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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
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属于直接空冷系统
散热器设备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
a .获取相
关联的温度参数；
b .将获取的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代入拟合公式y＝β1 t3+β2+β3( t3﹣t1 )v( 1+β4
φ )计算出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
其中，
y：
直接空冷凝器凝汽器管内水温；
t1 ：
直接
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
φ：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
空气相对湿度；
t3 ：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
度；
v：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风速。本方法可以直接
有效的防治管束冻伤的问题，
可更加有效的分析
机组的运行数据，
根据数据总结经验，
为机组运
行提供更加经济更加高效的方案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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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所述方法是通过搭建能够
模拟反应各种工况环境下的直接空冷凝器实验模型，
通过整合与所述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
管内流体温度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综合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的实验数据所获得的间接测
量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 .获取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包括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
度t1，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t3和直接空冷凝

器环境风速v；
b.将获取的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代入拟合公式
计算出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
其中，
y：
直接空冷凝器凝汽器管内水温(单位℃) ；
t1：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单
位℃)；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单位％RH)；

t3：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单位℃)；
v：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风速(单位m/s)；
β1＝0 .7～0 .9；
β2＝5～7；
β3＝0 .3～0 .4；
β4＝-0 .012～-0 .006。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t1和所述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 由
直接空冷凝器的进风口位置获取。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t3为分别由管壁的背风位置和其迎风位置
获取数值的平均值。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其
特征在于：
β1＝0 .8；
β2＝6；
β3＝0 .35；
β4＝-0 .009。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其
特征在于：
所述间接测量方法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分别由传感器获
取，
计算机采集各所述传感器获取的参数信号，
通过其内部程序完成拟合运算，
并输出运算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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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设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用电需求大幅度增长的需要，
近年建设了许多大型火力发电厂，
并且采
用了高参数大容量的机组。为了应对北方严重缺水的局面，
许多大机组都采用了直接空冷
系统，
直接空冷系统的运行与湿冷塔的湿冷系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在经济性、
安全性方面
都有特别的要求，
并且对汽轮机的运行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运行上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
空冷凝汽器的防冻，
大风影响，
热风再回流，
空冷凝汽器表面积灰等。如果能够对直接空冷
系统的凝汽器管束内部流体温度进行大面积温度场的在线监测，
就能很好的分析直接空冷
系统的特性以及对汽轮机的影响，
直接有效的解决防冻问题，
从而保证机组稳定、经济、安
全运行。但由于冷凝管束均为真空系统，
任何厂家均没有相应的技术直接在管束表面开孔，
在管束内部安装测量内部水温的传感器。厂家大多测量管束就近部位的空气温度。但是此
处的温度，
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
大大降低了温度测量的准确性。进而影响空冷系统防冻
与空冷系统特性的分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
测量方法，
本方法可以直接有效的防治管束冻伤的问题，
可更加有效的分析机组的运行数
据，
根据数据总结经验，
为机组运行提供更加经济更加高效的方案和指导。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直接空冷系统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的间接测量方法，
本方法是通过搭建能够
模拟反应各种工况环境下的直接空冷凝器实验模型，
通过整合与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
流体温度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综合相关联的温度参数的实验数据所获得的间接测量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 .获取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包括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
气温度t1 ，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φ，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t3和直接空冷
凝器环境风速v；
[0007]
b .将获取的相关联的温度参数代入拟合公式y＝β1 t3+β2+β3 (t3﹣t1)v(1+β4φ)计
算出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
[0008] 其中，
y：
直接空冷凝器凝汽器管内水温(单位℃) ；
t1 ：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
(单位℃) ；
φ：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单位％RH) ；
t3 ：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
温度(单位℃)；
v：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风速(单位m/s)；
[0009] β1＝0 .7～0 .9；
β2＝5～7；
β3＝0 .3～0 .4；
β4＝﹣0 .012～﹣0 .006。
[0010] 本发明进一步改进在于：
[0011]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t1 和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φ由直接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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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器的进风口位置获取。
[0012]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t 3 为分别由管壁的背风位置和其迎风位置获取数
值的平均值。
[0013] β1＝0 .8；
β2＝6；
β3＝0 .35；
β4＝﹣0 .009。
[0014] 间接测量方法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相关联的各参数分别由传感器获取，
计算机采
集各传感器获取的参数信号，
通过其内部程序完成拟合运算，
并输出运算结果。
[0015]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本发明是通过搭建能够模拟反应各种工况环境下的直接空冷凝器实验模型，
通过
整合与所述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综合所述相关联的温度
参数的实验数据所获得的间接测量方法，
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的采集，
得到数据材料，
进一
步拟合出公式，
通过本方法可较准确的计算出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
误差范
围小，
可以直接有效地防治管束冻伤的问题，
可更加有效的分析机组的运行数据，
根据数据
总结经验，
为机组运行提供更加经济更加高效的方案和指导。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实验数据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本方法是通过搭建能够模拟反应各种工况环境下的直接空冷凝器实验模型，
通过
整合与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综合相关联的温度参数的实
验数据所获得的间接测量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9] a .获取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
所述相关联的温度参数包括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
气温度t1 ，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φ，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t3和直接空冷
凝器环境风速v；
[0020]
b .将获取的相关联的温度参数代入拟合公式y＝β1t3+β2+β3 (t3﹣t1)v(1+β4φ)计算
出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内流体温度；
[0021] 其中，
y：
直接空冷凝器凝汽器管内水温(单位℃) ；
t1 ：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
(单位℃) ；
φ：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单位％RH) ；
t3 ：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
温度(单位℃)；
v：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风速(单位m/s)；
[0022] β1＝0 .7～0 .9；
β2＝5～7；
β3＝0 .3～0 .4；
β4＝﹣0 .012～﹣0 .006。
[0023] 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温度t1 和直接空冷凝器环境空气相对湿度φ由直接空冷
凝器的进风口位置获取。
[0024] 直接空冷凝器散热器管壁温度t 3 为分别由管壁的背风位置和其迎风位置获取数
值的平均值。
[0025] β1＝0 .8；
β2＝6；
β3＝0 .35；
β4＝﹣0 .009。
[0026] 间接测量方法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相关联的各参数分别由传感器获取，
计算机采
集各传感器获取的参数信号，
通过其内部程序完成拟合运算，
并输出运算结果。
[0027] 表格1是采用本间接测量方法在各相关参数及β1 ～β4取不同值时测算的温度数据
与实际温度数据对照表；
[0028] 表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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