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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

置，连接二级循环泵和冷凝罐，循环装置包括过

滤罐、储液罐、废液罐和分流管组，过滤罐包括罐

体，罐体底部设有过滤层、罐体侧面设有溢流口，

溢流口的外端位于储液罐上方，过滤层底部、废

液罐和冷凝罐底部均连接在分流管组上，储液罐

底部侧面连接至二级循环泵。分流管组中：三通

分别连接进水管、下水管和虹吸管的一端，进水

管的另一端连接在罐体底部，下水管的另一端连

接至冷凝罐底部，虹吸管为一段先上升后下降的

管体，虹吸管的最高点高于溢流口、低于冷凝罐

底部，虹吸管的最低点低于过滤罐底部，虹吸管

的最高点至罐体内部设有破空管，破空管插入罐

体内部的一端端部低于溢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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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置，连接二级循环泵（85）和冷凝罐（83），其特征在于：所

述凝结水循环装置包括过滤罐（1）、储液罐（2）、废液罐（3）和分流管组（4），所述过滤罐（1）

包括罐体（11），所述罐体（11）底部设有过滤层（12）、罐体（11）侧面设有溢流口（13），所述溢

流口（13）的外端位于储液罐（2）上方，所述过滤层（12）底部、废液罐（3）和冷凝罐（83）底部

均连接在分流管组（4）上，所述储液罐（2）底部侧面连接至二级循环泵（85）；

所述分流管组（4）包括进水管（41）、三通（42）、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所述三通

（42）分别连接进水管（41）、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的一端，所述进水管（41）的另一端连

接在罐体（11）底部，所述下水管（43）的另一端连接至冷凝罐（83）底部，所述虹吸管（44）为

一段先上升后下降的管体，虹吸管（44）的最高点高于溢流口（13）、低于冷凝罐（83）底部，虹

吸管（44）的最低点低于过滤罐（1）底部，所述虹吸管（44）的最高点至罐体（11）内部设有破

空管（6），破空管（6）插入罐体（11）内部的一端端部低于溢流口（13）；

所述凝结水循环装置还包括罩框（71），所述罩框（71）包裹过滤罐（1）、储液罐（2）、废液

罐（3）和分流管组（4）构造封闭空间，所述储液罐（2）与二级循环泵（85）之间的连接管路穿

过罩框（71）壁面，所述分流管组（4）与冷凝罐（83）之间的连接管路穿过罩框（71）壁面，所述

罩框（71）内部充满惰性气体，罩框（71）壁面上设置真空泵或压缩机调配罩框（71）内部的环

境压力；

所述进水管（41）上设有电极（72），所述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下降段的管内设有细

孔管芯（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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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凝结水循环设备领域，具体是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般性的核电站发电系统中，有一级循环系统和二级循环系统，一级循环系统

是反应堆所在的部分，该部分还有主换热器、一级循环泵和一级循环管，该部分被厚实的混

凝土所包围，反应堆内的发热经由一级循环管传递在主换热器内，二级循环系统是汽轮机、

发电机所在的系统，还有二级循环管，路径上的冷凝罐被冷凝管通来的水所冷却为液态，经

由二级循环泵泵送进行循环，由于管路较长，而且路径上存在两个做功机器-二级循环泵和

汽轮机，蒸汽在其流动路径上可能会勾带出管路内壁上的一些锈蚀或者金属物，还可能混

入一些二级循环泵和汽轮机上的轴承润滑油等有机类杂物，这些杂物混入蒸汽或者凝结水

后，如果不加以处理，可能会到达主换热器内，如果在主换热器内堆积或者结垢，清理起来

非常麻烦。

[0003] 现有技术中没有合适的循环过滤系统，只是通过选择更好的不易受到腐蚀的材质

用作循环管路建设，对于循环泵与汽轮机的润滑油密封性也大做文章，虽然能起到防锈蚀，

防掺杂的作用，但是，长期使用下来，仍然会有杂质混入循环水中，然后到达循环管路上的

各处，尤其是主换热器，造成结垢危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置，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

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置，连接二级循环泵和冷凝罐，凝结水循环装置包括过滤

罐、储液罐、废液罐和分流管组，过滤罐包括罐体，罐体底部设有过滤层、罐体侧面设有溢流

口，溢流口的外端位于储液罐上方，过滤层底部、废液罐和冷凝罐底部均连接在分流管组

上，储液罐底部侧面连接至二级循环泵。

[0006] 过滤是通过在冷凝罐和二级循环泵之间加入带有过滤功能的部件实现的，过滤罐

内设置过滤层，从冷凝罐上流下来的凝结水从下往上通过过滤层，不溶于水的杂物被过滤

下来堆积在分流管组内，当杂物等堆积地较多时，使用过滤罐内溢流口以下部分的水体从

上往下通过过滤层，将其杂物冲洗下来并通过分流管组排往废液罐，定期处理废液罐即可。

[0007] 进一步的，分流管组包括进水管、三通、下水管和虹吸管，三通分别连接进水管、下

水管和虹吸管的一端，进水管的另一端连接在罐体底部，下水管的另一端连接至冷凝罐底

部，虹吸管为一段先上升后下降的管体，虹吸管的最高点高于溢流口、低于冷凝罐底部，虹

吸管的最低点低于过滤罐底部，虹吸管的最高点至罐体内部设有破空管，破空管插入罐体

内部的一端端部低于溢流口。

[0008] 进水管、下水管和虹吸管分别连接在三通上，三通成为主循环与排废液的交汇处，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2435767 A

3



由于虹吸管的最高处位于溢流口与冷凝罐底部之间，所以，在正常的流动状态下，冷凝罐底

部下来的水体经由进水管、过滤层、罐体再从溢流口流出是低阻优先的路径，而当过滤层内

过滤下来较多的杂物时，水流通过过滤层的阻力会增大，从而冷凝罐底部至溢流口的流阻

缓慢增大，增大至超过冷凝罐底部至虹吸管最高点处时，此时虹吸管最高点已然堆满液体，

液体越过虹吸管最高点开始在下降段下落时，由于虹吸管最底端是低于过滤罐的，所以，从

过滤罐底部至废液罐的虹吸建立，过滤罐内的液体开始反向流动经由虹吸管排往废液罐，

反向流动的液体冲洗掉堆积在过滤层内的杂物，当二级循环系统的管路上与做功机器上混

入凝结水内的杂物不多时，但是主换热器对于杂物敏感时，可以选取较细的过滤层，这样，

只要有一点点的杂物被过滤下来在过滤层内，那么反向冲洗就会进行，防止细碎杂物穿过

过滤层。过滤罐内部的水位下降至破空管插入罐体内部的底端时，过滤罐内部的气体经由

破空管到达虹吸管最高点，将虹吸破坏。

[0009] 进一步的，凝结水循环装置还包括罩框，罩框包裹过滤罐、储液罐、废液罐和分流

管组构造封闭空间，储液罐与二级循环泵之间的连接管路穿过罩框壁面，分流管组与冷凝

罐之间的连接管路穿过罩框壁面，罩框内部充满惰性气体，罩框壁面上设置真空泵或压缩

机调配罩框内部的环境压力。

[0010] 凝结水从冷凝罐排出时的压力根据发电系统的参数需求很可能不是大气压，所

以，如果该处的设计压力高于大气压，那么直接排在一个敞开的储液罐内就会损失掉较大

的能量，二级循环泵需要做更大的功才能将凝结水泵送进主换热器内，而且，直接裸露于空

气的话，可能会掺杂溶解进氧气，这样不利于循环水在主换热器内的换热，也会导致主换热

器内部的氧化腐蚀。如果该处的设计压力低于大气压，就会影响凝结水在过滤罐内的流动，

反而是大气反流经由分流管组从下往上进入冷凝罐内，这是更不应发生的。所以，为了匹配

不同设计条件下冷凝罐排出凝结水的压力，使用一个罩框包裹起过滤罐、储液罐、废液罐和

分流管组，通过壁面上的真空泵或者压缩机构造合适的环境压力，便于凝结水在个罐体内、

之间的流动。废液罐液面处压力与溢流口处的环境压力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匹配才能满足虹

吸条件。

[0011] 进一步的，进水管上设有电极。电极可以对于凝结水内的金属离子与酸根离子进

行电解分离，使其成为金属物和气体分子，金属物被过滤层过滤，气体分子析出水体汇集去

虹吸管的高点位置。这样通过进水管以及过滤层后的凝结水更加纯净。

[0012] 进一步的，下水管上设有通断阀，虹吸管的最高点壁面上设有物位传感器，物位传

感器与通断阀电连接。

[0013] 虹吸进行过程，最好要断开冷凝罐与三通的连接，否则，下水管在虹吸发生时也会

排下来大量的水，直至虹吸断开，这部分水也会通过虹吸管排往废液罐，但是，这部分水只

含有少量的杂物，不应浪费的。所以，本发明通过在下水管上设有通断阀进行通断，在虹吸

管顶部设置物位传感器，物位传感器检测该处是否存在水体，因为这一位置存在水体时即

表明虹吸过程正在进行，所以给出信号使得通断阀关闭，断开下水管的下水，虹吸结束后，

虹吸管最高位置处不再有液体，通断阀再次打开，下水管往下排送凝结水。

[0014] 作为优化，下水管和虹吸管下降段的管内设有细孔管芯。当虹吸管和下水管较粗

时，气体积攒在分流管组内，虹吸过程时，堆积于虹吸管顶部的气体可能无法排尽，因为从

三通处往上的液体在越过虹吸管最高点然后往下流动时，在较粗的管道上无法完全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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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往下，气体会分散为气泡形式而上浮，一直堆积在虹吸管上方，所以，在下水管和虹吸

管的流动下降段内设置细孔管芯，细孔管芯为蜂窝状的细管构成的流动管，水由于表面粘

滞作用，气体无法在较细的管径下往上顶开水体然后上浮，所以，虹吸管内的气体可以在虹

吸过程时被充分排尽，包括电极电解酸根离子产生的气体分子，应当注意，破空管内气体的

流动应当单向流动，即只应从过滤罐往虹吸管，最好不要双向流动，防止虹吸管内的氧气，

二氧化碳等经由破空管到达过滤罐内，

作为优化，废液罐内盛有吸氧液，废液罐包括从其主罐底部或侧面向外伸出的泄放管，

泄放管至少具有一进一出的流动方向。

[0015] 经由罩框包裹起来的废液罐不方便进行废液排放，所以通过管路进行，罩框营造

了一个密闭环境，废液罐内通过盛装吸氧液对虹吸管底端进行液封，虹吸管排放出的废液

以及氧气等气体分子被吸氧液吸收，防止起散发进罩框内的空间，从而到达储液罐处。

[0016] 进一步的，进水管上从外部引入高温蒸汽。从冷凝罐排下的凝结水常常是未饱和

状态，此状态下溶解了较多的气体，而使用高温蒸汽混合进凝结水后，调节其成为当地环境

压力下的饱和水，能促使更多的溶解性气体析出汇集在虹吸管内，后续的凝结水更加纯净。

[0017] 为了二级循环系统中水体的流动连续性，罩框所包含的部件设置两份，并联运行，

通过二级循环泵进行流量调配与稳流。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过滤罐、储液罐、废液罐对从

冷凝罐上流下来的液体进行分流处理，过滤层对于常规流动的液体进行过滤，纯净凝结水

从溢流口溢出落入储液罐，储液罐内的凝结水被二级循环泵抽送进行发电循环；过滤层上

堆积较多杂物时，虹吸管上升段的液位不断上升直至越过最高点，越过最高点后，虹吸建

立，过滤罐内的液体反向流过过滤层，冲洗掉杂物，以便进行下一周期的过滤过程；进水管

内设置的电极，去除凝结水中的金属离子与酸根离子，使其成分子态并析出凝结水，汇集在

进水管、虹吸管内，在虹吸过程被排往废液罐。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使本发明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地理解，下面根据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

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0] 图1为核电站发电循环的简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基础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带有细孔管芯、罩框、电极、物位计后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正常循环状态下的流动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过滤除渣状态下的流动示意图。

[0021] 图中：1-过滤罐、11-罐体、12-过滤层、13-溢流口、2-储液罐、3-废液罐、31-泄放

管、4-分流管组、41-进水管、42-三通、43-下水管、44-虹吸管、49-细孔管芯、5-通断阀、6-破

空管、71-罩框、72-电极、73-物位计、8-二级循环系统、81-汽轮机、82-发电机、83-冷凝罐、

84-冷凝管、85-二级循环泵、86-二级循环管、9-一级循环系统、91-反应堆、92-主换热器、

93-一级循环泵、94-一级循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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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如图1、2所示，一种核电站用凝结水循环装置，连接二级循环泵85和冷凝罐83，凝

结水循环装置包括过滤罐1、储液罐2、废液罐3和分流管组4，过滤罐1包括罐体11，罐体11底

部设有过滤层12、罐体11侧面设有溢流口13，溢流口13的外端位于储液罐2上方，过滤层12

底部、废液罐3和冷凝罐83底部均连接在分流管组4上，储液罐2底部侧面连接至二级循环泵

85。

[0024] 在一般性的核电站发电系统中，有一级循环系统9和二级循环系统8，一级循环系

统9是反应堆91所在的部分，该部分还有主换热器92、一级循环泵93和一级循环管94，该部

分被厚实的混凝土所包围，反应堆91内的发热经由一级循环管94传递在主换热器92内，二

级循环系统8是汽轮机81、发电机82所在的系统，还有二级循环管86，路径上的冷凝罐83被

冷凝管84通来的水所冷却为液态，经由二级循环泵85泵送进行循环，由于管路较长，而且路

径上存在两个做功机器-二级循环泵85和汽轮机81，蒸汽在其流动路径上可能会勾带出管

路内壁上的一些锈蚀或者金属物，还可能混入一些二级循环泵85和汽轮机81上的轴承润滑

油等有机类杂物，这些杂物混入蒸汽或者凝结水后，如果不加以处理，可能会到达主换热器

92内，如果在主换热器92内堆积或者结垢，清理起来非常麻烦，本发明通过过滤的方式，将

二级循环上的杂物过滤出来，防止其到达主换热器92。

[0025] 如图2所示，过滤是通过在冷凝罐83和二级循环泵85之间加入带有过滤功能的部

件实现的，过滤罐1内设置过滤层12，从冷凝罐83上流下来的凝结水从下往上通过过滤层

12，不溶于水的杂物被过滤下来堆积在分流管组1内，当杂物等堆积地较多时，使用过滤罐1

内溢流口13以下部分的水体从上往下通过过滤层12，将其杂物冲洗下来并通过分流管组4

排往废液罐3，定期处理废液罐3即可。

[0026] 如图2所示，分流管组4包括进水管41、三通42、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三通42分别

连接进水管41、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的一端，进水管41的另一端连接在罐体11底部，下水管

43的另一端连接至冷凝罐83底部，虹吸管44为一段先上升后下降的管体，虹吸管44的最高

点高于溢流口13、低于冷凝罐83底部，虹吸管44的最低点低于过滤罐1底部，虹吸管44的最

高点至罐体11内部设有破空管6，破空管6插入罐体11内部的一端端部低于溢流口13。

[0027] 进水管41、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分别连接在三通42上，三通42成为主循环与排废

液的交汇处，由于虹吸管44的最高处位于溢流口13与冷凝罐83底部之间，所以，在正常的流

动状态下，如图4所示，冷凝罐83底部下来的水体经由进水管41、过滤层12、罐体11再从溢流

口13流出是低阻优先的路径，而当过滤层12内过滤下来较多的杂物时，水流通过过滤层12

的阻力会增大，从而冷凝罐83底部至溢流口的流阻缓慢增大，增大至超过冷凝罐83底部至

虹吸管44最高点处时，此时虹吸管44最高点已然堆满液体，液体越过虹吸管44最高点开始

在下降段下落时，由于虹吸管44最底端是低于过滤罐1的，所以，从过滤罐1底部至废液罐3

的虹吸建立，过滤罐1内的液体开始反向流动经由虹吸管44排往废液罐3，反向流动的液体

冲洗掉堆积在过滤层12内的杂物，当二级循环系统8的管路上与做功机器上混入凝结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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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杂物不多时，但是主换热器92对于杂物敏感时，可以选取较细的过滤层12，这样，只要有

一点点的杂物被过滤下来在过滤层12内，那么反向冲洗就会进行，防止细碎杂物穿过过滤

层12。过滤罐11内部的水位下降至破空管6插入罐体11内部的底端时，过滤罐11内部的气体

经由破空管6到达虹吸管44最高点，将虹吸破坏。

[0028] 如图3所示，凝结水循环装置还包括罩框71，罩框71包裹过滤罐1、储液罐2、废液罐

3和分流管组4构造封闭空间，储液罐2与二级循环泵85之间的连接管路穿过罩框71壁面，分

流管组4与冷凝罐83之间的连接管路穿过罩框71壁面，罩框71内部充满惰性气体，罩框71壁

面上设置真空泵或压缩机调配罩框71内部的环境压力。

[0029] 凝结水从冷凝罐83排出时的压力根据发电系统的参数需求很可能不是大气压，所

以，如果该处的设计压力高于大气压，那么直接排在一个敞开的储液罐2内就会损失掉较大

的能量，二级循环泵85需要做更大的功才能将凝结水泵送进主换热器92内，而且，直接裸露

于空气的话，可能会掺杂溶解进氧气，这样不利于循环水在主换热器92内的换热，也会导致

主换热器92内部的氧化腐蚀。如果该处的设计压力低于大气压，就会影响凝结水在过滤罐1

内的流动，反而是大气反流经由分流管组4从下往上进入冷凝罐83内，这是更不应发生的。

所以，为了匹配不同设计条件下冷凝罐83排出凝结水的压力，使用一个罩框71包裹起过滤

罐1、储液罐2、废液罐3和分流管组4，通过壁面上的真空泵或者压缩机构造合适的环境压

力，便于凝结水在个罐体内、之间的流动。废液罐3液面处压力与溢流口13处的环境压力也

需要进行相应的匹配才能满足虹吸条件。

[0030] 如图3所示，进水管41上设有电极72。电极72可以对于凝结水内的金属离子与酸根

离子进行电解分离，使其成为金属物和气体分子，金属物被过滤层12过滤，气体分子析出水

体汇集去虹吸管44的高点位置。这样通过进水管41以及过滤层12后的凝结水更加纯净。

[0031] 如图3所示，下水管43上设有通断阀5，虹吸管44的最高点壁面上设有物位传感器

73，物位传感器73与通断阀5电连接。

[0032] 虹吸进行过程，最好要断开冷凝罐83与三通42的连接，否则，下水管43在虹吸发生

时也会排下来大量的水，直至虹吸断开，这部分水也会通过虹吸管44排往废液罐3，但是，这

部分水只含有少量的杂物，不应浪费的。所以，本发明通过在下水管43上设有通断阀5进行

通断，在虹吸管44顶部设置物位传感器73，物位传感器73检测该处是否存在水体，因为这一

位置存在水体时即表明虹吸过程正在进行，所以给出信号使得通断阀5关闭，断开下水管43

的下水，虹吸结束后，虹吸管44最高位置处不再有液体，通断阀5再次打开，下水管43往下排

送凝结水。

[0033] 如图3所示，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下降段的管内设有细孔管芯49。当虹吸管44和下

水管43较粗时，气体积攒在分流管组4内，虹吸过程时，堆积于虹吸管44顶部的气体可能无

法排尽，因为从三通42处往上的液体在越过虹吸管44最高点然后往下流动时，在较粗的管

道上无法完全将气体挤压往下，气体会分散为气泡形式而上浮，一直堆积在虹吸管44上方，

所以，在下水管43和虹吸管44的流动下降段内设置细孔管芯49，细孔管芯49为蜂窝状的细

管构成的流动管，水由于表面粘滞作用，气体无法在较细的管径下往上顶开水体然后上浮，

所以，虹吸管44内的气体可以在虹吸过程时被充分排尽，包括电极71电解酸根离子产生的

气体分子，应当注意，破空管6内气体的流动应当单向流动，即只应从过滤罐1往虹吸管44，

最好不要双向流动，防止虹吸管44内的氧气，二氧化碳等经由破空管6到达过滤罐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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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废液罐3内盛有吸氧液，废液罐3包括从其主罐底部或侧面向外伸出的泄放

管31，泄放管31至少具有一进一出的流动方向。

[0034] 经由罩框71包裹起来的废液罐3不方便进行废液排放，所以通过管路进行，罩框71

营造了一个密闭环境，废液罐3内通过盛装吸氧液对虹吸管44底端进行液封，虹吸管排放出

的废液以及氧气等气体分子被吸氧液吸收，防止起散发进罩框71内的空间，从而到达储液

罐2处。

[0035] 进水管41上从外部引入高温蒸汽。从冷凝罐83排下的凝结水常常是未饱和状态，

此状态下溶解了较多的气体，而使用高温蒸汽混合进凝结水后，调节其成为当地环境压力

下的饱和水，能促使更多的溶解性气体析出汇集在虹吸管44内，后续的凝结水更加纯净。

[0036] 为了二级循环系统8中水体的流动连续性，罩框71所包含的部件设置两份，并联运

行，通过二级循环泵85进行流量调配与稳流。

[0037] 本装置的运行原理是：冷凝罐83排下来的凝结水经由下水管43、三通42、进水管41

进入过滤罐1，从过滤层12被分离杂物，然后从溢流口13溢出落入储液罐2，储液罐2内的纯

净的凝结水被二级循环泵85抽送进行发电循环；过滤层12上堆积较多杂物时，虹吸管44上

升段的液位不断上升直至越过最高点，越过最高点后，虹吸建立，过滤罐1内的液体反向流

过过滤层12，冲洗掉杂物，以便进行下一周期的过滤过程。

[0038]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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