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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 can improve the safety, reliability and economy of nuclear power plant,
condition forecast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hot research problems in operation support system.
The major work of this thesis is researching the technology of condition forecasting of condensate
water system. By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fail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densate water system, the paper uses the simulation model to predict the condition of the equipment. When the equipment is in normal, the system can simulate the current state in real-time;
when the failure occurs, the condition forecasting module based on simulation model run in ultra-real time to predict the future states and anomalies of the equipment. The method has been
proven by simulation valid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dition forecasting system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predicting the stat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provides 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the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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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行支持系统可以辅助操纵员进行决策分析，对于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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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后的状态预测方法是目前运行支持技术中的热点问题，本文提出基于机理仿真的凝水系统状态预测
方法。在进行故障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将从仪控系统中采集到的实际测量数据引入机理仿真过程中，在
核电站正常运行时仿真模型能与之同步运行；当电站发生故障后，能快速完成异常的识别并切换至超实
时运行进行运行状态预测。通过采集600 MW全范围仿真机中的正常和故障数据进行实验测试表明，本
方法可以实现有效的状态预测，可以辅助操纵员评估故障的发展变化趋势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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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核电运行安全始终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事故情况下，时间紧迫、报警信号多且复
杂，同时还可能伴有虚假信号，这些都导致操纵员工作压力大和神经高度紧张，使其难以做出正确的选
择和决策，可能导致事故扩大进而酿成严重后果。为了在复杂运行条件下减轻操纵员的工作负担，帮助
操纵员应对和处理异常和事故工况，各国先后开发了各种类型的操纵员支持系统。
状态预测是核电站操纵员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在正常运行时能够对核电站相关设备进行同步实
时仿真，异常时快速的对运行状态进行预测，确定故障类型，就可以为操作人员提供辅助决策或决策支
持。从而辅助运行操纵人员及时纠正运行问题，防止严重事故或停机事故的发生。
常用的状态预测的方法包括灰色理论、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但是灰色理论对核动力装置的状态预
测时间非常短暂，只能预测出异常现象发生以后 10~15 秒左右的装置状态，这么短的时间对操纵员判断
事故类型和事故进展的帮助很小[1]。人工神经网络是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训
练，但是由于核动力装置的故障或异常现象发生次数非常有限，不可能为了得到相应的故障现象而进行
实验，从而使数据库中难以包含所有可能的故障，导致人工神经网络只能对出现过的异常现象当再次发
生时进行预测，不能保证对所有异常现象都进行预测，也就无法保证安全性[2]。
由于对实际系统运行机制及控制研究的需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美国首先提出状态预测的概
念[3]。在线监测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与实际装置实时同步地运行，而状态预测的目的则是为实际装置的安
全运行做出预警预报。对于核动力装置仿真技术的发展而言，状态预测技术是发展的重点。它不仅推动
了新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创新，也大大扩展了仿真技术的应用范围[4]。
目前核动力装置的在线仿真与状态预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是针对堆芯内系统的研究。
美国的西屋公司对该问题研究较多，他们开发的 BACON 系统，具有在线监测、仿真、状态预测的功
能。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核电站操纵员支持系统的开发与研究，其状态预测技术也具有很
高的水平[5]。
台湾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基于模糊网络与模糊逻辑的仿真模型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温度进行状态
预测，该模型的模糊网络是由理论数学公式衍生而来的。每个模糊网络都包含相应的模糊运算，从而把
相关变量联系起来[6]。为了节省预测时间，他们把相应的模糊运算制成映射表，从而使复杂的模糊运算
转化为有效的查表。仿真模型中应包含相应的分析知识、操作规程以及输入输出记录来支持监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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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模型本身的修正。这样可以保证模型能够快速应对任何时间的状态查询，并保证模型能够及时准
确的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很好的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损后传热管的温度进行预测，但
尚不可应用多参数变化的状态预测[7]。
研究核动力装置的状态预测技术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同时也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采用基于仿
真模型的凝水系统的状态预测方法。系统运行正常时，该系统能够实时地对当前运行状态进行仿真；当
实际系统发生故障时，实际系统与仿真系统运行状态产生偏差，当偏差超过阈值时，状态预测模块立即
超实时计算预测出系统的未来状态，预知系统的异常现象，快速定位故障位置，找出故障原因。

2. 基于仿真模型的状态预测原理
当凝水系统运行正常时，状态预测系统能实时地对当前凝水系统的状态进行仿真；当发生故障时，
实际系统的运行参数会发生偏移，当实际系统的参数与仿真模型的对应参数偏差超过阈值时，即监测到
系统异常，这时通过在建立的仿真模型中加入有限数量的故障，以超实时的计算速度预测出系统的异常
现象，快速定位故障位置，找出故障原因。
针对核电站凝水系统的运行特性，通过用 Fortran 编写高精度的凝汽器模型，编写高精度模型的目的
是保证模型对事故的模拟过程精度足够高。在这些模型中将核电站凝水系统各部分涉及的通用故障和特
殊故障均编写在内，调试完成后，加载到二回路流网中，通过调试使冷凝器模型以及二回路流网运行稳
定，系统参数与实际电站对应参数在稳态运行、瞬态运行、事故过程中的误差很小且满足要求。这样所
建立的仿真模型既可以在仿真平台上与实际电站实时同步地运行，同时也可以在异常状况或需要时以超
实时速度计算出系统的未来状态，实现对凝水系统的状态预测。具体的预测流程如图 1 所示。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预测出核电站凝水系统发生某种故障后的各重要参数的变化趋势，
及时准确的确定发生故障的位置，从而帮助操纵员可迅速采取措施，降低事故严重性，保证核电站运行
的安全可靠。

3. 凝水系统状态预测的仿真建模
冷凝器采用分布参数模型，考虑了各控制容积内由于蒸汽的流速、相对高度以及蒸汽密度的沿程变
化而引起的流动压降，把凝汽器沿管长方向均匀划分，在划分好的每个节点当中采用集总参数的思想，
并对建立的偏微分方程组进行离散，并通过数值算法进行求解。该模型能够更好的描述大型核电站冷凝
器内部的流动与传热情况，使得冷凝器在正常和异常状况下内部主要运行参数的仿真结果更加精确[8]。
在对核电站表面式冷凝器进行建模之前，首先需要做一些模型简化假设：
(1) 管侧及壳侧流体均按定向流动处理；
(2) 凝汽器内部汽水混合物处于热力平衡状态；
(3) 忽略由汽水混合物相间滑移引起的能量损失；
(4) 沿流体流动方向，各控制容积体积均匀分布；
(5) 壳侧水蒸汽与不凝结气(汽)体都看做理想气体。

3.1. 控制容积划分
由于采用分布参数进行建模，需要把凝汽器划分为若干控制体积，本文以单压双流程凝汽器为研究
对象。传热管内流动介质为单相流体，传热管外流动介质为相变流体[9]。蒸汽沿管束中留出的通道向下
流动，冷却水沿管内流动，不断带走蒸汽的潜热。将凝汽器沿单相流体流动方向划分为若干控制容积，
每个控制容积中包含蒸汽区、金属管壁、冷却水区 3 部分，热阱区域单独设定控制容积。图 2 所示为凝
汽器的简化物理模型和控制容积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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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ate of the condensate system
图 1. 凝水系统的状态预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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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densing the simplified physical
model and node
图 2. 冷凝器简化物理模型和节点划分示意图

3.2. 基本控制方程
1) 汽轮机排汽发生凝结的质量流量 Wc,i 的求解
汽轮机排汽发生凝结的质量流量 Wc,i 对凝汽器内部壳侧的压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压力与真空度一一
对应。汽轮机排汽发生凝结的质量流量 Wc,i 能否准确求解至关重要，只有准确求解汽轮机排汽发生凝结的质
量流量 Wc,i ，才能够保证冷凝器仿真模型计算的精确性[10]。汽轮机排汽发生凝结的质量流量 Wc,i 求解方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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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Wc,i =

K i ⋅ Au,i ⋅ ∆tm,i

(1)

H s,i − H w,i

式中， K i 各节点传热系数，W/(m2⋅℃)；
∆tm,i 各节点对数传热温差，℃；

Au,i 各节点传热面积，m2；
H s,i 各节点内部汽水混合物的平均焓值，kJ/kg；
H w,i 各节点内部凝水的焓，kJ/kg。
2) 壳侧的汽水混合物压力 Ps,i 的计算
壳侧内的汽水混合物可看作处于理想状态，壳侧的汽水混合物压力 Ps,i 的计算方程如下：
=
Ps,iVi M s, j Rs,i (Ts,i + 273.15 )

(2)

冷凝器在实际工作过程当中，在汽轮机排汽稳定的情况下，壳体内部汽水混合物的平均温度 Ts,i 和存
在容积 Vi 趋于稳定，基本保持为确定值，变化范围很小，可近似地认为二者随时间的变化量基本为零，
由欧拉法(显示)可化解为如下形式：

P=
Ps,i +
s,i

dM s, j ⋅ Rs,i ⋅ (Ts,i + 273.15 )

(3)

Vi

式中， Ps,i 各节点内部汽水混合物的运行压力，MPa；

Rs,i 各节点内部汽水混合物的汽体常数，J/(kg⋅K)。
3) 蒸汽能量守恒方程
各节点汽水混合物的平均焓由汽轮机和辅机的排汽流量和焓值共同计算得到，节点内部汽水混合物
的焓相同，由能量计算方程可求得该焓值。
Wt, j H t, j + Wost, j H ost, j + (Wfv,i + Wdv,i ) H c,i − (Wt, j + Wost, j + Wfv,i + Wdv,i ) H s,i
⋅ dt
H s,i =
H s,i +
Wt, j + Wost, j + Wfv,i + Wdv,i − Wda,i − Wairo,i − Wdc,i

(4)

式中， H t, j 各控制容积中凝汽器入口焓，kJ/kg；

H ost, j 各控制容积中辅机排汽焓，kJ/kg。
4) 空气质量守恒方程
由汽轮机排汽带入的空气质量流量和抽气(汽)器抽出的空气质量流量计算可得下式：
dM a , j
= Wairin , j − Wairout ,i
dt

(5)

5) 冷凝器内部冷却水(管)基本控制方程
i) 各节点循环冷却水出口温度 Tcwout,i 的求解
由循环水与管壁的换热方式可知，循环冷却水的出口温度求解方法如下：
Tcwout,
=
Tcwout,i + 2 ×
i

Qc,i − Wwc,i (Tcwout,i − Tcwin,i )
M cw,i Cw,i

式中， Cw,i 各节点循环水平均值对应的比热容，kJ/(kg⋅℃)；

Qc,i 各节点循环水的总热交换能量，W；
Wwc,i 各节点循环水的流量，kg/s；
M cw,i 各节点金属管内的循环水质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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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win,i 各节点循环水的初始入口温度，℃。
ii) 金属管外表面温度值 Tm,i 的求解
冷凝器内部热量传递方式如下：蒸汽—管壁凝结换热、金属管壁热量传导、水—管壁对流换热，在
充分了解热量传递方式的基础上，利用以下方程求解金属管外表面温度值 Tm,i 。
Tm,i =
Tm,i +

Qi − Qc,i
M m,i Cm,i

⋅ dt

T
+T

Qc,i =
α w,i  Tm,i − cwin,i cwout,i
2



 ⋅ Au,i


(7)
(8)

式中， Qi 各节点汽轮机排汽凝结换热量，kW；
Qc,i 各节点循环水得到的热量，kW；

M m,i 各节点金属管壁的总质量，kg；
Cm,i 各节点金属管壁的金属比容，kJ/(kg⋅℃)；

α w,i 各节点水管壁换热系数，kW/(m2⋅℃)。
6) 仿真算法
亚当斯仿真算法是线性多步法其中的一类，它的基本思想是将函数值 f ( t , y ) 用插值多项式来近似模

拟。在 ti 之前的 k 个控制容积上，则利用 Pk ,i ( t ) 近似代替 f ( t , y ) 。
为了满足凝汽器实时仿真的要求，文中采用亚当斯(Adams)多步法。该方法中只需知道 ti 和 ti 之前的
函数值，就能求得 yi + 1。由于 ti 之前的各个函数值可以存储于内存当中，ti 时刻的函数值可在 ti + h 时间
步长之内计算求得，因此 yi + 1 不会被延迟。该算法在计算中需将大量的数据存储到内存当中，占用的内
存较大，但该方法能够提高仿真计算的精度和速度[11]。
7) 联调与测试

当用 Fortran 完成冷凝器的高精度仿真模型后，将冷凝器的相应输入输出参数接口与仿真平台的流网
接口连接，并进行调试，保证冷凝器、仿真平台中的凝水系统相应管道运行稳定，相关参数与方家山 600
MW 仿真机的稳态和动态误差在 1%以内。
在平台中，对新建立的高精度冷凝器模型进行动态测试，与仿真机进行参数对比，保证所建模型的
精度；并在各机组负荷下，存储所建系统的初始状态，以便在将模型初始化时，根据实际电站的运行状
态复位仿真模型到相应的状态，从而保证所建状态预测模块与实际电站(这里用方家山 600 MW 仿真机代
替)的运行同步实时性，即根据实际电站的运行状况，通过教练员台选择一个对应工况的已经储存的初始
值并使系统复位至相应工况；这样，在正常工况下，就可以保证状态预测模块与实际电站实时同步运行，
对电站的相关参数进行监测，并将运行数据进行存储，方便以后进行离线分析。当状态监测模块监测到
系统运行异常时，立即通过教练员台对该系统中的相应部分进行超实时加速运算，快速准确的确定出系
统发生的故障类型和故障位置。

4. 实例验证
本文利用方家山 600 MW 工程仿真机模拟实际电站，由于工程仿真机中考虑的冷凝器的故障数目有
限，但其中冷凝器冷却水管破裂事故可以插入，故本文选取冷凝器冷却水管破裂故障进行实例验证。当
实际电站在 100%满功率运行时，复位仿真模型的状态至 100%满功率运行，初始化仿真模型和实际电站
同步运行，找到并在 120 s 插入 1 号冷凝器冷却水管破裂故障，泄漏流量为 332.38 kg/s，观察系统响应；
由于在发生故障时刻，本文所建立的仿真模型依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故实际电站中和仿真模型的对应
测点会发生较大偏差，冷凝器出口水温的参数变化如图 3 所示，当实际电站和仿真模型的温度偏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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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冷凝器出口水温的 2%时，立刻发出报警，提示有异常或故障出现。
发出报警后，由于还不知道此时发生何种异常现象，以及该异常发生后对凝水系统的安全的影响程
度，故需要利用所开发的仿真模型的超实时计算能力预测出相关重要参数的变化趋势。依次在仿真模型
中加入空气漏入冷凝器壳侧空间、冷凝器冷却水管破裂、冷凝器凝水集管泄漏事故，分别比较相关重要
参数与实际电站中参数的变化趋势是否一致。首先在仿真平台中加入空气漏入冷凝器壳侧空间这种故障，
通过教练员台设置仿真模型加速 10 倍运算，观察实际电站和仿真模型中冷凝水出口温度的趋势变化。
从图 4 中可以看到，仿真模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超速计算出事故发生后 5 分钟的参数变化趋势，

Figure 3. The actual device cooling water pipe ruptur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ensate outlet temperature
图 3. 实际装置冷却水管破裂条件下的冷凝水出口温度

Figure 4. Simulation model to join the air leakag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ensate outlet temperature
图 4. 仿真模型加入空气漏入条件下的冷凝水出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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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仿真模型中的故障和实际电站中的冷凝水出口温度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实际电站中的冷凝水出
口温度降低，而仿真模型中的温度却是急剧上升，这是因为空气漏入冷凝器后，使冷凝器的真空度降低，
冷凝器的壳侧空间压力升高，导致冷凝器壳侧压力对应的饱和水温升高，从而导致冷凝水的出口温度升
高。故实际电站中发生的不是空气漏入冷凝器壳侧空间这种故障。
在此之后，立即将冷凝器凝水集管泄漏事故加入到仿真模型中，插入的故障程度为 1，泄漏流量为 850
kg/s。通过教练员台设置仿真模型加速 10 倍运算，观察实际电站和仿真模型中冷凝水出口温度的趋势变化。
从图 5 中可以看到，通过对比仿真模型和实际电站中的冷凝水出口温度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实际电

Figure 5. Simulation model adding condensate outlet temperature under condensate header leak conditions
图 5. 仿真模型加入凝水集管泄漏条件下的冷凝水出口温度

Figure 6. Simulation model to join the cooling water pipe leakage conditions
under the condensate outlet temperature comparison
图 6. 仿真模型加入冷却水管泄漏条件下冷凝水出口温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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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中的冷凝水出口温度降低，而仿真模型中的温度先是小幅上升而后缓慢下降，两者变化差距明显，故
实际电站中发生的不是空气漏入冷凝器壳侧空间这种故障。
接着立即将冷凝器冷却水管泄漏事故加入到仿真模型中，分别插入的故障程度为 1 和 0.5，即泄漏流
量为 426.13 kg/s 和 213.065 kg/s。通过教练员台设置仿真模型加速 10 倍运算，观察实际电站和仿真模型
中两种故障程度下的冷凝水出口温度的趋势变化。
从图 6 中可以看到，通过对比实际电站和仿真模型在两种不同故障程度下的冷凝水出口温度变化趋
势，可以发现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实际电站中的冷凝水出口温度变化情况与仿真模型超实时计算的加入
泄漏量为 332.38 kg/s 的情况下冷凝水出口温度变化完全一致，而与仿真模型超实时计算的加入泄漏量为
213.065 kg/s 的情况下的变化趋势一致，但各瞬态点的数值相差很大。因此可以基本确定发生了冷凝器冷
却水管泄漏事故，泄漏流量为 332.38 kg/s。为了进一步预测故障的发生进展及后果，观察冷凝器冷却水
管泄漏事故且泄漏流量为 332.38 kg/s 下的仿真模型超实时计算的和实际电站的其他参数的变化趋势，如
图 7、图 8 和图 9 所示。
通过以上三组预测结果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仿真模型超实时计算结果与实际电站的参数变化趋势
均保持一致，且误差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故判定此时实际电站发生了循环冷却水管泄漏事故。

5. 结论
为了在事故情况下减轻操纵员的工作压力，辅助操纵员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采用了基于仿真模
型的方法对核电站凝水系统进行状态预测。系统运行正常时，该系统能够实时地对当前运行状态进行仿
真；当实际系统发生异常时，实际系统与仿真系统运行状态产生偏差，当偏差超过阈值时，状态预测模
块以超实时计算速度预测出系统的未来状态，并与实际系统进行对比，快速定位故障位置，找出故障原
因。从而辅助运行操纵人员及时纠正运行问题，防止严重事故或停机事故的发生。通过对冷凝器冷却水
管破裂事故进行实例验证可知，该方法可以确定故障原因，同时仿真模型超实时的计算结果可预测该事
故随时间发展的严重程度。
因此，本文所述方法可以快速地诊断、验证和预测故障的发生。同时，这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机理仿

Figure 7. Condenser tube side pressure
图 7. 冷凝器管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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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outlet temperature
图 8. 循环冷却水出口温度

Figure 9. Condenser shell side pressure
图 9. 冷凝器壳侧压力

真模型如何与基于数据驱动和基于专家知识的故障诊断方法相结合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更准确地验证
和预测故障的发展变化趋势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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