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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本中心)建置三套液

態氦製造系統，第一套液氦系統最大液氦製造能

力每小時 134 L，於零下 268.5℃下最大冷卻能力

469W；第二套液氦系統最大液氦製造能力每小

時138 L，於零下268.5℃下最大冷卻能力457W；

第三套液氦系統最大液氦製造能力每小時 239 L，

於零下 268.5℃下最大冷卻能力 890W。該三套低

溫系統提供超導高頻共振腔、超導插件磁鐵及高

亮度的硬 X光光源所需之低溫冷卻環境，係屬台

灣最大型之液態氦系統。然氦氣為鈍氣，雖無色、

無味、無毒，但當低溫氦氣洩漏至大氣中時，因

其密度急遽變化，氦氣迅速擴散，使空氣中氧氣

濃度降低，甚至使人員發生缺氧情形。本研究以

計算流體力學數值模擬分析低溫氦氣洩漏缺氧

情形，並以小型實驗驗證，另評估氦氣洩漏耗能

與介紹運轉及傳輸過程之節能措施。 

關鍵字：氦氣洩漏、計算流體力學、同步輻射加

速器 

1. 前言 

目前在國際先進之同步輻射加速起領域中，

低 溫 超 導 高 頻 腔 (Super conducting Radio 

Frequency, SRF)與插件磁鐵(Insertion Device, ID)

已被廣泛應用，以提昇儲存環電子束電流、電子

束穩定性以及提供更多高亮度的硬 X光光源。本

中心自完成國內首座第三代加速器—台灣光源

(Taiwan Light Source, TLS)，1994年 4月起開放

給用戶使用至今已二十餘年，TLS因其加速器空

間受限，無法再增設 ID，遂逐漸失去其在國際上

之競爭力，有鑑於此，本中心董事會於 2004年 7

月決議推動向政府提出「台灣光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跨領域實驗設施興建計畫」，

在原有基地上興建一座能量 30 億電子伏特、周

長 518m、超低束散度的 TPS同步加速器光源設

施，該計畫已於 2014 年 12 月 31日射出第一道

光，並分別於 2015年元月 25日恭請馬前總統主

持台灣光子源落成典禮與 2016年 9月 19日恭請

蔡總統主持台灣光子源啟用典禮。 

為提升並維持電子束能量，在 TPS已預留四

套超導高頻腔位置，目前在兩個短直段已安裝兩

套高頻腔，其所需之低溫氣體由本中心第三套液

態氦系統供應，該系統最大冷卻能力 890W，其

包含壓縮機、去油系統 (Oil-Removal System, 

ORS)、四座氦氣儲槽，一套 7,000 L之氦液化機

設備，氦氣傳輸管及液態氮傳輸系統，該低溫系

統已於 2014年安裝並測試完成[1]。  

然而，在儲存環密閉空間中，此低溫液態氦

潛藏對人員的危害，因為液態氦若洩漏至室溫環

境中，因氦氣密度在瞬間急遽降低，氣體體積將

膨脹數百倍，使在氣體洩漏區域之氧濃度降低，

導致人員缺氧，因此人員安全議題是使用低溫氣

體重要的課題。 

為 此 ， 歐 洲 核 子 研 究 組 織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曾早在

2002 年即在其大型強子對撞機 (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之隧道區內進行實際低溫氦氣洩

漏實驗，實驗多經討論與修正，於 2015 年提出

最終報告[2]，然而該實驗需清空隧道區，且因低

溫液態氦貴重，實驗需耗費大量液態氦，所費不

貲。 

因 此 ， 歐 洲 散 裂 子 源 中 心 (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 ESS) 以 計 算 流 體 力 學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模擬低溫氦

氣在管路中釋放情形[3]，而該研究僅以一維(One 

Dimension)進行模擬分析，而非區域性之三維模

擬。本研究以 CFD模擬在 TPS 隧道區內，當高

頻腔發生低溫氦氣洩漏時附近區域之洩漏情形，

並以小型實驗驗證，另評估氦氣洩漏耗能與介紹



運轉及傳輸過程之節能措施。 

 

2. 數值模擬分析 

計算流體力學 CFD源於二十世紀三零年代，

當 時 為了 解決 二為 勢流 方程 式 (Potential 

equation)，而後數值模擬分析快速發展，使得CFD

在各樣實際物理條件上分析之適應性更勝於理

論分析與實驗量測。發展至今，CFD已被廣泛應

用於各領域之模擬分析，本研究使用 ANASYS

軟體進行模擬分析。 

 

2.1 統御方程式 

我們使用三維紊流模式進行分析，其統御方

程式包括質量守恆方程式，亦即連續方程式

(Mass conservation equation, continuity equation)、

動 量 守 恆 方 程 式 (Momentum conservation 

equation)、能量守恆方程式(Energy conservation 

equation)、紊流動能方程式(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equation)及紊流動能耗散率 (Turbulent 

ki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rate)，我們使用 k-ε紊流

模式與 SIMPLEC 解速度與壓力，各統御方程式

分別說明如下： 

質量守恆方程式 

   0



u



t
            (1) 

其中ρ為流體密度，t為時間，u為流體速度向量。

質量守恆方程式雖為基本方程式，但在某空間中

存在低溫氦氣洩漏與流出之邊界條件，則該空間

氦氣濃度之評估主要依循此方程式。 

 動量守恆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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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為壓力，g為重力加速度向量，μ為流體

動黏滯係數，τt 為紊流應力散度(divergence of 

the turbulent stresses)。 

 能量守恆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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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為流體比內能(specific internal energy)，T

為流體溫度，k 為熱傳導係數，h 為流體之比焓

(specific enthalpy)，jj為質量流量。 

 紊流動能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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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κ為因平均速度梯度產生之紊流動能源，

Gb為因浮力產生之紊流動能源，ε 為紊流動能耗

散率。 

紊流動能耗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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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1ε，C2ε及 C3ε皆為半經驗常數。 

 

2.2 格點 

TPS周長 518m分為 24段，儲存環及增能環

皆設置於圓形之隧道區內。隧道區為一環型密閉

空間，其內、外牆皆近似圓形，唯外牆引出光束

區域為楔形。我們選擇了 24 段中的 2 段隧道區

為模擬空間，一座超導高頻腔位於其中。圖 1為

TPS內 2段之數值模型圖，該模型皆依據隧道區

內實際形狀與尺寸繪製，高頻腔位於圖 1左下方

位置，高頻腔上連接低溫管線至內牆，模擬之空

間為 860.5m3。 

 

圖 1 TPS內 2段之數值模型 

為有效進行分析計算，這模擬空間中被分為

數個區域，建立疏密不同之格點，在高頻腔附近

之格點最密，如圖 2所示。我們亦將空調系統之

送風及回風納入邊界條件計算，圖 2中內牆上方

藍色矩形為送風口，內牆兩端紅色較大矩形為回

風口，在近高頻腔內牆處另設有一小型抽風扇，



當低溫氦氣洩漏時，該抽風扇即經由連鎖系統啟

動。 

 

圖 2 數值模擬空間格點分區圖 

我們在模擬空間中產生混合格點，總格點數

約三百三十四萬，格點大小會隨著局部尺寸與流

場變化大小而變化，因此在高頻腔附近之格點密

度較高，特別在低溫氦氣洩漏口附近更是明顯，

最密之格點即在該區域，最小之格點尺寸為 1.77 

mm，圖 3為數值模擬空間之格點分布。 

 

圖 3 數值模擬空間之格點分布 

 

2.3 起始條件與邊界條件 

經過與本中心高頻小組同仁討論後，我們模

擬高頻腔最嚴重之低溫氦氣洩漏量，其質量流率

為 4.2 kg/s，洩漏時間為 10秒。 

依據低溫氦氣洩漏情形，本研究模擬兩種方

案，方案 A為垂直向上方洩漏，方案 B為向內牆

抽風扇方向洩漏，其他起始條件與邊界條件如下

所列 

1. 隧道區內氦氣開始洩漏時間定為起始時間(t = 

0)，空氣起始溫度為 25 °C， 

2. 洩漏氦氣溫度為 4 K， 

3. 內、外牆、地板與天花板為絕熱， 

4. 模擬空間之兩側連接至 1大氣壓之環境， 

5. 新鮮空氣以 2m/s風速由送風口吹出， 

6. 抽風扇之背壓為 1000pa。 

 

2.4 模擬分析結果與討論 

我們選取在地面高度 z = 2.6m 處為唯一觀

察平面，亦即氦氣洩漏口至天花板間之高度。圖

4為方案 A中 z =2.6m， t = 10秒之氦氣質量濃

度模擬分布情形。由圖中可看出在靠近圖下方高

頻腔放置處之鄰近區域有較高之氦氣濃度，特別

是在外牆楔形區域因形成一環流，與走道區域之

對流情形較差，故該區域累積較高之氦氣濃度，

該處氦氣質量濃度達 6.567%以上，圖中最低氦氣

濃度為 0.2%。 

 
圖 4 方案 A中 z =2.6m， t = 10秒之氦氣質量濃

度模擬分布情形 

 
圖 5 方案 B中 z =2.6m， t = 10秒之氦氣質量濃

度模擬分布情形 

圖 5為方案 B中 z =2.6m， t = 10秒之氦氣

質量濃度模擬分布情形，與圖 4結果相比較，可

看出圖 5之平均氦氣濃度較低，主因為氦氣朝外

牆抽風扇洩漏，導致大部分之氦氣被風扇抽離之



故。相對的，圖中最高氦氣濃度分布於氦氣洩漏

口與內牆抽風扇之間。 

 

圖 6 方案 A中氦氣洩漏口橫切面，t = 9.9秒之氦

氣質量濃度模擬分布情形 

圖 6為方案 B中氦氣洩漏口橫切面， t = 10

秒之氦氣質量濃度模擬分布情形，圖中顯示在氦

氣洩漏口之氦氣濃度接近 100%，而在靠外牆區

域(剖面圖右半部)之平均氦其濃度較靠內牆區域

高，此現象與圖 4相吻合。 

 

3. 小型實驗驗證 

為了驗證數值模擬分析之可信度，我們建立

一小型模型，以實驗量測與數值模擬結果相互比

較。我們建立一長方體模型，其長、寬、高分別

為 2.4m、1.2m及 0.8m，用以模擬隧道區內之空

間，其材質為壓克力，以便觀察模型內低溫氣體

洩漏情形，我們以低溫氮氣為洩漏氣體。 

圖 7 實驗模型圖 

在壓克力內中央設置一小型長方體，其長、

寬、高分別為 1.2m、0.4m及 0.4m，以此模擬在

隧道區內儲存環加速器本體，如圖 7實驗模型圖

所示。在內部模型靠右側上方設為連接液態氮之

洩漏口，在壓克力模型左上方設一直徑 10公分

之圓形自然排風口。 

圖 8為實驗量測示意圖，此實驗模型連接至

一液態氮儲存桶，液態氮由壓克力模型下方進入，

其中經過一進氣閥與排氣閥、流量計、進氣與排

氣溫度計。在內部小型模型設置兩個氧氣濃度計

1、2與一個溫度計，在排風口設置一個氧氣濃度

計與一個溫度計，如圖 8所示，液態氮氣進入模

型內之溫度約為 -150°C。 

 

圖 8 實驗量測示意圖 

圖 9為實驗量測照片，在內部小型模型上方

右側為氮氣洩漏情形，左方設置兩個氧氣濃度計，

壓克力模型後方為白色液態氮儲存桶。由照片可

見氮氣洩漏在小型模型上分布情形。 

 

圖 9 實驗量測照片 

我們同時建立本小型實驗之數值模型並加

以分析，在此模擬空間中，共產生約 18 萬個格

點，格點最大與最小尺寸分別為 8cm與 0.04cm。 

 

圖 10 實驗氧氣濃度模擬分布圖 



圖 10 為實驗氧氣濃度模擬分布圖，圖中氮

氣洩漏口附近之氧濃度明顯較周圍低，其於小型

模型上分布情形與圖 9之照片相近。 

圖 11 為實驗量測與模擬分析氧氣濃度圖，

其中紅色線與綠色線分別為氧氣濃度計 1與 2之

實驗量測結果，紫色線與藍色線分別為氧氣濃度

計 1與 2位置之氧濃度模擬結果。由圖可看出實

驗數據與模擬分析有相近之斜率，亦即氧濃度降

低之速度相近，但實驗之數據較模擬者低。 

由圖 9、圖 10與圖 11中看出本研究之數值

模擬具相當之可信度，可用以預估低溫氣體大量

洩漏之情形，以提供人員安全所需之資訊。 

 

圖 11 實驗量測與模擬分析氧氣濃度圖 

 

4. 氦氣洩漏耗能與節能措施 

液態氦氣洩漏不僅危及人員安全，易造成能

源損失。本中心 TLS製造每小時可製造液態氦約

140L，壓縮機所需之電力約為 220kW，另需消耗

約 100L之低溫氮氣。 

若以本中心高頻小組同仁提供本研究液態

氦消耗情形，在十秒內約消耗液態氦 420L，壓縮

機製造該量之液態氦約需 660度電力，這是最基

本之電力損耗，雖然損耗電力有限，但因本中心

已投入相當經費與人力在低溫系統之建立與維

護，故低溫氣體仍需小心使用，目前市售液態氦

100L約需 70,000元。 

 

5. 結論 

低溫系統為先進加速器在超導高頻腔與插

件磁鐵發展之重要工具，然而低溫氣體不慎洩漏

將造成人員缺氧之安全問題，本研究以 CFD 數

值模擬分析低溫氦氣在TPS隧道區內洩漏情形，

為工作人員提供有用之安全分析，並以小型實驗

驗證數值模擬分析之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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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Center in Taiwan (NSRRC) had set up three 

cryogenic systems to provide liquid heliu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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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conducting radio-frequency (SRF) cavities, 

insertion devices, and highly brilliant hard X-ray. 

However, large liquid helium discharge in a closed 

space will cause personnel danger of lack of oxygen. 

We performe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CFD) 

simulation to analyze helium discharge through a 

SRF cavity in the Taiwan Light Source (TPS) 

tunnel. A small experiment is also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CFD simulation. 

Keywords: helium discharge, CFD, synchrotron 

radiation accelera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