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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空间堆斯特林加热器的设计与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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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斯特林加热器用于熔盐空间堆发电系统的热量获取。为提高加热器的换热能力，
设计了翅片式熔

盐通道与多孔式斯特林内部热接收器，
使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Fluent 对不同结构的翅片与熔盐通道开展了数值
模拟研究。结果表明：
在熔盐通道内增加翅片可以提高斯特林加热器的换热能力，
并且随着翅片高度的增加与
翅片间距的减小，
换热能力进一步提高，
与无翅片结构相比，
换热功率最大提升了 76.2%。对比径向入口、
切向
入口与双径向进出口三种通道结构，
径向入口通道的热流密度随着高度的增加，
最大增幅为 73.3%；
切向入口通
道的热流密度沿高度增幅为 35.1%，
但其在相同高度下的热流密度差异显著；
双径向进出口通道的热流密度随
着高度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
其增幅为 40.5%；
在换热能力方面，
双径向进出口通道的换热功率与换热系数最
高。研究可为熔盐空间堆斯特林加热器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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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irling heater is used for heat capture in the molten salt space reactor power generating

system, and its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output power and efficiency of the space reactor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the heater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signed fins in molten salt channel and porous Stirling internal thermal receiver. [Methods]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program Fluent was employed to design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 heater.
Thermal-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ins and molten salt channel types, such as flow field, pressure field
and heat flux distribution were simul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dding fins in the molten salt channel can
improve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the Stirling heater,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fin height and the decrease of
fin spacing,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further improves. Compared with radial inlet and tangential inl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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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radial inlet and outlet channels have more uniform heat flux distribution and better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the Stirling heater in molten salt
space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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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能源是人类进行空间探索的必要保障。相
比于化学能源与太阳能等其他空间能源，
空间核反
应堆具有不受环境影响、长寿命、安全可靠的特点，
是未来空间探测的必然选择［1］。熔盐堆作为第四代
反应堆的重要堆型，
以高沸点熔盐为核燃料，
具有功
率密度大、
输出温度高、
能量转换效率高、
结构简单、
操作简易等优点［2］，
其应用于空间能源具有极大的
优势，
是外星球基地及其他深空探测任务的理想能
源。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国家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
进裂变核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包括火星熔
［3］
盐堆 M2SR-1（Mars Molten Salt Reactor）
。
在空间堆系统中，
热功转换系统的功能是将堆
内产生的裂变热能转换成电能，
是空间反应堆能源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以斯特林循环为基础
的斯特林机具有燃料适应性好，
质量轻、结构紧凑、
转换效率以及比功率高等优点，
可以满足空间能源
的 运 行 要 求 ，目 前 美 国 的 热 管 火 星 探 测 反 应 堆
（Heatpipe-Operated Mars Exploration Reactor，
［4‒5］
HOMER）
、星 球 表 面 经 济 裂 变 能 源 系 统
（Affordable Fission Surface Power System，
［6‒8］
AFSPS）
、月球革新优化反应堆-月球表层集群反
应 堆 系 统（Lunar Evolutionary Growth-OptimizedLunar Regolith Clustered-Reactor System，LEGO［9］
LRCS）
等空间堆方案均采用斯特林循环作为其热
功转换方式。β 型斯特林机，
又称自由活塞式斯特
林机（Free Piston Stirling Engine，FPSE），相比传统
斯特林机运行方式简单、
与直线发电机耦合性好、
密
封性好，
在空间运行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是目前空间
堆热功转换的研究热点，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Wood 等［10‒11］设计了一台 12 kW 电功率的双对
置式自由活塞斯特林转换器与控制器用于 FSP 空间

Fig.1

堆项目，
其外部结构如图 2 所示。两台斯特林机拥
有共同的热头与膨胀空间，
转换器通过泵送的 NaK
液态金属回路加热 ，并由泵送的水回路进行冷却。
转换器的总质量预计为 256 kg，
该机器的工作压力
为 6.2 MPa，
工作频率为 60 Hz，
转换器直径约 0.3 m，
长 1.1 m，
转换器的效率预计为 27%（交流电输出/热
输入），
控制器的效率预计为 91%。在项目的第二阶
段 ，完 成 了 斯 特 林 转 换 器 与 控 制 器 的 制 造 以 及
测试。

图 2 双对置式自由活塞斯特林转换器
Fig.2 Dual-opposed free-piston Stirling convertor

在斯特林机中，
加热器（热端换热器）的主要作
用是将外部热源的热量传递给内部工质，
其换热能
力对整机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Solomon 等［12］对管
式加热器的燃烧流进行了数值分析，
结果表明：
导流
器的使用改善了燃烧气体在受热管上的速度分布，
并且使用扩散板可以进一步改善传热。García 等［13］
对一种用于太阳能热电联产装置的非管式换热器进
行了研究，
修正了在定常流动下得到的摩擦系数与
斯坦顿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利用相应的实验数据
对该加热器的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模型进行了验证。Gheith 等［14］选择
不同的参数对 γ 型斯特林机加热器进行了数值模拟
和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
加热器内的换热量受加热温
度和频率的影响较大，
但随冷却水流量的增大而略
有增大。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设计熔
盐空间堆用的斯特林加热器，
利用计算流体力学软
件 Fluent 对加热器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
并根据模
［15‒16］
拟结果对加热器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结果可为
熔盐空间堆斯特林加热器的设计提供参考。

图 1 β 型斯特林机剖面图
Cross-section of β-type Stirling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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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计算模型
加热器几何结构

熔盐-斯特林加热器采用环形结构，
主要由外部
熔盐通道与内部斯特林热接收器两部分组成，
其整
体结构如图 3 所示。热源熔盐从入口进入带翅片的
熔盐通道，
经过周向流动将热量传递给内部斯特林
热接收器内的工质氦气，
工质通过锥形气体流道径
向流动做功。本文使用三维建模软件 Solidworks 建
立几何模型。

图 4 熔盐加热通道结构
(a) 径向入口，
(b) 切向入口，
(c) 双径向进出口
Fig.4 Structure of molten salt heating channel
(a) Radial inlet, (b) Tangential inlet, (c) Double radial inlet and
outlet
Fig.3

图 3 熔盐斯特林加热器结构
Structure of molten salt Stirling heater
(b)

1.1.1 熔盐通道
考虑到换热均匀性的问题，
分别设计了径向入
口、
切向入口以及双径向进出口三种熔盐通道型式，
其中双进出口结构中上下流道为进口，
两侧为出口，
其几何结构如图 4 所示。熔盐进出口直径均为
40 mm，通道长 90 mm，外径 280 mm，内径 200 mm，
壁厚 2 mm。
1.1.2 熔盐通道翅片
为了强化斯特林加热器的换热能力，
为熔盐加
热通道设计了径向翅片以及周向翅片，
其几何结构
如图 5 所示。径向翅片宽 6 mm，
高 5 mm，
翅片间距
6 mm；周 向 翅 片 宽 1 mm，高 10 mm，翅 片 间 距
5 mm。
1.1.3 内部斯特林热接收器

(a)

图 5 加热通道翅片
(a) 径向翅片, (b) 周向翅片
Fig.5 Fins of heating channel
(a) Radial fins, (b) Circular fins

速度边界条件以及稳态方法，
湍流模型采用标准 k-ε
模型，
近壁面处理采用标准壁面函数。由于问题涉

内部斯特林热接收器的内外径分别为 114 mm
与 200 mm，
外壁厚 2 mm，
内壁厚 6 mm，
工质通道数
量为 120 个，
宽 2 mm，
高 35 mm，
其几何结构如图 6
所示。

及流固耦合传热，
因此在流体与固体交界面处采用

1.2

自由流出口。由于氦气在工质通道做周期性往复运

边界条件及物性参数
在模拟设置过程中，
选用基于压力求解器，
绝对

coupled interface。
熔盐入口边界条件设置为质量流入口，
质量流
量为 1 kg·s−1 ，
入口温度 873 K，
出口边界条件设置为
动，
模拟难度较大，
因此将与氦气接触的工质通道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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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NaF-KF，熔盐通道与翅片采用哈氏合金 ，内部
斯特林加热器材料为铜 ，主要物性参数［17‒18］如表 1
所示。
1.3

Fig.6

网格无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 ANSYS Meshing 前处理软件进行网
格划分，
采用六面体与四面体混合网格，
网格整体质
量 0.7 以上。为了得到合理的计算结果，
在相同的边
界条件下对不同网格数量的模型进行计算，
研究了
加热器压降，
总换热量以及出口温度，
结果如图 7 所
示，
可以看到随着网格数的增加，
各项计算结果趋于
一致，
当网格数量达 289 万时，
计算结果与最密网格
模型相比误差在 0.5% 以内 ，满足网格无关性的要
求，
故选择网格数量 289 万的方案进行模拟计算。

图 6 内部斯特林热接收器结构
Structure of internal Stirling thermal receiver

面设置为定温热边界条件以简化计算 ，温度设为
773 K，
即斯特林热端工作温度。其余壁面条件设置
为绝热无滑移边界。不考虑重力加速度。熔盐采用

表 1 材料物性参数
Table 1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材料 Material

LiF-NaF-KF

哈氏合金 Hastelloy
(T=873 ℃)

铜 Copper
(T=873 ℃)

密度 Density / g·cm−3

2.613 3−6.431×10−4 T

8.66

8.93

1.88

0.47

0.39

−0.445 32+0.001 4 T

19.0

366.0

−1

热容 Heat capacity / J·g ·K

−1

导热系数 Thermal conductivity / W·m−1·K−1
粘度 Viscosity / mPa·s

Fig.7

2
2.1

8.065 98exp(−5 058.43/T+3.923 42×10 /T ) −
6

2

−

图 7 网格无关性分析 (a) 压降与网格数关系，
(b) 总换热量与网格数关系，
(c) 出口温度与网格数关系
Grid independent analys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drop and gird number, (b)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heat flux
and gird number, (c)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let temperature and gird number

计算结果与分析
翅片对换热的影响

为了探究不同翅片结构对换热的影响，
在相同
的边界条件下，
分别对采用不同翅片形式的加热器
进行数值模拟。
图 8 为采用不同翅片的熔盐通道中间截面速度
场分布 ，可以看到熔盐流速最大值位于进出口处。
由于熔盐径向流入通道，
冲击内壁面产生了一小部
分流动死区。比较图 8（a）、
（b）可知，
增加径向翅片
后，
在靠近通道内壁面处流动受阻，
流速有所减小。
观察图 8（c）、
（d）、
（e），
在周向翅片范围内熔盐流速

有明显提高，
且随着翅片高度的增加，
流速与高流速
区的范围都有所增大，
该结果符合设计预期。图 8
（f）为采用密集排布（翅片间距减小至 2.25 mm）的周
向翅片算例速度场，
在入口附近的翅片范围内熔盐
流速较高，
随着熔盐远离入口，
流速明显减小。图 8
（g）、
（h）、
（i）分 别 为 密 排 周 向 翅 片 高 度 增 加 至
35 mm，
熔盐通道外径减小至 270 mm 与翅片宽度减
小至 0.5 mm 三个算例的速度分布，
由图中可看出，
继续增加翅片高度与缩小熔盐通道外径都可以有效
提高在翅片范围内的流速，
并且缩小熔盐通道外径
时流速的增幅更大 ，而减小翅片宽度对流速影响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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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翅片速度场 (a) 无翅片，
(b) 径向翅片，
(c) 周向翅片-高 10 mm，
(d) 周向翅片-高 20 mm，
(e) 周向翅片-高 30 mm，
(f)
周向翅片-密集排布，
(g) 周向密排翅片-高 35 mm，
(h) 周向密排翅片-熔盐通道外径 270 mm，
(i) 周向密排翅片-翅片宽 0.5 mm
Fig.8 Velocity fields of different fins (a) No fins, (b) Radial fins, (c) Circular fins-10 mm height, (d) Circular fins-20 mm height,
(e) Circular fins-30 mm height, (f) Circular fins-densely arranged, (g)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35 mm height, (h)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outside diameter of molten salt channel 270 mm, (i)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fin width 0.5 mm

采用不同翅片形式的熔盐通道压强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 9 可以看到，
这几种熔盐通道具有相似
的压强分布，
在进出口处有较大的压强变化，
在环形
通道处压力几乎没有改变。同时，
由于熔盐从径向
流入，
导致在靠近入口处的内壁面有小部分高压区。
此外，
由表 2 可得，
在熔盐通道内增加翅片使得加热
器进出口压降有一定程度的增大，
并且随着翅片高
度的增加与翅片间隙的减小，
进出口压降也有所升
高，
同时减小熔盐通道外径也会提高压降。
包含换热功率（进出口热流差），
换热系数以及
进出口压降的模拟计算结果列于表 2 中。比较这几
种算例的换热功率以及换热系数可知，
添加翅片能
有效地提高加热器的换热能力，
并且提高翅片高度
与减小翅片间隙均可进一步增强换热能力，
其主要
是由于换热面积的增大而导致的结果。同时，
减小
熔盐通道外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换热，
这归因
于减小流通面积从而流速增大的结果。而减小翅片
宽 度 对 换 热 有 不 利 影 响 。 其 中 ，径 向 翅 片 与 高
30 mm 的周向翅片在换热功率方面差距较小。与无
翅片的算例相比，
减小熔盐通道外径的密排周向翅
片 的 换 热 功 率 与 换 热 系 数 分 别 提 高 了 76.2% 与
68.8%。

2.2

通道结构对换热的影响

为研究不同熔盐通道结构对换热的影响，
在相
同的边界条件下，
开展了切向入口以及双径向进出
口通道形式的数值模拟，
并与原径向入口的计算结
果进行比较。
图 10 为三种通道形式内壁面热流密度分布，
从
图 10（a）中可以看到径向入口算例在熔盐入口区域
热流密度较大，
并且随着离入口距离的增大，
热流密
度减小。同样地，
双径向进出口算例中在靠近熔盐
入口区域有较大的热流密度，
在出口区域热流密度
较小，
如图 10（c）所示。由图 10（b）可观察到，
切向
入口算例在顺着熔盐流经的一侧有较高的热流密
度，
而另半侧壁面的热流密度较低。
三种通道内壁面热流密度与加热器高度的关系
如图 11 所示，
径向入口通道的热流密度随着高度的
增加而迅速增大，
最大增幅为 73.3%；
而切向入口通
道的热流密度沿高度分布相比径向入口更加平均，
增幅仅 35.1%，
但相应地，
其在相同高度下的热流密
度差异更为显著；
双径向进出口算例的热流密度随
着高度的增大有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其增幅约为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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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翅片压力场 (a) 无翅片，
(b) 径向翅片，
(c) 周向翅片-高 10 mm，
(d) 周向翅片-高 20 mm，
(e) 周向翅片-高 30 mm，
(f)
周向翅片-密集排布，
(g) 周向密排翅片-高 35 mm，
(h) 周向密排翅片-熔盐通道外径 270 mm，
(i) 周向密排翅片-翅片宽 0.5 mm
Fig.9 Pressure fields of different fins (a) No fins, (b) Radial fins, (c) Circular fins-10 mm height, (d) Circular fins-20 mm height,
(e) Circular fins-30 mm height, (f) Circular fins-densely arranged, (g)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35 mm height, (h)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outside diameter of molten salt channel 270 mm, (i)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fin width 0.5 mm
表 2 模拟计算结果
Table 2 Simulation results
参数 Value

进出口压降
Pressure drop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 Pa

换热功率
换热系数
Heat transfer rate / W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 W·m−2·K−1

无翅片 No fins

328.55

8 921.37

875.73

径向翅片 Radial fins

357.20

13 013.31

1 216.72

周向翅片（高 10 mm）
Circular fins (10 mm height)

314.15

11 194.21

1 066.43

周向翅片（高 20 mm）
Circular fins (20 mm height)

329.75

12 202.98

1 162.56

周向翅片（高 30 mm）
Circular fins (30 mm height)

376.36

12 910.82

1 265.76

周向密排翅片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

485.97

14 586.23

1 363.82

周向密排翅片（高 35 mm）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 (35 mm height)

783.26

15 412.24

1 408.76

周向密排翅片（熔盐通道外径 270 mm）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
(outside diameter of molten salt channel 270 mm)

683.22

15 721.49

1 477.80

周向密排翅片（翅片宽 0.5 mm）
Circular densely arranged fins (fin width 0.5 mm)

403.70

13 767.22

1 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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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熔盐通道的模拟计算结果列于表 3。在压

热能力方面，
双径向进出口通道的换热功率与换热

降方面，
径向入口与切向入口较为接近，
双径向进出

系数最高，
单径向入口次之，
而切向入口的换热能力

口通道的进出口压降相比前两者有大幅降低；
在换

相对较差。

Fig.10

图 10 不同通道内壁面热流密度 (a) 径向入口，
(b) 切向入口，
(c) 双径向进出口
Internal wall heat flux of different channels (a) Radial inlet, (b) Tangential inlet, (c) Double radial inlet and outlet

图 11 不同通道内壁面热流密度沿高度分布 (a) 径向入口，
(b) 切向入口，
(c) 双径向进出口
Fig.11 Internal wall heat flux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hannels along height
(a) Radial inlet, (b) Tangential inlet, (c) Double radial inlet and outlet
表 3 模拟计算结果
Table 3 Simulation results
参数 Value

径向入口
Radial inlet

切向入口
Tangential inlet

双径向进出口
Double radial inlet and outlet

进出口压降 Pressure drop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 Pa

313.46

303.20

100.84

换热功率 Heat transfer rate / W

8 921.37

8 426.48

9 437.93

875.73

787.51

894.59

−2

换热系数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 W·m ·K

3

−1

增加。观察图 12（b）、
（c），
当入口流量较小时，
密排

熔盐斯特林加热器结构优化分析

周向翅片的换热功率与换热系数大于径向翅片；
当
通过分析熔盐通道与翅片对换热的影响，
本文
选择添加径向翅片与密排周向翅片的双径向进出口
熔盐通道开展进一步的分析与比较，
得到了图 12 所
示的关系曲线。

流量增加到 0.8 kg·s−1 时，
径向翅片的换热能力开始
优于密排周向翅片；
当入口流量增加到 2 kg·s−1 时，
换热功率与换热系数提高了 25.4% 与 22.6%。在高
流速情况下，
密排周向翅片不再具有性能优势，
而径

如图 12（a）可得，
密排周向翅片进出口压降大于

向翅片拥有更好的压降与换热水平。

径向翅片，
且随着入口流量的增大，
两者之差也有所
100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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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加热器结构压降(a)、
换热功率(b)与换热系数(c)随入口流量变化
Fig.12 Pressure drop (a), heat transfer rate (b)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c) of different heater structures change with inlet mass
flow rate

4

surface power[J].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terplanetary

结语

Society, 2011, 64(6): 186.

基于熔盐空间反应堆对热功转换系统的需求，
设计了 β 型斯特林机加热器 ，通过 CFD 软件 Fluent
对不同的熔盐换热通道与翅片结构进行了数值模
拟 ，分析比较了其对加热器换热能力的影响 ，结论
如下：
1）在熔盐通道内增加翅片可以提高斯特林加热
器的换热能力，
并且提高翅片高度、
减小翅片间隙以
及减小熔盐通道外径均可加强换热，
与无翅片结构
相比 ，换热功率与换热系数最大提升了 76.2% 与
68.8%。
2）对比径向入口、切向入口与双径向进出口三
种通道结构，
径向入口通道的热流密度随着高度的
增加，
最大增幅为 73.3%；
切向入口通道的热流密度
沿高度分布相对平均，
增幅为 35.1%，
但其在相同高
度下的热流密度差异显著；
双径向进出口通道的热
流密度随着高度的增大先减小后增大，
其增幅约为
40.5%。在换热能力方面 ，双径向进出口通道的换
热功率与换热系数最高。
最后对采用径向翅片与密排周向翅片的双径向
进出口结构进行了优化分析，
综合比较两者的进出
口压降 ，换热功率与换热系数得出 ：在高流速情况
下，
密排周向翅片不再具有性能优势，
而径向翅片拥
有更好的压降与换热水平。本文为熔盐空间堆用斯
特林加热器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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