到一个偏微分方程组ꎮ 由
于偏微分方程的拉普拉斯变换不能得到代数方程ꎬ
因此必须考虑空间上的变化ꎮ 这可以通过在空间上
进行离散、数值积分或沿特征方程积分直接求解偏
微分方程来实现ꎮ 空间相关性的消除可以采用集总

模型( 积分法) ꎬ也可以通过空间离散化或应用特征

Ｆｉｇ.６

图６

进出口流量随时间的变化

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针对时域法在不稳定边界研究方面的缺点ꎬ一

系列无量纲数被提出以描述亚临界及超超临界流体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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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不稳定边界 [６１－６３] ꎮ Ｐａｕｌ 等 [６４] 建立了两相沸
腾系统的漂移流模型ꎬ对垂直加热通道中的密度波

４

结

语

型不稳定进行了计算分析ꎮ 该模型考虑了在过冷区

流动不稳定性按发生特性可分为静态不稳定性

域的密度变化ꎬ而不像其他模型假设在过冷区域密

和动态不稳定性ꎮ 在超超临界锅炉系统变负荷运行

度恒定( 等于系统压力下的饱和水密度) ꎬ并给出了
列相变数 Ｎ ｐｃｈ 和过冷度数 Ｎ ｓｕｂ 为横纵坐标的稳定边
界图ꎮ

Ｎ ｓｕｂ ＝

ｈ ｆ － ｈ ｉｎ ν ｆｇ

Ｎ ｐｃｈ ＝

ｈ ｆｇ

(１)

νｆ

Ｑ ν ｆｇ
Ｍ ｔｏｔ ν ｆ ｈ ｆｇ

(２)

过程中ꎬ主要存在密度波型、压力降型和热力型流动
不稳定ꎬ几种不稳定现象都将对系统的正常运行产
生严重影响ꎮ 流动不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热
负荷分布、管道结构及系统流动参数等ꎮ 大量试验
及数值研究表明ꎬ热流密度越小ꎬ系统压力越大ꎬ加
热长度越短ꎬ内径越大ꎬ系统越趋于稳定ꎮ 具有交叉
连接的系统比没有交叉连接的系统和单通道系统更

式中ꎬｈ ｆ 为饱和液体焓值ꎬＪ / ｋｇꎻν ｆｇ 为饱和蒸汽与饱

稳定ꎮ 增加进口节流系数使系统稳定ꎬ而增加出口

积ꎬｍ / ｋｇꎻｈ ｆｇ 为汽化潜热ꎬ Ｊ / ｋｇꎻ Ｍ ｔｏｔ 为流体质量流

流动不稳定性的数值模拟研究ꎬ其分析方法通常可

Ａｍｂｒｏｓｉｎｉ [６６] 提出了一系列描述超超临界流体

究方面的缺点ꎬ一系列无量纲数被提出以描述亚临

和液 体 比 体 积 之 差ꎬ ｍ / ｋｇꎻ ν ｆ 为 饱 和 液 体 比 体

节流系数使系统不稳定ꎮ 针对超超临界流体系统的

速ꎬｋｇ / ｓꎻＱ 为加热功率ꎬＷꎮ

分为频域法和时域法ꎮ 针对时域法在不稳定边界研

流动的无量纲数ꎬ即

界及超超临界流体的流动不稳定边界ꎬ能有效描述

３

３

Ｎ ＳＰＣ
Ｎ ＴＰＣ ＝

β ｐｃ

＝

Ｃ ｐꎬｐｃ

β ｐｃ

Ｃ ｐꎬｐｃ

( ｈ ｐｃ － ｈ ｉｎ )

( ｈ ｏｕｔ － ｈ ｉｎ ) ＝

β ｐｃ

Ｑ
Ｃ ｐꎬｐｃ Ｍ ｔｏｔ

(３)
(４)

式中ꎬｈ ｐｃ 为拟临界点流体比焓值ꎬＪ / ｋｇꎻＣ ｐꎬｐｃ 为拟临

不同超超临界流体的动态变化ꎬ建立起描述不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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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ａｎ ｕｌｔｒａ －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ｉｚｅｄ ｂ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 Ｊ ]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 ５１]

[ ５２]

[５３]

[５４]

４０

２０２０:１６５.

ＸＩＯＮＧ ＴꎬＹＡＮ ＸꎬＸＩＡＯ Ｚ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ｌｏｗ 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４８:６０－６７.

ＡＭＢＲＯＳＩＮＩ ＷꎬＭＡＲＣＯ Ｐ ＤꎬＦＥＲＲＥＲＩ Ｊ.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ｖ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０ꎬ１８:２７－３６.

ＯＫＡＺＡＫＩ 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ｖ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ｕｓｉｎｇ 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ｏ￣
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１９９４ꎬ３０:２７８７－２７９５.

ＡＣＨＡＲＤ Ｊ ＬꎬＤＲＥＷ Ｄ ＡꎬＬＡＨＥＹ Ｒ 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ｖ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ｖ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ｔｕｂｅｓ
[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２０１５ꎬ７５:３９７－４０９.

ＸＩＥ ＢꎬＹＡＮＧ ＤꎬＸＩＥ Ｈꎬ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ｉｎ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ｏｆ ａ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ＦＢ ｂｏｉｌ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６ꎬ２５(４) :３７２－３７９.

ＸＩＥ ＢꎬＹＡＮＧ ＤꎬＷＡＮＧ Ｗꎬ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ｏｆ ａｎ ｕｌｔｒａ－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
ｆｅｒ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０:５４５－５５４.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Ｄ ꎬ ＰＡＮＤＥＹ Ｍ ꎬ ＢＡＳＵ Ｄ 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ｎｅｕｔｒ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２０１８ꎬ１１２:１２０－１３１.

ＬＩ Ｊ ＪꎬＺＨＯＵ ＴꎬＳＯＮＧ Ｍ Ｑꎬｅｔ ａｌ. ＣＦ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ꎬ２０１５ꎬ８６:９２３－９２９.

ＬＥＥ Ｊ ＤꎬＣＨＥＮ Ｓ ＷꎬＰＡＮ Ｃ.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

ａｌｌｅｌ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ｈｅ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ꎬ

[６１]

ｗｉｔｈ ｓｐｉｒａｌ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ｔｕｂｅｓ[ Ｊ]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Ｆｌｕ￣
ｉ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７ꎬ８１:３０４－３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Ｈꎬ ＬＩ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ｏｌ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ｌｏｏｐ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６ꎬ１０６:９８－１０８.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ꎬ１９８５ꎬ１５５:２１３－２３２.

ｃａｌ ＣＦＢ ｂｏｉｌｅｒ[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

(４) :４５３－４６８.

ＷＡＮＧ ＷꎬＹＡＮＧ ＤꎬＬＩＡＮＧ Ｚ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 ]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４７: ８１９－

[ ４８]

[５５]

第 ２６ 卷

２０１９ꎬ１２９:９０３－９１９.

ＡＭＢＲＯＳＩＮＩ ＷꎬＳＨＡＲＡＢＩ Ｍ.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ｔ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ｓ[ Ｊ ]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３８ ( ８ ) :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１９１７－１９２９.

ＡＭＢＲＯＳＩＮＩ Ｗ.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ｗ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ｈｅ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ｔ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３８(２) :６１５－６２７.

ＧÓＭＥＺ Ｔ ＯꎬＣＬＡＳＳ ＡꎬＬＡＨＥＹ Ｒ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ｈｅ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 Ｊ]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２００８ꎬ２３８(８) :１９３０－１９３９.

ＰＡＵＬ ＳꎬＳＩＮＧＨ Ｓ. 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ｄｒｉｆｔ ｆｌｕｘ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ｖ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ꎬ２０１４ꎬ６９:１５１－１６３.

ＡＭＢＲＯＳＩＮＩ 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ｔ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Ｊ]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２００９ꎬ２３９(１２) :２９５２－２９６３.

ＬＵ ＸꎬＷＵ ＹꎬＺＨＯＵ Ｌ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ｘｉａｌ ｎｏｎ －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６３:７５－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