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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用于核电二回路凝结水精处理系统配套再生系统中,现有的树脂输送方式为单一的水泵
配合不同管径的管道及自动阀门将水流引入各树脂输送口,管道引入设备较乱,不能集中控制且输送流
量不好精确控制。同时,在常规系统树脂输送及管路冲洗的过程中,因系统设置管线较多,各个装置交叉
相接,导致在树脂的输送及冲洗过程中效果不佳,树脂输送不彻底、冲洗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随着我
国核电事业的蓬勃发展,核电二回路凝结水设备、装置也在高速更新换代中,核电凝结水项目大都采用前
置阳床+混床的设备模式,树脂输送量总量增加、输送程序较复杂,现有的水泵配合管道输送不能满足核
电二回路凝结水集中控制、简约化的高要求。
[关键词] 核电二回路凝结水精处理；输送装置；集中控制
中图分类号：TD64 文献标识码：A
1 核电二回路输送介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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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系统设置单独的离子交换床

罐进脂三通总阀管路上,三通阀连接至
每个再生罐进脂阀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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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相应的流量计。
编程操作：按Start(开始)屏幕下的
System(系统)菜单,然后按System(系统)
屏幕执行相应的操作。如果通信失败,请选
择此页下的退出按钮,然后单击开始按钮
重新通信。如果需要PLC编程,请先在系统
画面下点击离线,编程结束后再进行在线
通讯。地址分配及通讯速率：plc0端口为
设备A的触摸屏,端口1为设备B的触摸屏。
P:输送水泵

A:集中控制装置

V1：自动调节蝶阀

B1、B2：树脂储存罐

V2~V16：自动阀门

C1、C2：离子交换

V17：自动三通阀

编程软件：人机界面：WINCC flexible
201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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