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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3 卧式液氮贮罐预冷过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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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了解大型卧罐预冷过程，搭建了 60 m3 卧式液氮贮罐预冷试验台，对小流量下贮罐预

冷过程的降温和罐体应变特性开展了研究。结果表明：预冷过程罐内气体温度首先整体迅速降低，然后缓慢

下降，且呈现分层现象；预冷初期液氮在罐底难以积累；靠近底部的罐壁降温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与低温

氮气进行自然对流传热，温度缓慢下降，液位增长到相应高度后与液氮进行沸腾换热从而温度迅速下降，最

后稳定在液氮温度；对于最终液位以上的罐壁，一直维持着平稳的降温速率；贮罐轴向应变全为负值，随着预

冷过程进行轴向应变随之增大，与液氮接触的局部罐壁轴向应变会迅速增加。该项试验的成功进行有力地

补充了国内大型卧罐预冷试验数据的空白，为低温贮罐可靠性及寿命预测等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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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on chilldown performance of 60 m3 horizontal storage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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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e-cooling process of large horizontal storage tanks, an
experimental  setup  was  built  to  investigate  the  chilldown  performance  of  60  m3  horizontal  storage  tank
with  liquid  nitrogen.  Accordingly,  the  cooling  and  strain  features  during  the  chilldown  proces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por temperature experienced overall sharp reduction and subsequent
slow  reduction.  Moreover,  thermal  stratification  occurred  in  the  tank.  In  the  preliminary  stage,  liquid
nitrogen accumulated rarely in the bottom tank. The precooling process of the bottom tank wall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mild decline of wall temperature by the cryogenic nitrogen vapor,
sharp  drop  of  wall  temperature  by  the  boiling  heat  transfer  with  liquid  nitrogen  when  the  liquid
accumulated in the bottom, and the final unchanged temperature with the finish of chilldown. Meanwhile,
the upper tank wall kept the mild precooling rate. Besides, the axial strain of tank wall increased with the
ongoing pre-cooling. Moreover, a rapid increase of axial strain occurred at the wall in contact with liquid
nitrogen.  The  success  of  this  experiment  strongly  supplemented  the  blank  of  precooling  data  of  large

 
收稿日期：2022-07-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276009）

作者简介：张青（1979−），男，高级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低温推进剂应用。

通信作者：陈建业（1989−），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低温气液两相流研究。E-mail：jianye_chen@hust.edu.cn
 

引用格式：张青, 苑文豪, 郑艳, 等. 60 m3 卧式液氮贮罐预冷过程试验[J]. 航空动力学报, 2023, 38（1）：86-93. ZHANG Qing, YUAN Wenhao,

ZHENG Yan, et al. Experimental on chilldown performance of 60 m3 horizontal storage tank with liquid nitrogen[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23, 38（1）：86-93.

第 38 卷  第 1 期 航空动力学报 Vol. 38　No. 1
2023 年 1 月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Jan. 2023



horizontal storage tanks in China and provided data support for related researches such as reliability and
life prediction of cryogenic tanks.

Keywords:   liquid nitrogen；chilldown；heat transfer analysis；two phase flow；strain
 

自 1877年人类首次实现氧气的液化以来，低

温技术迅速发展，低温流体在能源交通、航空航

天、科学研究和生物医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3]。

低温推进剂由于具有比冲高、无毒无污染、价格

相对低廉的优势，广泛用于大型运载火箭和航天

飞行器。与常规流体相比，低温流体的饱和温度

远低于周围环境温度，汽化潜热小，在运输及储

存过程中极易发生气化[4]。为了能够输送及存储

单相液体，必须先将输送管道和贮罐冷却到液体

饱和温度以下，即进行低温预冷。在热罐预冷过

程中，由于液体温度比贮罐温度低很多，贮罐中

经常存在冷热工况状态转换。剧烈的温度变化会

使贮罐产生很大的瞬态热应力，导致严重的塑性

变形，降低贮罐可靠性及减少贮罐寿命，引起极

大的安全性问题。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低温预冷的研究随着

火箭发射系统的发展出现，但主要集中在管道预

冷。Dresar等[5] 分别以液氢和液氮作为预冷介质，

采用可视化方法研究了水平管中的低温预冷过程，

发现存在最佳预冷流量，使得预冷介质消耗量最

少。Johnson等 [6]、Hu 等 [7] 和 Velat等 [8] 研究了质

量流速对预冷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相同的试

验条件下，质量流速越大，预冷完成时间越短。

Rame等 [9] 分别以连续流和脉冲流两种方式对液

氢低温传输管道进行预冷，发现连续流实现更快

的冷却时间，脉冲流消耗更少的质量。Darr 等 [10]

研究发现，低温液体传输管预冷过程过热度大，

导致膜态沸腾持续时间最长，约占整个预冷过程

70%的时间，因此一些研究人员 [11-14] 针对低温管

道膜态沸腾过程进行了研究。

对于低温贮罐的预冷充注过程，目前国内外

研究较少，且大多数集中于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

Liebenberg等[12] 对球形杜瓦瓶内液氢冷却和存储

过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在计算预冷最大消耗量时，

可只考虑汽化潜热，为一般的贮罐预冷时间及预

冷量预估提供参考。周霞等[15-16] 采用稳态法及变

热导率法建立贮罐预冷时间及预冷介质消耗量数

学模型，推导了贮罐温度变化随预冷时间变化的

关系；并对液氧贮罐预冷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获

得预冷过程中罐内流场变化及贮罐壁面降温规律，

探究不同进口流量对预冷过程的影响。Zhu等[17-18]

对 100 L铝罐液氮加注过程进行一系列试验研究，

研究了不同充注流量下底部加注时罐壁温度及应

力变化，并比较了底部加注、顶部加注和顶部侧

向喷淋三种方式对加注过程温度及应力变化规律

的影响。基于上述试验，马原等[19] 采用二维轴对

称 CFD 模型得到了液氮容器底部加注过程中的

壁面降温曲线和内部流场变化情况。江城伟[20]

通过建立低温贮罐的单向热固耦合模型,研究各

种充注参数对低温贮罐罐壁最大瞬态热应力分布

的影响，表明瞬态热应力峰值大小与充注质量流

量、贮罐的体积、长径比成正比。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低温预冷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低温管道预冷，而对低温贮罐预冷研究

较少，且由于大部分低温贮罐体积较大，进行试

验研究比较困难，研究人员大多采用理论推导或

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于卧式贮罐，

由于其非对称性，加上相关试验数据的缺乏，数

值研究也比较少。本文建立了 60 m3 卧式贮罐预

冷试验台，研究了小流量预冷过程中罐内气体温

度、压力变化及液位增长情况，并获得贮罐温度

及应变变化规律，为卧式贮罐数值模型的建立提

供参考。

 1    试验系统及流程

 1.1   试验系统

试验对象是一个 60 m3 的卧式双层贮罐，采

用液氮（LN2）为低温流体介质。预冷试验台主要

包括液氮罐车和低温贮罐等，试验系统如图 1所

示，其中液氮罐车和汽化器在图中并未给出。低

温贮罐内罐材质是 s30408，直径 2.6 m，筒体长度

10.44 m，两端椭圆封头短轴长为 0.65 m，筒体壁

厚 15.7 mm，封头壁厚 14.55 mm。夹层采用真空

粉末 （珠光砂）绝热方式，静态蒸发率低于 0.3%，

筒 体 绝 热 层 厚度 284  mm， 封 头 绝 热 层 厚 度

400 mm。外壳材质是 Q345R,筒体厚度 11.2 mm，

封头厚度 10.7 mm。贮罐支撑结构采用图 2所示

的多点支撑型式，A-A 截面为固定支撑，B-B 截面

为滑动支撑，两截面距离 8 952 mm。预冷过程采

用顶部喷淋进液和顶部排气方式，进液管和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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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分别位于贮罐侧面中心线两侧，直径 50 mm的

进液管道上间隔 400 mm分布 46个直径 14 mm
的进液口，直径 81 mm的排气管道上间隔 200 mm
分布 180个直径 14 mm的排气口，两根管道进液

口和排气口在管道位置如图 3所示。罐内布置一

个压力传感器和雷达液位计用于监测罐内压力及

液位变化。液氮罐车与进液口采用软管连接，一

个流量计置于两根软管构成的 U型底部以保证

流动稳定时管道充满液体，从而对进液流量进行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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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力传感器；2 常温截止阀；3 低温贮罐；4 雷达液位计；

5 低温消声器；6、7 低温截止阀；8 低温过滤器。

图 1    试验系统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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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点支撑结构示意图（单位：mm）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point support structure

（unit:mm）
 

试验罐上共布置了 100个温度传感器和 25
个应变传感器，分别为 T001-T100和 YT01-YT25。
温度传感器采用 PT100（A 级），应变传感器采用

KFL-5-120-C1-11，标称电阻误差为±0.33%，灵敏

度标准偏差为±1%，部分测点分布示意图如图 4

和图 5所示。图 4为贮罐内部中间截面传感器分

布图，从下到上均匀布置了 10个温度传感器用于

测量内部流体温度，传感器 T031位于距底部

100 mm处，各测点间隔 240 mm。图 5为贮罐壁

面上的传感器和应变传感器分布图，T代表温度

传感器，A-A 截面和 B-B 截面上分别沿圆周布置

了 20个温度传感器，左封头处从下到上布置了

10个传感器；YT代表应变传感器，在 A-A 截面和

B-B 截面上分别沿圆周布置了 8个应变传感器，

用来测量轴向或周向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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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部中间截面温度传感器分布（单位：mm）

Fig. 4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sensors in the intermediate

section （unit:mm）
 
 1.2   试验步骤

试验前首先将液氮罐车与汽化器相连，使用

汽化后的低压常温氮气对管道和贮罐进行严格的

吹除，置换空气和水蒸气等杂质避免系统堵塞；

完成系统吹除和氮气置换后打开进液阀开始进液，

进液压力小于 0.01 MPa，液氮温度 77 K。排气阀

除进液刚开始保持小开度外，其后整个过程保持

全开，待罐内液位达到 550 mm （9.1 m3）左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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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进液口和排气口示意图（单位：mm）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liquid inlet and

exhaust port （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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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试验过程使用一套国产自主可控的测量控

制设备，实现所有传感器的实时数据监控，数据

采集界面如图 6所示，其中 V01-V16代表低温或

常温截止阀，W01代表超高真空阀，S01-S02代表

低温安全阀, C01代表单向阀，H01-H02代表防爆

装置，F01-F03代表低温过滤器。

 
 

图 6    预冷试验系统数据采集界面

Fig. 6    Data logging interface of the chilldown experimen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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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果与讨论

 2.1   罐内液位与气枕压力变化及温度分布

试验过程液氮流量变化如图 7所示，刚开始

由于液氮在软管内大量汽化，管道内呈现两相流

状态，因此流量数据与实际值相差较大，800 s之

后流动趋于稳定，管道内充满液氮，同时，2 000 s

后，加注流量开始波动变化，这是因为随着加注

进行罐车压力也有较小变化，而贮罐内气枕压力

波动也会影响到流量的稳定性，导致流量有较小

波动，很难保证流量维持在一个恒定值，但总体

上维持在 40 L/min左右。图 8展示了试验过程罐

内液氮液位的变化及气枕压力变化，由于试验前

进行了常温氮气吹除，罐内有一个较大的初始压

力。刚开始时由于罐壁温度较高，液氮进入罐内

后很快蒸发，难以在底部积累，液位变化缓慢，等

到贮罐底部预冷到一定程度后，在 1 000 s左右液

氮开始迅速累积；开始时蒸发的大量低温氮气在

罐内充分传播，使气体温度整体迅速降低，如图 9

所示，因此气枕压力迅速降低，等到气体温度变

化减缓后，蒸发气体来不及排出，压力又开始迅

速上升。随着时间的推进，预冷过程呈现一个相

对稳定的状态，由于贮罐整体温度降低，液氮蒸

发速率减缓，液氮累积速率趋于稳定并缓慢增加，

气枕压力随之下降。随着液位增加，气体温度不

断下降，且呈现分层现象，从下到上温度增加。

其中 T031由于位于距底部 100 mm处，在液氮淹

没测点后温度降至液氮温度，拐点出现在 3 100 s

左右，与液位达到 100 mm液位线时间相符；T033、

T035和 T037一直处于气相区，随着预冷进行缓

慢降低到液氮温度附近；T39位于排气管上方，罐

内温度较高的气体积聚在贮罐上部不容易排出，

且一直与贮罐中温度最高的顶部换热，试验结束

时最终温度并未完全降下去。不同时刻下温度随

高度变化如图 10所示，可以看出前期除贮罐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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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预冷过程流量监测

Fig. 7    Flow monitoring during chilldow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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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gen and gas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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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间截面流体温度变化曲线

Fig. 9    Change curve of fluid temperature on the

internal intermediat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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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大量低温气体产生温度出现陡升之外，温

度从下到上基本呈线性分布，后期气液交界面以

上温度基本呈线性分布，这与文献 [19]中气相温

度分布呈现相似的分层规律。

 2.2   罐壁温度变化规律

图 11和图 12分别展示了内罐外壁面 A-A 截

面及左封头处不同测点的降温曲线。可以看出，

在预冷过程的早期阶段，贮罐底部罐壁温度迅速

下降到液氮温度，而靠近上方的罐壁温度保持在

更高的水平。当液氮被送入试验罐时，贮罐底部

一开始就与液氮直接接触，由于液氮与罐壁巨大

的温差，液氮发生沸腾迅速汽化，吸走罐壁大量

热量，从而使底部罐壁经历了快速冷却过程。预

冷到一定程度后，贮罐底部形成了一个平坦的气

液界面并不断上升，随着预冷过程的进行，贮罐

的其余部分逐渐冷却，与贮罐底部相比，上部冷

却的方式更加温和。根据降温曲线，预冷结束时

对应液位（550 mm）下面除底部的罐壁部分冷却

过程可分为 3个阶段。在液面到达之前，局部罐

壁通过从气液界面上升的冷氮气的自然对流冷却，

降温速率相对较低；当液位上升到相应高度时，

局部罐壁淹没在液氮中，并通过沸腾传热进行冷

却，导致冷却速率高于自然对流冷却阶段，以 T043
为例，降温曲线中快速下降阶段正好对应液面到

达 T043所在高度（距底部 340 mm）的时刻转折点

的温度在 150 K附近，这与 Wang等 [21] 试验研究

传输管预冷时获得的从膜态沸腾到核态沸腾转折

温度吻合。需要指出的是，传输管预冷时，流体

传输通道狭窄，因此壁面附近的液氮会发生从膜

态沸腾到核态沸腾的转变，而对于本试验的大型

贮罐预冷，液氮从顶部喷洒形成液滴降落，进而

冷却罐内气体和壁面，因此在壁面附近处不会出

现稳定的膜态沸腾过程，但壁面开始接触液体时

的温度和膜态沸腾至核态沸腾的转折点保持一致，

这是由液氮的物性决定的。在罐壁被低温液氮冷

却后，在预冷过程的剩余时间内，局部罐壁在液

氮温度下保持稳定。而靠近上方的壁面，由于预

冷结束时液位没有到达相应位置，一直维持着平

稳的降温速率。与文献中[17,20] 试验和模拟数据对

比可得，对不同形式，不同尺度和不同介质的贮

罐，罐壁降温规律具有相似性。此外，通过图 13
可以看出，虽然卧式贮罐在空间具有不对称性，

但 A-A 截面和左封头温度变化是一致的，因此一

个截面上温度变化曲线可以代表罐壁整体的降温

特性，这与竖罐并未有明显差别。

 2.3   轴向应变分布

图 14展示了 A-A 截面上轴向应变分布，可以

看出轴向应变全部为负值，这是因为贮罐冷却时

罐壁发生收缩。随着预冷过程的进行，贮罐温度

变低，各测点的轴向应变随之增大，且越靠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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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A 截面罐壁温度变化曲线

Fig. 11    Temperature change curve of tank wall in A-A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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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左封头罐壁温度变化曲线

Fig. 12    Temperature change curve of tank wall on the left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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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A-A 截面与左封头罐壁温度对比

Fig. 13    Comparison of temperature of tank wall between A-A

section and left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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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地方轴向应变越大。刚开始图中测点对应高

度处罐壁均与低温氮气自然对流换热，降温缓慢，

轴向应变增加较为缓慢；随着液位的上升，与液

氮接触的局部罐壁迅速降温，导致轴向应变迅速

增加，而靠近上方的罐壁由于未与液氮接触，轴

向应变平稳增加。贺明[22] 研究了储氢瓶铝制内

胆降温过程（300～120 K）的热应变，随着温度不

断下降，应变也呈不断增大趋势。但最大应变与

本试验差别大，这可能与材质以及罐体大小有关，

需要更多的试验数据来补充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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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A 截面轴向应变分布

Fig. 14    Axial strain distribution of A-A section
 

 3    结　论

针对一个 60 m3 卧式低温贮罐，开展了小流

量下预冷过程的试验研究，获得了预冷过程中罐

内气体温度、压力变化及液位增长情况，并探究

了罐壁温度及应变变化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 预冷开始阶段，液氮与罐壁巨大的温差使

液氮发生沸腾迅速汽化，液位增长缓慢，在 1 000 s
左右液氮开始迅速累积。

2）  开始时液氮汽化产生的大量低温氮气在

罐内充分传播，使气体温度整体迅速降低，然后

缓慢下降，并呈现分层现象。

3）  贮罐底部由于一开始就与液氮接触罐壁

温度会迅速下降到液氮温度。底部靠上位置罐壁

冷却过程可分为 3个阶段：在液面到达之前，罐壁

通过低温氮气进行自然对流冷却，降温速率相对

较低；当液位上升到相应高度时，局部罐壁与液

氮通过沸腾传热进行冷却，冷却速率较高；之后

局部罐壁在液氮温度下保持稳定。对靠近上方的

壁面，由于预冷结束时液位没有到达相应位置，

降温过程一直比较平缓。

4） 贮罐轴向应变全为负值，随着预冷过程进

行轴向应变随之增大，且越靠近下部的地方轴向

应变也越大。靠近下方的局部罐壁与液氮接触时

轴向应变会迅速增加，而上部罐壁轴向应变平稳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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