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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计算物理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基于STM３２的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

汪皓毅,李华芳,李旭东
(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四旋翼飞行器具有机动灵活,带载能力强等特点,在国际舞台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STM３２F１０３C８T６
为核心设计飞行控制板,完成四旋翼飞行器控制软硬件的设计与开发,实现了四旋翼左右、上下、前后等飞行的要求.

首先对四旋翼飞行器飞行原理及模型进行推导,提出了控制系统总体方案;然后对四旋翼飞行器硬件及相关外围进行

电路设计,其中包括核心 MCU控制电路,无线通讯电路,惯性导航模块,电源模块以及空心杯直流电机驱动模块,串口

通讯以及遥控地面站的硬件设计;完成了程序流程设计,MPU６０５０的基本设置与姿态角的解算,PWM脉冲宽度调试;

最后,基于PID的经典控制算法进行调试,在实际飞行器上实现了飞行器的基本飞行要求.

关键词:四旋翼飞行器;STM３２;PWM波;MPU６０５０

　　　　　　　　　　　　　　　　　　　　　　　　　　　　　　　　　　　　　　　　　　　　　　　　　　
　
　
　 　　　　　　　　　　　　　　　　　　　　　　　　　　　　　　　　　　　　　　　　　　　　　　　　　

　
　
　
　

作者简介:汪皓毅(１９９４—),男,本科,现主要从事计算机软件设计、系统项目集成等科研工作

１　四旋翼飞行原理

１．１　飞行姿态原理

四旋翼飞行器总体布局形式上属于非共轴式碟形飞行器,与常规旋翼式飞行器相比,其结构更为

紧凑,能够产生更大的升力[１].通过控制４个旋翼的转速可使飞行器实现各种飞行动作[２].飞行器

机械结构应当包括有:控制芯片以及电池等设备组成的设备舱,地面站接收信号的天线,四个旋翼作

为执行机构,起落架作为防撞与减震机构[３].

１．２　飞行器姿态解算

提供的飞行器的姿态,是指飞行器的指向,一般用３个姿态角表示,包括偏航角(yaw)、俯仰角

(pitch)和滚转角(roll).姿态其实是一个旋转变换,表示机体坐标系与地理坐标系的旋转关系,这里

定义姿态为机体坐标系向地理坐标系的转换.旋转变换有多种表示方式,包括变换矩阵、姿态角.转

轴转角、四元数等[４].
主要应用四元数来确定机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主要是四元数在组合旋转过程中的运算量远远小

于其他运算方法.因而飞行器的姿态解算是围绕着四元数进行的[５].

２　系统总体设计

四旋翼飞行器控制系统是一套完整的空中机器人飞行系统[６],其总体设计框图如图１所示,主要

包括两大部分:飞行器和地面站系统,其中飞行器是受控对象,通过无线传输模块,地面站可以向飞行

器发送指令[７].
飞行器主要包含微型姿态参考系统、无线通信模块、电机驱动模块、微型控制器系统、串口通讯

等.地面站包括无线通讯模块,地面控制与人机界面.其中串口可用来调试程序与仿真模拟.陀螺

仪传感器测量角速度用来分析物体自身运动情况,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加速度用来分析物体受力情况,
磁力计测量磁力用来分析感受地磁向量以解算出模块与北的夹角;磁力计的这个功能类似于指南针;
这三个传感器统称微型姿态参考系统,其目的是准确读出四旋翼目前的飞行姿态.将数据融合放入

STM３２控制系统,滤波处理后可使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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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总体设计框图

３　硬件电路设计

３．１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飞行控制电路是整个飞行器的核心部件,它相当于人的大脑,操控和支配着整个飞行器的姿态和动

作,所以在设计飞行控制电路时,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考虑,不仅从性能上有更高的要求,同时还要求质量

和体积都要尽可能小,这样对于飞行器的续航和操控性能上都有大大的帮助,具体结构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飞行控制电路结构

其中主要元器件包括STM３２F１０３C８T６,其作为飞行器控制器核心,负责算法运算和控制策略.
２



MPU６０５０为３轴 MEMS陀螺仪,３轴 MEMS加速度计作为传感器分别测量角速度与加速度.２．４G
NRF２４L０１无线通讯模块.电源模块主要采用电压调整器芯片XC６２０６和LTC３２００,XC６２０６用于降

压稳压,LTC３２００升压电路芯片等等.所设计的PCB版大小为８５mm×８５mm.四旋翼加上桨的尺

寸为１７５mm×１７５mm[９].

３．２　硬件电路各模块设计

３．２．１　飞行控制器核心 MCU
釆用的芯片是意法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款具有单周期浮点运算能力的芯片STM３２F１０３C８T６,

中等容量增强型,３２位基于 ARM 核心CortexTM－M３带６４或１２８K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 USB、

CAN、７个定时器、２个ADC、９个通信接口,CPU具有高达７２MHz工作频率.

３．２．２　无线通讯模块

无线通信模块采用NORDIC公司生产的NRF２４L０１,工作在２．４~２．５GHz的ISM 频段的单片

无线收发器芯片[１０].
其工作原理为发射数据时,首先将nRF２４L０１配置为发射模式:接着把接收节点地址TX_ADDR

和有效数据TX_PLD按照时序由SPI口写入nRF２４L０１缓存区,TX_PLD必须在CSN为低时连续

写入,而TX_ADDR在发射时写入一次即可,然后CE置为高电平并保持至少１０μs,延迟１３０μs后发

射数据;若自动应答开启,那么nRF２４L０１在发射数据后立即进入接收模式,接收应答信号(自动应答

接收地址应该与接收节点地址TX_ADDR一致).如果收到应答,则认为此次通信成功,TX_DS置

高,同时TX_PLD从TXFIFO中清除;若未收到应答,则自动重新发射该数据(自动重发已开启),若
重发次数(ARC)达到上限,MAX_RT置高,TXFIFO中数据保留以便再次重发;MAX_RT或TX_

DS置高时,使IRQ变低,产生中断,通知 MCU.接收数据时,首先将nRF２４L０１配置为接收模式,接
着延迟１３０μs进入接收状态等待数据的到来.当接收方检测到有效的地址和CRC时,就将数据包存

储在RXFIFO中,同时中断标志位RX_DR置高,IRQ变低,产生中断,通知 MCU去取数据.若此时

自动应答开启,接收方则同时进入发射状态回传应答信号.最后接收成功时,若 CE 变低,则

nRF２４L０１进入空闲模式１.该模块硬件特点有工作于２．４~２．５GHzISM频段.

３．２．３　惯性导航模块

惯性导航模块是飞行器中最重要的一个模块,它的性能和参数直接影响到飞行器的飞行稳定性、
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采用 MPU６０５０陀螺仪是全球首例９轴运动处理传感器.它集成了３轴

MEMS陀螺仪,３轴 MEMS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 DMP,可用I２C接口连接

一个第三方的数字传感器.以数字输出６轴或９轴的旋转矩阵、四元数(quaternion)、欧拉角格式

(EulerAngleforma)的融合演算数据.
通过I２C接口读出来的转换结果ADC值,并不是以度每秒为单位.一般按以下公式进行转换:

Anglerate＝ADCrate/灵敏度以量程为±１０００o/s为例,说明如何转换.假设读取X 轴的ADC值为

２００,得知在±１０００°/s下的灵敏度为３２．８LSB/(°/s).据公式:Anglerate＝２００/３２．８＝６．０９７５６°/s,可
知 MPU６０５０检测到模块正在以约６度每秒的速度绕X 轴(或者叫在YZ 平面上)旋转.ADC值并不

都是正的,请注意,当出现负数时,意味着该设备从现有的正方向相反的方向旋转.

３．２．４　电源模块

四轴飞行器要求整体设计质量较轻,体积较小,因此在电池的选取方面,采用体积小、质量轻、容
量大的锂电池供电最合适.系统的核心芯片为STM３２F１０３,常用工作电压为３．３V,同时惯性测量传

感器,通信模块的常规供电电压也为３．３V,因此选用锂电池的电压为３．７V,考虑其容量大小应为

６００mAh要使系统正常工作,需要将３．７V的锂电池电压升压至５V然后降压稳压到３．３V.常用

的７８系列稳压芯片已不再适用,必须选择性能更好的稳压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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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软件设计

４．１　主程序流程设计

软件设计上由控制核心STM３２读取传感器信息,解算姿态角,以姿态角为被控制量融合遥控信

息后,输出到四个舵机以完成四轴飞行控制和稳定补偿[１１].软件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主程序流程图

４．２　MPU６０５０的设置

由于项目所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做姿态解算,所以在初步了解 stm３２原理以后,就开始从

MPU６０５０传感器读数据.MPU６０５０是一个集成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传感器,使用I２C和单片机

进行通信.MPU６０５０读取部分程序.

BUF[０]＝Single_Read(MPU６０５０_Addr,GYRO_XOUT_L);

BUF[１]＝Single_Read(MPU６０５０_Addr,GYRO_XOUT_H);

G_X＝(BUF[１]＜＜８)|BUF[０];

G_X＝－３７;　　　　　　　　　　　　　　//减去陀螺初始化误差(经验值)

Imu_measure．gx＝G_X/１６．４　　　　　　　　　　　//读取计算X 轴角速度数据

这是一段读取 MPU６０５０陀螺仪X 轴数据的程序,先通过I２C函数把陀螺仪X 轴数据的低８位

和高８位读取出来,分别放入BUF[０]和BUF[１]中,在通过移位把两个数据合成一个数据传入 G_X
变量,G_X是一个short型变量,而imu_measure．gx是一个double型变量,编译器编译是自动把G_

X转成double型除以１６．４赋值给imu_measure．gx.在 MPU６０５０初始化时把FullScaleRange设

置为 ±２０００°/s,所以灵敏度为１６．４LSB/°/s,所以在读出寄存器值的基础上除以１６．４就是角速度.
而对于加速度,设置为±８g,灵敏度为４０９６,所以在读出值的基础上除以４０９６就是加速度.

４．３　四元数计算姿态角的实现

首先要对读取的传感器值进行移动均值滤波.定义了Filter_ACC结构体,先把读取值加到这个

结构体变量里,每加一次,积分标记位加１.当定时器中断触发.姿态解算周期到来时,进入if(IMU
４



update_flag＝＝TRUE){}里面求平均值并对变量清零,完成移动均值滤波,基于统计规律,将连续的

采样数据看成一个长度固定为２的队列,在新的一次测量后,上述队列的首数据去掉,其余１个数据

依次前移,并将新的采样数据插入,作为新队列的尾;然后对这个队列进行算术运算,并将其结果作为

本次测量的结果.

４．４　PWM 脉冲宽度调制

四旋翼飞行器的动力系统主要是通过 PWM 信号驱动无刷直流电机.PWM 脉冲宽度调制技

术,简称脉宽调制,是一种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技术,它通过直流脉冲序

列的占空比改变直流电的平均值进而实现变频技术.PWM 的调节作用来源于对“占周期”的宽度控

制,“占周期”变宽,输出的能量就会提高,通过阻容变换电路所得到的平均电压也会上升,“占周期”变
窄,输出的能量就会降低,通过阻容变换电路所得到的平均电压也会下降.PWM 就是通过这种原理

实现D/A转换的.PWM 生成是通过STM３２定时器输出比较TIM_OCMode_PWM２模式,这有两

种模式TIM_OCMode_PWM１、TIM_OCMode_PWM２其实只是极性不同,就是输出的PWM 高低电

平会相反.通过对这几个通道的设置PWM 波就生成了.

５　结论与展望

在本项目中成功利用STM３２主控芯片,组装了一台小型四旋翼飞行器,对四旋翼飞行器的硬件

设计,软件设计以及遥控的硬件设计与实现进行了研究.
对四旋翼的飞行原理进行了动力学分析并化简推导公式,并在软件中应用.证明了四旋翼可以

用PID控制,利用上位机分析了PID对飞行器的控制与影响,主要体现在PWM 波的多路输出与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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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controlsystem
forfourrotoraircraftbasedonSTM３２

WANGHaoＧyi,LIHuaＧfang,LIXuＧdong
(ComputerApplicationInstituteofNuclearIndustry,Beijing１０００４８,China)

Abstract:Withfeaturesofflexibilityandhighloadingcapacity,FourＧrotoraircraftisplayingamore
andmoreimportantroleintheinternationalstage．Theflightcontrolpanelisdesignedwith
STM３２F１０３C８T６asitscoreandithasfinishedthedesignanddevelopmentoffourＧrotoraircraft’s
controllingonsoftwareandhardware,thusmeetstherequirementsofflyinginalldirections,

whethertoleftorright,upanddownandforthandback．First,theflightprincipleandmodelof
thefourrotoraircraftarederived,andtheoverallschemeofthecontrolsystemispresented．Then,

thehardwareandtherelatedperipheralcircuitsofthefourrotoraircraftaredesigned,which
includeshardwaredesignsofcore MCU controlcircuit,radiocommunicationcircuit,inertial
navigationmodule,powermoduleandcorelessDCmotordrivingmodule,serialcommunicationand
remotecontrolstation;then wefinishedtheproceduredesign,basicsetupof MPU６０５０and
calculationoftheattitudeangle,andPWMpulsewidthdebugging;finally,wedebuggedbasedon
classicalcontrolalgorithmofPID,whichhelpstomeetthebasicflightrequirementsontheactual
aircraft．
Keywords:fourＧrotoraircraft;STM３２;PWMwave;MPU６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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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螺旋管数值模拟研究

翟　杰１,欧阳小龙２,刘思光１

(１．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１９３;２．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高温气冷堆作为第四代核电堆型,其小型化、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和固有安全特性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受到关注.

高温气冷堆中所采用的蒸汽发生器为直流型、螺旋盘管、组件式结构,通过将局部错流流动的有利特征与整体上沿螺

旋管的逆流流动相结合实现高效传热.本文对蒸汽发生器螺旋管内流动工质复杂的热工水力特性进行数值模拟研

究,深入分析蒸发器螺旋管内的流动、换热规律,明确蒸发器一次侧和二次侧流动与换热的数学模型.采用清华大学

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建造的１０MW 高温气冷堆中小螺旋管式蒸汽发生器的设计参数进行数值模拟,对六个工况下的

流动状态分别进行数值模拟,并将数值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数值

方法得到的螺旋管出口温度误差都小于３０℃,而数值结果的蒸发管总压降误差也在５％以内,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较

好地描述了功率等因素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螺旋管;数值模拟;热工水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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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冷堆作为第四代核电堆型,其小型化、模块化的设计理念和固有安全特性的技术优势越来

越受到关注.高温气冷堆中所采用的蒸汽发生器[１]为直流型、螺旋盘管、组件式结构,通过将局部错

流流动的有利特征与整体上沿螺旋管的逆流流动相结合实现高效传热.为了充分研究此类蒸汽发生

器的热工水力特性,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进行了全尺寸双管工程模拟实验[２],获得了完整的

实验数据,并编制一维模型和二维模型的模拟程序进行了理论分析[３].一维模型具有结构简单、便于

计算等优点,需要补充的结构关系式也比较少.对管径较大,离心力影响不太明显的情况,可以获得

很好的计算精度[３].大量螺旋管中工质的流动特性的实验研究表明[４Ｇ１１],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螺旋管

中流动工质的热工水力参数存在明显的非轴对称性,这是与工质在直管中流动的重要区别.虽然一

维模型中引入狄恩数的方法进行修正离心力作用,但针对螺旋管的结构关系式还不完善.二维模型

添加了径向动量守恒方程,可以完整地计算离心力的作用,并对热工水力参数的非轴对称性进行分

析,使模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本文的数值方法也是基于二维模型的数值方法.
高温气冷堆采用的螺旋管蒸汽发生器为立式布置的螺旋管束组件式结构,由中心管、内套筒、螺

旋传热管束、外套筒和相应的支撑机构组成[１].在中心管和外套筒之间,一次侧流体(从堆芯出口的

高温氦气)在螺旋管外自上向下流动以加热螺旋管,放热后的冷氦气在主氦风机的驱动下返回堆芯;
二次侧流体在螺旋管内自下向上反向流动吸热,经历过冷水段、两相段、最终成为过热蒸汽汇入蒸汽

母管,并送入汽轮机做功.本文采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模拟实验的模型数据进行数值模

拟研究,将数值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数值结果的温度误

差基本在４％以内,而蒸发管总压降误差在５％以内,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较好地描述了功率等因素对

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１　数学模型

本文采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模拟实验的几何尺寸作为模型数据,实验结构如图１所

示[３].可见实验结构中的蒸发管有若干段直管和螺旋管组成.其中螺旋管共分成了四段,这四段螺

旋管之间有直管连接;螺旋管最后连接了一根直管,从内中心套管连到出口,该直管长度与蒸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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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高度相近,可假设为３．９６m.

图１　核研院蒸汽发生器模拟实验结构图

在本文的计算模型中采用以下方法将核研院实验结构进行简化:
(１)本文模型采用９０匝螺旋管,对应的螺旋管高度是２．０２５m,直管段的流动由假设２、假设３和

经验公式给出.
(２)假设进口处有１m的直管段处于干度为０的液态水区,该区域的水重力压降较大,将对蒸发

管的总压降计算带来影响.
(３)假设螺旋管出口连接的直管长度与蒸发器结构高度(３．９６m)相当.由于螺旋管出口处于过

热蒸汽区,干度为１,而过热蒸汽的沿程摩擦压降非常大,必须考虑螺旋管出口连接的直管中的过热蒸

汽沿程压降.
(４)本文的数值模拟模型只计算螺旋管中的流动和换热.为了与实验数据中的蒸发管总压降进

行对比,必须考虑上述的沿程压降;计算压降将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再对模型计算出来的压降结果进行

修正.
为了完整地将离心力在动量方程中的作用体现出来,建立了以螺旋管道轴线方向为轴向,沿螺旋

半径方向为径向的二维模型,其径向动量守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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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动量守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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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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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给出了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模拟实验的几何尺寸[３],根据这些数据建立本文数值

模拟的几何模型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在计算的工况条件中,氦气压力与流量、蒸发管中的压力与流

量、给水温度、氦气入口温度皆与核研院实验相同.

表１　螺旋蒸发管的结构参数

参数名 参数值

传热管外径/mm １８

传热管螺旋中心线直径/mm １１２

纵向管间距/mm ２２．５

中心管间径/mm ８３

外套管内径/mm １３９

每圈传热管长/mm ０．３２３５

螺旋上升角α/(°) ３．６６

氦气流道截面/m２ ０．００３４３

传热管管径(预热段)/mm １８×３

传热管管径(沸腾段和过热段)/mm １８×２

传热管长度/m ３１．８２

总高/m ３．９６

８



图２　数值模拟模型几何结构

图３　数值模拟模型网格

本文采用耦合计算方法处理蒸发器内螺旋管水蒸气侧与氦气侧之间的热量交换,其计算流程如

图４所示.

图４　耦合计算流程

２　数值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了表２给出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的实验数据为计算参数[１],将数值结果与

实验结果和文献５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表２　选取实验工况参数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工况４ 工况５

氦气侧压力/MPa ３．１７ ２．８５ ３．１５ ３．１４ ３．１５

氦气侧入口温度/℃ ６３８ ６４４．１ ６９３．５ ６８４．５ ６９９．８

氦气侧出口温度/℃ ２０１．７ １９９．３ １８１ １８７．８ １９６．６

氦气流量(kg/s)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９６

给水压力/MPa ４．１６ ４．１１ ２．６７ ３．１３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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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工况４ 工况５

给水温度/℃ １０５．２ １０６．８ ７５．５ ８５．３ ９５．８

蒸汽出口压力/MPa ４．０５ ４．０２ ２．５４ ３．０２ ３．５４

蒸汽出口温度/℃ ４４３．８ ４４２ ４４１．５ ４３５．１ ４４９．２

给水流量/(kg/s)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９

入口节流阻力/Pa ７５４５０ ６５１９０ ７１４００ ６７７４０ ７２０６０

蒸发管总阻力/Pa ９０４１０ ８２５００ １２２０９０ １０４７００ ９８９４０

图５给出工况１至工况５下温度场的数值结果,绿线表示氦气侧温度,红线表示蒸发管壁面温

度,蓝线表示螺旋管内二次侧蒸汽温度.从图５中可以看出ab段为螺旋管内水蒸气的汽水过渡段.
将数值结果与表２进行对比,５个工况下的氦气侧出口温度误差都小于３０℃,蒸汽出口温度误差都小

于１５℃,计算误差在４％以下.

图５　计算工况下温度场的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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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给出工况１至工况５下螺旋管内表压的数值结果.将数值结果与表２进行对比,５个工况下

的入口节流阻力误差都小于５％.从图６中可以看出b点和c点具有压力突变,结合温度场曲线可

知,b点之后螺旋管内为纯蒸汽状态,而c点的压力突变主要由于计算模型在此处有变径.

图６　计算工况下压力场的数值结果

表３给出工况１至工况５螺旋管内总压降的数值结果,图７给出工况１至工况５沿程压力降的数

值结果.将数值结果与表２进行对比,５个工况下的螺旋管内总压降误差都小于５％.从图７中可以

看出３个压降突变点,a点和b点为螺旋管内水蒸气相变状态点,a点之前为纯水状态,b点之后为纯

蒸汽状态,而c点为螺旋管变径点.

表３　计算工况下螺旋管内总压降

工况１ 工况２ 工况３ 工况４ 工况５

蒸发管总阻力/kPa ８９ ９１ １１６ ９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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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计算工况下沿程压力降的数值结果

３　结论

本文提出二维数值模拟计算方法对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螺旋管内部流动进行数值模拟研究,
采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的实验参数建立数学模型,选取５个工况进行数值模拟.由数值

结果与实验结果的比较可得,本文数值模型所得的温度误差基本在４％以内,蒸发器螺旋管内的总压

降误差在５％以内,并准确预估了螺旋管内蒸汽段的相变过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通过本文工作,可
以将本文的数值方法应用到后续的螺旋管数值模拟研究中,并为进一步设计优化工作提供可靠的数

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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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simulationresearchonthespiraltubeof
hightemperaturegasＧcooledreactorsteamcenerator

ZHAIJie１,OUYANGXiaoＧlong２,LIUSiＧguang１
(１．CHINERGYCO．,LTD．,Beijing１００１９３,China;２．DepartmentofThermal

Engineering,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China)

Abstract:Asthefourthgenerationnuclearpowerreactor,theminiaturization,modulardesign
conceptandthetechnicaladvantagesofinherentsafetycharacteristicsofHighTemperatureGasＧ
cooledReactorhavebeenpaidmoreandmoreattention．Thecomplexflowandthermalhydraulic
characteristicsinhelicalsteamgeneratorhavebeenstudiedbynumericalsimulation．Thedesign
parametersofthehelicalsteamgeneratorofthe１０MW HighTemperatureGasＧcooledReactorbuilt
byTsinghuaUniversityInstituteofnuclearenergytechnologyhavebeenapplied．Thenumerical
resultsarecompared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Theoutlettemperatureerrorsofnumerical
methodofarelessthan３０℃,whilethepressuredroperrorsofnumericalresultsarelessthan５％．
Key words:hightemperature gasＧcooled reactor;steam generator;helicalcoils;numerical
simulation;thermalＧhydraulic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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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ETR不同停堆工况碘坑深度研究

刘红倩,康长虎,刘水清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２)

摘要:本文采用CELL程序和ECP４９３程序对HFETR不同停堆工况碘坑深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计算结果表明:反应堆

运行功率低,停堆后碘坑深度较浅;降功率停堆比快速停堆后的碘坑深度要浅,反应堆重达临界的时间要短,但快速停

堆的经济性要高;在寿期初停堆比寿期末停堆的碘坑深度要浅.

关键词:HFETR;碘坑深度;停堆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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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ETR某炉运行中途停堆后重新开堆,由于氙毒使反应堆keff快速降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

使反应堆重新达到临界.如果对 HFETR在各种工况下停堆后,反应堆能够重新达到临界的时间进

行计算,就可以对重新启动反应堆的时间提供依据.因此,本文对 HFETR各种工况下停堆后,计算

了反应堆的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对碘坑深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１　计算程序

本文所使用的程序主要是CELL程序[１]和ECP４９３程序.其中CELL程序用于计算 HFETR燃

料元件及各结构材料的少群参数,ECP４９３程序用于HFETR堆芯燃料管理.

２　碘坑深度研究

２．１　 降功率停堆的碘坑计算

HFETR某炉运行中途停堆采用降功率停堆的方式,以减小氙的浓度,缩短强迫停堆时间.因

此,首先按停堆过程计算了降功率到３０MW后停堆氙毒对反应堆keff的影响,计算结果如表１.keff随
停堆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１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约１０h时,keff最小,在停堆２８h后,反应堆可

以重新达到临界.

表１　３０MW 运行功率停堆后keff随时间的变化

停堆后时间/h keff

０．２ １．０５１７８２

２ １．００６４２８

４ ０．９７７３５５

６ ０．９６１６０９

８ ０．９５４１５１

１０ ０．９５２１５９

１２ ０．９５３９０４

１４ ０．９５８１９８

１６ ０．９６４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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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停堆后时间/h keff

２０ ０．９７９５７１

２４ ０．９９６６１７

２８ １．０１３５４１

３２ １．０２９２４１

３６ １．０４３１６２

４０ １．０５５０７６

４４ １．０６４９８９

４８ １．０７３０６９

图１　３０MW运行功率停堆后keff随时间的变化

２．２　 不同运行功率下停堆后的碘坑计算

计算了HFETR在运行功率８０MW、６０MW、４０MW且积分功率相同时停堆后,后备反应性随

停堆时间的变化,计算结果列于表２中,不同运行功率下停堆后后备反应性随停堆时间的变化曲线如

图２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运行功率低时,停堆后氙毒对反应性的影响较小,强迫停堆时间较短.
这是因为低功率运行相对于高功率运行时,中子注量率较低,１３５Xe达到平衡时的浓度较低,因此停堆

后１３５Xe引入的负反应性较小,碘坑深度较浅.另,从１３５Xe的平衡浓度公式(１)[２]和平衡氙中毒公式

(２)[２]可以分析出,运行功率较低时,１３５Xe达到平衡时的浓度也较低,平衡氙中毒也较小.这与计算

结果是一致的.

NXe(∞)＝ γIΣfϕ
λXe＋σXeαϕ

(１)

ΔρXe(∞)＝－γΣf
Σα

ϕ
λXe

σXea ＋ϕ
(２)

式中,NXe(∞)———１３５Xe的平衡浓度;

ΔρXe(∞)———平衡氙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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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运行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

停堆后时间/h ８０MWkeff ６０MWkeff ４０MWkeff

０．２ １．０６７４６２ １．０６８３２４ １．０６９８２６

２ １．０１３７２９ １．０２７６３６ １．０４２５３２

４ ０．９７９６９２ １．００１０３８ １．０２４１８

６ ０．９６１１３１ ０．９８６３２６ １．０１４０４

８ ０．９５１９６７ ０．９７９１７７ １．００９３１７

１０ ０．９４８９１３ ０．９７７０４１ １．００８２８

１２ ０．９５００１３ ０．９７８３３７ １．００９７８７

１４ ０．９５３９４９ ０．９８１９７９ １．０１３０３１

１６ ０．９５９８９６ ０．９８７２５９ １．０１７４６４

２０ ０．９７５３０４ １．０００６１７ １．０２８２４６

２４ ０．９９２８６８ １．０１５５１６ １．０３９９２４

２８ １．０１０５３２ １．０３０２３３ １．０５１２０８

３２ １．０２７０７９ １．０４３８２１ １．０６１４２３

３６ １．０４１８６７ １．０５５７９４ １．０７０２８７

４０ １．０５４６０４ １．０６５９７９ １．０７７７３１

４４ １．０６５２６ １．０７４４２５ １．０８３８２９

４８ １．０７３９８３ １．０８１２７７ １．０８８７３３

图２　不同运行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

２．３　 快速停堆与降功率停堆的碘坑计算

本文计算了在HFETR运行到一定积分功率时,分别采用快速停堆和降功率停堆时各运行１．５h
后停堆的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计算结果列于表３中,图３为快速停堆和降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

间的变化.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采用降功率停堆的方式,碘坑深度要浅一些,因为有一部分１３５Xe和１３５I
在停堆过程中因吸收中子和衰变而消耗掉了,相当于在较低的运行功率下停堆,所以停堆后的碘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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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快速停堆的碘坑深度要浅.

表３　快速停堆和降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

停堆后时间/h 快速停堆 降功率停堆

０．２ １．０６７４６２ １．０５４１２４

２ １．０１３７２９ １．００８６０３

４ ０．９７９６９２ ０．９７９４７

６ ０．９６１１３１ ０．９６３７１８

８ ０．９５１９６７ ０．９５６２８２

１０ ０．９４８９１３ ０．９５４３２５

１２ ０．９５００１３ ０．９５６１０８

１４ ０．９５３９４９ ０．９６０４５２

１６ ０．９５９８９６ ０．９６６６

２０ ０．９７５３０４ ０．９８１９７８

２４ ０．９９２８６８ ０．９９９１３

２８ １．０１０５３２ １．０１６１５７

３２ １．０２７０７９ １．０３１９５４

３６ １．０４１８６７ １．０４５９６３

４０ １．０５４６０４ １．０５７９５４

４４ １．０６５２６ １．０６７９３３

４８ １．０７３９８３ １．０７６０６６

图３　快速停堆和降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

通过计算发现,虽然降功率停堆的碘坑要浅,反应堆重达临界的时间要短,但是降功率过程的时

间与强迫停堆时间的总共时间要比快速停堆的时间长,对应的反应堆运行时间较短,因此降功率停堆

的经济性要低.因此,对降功率停堆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降功率过程的时间与强迫停堆时间

之和最小,即经济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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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降功率过程的功率台阶进行了计算分析,降功率至６５MW 后,运行４h后停堆,需要

３２６９h反应堆重达临界;降功率至５０MW 后,运行４h,３０．７１h后反应堆重达临界;降功率至

３０MW后,运行４h,２７．３４h后反应堆重达临界,由此可以得出,如降功率过程的时间是固定的,则在

３０MW功率台阶上运行时间越长碘坑越浅,但是降功率过程的时间与反应堆重达临界的时间之和不

一定最短.
下面计算了反应堆功率降至３０MW 后,运行时间t１ 后停堆后反应堆重达临界所需的时间t２,计

算结果列于表４中.从表４中可以看出,随着在３０MW 功率运行时间的增加,反应堆重达临界的时

间减少,但是总时间(t１＋t２)却是在增大的,因此快速停堆比降功率停堆反应堆重达临界的总时间是

最短的,快速停堆对应的反应堆运行时间相对最长,经济性最高.

表４　反应堆重达临界所需时间与３０MW 运行时间的关系

３０MW运行时间(t１)/h 反应堆重达临界时间(t２)/h 总时间(t１＋t２)/h

０ ２８．１６ ２８．１６

０．５ ２９．４４ ２９．９４

０．８ ２９．２４ ３０．０４

１．０ ２９．１８ ３０．１８

１．５ ２８．９０ ３０．４０

２．０ ２８．６１ ３０．６１

２．４　 寿期初与寿期末快速停堆的比较

本文还计算了在HFETR运行寿期初与寿期末时快速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计算结果列

于表５中.在寿期初和寿期末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寿
期初停堆后比寿期末停堆后碘坑深度要浅,这是因为在寿期初,堆内２３５U的核子密度比寿期末的要

大,同样的运行功率下,则寿期初的中子注量率比寿期末要小,因此在寿期初１３５Xe的平衡浓度比寿期

末要小,因此停堆后,寿期初的keff比寿期末的大,碘坑深度要浅.

表５　不同运行积分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

停堆后时间/h ４００MWd快速停堆 ２０００MWd快速停堆

０．２ １．０６７４６２ １．０３３２１４

２ １．０１３７２９ ０．９７６６１９

４ ０．９７９６９２ ０．９３９８３２

６ ０．９６１１３１ ０．９１９３１７

８ ０．９５１９６７ ０．９０８９３

１０ ０．９４８９１３ ０．９０５２３

１２ ０．９５００１３ ０．９０６０９８

１４ ０．９５３９４９ ０．９１０１１２

１６ ０．９５９８９６ ０．９１６３３

２０ ０．９７５３０４ ０．９３２６７４

２４ ０．９９２８６８ ０．９５１３４１

２８ １．０１０５３２ ０．９７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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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停堆后时间/h ４００MWd快速停堆 ２０００MWd快速停堆

３２ １．０２７０７９ ０．９８７５１３

３６ １．０４１８６７ １．００３０２８

４０ １．０５４６０４ １．０１６３３１

４４ １．０６５２６ １．０２７４１６

４８ １．０７３９８３ １．０３６４６

图４　不同运行积分功率停堆后keff随停堆时间的变化

３　结论

通过上述计算分析,可以看出反应堆运行功率、停堆方式以及燃耗都会影响反应堆停堆后的碘坑

深度:反应堆运行功率低,停堆后碘坑深度较浅;降功率停堆比快速停堆后的碘坑深度要浅,但是快速

停堆后反应堆重达临界所需时间比降功率停堆过程所用时间和反应堆重达临界的时间之和要小,对
应的反应堆运行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快速停堆的经济性要高;在寿期初停堆后比寿期末停堆后碘坑深

度要浅.

参考文献:
[１]　姚栋,曾道桂,刘静波．CELL程序及其应用[J]．核动力工程,１９９６,１７(４):３２２Ｇ３２７．
[２]　谢仲生,尹邦华,等．核反应堆物理分析[M]．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５８Ｇ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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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PowerInstitu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４２,China)

Abstract:Thispaperstudiedandcomparedtheiodinewellmarginatdifferentshutdownconditions
inHEFTRusingCELLandECP４９３codes．Theresultsshows:iodinewellmarginatlower
operationalpowerissmallerthanthatathigheroperationalpower;Iodinewellmarginatshutdown
conditionwithdecreasingthepowerlittlebylittleissmallerthanthatatrapidshutdowncondition,

theformer’sreＧcriticaltimeisshorter,butthelatter’seconomyisbetter;Iodinewellmarginatthe
beginningoflifetimeissmallerthanthatattheendof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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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ETR辐照钼－锝靶对堆芯物理性能的影响研究

康长虎,刘水清,刘红倩,杨　斌,邹　鹏,王云波,马立勇,徐涛忠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HFETR辐照的同位素靶件种类多样,尺寸不一,在堆内布置灵活.之前,由于计算程序的不完善,在 HFETR堆

芯燃料管理计算中,部分靶件未被考虑.本文通过对 HFETR堆内材料少群截面参数计算程序的改进,计算得到了

钼－锝靶的少群截面参数,进而分析了钼－锝靶对堆芯物理性能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 HFETR中G１０孔道辐照

钼－锝时,堆芯keff减小了约０．０００５,辐照３天钼－锝靶出堆后,堆芯keff增加约０．０００４;在辐照钼－锝靶时,孔道周围

燃料元件的径向不均匀系数最大降低了１５．６％,热中子注量率最大下降了６．６％.因此辐照钼－锝靶,不会影响

HFETR的安全运行.

关键词:钼－锝靶;物理特性;影响

　　　　　　　　　　　　　　　　　　　　　　　　　　　　　　　　　　　　　　　　　　　　　　　　　　
　
　
　 　　　　　　　　　　　　　　　　　　　　　　　　　　　　　　　　　　　　　　　　　　　　　　　　　

　
　
　
　

作者简介:康长虎(１９８６—),男,河北冀州人,助研,工学硕士,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物理计算相关工作

HFETR建堆的目的是材料辐照考验和同位素生产[１].HFETR辐照的靶件种类多样、尺寸不

一,而且在堆内的布置也比较复杂,有的位于辐照孔道,有的位于燃料元件中心孔或铍块中心孔.由

于计算程序的不完善,在堆芯物理计算时,大多靶件未被考虑.通过对计算程序的改进,本文中选取

了位于辐照孔道G１０的钼锝靶,在计算少群截面参数时将其考虑在内,分析其对堆芯物理性能的

影响.

１　CELL程序及其数据库的改进

CELL程序[２]是多层管型栅元少群参数计算程序,采用６９群 WIMS－４/D核数据库.在计算出

共振能区的有效截面和温度内插的热群截面之后,计算各核素少群宏观截面参数.用碰撞几率方法

求解中子积分输运方程,对于非燃料栅元则采用超栅元计算方法.CELL程序可以计算燃料元件、控
制棒、靶件、铝、铍和反射层等各类型栅元的少群参数,为堆芯燃料管理计算提供少群截面参数.

HFETR堆内各材料的少群截面参数由CELL程序计算得到.

CELL程序在计算组件少群截面参数时,每种组件所能包含的材料种类不超过六种.部分靶件

结构复杂,材料种类较多,因此限制了靶件少群截面参数的计算.另外,CELL程序调用 WIMS－４/D
数据库中核素数据时,同一组件内相同核素应采用不同的核素标识符加以区分.但 WIMS－４/D数

据库中部分核素的核素标识符仅有一种或两种,需要增加相关核素的标识符.

２　钼锝靶少群参数计算模型

钼锝靶件的辐照样品的材料为三氧化钼(MoO３),其分子量为１４３．９５,密度为４．６９２g/cm３,纯度

９９．９９４％.钼锝靶件一般布置在G１０孔道,每次辐照装入三氧化钼样品２０~３０盒,每盒样品中含三

氧化钼１３g.钼锝靶件辐照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在计算三氧化钼靶件的少群截面参数时,需对靶件

进行简化等效处理,等效处理的原则:一是保证简化后靶件中的辐照样品的量不变,二是保证简化后

辐照孔道的慢化剂水的量不变.基于以上两个等效原则,若保证慢化剂水的量不变,可计算出靶件的

外径为ϕ３１．４mm,靶管厚１．５mm,则辐照样品均匀的弥散在内径为ϕ２８．４mm的靶管中靶管的长度

为１０００mm,则辐照样品的等效体积为６２４．５８cm３.若每炉辐照装入３０盒三氧化钼样品,则三氧化

钼的质量为３９０g,等效密度为０．６２４g/cm３;靶管的材料为纯度较高的１０６０铝.计算钼锝靶件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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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参数的均匀化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１　钼锝靶件示意图

　　　

图２　钼锝靶件均匀化模型

３　计算分析

３．１　钼锝靶对keff的影响

在之前的堆芯计算中,G１０孔道的材料认为是水,这与真实情况相比,减少了对中子的吸收.采

用上述计算模型,用CELL程序计算了钼锝靶件栅元的少群截面参数,即G１０栅元的少群截面参数.
采用ECP４９３程序对８３－２炉进行比较分析计算,keff计算结果列于表１中.

表１　８３－２炉考虑钼锝靶件计算结果对比

不考虑钼锝靶 考虑钼锝靶

全插棒keff ０．９０８６ ０．９０７９

全提棒keff １．１００９ １．１００４

冷态此临界度(βeff) ３．５１ ３．５６

临界棒位keff ０．９８９７ ０．９８９４

停堆棒位keff ０．９９８９ ０．９９８５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若G１０孔道栅元的少群截面参数采用钼锝靶件栅元的少群截面参数,则堆芯

的keff减小,减小值约为０．０００５.这是由于钼锝靶对中子的吸收比水强,对中子的慢化能力比水弱,
故而使堆芯的keff减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钼锝靶在堆芯的辐照时间较短,一般只需辐照３天左

右.当达到所需的辐照时间后,钼锝靶就需要出堆,为此计算了在３天时钼锝靶出堆,对堆芯的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３天时钼锝靶出堆后,堆芯keff增加约０．０００４,对堆芯的扰动较小.这是由于钼锝靶出

堆后填充的水减少了对中子的吸收、强化了对快中子的慢化,进而使堆芯keff略有增加.

３．２　钼锝靶对周围组件的扰动

考虑钼锝靶后对G１０孔道周围组件会带来扰动.图３至图５分别给出了是否考虑钼锝靶对G１０
孔道周围燃料组件的径向功率不均匀系数、G１０孔道周围组件的热中子注量率和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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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净增燃耗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考虑钼锝靶时,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的径向功率不均匀系

数最大下降１５．６％,G１０孔道周围组件的热中子注量率最大下降６．６％,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的净

增燃耗最大下降８．１％.这是由于不考虑钼锝靶时,G１０孔道的材料为水,水相对于钼锝靶而言,对快

中子的慢化能力强,对中子的吸收弱,因此考虑钼锝靶后G１０孔道周围的热中子注量率下降,进而导

致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的功率下降,即燃料组件径向功率不均匀系数降低,净增燃耗也降低.

图３　钼锝靶对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径向功率不均匀系数的影响

图４　钼锝靶对G１０孔道及周围组件热中子注量率的影响

图５　钼锝靶对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净增燃耗的影响

４　结论

通过对钼锝靶对堆芯影响的计算分析,可以得出:考虑钼锝靶后,堆芯的keff减小约０．０００５;三天

时钼锝靶出堆后,堆芯keff增加约０．０００４;考虑钼锝靶时,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的径向功率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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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最大下降１５．６％,G１０孔道周围组件的热中子注量率最大下降６．６％,G１０孔道周围燃料组件的

净增燃耗最大下降８．１％.因此,辐照钼锝靶不会影响反应堆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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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ffectofHFETRcorephysical
propertiesirradiatingMoＧTctarget

KANGChangＧhu,LIUShuiＧqing,LIUHongＧqian,YANGBin,
ZOUPeng,WANGYunＧbo,MALiＧyong,XUTaoＧzhong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

Abstract:ThepatternandsizeofisotopetargetsarevariableinHFETR,andthearrangementofthe
isotopetargetsisflexible．BecauseofthecodeusingHFETRfuelmanagementisnotcompleteyet,

sometargetsarenotconsideredonthecalculation．Inthispaper,improvethefewgroupcrossＧsection
calculationcodeandcalculatethefewgroupcrossＧsectionofMoＧTctarget,andanalysistheeffectto
HFETRcorephysicalproperties．Thecalculationrusultsshowthatthecorekeffreduce０．０００５when
theMoＧTctargetisirradiatedonG１０channel,andthecorekeffincrease０．０００４whentheMoＧTc
targetispulledout．TheradialnonＧuniformitycoefficientofthefuelassemblyaroundthechannelis
felled１５．６percent,andthethermalneutronfluenceisfelled６．６percent,also．So,thereisno
effectonthesafetyofreactoroperationwhentheMoＧTctargetisirradiated．
Keywords:MoＧTctarget;physicalproperty;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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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IRAM算法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
共轭方程的高阶谐波

吴文斌,于颖锐,李　庆,姚　栋,罗　琦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核反应堆系统设计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的高阶谐波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基于空间区域分解并行计算及多群多

区域耦合PGMRES算法,应用隐式再启动 Arnoldi算法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的高阶谐波,采用

IAEA３D扩散基准题和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进行数值验证.数值结果表明,中子输运/扩散方程与其共轭方程

具有相同特征值谱,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满足F正交性,数值结果与理论分析吻合良好.
关键词: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共轭方程;中子价值;多群多区域耦合PGMRES算法;IRAM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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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输运/扩散方程的高阶谐波在堆芯功率分布扩展计算[１]、瞬态分析[２]、稳定性分析[３]、换料堆

芯装载优化[４]等方面具有重要用途.通过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的共轭方程,可以获得共轭中子通

量.共轭中子通量具有中子价值的物理意义,在微扰理论、敏感性与不确定性分析等方面具有重要用途.
此外,共轭方程的高阶谐波在高阶微扰理论、高阶敏感性与不确定性分析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５].

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高阶谐波的方法主要包括:低阶滤除幂迭代法[６]、广义改进源迭代法[７]、
应用新型边界条件的幂迭代法(针对对称堆芯)[８]以及Krylov子空间方法等.基于幂迭代法的高阶

谐波求解方法通常效率较低,且只能逐阶求解,适应性较差.基于Krylov子空间方法的高阶谐波求

解方法主要有 Warsa研究的隐式再启动 Arnoldi算法[９](ImplicitlyRestartedArnoldiMethod,
IRAM)和 Modak研究的ORTHOMIN(１)算法[１０].在 Warsa的算法中,对于多群上散射问题,较难

处理且计算效率较低;在 Modak的算法中,每次只能获得一阶谐波,且所收敛的谐波的阶次严重依赖

于初始通量的分布,难以实际应用.
通常的keff及通量分布求解只计算中子输运/扩散方程的基波,与之相比,高阶谐波需要求解更多

阶次的谐波(如用于堆芯功率分布扩展计算),计算量明显增大.因此,为提高计算效率,采用并行计

算求解高阶谐波是极其必要的.中子输运/扩散方程与其共轭方程具有类似的形式,在确定论数值求

解方法上具有共通之处.因此,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高阶谐波的IRAM算法同样可以应用于共轭

方程高阶谐波的求解.
本研究基于空间区域分解并行计算和多群多区域耦合PGMRES算法,采用IRAM 算法求解中

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的高阶谐波,并对高阶谐波的性质进行数值分析和理论验证.

１　理论模型

１．１　中子输运 /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

稳态形式的中子输运方程及其边界条件见式(１)及式(２),本文公式推导所采用的都是惯用的

符号.

Ω∇ϕ＋Σt(r,E)ϕ＝∫
∞

０∫Ω′
Σs(r;E′,Ω′→E,Ω)ϕ(r,E′,Ω′)dE′dΩ′＋

χ E( )

４πkeff∫
∞

０∫Ω′
υΣf(r,E′)ϕ(r,E′,Ω′)dE′dΩ′;ϕ＝ϕ(r,E,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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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rs,E,Ω,t)＝０,Ωn＜０,rs∈Γ (２)
稳态中子输运方程的共轭方程及其边界条件[１１]见式(３)及式(４).

－Ω∇ϕ∗ ＋Σt(r,E)ϕ∗ ＝∫
∞

０∫Ω′
Σs(r;E,Ω→E′,Ω′)ϕ∗(r,E′,Ω′)dE′dΩ′＋

υΣf(r,E)
４πk∗

eff∫
∞

０∫Ω′
χ(E′)ϕ∗(r,E′,Ω′)dE′dΩ′;ϕ∗ ＝ϕ∗(r,E,Ω) (３)

ϕ∗(rs,E,Ω,t)＝０,Ωn＞０,rs∈Γ (４)
由式(１)~式(４)可知,稳态形式的中子输运方程与其共轭方程在形式上较为相似,但存在以下不

同:①中子空间泄漏项(即梯度项)符号相反;②散射源项交换能量(或角度)顺序(对于多群近似,则是

对散射矩阵进行转置操作);③裂变源项裂变谱和生成截面交换顺序;④对于真空边界条件,共轭方程

出射共轭通量为０,而输运方程入射通量为０.
三维多群中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见式(５)及式(６),二者具有相同的边界条件.其主要差别

在于:①散射矩阵存在转置关系;②裂变源项裂变谱和生成截面交换顺序.

－∇Dg∇ϕg(r)＋Σt,g(r)ϕg(r)－∑
G

g′＝１
Σg′→g(r)ϕg′(r)＝χg

keff∑
G

g′＝１

(νΣf)g′(r)ϕg′(r),g＝１,２, ,G

(５)

－∇Dg∇ϕ∗
g (r)＋Σt,g(r)ϕ∗

g (r)－∑
G

g′ ＝１
Σg→g′(r)ϕ∗

g′
(r)

＝
(νΣ f)g(r)

k∗
eff
∑
G

g′ ＝１
χg′ϕ∗

g′
(r),g ＝１,２, ,G (６)

中子共轭通量ϕ∗g (r)具有中子价值的含义,表征处于该空间位置和该能群的中子对于全堆链式

裂变反应的贡献.

１．２　共轭方程的求解算法

由于中子输运方程与其共轭方程在形式上较为相近,确定论方法求解共轭方程时,可以采用类似

的求解算法.下面以特征线方法(MOC)为例进行简单推导.
式(７)为特征线形式的中子输运方程.

dϕ
ds＋Σtϕ(s)＝q (７)

如图１所示,特征线方法基本原理是建立出射角通ϕout与入射角通ϕin 及源项q的线性关系式(８).

图１　中子输运方程特征线方法示意图

对于中子输运方程,真空边界处入射角通量为０.因此从入射边界出发,可以求得全部区域的角通量.

ϕout＝ϕine－τ＋q
Σt
(１－e－τ);τ＝ΣtΔs (８)

对于中子输运方程共轭方程,其特征线形式见式(９),出射角通ϕout与入射角通ϕin及源项q的线

性关系见式(１０).

－dϕds＋Σtϕ(s)＝q (９)

ϕout＝ϕineτ＋q
Σt
(１－eτ);τ＝ΣtΔs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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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０)可转换为式(１１).将ϕin与ϕout互换,式(１１)具有与式(８)完全相同的形式.对于中子输运

方程共轭方程,真空边界处出射角通量为０(中子输运方程真空边界处入射角通量为０),共轭方程的

特征线扫描形式与输运方程的完全一致.

ϕin ＝ϕoute－τ＋q
Σt
(１－eτ);τ＝ΣtΔs (１１)

综上所述,采用特征线方法求解中子输运方程的共轭方程,特征线扫描方式完全不变.对于多群

近似的中子输运方程,其共轭方程散射矩阵需要进行转置,同时生成截面与裂变谱交换顺序.采用多

群多区域耦合PGMRES算法求解固定源问题,同时求解全部能群全部区域的中子通量,可处理任意

散射矩阵问题.因此,采用基于多群多区域耦合PGMRES算法的特征线方法求解中子输运方程共轭

方程时,只需要在填写输入文件时将各材料的散射矩阵转置并交换生成截面与裂变谱的顺序,无需对

输运程序进行修改.类似地,对于多群近似的中子扩散方程,采用多群多区域耦合PGMRES算法求

解共轭方程时,只需要在填写输入文件时将各材料的散射矩阵转置并交换生成截面与裂变谱的顺序,
无需对扩散程序进行修改.

１．３　采用IRAM 算法求解高阶谐波

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可写成标准特征值形式

L－１Fϕ＝kϕ (１２)
对于特征方程(１２),可采用隐式再启动Arnoldi算法(IRAM)求解.IRAM 算法是Krylov子空

间方法的一种,可同时求解特征方程的多个特征对,且效率较高.与绝大多数Krylov子空间方法一

样,IRAM算法只需要向算法接口提供矩阵－向量乘法操作以完成Arnoldi正交化过程即可.对于特

征方程(１２),该矩阵－向量乘法操作可表示为

y＝L－１Fx (１３)
通常,对于大型矩阵的求逆操作是难以进行的.为求解y,可采用求解线性方程组(１４)的方式.

方程组(１４)是典型的固定源问题.对于任意的反应堆物理计算程序,都具有求解固定源问题的模块.

Ly ＝Fx (１４)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完成Arnoldi正交化过程,需要将方程组(１４)求解得足够精确,否则正交化失

败将导致IRAM算法不收敛.本研究中,如上节所述,采用的是基于空间区域分解的多群多区域耦合

PGMRES算法[１２],以克服多群上散射及空间区域分解带来的计算困难.

１．４　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的理论性质分析

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的特征值形式见式(１５).

Lϕ＝ １kFϕ;L∗ϕ∗ ＝ １
k∗F∗ϕ∗ (１５)

对上述两式分别乘以ϕ∗ 和ϕ并作内积,得到式(１６).

Lϕ,ϕ∗[ ]＝ １k Fϕ,ϕ∗[ ];L∗ϕ∗,ϕ[ ]＝ １
k∗ F∗ϕ∗,ϕ[ ] (１６)

将式(１６)的两式相减,利用共轭算子的定义式(１７),可以得到式(１８).

L∗ϕ∗,ϕ[ ]＝ Lϕ,ϕ∗[ ];F∗ϕ∗,ϕ[ ]＝ Fϕ,ϕ∗[ ] (１７)

１
k － １k∗

æ

è
ç

ö

ø
÷ Fϕ,ϕ∗[ ]＝０ (１８)

由式(１８)可知,中子输运/扩散方程与其共轭方程具有相同的特征值谱;对于不同阶次的谐波,满
足如下F正交性关系.

Fϕ,ϕ∗[ ]＝０,k≠k∗ (１９)

２　数值验证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基于三维多群中子扩散方程有限差分并行程序ParaFiDi和特征线中子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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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求解程序Tiger,编写了采用IRAM算法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高阶谐波的程序.
采用的验证例题为IAEA３D扩散基准题[１３]和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计算例题[１４].数值验证采用的

计算平台为银河高性能集群服务器.

２．１　IAEA３D基准题

IAEA３D基准题是一个典型的三维 PWR 问题,广泛用于测试三维中子扩散程序的性能.

IAEA３D基准题中,堆芯由１７７个组件构成,包含９个控制棒全插组件,４个控制棒部分插入组件,组
件尺寸为２０cm×２０cm×３４０cm,１/４堆芯的尺寸为１７０cm×１７０cm×３８０cm,详细布置及宏观截面

见基准题文档[１３].对于IAEA３D 基准题,ParaFiDi程序采用的网格划分为１．２５cm×１．２５cm×
２．５cm,总的网格数目为２８１１３９２;固定源问题收敛准则是１．０×１０－５,特征值收敛准则是１．０×１０－６.

ParaFiDi程序计算得到keff值为１．０２９０４,keff参考值为１．０２９０３,keff计算值与参考值偏差为

１pcm;如图２所示,组件平均功率最大偏差为－０．９４％,且出现在堆芯外围功率较小处.因此,对于

IAEA３D基准题,ParaFiDi程序计算精度良好.IAEA３D基准题的特征值谱与共轭特征值谱见表１,
共计算了１５阶特征值.由计算结果可知,在数值计算精度范围内,中子扩散方程与其共轭方程具有

相同的特征值谱.

图２　IAEA３D基准题归一化组件平均功率计算结果

表１　IAEA３D基准题特征值谱与共轭特征值谱

阶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特征值 １．０２９０４ １．０１５０６ １．００２６６ ０．９９４９９ ０．９９０９８ ０．９９０６２ ０．９７８０６ ０．９７２１１

共轭特征值 １．０２９０４ １．０１５０６ １．００２６６ ０．９９４９９ ０．９９０９８ ０．９９０６２ ０．９７８０６ ０．９７２１０

阶次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特征值 ０．９６８３７ ０．９５７５６ ０．９４６７８ ０．９３９０３ ０．９３７４０ ０．９３２４２ ０．９２８４６

共轭特征值 ０．９６８３７ ０．９５７５５ ０．９４６７８ ０．９３９０２ ０．９３７４０ ０．９３２４２ ０．９２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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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对中子扩散方程与其共轭方程高阶谐波的F正交性进行验证.按照式(２０)定义高阶谐波的

F夹角;F夹角越接近９０°,则高阶谐波的F正交性越好.

θmn ＝cos－１ ϕ∗
m,Fϕn[ ]

ϕ∗
m ϕn

æ

è
ç

ö

ø
÷;m≠n (２０)

图３展示了IAEA３D基准题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F夹角,由图可知,不同阶次的高阶谐波与

共轭高阶谐波偏离正交的最大角度为９０．０９°,这表明所求解的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精度良好,符
合理论推导.

图３　IAEA３D基准题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F夹角

２．２　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

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几何尺寸及宏观截面见参考文献[１４].求解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

题时,网格尺寸为０．０１cm,固定源问题收敛准则是１．０×１０－５,特征值收敛准则是１．０×１０－６.一维

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的特征值谱与共轭特征值谱见表２,共计算了２３阶特征值.由计算结果可知,
中子输运方程与其共轭方程具有相同的特征值谱.

表２　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的特征值谱与共轭特征值谱

阶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特征值 １．１１４１１ ０．８８９７５ ０．６３１３４ ０．４３４２３ ０．３０１８３ ０．２１５３８ ０．１５８３２ ０．１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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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展示了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的两群通量和两群共轭通量.由图４可见,在燃料区内,
快群中子通量高于热群中子通量;在慢化区内,热群中子通量高于快群中子通量;这主要是因为快中

子在燃料区内产生,而热中子主要在慢化区内经慢化得到.对于共轭通量,在燃料区内,热群共轭通

量高于快群共轭通量,且越接近中心区域,热群共轭通量越大,这是因为根据价值理论,越靠近中心区

域的热中子,越容易引起链式裂变反应;在慢化区,中子价值远小于中心燃料区,这是因为在慢化区内

的中子很难再回到燃料区引发链式裂变反应;在慢化区快群共轭通量略大于热群共轭通量,这是因为

在慢化区内热中子更易于被慢化剂核吸收,进而不能回到燃料区引起裂变反应.对图４的上述分析

表明,所求得的共轭通量与基于价值理论的理论分析符合良好.

图４　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通量和共轭通量

图５展示了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问题的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F夹角,由图可知,不同阶次

的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偏离正交的最大角度为９０．００１°,F 正交性良好.这表明所求解的高阶谐

波与共轭高阶谐波精度良好,符合理论推导.

图５　高阶谐波与共轭高阶谐波F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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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的高阶谐波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前景.本研究基于空间区域

分解并行及多群多区域耦合PGMRES加速算法,采用IRAM算法求解了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

轭方程的高阶谐波.基于三维多群中子扩散方程有限差分并行程序ParaFiDi和中子输运方程特征线

求解程序Tiger,编写了采用IRAM算法求解中子输运/扩散方程及其共轭方程高阶谐波的程序.采

用IAEA３D扩散基准题和一维两群两区平板输运计算问题进行数值验证,数值结果表明,中子输运/
扩散方程与其共轭方程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值谱,谐波与共轭谐波满足F正交性,共轭方程的基波数值

解完全符合价值理论的解释.因此,数值结果与理论推导符合良好.未来,需要将该算法推广到二维

及三维输运方程的求解中,并拓展高阶谐波及共轭高阶谐波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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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ofhighereigenmodesofneutron
transport/diffusionforwardandadjoint

equationsusingIRAMalgorithm

WU WenＧbin,YUYingＧrui,LIQing,YAODong,LUOQi
(ScienceandTechnologyonReactorSystemDesignTechnologyLaboratory,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Forthehighereigenmodesofneutrontransport/diffusionforwardandadjointequations,

therearevariousapplication perspectivesforengineering purpose．Inthispaper,thehigher
eigenmodesofbothforwardandadjointequationsarecalculatedusingimplicitlyrestartedArnoldi
method(IRAM)basedondomaindecompositionparallelcomputationandmultiＧgroupmultiＧdomain
coupledPGMRESacceleratingalgorithm．TheIAEA３Ddiffusionbenchmarkanda１D２Ｇgroup２Ｇ
domaintransportproblemareusedforverification．Numericalresultsdemonstratethattheforward
equationsandtheadjointequationskeepthesameeigenvaluespectrum,andtheobtainedhigher
eigenfunctionsareFＧorthogonalorbiorthogonal．Thesenumericalresultsagree wellwiththe
expectationsoftheoryanalysis．
Keywords:neutrontransport/diffusionequation;adjointequation;neutronimportance;multiＧgroup
multiＧdomaincoupledPGMRESalgorithm;IRAM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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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中的次锕系核素有效截面研究

林　俊,杨　煦,梁梓琦,袁岑溪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广东 珠海５１９０８２)

摘要:压水堆可以用于嬗变长寿命次锕系核素.从微观上讲,次锕系核素的微观截面评价数据不如２３５U 和２３９Pu等主

要核素的完善.在反应堆运行过程中,各个核素的有效截面随着燃耗的增加在不断地改变.本文利用基于蒙特卡洛

方法的中子输运程序模拟了一个运行周期内燃料棒中的输运过程,分析了使用不同富集度的 UOX和 MOX燃料情况

下五种长寿命次锕系核素(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２４４Cm 和２４５Cm)的重要反应截面随着燃耗的变化,并与主要核素的重

要反应截面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比较主要核素和长寿命次锕系核素的有效截面将有助于了解哪些核素的哪些截面更

为重要,也有助于设计相应的嬗变方案管理核燃料和乏燃料.

关键词:压水堆;嬗变;次锕系核素;微观截面;乏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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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能源,它是人类一切物质活动的基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以大量消耗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代价,人类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因此人类面临了能源紧缺

以及温室效应等问题.在这个时候,核电应运而生.相比于利用化石能源发电,核电产生的温室气体

要少得多,并且还具有能量密度高、发电成本稳定等优点.随着核电技术的成熟,它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越来越被各个国家所认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核电列为未来应对核电能源需求的希望

之一.截止至２０１７年３月,世界上共有运行机组４４７台,在建机组５９台,发电总量达到了２４４１×１０６

GWh.其中中国有在运行机组３６台,在建机组２１台,当前发电量为１．６１２×１０５ GWh[１].
然而,作为从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正式发展起来的新能源,核电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如

何处理乏燃料便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乏燃料是指经长时间使用、已不再能维持链式反应的核燃料,
具有很强的放射性.按照放射性水平的高低可分为高放射性产物、中放射性产物以及低放射性产物.
其中高放产物主要包括次锕系核素,长寿命裂变核素以及超铀核素,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

百万年,对环境的危害相对较大.目前世界主要的核工业国家对乏燃料的处理主要分为开式燃料循

环和闭式燃料循环.开式燃料循环是指将乏燃料中的中低放产物进行水泥固化,将高放产物进行玻

璃固化后直接深埋于地下.闭式燃料循环是指从乏燃料分离其中占了９７％的铀和钚,并制作 MOX
燃料,使其得以循环利用,大大减少了最终需要深埋的乏燃料的体积[２].在闭式燃料循环的基础上,
分离－嬗变这种乏燃料处理方式被提出,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回收了钚和铀的同时,进一步将长寿命的

次锕系元素和裂变产物通过化学方法分离出来,在嬗变装置(加速器或者反应堆)中将其转化为短寿

命放射性核素或者稳定核素,从而大大减少乏燃料需要存放的期限[３].
次锕系元素的嬗变需要稳定的中子源.压水堆中丰富的中子使其有希望成为长寿命次锕系核素

进行嬗变的场所.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在运行的反应堆都是压水堆,并且人类对压水堆技术的掌握已

经相对成熟,这为在压水堆中进行嬗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长寿命次锕系元素的微观截面数据

并不像诸如２３５U,２３８U等反应堆中的主要核素那么完备,分析和研究在运行周期内长寿命次锕系核素

的有效微观截面随燃耗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核素在嬗变中的重要截面和在反应堆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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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特性,并为热堆中的嬗变方案的设计、尤其是核燃料管理提供参考.本文通过蒙特卡洛中子输运

程序RMC,分析研究了在一个运行周期内,在不同富集度的 UOX和 MOX燃料情况下,五种主要的

长寿命次锕系核素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２４４Cm (半衰期为１８．１a,并不算很长,但由于其与２４５Cm 较难

分离,故一并讨论)和２４５Cm的微观截面随着燃耗的变化,并把它们与主要核素的微观截面值作了分析

比较.

１　模型及参数

反应堆中的链式裂变反应实质上涉及了堆内中子不断地产生、运动和消亡的过程.因此我们可

以通过研究反应堆中中子的扩散过程来研究反应堆的运行过程.模拟中子的运动需要我们求解玻尔

兹曼输运方程,求解的方法有两类:确定性方法和非确定方法.确定性方法是指根据问题建立起数学

模型,把模型用一组数学物理方程表示出来,再用数学方法求出它的精确解或近似解.非确定方法是

指蒙特卡洛方法,它基于概率理论,通过计算机的随机模拟来模拟每个中子在介质中的运动,具有不

受几何模型限制、假设条件少等优点.但与此同时它也需要大量的计算时间[４].随着科技的发展,计
算机越来越先进,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的软件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中子输运的模拟.这种软件有很多,
主要包括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开发的 MCNP(MonteCarloNParticleTransportCode)[４Ｇ５]、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开发的 Geant４[６]和FLUKA[７Ｇ８]、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中心的EGSnrc[９]、法国原子

能总署开发的 TRIPOLIＧ４[１０]、清华大学基于 MCNP研发的RMC[１１]等.
本文的模拟使用的是清华大学研发的 RMC.RMC使用了包含不同材料的连续能量的点截面

ENDF/BＧⅦ．０数据库,并且可以计算燃耗、考虑了多个核素的各个反应道去解Bateman方程,使得我

们可以得到在不同燃耗水平下的核素浓度以及有效微观截面.蒙特卡洛方法应用广泛,在核物理基

础研究中,壳模型计算既有使用通常对角化方法[１２Ｇ１４],也有使用蒙特卡洛对角化方法[１５],前者更为精

确,后者计算量更小,可视情况选择.
本文使用的几何模型是单棒模型.它的几何截面如图１所示,蓝色部分是水,黑色部分是包壳,

绿红相间的部分是核燃料.核燃料部分被分成了七层,以得到微观截面的数据随着半径的变化,为核

燃料的设计提供参考.本文所用到的单棒模型的主要几何参数和物理参数都列在了表１中,其中

UOX堆燃料棒的几何尺寸参考了秦山二期的CNP６５０压水堆的数据[１６],MOX堆燃料棒的几何尺寸

参考了秦山核电厂燃料元件的数据[１７].

图１　单棒的横截面示意图

在本文中,我们模拟了中子在 UOX和 MOX这两种不同的核燃料中的输运过程,分析比较不同

燃料的结果.同时每种核燃料又选择了高低两种不同的富集度,以涵盖常用的富集度,在高低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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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度结果应在两者之间.四种燃料的编号以及其中各个核素所占比重如表２所示.

表１　单棒的主要参数

堆型 参数 单位 数值

UOX

单棒高度

包壳成分(质量分数)

燃料芯块半径

包壳厚度

单元边长

芯块密度

包壳密度

冷却剂密度

芯块温度

包壳温度

冷却剂温度

边界条件

cm ３６５．８０

Zr/Sn/Fe/Cr/Ni/O＝９８．２/１．５/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０．１３

cm ０．４１８

cm ０．０５２

cm １．２６

g/cm３ １０．０７

g/cm３ ６．５５

g/cm３ ０．７１１９

K ９２４

K ５７４

K ５７４

全反射

MOX

单棒高度

包壳成分(质量分数)

燃料芯块半径

包壳厚度

单元边长

芯块密度

包壳密度

冷却剂密度

芯块温度

包壳温度

冷却剂温度

边界条件

cm

cm

cm

cm

g/cm３

g/cm３

g/cm３

K

K

K

cm

２９０．００

Zr/Sn/Fe/Cr/Ni/O＝９８．２/１．５/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０．１３

０．４３

０．０７０

１．２５

１０．５

６．５５

０．７１１９

９２４

５７４

５７４

全反射

表２　四种燃料的主要核素浓度

堆型 燃料编号 元素比重(质量分数) 同位素比重(质量分数)

UOX

UOX_low

UOX_high

U

O

U

O

８８．１４

１１．８６

８８．１４

１１．８６

２３５U ３．５
２３８U ９６．５
１６O １００
２３５U ４．５
２３８U ９５．５
１６O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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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堆型 燃料编号 元素比重(质量分数) 同位素比重(质量分数)

MOX

MOX_low

MOX_high

U

Pu

O

U

Pu

O

８３．７４

４．４１

１１．８５

７９．５１

８．６４

１１．８５

２３５U ０．２
２３８U ９９．８
２３９Pu ９３．６４４
２４０Pu ５．９０６
２４１Pu ０．４５
１６O １００
２３５U ０．２
２３８U ９９．８
２３９Pu ９３．６４４
２４０Pu ５．９０６
２４１Pu ０．４５
１６O １００

２　模拟结果及分析

从整体上说,各个主要核素以及五种长寿命次锕系核素的重要有效微观裂变和俘获截面有两个

特征:一是在 UOX燃料中的有效微观截面都大于在 MOX燃料中的相应有效微观截面;二是富集度

更高时有效微观截面一般更小.前者是因为 MOX燃料中的中子能谱更硬,热中子相对较少,有效反

应截面也相对较小.后者是因为慢化剂相同的情况下,易裂变核素越多,平均每个核与热中子反应的

概率越低,有效微观截面也就越低.这些截面包括２３５U、２３９Pu、２４１Pu和２４５Cm 的有效微观裂变截面以

及２３５U、２３８U、２３９Pu、２４０Pu、２４１Pu、２４２Pu、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２４４Cm 和２４５Cm 的有效微观俘获截面.
２３８U、２４０Pu、２４２Pu、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 和２４４Cm 的有效微观裂变截面都较小,一般小于１b,故在反应

堆中相对重要性较弱,故本文不做深入讨论.２３８U 的有效微观裂变截面为０．１b左右,其有效微观俘

获截面也不大,在０．８b左右,但由于其同位素含量极高,其俘获截面在反应堆中也很重要,是２３９Pu的

来源.

图２　２３５U和２３９Pu的(n,f)有效截面随燃耗的变化

１b＝１０－２８ 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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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展示的是 UOX和 MOX燃料中最重要的有效微观截面,也就是 UOX燃料中２３５U 和 MOX
燃料中２３９Pu的有效裂变截面,可以看到符合第二个特征.虽然第一个特征也符合,但由于 UOX燃料

中２３９Pu和 MOX燃料中２３５U的有效裂变截面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在这里展示.而随着燃耗增加,
富集度减少,有效微观截面会随之上升.富集度高的燃料中,燃耗过程中富集度变化较小,有效微观

截面变化也较小,富集度低的燃料中则有效微观截面变化较大.
如果要在压水堆中嬗变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２４４Cm 和２４５Cm 等核素,需要考虑其在压水堆中的有

效微观截面,有较大的有效微观截面才有可能嬗变,图３给出了这几个核素的重要反应截面的有效

值.如前所述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 和２４４Cm 的裂变截面很小,这里不作讨论.无论在何种燃料,
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和２４４Cm主要通过俘获反应嬗变,２３５Cm 主要通过裂变反应嬗变.从图３可以看

出２３７Np、２４３Am和２４４Cm的有效俘获截面都是在 MOX_high燃料中最大、明显大于其他燃料的情

况.２４１Am的有效俘获截面在 MOX_high、UOX_low和 UOX_high这三种燃料中相差不大.２４５Cm 的

有效裂变和俘获截面都是在 UOX燃料中更高,不过２４５Cm 的有效裂变截面在 MOX燃料中已是２３９Pu
裂变截面的２倍,绝对数值已足够大.所以综合这些截面数据看,在 MOX_high燃料中嬗变这些核素

是比较合适的.MOX燃料和这些核素同是经过乏燃料后处理所得产物,在 MOX燃料中掺杂这些核

素也更为方便.另一方面,这些核素的有效微观截面都较大,如果添加过多,既影响反应堆运行,也影

响这些有效截面本身.

图３　五种次锕系核素重要有效截面随燃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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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中燃料棒的表面高局域功率和燃耗是反应堆中的重要现象[１８].由于２３８U 的微观俘获截

面在共振区的一些能量有较大的值,导致燃料棒表面的２３８U强烈吸收这些能量的中子并转化为２３９Pu,
表面２３９Pu的积聚导致表面高功率和高燃耗.图４给出了１MWd/kg燃耗时２３８U 有效俘获截面的

径向变化,可以看到表面有效俘获截面远高于燃料棒内部.四种燃料以及其他燃耗情况下,此有效截

面数值变化不大.对于２３９Pu的有效裂变和俘获截面,以及２４０Pu的有效俘获截面,在 UOX燃料中并

无明显的径向变化,但在 MOX燃料中有类似的现象.这一现象对反应堆运行较为不利,因为表面燃

耗可以达到内部燃耗的２倍或更高.燃耗越高,燃料棒的力学性能越差,有破裂风险.

图４　１MWd/kg燃耗时２３８U有效俘获截面的径向变化

如果使用掺杂次锕系核素的 MOX燃料,应研究这些次锕系核素的有效截面随径向的变化.对

图３所示的６个截面,这一径向效应都不明显,其中效应最明显的为２４１Am 的有效俘获截面和２４５Cm
的有效裂变截面.如图５所示,表面有效截面仅略高于内部,变化较为平缓.所以,掺杂次锕系核素

不会引入更高的表面局域功率和燃耗.

图５　１MWd/kg燃耗时２４１Am有效俘获截面和２４５Cm有效裂变截面的径向变化

３　结论

本文利用基于蒙特卡洛软件模拟了一个运行周期内中子的输运过程,分析了使用不同富集度的

UOX和 MOX燃料情况下五种长寿命次锕系核素(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２４４Cm、２４５Cm)的重要反应截

面随着燃耗的变化,并与主要核素的重要反应截面比较.阐明了在 UOX堆和 MOX堆中进行长寿命

次锕系核素的嬗变的可能性.并对用于嬗变的压水堆的设计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在 MOX_high燃

料中这些次锕系核素的有效嬗变更大,更适合嬗变;掺杂次锕系核素不会带来更高的表面功率和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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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为了更加准确的说明在反应堆运行过程中长寿命次锕系核素的性质,可以模拟在燃料中掺杂各

种不同浓度组合的长寿命次锕系核素后,这些长寿命核素在循环周期内的浓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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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ransmutationoflongＧlivedminoractinidesmayberealizedinPWR．Theevaluated
dataofmicroscopiccrosssectionoftheminoractinidesisnotassufficientasthatofmajornuclides
suchas２３５Uand２３９Pu．TheeffectivecrosssectionofeachnuclideisconstantlychangingastheburnＧ
upincreases．ThisarticlesimulatestheneutrontransportprobleminonecyclebasedonaMonteＧ
Carloprogram,RMC．In UOXand MOXfuelwithdifferentenrichment,thevariationofcross
sectionsoffivelongＧlivedminoractinides(２３７Np,２４１Am,２４３Am,２４４Cm,and２４５Cm)areanalyzedand
comparedwiththoseofmajornuclides．Systematicstudyandcomparisonwitheffectivecrosssection
oflongＧlivedminoractinidesandmajornuclidescanhelptounderstandwhichcrosssectionismore
importantandtodesignthetransmutationplantomanagenuclearfueland/orspentfuel．
Keywords:PWR;transmutation;minoractinides;microscopiccrosssection;spentfuel;R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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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次临界系统瞬发中子衰减常数的蒙卡模拟

刘福华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８４０)

摘要:本文简介了 ADS平台次临界“启明星１号”实验装置,以测量瞬发中子衰减常数的脉冲中子源方法为基础,利用

MCNP编程软件进行实验装置模拟及堆芯参数计算,并给出了两种瞬发中子衰减常数的获取方法.第一种方法通过

运行只考虑瞬发中子且无外源情况下的 MCNP模拟程序,获取有效增值系数,从而计算得到衰减常数.第二种方法

在屏蔽层中安放探测器进行中子通量计数,获得了五种不同热区燃料装载量的“启明星１号”堆芯对应的瞬发中子通

量密度衰减曲线.利用 MATLAB和origin７．５两种软件进行结果图形的绘制和曲线的最小二乘法拟合,获得了相关

系数接近１的拟合直线,最后对比两种方法的结果.结果表明,MCNP模拟方法对深度次临界系统衰减常数的测量是

有效的,且随着热区装载量的增加,两种方法测量的值就越接近.

关键词:瞬发中子衰减常数;ADS次临界实验装置“启明星１号”;脉冲中子源方法;MCNP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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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增长,乏燃料积累将迅速增加,其中的长寿命裂变产物(LLFP)和次锕系

核素(MA)半衰期长、放射毒性强,地质处置仍存在长期风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的“分离－嬗变”
(P&T)策略,可大幅降低 MA和LLFP毒性.在P&T策略中,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ADS)是一

种强有力的嬗变工具,同时由于较高的中子富余度,它也可作为高效核燃料增殖装置.发展 ADS技

术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实现裂变核能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可行路线.
我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进行 ADS相关物理及技术基础研究,在两期“９７３”计划支持下开展

了核数据、加速器、放射化学、次临界堆物理等领域相关研究.２００５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CIAE)曾在国际首个“快热”耦合次临界实验平台“启明星１号”上开展了衰减常数的测量实验[１].与

此同时,上海交通大学(SJTU)针对CIAE结果进行了验证性的计算及理论分析工作.CIAE和SJTU
得到同样结论,“启明星１号”内不同空间位置处具有不同的衰减常数值.CIAE和SJTU 得到的衰减

常数在数值大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次,对于同一确定装载量,CIAE的结果表明了反射层处的衰减

常数值最大,而SJTU的结果则说明反射层处的衰减常数值最小,即衰减常数跟空间位置有关,这一

结果与PNS方法的理论基础———点堆动力学明显不符[２].为了继续深入开展“启明星１号”装置瞬

发中子衰减常数研究,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反应堆工程系的教授曾进行了高次谐波滤除方法在

ADS次临界堆瞬发中子衰减常数计算中的应用的相关研究[３],针对“快热”耦合次临界装置—“启明星

１号”上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测量进行分析,并采用高次谐波滤除方法,得到拟合衰减常数值的合适的

时间区间,在该时间区间内得到的衰减常数与探测器位置无关.同时将由衰减常数计算出系统的有

效增值系数与 MCNP(蒙特卡罗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了高次谐波滤除方法可有效避免

测量衰减常数值时依赖于探测器位置的问题,由该法得到的衰减常数值可用对 ADS次临界反应堆有

效增值系数值进行离线的监督工作.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借助 ADS次临界“启明星１号”实验装置平台,利用连续能量蒙卡

程序 MCNP进行实验装置模拟及堆芯参数计算,采取公式推导法和脉冲中子源法结合高次谐波滤除

方法,得到装置不同次临界度下与空间无关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并进行数据的拟合及外推,从而获

取临界时瞬发中子衰减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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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几个相关理论

１．１　瞬发中子衰减常数

瞬发中子衰减常数α作为瞬发中子基波函数时间特性,是包含时间的中子输运方程的固有本征

值,在PNS方法中,当脉冲中子在系统内的倍增结束后,堆内中子通量密度按α进行指数衰减.考虑

无外源中子运输方程和堆内中子密度基波的渐进行为,并假设公式推导过程中假设所有中子均是瞬

发的,假设瞬发中子的寿命为l,得出α本征值及其与有效增值系数keff关系:

－α＝lnkeff

l
(１)

１．２　单群点堆动力学方程

dN(t)
dt ＝ρ－βeff

Λ N(t)＋∑
６

i
λici(t)＋q(t)

dCi(t)
dt ＝βeff

ΛN(t)－λici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

在方程(２)中,采用有效缓发中子份额βeff代替了缓发中子份额β,这样处理的物理意义是:缓发中

子平均能量低于瞬发中子(裂变中子),也就是说,缓发中子与瞬发中子对于维持链式裂变的“价值”不
同,因此,βeff实际上是考虑了中子价值后的结果,是更加准确的一种表达形式.

为了研究脉冲外源注入反应堆后,反应堆的动态行为,我们假设外方程(２)中中子源项q(t)为:

q(t)＝Sδ(t) (３)

δt＝
１,t＝０
０,T ＜T ≥０{ (４)

式中:S为每个周期初始时间t＝０注入反应堆的源中子总数,周期长度为T.
显然当t＞０时,在第一个脉冲过去之后,第二个脉冲到来之前,式(２)可按无源项方程求解.
设脉冲中子源注入次临界反应堆的中子频率R,R＝１/T 满足:

αnp ≫R ≫λi (５)
式中:αnp 为瞬发中子衰减常数,λi 为第i组缓发中子衰变常数.上式意味着在一个脉冲周期T 内,瞬
发中子完全衰变掉,而缓发中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式(２)只考虑瞬发中子的变化规律,则有:

dNp(t)
dt ＝ρ－βeff

Λ NP(t)＝－αNp(t) (６)

求解上式,得:

Np(t)＝Np(０)e－αt (７)

－α＝ρ－βeff

Λ
(８)

式(８)描述的就是次临界反应堆瞬发中子衰减常数.

１．３　脉冲中子源方法测量瞬发中子衰减常数

脉冲中子源方法简单的说就是脉冲式的向反应堆中注入中子束,然后测量和分析堆内中子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从中求出反应堆的次临界度的一种方法.脉冲中子源方法测量次临界度所需的物理

量有两个:

１)瞬发中子衰减常数α;

２)缓发临界情况下装置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αc .

αc 只与装置的栅格参数有关,而与装置具体结构无关.因此,可以用外推的方法得到αc ,脉冲中

子源方法主要用来测量大反应性系统即深度次临界度系统.

α＝αc＋k
n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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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与测量次临界度α是相应的平均中子计数(计数/裂变).

１．４　瞬发中子衰减常数测量中的谐波影响

当脉冲中子输入次临界堆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各探测器的相对响应并不为常数,即高次谐波在不

同位置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在脉冲中子注入一段时间后,高次谐波逐渐衰减掉,此后,基波衰减将

主导各探测器响应,相对计数响应变为常数.在脉冲注入后５００μs是点堆动力学适用的时间区间,在

５００~３０００μs进行时间谱拟合将得到较为准确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３].

２　深次临界装置蒙卡模拟运行

参照 “启明星１号”次临界装置的参数要求,编制完成相关 MNCP程序后运行[４Ｇ５],如图１为模拟

生成的堆芯布置图.

图１　MCNP实验模型和探测器位置示意图

堆内所设置探测器的中子计数率受到外源、核材料的裂变和吸收、泄漏、慢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探测器反映出的中子计数率变化规律应是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在无快中子能谱区、热中子能谱区

元件时,探测器直接测量的是外源中子通过结构材料的吸收、散射等扩散后到达探测器位置的热

中子.
为了得到不同次临界度下装置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α,并由此外推得到临界情况下的瞬发中子

衰减常数α０ ,需要做一组不同次临界度的瞬发中子衰减模拟.本文通过调整“启明星１号”装置热区

元件装载量,实现五种不同的次临界度,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实验装置热区装载量

热区元件层数/层 热区元件数量/根

１１ １７１６

１２ １９０８

１３ ２１０６

１４ ２３１０

１５ ２５２０

３　两种瞬发中子衰减常数获取方法

３．１　公式推导法(只考虑瞬发中子且无外源输入)

在 MCNP源程序中加入以下指令,意思是只计算瞬发中子部分,这样就可以利用已有的公式,推
１１



出αp 了.这里把这种方法称为公式推导法.

TOTNUNO ＄onlypromptneutronconsidered;
在总的有效增殖中子中包含了瞬发中子和缓发中子两部分,即Nt＝Np＋Nd ,keff＝kp

eff＋kd
eff,则有

βeff ＝keff－kp
eff

keff
(１０)

式(１０)中,βeff为缓发中子份额;keff为总的中子有效增殖系数;kp
eff 为只考虑瞬发中子时的有效增殖

系数.
这里得到缓发中子的有效份额,不同的堆芯结构对应不同的份额.

由ρ＝keff－１
keff

可得

ρp ＝kp
eff－１
kp

eff
(１１)

此式为求只考虑瞬发中子时的堆的反应性,式中的kp
eff都只考虑瞬发中子所得.又知

ΛP ＝lp

kp
eff

(１２)

式(１２)中,Λp 为瞬发中子代时间;lp 为瞬发中子的寿命.
由以上分析结合本文中五种不同堆芯结构对应的结果,可以推出用来直接进行计算瞬发中子衰

减常数的公式如下:

－αi ＝
ρi－βi

eff

li

ki
eff

(１３)

把５组运行结果进行计算后可以得到总的有效增殖系数(表２)的结果,利用以上得出的公式,带
入只考虑瞬发中子求得的ki

eff ,便可以求出瞬发中子衰减常数,结果见表３.

表２　无外源初始有效增殖系数为１所得数据

热区转载量/根 有效增值系数 L/s

１７１６ ０．９１９６５ ６．００E－０５

１９０８ ０．９４２２３ ５．８２E－０５

２１０６ ０．９６１５１ ５．６８E－０５

２３１０ ０．９７９４８ ５．５５E－０５

２５２０ ０．９９７０８ ５．４０E－０５

表３　只考虑瞬发中子和无外源时不同堆芯装载量数据计算结果

热区装载量/根 kp
eff lp

i/s βp
i ρp

i αp
i/s－１

１７１６ ０．９１５０５ ５．９９E－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２８４ １４９５．５９

１９０８ ０．９３５３９ ５．８２E－０５ ０．００７２６ －０．０６９０７ １２２５．９６８

２１０６ ０．９５４４２ ５．７０E－０５ ０．００７３７ －０．０４７７６ ９２３．５９

２３１０ ０．９７１６７ ５．５４E－０５ ０．００７９７ －０．０２９１６ ６５１．３２４

２５２０ ０．９９０２８ ５．４０E－０５ ０．００６８２ －０．００９８２ ３０５．２３７

利用 MATLAB软件对表３中的数据进行曲线的拟合处理,拟合曲线结果如图２所示.

y＝－１．５８０５×１０４x＋１．５９８９×１０４

令x＝１,即在临界情况下,求得临界瞬发中子衰减常数的值为:

αc ＝１．５９８９×１０４－１．５８０５×１０４＝０．０１８４×１０４＝１８４±５．４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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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只考虑瞬发中子和无外源情况下的α和kp
eff 关系图

误差为２．９８％,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８１７.

３．２　脉冲中子源方法(考虑高次谐波滤除)

脉冲中子源方法是以分析瞬发中子衰减为特性的动态方法.从理论分析上可以知道这个问题与

瞬发中子衰减特性相关.瞬发中子数衰减曲线拟合后需满足

NP(t)＝NP(０)e－αt (１４)
为实现 MCNP模型中获取瞬发中子衰减曲线段,在源程序中添加探测器来测量屏蔽层内侧１６

号栅元的中子通量,再引入一个能产生１４MeV中子的D－T脉冲中子源,位置放在(０,０,－０．０００１)
处,之所以把它稍微下移,是为了避免 MCNP计算中将源放在交界面出现的源拒绝错误.

nps１E７＄计算机运算的粒子数,运算完后将自动结束.
根据原始数据处理可以得到不同热区装载量情况下的堆内中子衰减曲线,如图３所示.
以上表明要准确测量α值,必须考虑高次谐波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由于αn随谐波次数的增高而增

大,因此可利用计数率时间拟合区间的适当选择,滤除高次谐波,得到基波引起的计数率时间谱,通过

拟合得到较为准确的α值.
于是,在图３中,以热区装载量为１７１６根燃料棒为例(图中(０,０)点是为了图形更加直观而修改

的探测器第一组数据),在曲线的最高点附近为高次谐波,为了拟合得到良好的衰减曲线,这里选取横

坐标５×１０－４s以后的数据来进行拟合[６].利用origin７．５软件进行曲线拟合,于是得到图４所示的

五种拟合情况.
图４中各组小图下边已经标出了拟合出的直线方程,将其整理后写入表４中,其中统计了各组平

均计数率及拟合曲线相关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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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加入外源及探测器以后的瞬发中子衰减曲线图

表４　引入脉冲中子源测得不同堆芯装载量数据计算结果

热区装载量/根 α(有外源)/s－１ 直线拟合相关系数 平均计数率/s－１ 平均计数率的倒数/s

１７１６ ２０３０．５４１９８ ０．９９６３６ ０．０２８８６００６６ ３４．６４９９５５４１

１９０８ １５７７．８５９３１ ０．９９７５６ ０．０４１２５０２２８ ２４．２４２２９０２５

２１０６ １１２８．４６６５２ ０．９９７８９ ０．０６３６２４１２ １５．７１７３０９７２

２３１０ ７０１．５３２８８ ０．９９６７１ ０．１０５７６３３ ９．４５５０７５６２６

２５２０ ２９２．４１０８３ ０．９７８４９ ０．１９３７４１７ ５．１６１５１１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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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利用origin７．５软件拟合直线可直接得到α(已给出α值)
(a)拟合曲线为Y＝A(１)－２０３０．５４２X;(b)拟合曲线为Y＝A(２)－１５７７．８５９３X;

(c)拟合曲线为Y＝A(３)－１１２８．４６６５X;(d)拟合曲线为Y＝A(４)－７０１．５３２８８X;

(e)拟合曲线为Y＝A(５)－２９２．４１０８４X

由理论中α＝αc＋k
n

公式可以进行如图５所示的曲线拟合,拟合软件是origin７．５.

拟合结果:Y＝A＋BX,A＝１１７．８０１２９±９．９５６３４.即αc＝１１７．８０１２９±９．９５６３４,误差为７．４％,
相关系数为０．９８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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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次临界度下的α和 １
m

外推图

４　结果比较

以上经过了两种方法求出的数据整合在表５中进行比较如下.

表５　两种方法数据比较

热区转载量/根
α(脉冲中子

源方法)/s－１

脉冲中子源

方法 Δα/s－１

脉冲中子源方法

误差百分比/％
α(公式法)/s－１

１７１６ ２０３０．５４２ １１．００６９４ ０．５４２１ １４９５．５９

１９０８ １５７７．８５９３ ７．００１０２ ０．４４３７ １２２５．９６８

２１０６ １１２８．４６６５ ４．６５４６８ ０．４１２５ ９２３．５９

２３１０ ７０１．５３２８８ ３．６１５５９ ０．５１５４ ６５１．３２４

２５２０ ２９２．４１０８３ ３．９０６６５ １．３３６ ３０５．２３７

从表中可以看出,脉冲中子源方法经过滤除高次谐波后误差在０．５５％内(除最后一组外),结果较

好.而且利用两种方法获得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比较接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两种方法测量结

果在同一坐标轴情况下进行比较,如图６.
从图６中可以看到,当热区装载量逐渐增加时,两种方法获得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越接近,误差

也就越小,结构可信度就高.在进行外推处理过程中(表６),两种方法外推的拟合曲线的线性相关系

数均接近于１,外推得到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误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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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两种方法结果比较

表６　两种方法外推结果比较

方法 α０/s－１ 相关系数 Δα０/s－１ 误差百分比/％

公式法 １８４ ０．９９８１７ ５．４９２３ ２．９８

脉冲中子源方法 １１７．８ ０．９８９７５ ９．９５６４ ５．４３

５　结论

本文得到两种方法外推临界时的瞬发中子衰减常数αc ,分别为１８４±５．４９２３s－１和１１７．８±
０９８９７５s－１,随着堆芯热区装载量的增加,两种测量瞬发中子衰减常数的方法测得的α值越接近,外
推结果就越接近临界真值.在反应堆临界尺寸或其他临界条件不好把握的情况下,此文提供的两种

方法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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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ontecarlosimulationofthepromptneutrondecay
constantindeepsubcriticalsystem

LIUFuＧhua
(ChinaNuclearPowerEngineeringCo．,Ltd．,Beijing１００８４０,China)

Abstract:ThisthesispresentsADSsubcriticalexperimentalassembly“VelusＧ１＃”．Onthebasisof
themeasurementofpromptneutrondecayconstantwithpulseneutronsourcemethod,itusesthe
MCNPsoftwareprogrammingforsimulationandcalculation ofexperimentaldevice,andtwo
experimentaldata acquisition methods are given．Thefirst method by running the MCNP
programmingthatonlyconsiderspromptneutronandthecaseofnooutsidesourcetogetkeffand
thentocalculatethepromptneutrondecayconstant．Thesecondmethodisputtingthedetectorsin
theshieldtocountonpromptneutronflux．TherereceivesfivedecaycurvesindifferentthermalＧ
spotstructures．TousetheMATLABandtheORIGIN７．５software,wedrawcurvesandmatch
curvesbytheleastsquaremethod,thefittinglineofcorrelationcoefficientiscloseto１．Finallya
simplecomparativeanalysisisdonebetweentwo methods．Itisprovedthatthe MonteＧCarlo
simulationiseffectiveforadeterminationofdeepsubcriticalassemblies,andwiththeincreaseofload
ofthethermalneutronspectrumzone,thevalueoftwomethodsofmeasuringismorecloser．
Keywords:promptneutronattenuation/decayconstant;ADSsubcriticalexperimentalassembly
“VelusＧ１＃”;themethodofpulsedneutronsourcemethod;montecarlo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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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DLＧ３．１库裂变产物核全套数据的评价更新

钱　晶,张　玥,陈国长,吴海成,葛智刚,刘廷进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核数据重点实验室评价部,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裂变产物核通常是指裂变后生成的Z＝３１~６８之间的核素,其中包含了一些对于反应堆设计、运行非常重要的

中重核区的核素,如:裂变毒物核素、控制棒材料及核废物处理非常重要的长寿命核素.在２００９年释放的CENDLＧ３．１
库中裂变产物核共有１３８个核素.由于中子与裂变产物核素相互作用在中子输运计算和剩余核辐射安全以及材料损

伤都非常重要,本工作根据中子、光子输运及燃耗计算需要,对重要的６９个裂变产物核素全套中子评价数据进行了更

新评价,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了比对推荐、重新计算和重新评价,将CENDL库的裂产物核素增至１６４个,其中重

要改进了４３个核素.本文以２０ MeV 以下 n＋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Pd为例介绍了裂变产物核的全套中子数据比对推荐;以

n＋１０８Pd为例,通过对最新实验数据分析及各评价库的比对,并更新１０８Pd(n,γ)反应道能级密度参数,结合了 UNF理

论计算,完成了n＋１０８Pd全套中子评价数据的更新评价.更新的裂变产物核数据已入CENDL库,并提供用户使用.

关键词:裂变产物;CENDLＧ３．１;评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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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产物核通常是指裂变后生成的Z＝３１~６８之间的裂变后生成的核素,中子与裂变产物核相

互作用的核反应及相应的微观截面和有关参数是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程设计所必需的基本数据,
也是核反应堆计算的出发点和依据.在反应堆中,那些具有大中子吸收截面的核素会对连锁反应造

成负面影响,降低反应器运转的反应性,必须重点关注这些核素的热能点的俘获截面,如１３５Xe、
１４９,１５２Sm、１５７Gd等.有些产物核素会吸收中子而成为可燃毒物,要特别关注它们的俘获截面和(n,γ)
截面.另外,核临界安全的燃耗信任制技术可以有效节约乏燃料储存空间、提高乏燃料运输效率、提
高后处理的生产能力,最终降低相关环节的储存运输成本,然而产物核截面的不确定性会对燃耗信任

制计 算 结 果 的 保 守 性 带 来 很 大 影 响,因 此,需 要 关 注９５ Mo、９９ Tc、１０１,１０６ Ru、１０３ Rh、１０９,１１０m Ag、
１２５Sb、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Cs、１４４Ce、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Nd、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４Sm、１５３,１５４Eu和１５５Gd等这些核素的

反应截面;辐照后检验实验测量乏燃料中这些核素的积存量,可用于检验计算程序(包括数据)的可靠

性.准确计算裂变产物在乏燃料中的残留情况,有助于充分考虑这些核素引入的负反应性,更加准确地

求解临界安全问题,设计储存容器或后处理厂.依据以上需求,“十二五”需要重点关注的核素如表１.

表１　“十二五”裂变产物核需求

裂变产物 ９３,９５,９７Zr,９３Nb,９９Mo,１０５,１０８Pd,１４１Ce,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Sn,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６Xe

可燃毒物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Gd
毒物 １３５Xe

核临界安全

燃耗信任制

６９,７１Ga,８７,８８Kr,１４４Ce,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４Sm,９５Mo,９９Tc,１０１,１０６Ru,１０３Rh,１０９,１１０mAg,
１２５Sb,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Cs,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Nd,１５３,１５４Eu,１５５Gd

鉴于裂变产物核数据的重要性,世界上各大评价核数据库,如美国 ENDF/BＧⅦ．１[１],日本的

JENDLＧ４．０[２],欧洲的JEFFＧ３．１[３Ｇ４]等,都包含了大量的裂变产物核的数据,并且在不断地更新改进.
同时国际上也进行了合作,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NEA/OECD核能局核数据评价工作组 WPEC(Working
PartyonEvaluationCooperation)对裂变产物核数据组织了国际合作评价,其结果于２００６年编入

ENDF/BＧ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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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２００９年公布的CENDLＧ３．１[５]中裂变产物核共有１３８个核素,其数据的评价大多在早期完

成,与美国ENDF/BＧⅦ．１的２１９个裂变产物核素的数量和质量相差较远,不能满足我国核能事业发

展的需求,迫切需要更新.

１　CENDLＧ３．１库裂变产物核数据的评价更新

通过调研CENDLＧ３．１及较早版本的评价数据、目前国际上现有的最新的评价数据(ENDF/BＧ
Ⅶ．１,JENDLＧ４．０,JEFFＧ３．１等),同时调研现有的实验数据情况,特别是已有较好评价数据以后的实

验数据状况,对目前的各库评价结果及实验数据画图分析比对,确定对６９个裂变产物核素均要给出

共振参数、各反应道截面、角分布、双微分截面、产生数据,在截面中要特别关注热能点的(n,γ)截面.
并依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以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价更新:

(１)对于国际上文档全,与实验数据比对结果足够好且宏观检验结果可靠的核素,直接推荐较好

的评价库数据;
(２)对于重要的核素要提高质量,重新计算;
(３)对于评价结果大多比较好,只是个别反应道截面有新的实验数据且实验数据与评价结果差异

较大时,仅需对实验数据进行评价,更新个别反应道的截面数据,完成统调工作,做更新评价.
不同方法评价更新的具体核素如表２,其中比对推荐３６个,重新计算２３个,重新评价１０个.本

工作由西北大学和核数据重点实验室的评价工作者共同完成,分别按上述要求完成了比对推荐、重新

计算和重新评价,并且将裂变产物核素的个数增加到１６４个,其中有４３个核素的数据有重要改进,每
个核素均给出了文档１~４,６,１２,１４,１５.以下以n＋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Pd为例,详细介绍比对推荐和更新评

价过程.
表２　裂变产物核数据评价更新方法

评价方法 核素个数 核素

重新计算 ２３ ８７,８８Kr,９３,９５,９７Zr,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６Xe,１３３Xe,１４１,１４４Ce,７４,７６,７７,７８,７９,８０,８２Se

更新评价 １０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０Gd,１０８Pd,９３Nb

比对推荐 ３６
６９,７１Ga,１４６Nd,９９Mo,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Pd,８６Rb,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Sn,
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０m,１１１Ag,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m,１１６Cd,７９,８１Br,７８,８０,８２Kr

２　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Pd全套数据的比对推荐

本工作对美国评价数据库(ENDF/BＧⅦ．０、ENDF/BＧⅦ．１)、日本评价数据库(JENDLＧ４０)、欧洲

评价数据库(JEFFＧ３．１)等数据库中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Pd的评价数据进行调研,具体各库情况如下.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NEA/OECD 核能局核数据评价工作组 WPEC 对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Pd进行了重新评

价,１０５Pd共振参数采用的是１９８０年Staveloz[６]的测量数据.１０６,１０８Pd的６．０keV以下可分辨共振区的

共振参数采用了２００６年S．F．Mughabghab[７]更新的共振参数BNLＧ３２５.１０７Pd采用的是JENDLＧ３．３
在２００４年的评价结果.n＋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Pd能量均给到了３０MeV.２０１１年ENDF/BＧⅦ．１又增加了协

方差文档.
日本JENDLＧ４．０库中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Pd为 ２００９年重新评价,给出了文档１~４,６.２００９年采用

MLBW 公式对１０６Pd的２．０２２９keV以下的可分辨共振区进行评价,并采用 ASREP[８]程序给出不可

分辨共振区(２．０２２９~２００keV)的评价.快中子区由 K．Shibata采用CCONE程序计算,采用了耦合

道光学势,并给出文档１~４,６.
欧洲JEFFＧ３．１数据库中１０５,１０８Pd为１９９２年的评价数据,１０６,１０７Pd最早是１９８３年评价的数据经过

修改并于２００５年发布于JEFFＧ３．１,给出文档１~５.
中国评价核数据库CENDL３．１没有１０６,１０７Pd的评价数据,２００９年新评价了１０８Pd,给出了文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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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２,１４.CENDL３．１中１０５Pd还是十几年前的SUNF程序计算给出的结果,缺少光子数据,分立能

级取得较少使得非弹低能部分有些形状问题.
从实验数据的情况看,Pd同位素的中子反应的反应道实验数据不多,有的甚至没有,除了个别反

应道有较少的实验数据外,其他如角分布、能谱、双微分截面以及光子产生数据均没有实验数据.由

于１０８Pd的丰度很高,除了个性比较强的(n,γ)反应道,其他的反应道,如全截面、弹性散射截面及弹性

散射角分布等,均可参考应用实验数据较多的天然Pd的数据.
本工作对中子入射的各主要反应道反应截面、非弹分立能级截面、弹性散射角分布、非弹分立能

级角分布、出射粒子能谱、出射粒子双微分截面以及光子产生数据进行了画图比对.１０５Pd主要比对

CENDLＧ３．１、JENDLＧ４．０、ENDF/BＧⅦ．１ 的 数 据;１０６Pd 需 要 比 对 JEFFＧ３．１、ENDF/BＧⅦ．１ 和

JENDLＧ３．１三个库的数据.对于１０７Pd,由于美国、欧洲和俄罗斯(ROSFOND)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快

区都推荐的JENDLＧ３．３的数据,而２００９年日本又重新进行了评价１０７Pd,发布于JENDLＧ４．０,因此重

点比对JENDLＧ４．０和ENDF/BＧⅦ．１(同JENDLＧ３．３)的数据.

２．１　１０５Pd

全截面各评价库相互之间比较一致,与天然 Pd的实验数据符合也比较好,共振区有差异,

JEFF３．１的高能区截面高于其他评价库,CENDLＧ３．１快区与共振区之间远低于其他库,如图１所示.
非弹截面在低能区各库也有分歧,２~３MeVENDFＧB/Ⅶ．１(图中B７１)的截面形状比 CENDＧ３１(图
中C３１)、JENDLＧ４．０(图中J４０)更为合理,如图２所示.弹性散射角分布各库差异不大,且与实验数

据符合较好.ENDFＧB/Ⅶ．１的(n,inl)截面及(n,p)截面(如图３所示)与实验数据符合较好.另由于

ENDFＧB/Ⅶ．１比较全,１０５Pd推荐ENDFＧB/Ⅶ．１的结果.

图１　１０５Pd全截面各库及实验数据情况

图２　１０５Pd非弹截面各库及实验数据情况

　　

图３　１０５Pd(n,p)截面各库及实验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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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１０６Pd,１０７Pd

从各个反应道来看,美国、日本的全截面快区的结果与实验数据是有差异的,其中 ENDF/BＧⅦ．１
１０６Pd的２０MeV以上的结果与１９６０年的实验数据符合比较好,２０MeV以下JENDLＧ４．０的结果更接

近１９８３年Poenitz[９]的数据;仅有天然Pd存在少量的弹性散射角分布的数据,中子能量主要集中在

５~８MeV,８MeV天然Pd的弹性散射角分布的实验数据与JENDLＧ４．０的１０６Pd、１０７Pd的结果与实

验更加接近一些;Pd核素没有总的非弹截面的实验数据,１９９７年 A．Meister[１０]给出了１０６Pd第一分立

能级截面,与评价库的比对情况如图４所示,由于第二分立能级的能量为１．１２８MeV,因此,图４中的

第一分立能级的实验数据可以与总非弹截面直接比对.各库的非弹截面在有实验数据的能区差异都

不大,但是到了高能区,１０６Pd各库的结果差异还不大,但１０７Pd的绿色和蓝色实线则差得比较多,见图

５;１０６,１０７Pd(n,γ)截面实验数据比较多,但都集中在１MeV以下,快区的实验数据非常少,甚至天然Pd
也没有１MeV以上的实验数据.从图６的评价库与实验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１０６Pd的ENDF/BＧⅦ．
１和JENDLＧ４．０结果与实验数据的一致,但１０７Pd美国与日本的评价库在热能点上有很大分歧(见图

７),JENDLＧ４．０ 热能点的评价结果与 ２０１１ 年 Nakamura[１１]的实验结果一致,而 ENDF/BＧⅦ．１
(JENDLＧ３．３)采用的是２００６年 S．F．Mughabghab[１２]的结果;Pd的(n,α)反应截面只有１０６Pd的

１４MeV左右的实验数据(见图８),从评价数据和实验数据的比较来看,JENDL４．０的结果与实验一

致.经分析,１０６Pd推荐ENDF/BＧⅦ．１的结果,１０７Pd推荐JENDLＧ４．０的结果.

图４　１０６Pd(n,inl)截面

　

图５　１０７Pd(n,inl)截面

图６　１０６Pd(n,γ)截面实验数据与评价库的比对

　

图７　１０７Pd(n,γ)截面实验数据与评价库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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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０６Pd(n,α)截面的实验数据与评价数据的比对

３　１０８Pd全套数据的重新计算与评价

通过画图比对,发现１０８Pd(n,γ)截面的实验数据本身存在分歧,国际各大评价库的结果也不一

致,因此需要对１０８Pd进行更新评价.
从评价发布时间上讲,ENDFＧB/Ⅶ．１基本上是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 WPEC 工作组做的工作,

JENDLＧ４．０是２００９年左右新库发布的时候用新的理论计算程序给出的结果,CENDLＧ３．１中除了
１０８Pd在２００９年新库发布的时候重新进行理论计算评价的,程序用的 UNF;从文档上讲,ENDFＧB/Ⅶ．
１文档给的比较全,给出了光子产生数据,J４给出了双微分,但是没有给出光子产生数据,CENDLＧ３．１
给出了光子产生数据,补充了文档;关于共振区,JENDLＧ４．０的共振区给得宽一些,其他的库给得较

窄.CENDLＧ３．１取的JENDLＧ４．０的共振;在热能点的截面上,与Atlas２００６年公布的评价数据相比,
基本在误差范围内.

全截面各评价库(CENDLＧ３．１、ENDFＧB/Ⅶ．１、JENDLＧ４．０)相互之间比较一致,与天然Pd的实

验数据符合也比较好,如图９所示.弹性散射截面及弹性散射角分布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及评价数据

比较一致,且与实验数据符合较好,特别是 CENDLＧ３．１与实验数据符合较好.图１０是５MeV 左右

的弹性散射角分布.据此可见CENDLＧ３．１的光学势参数是比较好的,可直接采用.此外其他大部分

反应道的截面与实验数据也符合较好且和其他各评价库比较一致.但是由于(n,γ)截面的实验数据

本身也存在分歧,从国际各大评价库的结果来看也不一致.本工作对(n,γ)截面进行了更新评价.

图９　１０８Pd全截面各库及实验数据比较

　　
图１０　１０８Pd弹性散射角分布各库及实验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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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Pd的(n,γ)截面的实验数据主要有两家１９８２年的E．Cornelis[１３]和１９７９年 R．L．Macklin[１４],
见图１１.这两家实验测的均是１０８Pd同位素靶的实验数据,并且测量条件基本相同,都是电子直线加

速器,采用的飞行时间方法,时间分辨Δt＝４~５ns,L＝３０~４０m.不同的是１９８２年比利时GEEL实

验室的实验特别注意研究了时间有关的本底,而且做了扣除.因此１９８２年的E．Cornelis的实验结果

是可靠的,本工作对实验数据标准截面修正,得到图１１中三角空心点的结果.
为了获得全套更新的１０８Pd的数据,本工作采用 UNF理论计算程序,沿用 CENDL３．１的光学势

参数,重新对１０８Pd的(n,γ)截面调整能级密度参数,使之与实验数据符合.图１１与 GEEL实验室的

实验数据符合较好的实线即为本工作计算的结果.表３为重新理论计算所用的能级密度、对修正参

数及直接γ参数.在保证(n,γ)截面与实验数据符合较好的情况下,也保证其他反应道与实验数据的一

致性.从结果上看,新给出的这套参数和数据与推荐的实验数据符合较好,比CENDLＧ３．１有重要改进.

表３　UNF程序理论计算的能级密度、对修正参数及直接γ参数

　 (n,γ) (n,inl) (n,p) (n,α) (n,３He) (n,d) (n,t) (n,２n) (n,nα) (n,np) (n,３n)

能级密度 １８ １１．９４２ １６．７８０ １６．７０６ １７．１２３ １６．２０２ １５．９９４ １６．７２９ １６．１５０ １７．９０６ １６．９６６

对修正 －０．２８ －０．６５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４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１ －０．２ ０．２１ ０．２５

直接γ参数:１．８５

图１１　１０８Pd(n,γ)截面各库及实验数据比较情况

４　结论

本文评价更新了CENDLＧ３．１中６９个裂变产物核数据,其中比对推荐３６、重新计算２３个、更新

评价１０个核素,其中重要改进４３个,并将原来的１３８个核素增加到１６４个.以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Pd核数据

为例,详细介绍了比对推荐和重新进行计算、评价的方法,澄清１０８Pd(n,γ)截面的分歧,给出了更新

的１０８Pd(n,γ)截面和一套新的模型计算参数.
国际上重要的评价核数据库,都包含３００~４００个核素,其中裂变产物核也有２００个左右,要评价

给出它们的全套核数据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本工作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比

对推荐和重新计算、评价的方法,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而且重点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并在国际已有数据

的基础上取得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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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pdateofcompleteneutrondatafor
fissionproductsinCENDLＧ３．１

QIANJing,ZHANGYue,CHENGuoＧchang,
WU HaiＧcheng,GEZhiＧgang,LIUTingＧjin

(KeyLabora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onNuclearData,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heCENDLＧ３．１librarycontained１３８nuclidesthatfallintotherangeoffissionproducts,
definedaselementswithZ＝３１~６８．Theyincludesomestructuralmaterials,fissionproduct
poison,controlrodsmaterialsandlongＧlivednuclidesthatarecriticalinradioactivewaste．Theyare
importantinreactordesignandoperation．Itwasmotivatedbytheneedtoimprovetheexisting
evaluateddataofsomeimportantnuclidesforanumberofapplications,includingcriticalitysafety,
burnＧupcreditforspentfueltransportation,disposalcriticalityanalysisanddesignofadvanced
fuels．Totally,thedataof６９fissionproductnuclideswithhighprioritywereevaluated,andthe
numberofnuclideswasincreasedto１６４．Accordingtothedifferentsituations,thedataupdates
werecompletedbycomparingrecommendation,newcalculationandnewevaluationrespectively．
Thedataupdatesforn＋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Pdweregivenasanexampleofcomparingandrecommendationin
thispaper,whichwasperformedbasedontheanalysisandcomparisonbetweendifferentevaluated
datalibrariesintheworld．Andasanexampleofnewevaluation,theevaluationfor１０８Pdwere
describedinthispaper,which werebased ontheexperimentaldataanalysisandtheoretical
calculationbyusing UNFcodewithasetofnewobtainedparameters．Theupdateddatawere
includedinCENDLandofferedtousers．
Keywords:fissionproducts;CENDLＧ３．１;evaluated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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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硅不同表面区域布置活化片的
中子注量率测量及分析

王云波,操节宝,邹　鹏,康长虎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５)

摘要:采用活化箔方法对单晶硅辐照热中子注量率进行了测量,将 CoAl圆片布置在硅体的不同区域并对其测量值进

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贴在硅体侧面和夹在硅体端面之间的 CoAl片对应的测量值相差很小,而硅体上端面活化

片对应的测量值要明显高于这两个区域的值.经过分析得到,应选择将活化箔布置在硅体端面之间或侧面测量单晶

硅辐照中子注量率或中子注量.

关键词:单晶硅;中子嬗变掺杂;热中子注量率;活化箔方法

　　　　　　　　　　　　　　　　　　　　　　　　　　　　　　　　　　　　　　　　　　　　　　　　　　
　

　
　

　 　　　　　　　　　　　　　　　　　　　　　　　　　　　　　　　　　　　　　　　　　　　　　　　　　
　

　
　

　
　

作者简介:王云波(１９８４—),男,博士生,助研,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物理实验相关研究工作

在研究堆的应用领域,单晶硅中子辐照嬗变掺杂(neutrontransmutationdoping,NTD)是非常重

要的一方面.为了确保单晶硅的辐照中子注量能够达到目标值,需要对硅体辐照中子注量率进行准

确评估.为此,需要采用相应的测量方法对中子注量率进行测量.数据硅反推法是一种常用的测量

方法,该方法是利用硅体辐照前和辐照后的电阻率变化反推得到其辐照中子注量率,由于受某些因素

(如硅体材质)的影响较大,该方法的测量精度和测量稳定性难以保证.活化箔方法作为一种经典的

测量方法,测量精度高,测量稳定性好,因此,可以对硅体辐照中子注量率进行准确评估,并验证数据

硅反推法的测量结果.将活化箔布置在硅体的不同位置,其周围介质环境是有差异的,导致测量值可

能会有明显不同,进而影响对硅体辐照中子注量率的评估.本文选用CoAl箔并将其布置在硅体的不

同区域,对其测量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确定活化箔在硅体上的合理位置,进而使活化法测量值尽可

能准确对应硅体实际辐照中子注量率或中子注量.

１　基本原理

将热中子活化箔置于待测中子场中辐照一段时间,取出并冷却一段时间后,测量其放射性活度,
通过相应的数据处理就可确定该位置的热中子注量率.数据处理过程包括:辐照末比活度、目标反应

率和热中子注量率计算等.

１．１　辐照末比活度

辐照末比活度是单位质量活化箔出堆时的放射性活度,其计算可表示如下[１－４]:

A０ ＝ λNp

m０εP(１－e－λΔt)e－λtw
Ct (１)

式中:A０———辐照末比活度,Bqmg－１;

Np———全能峰的净峰面积;

m０ ———活化箔质量,mg;

ε———全能峰的探测效率;

P———全能峰射线的发射强度;

Δt———能谱测量活时间,s;

tw———活化片出堆后的冷却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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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目标反应产物的衰变常数,s－１;

Ct———测量相关修正,包括符合相加修正,自吸收修正,几何修正,本底修正和荧光干扰修正等.

１．２　目标反应率

参考功率水平下活化箔靶核的单核反应率可表示为[１]:

Rs ＝ A０

λN０∑
N

i＝１

ki

λ′i
１－exp －λ′iti( )( )exp ∑

N

j＝i＋１
－λ′jtj( )( )[ ]{ }

(２)

式中:Rs———参考功率下的目标反应率,s－１;

N０———辐照前单位质量样品的靶核数,mg－１;

N———辐照期间反应堆的不同运行功率对应的辐照阶段总数;

Ki———功率因子,ki＝Pi/P０(Pi 为第i阶段功率,P０ 为参考功率);

ti———第i阶段辐照时间,s;

λ′i ———第i阶段生成核素的有效衰变常数,s－１.

１．３　热中子注量率

利用活化箔的目标反应率和反应截面便可得到热中子注量率.由于反应堆热能区(０≤E ≤
５kTn)中子近似服从麦克斯韦Ｇ玻尔兹曼分布,因此,其等效的２２００m/s中子注量率φ０ 可表示为[３Ｇ４]:

φ０ ＝ Rs

Gthgσ０
１－ １

RCd
１＋gσ０f１

GresI０
＋σ０w′
GresI０

æ

è
ç

ö

ø
÷[ ] (３)

式中:σ０ ———２２００m/s中子活化截面;

I０———超热中子共振积分;

Gth、Gres———活化箔的热中子、超热中子自屏因子;

RCd———活化箔的镉比值;

g———热中子活化截面偏离１/ν规律的修正因子;

f１———描述能量范围为５kTn 至镉切割能ECd的超热中子活化贡献的因子;

w′———描述该能量围内超热中子活化截面偏离１/ν规律的因子.
另外,E 为中子能量;k为玻尔兹曼常数;Tn 为热中子温度.
对于服从麦克斯韦Ｇ玻尔兹曼分布的热中子能谱,其实际热中子注量率φth与２２００m/s热中子注

量率φ０ 的关系可表示为[３Ｇ４]:

φth ＝１．１２８ Tn

T０
φ０ (４)

式中:T０ 为２２００m/s中子对应的温度２９３．６K[３].

２　实验方法及过程

本实验选用CoAl圆片进行测量,将其分别布置在硅体的侧面(L、R面)、上端面(T面)、硅体端面

之间(M 面),见图１.CoAl片的直径和厚度分别为６mm 和０．３mm,Co的质量百分比为０．１６％.
硅体样品(圆柱状)的直径和长度分别为１２９mm和３０１mm,共布置了１８个CoAl片.L面和R面分

别布置了６片,每一层CoAl片的位置左右对应,相邻片的中心间距约为５６mm.T面和 M 面分别布

置了３片,每一层活化片的位置上下对应,相邻片的中心间距约为３０mm,T１或 M１位置的活化片与

硅体端面圆心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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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活化片布置示意图

硅体样品由两块单晶硅组成,呈上下叠放状态,其长度分别为１４２mm 和１５９mm.硅体样品在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HFETR)的６号孔道进行了辐照,辐照期间样品位于活性区物理中心区域,并绕

轴向匀速旋转.样品辐照时间约１５５分钟,堆运行功率为８０MW,样品位置水温约５９．０℃ (约３３２K),
此温度近似为辐照位置的中子温度(Tn).辐照结束后,将样品出堆取下活化片并冷却约２０天后,在
高纯锗γ谱仪上进行了能谱收集.

利用式(１)~式(４)进行计算时,使用的一些与CoAl箔相关的参数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CoAl材料相关参数值[３Ｇ４]

目标反应 λ/１０－９s－１ σ０/１０－２４cm２ I０/１０－２４cm２ g Gth Gres f１ w′ RCd

５９Co(n,γ)６０Co ４．１７０ ３７．２３３ ７５．４２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１２ ０ １９．６

３　结果及讨论

硅体侧面热中子注量率测量结果及分布如表２和图２所示,其中,硅体L面热中子注量率最大值

为７．７５９×１０１３cm－２s－１,最小值为７．２７４×１０１３cm－２s－１,前者比后者高出约６．６７％.R面最大值为

７．７７５×１０１３cm－２s－１,最小值为７．４１６×１０１３cm－２s－１,前者比后者高出约４．８３％.考虑到测量不确

定度为４．４５％,以及测量值分布特点(见图２),可认为硅体辐照位置的热中子注量率轴向分布较平

坦,使用平均值评估硅体侧面辐照中子注量率.

L面的热中子注量率平均值约为７．４７８×１０１３cm－２s－１,R面的平均值约为７．５４６×１０１３cm－２s－１,
后者比前者高出约０．９１％,远远小于测量不确定度,可忽略该差异.因此,硅体不同侧面的辐照中子

注量率或中子注量是均匀的,R面或L面的测量值均能反映硅体侧面辐照中子注量率,在此采用两侧

面的平均值７．５１２×１０１３cm－２s－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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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硅体侧面热中子注量率轴向分布

表２　硅体侧面CoAl活化片测量值

位置 m０/mg A０/(１０３Bqmg－１) φ０/(１０１３cm－２s－１) φth/(１０１３cm－２s－１)

L１ ３９．５１５ １．５８１ ６．２８６ ７．５４０

L２ ３９．４２２ １．５２５ ６．０６４ ７．２７４

L３ ３９．３９６ １．５２７ ６．０７０ ７．２８１

L４ ３９．３５９ １．５２９ ６．０７９ ７．２９２

L５ ３９．４０５ １．６１９ ６．４３７ ７．７２１

L６ ３９．４３８ １．６２７ ６．４６９ ７．７５９

R１ ３９．５６１ １．５５５ ６．１８３ ７．４１６

R２ ３９．４２７ １．５５８ ６．１９３ ７．４２８

R３ ３９．４０１ １．６１６ ６．４２６ ７．７０８

R４ ３９．３７６ １．５５６ ６．１８７ ７．４２１

R５ ３９．４０８ １．６３０ ６．４８２ ７．７７５

R６ ３９．５１３ １．５７９ ６．２７６ ７．５２８

硅体端面的热中子注量率测量结果及分布如表３和图３所示,其中,硅体 T端面热中子注量率最

大值为８．１９８×１０１３cm－２s－１,最小值为７．９０１×１０１３cm－２s－１,前者比后者高出约３．７６％.M 端面最

大值为７．６４０×１０１３cm－２s－１,最小值为７．１５６×１０１３cm－２s－１,前者比后者高出约６．７６％.考虑到测

量不确定度和测量值分布特点(图３),可认为硅体端面热中子注量率分布较平坦,使用平均值评估硅

体端面中子注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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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硅体端面热中子注量率径向分布

表３　硅体端面CoAl活化片测量值

位置 m０/mg A０/(１０３Bqmg－１) φ０/(１０１３cm－２s－１) φth/(１０１３cm－２s－１)

T１ ３９．２６５ １．６５７ ６．５８７ ７．９０１

T２ ３９．２５３ １．７１９ ６．８３４ ８．１９８

T３ ３９．２２９ １．６７１ ６．６４５ ７．９７１

M１ ４１．８３９ １．６０２ ６．３７０ ７．６４０

M２ ３９．６２２ １．５０１ ５．９６６ ７．１５６

M３ ３９．７１３ １．５１９ ６．０３８ ７．２４３

T端面热中子注量率平均值约为８．０２３×１０１３cm－２s－１,M面的平均值约为７．３４６×１０１３cm－２s－１,前
者比后者高出约９．２１％(明显大于测量不确定度),两者相差较大.从图１可以看出,硅体 T面和 M
面活化片的周围介质环境略有差异.两个端面活化片的径向环境(x－y平面)可认为是相同的,但是

轴向环境(沿z轴方向)明显不同,其中,T面活化片的上部区域为水介质,下区域为硅体介质,而 M 面

活化片的上下区域均为硅体介质.硅体和水对中子的吸收和慢化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认为 T面

和 M 面的轴向环境差异是活化片测量值差异的主要来源.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活化箔的周围介质环境不同时,其测量值有明显不同.因此,为了使活化

法测量值尽可能接近硅体实际辐照中子注量,应选择合适的位置布置活化箔.理想情况下,为了准确

测量硅体辐照热中子注量率,活化箔应置于硅体内部(其周围介质均为硅),但是这样需要损坏硅体,
显然是不利的.为此,在不损坏硅体的前提下,应将活化箔布置在周围介质环境尽量接近硅体内部环

境的区域,显然,硅体 M 面比 T面更能满足该条件.因此,在端面布置活化片时,应选择 M 面,即将

活化箔夹在硅体端面之间.
将硅体侧面的活化片测量值７．５１２×１０１３cm－２s－１与 M 面的测量值７．３４６×１０１３进行比较,前者

比后者高出约２．２５％,两者相差不大,可认为将活化箔布置在硅体侧面和夹在硅体端面之间均是可行

的,其测量值均能准确反映硅体的辐照中子注量率或中子注量.

４　结论

将活化箔布置在硅体的不同区域,由于其所处的周围介质环境有所差异,导致其测量值会有明显

不同.为了能够利用活化法尽量准确的评估硅体辐照中子注量率,应选择合适的区域布置活化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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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损伤硅体的前提下,本文选择三个不同区域(硅体上端面、侧面、两个硅体端面之间)分别布置了

CoAl箔,测量结果有明显不同.
(１)硅体上端面活化箔的测量值比夹在硅体端面活化箔的值高出约９．２１％.
(２)硅体侧面的测量值则高出约２．２５％.
(３)考虑到４．４５％的测量不确定度,可以忽略硅体侧面和夹在端面之间的活化箔的测量值差异.
(４)与硅体上端面相比,夹在端面的活化箔的周围介质环境更接近于硅体内部环境,因此,后者测

量值能够更准确地对应硅体实际辐照中子注量率.
利用活化法对硅体辐照中子注量率进行评估时,可将活化箔布置在硅体侧面或夹在硅体端面之

间.如果同一罐辐照样品有两块或以上硅体轴向叠放,可优先选择将活化箔夹在其端面之间,否则,
将其紧贴并固定在硅体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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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中子反应总截面的测量

刘龙祥１,王小鹤１,２,浮海娟１,３,王宏伟１,张国强１,张桂林１,
韩建龙１,胡继峰１,卢　飞１,蔡翔舟１,陈金根１

(１．中国科学院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２０１８００;２．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０;

３．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氟元素是第四代反应堆－钍基熔岩堆的熔盐材料构成成分之一,氟中子反应截面的测量精度会影响到反应堆计

算和安全评估,在韩国浦项的白光中子源装置(PohangNeutronFacility,PNF)分别测量了氟化铝(AlF３)和铝(Al)两
个样品的中子总截面.利用飞行时间法(１２米飞行距离),确定有效中子能量范围在０．０１~４eV.进一步分析得到氟

化铝和铝的中子反应总截面,并计算出氟的中子反应总截面,与最新的评估数据的反应库 ENDF/BＧⅦ．０比较,结果

在误差范围内一致.

关键词:透射法;中子总反应截面;中子飞行时间;光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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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工程中,尤其是第四代先进核反应堆－钍基熔盐堆中,氟盐由于其优良的导热性能、低熔点、
低蒸气压等一系列物理化学性质,在熔盐反应堆设计中被用作燃料载体[１－３].在中科院上海应用物

理所承担的钍基熔盐堆(TMSR)设计中,氟盐混合物 LiF－BeF２－ThF４－UF４,作为燃料,同时也作

为冷却剂和慢化剂用于融盐堆增值设计中.氟作为其中原子数最多的元素,其中子诱发的相关截面,
对反应堆设计相关的性能指标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长期燃烧过程中,增值系数的误差的控制有

直接作用.另外在核天体物理中,星系中氟元素的来源一直是一个谜.直到最近才有相关实验证明,
氟元素产生于小质量恒星演化后期氢氦燃烧的壳层中.而且,产生的氟随即被(α,p)反应和(n,γ)两
个反应道给消耗掉,很难被实验观测到.因此,星系氟的丰度强烈依赖中子诱发的相关截面.

目前评价数据库中氟中子反应截面的测量数据大多集中在热中子能量以上,而分析计算表明,氟
元素慢中子能区,热中子能区以及热中子以下的能区的总截面数据,对于 TMSR计算结果有明显的

影响,因此,有必要精确测量热中子能区的中子诱发氟反应截面.由于氟元素没有单体材料,因此实

验采用分别测量 AlF３和 Al的中子总截面,然后从中扣除 Al的贡献,从而得到氟的中子总截面数据,
本文,简要介绍２０１３年８月和２０１４年４月,在韩国浦项的白光中子源装置(PNF)上,进行的中子诱发

氟反应总截面的结果.

１　实验

实验在韩国浦项中子源装置上进行,该装置建成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开始进行实验测量.原先其

只有５~６米的飞行距离,２００４年后,扩展至１２米,可进行２００eV 以下能区中子的总截面测量.

１００eV处,中子能量误差小于４％,电子的能量６０MeV,中子产生靶为１０片圆柱形 Ta靶片,厚度共

７．４cm,直径 ４．９cm.电子在 Ta靶中韧致辐射产生的中子为 Maxwellian 分布,其核温度在

０．４５MeV左右.采用５cm高的水作为慢化剂,将中子能量一直慢化到热中子区域.在与电子束成

９０度方向的引出中子作为实验束流[４Ｇ６].
实验靶等放在飞行管道的中间６m处.那里装有一个自动换靶的靶架,可以定时轮换实验靶、刻

度靶和空靶.实验靶有两个,一个为２cm厚的 AlF３靶,纯度约９９．５％.另一个为３cm 厚的金属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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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因为没有纯单质氟靶,所以要用 AlF３靶数据中扣除 Al的贡献来间接测量氟的中子总反应截面.
测量中子的探测器为６Li－ZnS(Ag)闪烁体探测器,型号为BC７０２.它被放置在１２m中子管道的

末端,其灵敏面直径约１２．５cm,厚度为１．６cm.通过测量中子在１２m管道中飞行的时间,就可以推

算出中子的能量.中子飞行时间的起点由电子加速器给出,终点就由这个闪烁体探测器给出.如果

中子与实验靶发生反应,就不会被管道末端的闪烁体探测器探测到.只有没发生反应的中子才会被

探测器探测到,这样就可以得出反应总截面的信息,即透射法测量总截面.当然计算截面还需要入射

中子数的信息,这由第二个监控探测器负责.它是６Li玻璃中子探测器(BC７２０),被放置在实验靶附

近,用于符合监测从中子产生靶产生的中子通量.
实验使用Co、In和Cd三种天然材料组合成的吸收片来刻度中子飞行时间谱,也就是中子能谱.

Co元素可以吸收１３２eV的中子,In元素可以吸收１．４７５eV、３．８５eV、９．０４eV的中子,而Cd元素可

以吸收小于０．１７eV 的所有中子.将吸收片放置于实验靶的位置,大多数中子可以穿过吸收片到达

管道末端的探测器,而上述特定能量或能量区间的中子则被吸收,因此在飞行时间谱上形成几个吸收

谷,即洛仑兹形状的凹槽.这些特定能量的中子飞行时间可由公式计算出,这样就可以刻度中子的飞

行时间和能量了.
数据获取系统是基于VME标准的波形采样获取系统,使用采样率为１００MHz的８路集成Flash

－ADC插件.我们使用这个插件其中的３路符合记录实验数据.第一路记录的电子加速器提供的

飞行时间起始信号,第二路记录的是管道末端中子探测器记录的信号,第三路是监测中子束流通量的

探测器记录的信号.当任何一路接收到信号时,三路将同时符合记录各自信号的信号.记录的信号

是时间采样的电信号幅度,每１０ns记录一个点,每次触发记录１．２８μs,即１２８个采样点.两次触发

之间系统有２００ns的死时间.

２０１３年,实验进行的顺序是先进行空靶测量５小时,再进行吸收片刻度１０小时,最后再进行实验

靶测量.进行实验靶测量时采用 AlF３靶和 Al靶交替测量,每５分钟交换一次,每个靶总测量时间为

８小时２０分钟,实验数据后处理发现这样的数据记录方式由束流不稳定带来的误差影响较大.因此,

２０１４年再次实验进行空靶、刻度靶、实验靶测量各５分钟轮换,总共３２３２次运行,合计１６１６０分钟,
即大概２６０小时的中子束流时间.

２　数据处理

飞行管道末端的中子探测器除了可以探测到中子外,还可以探测到伽马,但是伽马射线在BC７０２
探测器中的信号很小,和中子信号有一个明显的分割,因此使用脉冲幅度来直接区分中子和伽马.图

１(a),为吸收片靶的中子飞行时间谱,图１(b)为飞行时间转换为能量的刻度结果,能量谱由转换公式

得到.转换公式如下.

图１　吸收片刻度中子飞行时间

(a)Co、In和Cd三种材料组合成的吸收片中子飞行时间谱;(b)从中子飞行时间到中子能量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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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和t０需要刻度得到.利用吸收片的能量和飞行时间方法刻度,得到本次实验的L＝１１．４５
m,t０＝３．６μs.

图２　中子通过不同靶的飞行时间谱(a)和相应的能谱(b)

图２为针对各种靶测量的飞行时间谱和转换后的能谱,必须说明的是,这些谱都做过归一化处

理,即原始的计数谱标度到一个标准的束流监控探测器(BC７２０)的总计数.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算

出最后 Al和 AlF３的中子总反应截面.计算公式如下:

σ＝－１
NlnT Ei( ) (２)

T(Ei)＝
[In(Ei)－InB(Ei)]/MI

[Out(Ei)－OutB(Ei)]/MO
(３)

(Δσstat．)i ＝ １
N

In(Ei)＋InB(Ei)
[In(Ei)－InB(Ei)]２ ＋ Out(Ei)＋OutB(Ei)

[Out(Ei)－OutB(Ei)]２
(４)

其中T 为透射率,M 为记录中子通量的探测器探测到的数据.In为有靶的情况,Out为空靶的

情况.N 为靶原子数密度.由于PNF相关的探测器屏蔽和软件甄别处理(γ和中子的鉴别),做得非

常好,因此中子的本底几乎可以忽略,请参考图３,我们在具体计算相关透射率时,其本底的贡献非常

小.应当指出,在热中子附近这是可行的(比例小于１．７％),但是当能量逐步提高,比如快中子能区以

上,此时中子的本底可能会很大(超过１０％),因为能量越高的中子越不容易屏蔽.

图３　利用吸收片估计的中子谱的本底

图４是我们这两次实验得到的中子诱发 Al、AlF３总截面的测量结果,最后通过 AlF３截面扣除 Al
截面,并除以３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氟的截面,在０．０１~４eV内氟截面近乎常数,在３．６b附近,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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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书说与ENDF/BＧⅦ．０评价结果相符,但是也要看到在 Al的总截面低能端,即０．０１eV附近,截
面明显的出现震荡结构,并有下行的趋势,这应该是存在热中子散射效应,即与靶的晶格结构相关的

截面数据降低,另外在１eV左右,Al和F截面数据也出现了和ENDF评价数据明显的偏高现象,这
是否存在着震荡结构或者数据,还是由测量精度引起的还有待进一步实验确认,另外在低于００１eV
能区的截面也应该进一步实验测量,分析可能的热中子散射效应.

图４　F和 Al靶的中子诱发总截面

最后,我们给出此次实验的误差估计分析及讨论.系统误差主要有靶的纯度误差、质量厚度等几

何尺寸(０．１％)、飞行时间刻度(１％~２％)、温度变化(尚须仔细分析)等,而系统死时间、多次散射等

诸多干扰因素的修正、不同能量中子的探测效率可以通过透射法消除.统计误差需要通过增加束流

时间来提高有效的中子计数,２０１３年数据由于装置辐射防护要求,运行在较低流强状态,并且本底和

刻度测量分开进行,因此统计误差较大,在１０％以上,２０１４年改进记录方式,累积足够的数据量后,统
计误差下降到１％~２％.偶然误差主要产生于不同运行时间时加速器的运行状态不稳定,我们通过

逐个文件的排查,除去了这样的运行数据.最后估计测量结果的误差在２％以内,主要是由飞行时间

刻度引起.

３　结论

本文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期间在韩国浦项的中子束流装置(PNF)上,用透射法测量了２cm 的氟化

铝(AlF３)和３cm铝(Al)两个样品的中子反应总截面.利用飞行时间(１２米飞行距离),确定有效中

子能量范围在０．０１~４eV.通过铝的透射率计算得到了铝的中子反应总截面,利用氟化铝的总截面

扣除铝的总截面贡献后,得到氟的中子反应总截面,与最新的评估数据的反应库 ENDF/BＧⅦ．０比

较[７],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但是在较低能０．０１eV和１eV 附近均出现了和ENDF评价数据明显

的偏离,具体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实验精确测量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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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中子源液氢慢化剂温度相关热中子
散射截面的加工与验证

刘　聪,杨万奎,冷　军,兰晓华,薛志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为解决 MCNP程序自带截面库温度点与绵阳研究堆冷源液氢慢化剂运行温度范围不符的问题,基于 NJOY核

截面处理程序加工了液氢温度相关热中子散射截面库.对加工截面库进行了微观截面比对和宏观积分验证,结果表

明了加工截面库的合理性.加工截面库可按任意比例同时调用正氢和仲氢,为冷源中子学计算提供了精确的核数据.

关键词:温度相关;热中子散射;NJOY;积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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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中子源是反应堆或散裂源上将热中子慢化成冷中子(能量为０．１~５meV)的实验装置,为中子

散射、中子照相等物理实验提供多种特征波长的冷中子束[１].冷中子源采用的慢化剂材料主要有液

氢、液氘、固态甲烷等.绵阳研究堆冷源装置采用液氢作为慢化剂.根据氢分子中两个氢原子核(即
质子)的不同自旋方式,氢分子分为正氢(orthohydrogen)和仲氢(parahydrogen).正氢的两个质子

自旋平行,而仲氢的两个质子自旋反平行[２],如图１所示.

图１　正氢与仲氢原子核自旋方式

对液氢而言,由于氢原子处于束缚态,当中子入射能量较低时,液氢中子散射截面与跟自由氢原

子的散射截面有较大区别,因而液氢热中子散射截面对冷源中子学计算具有重要影响.液氢温度改

变时,不仅密度改变,而且热中子散射截面也会随着改变,将影响冷源输出的冷中子束流参数;另外,

MCNP程序自带截面库无法满足绵阳冷源液氢慢化剂的温度要求.因此,加工液氢慢化剂的温度相

关热中子散射截面库就显得尤为重要,是开展冷源不同正、仲氢比例中子学计算的基础.本文简要描

述了热中子散射过程的物理基础,利用核截面处理程序 NJOY[３]加工得到了可供 MCNP直接使用的

液氢温度相关散射截面库,并从截面比对和积分计算两个方面对加工截面库进行了验证.

１　热中子散射物理基础

中子能量较高时(如快中子),中子的能量远大于靶核分子内的结合能,可近似认为靶核是静止

的、未被束缚的;而对于热能区中子(通常指能量低于４eV)而言,热中子能量与靶核的束缚能相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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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将靶核视为自由的,需考虑靶核的热运动.热中子的德布罗意波长与分子或晶体内核的间距相

当,与不同靶核发生散射的中子之间可能产生干涉效应.此外,在分子或固体中,由于散射核与邻近

核之间的化学键束缚或晶格束缚效应,中子与靶核发生碰撞时不能自由地反冲.因此,在热能区,基
于自由靶核近似得到的核数据不再适用,需考虑物质中靶核束缚效应的热散射数据.

热能区材料的中子散射截面主要分为三种情况:(１)非弹性散射,对所有材料皆重要,用散射律

S(α,β)表示;(２)非相干弹性散射,对含氢的固态材料重要,如ZrH、聚乙烯、苯等;(３)相干弹性散射,
对晶体重要,如石墨、铍、BeO、UO２ 等.冷源液氢慢化剂考虑非弹性散射.非弹性散射的双微分散射

截面通常表示如下:

d２

dΩdE′σ E →E′,μ,T( )＝ σb

４πkT
E′
E

æ

è
ç

ö

ø
÷

０．５

e－β
２Sα,β,T( )

式中:Ω ———立体角;

E′——— 中子散射后动能;

σ——— 微观截面;

E ——— 中子入射动能;

μ ——— 出射方向与入射方向夹角的余弦;

σb——— 束缚散射截面;

kT——— 以eV为单位的中子温度;

α——— 动量转移量;

β——— 能量转移量.

S(α,β,T)称为材料的散射律,通常简写为S(α,β),是α、β和频谱分布ρ(ω)的复杂函数.ρ(ω)可
近似为几种简单谱的和,包括平动谱、扩散谱、离散振子谱和固态谱,这些谱可通过测量双微分截面或

理论计算得到.

２　MCNP程序自带截面库现状

在 MCNP程序自带截面库中,正氢、仲氢的ZAID标识均为１００１,无法同时调用,不能直接开展

不同正、仲氢比例的冷源中子学计算.另外,中子截面与介质温度相关,绵阳研究堆冷源液氢慢化剂

的温度范围为１６~２０K,而 MCNP程序自带截面库中正氢对应的温度如表１所示(引用自文献[４]),
仲氢截面库除了标识名改为hpara外,与表１完全一致.

表１　MCNP程序自带截面库现状(正氢)

截面库标识

(正氢)
评价核数据库

MCNP热中子

散射截面子库
温度/K

出射

角数
出射能量点数

hortho．２０t ENDF/BＧⅦ．１ ENDF７１SaB ２０ ２２ ８０

hortho．１０t ENDF/BＧⅦ．０ endf７０sab ２０ ２０ ８０

hortho．６０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１９ １６ ６４

hortho．６１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２０ １６ ６４

hortho．６２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２１ １６ ６４

hortho．６３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２２ １６ ６４

hortho．６４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２３ １６ ６４

hortho．６５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２４ １６ ６４

hortho．６６t ENDF/BＧⅥ．３ sab２００２ ２５ １６ ６４

hortho．０１t Lanl８９ therxs ２０ ８ ８

８３



　　由表１可见,无论是 MCNP４版本自带therxs库、MCNP５版本自带sab２００２库,或是最新的

MCNP６版本自带ENDF７１SaB库,均未涵盖冷源液氢慢化剂的温度范围.因此有必要针对绵阳研究

堆冷源液氢慢化剂的特征温度,加工与之对应的温度相关散射截面库,以提高后续冷源中子学计算的

准确性,并为液氢不同温度对冷中子束流参数影响的分析提供基础.

３　基于NJOY程序加工液氢温度相关散射截面库

３．１　NJOY程序简介

NJOY程序由美国LosAlamos国家实验室R．E．MacFarlane等人开发,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核

数据处理程序,可处理中子、光子、带电粒子的各种核反应,可将评价核数据库加工成点状或多群形式

的中子和光子截面库.NJOY提供多种输出格式,如供 MCNP程序使用的 ACE格式[５],供 ANISN、

DORT程序使用的 MATXS格式[６]等.

NJOY程序采用模块化结构,共包含２３个功能模块,每个模块具有特定功能,使用上相对独立,
模块之间通过输入和输出文件相联系.使用时根据问题需要选取相应模块加工核截面数据.

３．２　NJOY模块参数选取

NJOY 加 工 液 氢 温 度 相 关 热 中 子 散 射 截 面 库 主 要 用 到 以 下 模 块[７]:MODER、RECONR、

BROADR、THERMR、LEAPR、ACER.各模块的主要功能及相应参数选取如表２所示.出射角数

与出射能量点数选取方式与 MCNP自带截面库sab２００２一致(见表１),以与sab２００２截面库进行比

较.LEAPR模块中需要输入的α、β、频谱分布ρ(ω)值采用文献[８]数据.

表２　NJOY模块功能及输入参数选取

NJOY模块名称 主要功能 参数选取

MODER
提供十进制文件与

二进制文件之间的转换
—

RECONR
将评价核数据库中的共振参数重构

加工成点截面,输出PENDF文件
重构精度:０．００１

BROADR
按指定温度对核素中子

截面进行多普勒展宽

温度点数:５(１６K,１７K,１８K,１９K,２０K)

薄化精度:０．００１

THERMR
计算热能区材料的热

散射截面及散射矩阵

出射角数:１６
热中子上限能量:５eV
精度:０．００１

LEAPR 加工材料在热能区的散射律文件 声子展开阶数:１００阶

ACER
输出供 MCNP程序使用

的 ACE格式截面库
出射能量点数:６４

３．３　NJOY加工截面流程

液氢温度相关热中子散射截面的 NJOY加工流程如图２所示.评价核数据库采用美国最新发布

的ENDF/BⅦ．１[９],评价核数据经RECONR模块共振重造、BROADR模块按指定温度多普勒展宽,
生成所需温度的 PENDF(点状截面)文件,输入 THERMR 模块进行热化处理.流程中的第一个

THERMR模块采用自由气体散射模型,第二个 THERMR 模块采用束缚散射模型,并调用经

LEAPR模块加工得到的 ENDFＧ６格式[１０]的热散射律文件.最后经 ACER模块处理生成供 MCNP
程序使用的 ACE格式液氢截面库LH.作为示例,附录 A给出了正氢的 NJOY输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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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NJOY加工液氢散射截面流程图

４　截面验证

４．１　加工截面库调用方法

NJOY的 ACER模块同时输出 ACE格式的加工截面库和对应的XSDIR索引文件.将生成的加

工截面库文件移动到 MCNPDATA文件夹下(MCNPX版本为 XS文件夹),生成的索引文件手动添

加到 MCNP的XSDIR文件中.
为了解决同时调用正氢、仲氢的问题,可修改正氢或仲氢的 ZAID,如将正氢的 ZAID 修改为

１０１１,添加到XSDIR文件中,而仲氢的ZAID保持不变,仍为１００１,这样就可将正氢、仲氢视为两种材

料按任意比例同时调用.

MCNP程序中调用任意比例的正氢、仲氢示意如下:

m３　　１００１．１７c　０．４　　１０１１．１７c　０．６
mt３　　hpara．１７t　hortho．１７t
其中液氢温度为１７K,正氢比例为６０％,仲氢比例为４０％.

４．２　截面比对

将加工截面库LH 与 MCNP５自带截面库sab２００２中的２０K正氢、仲氢截面分别进行对比,如图

３所示.可以看出,加工库LH 中２０K的正氢、仲氢截面分别与sab２００２库中的正氢、仲氢截面完全

重合.
图４为加工库LH 中１６K 与２０K 的正氢、仲氢截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正氢截面在１６K 与

２０K基本没有区别,而１６K的仲氢截面明显小于２０K的仲氢截面.这与文献[８]所示的实验结果一

致,如图５所示.以上对截面的比对检验,体现了加工的温度相关液氢散射截面库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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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加工截面库LH 与sab２００２库对比(２０K) 图４　加工LH 库中１６K和２０K正氢、仲氢截面对比

图５　文献[８]中正氢、仲氢截面计算与实验结果

４．３　积分计算验证

积分验证,指包括中子能谱、有效增殖因子keff、反应性等物理量,通过理论计算与实验测量对比,
是检验、评价核数据的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国际上发布的积分检验基准题Benchmark中缺乏不同温

度液氢的物理模型和实验测量数据.为此仿照轻水慢化剂的基准模型,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球形反应

堆模型,如图６所示,内部是半径为４．８cm 的２３５U 金属球,然后用厚度为２５．２cm 的金属Be包裹慢

化,外面再用３０cm厚的液氢包裹,最外面则是厚度为５cm的不锈钢.
使用加工库LH 与 MCNP自带纯正氢/仲氢截面库(２０K)进行计算对比,以仲氢为例,LH 库调

用时仲氢比例设为９９．９９％,计算能谱如图７所示.由图７可看出,使用LH 库和 MCNP自带截面库

的计算能谱完全重合,体现了加工截面库的合理性.

１４



图６　加工库验证球形反应堆

物理模型

　　　

图７　２０K加工库９９．９９％仲氢与 MCNP自带

纯仲氢截面库能谱计算对比

５　结论

本文基于 NJOY核截面处理程序加工得到了１６~２０K温度范围的液氢热中子散射截面库,与绵

阳研究堆冷源液氢慢化剂的特征温度对应,解决了 MCNP程序自带液氢截面库温度点不足的问题.
加工截面库可按任意比例同时调用正氢和仲氢,为不同正、仲氢比例和不同液氢温度的冷源中子学计

算提供了基础.通过初步的截面比对和积分计算验证,结果体现了加工截面库的合理性.未来将开

展更多的积分验证,或开展其他冷源慢化剂(如液氘、甲烷、聚乙烯等)温度相关截面的加工研究,为冷

源中子学计算提供精确的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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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verificationoftemperatureＧdependent
thermalneutronscatteringcrosssectionlibraryforliquid

hydrogenmoderatorofcoldneutronsource

LIUCong,YANG WanＧkui,LENGJun,LANXiaoＧhua,XUEZhiＧyan
(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Chemistry,ChinaAcademyEngineeringandPhysics,

Mianyang,Sichuan,Prov．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ForsolvingtheissuethatthetemperaturepointsofMCNPcrosssectionlibraryarenot
agreewiththefactualliquidhydrogen moderatortemperaturerangeof Mianyangcoldneutron
source,thetemperatureＧdependentthermalneutron scattering crosssectionlibrary ofliquid
hydrogenhasbeenprocessedbasedonNJOYnucleardataprocessingprogram．Themicroscopic
crosssectioncomparisonandmacroscopicintegralverificationoftheprocessedcrosssectionlibrary
hasbeenmade,whichshowsgoodrationality．Theorthohydrogenandparahydrogencanbeused
byrandomproportionsimultaneouslybasedontheprocessedcrosssectionlibrary,whichprovides
accuratenucleardataforCNSneutronicscalculation．
Keywords:temperatureＧdependent;thermalneutronscattering;NJOY;integral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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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子场下中子俘获对裂变产额的影响

冯　晶,杨　毅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核数据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在极强中子场条件下,由于裂变产物会发生(n,g)反应导致裂变产物数量发生变化,故定量研究各裂变产物在中

子俘获反应影响下的变化是必要和可能的.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化的强中子场模型模拟中子场的剧烈变化,并计算了

在此模型下中子俘获反应引起钕Ｇ１４７产额的变化.模拟和计算表明(n,g)反应对钕Ｇ１４７产额的影响可以忽略.
关键词:裂变产额;强中子场;中子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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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测量裂变产额数据都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即反应堆或加速器中子辐照样品后进行离线测量

的结果.其最大中子通量密度是反应堆中子的１０１４cm－２s－１,而对加速器中子源来说,即使是中子

能量最高的１４MeV中子,其中子通量密度也不过１０９cm－２s－１.在实际的核装置爆炸环境中,由于

有大量的核燃料发生裂变和聚变反应其中子通量密度可以达到实验室环境的１０１４倍以上.在如此高

中子通量密度的中子场中,裂变生成的产物核有可能发生(n,γ)、(n,２n)等反应而使得产物的数量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对产物的产额产生影响.
核装置爆炸是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瞬间完成的物理过程[１].核爆炸模拟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

的问题,是一个涉及许多种学科的交叉课题.而对于我们需要解决的中子场变化规律问题又是其中

的关键和难点之一.我们必须对于我们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变化的高通量中子场对裂变产物的影响)
尽可能做出简化,才能使用我们具备的技术手段保留问题最主要的矛盾:高通量中子场的变化以及裂

变产物的生成变化的大致规律,又能够避免能量输运,各种波的相互作用和各种能量的相互转化等复

杂问题.尔后,还需要讨论截面、中子场和作用时间等的不确定性对结果的影响.为读者提供具有参

考价值的结论.

１　MCNP模拟中子数密度变化

MCNP是一个静态蒙特卡洛模拟程序.所谓静态是指其模拟中子输运时,物质的分布和状态是

固定不变的.而核爆炸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其过程中每一刻,物质和能量的状态都是瞬息万变,不可

能等候中子在固定的状态下完成蒙卡模拟过程才进入下一个状态.但是,将核爆的各个阶段进行仔

细的划分后,用静态的蒙特卡洛模拟动态的核爆中子场输运又是可能的.不稳定核截面的偏差可能

高达１００％以上,而模拟中子场与实际中子场的偏差不会超过１００％(因为模型中总裂变数和聚变数

以及作用时间是固定的),所以中子场模拟的偏差小于截面偏差带来的影响.

１．１　核爆过程中子场的简化

由于氢弹初级当量与次级相比很小,为几十分之一到几百分之一,而且初级与次级有一定的距

离,次级中裂变产物对初级所张开的立体角较小,必然导致其产生的中子场对次级中裂变产物的作用

相对于次级本身中子场而言较小,在一级近似中可以忽略.而次级中的中子场又可以分为几个来源.
来源一:次级中的裂变芯裂变产生的中子场.其中子场属于慢化裂变谱.
来源二:聚变材料６LiD＋７LiD聚变形成的中子场.聚变材料中的反应较复杂,不像裂变材料中只

有裂变材料的裂变反应和中子的增殖.在聚变开始时,由于还没有生成氚,是氘氘反应起主要作用.聚

变材料中氘氘和７LiD燃烧对中子增殖有贡献,６LiD的燃烧效果是将较低能的中子转化为１４MeV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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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铀Ｇ２３８惰层裂变产生的裂变谱中子.
这三种来源的中子在氢弹次级的反应中形成正反馈的机制,使得反应放能在瞬间完成.
利用 MCNP模拟核爆中子场可以用如下简化的过程来实现:将核爆过程划分为多个时间段,每

个时间段中认为物质状态没有变化而中子场与裂变产物发生作用,而每个时间段之间发生物质状态、
体积、成分、数量等与核爆规律符合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在每个时间段中通过蒙卡模拟出中子能谱.

首先讨论裂变芯的变化.由于不考虑初级的中子场,所以氢弹的中子场模拟从次级被压缩到最

大超临界开始,并假设裂变芯在此时开始裂变链式反应,压缩度(即核燃料被压缩的程度,一般用压缩

前与压缩后的体积比来表示)选取为４.氢弹次级的体积膨胀按照半径线性增长规律发展.裂变芯中

子增殖的e指数规律中,增殖常数λ在最高超临界初始值选取１００/μs,并假设其变化规律为从最大超

临界(压缩度为４)时的１００/μs随时间线性减小为临界时０/μs,然后线性减小为最大次临界(氢弹解

体时的状态,这里定义压缩度为０．５,即系统体积为原始未压缩体积２倍)时的－１００/μs.
然后讨论聚变材料的压缩、加热和点火、剧烈燃烧过程.假定聚变材料在裂变芯达到最大超临界

时与裂变材料具有同样的压缩比例,即在裂变芯压缩度为４时,聚变材料的压缩度也为４.然后,当裂

变芯发生链式裂变反应并开始膨胀和发射热波后,聚变材料被进一步压缩和加热,并且简单地假定聚

变材料压缩度为８时达到点火温度.随后,聚变材料开始剧烈燃烧.６LiD燃烧的过程其实是中子和氚

的循环过程,由于氘氚反应速度非常快,所以其燃烧的速率就取决于中子与６Li反应产氚的速率.产

氚的速率正比于中子通量密度,而中子通量密度是由裂变产生的中子决定的.因为裂变链式反应遵

守e指数增殖规律,所以聚变燃烧也遵守类似的规律.而假定其半径的变化也服从线性变化规律,至
聚变材料体积为原来２倍时完成燃烧全过程.

惰层铀Ｇ２３８的变化:当聚变材料和裂变芯都被压缩到压缩度为４时,铀Ｇ２３８的压缩度也为４.随

后裂变芯膨胀并开始压缩聚变材料,当聚变材料压缩到８倍时达到点火温度并发生剧烈的燃烧,此时

聚变反应产生的中子又会引起铀Ｇ２３８发生裂变.最后随着体积的膨胀和燃耗的增加,铀Ｇ２３８也完成

了燃烧过程.

１．２　核反应速率和反应数

我们都知道,发生核反应概率常常用反应截面来表示.如果入射核与靶核的反应截面为σ,相对

速度为v,那么按照截面的物理意义(一个入射核与单位面积上一个靶核发生反应的几率),单位时间

能打到截面上的核的数目也就是单位时间的反应数.因为是相对运动,可以把靶核看做是运动的而

把入射粒子看做是静止的.如图１所示,当截面为σ的靶核以速度v运动时,单位时间扫过的体积为

σv.若单位体积中有N１ 个入射核,则单位时间靶核所打到的入射核数为N１σv,这也是１个靶核单位

时间的反应数目.

　　图１　铀Ｇ２３５裂变芯为最大超临界(σ＝４)时裂变芯中的中子数密度

由图１可以看出,最大超临界

时裂变芯中的中子谱属于慢化的

裂变谱.此时,聚变材料还未点

燃,所以没有聚变中子的痕迹.
若单位体积中有 N２ 个靶核,

则可得单位时间、单位体积内发生

的核反应总数为:

r＝N１N２σv (１)
如果将等式(１)两边同乘以反

应时间 Δt,并同除以靶核数密度

N２,可以得到:

ΔN２

N２
＝N１σvΔt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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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为Δt反应时间内靶核的变化比例.
当然必要的时候,上面的公式可以由差分形式转化为微分的形式,通过积分可得到总变化比例,

具体公式不再推导.N２ 即是我们关心的裂变产物核１４７Nd数密度;N１ 即是中子的数密度.ΔN２

N２
即是

我们要求的裂变产物核变化比例.
由于σ是与中子入射能量也就是中子速度v 有关的量,所以需要对中子做分群处理,才能得到我

们需要的物理量.

１．３　MCNP模拟中子数密度变化

已知核爆过程９５％燃料在几十个ns就完成燃烧,我们假定燃耗３０％的裂变材料燃烧用时４０ns,
而５０％燃耗的聚变材料燃烧用时２０ns,整个核爆过程用时６０ns.将燃烧过程分为以３ns为单位的

小段,在每个小时间段中利用 MCNP模拟中子能谱和注量,从而给出每个３ns时间段中的中子数密

度,再结合裂变产物的独立产额、(n,γ)截面、中子速度、相互作用时间(３ns)等并利用式(２)得到特定

裂变产物核的数量变化比例.
图２显示的是临界时铀Ｇ２３５裂变芯中的中子数密度,虽然体积比最大超临界时增加了一倍,但由

于中子的增殖,数密度不降反升.同时,最可几能量由０．４MeV增加到０．５MeV,反映了物质密度下

降,中子自由程增加造成对中子慢化作用的减弱.这时由于定义的聚变反应还未点火,没有聚变中子

的踪迹.

图２　铀Ｇ２３５裂变芯为临界(σ＝２．２)时裂变芯中的中子数密度

图３显示聚变点火后３ns内裂变芯中的中子数密度分布,从图中看出:聚变１４MeV中子引起的

次级效应使得较低能中子成为中子的主要成分,此时裂变芯燃烧即将完成,裂变芯产生的中子占

１４MeV中子及其次级中子比例小于１％,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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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聚变反应开始时裂变芯中的中子数密度

图４显示的是聚变反应行将结束,系统即将解体前在裂变芯中产生的中子数密度.此时系统体

积大大增加,物质密度减小,中子自由程增大很多,裂变芯的裂变反应基本停止,裂变芯中的中子主要

来自聚变１４MeV中子.

图４　系统解体前３ns内铀Ｇ２３５裂变芯中中子数密度

由惰层铀Ｇ２３８裂变中子引起的铀Ｇ２３５裂变芯中子数密度与前面讨论的两种来源相比可以忽略,
不再列出其模拟结果.

２　中子场对１４７Nd累积产额测量的影响

得到每３ns时间段中中子数密度分布后,我们可以利用式(２)求出裂变芯中铀Ｇ２３５的某种特定裂

变产物核数目的变化比例.
对于１４７Nd,因为(n,γ)反应的作用是使本质量链产额减小而加１的质量链产额增加,所以对于

１４７Nd,作为一级近似只需考虑１４６和１４７两个质量链.表１列出了二质量链上占有绝大部分产额的核

素及其独立产额.１４６链上,４个核素占有９９．７％以上产额;１４７链上,４个核素占有９９．９％以上的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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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４６、１４７质量链核素裂变谱独立产额[２]

核素 独立产额

１４６Cs １．２E－０２
１４６Ba ７．３E－０１
１４６La １．５E＋００
１４６Ce ６．６E－０１
１４７Ba １．３E－０１
１４７La １．０E＋００
１４７Ce ９．１E－０１
１４７Pr ４．８E－０２

１４６/１４７La是１４６、１４７链上独立产额最高的核素,表２和表３列出了利用前面得到的中子数密度等

数据用公式(２)得到的１４７La变化比例.截面数据取自ENDFBVI[３]的１３９La(n,γ)反应截面,在我们感

兴趣的能量区间截面值为几个 mb(１b＝１０－２８ m２).中子速度依据相对论速度能量公式计算得到.
从表中可知,１４MeV中子裂变产物的影响是最主要的,总的影响达到０．８％.依据１４６/１４７La的独

立产额数据,１４７La在中子场影响下产额从１．０减小到０．９９２;而１４６La独立产额减小了１．５×０．８％＝
０．０１２,使１４７La产额增加０．０１２.总效果使１４７La产额增加０．００４,从１．０变为１．００４.同理可以得到其

他核素的变化结果,总效果使得１４７链产额从２．０８８增加到２．０９５,变化率仅为０．３％.由此可知中子

场对１４７质量链的影响在测量１４７Nd的产额时是无法感知的.因为０．３％的变化率远小于实验室３％
左右的测量精度.

表２　由铀Ｇ２３５裂变芯裂变中子引起的１４６/１４７La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１００E－０１ １０６E－０５ ４２０E＋００ １３２E－０５ ８２０E＋００ ２０７E－０７ １２２E＋０１ １８５E－０８ １６２E＋０１ ８３８E－１０

２００E－０１ ３５９E－０５ ４３０E＋００ １２６E－０５ ８３０E＋００ ２２２E－０７ １２３E＋０１ １１４E－０８ １６３E＋０１ ９７０E－１０

３００E－０１ ４８２E－０５ ４４０E＋００ １１８E－０５ ８４０E＋００ １９２E－０７ １２４E＋０１ １１４E－０８ １６４E＋０１ ４９８E－１０

４００E－０１ ５７５E－０５ ４５０E＋００ １１３E－０５ ８５０E＋００ １８１E－０７ １２５E＋０１ １２７E－０８ １６５E＋０１ ２６９E－１０

５００E－０１ ６１７E－０５ ４６０E＋００ １０６E－０５ ８６０E＋００ １６２E－０７ １２６E＋０１ ９３９E－０９ １６６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６００E－０１ ４５９E－０５ ４７０E＋００ １０１E－０５ ８７０E＋００ １６１E－０７ １２７E＋０１ ８９０E－０９ １６７E＋０１ ３０９E－１０

７００E－０１ ４６１E－０５ ４８０E＋００ ９４６E－０６ ８８０E＋００ １５５E－０７ １２８E＋０１ ８０３E－０９ １６８E＋０１ ８８１E－１０

８００E－０１ ４５５E－０５ ４９０E＋００ ８９３E－０６ ８９０E＋００ １３０E－０７ １２９E＋０１ ６５２E－０９ １６９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９００E－０１ ４４７E－０５ ５００E＋００ １６９E－０６ ９００E＋００ １１９E－０７ １３０E＋０１ ７１１E－０９ １７０E＋０１ ７４７E－１０

１００E＋００ ４４２E－０５ ５１０E＋００ １６１E－０６ ９１０E＋００ １１８E－０７ １３１E＋０１ ７２４E－０９ １７１E＋０１ ２６６E－１０

１１０E＋００ ４２８E－０５ ５２０E＋００ １５３E－０６ ９２０E＋００ １１３E－０７ １３２E＋０１ ５８０E－０９ １７２E＋０１ １９７E－１０

１２０E＋００ ４２３E－０５ ５３０E＋００ １４０E－０６ ９３０E＋００ １０１E－０７ １３３E＋０１ ６４３E－０９ １７３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１３０E＋００ ４１３E－０５ ５４０E＋００ １３４E－０６ ９４０E＋００ １０６E－０７ １３４E＋０１ ４１５E－０９ １７４E＋０１ ３６３E－１０

１４０E＋００ ４０５E－０５ ５５０E＋００ １２６E－０６ ９５０E＋００ ８８４E－０８ １３５E＋０１ ５２８E－０９ １７５E＋０１ ７２５E－１０

１５０E＋００ ３９４E－０５ ５６０E＋００ １１７E－０６ ９６０E＋００ ９０７E－０８ １３６E＋０１ ３４３E－０９ １７６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１６０E＋００ ３８５E－０５ ５７０E＋００ １１１E－０６ ９７０E＋００ ８４３E－０８ １３７E＋０１ ６０５E－０９ １７７E＋０１ ２２６E－１０

１７０E＋００ ３７６E－０５ ５８０E＋００ １０５E－０６ ９８０E＋００ ７８６E－０８ １３８E＋０１ ３１０E－０９ １７８E＋０１ １０８E－０９

１８０E＋００ ３６５E－０５ ５９０E＋００ ９７９E－０７ ９９０E＋００ ６７７E－０８ １３９E＋０１ ３７５E－０９ １７９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８４



续表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１９０E＋００ ３４９E－０５ ６００E＋００ ９０８E－０７ １００E＋０１ ７００E－０８ １４０E＋０１ ５７４E－０９ １８０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００E＋００ ３４２E－０５ ６１０E＋００ ８６３E－０７ １０１E＋０１ ５９７E－０８ １４１E＋０１ ５５１E－０９ １８１E＋０１ １６７E－１０

２１０E＋００ ３３１E－０５ ６２０E＋００ ８４７E－０７ １０２E＋０１ ６１４E－０８ １４２E＋０１ ３４４E－０９ １８２E＋０１ ２６０E－１０

２２０E＋００ ３１９E－０５ ６３０E＋００ ７７５E－０７ １０３E＋０１ ５０５E－０８ １４３E＋０１ ２２１E－０９ １８３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３０E＋００ ３１１E－０５ ６４０E＋００ ７４０E－０７ １０４E＋０１ ５０６E－０８ １４４E＋０１ ２８９E－０９ １８４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４０E＋００ ３００E－０５ ６５０E＋００ ６９６E－０７ １０５E＋０１ ４９７E－０８ １４５E＋０１ ２９４E－０９ １８５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５０E＋００ ２８８E－０５ ６６０E＋００ ６３５E－０７ １０６E＋０１ ４６７E－０８ １４６E＋０１ １６４E－０９ １８６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６０E＋００ ２７９E－０５ ６７０E＋００ ６１４E－０７ １０７E＋０１ ４０９E－０８ １４７E＋０１ ３４６E－０９ １８７E＋０１ ３８２E－１１

２７０E＋００ ２６５E－０５ ６８０E＋００ ５６０E－０７ １０８E＋０１ ３３９E－０８ １４８E＋０１ １０４E－０９ １８８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８０E＋００ ２５５E－０５ ６９０E＋００ ５３９E－０７ １０９E＋０１ ３３７E－０８ １４９E＋０１ １９７E－０９ １８９E＋０１ ６１９E－１１

２９０E＋００ ２４４E－０５ ７００E＋００ ４８２E－０７ １１０E＋０１ ３２７E－０８ １５０E＋０１ ７５２E－１０ １９０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００E＋００ ２３８E－０５ ７１０E＋００ ４４５E－０７ １１１E＋０１ ２７１E－０８ １５１E＋０１ ４７７E－１０ １９１E＋０１ ６０９E－１０

３１０E＋００ ２２４E－０５ ７２０E＋００ ４２３E－０７ １１２E＋０１ ２４０E－０８ １５２E＋０１ １７１E－０９ １９２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２０E＋００ ２１５E－０５ ７３０E＋００ ４１５E－０７ １１３E＋０１ ２０３E－０８ １５３E＋０１ １３６E－０９ １９３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３０E＋００ ２０８E－０５ ７４０E＋００ ３７０E－０７ １１４E＋０１ ２６１E－０８ １５４E＋０１ ３４３E－１０ １９４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４０E＋００ １９８E－０５ ７５０E＋００ ３４２E－０７ １１５E＋０１ １６８E－０８ １５５E＋０１ １４５E－０９ １９５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５０E＋００ １８７E－０５ ７６０E＋００ ３２６E－０７ １１６E＋０１ ２１０E－０８ １５６E＋０１ １０５E－０９ １９６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６０E＋００ １７８E－０５ ７７０E＋００ ３０７E－０７ １１７E＋０１ ２００E－０８ １５７E＋０１ ３２６E－１０ １９７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７０E＋００ １７２E－０５ ７８０E＋００ ２９６E－０７ １１８E＋０１ １６３E－０８ １５８E＋０１ １９２E－０９ １９８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８０E＋００ １６２E－０５ ７９０E＋００ ２６５E－０７ １１９E＋０１ １８７E－０８ １５９E＋０１ ７３１E－１０ １９９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９０E＋００ １５３E－０５ ８００E＋００ ２５８E－０７ １２０E＋０１ １７６E－０８ １６０E＋０１ ６０６E－１０ ２００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４００E＋００ １４６E－０５ ８１０E＋００ ２４２E－０７ １２１E＋０１ １６４E－０８ １６１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总变化率 ０１４％

表３　由１４MeV聚变中子引起的１４６/１４７La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１００E－０１ １７１E－０５ ４１０E＋００ ４６５E－０５ ８１０E＋００ １００E－０５ １２１E＋０１ ９７４E－０６

２００E－０１ ６６３E－０５ ４２０E＋００ ７５２E－０５ ８２０E＋００ ９２７E－０６ １２２E＋０１ １２０E－０５

３００E－０１ １１１E－０４ ４３０E＋００ ５６２E－０５ ８３０E＋００ １００E－０５ １２３E＋０１ １５９E－０５

４００E－０１ １３６E－０４ ４４０E＋００ ７０５E－０５ ８４０E＋００ １２１E－０５ １２４E＋０１ ９７５E－０６

５００E－０１ １８９E－０４ ４５０E＋００ ８５６E－０５ ８５０E＋００ ９３３E－０６ １２５E＋０１ １２５E－０５

６００E－０１ １３９E－０４ ４６０E＋００ ８０７E－０５ ８６０E＋００ ８２８E－０６ １２６E＋０１ ８４４E－０６

７００E－０１ １２８E－０４ ４７０E＋００ ６０２E－０５ ８７０E＋００ ６２７E－０６ １２７E＋０１ １０５E－０５

８００E－０１ １７６E－０４ ４８０E＋００ ５４２E－０５ ８８０E＋００ ７８９E－０６ １２８E＋０１ １５５E－０５

９００E－０１ １４２E－０４ ４９０E＋００ ８１３E－０５ ８９０E＋００ ８３９E－０６ １２９E＋０１ １５８E－０５

１００E＋００ １６４E－０４ ５００E＋００ １２７E－０５ ９００E＋００ ８１８E－０６ １３０E＋０１ １４０E－０５

１１０E＋００ １３９E－０４ ５１０E＋００ １３９E－０５ ９１０E＋００ ６３３E－０６ １３１E＋０１ １３０E－０５

１２０E＋００ １６０E－０４ ５２０E＋００ １３５E－０５ ９２０E＋００ ５９６E－０６ １３２E＋０１ １５０E－０５

１３０E＋００ １６４E－０４ ５３０E＋００ １１６E－０５ ９３０E＋００ ６２５E－０６ １３３E＋０１ ３４３E－０５

９４



续表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中子能量/

MeV
变化比例

１４０E＋００ １７０E－０４ ５４０E＋００ １４１E－０５ ９４０E＋００ ６８７E－０６ １３４E＋０１ ２５４E－０５

１５０E＋００ １４２E－０４ ５５０E＋００ １２０E－０５ ９５０E＋００ ５７２E－０６ １３５E＋０１ ２７１E－０５

１６０E＋００ １６９E－０４ ５６０E＋００ １０８E－０５ ９６０E＋００ ７０７E－０６ １３６E＋０１ ２３７E－０５

１７０E＋００ １３２E－０４ ５７０E＋００ ９６６E－０６ ９７０E＋００ ４６４E－０６ １３７E＋０１ ３３６E－０５

１８０E＋００ １４０E－０４ ５８０E＋００ １５０E－０５ ９８０E＋００ ８９８E－０６ １３８E＋０１ ２７１E－０５

１９０E＋００ １４０E－０４ ５９０E＋００ １１６E－０５ ９９０E＋００ ７１０E－０６ １３９E＋０１ ２２８E－０５

２００E＋００ １２９E－０４ ６００E＋００ １２５E－０５ １００E＋０１ ５４０E－０６ １４０E＋０１ ４６９E－０５

２１０E＋００ １３６E－０４ ６１０E＋００ ７４３E－０６ １０１E＋０１ ７９４E－０６ １４１E＋０１ ７２６E－０５

２２０E＋００ １２８E－０４ ６２０E＋００ ５３６E－０６ １０２E＋０１ ６９６E－０６ １４２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３０E＋００ １３７E－０４ ６３０E＋００ １４４E－０５ １０３E＋０１ １６７E－０５ １４３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４０E＋００ １３７E－０４ ６４０E＋００ １１４E－０５ １０４E＋０１ １１２E－０５ １４４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５０E＋００ １３７E－０４ ６５０E＋００ ９８８E－０６ １０５E＋０１ １０１E－０５ １４５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６０E＋００ １１６E－０４ ６６０E＋００ ６２８E－０６ １０６E＋０１ ５０５E－０６ １４６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７０E＋００ １０８E－０４ ６７０E＋００ ８９０E－０６ １０７E＋０１ ９４４E－０６ １４７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８０E＋００ ８６２E－０５ ６８０E＋００ ６０３E－０６ １０８E＋０１ ８１５E－０６ １４８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２９０E＋００ ８６０E－０５ ６９０E＋００ ９５０E－０６ １０９E＋０１ ９８８E－０６ １４９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００E＋００ １３２E－０４ ７００E＋００ ５６３E－０６ １１０E＋０１ １４２E－０５ １５０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１０E＋００ １１８E－０４ ７１０E＋００ １０９E－０５ １１１E＋０１ １１３E－０５ １５１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２０E＋００ １３１E－０４ ７２０E＋００ １０８E－０５ １１２E＋０１ ７８６E－０６ １５２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３０E＋００ ８８３E－０５ ７３０E＋００ ８５２E－０６ １１３E＋０１ １３６E－０５ １５３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４０E＋００ １００E－０４ ７４０E＋００ ８９０E－０６ １１４E＋０１ ６７２E－０６ １５４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５０E＋００ ７９４E－０５ ７５０E＋００ １０９E－０５ １１５E＋０１ ７８５E－０６ １５５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６０E＋００ ７１２E－０５ ７６０E＋００ ７７１E－０６ １１６E＋０１ ６０４E－０６ １５６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７０E＋００ ６７４E－０５ ７７０E＋００ ８４７E－０６ １１７E＋０１ １４３E－０５ １５７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８０E＋００ ８１３E－０５ ７８０E＋００ ６７８E－０６ １１８E＋０１ １６１E－０５ １５８E＋０１ ０００E＋００

３９０E＋００ ９７７E－０５ ７９０E＋００ ９６０E－０６ １１９E＋０１ ９９１E－０６

４００E＋００ ８６３E－０５ ８００E＋００ １３９E－０５ １２０E＋０１ １４０E－０５
总变化率 ０６６％

３　模拟结果准确度的估计

由于不稳定核截面数据的缺乏,我们选用了相邻的稳定核的截面数据来代替.如果不稳定核截

面为稳定核的３倍,则根据截面定义公式式中截面与核数量变化率成正比可以知道,１４７Nd产额变化

率会达到０９％.当然不稳定核的(n,γ)截面一般来说与相邻稳定核相差不会达到３倍.
由于我们采用的核爆模型很简陋和粗糙,选取的时间间隔也比较长,不能非常细致地描述中子场

的变化.但是,由于裂变和聚变燃耗分别确定为３０％和５０％,则裂变和聚变产生的中子总量是确定

的,这就保证了我们的中子场模拟不容易出现超过几倍的偏差.式(２)中另外两项分别为中子速度和

反应时间.中子速度通过相对论公式由中子能量得到,没有误差;而反应总时间人为确定为６０ns,但
已经基本符合核爆中大部分燃料的燃烧时间,其误差应该小于截面和中子场的模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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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在裂变和聚变燃耗分别为３０％和５０％条件下,铀Ｇ２３５中１４７质量链总核数受中子场影响后变化

率仅为０３％.我们知道,中子数密度主要与燃耗有关,而与当量基本无关.由式(２)可知,特定质量

链产额的变化也主要与燃耗有关.燃耗越高,中子数密度越高,裂变产物核数目的变化率也就越大.
裂变产物核数目变化率与(n,γ)反应截面成正比,而相邻质量链的(n,γ)截面和链产额差别不会

太大,这就必然造成本条质量链上核的数量因(n,γ)反应而减少的部分大多由质量数减１的质量链的

(n,γ)反应补充了.再由于(n,γ)反应截面在 mb的量级,决定了裂变产物核数量变化率本身很小.
这些就是我们在实验室测量累积产额时无法感觉强中子场影响的根本原因.

由于处于同一个中子场中,只有当相邻的质量链(n,γ)截面相差很大时(如一条质量链截面为通

常的 mb量级,而另一条质量链截面至少在大部分能区达到或接近１００mb),那条截面较大的质量链

的产额才会出现较大的能在实验室测量到的变化.１４７Nd所在的质量链不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实际

测量其累积产额时,不同核爆条件的影响并不易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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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neutroncapturereactionson２３５U
fissionyieldsinextremelyhighneutronfluxfield

FENGJing,YANGYi
(NucleardataKeyLaborato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QuantityofFissionproductsmaychangeby(n,g)reactionsinextremelyhighneutron
flux．AndthequantitiveanalysisofvariationforFissionProductsvianeutroncaptureareimportant
andpossible．Inthiswork,asimplifiedmodelofextremelyhighneutronfluxfieldisconstructedand
calculationofchangeinnumberof１４７Ndbyneutroncapturereactionismade．Resultshowsthough
thereisinsignificantchangeof１４７Nd,itisnegligiblecomparingwithexperimentaluncertainties．
Keywords:fissionyields;highneutronflux;neutroncapture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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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３×１０８n/s自成靶DＧD中子发生器

柯建林,刘百力,刘玉国,胡永宏,刘　猛,唐　君,
邱　瑞,李　彦,刘　湾,伍春雷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中子发生器在中子学参数测量、材料分析、爆炸物检测、国土安全、中子照相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基于

全永磁微波离子源和钛自成靶技术研制了１台小型 DＧD 中子发生器,其设计中子产额为３×１０８n/s.该 DＧD中子发

生器采用全永磁微波离子源产生氘离子,束流强度为１~８mA.氘离子束能量设计为１１０~１２０keV,轰击到０．５mm
厚的钛自成靶上,与之前沉积的氘发生反应而产生中子.采用了侧向馈入高压和冷却水的方式,从而可以在０°方向利

用中子,具有较高的中子通量.该 DＧD 中子发生器已经进行了２００h以上的测试.目前,在离子能量为１２０keV、束流

强度为２．２mA时,中子产额测试结果达到最高,约为１．６×１０８n/s.在离子能量为７５keV、束流强度为６．８mA 时,

中子产额测试结果为１．３×１０８n/s,且继续提高离子能量后中子产额不再继续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在这样的条件下靶

上热量未能被及时带走,从而导致靶上温度升高,自成靶中氘离子浓度降低.为了提高靶的散热效果,拟将钛自成靶

由０．５mm厚的钛板改为在０．５mm厚铜板上镀５０μm厚钛膜.目前正在进行靶散热条件改进后的测试,然后应用于

一台煤质在线分析仪中.

关键词:DＧD中子发生器;永磁微波离子源;钛自成靶

　　　　　　　　　　　　　　　　　　　　　　　　　　　　　　　　　　　　　　　　　　　　　　　　　　
　

　
　

　 　　　　　　　　　　　　　　　　　　　　　　　　　　　　　　　　　　　　　　　　　　　　　　　　　
　

　
　

　
　

作者简介:柯建林(１９８６—),男,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粒子加速器技术相关研究工作

小型中子发生器在中子学参数测量[１Ｇ２]、材料分析[３]、爆炸物检测[４]、国土安全[５]、中子照相[６Ｇ７]等

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小型中子发生器主要有三种:放射性同位素中子源、DＧT中子管和小型DＧD中

子发生器.与同位素中子源和DＧT中子管相比,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虽然由于真空系统的存在而体

积略大,但具有不可忽略的优势:
(１)安全:一方面,与放射性同位素中子源相比,小型 DＧD中子发生器在运输和维护期间可以关

闭,减少了操作人员被辐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基本不存在氚污染.
(２)低成本:小型 DＧD中子发生器寿命长且关键部件可更换,导致在同等使用条件下其成本更

低;此外,小型 DＧD 中子发生器未工作时可以关断且没有任何污染,其维护和报废处理成本也

更低.
本文基于永磁微波离子源和氘自成靶技术研制了一台小型 DＧD中子发生器,其设计中子产额为

３×１０８n/s,目前最高中子产额测试结果为１．６×１０８n/s.

１　中子发生器

１．１　整体结构

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的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的氘离子由永磁微波离子

源产生,经过两电极加速结构后轰击到钛靶上,与前期沉积在金属钛里面的氘发生d(D,３He)n反应

产生中子,中子能量约为２．４５MeV.由于d(D,３He)n反应在０°方向的微分截面约为９０°方向的２
倍[８],为了更多地利用０°方向的这些中子,该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与LBNL的略有不同,冷却水和高

压均从侧向馈入到靶中.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的设计束流强度为１~８mA,设计引出电压为１１０~
１２０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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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小型 DＧD中子发生器结构示意图

１．２　永磁微波离子源

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采用永磁微波离子源产生氘离子.该离子源的微波功率由一个频率２．４５
GHz、功率１．５kW 的磁控管产生,经环形器、三销钉调谐器和９０°E弯波导传输到离子源处,并采用

微波窗馈入到放电腔内,如图２所示.微波窗由直径３１mm、厚度３０mm的Al２O３ 陶瓷和２mm厚的

BN圆片构成.放电腔直径为５０mm,长度为７０mm,引出孔直径为４mm.微波离子源的磁场由两

个内径７０mm、外径９５mm、长３０mm的钕铁硼永磁环产生.为了减小引出区间的磁场强度以降低

DＧD中子发生器的击穿概率,在永磁环靠近引出孔一侧放置了环状铁片,从而放电腔内的磁场强度呈

现一端强一端弱的分布.

图２　 微波离子源结构示意图

１．３　束流引出

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采用两电极引出结构.采用IBSIMU程序[９]对小型DD中子发生器的束流

光学进行了设计.图３所示为不同引出束流强度下的束流轨迹.从图中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引出结

构下,束流强度变化对束斑大小影响不大,从而可以更容易地调节中子产额.
为了降低电源负载和提高击穿电压,需对二次电子进行抑制.二次电子的抑制方式为:
(１)增大靶筒深度和减小引出口直径;
(２)靶与电极之间接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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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引出束流强度时的束流轨迹

１．４　自成靶

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采用自成靶产生中子,即氘离子入射到靶中后沉积在靶内,并与后入射的氘

离子发生反应而产生中子.自成靶采用钛,因为其具有较高的氘吸附能力.考虑到钛板更容易加工,
采用厚度为０．５mm、直径为６８mm的圆钛板作为钛自成靶.

钛自成靶的散热和绝缘是影响小型 DＧD中子发生器产额和寿命的重要因素.由于小型 DＧD中

子发生器的靶位于高压端,因此其散热和绝缘更加困难.
采用去离子水冲击靶背面的方式对钛自成靶进行散热,也同时实现自成靶与地端的绝缘.图４

所示为采用入口流速为０．２４kg/s时靶背面的流场分布,最高流速在距靶中心位置５mm处.考虑到

束靶匹配的关系,将束斑中心放置在水流速最高的位置———距靶中心位置５mm处.

图４　冷却水的流场分布

在防止真空沿面击穿方面,由于均聚甲醛的沿面距离是足够的,因此重点考虑电场结构对击穿的

影响(如图５所示).主要考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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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阴极三相点处,电场分布让电子往阳极运动而不会轰击到陶瓷上;
(２)增加屏蔽电极,防止杂散离子轰击到陶瓷沿面上;
(３)增加电场均匀性;
(４)电极倒圆弧且表面抛光.

图５　 DＧD中子发生器引出区的电势分布

在防止真空击穿方面,为了保证离子源与屏蔽电极间不击穿,需使引出区内气压小于０．００５Pa.
为了防止真空击穿,离子源电极与引出电极之间的间距应尽可能大.但根据束流光学计算结果,当间

距太长时束流的束斑较小,会影响靶表面的温度从而影响中子产额.最终,离子源与引出电极之间的

间距设计为１５~２０mm可调节.根据耐压测试中的经验,在引出间距约为１０mm 时,空载耐压可达

１００kV.

２　结果和讨论

图６所示为加工与安装完成后的小型DＧD中子发生器,由离子源及其微波传输系统、靶室和真空

系统等构成.小型DD中子发生器的主体长约０．６m,高约０．５m.

图６　 小型 DD中子发生器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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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状态下对小型DＧD发生器的出中子性能进行了调试.第一种状态束流强度较低,仅约为

１．８mA;第二种状态束流强度较高,最高可达７mA以上.DＧD中子发生器的中子产额采用３He正比

计数管进行测量.
束流强度较低时的中子产额测试结果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到在束流强度较低(约２．２mA)时,中

子产额在９５~１２０keV范围内基本线性增加.在氘离子能量为１２０keV 时,中子产额达到了１．６×
１０８n/s.根据此中子产额可以推算靶中氘原子与钛原子的比例约为０．５,其中反推时假设引出束流中

氘原子离子比例为６２％.

图７　 束流强度较低时中子产额测试结果

束流强度较高时的中子产额测试结果如图８所示,为氘离子能量７５keV时束流强度和中子产额

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在束流强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自成靶的中子产额会先上升然后达到饱和.
其最大中子产额为１．３×１０８n/s.另外,束流较强时氘离子能量从７５keV增加至９５keV未观察到中

子产额有明显变化.经过分析,这可能是由于采用纯钛板的自成靶散热效果太差.

图８　 束流强度及中子产额随时间的变化(氘离子能量７５k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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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自成靶的散热效果,将０．５mm厚的钛板改为在０．５mm 厚的铜板上镀０．０５mm 厚的

钛膜,镀膜方式为金属真空弧镀膜[１０].由于铜的导热系数比钛高出近一个量级,预期采用铜板镀膜的

方式后散热效果可以大幅提升,从而在较高能量和较强束流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子产额.
目前,对采用铜上镀膜方式的自成靶已经进行了初步测试.初步结果如下:在束流强度为

６．４mA的情况下,将离子能量从８０keV增加到８５keV,中子产额从１．０７×１０８n/s增加到了１．２４×
１０８n/s,并未出现采用钛板时的饱和现象,说明采用铜上镀膜的方式的确提高了自成靶的散热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对铜上镀膜自成靶的出中子性能进行全面的测试.

３　结论

本文基于ECR离子源和氘自成靶技术研制了一台小型 DＧD中子发生器.该中子发生器的设计

束流强度为１~８mA,引出电压为１１０~１２０kV,中子产额为３×１０８n/s.采用了侧向馈入高压和冷

却水的方式,从而可以在０°方向利用中子,从而具有较高的中子通量.目前,该 DＧD中子发生器的最

高中子产额调试结果为１．６×１０８n/s.
为了提高靶的散热效果,拟将钛自成靶由０．５mm厚的钛板改为在０．５mm厚铜板上镀５０μm厚

钛膜.目前正在进行靶散热条件改进后的测试.初步结果显示的确提高了自成靶的散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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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acompactDＧDneutron
generatorusingadrivenＧintarget

KEJianＧlin,LIUBaiＧli,LIUYuＧguo,HUYongＧhong,
LIU Meng,TANGJun,QIURui,LIYan,

LIU Wan,WUChunＧlei
(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Chemistry,CAEP,MianyangofSichuan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Neurongeneratorsarewidelyusedinthefieldofneutronscience,materialanalysis,

explosivedetection,landsecurity,neutronimagingandsoon．AcompactDＧDneutrongenerator
wasdevelopedat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 Chemistry withayieldof３×１０８ n/s．A
permanentmagnetmicrowaveionsourcewasusedtoproduceadeuteronionbeamwithacurrentof
１~８mA．Theneutronsweregeneratedbybombardinga０．５mmＧthicktitaniumdrivenＧintargetwith
the１１０~１２０keVdeuteronions．Toavoidtheneutronsatzerodegreeareintercepted,thewaterand
thehighvoltagearesuppliedfromthesidedirection．Theneutrongeneratorhasbeentestedmore
than２００hours．InthetestＧrun,themaximumneutronyieldofthegeneratorwas１．６×１０８ n/s,

whenthedeuteronionbeamcurrentwas２．２mAandtheionenergywas１２０keV．Whentheion
beamcurrentwasabout６．８mA,theneutronyieldwas１．３×１０８n/swiththeionenergyof７５keV
anddidn’tincreasewiththeincreaseoftheionenergy．Webelievedthisisduetothattheheaton
thetargetcouldnotberemoved,whichleadedtotherapidreleaseofdeuteronfromthetitanium
drivenＧintarget．Toimprovetheheatremovefromthetarget,a５０μmＧthicktitaniumfilmcoatedon
a０．５ mmＧthickcopperplatewassuggested．ThenewtitaniumdrivenＧintargetisundertestat
present．Thenitwillbeusedinacoalqualityanalyzer．
Keywords:DＧD neutrongenerator;permanentmagnetmicrowaveionsource;titanium drivenＧ
in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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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加速器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０MeV行波加速管研制

杨京鹤,韩广文,杨　誉,周文振,曾自强,王国宝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核技术应用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１０MeV行波加速管是１０MeV辐照电子直线加速器的核心部件,其研制过程包括物理设计、机械加工与微波调

配.本文阐述了一支１０MeV行波加速管的研制过程,该加速管工作频率为２８５６MHz,采用２π/３工作模式,全长约

２m,使用SUPERFISH 结合PARMELA完成物理设计,加速腔调谐主要使用活塞探针法,耦合器调配结合使用了三

频率法与移动负载法,整管调配时使用非谐振微扰方法,最终完成了该加速管的微波调配.整管的测量数据显示,调
配结果满足加速管的物理设计要求.

关键词:行波加速管;物理设计;微波调配;加速腔调谐;耦合器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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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电子束辐照的１０MeV电子直线加速器一般采用盘荷波导行波加速管,其结构简单、稳定性

好.因电子束辐照对束流品质的要求较为宽松,故在加速结构上不再单独设置预聚束段,而是在加速

管的前几个腔采用变相速设计来控制加速相位,提高纵向的俘获和加速效率.

１　物理设计

加速管的物理设计主要包括束流动力学设计和射频结构计算.束流动力学设计,即在给定输入

条件下,计算出合理的加速场强分布、场相速分布以使所加速的束流达到指标,射频结构计算即是根

据动力学计算结果进行加速结构的结构尺寸计算,能够在加速结构内激励起符合束流动力学设计的

电磁场分布[１].
束流动力学设计计算使用PARMELA[２]计算软件．PARMELA是电子直线加速器粒子动力学计

算程序,全称为“PhaseandRadialMotioninElectronLinearAccelerator”.它可以在用户定义的系

统中跟踪输运多粒子,进行二维空间电荷计算,三维点到点的空间电荷计算.在对粒子进行动力学计

算时首先将出射电子近似为一定数量的宏粒子,然后根据电子入射的六维相空间椭圆确定宏粒子的

分布.当宏粒子在微波射频场内运动时,PARMELA 使用多粒子跟踪法,根据电子在电磁场中的横

向和纵向运动方程来对宏粒子的运动进行计算,同时对每个宏粒子的运行轨迹进行记录.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图１(a)和图１(c)表明了电子经过加速管加速后被聚集在一个较窄的相宽度

范围内.从图１(b)我们可以看到,束斑的直径大小为８mm,图１(d)中所示束流能散度为８．１％,满足

辐照加速器的设计要求.
完成束流动力学计算后,使用 SUPERFISH[３]计算射频加速结构及电磁场分布 (见图 ２).

SUPERFISH 是由LosAlamosAcceleratorCodeGroup(LAACG)开发出的一款计算轴对称射频谐

振腔谐振频率、电磁场分布及其他微波参量的通用程序.它采用的是三角形网格划分,并且能根据腔

体的形状自动改变网格大小,因此它划分出的网格和腔壁形状很接近.计算速度比较快,计算误差也

较小,能够计算各种边界条件下加速腔的谐振频率以及相应的品质因数、有效分路阻抗等微波分量,
同时能给出加速腔内的电磁场场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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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加速管出口束流计算(相宽３０°内)
(a)为相谱;(b)为x－y束斑;(c)为Δφ－ΔW 相图;(d)为能谱

图２　２π/３模式的SUPERFISH 计算模型及场分布

２　机械结构设计

加速腔体采用碗形结构(或称杯形结构),部件刚性好,结构简明且焊缝少(见图３).

图３　 加速腔结构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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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腔链调谐与调配

对机械加工后的加速腔及耦合器进行调谐与匹配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一方面要保证微波功率可

以以尽量小的反射馈入加速管,保护元器件的同时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要在加速管中建立起符合物理

设计的加速场,保证电子束流处于合理的加速过程.

１０MeV行波加速管的调配工作主要包括加速腔链的调谐和耦合器的调配,其中加速腔链包括均

匀加速段(即光速段)和非均匀加速段(即聚束段),耦合器则包括连接光速段和矩形波导的输出耦合

器和连接非均匀加速段与矩形波导的输入耦合器.
当前,加速腔链调谐的方法[４－５]主要有活塞探针法、相位计法和场分布测量调谐方法,其中活塞

探针法简单易行,测量均匀加速段时非常方便,在非均匀加速段调谐时需要改进,相位计法和场分布

测量调谐方法则需要事先调配好耦合器才能进行调谐工作;耦合器匹配方法[４,６－８]主要有移动负载

法、变频三点法和三频率法,这三种方法各有特点,进行耦合器匹配工作时可结合使用,同时使用数值

模拟方法进行耦合器尺寸的模拟计算,可以提高调配效率.

３．１　加速腔调谐

１０MeV加速管工作频率为２８５６MHz,工作模式为２π/３,调谐的目的是使腔链既要满足频率要

求,又要满足相移量要求.在本文中,加速腔链的调谐主要使用活塞探针法.
活塞探针法属于谐振方法.该方法的测量原理如图４所示,活塞位于加速腔的中心平面位置,当

两活塞之间包括N 个整腔(不包括两活塞所在的半腔)时,能够激励起 N 个模式,其谐振频率分别为

π
N＋１

,２π
N＋１

,,Nπ
N＋１

,所以当两活塞之间包括两个整腔时,我们就可以测量到２π/３模式的频率,

但２π/３模式频率主要由中间两个整腔决定,并不能确定是哪一个腔需要修正,故我们可以测量单个

整腔的情况,即π/２模式,该模式频率仅由中间整腔决定,可以方便的调谐.

图４　 活塞探针法测量示意图

首先,我们计算出２π/３模式下的结构尺寸对应的π/２模式的频率fπ/２,a ,接下来使用活塞探针法

测量该腔的π/２模式的频率即fπ/２,b ,通过机械加工使fπ/２,a ＝fπ/２,b 即完成单腔调谐,最后将完成单

腔调谐的加速腔构成腔链,测量和验证２π/３模式的频率.将活塞探针法适当改进,也可用于调谐聚

束段腔链.

３．２　耦合器调配

对于２π/３模式电耦合盘荷波导,应用三频率法可以进行耦合器调配,调配结果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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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输出耦合器调配参数

项目及符号 fπ/２ fmean f２π/３

失谐耦合腔

失谐加速腔

相位差

１１８．３
－１．４

－１１９．７

１１３．６
－６６．７
－１８０．３

１０８．８
－１３１．９
－２４０．７

由于输入耦合器连接的是聚束段,为非均匀结构,我们改进移动负载法,将聚束段和输入耦合器

进行整体调配,因为此时聚束段已调谐好,得到的整体调配结果主要反映了耦合器的匹配情况.
图５中,点a、b、c为移动负载在三个腔移动时测得的反射系数点,由这３个点拟合的圆的圆心为

o.可见,圆心o与史密斯圆图的圆心基本重合,匹配较好.

图５　移动负载法测量的史密斯圆图

４　整管测量与精细调配

利用非谐振微扰法测量轴线上的电场分布如图６(a)所示,可以看出此时场分布并不平坦,从输出

耦合器开始就出现较大的反射波成分.

图６　整管调配前后的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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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计算得到输出耦合度βout＝０．７８,精细调配后得到场分布如图６(b)所示,此时βout＝０．９５.相

对于原始场分布,精细调配后的场分布更为平坦,驻波成分降低.经测量,各腔频率偏差处于

±３００kHz以内,平均单腔相移１２０．０４°,对应通带特性如图７所示,在工作频率点处的驻波比为１．０３,

δf＞４MHz(ρ＜１．２).

图７　 加速管通带特性

５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支１０MeV行波加速管,并根据物理设计完成了机械加工和微波调配,微波测量能

够满足要求.目前该加速管已完成高功率测试,束流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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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１０MeVtravellingacceleratingtube

YANGJingＧhe,HANGuangＧwen,YANGYu,ZHOU WenＧzhen,
ZENGZiＧqiang,WANGGuoＧbao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deparmentofnucleartechnologyapplication,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１０MeVtravellingwaveelectronlinearacceleratingtubeisthecorecomponentof１０MeV
electronirradiatinglinac．Thedevelopmentofthetubeinvolvesphysicaldesign,machiningprocess,

microwavetuningand macthing．Theprocessofdevelopmentofa１０ MeV travelling wave
acceleratingtubeisillustratedinthearticle．Microwavefrequencyis２８５６MHz．Thetubeoperates
in２π/３modeandlengthis２m．TheSUPERFISHandPARMELAareusedtofinishthephysical
design．TheplungerＧprobe methodisusedtotunecavities．Theshiftingload method,usedin
conjunctionwiththreeＧfrequencyＧpointmethod,isimprovedtomatchcouplers．Thetestresultcan
meetphysicaldesignrequirement．
Keywords:travellingwaveacceleratingtube;physicaldesign;microwavetuningand matching;

acceleratingcavitiestuning;coupler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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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紧凑型DＧD中子发生器

黄智武１,王俊润１,２,张　宇１,２,卢小龙１,２,韦　峥１,２,马占文１,姚泽恩１,２

(１．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２．兰州大学教育部中子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DＧD中子发生器中子产额可调、关机时没有放射性的产生,有更好的安全性能,可代替同位素中子源,在中子应

用技术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兰州大学正在研制１台用于中子活化分析的紧凑型 DＧD中子发生器.该中子发生器

采用双等离子源为其提供氘离子,并采用自注入靶结构,靶上由于离子轰击产生的二次电子用磁场来抑制.目前,样

机已经搭建完成并正在对其进行相关的测试,结果表明,氘束能量１４０keV,高压负载电流为３mA 的条件下,中子产

额达到２．４２×１０８n/s,并可在中子产额大于１×１０８n/s下连续稳定运行,高压打火的问题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频次较

少,中子发生器的运行稳定性较好.

关键词:中子发生器;自注入靶;DＧD中子;中子活化分析

　　　　　　　　　　　　　　　　　　　　　　　　　　　　　　　　　　　　　　　　　　　　　　　　　　
　

　
　

　 　　　　　　　　　　　　　　　　　　　　　　　　　　　　　　　　　　　　　　　　　　　　　　　　　
　

　
　

　
　

作者简介:黄智武(１９９２—),男,江西新余人,博士在读,现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子物理及应用计技术

紧凑型DＧD中子发生器因其体积小,不使用放射性氚,有更好的安全性能,可代替同位素中子源,
在工业在线中子活化分析、中子照相、爆炸物及毒品检测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价值[１－３].早先的紧凑

型DＧD中子发生器主要以密封中子管为主,但因其结构限制及使用微型潘宁离子源,D束流只有几十

微安,中子产额低,不能满足应用需要.开发D束流大于１mA,DＧD中子产额大于１０８ns－１的紧凑

型中子发生器已成为中子应用技术开发的迫切需要.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NationalLaboratory)已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紧凑型中子发生器[４－６],国内此方面的研究相对

滞后[７－８].兰州大学正在研制一台用于工业物料成分在线中子活化分析的紧凑型DＧD中子发生器.目

前,样机已搭建完成并完成了一些测试工作,本文给出了该中子发生器的典型测试结果.

１　紧凑型DＧD中子发生器设计结构及参数

所开发的紧凑型DＧD中子发生器结构及组成如图１所示[９],由中子发生器主体、电源及控制测量

集成柜、工控机、冷却循环机等四部分组成.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DＧD中子产额:　　　　　　　＞１０８ns－１

靶上D束流:　　　　　　　　≥１mA
靶上D束斑直径:　　　　　　≤２０mm
D束流能量:　　　　　　　　１００~１２０keV
中子发生器主体外形尺寸:　　直径２００~３００mm;长约１０００mm
中子发生器主体结构为圆筒形,外形尺寸长约９８cm,最大法兰外径为ϕ２８cm,由离子源系统、离

子束引出加速及靶系统、高压接头、真空腔和真空泵等部分装配而成,各部分通过“O”圈实现真空密

封,其结构如图２所示.圆筒形真空腔体外径２３４mm,内径２２６mm,采用一组分子泵机组抽气,以保

证腔内真空度好于１×１０－４Pa.采用自注入钛靶,极大地延长了单靶的寿命.真空腔两端法兰均可

打开,损坏部件可以得到及时的更换,如靶片等,有效提高中子发生器的使用寿命,降低使用成本.离

子源采用双等离子体离子源,负高压通过高压电缆和高压接头馈入到引出加速电极,在离子源阳极和

引出加速电极间建立电场,从离子源引出D离子束,并加速到约１２０keV,轰击在钛靶上,在钛靶上发

生DＧD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约２．５MeV的快中子.高压接头由陶瓷绝缘环(长２５cm,外径１１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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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电缆、冷却管道以及两端的不锈钢法兰通过“O”圈密封装配而成,在其内部密封空腔内充入变压

器油,以保证高压接头内部具有良好的高压绝缘性能.D靶位于引出加速电极圆筒内,与引出加速电

极同电位,均由高压接头支撑,悬浮于负高压端.通过在靶附近放置一对永磁铁的方式来减少靶上产

生的二次电子穿出加速电极孔的数量.圆筒形中子发生器外壳接地,以保证使用安全性.靶和离子

源均采用油冷,以降低高压空载时的漏电流和杜绝离子源内部铁生锈的情况.

图１　 中子发生器的总体机构

图２　 中子发生器主体结构

２　测试结果及讨论

在引出加速D束出中子之前,开展了质子束调试.图３中给出了束流在靶上的束斑照片,测试时

靶为１mm厚的铝片.因靶片倾斜与束轴线成４５度安装,故靶片上束斑图像为椭圆,椭圆半短轴约

５mm,半长轴为７mm,说明束流大部分落到了靶片上,束流截面为一圆形,其直径约为１０mm,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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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指标中束流束斑直径小于２０mm的要求.在不加磁抑制和加磁抑制条件下,测量了高压电源负

载电流随高压电压的变化曲线,结果如图４中所示.由图中结果加磁抑制后,高压电源的负载电流明

显减小,从实验上验证了磁抑制的有效性.下面给出的结果都是在加磁抑制情况下得到的.

图３　 质子束在靶上的束斑图 图４　在不加磁抑制和加磁抑制条件下,负载电流随引出加速高压的变化曲线

采用一块钛靶片,在自注入模式下开展了D束和出中子调试.采用EJ４１０闪烁体探测器对产生

的中子进行测量,它主要是用来测量快中子的,对伽马光子几乎不敏感.现场测量时,探测器放在中

子发生器真空腔体的外端,且贴近腔体,探测器中心与靶片中心在同一水平面,相距１２７mm,探测器

与束流方向的夹角为９０°.根据厂家给出的 EJ４１０对中子的探测效率曲线(对２．５MeV 中子的探测

效率为１％)和探测器灵敏体积相对于靶点的立体角,可计算出单个探测器计算对应的中子数.在这

个计算中,器壁慢化及衰减、不同能量的效率不同等因素造成的中子产额低估等修正未考虑.

图５　 测量得到的 D(d,n)３He核反应中子的多道谱

图５给出了使用EJ４１０快中子探测器测量得到的D(d,n)３He核反应中子的多道谱,由结果可以

看出,多道谱上显示了明显的中子峰(对应中子能量约２．５MeV),说明DＧD中子已经产生.测量了在

一定高压负载电流下,中子产额随加速高压的变化曲线,结果如图６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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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随加速高压增加而增大,当加速高压为１４０kV 时,中子产额达到了２．４２×１０８n/s,高于我们的设

计指标.图７给出了保持中子产额大于１×１０８n/s时,中子产额随时间的变化数据.从图７中可以

看出,在１５０min内的中子产额的比较稳定,且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加速腔内高压打火的情况出现的

比较少,中子发生器运行长期稳定较好.

图６　 中子产额随加速高压的变化数据

图７　 中子产额随时间的变化数据

３　结论

(１)完成了紧凑型DＧD中子发生器样机的装配,并开展了相关的测试工作.
(２)质子束测试结果表明,离子源内引出的束流基本落到了靶片上,束流在靶上束斑直径约为

１０mm,满足总体指标中束流束斑直径小于２０mm的要求;同时,从实验上验证了二次电子磁抑制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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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采用一块钛靶片,在自注入模式下开展了D束和出中子测试,测试结果表明,靶上发生了 DＧD
聚变反应,中子产额达到了２．４２×１０８n/s,且能在中子产额大于１×１０８n/s条件下长时间稳定运行,
高压打火的问题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频次较少,中子发生器运行长期稳定较好.

(４)下一步对探测器进行刻度,得到准确的中子产额数据;同时,将进一步开展二次电子抑制方法

实验研究,给出更为有效的抑制方法;此外,开展长时间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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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acompactDＧDneutrongenerator

HUANGZhiＧwu１,WANGJunＧrun１,２,ZHANGYu１,２,
LUXiaoＧlong１,２,WEIZheng１,２,MAZhanＧwen１,YAOZeＧen１,２

(１．School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Prov．７３００００,China;

２．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forNeutronApplication,MinistryofEducation,

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Prov．７３００００,China)

Abstract:TheDＧDneutrongeneratorisanexcellentalternativetoradioactiveneutronsourcesdueto
whentheneutrongeneratoristurnedoff,noradioactivityisproducedandtheneutronyieldis
adjustablewhenthegeneratorisinoperation．Ithaswideapplicationvalueinneutronapplication
technology．AcompactDＧDneutrongeneratorbasedonDＧDfusionreactionsisbeingdevelopedfor
neutronactivationanalysisatLanzhouUniversity．Aduoplasmatronionsourcewasusedtoproduce
deuteronbeam,andneutronsweregeneratedonatitaniumdriveＧintarget．Thesecondaryelectron
fromthetargetduetoionbombardmentwassuppressedbymagneticfield．Theneutronyieldwas
measuredthroughanEJ４１０scintillatordetectorupto２．４２×１０８DＧDn/sfor３mAofbeamcurrent
and－１４０kVofacceleratingvoltageandtheoperationoftheneutrongeneratorwasfairlystable．
Keywords:neutrongenerator;driveＧintarget;DＧDneutron;neutronactiva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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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气掺杂对潘宁源负氢离子产率的影响研究

陈宇航,马　帅,龙继东,石金水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负氢离子潘宁源作为１１MeV小型回旋加速器的核心部件之一,它的离子产率是一个关键参数,当前离子源引

出缝面积小于２mm２,在加速器内能够引出１mA以上的离子流,为了进一步提升离子源引出束流强度,我们研究了

Ar气掺杂情况下离子源引出束流强度受到的影响.实验测量了掺杂气体前后的 H－离子信号曲线,实验表明在放电

氢气中掺杂入少量的 Ar气能够有效提升相同弧流下的 H－ 离子产率,在向离子源内通入４sccm 氢气的条件下,３kV
引出电压时７．５％的掺杂量可以提升６０％的 H－ 离子产额.另外,本文还通过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实际分析实

验数据,分析了 Ar气对 H－ 离子产率影响的物理机制,得出以下推论:Ar气的加入之所以能提升 H－ 离子的产率,是
因为它为负氢离子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反应通道,提升了振动激发态氢分子浓度、增加了 H－ 形成.

关键词:潘宁离子源;负氢离子;Ar气掺杂

　　　　　　　　　　　　　　　　　　　　　　　　　　　　　　　　　　　　　　　　　　　　　　　　　　
　

　
　

　 　　　　　　　　　　　　　　　　　　　　　　　　　　　　　　　　　　　　　　　　　　　　　　　　　
　

　
　

　
　

作者简介:陈宇航(１９９１—),男,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加速器离子源、低温等离子体物理、气体放电物理的研究

由于１１MeV小型回旋加速器结构紧凑,因此我们研制了一个简单、高效的负氢潘宁离子源为其

提供离子束流,该离子源具有内置于加速器中心区、阴极无外加热源、结构简单紧凑、离子源内引出的

离子纯净、无复杂的束流注入系统等特点.本实验所研究的离子源在１１MeV 加速器内运行时的相

关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离子源在加速器内的运行参数[１Ｇ５]

参数类型 数据 参数类型 数据

放电腔体积 ＜５５０mm３ 弧流 ０．６~０．９A

引出缝面积 ＜２．０mm２/径向引出 H－ 流强 ＞１mA

工作气体、引出离子 H２/H－ 电子温度 ４０００~７０００K

气流量 ２~９cm３/min 运行模式 电弧放电

由加速器的实际使用需求,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 H－ 离子的产率,因此对不同气体掺杂情况

下的 H－ 离子引出进行了实验研究并进行了理论分析.

１　实验装置与实验结果

本研究在离子源实验平台(如图１所示)上进行,引出电压较加速器内更低.由于离子源内其他

物质不会电离形成负离子,因此正高压将只能引出离子源内的负氢离子与电子,而电子在引出缝出口

处即被强磁场偏转开而不进入引出极内,因此在收集极上只能收集到负氢离子的信号.为了排除空

间中的杂散电荷对收集极接收到的 H－ 电流信号造成影响,我们采用了电屏蔽盒法[６]对束流信号进行

了测量.实验研究的离子源及束流测量装置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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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离子源实验平台

　　

图２　离子源及束流测量结构

实验采用直流的高电压引出离子源 H－ 离子束流,离子源内气流量稳定在４sccm,放电弧流保持

１A不变,引出极与离子引出缝间距３mm.实验研究了在该条件下不同流量的 Ar气与氢气掺杂后,
离子源放电时的引出束流变化以及弧压变化情况.图３为向４sccm 氢气中掺杂不同量的氩气后,不
同引出电压情况下的引出束流强度,结果表明在掺杂少量 Ar气后 H－ 束流强度大幅度提升,且 Ar气

量越大束流越强,在其他的氢气流量下,也有类似规律.实验同时发现,掺杂 Ar气后,放电弧流不变

的情况下弧压有所升高.但由于 Ar离子对阴极的强烈轰击,造成阴极烧蚀速度加快,目前实验中无

法获得准确的 Ar气掺杂比例与弧压的定量关系.

图３　Ar气掺杂对 H－ 离子引出的影响关系

２　实验结果的讨论

２．１　负氢离子的产生机制介绍

M．Bacal与 G．W．Hamilton于１９７９年测量到在低气压等离子体中电子温度０．１~０．４eV时,

H－ 离子含量达到最高[７],与等离子体内电子的比例可以达到n－/ne＝０．３５.当前的负氢离子源负氢

离子产生机制的研究普遍认为,离子源内产生负氢的主要过程[８－９]为:
(１)先由能量相对较高的电子与基态氢分子产生电子跃迁激发的氢分子或 H－

２ 离子

H２(v＝０)＋e→H∗
２ ＋e

e＋ H２(v＝０)→H－
２

∗

(２)H∗
２ 与 H－∗

２ 会自发的发出光子(后者还会释放出电子)退激到氢分子的振动激发态 H２(v＞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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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激发态的氢分子由于其具有电荷对称性,不会自发的发生辐射退激,因而具有较长的寿命.
(３)最后,振动激发态的氢分子与低能电子发生分解吸附产生 H－ .

e＋ H∗
２ (v)→H－ ＋ H

根据本课题组对离子源引出缝处的电子温度进行的光谱分析[１０－１１],在离子源引出缝附近的电子

温度为０．３~０．６eV,因此此时在本离子源内正大量的发生着上述的激发－退激－分解复合过程.

２．２　掺杂Ar气对H－离子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要研究 Ar气掺入氢气进入离子源内以后对 H－ 离子产生的影响原因,可以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上

进行表述.从宏观参数的变化来看,弧流不变的情况下弧压升高,直接提升了阴极的加热功率,增强

了阴极热电子发射的能力,提升了弧流中电子的含量,增加了离子源内的电子密度,而在引出缝位置

的电子温度却不因此发生太多变化,因此导致了 H－ 离子产率的提升.
从微观的反应通道来分析,根据课题组的离子源光谱诊断研究工作[１０－１１],光谱分析结果表明在

纯氢气放电条件下弧流或气流的增加会降低源内电子温度,结合宏观参数的变化,弧流中电子流比例

的增加也会适当降低电子温度,但是实验中观察到弧压的升高却又可能提升电子温度,因此在脱离光

谱测量结果的前提下无法明确的分析出电子温度的真实变化情况.在这里我们参考了 NPCurran
等人在一个磁约束的灯丝驱动放电直流等离子体中进行的气体掺杂的实验研究[１２],他们认为掺杂氩

气以后之所以会提升 H－ 离子的产率,直观上是因为电子密度提升的同时电子温度也发生降低,但根

据对比Xe气掺杂的实验发现,更高电子密度、更低电子温度的 Xe气的掺杂质量发生变化时,对 H－

产生的影响效果却并不明显,远远不如 Ar气的效果.因此他们认为在电子密度提升、电子温度降低

的同时,Ar气的最低能的气体激发态将与氢分子相互作用,形成振动激发态的 H２ 分子;或者是氩原

子被电子连续激发后发生退激辐射发出光子,这些光子激发了氢分子形成 H２(v＞０).在本实验中,
我们认为在本离子源内发生了类似过程,根据课题组的计算机模拟研究结果[１３]与电离理论,潘宁源中

在阴极附近的区域电子温度较阳极筒内要高,H２(v)主要在这个区域内形成.向离子源内通入氩气

后,由于氩气激发氢气过程的发生,为 H２(v＞４)的形成打开了一个新的反应道,因而离子源内局部的

电子温度只需要达到相应反应的阈值能量即可产生 H２(v＞４),更大量的 H２(v＞４)形成并扩散至引

出缝附近,使 H－ 离子产率显著提升.

３　推论与下一步研究计划

通过实验研究与理论分析,我们得到以下推论:通过向离子源内掺杂 Ar气可以通过改变源内的

电离反应来增加离子源内的 H２(v)粒子的浓度,达到提升等离子体中 H－ 离子比率的目的,最终得到

一个引出流强更强的负氢离子潘宁源.另外,本实验研究还发现 Ar气的掺杂将会给当前结构的离子

源阴极带来强烈的烧蚀,会影响离子源的使用寿命,如果要通过向氢气中掺杂 Ar气的方式来提升负

氢离子产率,需要对当前离子源结构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改进.
实验中并未对掺杂 Ar气后的离子源电子温度变化进行测量,为了增强对离子源放电机制的掌

握,我们将研究掺杂气体对电子温度的影响,以及电子温度与弧压变化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不同

反应通道向等离子体内的引入后影响弧压变化的微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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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theargonadulterationontheHＧions
productionofthepenningionsource

CHENYuＧhang,MAShuai,LONGJiＧdong,SHIJinＧshui
(CAEPInstituteoffluentphysics,Mianyang,SichuanProv．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NegativehydrogenPenningionsourceisoneofthekernelassembliesofthe１１ MeV
compactcyclotron．Theionyieldisakeyparameterofthisionsource,morethan１mAionbeam
fluxcanbeextractedfromourionsourceinthecyclotron,fromtheareaofextractionslitlessthan
２mm２．Inordertoimprovethestrengthofionbeamfromtheionsource,we’vestudiedwhat
influencescanargonmakesontheintensityofionbeam．Theexperimentmeasuredthesignalofthe
negativehydrogenionswhenalittleargonwasaddedin．Fromtheexperiment,weknowthata
smallquantityofargonmixedinhydrogencanefficientlyadvancetheoutputofnegativehydrogen
ionwhenthearccurrentisthesame．Inaddition,consideredformerstudyresultsofourteamand
theories,thisarticleanalyzedexperimentaldataonhowargoncaneffecttheproductionofnegative
hydrogen．Asaresult,theadditionofargoncanimprovethedensityofthevibrationalhydrogen
molecules,increasetheformofH－ ．
Keywords:penningionsource;negativehydrogenion;additionofar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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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一号”激光装置主放大器的优化设计

陆　泽,高智星,胡凤明,路建新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本文借鉴近些年来国外 KrF激光装置脉冲功率源采用的新技术,提出对“天光一号”激光装置脉冲功率源主放大

器进行优化.一条２．５Ω脉冲形成线变成４条１０Ω脉冲形成线,一个多级激光触发开关被４个单极 N/V 型开关代

替,减少开关电感,增加驱动阻抗,使二极管上的电压波形上升时间更快,改善输出到二极管的电压波形状,减少低能

电子的产生.径向绝缘二极管、模块化条状阴极、引导磁场的使用,减小了二极管电感,提高了电子束的传输效率.激

光腔窗镜改为方形、调整激光工作气体比例,充分利用电子束泵浦资源,提高激光输出能量.通过上面的优化,期望提

高装置的输出能量,运行稳定性,可持续运行能力,延长运行维护周期.

关键词:激光触发开关;条状阴极;传输不稳定性;引导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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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F激光具有短波长、宽频带、高效率、高束质,可单次和重复频率运行的优点,模拟计算的结果

显示,对于惯性聚变直接驱动点火方式在５００kJ的能量下,可获得＞６０倍的增益,而采用冲击点火方

式,可以得到更高的增益和需要更小的激光能量(能量＜２５０kJ,几百ps,约１０１６ W/cm２)[１].
因而被认为是惯性约束聚变反应堆驱动器的一种很有希望的候选者.但由于 KrF激光具有波长

短、受激界面小,因此要求很高的泵浦速率,尤其是要获得高能量、高功率 KrF激光,要求用强流电子

束泵浦,对泵浦脉冲功率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内外相继发展了很多的大型强流电子束泵浦的

KrF激光装置.
目前,已稳定运行的 KrF激光装置有美国海军实验室的 NIKE装置,其二极管电压６００kV,二极

管电流５４０kA×２,脉宽２５０ns,激光窗口６０cm×６０cm,电子束泵浦区６０cm×２００cm,引导磁场:

０．２T,激光能量３~５kJ,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KrF激光装置[２].美国海军实验室Electra激光器,其
电压:５００kV,电流１００kA(×２),脉宽１４０ns,阻抗５Ω,引导磁场０．１４T,电流上升时间小于４０ns,
电流分布不均匀性小于１０％,通光口径３０cm×３０cm,激光能量７００J,激光输出效率可以达到６％~
７％,激光产生本征效率约１２％,激光腔维修周期约几万炮,重复频率５Hz[３],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台重

复频率运行电子束泵浦 KrF激光装置.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天光一号”激光装置主放大器是国内最大的自主研发的 KrF激光装

置.其二极管输出电脉冲６００kV,２４０kA,２００ns;激光输出能量４００J.其 Marx发生器至二极管电

子束产生效率约６０％~７０％,电子束能量沉积率约３５％~４０％,激光产生本征效率约６％~７％,由

Marx发生器至激光产生能量转换效率约１．６％~２％,激光腔维修周期约１５０~２００炮.“天光一号”
激光装置主放大器工作在放大状态时,６束激光注入,每束２３ns,输出总能量约１２０~１５０J.与国外

二极管电子束指标相近的 Electra装置相比,“天光一号”激光装置主放大器的性能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１　脉冲功率源优化

KrF激光装置的脉冲功率源要求较低阻抗、近似方波的输出电压和高能量传输效率,以便产生束

能均匀的大电流电子束.优化和提升效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天光一号”激光装置主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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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见图１).

图１　“天光一号”激光装置结构图

１．１　压缩输出束流的脉冲宽度

装置作为放大器使用时,６束激光通过 MOPA角多路注入激光腔,总脉冲宽度小于１４０ns,考虑

装置的抖动性能,１５０ns的二极管束流脉冲宽度足够满足作为放大器的使用要求.将脉冲形成线的

脉冲宽度由２００ns,降低到１５０ns,相应的调整 Marx发生器的储能电容,与脉冲形成线匹配,理论上

讲,二极管束流的利用率可以提高２５％.

１．２　激光触发开关的优化

激光触发开关的有效上升时间对二极管电压波形的上升沿有很大的影响,慢上升时间会产生大

量低能电子,低能电子大部分沉积到二极管阳极膜和压力膜中,造成膜的温升,影响的膜的寿命,过膜

后的低能电子能量低,对激发产生激光的气体介质贡献很小,从而降低了电子束的能量沉积效率.
开关引起的有效脉冲上升时间可以表示为[４]:

τ总 ＝τL ＋τR (１)

τL ＝L/Z (２)

L≈２dlnb
a ≈１４d (cm)(nH) (３)

τR ＝ ８８
(nZ)１/３E４/３

０
(ρ/ρ０)１/２ (ns) (４)

式中:τL 是通道电感引起的时间常数;L 是开关火花通道的电感;τR 是通道电阻引起的时间常数;E０

是开关的击穿电场(MV/m);ρ/ρ０ 是气体密度在标准状态下与空气密度之比;n是火花通道数;Z 是驱

动阻抗.

图２　Electra激光装置脉冲功率系统结构图(单边)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决定开关上升时间的

因素有开关工作场强,开关气压,开关间隙和火花

通道数量.目前使用的激光触发开关主要有三

种:“天光”激光装置主放大器采用的轴向绝缘多

电极开关,其结构复杂,检修难度高,开关聚焦透

镜寿命短,开关工作场强低,火花通道长,主电极

为单火花通道,开关电感大;美国 Electra激光装

置放大器[６]使用的径向绝缘单电极开关(见图

２),其结构简单,聚焦透镜寿命长,开关场强高,火
花通道为单通道,开关电感较小;“PPG－１”装置

使用的径向绝缘N/V型单电极开关,其结构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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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因透镜处于辅助间隙,所以透镜寿命长,主电极可形成３~４个火花通道,开关电感最小.后两种

激光触发开关都是可以选择的结构.

１．３　脉冲形成线的优化

以４条１０Ω脉冲形成线代替一条２．５Ω脉冲形成线,分别与４个激光触发开关连接,提高开关

的驱动阻抗,原理上讲,可以将通道电感引起的时间项减小４倍,降低了激光触发开关的电流通过要

求,提高开关的使用寿命.
优化后的主放大器脉冲功率源,将拥有更高的驱动阻抗,更小的开关电感,更高的能量利用率,可

以获得优于Electra装置的二极管电压波形(见图３),得到较均匀束能的电子束.

图３　Electra激光装置二极管电压波形

２　二极管性能优化与电子束传输

“天光一号”激光装置主放大器采用双向泵浦,有２个二极管,４个轴向绝缘的平板阴极,４张

２０μm钛膜阳极、４个几何透过率约９０％的膜支撑结构(hibachi)、４张５０μm钛压力膜构成.

２．１　二极管绝缘

二极管电感影响二极管电流上升速率,对于泵浦 KrF激光的低阻抗二极管,R 值较小,电感太大,
二极管电流峰值上不去,低电感就特别主要了.优化方案:径向绝缘与轴向绝缘相比有更小的电感,
至于径向绝缘问题,可以采用轴向绝缘中行之有效的电容均压结构解决[４],在“天光二号”装置中,这
种改进型径向绝缘结构,将二极管电感从原来的７０nH 降低到４０nH,实践证明这种结构强度好,工
作可靠.

２．２　二极管电子束箍缩

在阴阳极间隙中运动的电子受到间隙中纵向电场和束流本身径向电场的作用力以及束流自磁场

的作用,当束流的直径比阴阳极间隙大许多时,束流自生的磁场力比电场径向力大许多,束流就会发

生箍缩现象[５].优化方案:加轴向引导磁场,使电子束更均匀的入射到激光腔,且电子以螺旋运动的

方式进入激光腔,增加了与激光介质的作用长度,有利于电子束在激光介质中的能量沉积,相同的激

光腔参数下,更高的电子能量可以获得同样的均匀能量沉积,从而提高激光介质的负载能力[６].在

LosAlamosAurora激光装置上进行的电子束传输３D模拟计算显示,当几何透过率为６５％时,不考

虑电子束过膜损失的条件下,电子束传输效率为４２％,增加１．５KG的引导磁场后,电子束传输效率

为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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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二极管阴极

二极管阴极是产生高功率强流电子束的关键．在国内外激光装置上使用的典型阴极结构主要有,
平板阴极、条状阴极、改善发射电场形状的条状阴极、蜂窝陶瓷阴极等.阴极材料有天鹅绒、碳纤维、
多孔陶瓷等.实验和理论模拟表明大面积电子束二极管存在明显的传输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

时间和空间上对电子束进行调制,使电子束在能量和动量上产生广泛的分布,降低了电子束传输的效

率[８].Nike激光装置二极管产生的５００kV单能电子,由于这种传输时间不稳定性,使电子能量分布

从２５０~７５０kV[９].能量损失１０％~２０％.使用条状阴极,每条之间使用能吸收微波的材料或者使

用蜂窝结构陶瓷阴极可以减小这种不稳定性的产生(见图４)[１０].

图４　条状阴极与平板阴极对束流传输不稳定性的影响[９]

陶瓷阴极放在初级发射体前,初级电子进入多孔结构内,多次折射产生二次发射,发射电子,其制

作工艺复杂,且涉及材料性能,不易实现.因此二极管阴极优化方向选择改善边缘场发射的条状阴

极,其每条阴极间隙与主膜支撑结构相对应提高束流几何透过率(结构示意图见图５,Electra装置平

面阴极和条状阴极能量沉积效率数值模拟见图６[１１－１２]).

图５　条状阴极结构示意图[９]

　　

图６　国外装置能量沉积２D模拟

１．２atm氪气,２０μm钛膜,５００keV电子能量

１atm＝１０１３２５Pa

２．４　二极管主膜寿命

二极管主膜用于分隔二极管真空界面和激光腔激光工作气体界面,影响其寿命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方面是hibachi机械结构,另一方面是电子束轰击.对于平面阴极,由于要达到较高的几何透过率

(约９０％),要求hibachi的支撑筋尽可能的窄和薄,机械承压结构设计比较临界,长期运行造成支撑筋

断裂和主膜边缘密封结构破坏.采用条状阴极,其电子束发射区错过hibachi支撑筋,hibachi结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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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设计空间,其机械承压结构造成的主膜损坏的几率变小.电子束轰击造成主膜损害主要表现

在二极管电压的后脉冲上,后脉冲造成阴极上产生斑点,从而进一步造成阳极和主膜的损坏.改善二

极管电压波形,提高电压波形上升沿,减少低能电子沉积到主膜中,改善二极管阻抗匹配性能,减小二

极管电压波形后脉冲,可以提高主膜的寿命.

３　激光腔参数优化

激光腔输出能量由电子束泵浦功率、激光腔结构和激光腔工作气体成分决定.“天光一号”激光

装置主放大器激光腔横向尺寸３０cm,纵向尺寸１２０cm,二极管输出束能５００kV×２００kA×１４０ns,
有效通光口径ϕ２６０mm.基于卢瑟福实验室的电子束泵浦氟化氪激光动力学模型[１２],我们进行了简

单的计算,对现有装置进行如下优化:
(１)将窗镜有效通光口径改为３０cm×３０cm 的方窗,提高几何提取效率,充分利用有效激活截

面,在相同的泵浦功率密度条件下,且激光工作气体均匀泵浦,激光输出能量约提高７０％.
(２)调节工作气体F２ 含量,使其充分燃烧,获得最佳氟气消耗和最高能量输出.
(３)采用富氪工作气体配比,有限提高输出激光能量,降低工作气压,提高主膜寿命,适当减小窗

镜厚度,减小B积分.

４　结论

通过对“天光一号”激光装置主放大器的优化,可提高装置的能量转换效率;提高装置的输出能

量;增加装置的连续运行能力,提高寿命;延长装置的维护检修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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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seddesignofmainamplifierof
the“heavenＧ１”laser

LUZe,GAOZhiＧxing,HUFengＧming,LUJianＧxi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heproposaltooptimizedthemainamplifierof“heavenＧ１”laserfacilitywaspresented．In
thisarticle．ReferringtosomenewtechnologyappliedonforeignKrFlaserfacility,thePFLof２．５
ohmimpedancewillbecomefourPFLof１０ohmimpedanceandamultistageswitchtriggeredby
laserwillbereplacedbyfouraloneswitchofdoubleelectrodetodecreaseswitchinductanceand
increasedrivenimpedance．Suchvoltagepulsedshapewillbeimprovedwithashorterrisetime．The
radialinsulateddiodewiththeslottedcathodeandaccessionalmagneticguidefieldcandecreasediode
inductanceandimproveenergydepositionrate．ForthecounterEＧbeam pumpedamplifier,the
rectangularwindowhasmoregeometryefficiencythantheroundedwindow．Ahighersmallsignal
(g０≈１０％cm－１)andlargernonＧsaturablelosses(g０/α≈１０)willbeachievedwithanoptimizedgas
compositiongain．Itwillbeexpectedtoincreaseoutputenergyandstabilityanddurabilitywiththis
proposal．
Keywords:switch;slottedcathode;transittimeinstability;magneticguid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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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kW 高功率电子辐照加速器脊形加速腔的设计

郑朔宇,李金海,曾自强,李春光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一种用于辐照加工的高功率电子辐照加速器 Ridgetron的脊形加速腔的物理设计方法.该加速

器的设计工作频率为１００MHz,输出电子能量为１０MeV,设计功率为５０kW.本文首先对加速器的脊形加速腔进行

了电磁场模拟计算,确定了电磁场的工作模式.然后本文以腔损耗较小为目标,研究了腔体设计的关键参数如腔长

度,加速间隙,电脊板厚度,电脊板长度,电极头对腔损耗的影响.之后,本文分析了不同加速次数对能量获得的影响,

并确定了合适的加速次数.

关键词:脊形腔加速器;辐照加工;电磁场计算;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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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辐照加速器装置是辐射加工产业的基础设备之一,全世界辐射加工产业的市场总量近年来

持续增长.功率越高的辐照加速器装置对辐照产品的批处理能力也越强,经济效应也会更高,因此在

辐照应用方面,大功率越来越重要.目前国内已经商业化的大功率辐照加速器是１０MeV/２０kW.

１０MeV/２０kW 电子辐照加速器多为S波段的加速器,受限于目前的商业化功率源频率越高,平均功

率越小的现状,S波段辐照加速器的功率很难２０kW 之上有更大的突破.

图１　Rhodotron加速原理

未来１０~２０年,电子辐照加速器主力机型束流功率会

提高到５０kW,需要发展新的加速原理和工艺设备.射频

功率源是加速器束流能量提高的能量来源,是目前制约束

流功率的主要瓶颈之一.一般而言,射频功率源的频率越

低其平均功率越容易做高,从提高辐照加速器功率的角度

说,为获得更大功率的辐照加速器,采用较低的射频工作频

段.１００MHz的射频功率源可输出几百kW 的平均功率,
商业化的功率源产品较多,能够满足５０kW 的束流功率需

求.因此国际上都对１００MHz的加速结构进行了大量实验

与工程研究,例如IBA公司研发的 Rhodotron,它的结构原

理图如图１所示,因为加速轨迹像梅花瓣,因此也叫做梅花

瓣 型 加 速 器,其 他 类 似 的 大 功 率 腔 还 有 Fantron,

Ridgetron.它们的加速原理相似,因为电子质量低,因此很

容易加速到β≈１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电子速度变化减小,
加速间隙和加速电压恒定即可,漂移距离也可以固定;利用

偏转磁铁将引出的束流重新偏转回来,在合适的相位重新加速;使用低频率(与S波段相比)大功率射

频源,单谐振腔多次加速,控制偏转加速的次数也可以控制输出能量.

Ridgetron是日本提出了一种脊形电极加速器结构,它的结构原理图如图２所示.其加速腔为圆

柱形的,并放置两个板型的脊形电极.束流注入加速腔,首先经过脊形电极内的孔道,经过脊形电极

间隙时获得加速,束流出加速腔后经过１８０°偏转磁铁的偏转,重新进入加速腔,经过多次往返加速后,
形成蛇形运动轨迹.Ridgetron的各个结构参数已经在图２中标注出来.加速腔的分路阻抗越大,意
味着腔体损耗越小,功率利用效率就越高.下面本文将研究Ridgetron的各个结构参数对于加速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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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阻抗和Q 值的影响.

图２　Ridgetron加速原理

１　建立加速腔结构模型

首先本文根据加速器的设计需求假定一系列的初始结构参数,然后利用这些参数在CST软件中

建立初始结构模型,如图３所示.为了获得更好的加速效果,在脊形加速腔中,电磁场的工作模式是

TE１１０模式,在该模式下,利用CST软件模拟加速腔的电磁场分布,中心加速平面的电场剖面图如图４
所示,中心加速平面的磁场剖面图如图５所示.电场沿着加速间隙的方向数值最大,其他方向的电场

强度接近于０.磁场方向垂直于中心加速平面,在脊板周围磁场的大小比较强,在脊板的加速间隙间

磁场的大小几乎为０.

图３　Ridgetron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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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心平面电场剖面图

　
图５　中心平面磁场剖面图

２　腔体设计关键参数分析

在Ridgetron的脊形加速腔设计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结构参数会影响分路阻抗和Q 值的大小,
这些参数包括腔长度,加速间隙,脊板厚度,脊板长度,有无电极头.本节分析上述参数对分路阻抗和

Q 值的影响,以确定最优的腔尺寸.

２．１　腔长,加速间隙,脊板厚度,脊板长度对分路阻抗和Q值的影响

如图６所示,随着腔体长度的增大,分路阻抗增大,Q 值也增大,为得到大的分路阻抗和好的品质

因子,应尽量增大腔长.如图７所示,随着加速间隙 Gap的增大,分路阻抗增大,Q 值也增大,但是

Gap越大,为满足谐振频率１００MHz,加速腔直径越大,因此应在合适的范围内,尽量增大 Gap,但不

能一味增大 Gap,导致腔体过大.如图８所示,电脊板厚度增大,分路阻抗减小,但是Q 值在脊板厚度

为８０mm附近存在极值.如图９所示,在加速腔长度固定时,随着脊板长度的增大,分路阻抗减小,但
是Q 值在脊板长度为１２００mm附近存在极值.

图６　腔体长度对分路阻抗和Q值的影响 图７　加速间隙对分路阻抗和Q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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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脊板厚度对分路阻抗和Q值的影响 图９　脊板长度对分路阻抗和Q值的影响

２．２　电极头的影响分析

如图１０所示,在相同加速间隙和腔长下,去掉电极头能够提高分路阻抗.电极头主要影响间隙

中电场的均匀性,如果它对电子最终的能量增益没有影响,可以去掉电极头.因此,必须分析电极头

对能量增益的影响.本节对有无电极头的最终能量增益进行比较.模型假设电子束被加速１０次,每
个加速间隙中的电压如图１１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每一个加速间隙,无电极头时的电压都比有

电极头时大,因此可知具有相同的功率损耗时,无电极头时在每一个加速间隙中电子束获得的能量都

比有电极头时大,所以最终电子束获得的能量也更大.虽然在没有电极头时电场的均匀性稍受影响,
但是最终的能量增益却比有电极头时好,所以本文最终采用无电极头的设计方案.

图１０　有无电极头对分路阻抗的影响 图１１　不同加速间隙中的电压分布

２．３　加速次数优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分路阻抗受脊板长度的影响.脊板长度相对于腔长越小,分路阻抗越大,所
以在腔长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缩短脊板长度.而脊板长度取决于相邻两个加速间隙的距

离和加速次数,而相邻两个加速间隙的距离受１８０°偏转和冷却结构的限制,最小取为６０mm.通过上

述各个参数对分路阻抗影响的分析以及实际的项目需求,确定了腔的长度为２０４０mm,那么需要确

定加速次数,以保证最终的电子能量为１０MeV.
分别取加速次数为１０,１４,１８,２０,２５次,计算得到不同加速次数下,加速间隙电压分布如图１２所

示,可以看出在腔体结构确定的情况下,加速次数越多电子获得的能量越大.在腔损耗为４２kW 时,
加速２０次可以达到１０．４MeV.因此,我们将加速次数设置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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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不同加速次数的电压分布

３　结论

分路阻抗和Q 值是脊形加速腔的重要参数,经过上述分析,综合考虑腔体尺寸与分路阻抗和Q
值的关系,从而确定了腔体结构的一组合理参数,然后经过 CST 软件进一步优化,最终确定腔长为

２０４０mm,腔体直径为１０３３mm,加速间隙为２００mm,脊板厚度为８０mm,相邻两个加速间隙的距

离为６０mm,无电极头,加速次数为２０,符合设计工作频率为１００ MHz,输出电子能量为１０ Me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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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Ridgetroncavityfor５０kWhighpower
electronirradiationaccelerator

ZHENGShuoＧyu,LIJinＧhai,ZENGZiＧqiang,LIChunＧgua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physicaldesignmethodofcavityofRidgetronwhichisakindof
highpowerelectronacceleratorsforirradiationprocessing．Theacceleratorisdesignedtooperateat
１００MHz,withtheoutputelectronenergyof１０MeVandthedesignpowerof５０kW．Inthispaper,

theelectromagneticfieldsimulationoftheRidgetroncavityiscarriedout,andtheworkingmodeof
theelectromagneticfieldisdetermined．Then,theeffectofthekeyparameterssuchascavity
length,acceleratinggap,thicknessofridge,lengthofridgeandelectrodeheadoncavitylossis
studied．Afterthat,thispaperanalyzestheinfluenceofdifferentaccelerationtimesontheenergy
gain,anddeterminestheappropriateaccelerationtimes．
Keywords:Ridgetron;irradiationprocessing;electromagneticfieldsimulation;structur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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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离散元方法的氚增殖包层球床堆积结构的研究

巩保平,冯勇进,廖洪彬,王晓宇,冯开明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在固态氚增殖包层中,氚增殖剂和中子倍增剂均以球形颗粒的形式堆积在腔体中.分析包层中球床的堆积结构

有助于研究包层中球床的热机械性能,有助于分析球床中提氚气体的流动特性.本文基于离散元方法(DEM)进行了

球床堆积的数值模拟,分析了球床的堆积因子和配位数分布,并应用离散元法研究了 HCCBTBM 中 U 形氚增殖剂球

床的堆积结构.结果表明:球床容器尺寸与颗粒大小对球床的堆积密实度影响较大,提高球床Ｇ颗粒直径比可显著提

高球床的堆积因子.球床中配位数频率最高的为６和７,提高球床Ｇ颗粒直径比平均配位数会有所增加.在靠近容器

壁面区域,球床堆积因子呈现出振幅逐渐减小的振荡特性,并在球床内部区域趋于稳定.在靠近侧壁面时振荡限制在

约３个粒径范围内,在靠近底面时振荡限制在约５个粒径范围内.球床堆积从靠近壁面处的规则有序堆积逐渐过渡

到内部区域的随机均匀堆积,表现出明显的壁面效应.壁面效应对球床与壁面间的换热性能和近壁区域提氚气体的

流动特性有影响,将在进一步工作中进行研究.
关键词:球床堆积;堆积结构;氚增殖包层;离散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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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颗粒床在化工、能源、医药、建筑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如化工中的接触式催化反应床,干
燥器,颗粒床过滤器,高温气冷堆中的堆芯部件,球床水冷反应堆等均采用球形颗粒堆积床的形式.
在核聚变反应堆的固态氚增殖包层中的氚增殖剂(Li４SiO４,Li２TiO３,Li２O等锂基陶瓷)和中子倍增剂

(Be或Be１２Ti)亦采用球形颗粒的形式填充在氚增殖区和中子倍增区[１].其中中子倍增剂与氚增殖剂

球床的堆积因子和氚增殖剂中６Li的富集度影响着包层的氚增殖率,而球床的热机械性能、颗粒间传

热和颗粒Ｇ壁面传热、扫氚氦气的流动特性等与球床的堆积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２],因此球床的堆积

结构影响着氚增殖包层的设计.
目前多位学者已通过实验和模拟对球床堆积结构进行了研究.Reimann[３]和 AbouＧSena[４]等通

过堆积实验研究了填充工艺、颗粒形状、颗粒材料等对球床堆积因子的影响.通过将X射线微断层扫

描技术应用到球床堆积的研究,Reimann[５]等研究了球床的配位数、接触角、颗粒分布、堆积因子等微

观结构信息,F．ScaffidiＧArgentina[６]等研究了二元铍球床的堆积状态.YixiangGan[７]和LeiChen[８]

等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一元和二元球床的堆积结构.以上研究中大多以方形和圆柱形等简单球床为

研究对象,而对较复杂形状球床的研究较少.在氦冷固态陶瓷氚增殖剂实验包层模块(HCCBＧTBM)
的概念设计中氚增殖区为 U形结构,因此开展 U形球床堆积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针对 U型球床的堆积结构,曾在文献[９Ｇ１０]中对其局部弯曲区域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又做

了进一步研究.首先研究了圆柱形球床的堆积结构,分析了不同球床Ｇ颗粒直径比对球床堆积因子和

配位数的影响,并通过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验证模拟的有效性.然后分析了球床中的接触力的分布.
最后详细分析了 U形硅酸锂球床的堆积结构.

１　离散元法基本原理

离散元方法是一种研究散体颗粒材料静态堆积形态和动态演变规律的高校数值工具[１１].离散元

方法的基本单元为单个的颗粒,假设颗粒为为材质均匀的刚性球体,颗粒之间只有微量重叠,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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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点接触.模拟过程中通过颗粒所受到的接触力和力边界条件确定颗粒所受到的合力,然后根据

颗粒运动方程计算颗粒的位移、速度等信息,再根据位移和位移边界条件判定颗粒间的接触状态,由
接触力Ｇ位移关系理论计算颗粒间的接触力.通过循环迭代不断更新颗粒位置、速度、受力情况等信

息,使得颗粒系统达到稳定平衡状态,离散元方法中的计算循环如图１所示.在计算过程中可以输出

颗粒信息,经过数据处理就可以得到球床的堆积状态和动态演化过程.

图１　离散元方法中的计算循环

颗粒的运动遵循牛顿第二定律,由此可得球床中每个颗粒的运动方程为:

mi
dvi

dt ＝ ∑
n

j＝１Fcji＋mig

Ii
dωi

dt ＝ ∑
n

j＝１rij ×Fcji

式中,mi 和Ii 分别为颗粒i的质量和转动惯量;vi 和ωi 分别为颗粒i的平移速度和转动速度;Fcji为

颗粒i与颗粒j的接触力;rij为颗粒i指向颗粒j球心的向量;j为与颗粒i接触的所有颗粒;g为重力

加速度.
颗粒之间的接触力Fc 可以分为法向接触力Fcn和切向接触力Fct,如图２所示.当法向接触力和

切向接触力满足|Fct|＞μ|Fcn|时,颗粒会发生滑动,μ为摩擦系数.法向接触力和切向接触力可根据

HertzＧMindlin接触理论计算[９Ｇ１１],其中Fcn和Fct可分别表示为:

Fcn ＝knδnij －ηnvnij

Fct ＝ktδtij －ηtvtij

其中,kn 为法向弹性系数(又称法向刚度);kt 为切向弹性系数(又称切向刚度);δnij和δtij分别为两接

触颗粒的法向重叠量和切向位移矢量;ηn 为法向接触阻尼系数,ηt 为切向接触阻尼系数,vnij和vtij分

别为两接触颗粒相对速度的法相分量和切向分量,具体计算公式可以参考文献[９Ｇ１０].

图２　颗粒间接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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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主要从堆积因子、配位数这两个方面对球床的堆积结构进行详细分析.本文模拟所用

的离散元程序为LIGGGHTS[１３].

２　球形颗粒堆积

包层中的氚增殖剂微球和中子倍增剂微球随机堆积于腔体中形成球床.因此,在本文中利用

DEM 原理模拟微球在腔体中的随机堆积过程,并分析达到稳定堆积状态时的球床堆积结构.首先在

计算域内的容器顶部随机生成一定数量的颗粒,然后给颗粒施加重力并给定初速度使其加速下落,最
后稳定堆积在容器底部.在堆积过程中,可以每隔一定时间再次添加一次颗粒,多次添加以提高球床

规模.同时在添加过程中监测整个球床的总动能,当整个球床的总动能趋近于０时,球床中颗粒的位

置基本不再变化,即可认为球床堆积达到稳定状态,即可分析球床的堆积结构.
模拟中采用的材料参数见表１.其中杨氏模量和泊松比采用文献[１３]中的推荐值,由于目前没有

氚增殖剂微球的摩擦系数和恢复系数的实验报道,所以摩擦系数暂取０．１,恢复系数暂取０．９,颗粒材

料的密度为熔融喷雾发制备的Li４SiO４ 微球的密度.

表１　模拟采用的材料参数

杨氏模量/GPa 泊松比 密度/(kg/m３) 摩擦系数 恢复系数

９０ ０．２４ ２３２３ ０．１ ０．９

首先模拟分析了不同球床直径与颗粒直径比的圆柱球床,将模拟结果与文献中的实验结果进行

比较,对模拟方法进行校验和验证.然后模拟了 U形容器中的球床堆积,并分析了球床的堆积因子分

布、配位数分布等细观结构特征.

３　球床堆积结构分析

３．１　模拟结果验证

３．１．１　平均堆积因子

堆积因子(PackingFactor,PF;又名填充率,PackingFraction)是反应球床堆积密实程度的参数、
其定义为球床中颗粒总体积与球床体积之比.其大小受到颗粒形状、颗粒大小、容器形状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在本文中模拟了不同球床尺寸与颗粒尺寸下的圆柱形和方形球床的三位随机堆积,其球床

的平均堆积因子随球床与颗粒直径比的变化情况如图３所示.

图３　平均堆积因子随球床Ｇ颗粒尺寸比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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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球床是在工业中应用很广泛的典型球床,已有较多研究其球床结构的报道.为了验证本

文所用离散元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特将圆柱形球床中的模拟结果和文献[１５Ｇ１８]中的实验结果进

行比较,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模拟结果与文献报道的实验结果获得了很好的一致性,圆柱形球床中

平均堆积因子随着尺寸比的增加逐渐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球床的堆积结构受到了壁面效应的影响,
在靠近容器壁面的区域球床堆积较为规则和疏松,堆积因子剧烈变化;在球床内部区域颗粒则随机均

匀堆积,堆积因子趋于稳定.壁面效应的影响将在３．２．２节详细分析.

３．１．２　配位数

配位数(CoordinationNumber,CN)是球床中与指定颗粒相接触的其他颗粒数,在计算中考虑

０．０２d的间隙.它解释了球床中颗粒之间的接触关系,能反应球床中力的传递和强度等特性[１９].在

简单立方规则堆积中颗粒的配位数全部为６,体心立方中的配位数为８,而致密堆积面心立方和球床

中的配位数达到１２.
图４所示为圆柱形随机堆积球床中的配位数分布情况.其中图４(a)和图４(b)分别为实验测量

的非压缩球床和压缩球床中的配位数分布[５,２０Ｇ２１].可以看出,非压缩球床中频率最高的配位数为６和

７,压缩球床中的配位数为有所增大,这主要是因为球床受到压缩后颗粒之间的接触力增大,在接触点

附近颗粒发生变形,从而导致球床的配位数有所增大.但从图４(b)可以看出其频率最高的配位数任

为６和７.在图４(a)中将本文中的离散元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离散元模拟与实

验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进一步验证了离散元模拟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图４　球床中的配位数分布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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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c)所示为不同球床Ｇ颗粒直径比下的非压缩球床中的配位数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逐渐增

大球床Ｇ颗粒直径比,球床中频率最高的配位数由６逐渐增大为７,同样球床中的平均配位数也逐渐增

大[见图４(d)].这与图３中球床平均堆积因子随球床Ｇ颗粒直径比增大而增大相对应,都是由球床壁

面效应引起的.在靠近壁面区域颗粒堆积较为疏松,局部平均堆积因子较低.当球床Ｇ颗粒直径比较

低时,壁面效应影响区在球床中的占比较大.当球床Ｇ颗粒直径比逐渐增大时,壁面效应影响区在球

床中的占比逐渐减小,所以球床平均堆积因子和平均配位数都逐渐增大.

３．２　U型氚增殖剂球床堆积结构

３．２．１　球床三维结构

在中国氦冷固态陶瓷增殖剂实验包层中,氚增殖区为 U形结构[１],因此本文利用离散元方法模拟

研究了 U形氚增殖剂球床的堆积结构.图５(a)和图５(b)所示为 U 形Li４SiO４ 球床的三维结构.由

于计算资源的限制,为了减小计算规模本次模拟中采用２mm的颗粒;同时为了研究 U形球床中长臂

区域大小的影响,在模拟时不同程度地减小了长臂区域(如 Case０１和 Case０２,见图５).其中 Case０１
种的颗粒为７６１９３个,Case０２中的颗粒数为１０５３５８个.球床的高度为５０个颗粒直径.

图５　U型氚增殖剂球床的堆积结构

三维结构(上),球心分布(下)

将球床中所有颗粒的球心投影到球床底部壁面,可看到球床内部的堆积状态,如图５(c)和图５
(d)所示.可以看到与侧壁接触的颗粒球心组成了一条线,其到壁面的距离等于颗粒半径,而这部分

颗粒的堆积较为规则,颗粒球心表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随着到壁面距离的增加,颗粒堆积从靠近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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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的规则堆积逐渐过渡到了内部区域的随机均匀堆积.当把球心投影到侧壁面时可以观察到类似

的规律.这也是三维随机堆积中壁面效应的宏观表现.

３．２．２　堆积因子分布

图６所示为球床中的堆积因子分布,其中图６(a)和图６(b)分别是局部堆积因子随着到内侧壁面

距离和到底部壁面距离的变化情况.图中的距离做了无量纲化处理,其单位为颗粒直径d.球床的

平均堆积因子为０．６３０３.从图６中可以看出,堆积因子在靠近壁面的区域剧烈震荡,在内部区域区

逐渐稳定并趋向平均堆积因子.从图６(a)可以看出,堆积因子在靠近侧壁面时均出现振荡,其振荡约

在靠近侧壁面３个颗粒直径的范围内,离壁面越远振荡幅度越小,逐渐在内部区域趋于稳定.从图６
(b)可以看出,在靠近底部壁面和顶部壁面时堆积因子同样出现幅度逐渐减小的振荡现象,由于重力

的影响其振荡约限制在靠近底/顶部壁面５个颗粒直径范围内,其振荡范围有所扩大.Case０１和

Case０２的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 U形球床中直臂区域的大小对球床堆积结构的影响不大.另与文献

[９]中结果相比,在靠近顶部区域堆积因子没有迅速减小而是出现振荡现象,主要是因为在本次模拟

中改变了填充策略,在顶部区域球床堆积更为密集,所以出现和底部壁面附近相似的规律.在靠近容

器壁面处颗粒球心的分布和堆积因子的振荡现象是球床堆积中壁面效应最直观的表现.

图６　U形氚增殖剂球床的堆积因子分布

３．２．３　配位数分布

图７　U形氚增殖剂球床的配位数分布

配位数是描述球床细观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图７所示为 U 形球床中的配位数分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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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０１中的平均配位数为６．５２０３,Case０２中的平均配位数为６．４２５５,两者的配位数分布基本一致.
在Case０１中频率最高的配位数为７,其频率为２６．７６％,其次为６,其频率为２５．９６％.在Caxe０２中频

率最高的配位数为６和７,它们的频率非常接近,分别为２６．３８％和２６．１８％.

４　结论

本文通过离散元方法对氚增殖包层中的球床堆积进行了模拟,并分析了球床的堆积结构.得到

以下结论:

１)通过将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验证了本文模拟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２)在圆柱形球床中,平均堆积因子随着球床Ｇ颗粒直径比的增大而升高,其频率最高的配位数为６
和７,对球床进行压缩会增大球床的配位数.

３)U 形球床的堆积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壁面效应:在靠近壁面处,颗粒堆积结构较为规则和疏松,
颗粒球心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球床堆积因子呈现出幅度逐渐减小的振荡趋势.

４)两例 U形球床的堆积因子和配位数分布获得了基本相同的结果,说明直臂区域的大小对球床

堆积结构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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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investigationofpackingstructuresofpacked
pebblebedfortritiumbreederblanketbasedonDEM

GONGBaoＧping,FENGYongＧjin,LIAO HongＧbin,
WANGXiaoＧyu,FENGKaiＧming

(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Thepackingstructuresofpebblebedsintritiumbreederblanketareimportanttoestimate
thethermalmechanicalpropertiesofpebblebedsandtheflowcharacteristicsofpurgegas．The
discreteelement method (DEM),inthis work,wasappliedtosimulatethepebblepacking
structuresofpebblebed．Theinfluencefactorsandthepackingstructuresofpebblebed were
simulatedandanalyzed．AndthepackingstructuresofUＧshapedtritiumbreederpebblebedsfor
HCCBTBM weresimulatedandanalyzedbyDEM．Thecurrentresultsobtainedinthisstudy
obviouslyshowthatthecontainersizeandpebblesizehavegreatinfluencesonthepackingstructure
ofpebblebed．Withtheincreaseofdiameterratiosofcylindercontainertopebblediameterthe
averagepackingfactorscanbesignificantlyincreased．Closetothecontainerwalls,theoscillating
anddampingcharacteristicsofpackingfactorswasobserved．Andthepackingfactorreachedstable
intheinnerbulkregion．Theorderedpackinginthenearwallregionofpebblebedgradually
convertedintotherandompackingintheinnerbulkregion．Theobviouswalleffectsofpacking
structureswereobservedinUＧshapedpebblebed．Thewalleffects,whichaffecttheheattransfer
propertiesbetweenpebblebedsandwallsandtheflowcharacteristicsofpurgegasinthenearwall
regions,willbeinvestigatedinthefurtherworks．
Keywords:pebblebedpacking;packingstructure;tritium breederblanket;Discrete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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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Ｇ２A装置上动态斯塔克偏振仪的发展

陈文锦,余德良,严龙文,袁保山,何小雪,
刘　亮,魏彦玲,王　捷,刘　仪,杨青巍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电流密度分布和安全因子(q)分布对等离子体输运过程、磁流体(MHD)稳定性以及能量约束有很大影响.动态

斯塔克偏振仪(MSE)被公认为用于测量电流密度分布和安全因子分布最可靠的诊断之一.目前,在 HLＧ２A托卡马克

装置上已经成功发展了３个空间道的 MSE系统,测量得到３个空间位置的磁场倾斜角,其径向覆盖范围为１０cm,时
间分辨可达到５ms.应用CPF代码(CurrentProfileFitting)结合 MSE测量数据的限定条件,可以得到电流密度和安

全因子(q)的径向分布,其中q＝１面的位置与电子回旋辐射诊断(ECE)测量得到锯齿振荡反转面的位置一致.

关键词:动态斯塔克偏振仪;MSE;电流密度;安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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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电流分布和安全因子(q)分布对于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物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q＝１
面内部,经常发生与撕裂模相关的锯齿振荡[１].在实验中发现当等离子体电流达到一定条件时,从等

离子体q＝１面内部发出的软X射线强度随时间的演化呈现形式为锯齿状的振荡,这是一种在等离子

体芯部由于周期的不稳定性产生的弛豫振荡过程.内部输运垒(ITB)也通常伴随芯部弱反剪切分

布[２],这个主要取决于有理面上湍流的扰动程度.在反剪切分布最小q值处,湍流被抑制因此输运水

平显著下降,因而常在qmin处产生一个陡峭的粒子温度梯度.对于通常单调的q分布,输运不会减低,
不会产生陡峭的粒子温度梯度.同时在许多 MHD研究当中,诸如在有 ECRH 加热期间,通过软 X
射线信号可知在q＝１面上有电子鱼骨模存在[３];而长寿模的形成通常需要中心q分布比较平坦或弱

的反剪切[４].
国际上普遍采用动态斯塔克偏振仪或远红外激光偏振\干涉仪来测量磁场结构信息,并通过平衡

反演代码结合磁探针等外部磁信号获得等离子体电流分布和q分布[５].相对于FIR激光偏振\干涉

仪测量磁场的线积分法拉第旋转角,MSE偏振仪直接测量局域磁场倾斜角.因此 MSE偏振仪测量

数据带入平衡代码中比较简单,计算精度也比较高.该诊断首先在普林斯顿PBXＧM 装置上成功研发

和使用[６Ｇ７],并首次从诊断的角度证明了在锯齿振荡期间芯部安全因子小于１.随后被推广到其他各

装置,如 TFTR[８]、DⅢＧD[９]、JET[１０]、NSTX[１１]和 MAST[１２]等装置上.
初期 MSE系统在PBXＧM 装置上主要由托卡马克端光学系统、双光学弹性调制器、检偏器、干涉

滤光片和光电倍增管(PMT)组成.但是光电倍增管在波长为６６０nm 附近量子效率比较低,只有

１３％左右.为了提高量子效率,JET装置首先采用了在波长６６０nm 处量子效率高达８４％的雪崩二

极管光电转换器(APD).接着其他各大装置也相继采用,包括两个球形托卡马克 NSTX和 MAST.
由于这两个装置磁场参数低,对应斯塔克分裂比较小,同时谱线叠加造成信噪比低.为了获得相对高

的磁场倾斜角度测量精度,采用了半高宽为０．１５~０．２nm 的窄带滤光片.HLＧ２A 装置上斯塔克效

应也很弱,因此也需采用同样的窄带滤光片.为了使得窄带滤光片中心波长与 MSE谱线一致,需要

将窄带滤光片安装在高精度旋转台上,通过精确控制旋转台达到控制窄带滤光片中心波长的目的.

１　MSE系统的原理

MSE系统测量磁场倾斜角原理为当中性束注入等离子体中,中性粒子在激发和退激发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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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谱线.同时这些粒子在做横越磁场运动时,以中性粒子为参照系将可以观测到一个洛仑兹电场

(E＝V×B);在该电场的作用下,原子能级会发生分裂,即所谓的动态斯塔克效应.在垂直电场方向

观察时,存在Δm＝０(π)和Δm＝±１(σ)两种分量的偏振光.π分量的偏振方向平行于电场,而σ分量

垂直于电场.MSE系统可以测量得到该偏振光的投影方向.由于中性束的方向已知,因此只需要测

得σ(π)分量的偏振方向就可以得到磁场的方向tan(γm)＝tan(γpitch)cos(α＋Ω)/sin(α)(其中,γm 是

测量角度、γpitch是磁场倾斜角、Ω 是视线与中性束夹角、α是中性束和磁力线夹角).最后把测量得到

的局域磁场倾斜角带入到平衡演算编码,结合外部磁探针、磁通环和线圈电流信号等,即可得到电流

密度的径向分布和q分布[１３].

２　HLＧ２A装置上的 MSE系统

在 HLＧ２A装置上发展了两类动态斯塔克效应(MSE)偏振仪并应用于磁场倾斜角的测量.其中

一类称为比值法 MSE系统是通过４个透振方向为０、４５°、－４５°和９０°的偏振片对偏光光进行强度编

码,通过σ(π)分量透过偏振片后的比值来计算磁场倾角[１４];另一类称为调制法 MSE系统,它将偏振

光通过双光学光电弹性调制器(dualPEMs)编码(调制频率分别为２０kHz和２３kHz),利用快速傅里

叶变换进行解码,最终得到４０kHz与４６kHz频率所对应振幅来计算磁场倾角[１５].
目前,HLＧ２A装置上重点发展调制法 MSE.调制法 MSE系统主要由光学成像系统、双光学弹性

调制器、线偏振片(检偏器)、滤光片、APD和数据采集系统等组成,如图１所示.由中性束发射出来的

光信号通过缩小倍率为１０:１的光学系统成像;为了降低法拉第旋转的影响,该光学系统的光学玻璃

均采用韦德常数低的NＧSF６玻璃.接着偏振光快轴被互成４５°角的双光学弹性调制器调制,然后偏振

光被引导至一个线偏振片上.这个偏振片的作用是将PEM 对相位的调制转化为对光强度的调制.
经过线偏振片后,再通过一个中心波长为６５７~６６０nm、半高全宽度为０．１５~０．２nm 的窄带滤光片;
最后由雪崩二极管芯片(C５４６０Ｇ０１)进行光电转换,其量子效应在波长６６０nm 处高达８４％,截止频率

为２５０kHz.输出的模拟信号经由差分放大器,通过采样率为１MHz的 ADCs(NIPXIeＧ６３６８)采集

并保存到计算机.数据处理过程是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得到２倍频振幅,即４０kHz与４６kHz
的振幅,通过这两个振幅计算得到偏振角.

图１　调制法 MSE系统标定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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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调制法 MSE系统成功联调并获得初步数据,解调后的频谱如图２所示.MSE系统测量

磁场倾斜角的误差水平与该频谱中４０kHz和４６kHz对应的强度相关.从图２上可以得到信噪比

SNR＝１０lg(PS/PN)~１４．６.系统测量的磁场倾斜角为tan(２γm)＝I２ω１/I２ω２.式子表明 MSE磁场倾

斜角误差主要来自噪声对调制强度的I２ω１和I２ω２的影响.因此该频谱直接表示了 MSE系统测量角度

的准确性.通常本底噪声是一定的,因此主要影响误差的是调制强度的I２ω１和I２ω１,其中I２ω１＝(Iσ－
Iπ)×J２(Ao)×sin(２γ)和I２ω２＝(Iσ－Iπ)×J２(Ao)×cos(２γ).因此Iσ－Iπ 大小直接影响到了强度.
该值取决于窄带滤光片对 MSE光谱滤光情况.因此滤光片中心波长、半高宽和透过率直接影响到谱

线强度的测量,也决定了 MSE系统测量误差.MSE系统已经成功测量到３个空间通道的数据,对应

时间分辨为５ms、空间分辨为２cm,如图３所示.

图２　MSE系统测量信号的频谱图

　　

图３　MSE系统测量磁场倾斜角

３　CPF平衡反演代码

托卡马克等离子体平衡是物理问题,也是工程问题.它是托卡马克装置极向磁场系统设置、调试

和运行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平衡重建是平衡的一个逆问题,是等离子体位置和形状实时监测和控

制的基础理论工作.

CPF代码首先利用电流丝方法,结合米尔洛夫探针数据获得正确的等离子体边界位形与初步的

等离子体内部磁通信息;接着采用电流多项式表达式,结合 MSE 诊断数据,使用强隐士迭代法

(StronglyImplicitProcedure,SIP)方法数值求解 GradＧShafranov平衡方程,获得等离子体内部磁通

分布和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分布.
对于轴对称位形,在柱坐标系(R,Φ,Z)里,等离子体平衡由 GradＧShafranov方程来描述:

∂２ψ
∂R２ －１

R
∂ψ
∂R＋∂２ψ

∂z２ ＝－μ０Rj０(R,ψ)

式中,流函数ψ是单位弧度的极向磁通,环向等离子体电流密度为:

jφ(R,ψ)＝R∂p
∂ψ

＋ １
２μ０R

∂F２

∂ψ
式中,F＝RBt 是极向电流函数;R 是等离子体的大半径;Bt 是环向磁场;p是等离子体流体压强.

为了便于重建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分布,CPF代码中 GradＧShafranov方程右端等离子体电流密度

通常采用如下多项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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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应压强与电流函数表达式为:

∂p
∂ψ

＝j０βp

R０
[１＋x１η＋x３η２]η

∂F２

∂ψ
＝２μ０j０(１－βp)R０[１＋x２η＋x４η２]η

式中,磁通函数的归一化函数为η＝(ψb－ψ)/(ψb－ψm),其中,ψm 为磁轴处的磁通,即最大磁通;ψb 为

等离子体边界上的磁通;ψ为等离子体区域格点上的磁通值.j０ 为电流密度因子;βp 为极向比压;x１、

x２、x３、x４ 为待求参数.确定了参数j０、βp、x１、x２、x３、x４ 后,求解方程就可以得到等离子体电流密度

的径向分布.

CPF代码计算范围,R 方向１．１７６~２．１２４m,等分８０个网格点;Z 方向－０．９~０．４８m,等分为

１１６个网格点,步长都为１．２cm,图４所示为 HLＧ２A装置极向截面、线圈分布和磁探针分布以及矩形

框内的计算区域.

图４　HLＧ２A装置极向截面

CPF程序首先采用电流丝模型得到准确的边界等离子体磁通信息,接着重整芯部磁通为２次抛

物线分布,再利用１８个磁探针的测量值、反磁测量数据、MSE测量值、等离子体电流、极向场线圈电

流,作为已知参数来构造目标函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理论求得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分布.
为了获得准确的芯部磁通ψ分布,需要结合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分布求解 GradＧshafranov方程.

由于SIP的收敛速度对节点数目及待解问题的性质不敏感,而且收敛速度快,这里使用 SIP求解

GradeＧShafranov方程.直到前后两次磁通相差足够小作为计算收敛结果.根据新的磁通值计算等

离子体各项参数和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分布,再循环迭代,直到误差达到要求.

４　电流密度分布结果

动态斯塔克偏振仪测量局域磁场倾斜角后,作为芯部磁场的约束条件带入平衡演算代码中反演,
最终获得安全因子和电流密度分布.图５是２９７７５炮号在有中性束注入条件下,反演得到安全因子

和电流密度分布.在t＝６９４ms放电时刻,反演得到q＝１位置在R＝１５０．６cm和１７６．８cm.与此同

时,软X射线和ECE诊断数据发现有锯齿振荡现象.其中ECE诊断的锯齿反转面位于R＝１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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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５cm处;软X射线诊断的锯齿反转面分别位于１４４．８~１５３．０cm和１７２．３~１７７．０cm 处.如表

１所示,可以看出软X射线和ECE诊断结果与 MSE数据反演的结果相互一致.

图５　CPF反演的电流密度分布与ECE测量的锯齿振荡现象

表１　CPF代码计算q＝１面位置与锯齿反转面位置对比

q＝１ Code/cm ECE/cm SX/cm

６６７/ms
１４８．８
１７６．８

１４７．８~１５１．５
１４４．８~１５３．０
１７２．３~１７７．０

６９４/ms
１５０．６
１７６．８

１４７．８~１５１．５
１４４．８~１５３．０
１７２．３~１７７．０

５　结论

２０１６年,在 HLＧ２A装置上发展了一套３个空间通道的调制法动态斯塔克偏振仪,测得磁场倾斜

角的空间分辨为２cm,时间分辨可以达到５ms.结合CPF代码反演获得等离子体电流密度剖面和安

全因子剖面分布.其中q＝１面的位置与软 X 射线和 ECE诊断测量得到锯齿振荡反转面的位置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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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motionalStarkeffectpolarimeter
inHLＧ２Atokamak

CHEN WenＧjin,YUDeＧliang,YANLongＧwen,YUANBaoＧshan,
HEXiaoＧxue,LIULiang,WEIYanＧling,WANGJie,

LIUYi,YANGQingＧwei
(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The safety factor (q)and current density profiles play veryimportantrolein
understandingmagnetohydrodynamicsandmicroＧinstability．MotionalStarkeffect(MSE)isoneof
themostpowerfultoolstomeasurethecurrentdensity．IntheHLＧ２Atokamaka３ＧchannelMSE
polarimeterbasedondualphotoＧelasticmodulators(PEMs)hasbeendevelopedcovering１０cmalong
themajorradiuswithtimeresolutionof５ms．Theprofilesofcurrentdensityandsafetyfactorare
obtainedbytheCurrentProfileFitting(CPF)codewithMSEdata．Theqprofileismonotonic,and
theminimumqvalueisaround０．７．Andthepositionoftheq＝１surfaceconsistswiththesawtooth
inversionradiusmeasuredbyECE．
Keywords:motionalStarkeffectpolarimeter;MSE;currentdensityprofile;safety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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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Ｇ２A装置中可见光轫致辐射强度剖面分布的测量

刘　亮,余德良,何小雪,陈文锦,王　捷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０)

摘要:准确的有效电荷数(Zeff)计算对高温等离子体中杂质的控制非常重要.可见光轫致辐射的精确测量是获得可靠

的Zeff数值的首要因素.我们首次获得了 HLＧ２A装置中空间分辨率为１cm的可见光轫致辐射的剖面分布,进行了不

同放电条件下,如 NBI/ECRH 辅助加热、LＧH 模转化以及杂质注入期间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的测量.真空室内壁上

光吞食器(靠近等离子体强场侧且面向成像镜头)的安装有效地减小了壁反射对轫致辐射测量精度的影响,解决了托

卡马克装置中常见的壁反射问题.利用高光通量、高谱分辨率的光谱仪对５２３．６nm 附近的连续波段进行选择测量,

有效地避免了辅助加热或杂质注入实验条件下杂质线对连续谱段的干扰.实验结果表明,欧姆放电下的轫致辐射分

布呈芯部峰化特征,且位于等离子体弱场侧的中平面上部r＝２６cm 附近会存在一个局部辐射区域,该区域在 NBI注

入约８ms之后辐射强度迅速增加.较高电子密度条件下对应的Zeff较小.

关键词:可见光轫致辐射强度;剖面分布;有效电荷数

通过准确的可见光轫致辐射测量计算有效电荷数Zeff,是国际上托卡马克装置中常用且可靠的方

法[１Ｇ５].轫致辐射是自由带电粒子的运动速度变化产生的连续谱辐射,因此要选择一段没有线辐射干

扰的谱段进行测量.不同装置因其等离子体中的杂质组分不同,它们在可见光部分的谱辐射特征也

不同,因此选择连续谱波段的位置和带宽有所差别.托卡马克装置中通常采用干涉滤光片选波和光

电二极管探测的手段进行轫致辐射的剖面分布测量.例如,TEXTOR装置和 CＧMod装置分别选用

中心波长为５２３．０１nm和５３６nm,带宽为２．１９nm和３nm的干涉滤光片进行采集[２Ｇ３];MAST装置

则选用中心波长为５２１．３nm,带宽为０．５nm 的干涉滤光片进行采集[６].然而,在 HLＧ２A 装置中的

等离子体边缘区域,常会出现杂质线辐射对选定的连续谱段的干扰,即使选择１nm 的窄谱波段也难

以准确测量等离子体边缘区域的轫致辐射强度.这种现象在 MAST球马克装置的低密度放电中亦

有所报道[６].另外,在辅助加热和杂质注入实验期间,引入的一些杂质谱线甚至会干扰选定波段的芯

部区域轫致辐射测量.因此,采用固定中心波长和带宽的滤光片采集模式来满足 HLＧ２A装置多数实

验条件下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测量是很困难的.我们利用高光通量、高谱分辨率的光谱仪,根据每一

炮放电的谱线分布特征,灵活地选择连续辐射谱段的位置和宽度,可将连续谱带宽选择控制在几十个

像素(约０．３nm)范围之内,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线谱干扰的问题.此外,壁反射也是影响可见光轫致

辐射测量准确性的一个重要因素,JIPPTＧⅡ 装置中的壁反射系数可高达３５％[１],ToreSupra装置中

则运用了朗伯定律着重分析了壁反射对轫致辐射测量的影响[７].我们在２０１６年装置物理实验中首

次安装了光吞食器,较大程度地减小了反射系数,获得了高信噪比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这与 MAST
装置和TEXTOR装置中获得的效果是一致的[３,６].本文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可见光轫致辐射测量系

统的结构和布局,第二部分介绍不同放电条件下轫致辐射剖面分布的测量结果,并结合电子密度和温

度剖面,给出了的Zeff的剖面分布演化.

１　HLＧ２A装置上的多道轫致辐射测量系统

HLＧ２A装置中安装了两套可见光轫致辐射诊断系统,分别命名为“BremⅠ”与“BremⅡ”,两套系

统处于同一环向位置而不同的极向位置,如图１(a)所示.每套系统主要由光学镜头、石英光纤以及光

谱仪构成.BremⅠ的成像镜头的主光轴位于中平面,镜头视场范围可以覆盖整个等离子体极向截面.
该套系统的光纤束由装置端与采集端两部分构成.装置端的光纤束总长３m,具有８０根光纤且光纤

头呈一维排布,因此可以利用８０个光学通道进行测量;采集端具有２７根光纤且与光谱仪连接,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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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纤束总长５０m,可将光谱仪远离托卡马克装置,免受硬 X射线和电磁干扰.分段式光纤的这种

连接方式可以灵活地选择光学测量通道,进而可以改变测量系统的空间分辨率,BremⅠ的空间分辨率

可以实现１~３cm可调.该套系统选用型号为 Mcpherson２０６１Ｇ７８９A的高分辨率和高光通量的光栅

光谱仪,该谱仪采用反射式水平成像系统,焦距为１米,光栅刻痕密度为１８００lp,倒线色散率可以达

到０．００６nm/pix.在面向镜头且靠近等离子体强场侧的真空室内壁上安装了石墨板光吞食器,以减

小不锈钢壁反射对可将光轫致辐射测量的影响.系统BremⅡ的镜头置于真空室内,采用光纤真空穿

导的方式将光信号引出.该镜头位于BremⅠ镜头的下方,主要用于测量等离子体边缘区的轫致辐射

分布,视场范围为r＝２２~４２cm,共具有１６个光学测量通道,空间分辨率可达到１．２cm.该系统采用

倒线色散率为０．０１７nm/pix的高分辨率光谱仪进行采集.两套系统的时间分辨率可以达到１０ms/
帧,且进行同步采集.

多次放电实验表明,５２３．７nm 附近没有明显的线辐射,如图１(b)所示,因此选取该波长附近的

０．３nm宽度作为轫致辐射的测量区.各光学测量通道之间已经进行了透过率的相对标定,另外,利
用积分球(LabsphereSC６０００)作为黑体辐射光源,亦对轫致辐射强度进行了绝对标定.

图１　HLＧ２A装置上的可见光韧致辐射测量系统的视线分布及连续辐射波段选择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对于光学薄的可见光轫致辐射,壁反射会对测量造成较大程度的影响,如JIPPTＧⅡ 装置中的壁

反射系数可高达３５％[１].在 HLＧ２A托卡马克装置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图２(a)所示,中间通道的

弦积分强度具有２０％~３５％的误差,且弦积分强度分布的曲线并不光滑,这是受壁反射的影响所致.
在２０１６年的 HLＧ２A物理实验中,在采集镜头对面的真空室内壁上安装了石墨板作为光吞食器,获得

了具有高信噪比的弦积分强度测量,剖面分布特征如图２(b)所示.因此,光吞食器的安装是获得高精

度轫致辐射测量的重要环节.
我们对不同放电条件下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进行了测量,如 NBI加热、ECRH 加热、杂质注入以

及LＧH 模转化等.在欧姆放电期间,轫致辐射弦积分强度的剖面呈峰化分布,如图３(a)中黑色方块

所示.中性束注入期间,弦积分强度整体增加,且整个剖面分布的形状异于欧姆放电期间,其芯部区

域的分布较欧姆放电期间平坦,如图３(a)中圆点所示.另外,在中平面以上的视线弦高r＝２６cm 附

近出现了一个局部辐射区域,该区域的辐射强度与芯部区域的辐射强度相当.在ECRH 沉积于芯部

区域(ρ＝０．１５)的条件下,芯部辐射强度减弱而边缘辐射强度增加,整体的剖面分布趋于平坦,这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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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光吞食器安装对壁反射的效应

与“粒子外排 (pumpＧout)”效应有关,如图３(b)所示.图３(c)中显示了激光吹气(LBO)注入铁杂质条

件下的剖面分布变化,在该炮放电中选用的采集速率为２０ms/帧,圆点代表杂质注入之前的剖面分

布,上三角代表杂质注入之后的剖面分布,该事件演化前后的弦积分电子密度和芯部电子温度变化很

小,而杂质注入之后的轫致辐射强度明显增加,说明铁杂质在２０ms的时间尺度之内已经输运致等离

子体芯部区域,且在芯部发生了聚集.另外,方块和倒三角分别代表了该炮中ne＝１．６６×１０１３/cm３ 和

ne＝２．２７×１０１３/cm３ 的弦平均电子密度条件下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可以看出,较高密度放电条件

下的轫致辐射强度明显增加,密度变化是导致轫致辐射强度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图３(d)显示了 H
模向L模转化过程中的轫致辐射强度的剖面分布变化,可见在转化的过程中,芯部区域的辐射分布更

加峰化.

图３　不同放电条件下轫致辐射弦积分强度的剖面分布

为了认清中平面上部的局部区域辐射的特征,我们利用同步采集的BremⅠ和BremⅡ系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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轫致辐射的弦积分强度分布,时间分辨率为２０ms/帧.BremⅠ的视线弦高范围为r＝－３６．５~
３５．６cm,其中“－”代表中平面以下,空间分辨率为２．７cm;BremⅡ的视线弦高范围为r＝２２~４２cm,
视线主要覆盖等离子体弱场侧,空间分辨率为１．２cm.两套系统对于２９７７１炮的测量结果分别示于

图４(a)和图４(b).两图中分别显示了欧姆放电(倒三角,３００~３２０ms;方块,１１８０~１２００ms)、L模

放电(上三角,７００~７２０ms)和 H 模放电(圆点,９００~９２０ms)的辐射分布.可以看出,两套系统在r＝
２６cm处存在局部辐射峰值,且由 BremⅠ系统观察到的局部辐射范围略大于 BremⅡ系统.如

图４(a)中所示,局部辐射区域的一侧边缘位置从r＝２０cm 开始,一直发展至等离子体边界;BremⅡ
所观察局部辐射区域的一侧边缘位于r＝２３cm处,如图４(b)所示.这说明该局部辐射区域并非圆对

称分布,而是在某一极向方向上存在拉长.由两套系统的视线布置可以确定,该局部辐射区域位于等

离子体中平面上部的弱场侧.另外,在大环方向上距离BremⅡ镜头约９０°位置处安放了另一光学采

集镜头(系统定义为Brem Ⅲ),该镜头与BremⅡ镜头位于同一极向位置且视线布置相同.测量结果

表明,Brem Ⅲ测量到了与BremⅡ系统一致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说明该局部辐射区域具有环向对称

性.这种环向对称而极向不对称的辐射特征与等离子体中的“MARFE”现象有所类似,然而两者的发

生位置与产生的条件有很大差异.

图４　局部辐射区域的分布特征

MARFE是一个等离子体边缘区域的高电子密度、低电子温度的局部辐射带,常存在于等离子体

中平面上部的强场侧,且发生于密度极限之前[８Ｇ１０].然而,如上所观察的局部辐射区域常发生于较低

密度放电中,高密度放电反而可以抑制该局部辐射区域的发生.另外,中性束加热可以促进该局部区

域辐射强度的增长,使其达到等离子体芯部辐射的水平.

　　图５　局部辐射区域的辐射特征

在２０１５年装置物理实验之前,我们采用滤

光片和光电倍增管模式进行轫致辐射强度的测

量,滤光片的中心波长为５３５．１nm,半高全宽为

３nm[１１].这种采集模式常会由于杂质线的干扰

而对测量结果引入误差,然而高频率采集是这种

采集方法的优势.利用这种优势,我们可以进行

等离子体中快物理现象的定性分析.图５显示

了２７５３８炮中性束注入前后的轫致辐射剖面分

布演化.中性束在５０７ms开始进入等离子体,
结果表明,在中平面上部r＝２６cm 附近仍然观

察到了 局 部 辐 射 区 域,该 区 域 的 辐 射 强 度 在

５０７~５１４ms期间增长缓慢,而在５１５ms时刻迅

速增加,之后又缓慢增长.由可见光成像系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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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放电过程中,等离子体与上偏滤器室附近的外侧护板发生了较强的相互作用,该局部辐射区域

的形成应与壁产生的连续杂质源有关.
通过轫致辐射率的剖面分布,并结合电子密度、电子温度的剖面分布,就可以计算Zeff的剖面分

布.在实验中,通过远红外激光干涉系统测量电子密度剖面,通过电子回旋辐射系统测量电子温度剖

面.图６(a)显示的是２９７０７炮中１１２０~１３２０ms的轫致辐射弦积分强度的剖面分布,在该放电阶

段,弦平均电子密度经历了低－高－低的演化,芯部轫致辐射的弦积分强度亦经历了低－高－低的演

化.通过Abel反演计算得出了该放电阶段的轫致辐射率剖面分布的演化,如图６(b)所示,可以看出,
轫致辐射率呈芯部高而边缘低的分布特点,且芯部辐射率也经历了低－高－低的时间演化.图６(c)
显示了Zeff的剖面分布,可以看出,Zeff呈芯部高而边缘低的分布,且芯部Zeff经历了高－低－高的趋

势,与电子密度的演化趋势相反,这说明较高的电子密度条件下Zeff的数值较小.

图６　Zeff剖面分布的时空演化

３　结论

本工作获得了 HLＧ２A装置中空间分辨率为１cm的可见光轫致辐射的剖面分布,并进行了不同

放电条件下,如 NBI/ECRH 辅助加热、LＧH 模转化以及杂质注入期间的轫致辐射剖面分布的测量.
真空室内壁上光吞食器的安装有效地减小了壁反射对轫致辐射测量精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欧
姆放电下的轫致辐射分布呈芯部峰化特征,且位于等离子体弱场侧的中平面上部r＝２６cm 附近会存

在一个局部辐射区域,该区域在 NBI注入约８ms之后辐射强度迅速增加.该局部辐射区域具有环向

对称性而极向不对称性,它的形成与等离子体与壁的相互作用有关.Zeff剖面分布的时空演化表明,

Zeff呈芯部偏而边缘低的分布,且较高的电子密度条件下Zeff的数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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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asurementofvisiblebremsstrahlung
emissivityprofilesonHLＧ２A

LIULiang,YUDeＧliang,HEXiaoＧxue,CHEN WenＧjin,WANGJie
(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SichunProv．６１００００,China)

Abstract:Reliableexperimentaldeterminationofthe meaneffectivecharge (Zeff)isofgreat
importancefortheimpuritycontrolinhightemperatureplasma．Theaccuratemeasurementofthe
visiblebremsstrahlungemissivityisafirstissueinthecalculationofareliablevalueforZeff．The
visiblebremsstrahlungemissivityprofilesunderdifferentdischargeconditions,suchasNBIand/or
ECRHinjection,LＧH modetransition andimpurityinjection,areachieved withthespatial
resolutionof１cm on HLＧ２Atokamakforthefirsttime．LightＧabsorptionpanelsthatfacethe
telescopeareinstalledontheinnervesselwall,aimingatreducingtheinfluenceofwallreflectionon
thebremsstrahlungmeasurements．HighＧresolutionspectrometerisusedtoselecttheimpurityＧline
freeregioninsteadofinterferencefilters,owingtothefactthatindischargeswithimpurityinjection
orauxiliaryheatingpowerinjection,someunpredictedimpuritylinesmayinvadethisregion,giving
risetoadeviationofprofilemeasurements．ItisfoundthatOhmicdischargesshowacenterＧpeaked
profileshapewithalocalradiationＧenhancedregioninthevicinityofr＝２６cm,ofwhichthe
radiationintensityincreasesafteraNBIpowerof１５msduration．Inaddition,Zeffislowerina
higherelectrondensitydischarge．
Keywords:visiblebremsstrahlungemissivity;profile;meaneffective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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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团在等离子体中传输特性的研究

赵晓莹１,齐　新１,杨　磊１,２

(１．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２．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近年来,随着人们关注核聚变的研究,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输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利用二维 PIC程序

来模拟氢离子束团在氢等离子体中的传输,重点研究了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尾场和能量演化等性质.发现长束团在

等离子体中传输时,会被自身的尾场截成周期分布的短束团.为了进一步研究尾场的影响,分别计算了短束团在均匀

等离子体中和跟在被另一个束团扰动后形成尾场的等离子体中的能量演化.发现束团的能量演化与两个束团之间的

距离及束团在尾场中的位置密切相关.

关键词:等离子体;尾场;粒子模拟;束流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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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带电粒子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１].这是由于通过这

种研究可以深入的了解等离子体的内在物理特性[２],同时,这种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应用,如离

子束的电子冷却[３Ｇ４]等.尤其近年来,随着离子束驱动惯性约束聚变[５Ｇ７]及中性束加热磁约束聚变等

离子体[８Ｇ９]等研究的不断升温,带电粒子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更加受到重视.
人们通过实验[１０Ｇ１２]来研究带电粒子与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发现带电粒子在等离子体中的能损

会显著增加等一系列现象.同时发展出理论方法[１３Ｇ１４],在线性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随着超级计算

机的应用,粒子模拟手段在束流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非线性领域得到广泛使用[１５Ｇ１６].研究发现带

电粒子在等离子中运动时会激发出尾场[１７].尾场是研究带电粒子和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方

面,尾场的研究对离子束在等离子体中的能量沉积和尾场加速[１８]等领域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尾场及束团形状及能量演化来研究束团在等离子体中传输过程中的特性,为

此使用二维粒子算法模拟质子束团在氢等离子体中的传输过程.

１　计算模型和粒子模拟

图１　计算模型

首先,考虑一个二维的X－Y 平面如图１所示,在模拟区域内均匀的充满等离子体,X 方向是开

放边界条件,Y 方向是周期边界条件.模拟区域划分成Nx＝６５００,Ny＝５１２的网格,每个网格的长度

dx＝dy＝λe＝５．２５×１０－５ m,其中,λe＝ ε０KBTe０/Ne０e２ 为等离子体电子的德拜长度.为了满足

CourantＧFriedrichsＧLewy(CFL)限制,取时间步长dt＝９．１×１０－１４s.束团从左边水平入射,在等离

子体中传输.入射束团由质子组成,初始密度呈

高斯分布 Nb(x,y)＝ρb０exp －
(x－x０)２
(Lb/２)２

æ

è
ç

ö

ø
÷exp

－
(y－y０)２

R２
b

æ

è
ç

ö

ø
÷,其中ρb０

为束团中心的最大密度,

Lb 为束团长度,Rb 为束团半径.初始速度为均

匀分布,数值为Vb,速度方向为X 正方向.等离

子体是全电离的氢等离子体,由电子和质子组成,
初始密度 Ne０＝Np０＝２．０×１０１７ m－３,初始温度

Te０＝Tp０＝１０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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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离子体模拟软件 VORPAL[１９]来模拟束团和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VORPAL是一款基于

粒子(ParticleＧinＧcell)模拟的软件,本文的计算中均使用二维电磁模型.粒子模拟方法是通过自洽的

求解牛顿方程和麦克斯韦方程组来跟踪大量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作用下的运动轨迹.计算中,束团中

的质子和等离子体中的电子和质子均被追踪,所以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模拟束团与等离子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也可以用来研究束团内部带电粒子间的耦合.
在本文的模拟中,所有粒子的运动方程可以写为:

drj
α

dt ＝vα
j (１)

d(λα
jvα

j)
dt ＝qα

mα(E＋vα
j×B),　j＝１,２,,Nα (２)

其中,rα
j,vα

j,γα
j,qα,mα 分别是等离子体中第j个电子(α＝e),质子(α＝p)以及入射束团中的质子(α＝

b)的位置,速度,相对论因子,电荷和质量.式中的电磁场根据所有带电粒子的电流分布由 Faraday
方程和 AmpereＧMaxwell方程更新:

ƏB
Ət ＝－∇ ×E (３)

ƏE
Ət ＝c２ ∇ ×B－１

ε０
(４)

其中,粒子的电流分布J由式(５)给出:

J＝ ∑jq
αvα

jδ(x－xj) (５)

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１　长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聚焦现象

首先研究了长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传输.束团的密度分布为高斯分布,其中,ρb０＝０．５Ne０,束团

长度Lb＝５．０×１０－２ m,半径Rb＝０．１×１０－３ m.如图２所示,(a),(b),(c)分别为t＝１．４８ns,t＝
４．４４ns,t＝８．８８ns３个不同时刻下束团的密度分布图.从图２中可以看出长束团在传输过程中,被
聚焦成周期性的短束团.密度分布的最大值也从０．５Ne０聚焦到９．６９Ne０.相邻短束团之间的距离

是相等的,大致等于束团在一个等离子体周期内的漂移距离.

图２　长束团在等离子体中传输过程

(a),(b),(c)为不同时刻时的束团粒子密度分布,颜色代表被Ne０归一化的粒子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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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聚焦现象,图３给出了t＝８．８８ns时刻的尾场分布及等离子体电子密度.
可以看到长束团正是在自身尾场的作用下被聚焦成周期性的短束团.相应的等离子体中的电子也被

聚焦成周期性分布.

图３　t＝８．８８ns时等离子体的尾场(a)及归一化等离子体电子密度(b)

２．２　尾场对后续入射束团的影响

束团通过等离子体后会产生各种尾场,那么可以推测这些尾场对后续入射的束团也会产生影响.
我们模拟了两个距离为L的束团以同样的速度一前一后在等离子体中的传输,通过改变两个束团的

距离L,研究尾场对后续束团的影响.为了减少束团对尾场的干扰,我们取后面束团的密度为前面束

团的０．１倍.前面束团的密度为ρb１＝０．５Ne０,ρb２＝０．０５Ne０,两个束团的分布均为高斯分布,半径Rb

＝０．１×１０－３ m,长度Lb＝２．０×１０－３ m.
首先分别研究了单个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能量演化过程和后面束团在前面束团的尾场的影响下

的演化过程.图４给出了单个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能量演化和相同参数的束团在前个束团的尾场里

运动的能量演化过程的对比.其中图４(a)中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１．５λe,在束团进入尾场区域后,能
量反而会升高.图４(b)中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是１．９λe,在进入尾场区域后,束团的能量下降的更快

了.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尾场的出现会导致束团的能量产生显著变化,不同的距离的影响是完全不

同的.

图４　单个束团与尾场中的束团在等离子体中的能量演化曲线

(a)前后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为１．５λe;(b)前后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为１．９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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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给出了两种情况下的束团密度分布及其尾场分布,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的尾场主要是前面

束团产生的,由于处于尾场中的不同位置,后面的束团受到的作用力也不同.图５(a)中,两个束团的

距离是１．５λe,可以清楚的看到,后面束团落在尾场的波峰处,受到运动方向上正的力,因此对应的图

４(a)中该束团的能量相比没有尾场时反而会升高.而在图５(b)中,两个束团的距离是１．９λe,后面的

束团落在尾场的波谷处,受到运动方向上负的力,因此对应的图４(b)中该束团的能量相比没有尾场时

下降的更快.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长束团在等离子体中被截断的现象.处在波峰处的粒子受到前

面束团的吸引力,处在波谷处的粒子会受到排斥力,因此会聚集在一起形成截断.

图５　两个束团在等离子体中运动时束团密度分布及此时的尾场分布

三维图代表尾场的大小,黑色代表的是入射束团的密度分布

(a)前后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为１．５λe;(b)前后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为１．９λe

３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质子束团在氢等离子体中传输的尾场和密度分布及能量演化来分析束团在等离子

体中的传输特性.
发现长束团在等离子体中会形成聚焦并被自身尾场截断成周期性分布的短束团,这些短束团之

间的间隔是固定的,且等于束团在一个等离子体震荡周期内的漂移距离.
为了进一步研究尾场对束团的影响,我们对比了短束团在均匀等离子体中和跟在被另一个束团

扰动后形成尾场的等离子体中的能量演化.我们发现束团的能量演化与两个束团之间的距离及束团

在尾场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当束团处于尾场的波峰处,它受到运动方向上正的力,因而能量反而会出

现升高;反之,当束团处于尾场的波谷处,它受到的是负的力,能量会损失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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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pagationofbeampulsesinplasmas

ZHAOXiaoＧying,QIXin,YANGLei
(１．InstituteofModernPhys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７３０００,China;

２．DepartmentofPhys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７３００００,China)

Abstract:WeperformedtwoＧdimensionalparticleＧinＧcellsimulationstoinvestigatethepropagationof
protonbeampulsesinplasmas．Thestoppingpowerandwakefieldofbeampulsesareinvestigated．
Wefoundthatthelongprotonbeamismodulatedintoperiodicshortbeampulsesduetothewake
fieldinducedbythebeam．Inaddition,westudiedtheinfluenceofwakefieldinducedbyabeam
pulseonatestbeampulse．Itisfoundthatthestoppingpowerofthetestbeampulsecloselyrelates
tothedistancebetweenthetwobeampulses．
Keywords:plasmas;wakefield;particleincell;beamfoc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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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一号”激光装置的光束自动准直

李　静,胡凤明,高智星,陆　泽,路建新,王　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针对“天光一号”高功率准分子激光系统自动准直的需求,设计了光束传输系统的自动准直总体方案.MOPA光

学角多路的准直光路自动化系统,实现了六路注入靶室的激光控制、准直自动化,在改善光束传输调节效率的同时,进

一步提高了靶斑相位准直效率和准直精度,为进一步推进靶物理工作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关键词:“天光一号”;角多路;自动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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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王淦昌等提出了利用激光驱动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概念.８０年代末,美国用地下

核爆的辐射能量成功地驱动了惯性约束聚变,证明了惯性约束聚变的可行性.９０年代以来,一些国家

建造了以“点火”为研究目标的百万焦耳级的大型激光装置.例如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欧盟

(LMJ)和我国的神光(SG)系列等[１].这些装置的共同特点是系统高度复杂,包括大量的激光器件、光
学组件,光路总长均达到百米以上.为了确保系统运行时,从前端发出的激光束能够稳定、精确地穿

过预放大器、主放大器和靶室,并准确的照射到微型靶丸上,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光路自动准直升级,自

动准直系统已经成为这些大型激光装置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国内相关装置开展升级光路自动准直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上海光机所和神光ＧⅡ等装置也在开展

自动准直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们也都进行了相关计算与搭建了局部小型光路平台进行模拟实验研究,
采取引入辅助光源,选取近场点与远场点的方法,进行光路准直研究.远场点取在光路的焦点处相当

于无穷远的位置,利用远场图像来监测光束的方向,再在主光路中选取一个特定位置作为近场点,利
用近场图像来监测光束的方位.

“天光一号”高功率KrF准分子激光系统是我国最大型的准分子激光系统.KrF准分子激光具有

波长短(２４８nm)、带宽约３THz、光束均匀性好、可重复频率运行等优点,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

惯性聚变能激光驱动器,受到各国重视.美国、俄罗斯、日本建立了 NIKE、Electra、Garpun等相应的

装置.
高功率准分子激光系统,为了满足ICF靶物理对激光脉宽和辐照均匀性要求,通常采用光学角多

路技术压缩脉宽,采用诱导空间非相干光束平滑技术和多路像传递实现对靶面的均匀辐照.“天光一

号”高功率准分子激光装置 MOPA 系统如图１所示,由１台 KrF放电泵浦激光器(LPXＧ１５０)输出一

个高品质的种子光源,经过一次分束分成三束,三束激光经三腔放电泵浦激光放大器(CHEL３３００)放
大后,注入预放大器进行饱和放大,经过预放大器放大后的三束激光,再次分束分成６束后,注入主放

大器再次饱和放大,得到放大后的六束激光经过消延时光路系统进行消延时后,再经过六路聚焦打靶

系统重叠聚焦得到一个直径小于５００μm的激光光斑均匀地照射到微型靶丸上,进行最终打靶实验.
角多路脉冲压缩技术的引入成功地实现了２０ns短脉冲打靶,但是大大增加系统光学复杂性.“天光

一号”的光学角多路系统由数百块镜子组成,若采用人工光路调节,不仅费时、费力,精度也无法保证.
因此,实现自动调节光路系统对今后的物理实验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准分子激光由于波长限制(２４８nm)和光路结构的特殊性,光学自动准直具有自己的特点,迫切需

要研究相应的光路自动准直方法.本课题首先要确定适合“天光一号”KrF准分子激光特点的准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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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天光一号”高功率准分子激光系统光路示意图

法.根据确定的准直方法,在数百米长的光路中选取关键部位,根据光路的实际情况建立自动准直系

统,测试自动准直系统,判定在实际应用中的精度和稳定度.根据测试结果再决定后续工作,逐步建

立 MOPA光路系统关键部位的自动准直系统.
首先在数百米的光程中选取关键部位开展光路自动准直方案研究.为了确定适合“天光一号”准

分子激光装置光学角多路系统的自动准直技术方案,六路打靶聚焦系统是整个 MOPA光学角多路系

统的核心部位,聚焦直径约６００μm六路激光光斑重叠聚焦到靶面,对六路激光像位的重合性要求更

高.研究打靶六路聚焦自动准直系统,确立六路打靶自动准直方案,是提高打靶精度的重要保证.

１　聚焦方法研究

１．１　聚焦打靶准直工作原理

光学自动准直就是光路调节过程自动化,激光光路的自动准直是一闭环控制系统如图２所示.

MOPA系统经过分束,预、主放放大整形后的激光,注入聚焦系统的０°凹反镜上,通过调节０°凹反镜

的角度及俯仰,使得镜面反射的激光俯仰移动或水平移动,由CCD监测下一级靶面上的光斑,CCD采

集到的信号由图像采集卡传给计算机进行图像分析处理,再由计算机发出信号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
由控制器控制步进电机的移动步长,使得激光光斑趋近靶面的中心,反复上述过程直至所光斑调至靶

面中心位置,即完成此段光路的准直调节.

图２　光路自动准直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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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聚焦打靶系统自动准直方案可行性实验

聚焦系统光路采用了球面反射镜和透镜组合聚焦的设计方法[２],聚焦系统主要由３部分组成:六
块０°全反镜;６块球面反射镜以及六块透镜.这３组镜子都呈正六边形分布,但六边形的半径各不相

同.图３给出了其中对称的两束光的聚焦光路示意图,从消延时系统输出的光束首先照射到０°全反镜

上,然后反射到球面全反镜上,球面反射镜先将光束直径聚焦到一定大小,最后再由透镜聚焦到靶上.

图３　聚焦光路结构示意图

２　聚焦打靶系统自动准直系统建立[３]

２．１　自动准直监测定位

自动准直监测系统CCD位置的选取尤为重要,即要满足监测调节需要,还不能影响聚焦光路系

统.由于靶室是高真空系统,监测系统不能放置在靶室内,因此,靶面上的光必须反射到靶室外进行

监测.聚焦系统光路空间分布复杂,靶室外现有空间极为有限,经过多轮实验确立了监测点位置.六

路激光聚焦到靶面上的光斑是小于６００μm,要想提高准直精度,必须要在光斑经过成像透镜放大后

进行监测、分析.根据实验和实际情况,经过反复实验,最终确立了自动准直调节方案.靶位自动准

直方案光路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靶位自动准直光路示意图

２．２　聚焦打靶自动准直系统的建立与调试

靶位自动准直实际光路设计示意图如图５所示[４],六路激光分别聚焦到靶丸,靶面位置固定有荧

光板,靶面反射的荧光,经４５°全反镜反射后,入射到调焦望远镜,调焦望远镜所成实像,经过１∶２分

束镜分成两束,较弱的一束经过成像透镜L１,在CCD１上成放大３倍的像,进行基本定位后,较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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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经过成像透镜L２,把放大８倍的光斑成像在 CCD２上,进行准确定位.自动准直用计算机把 CCD
的中心点定位在靶丸中心和调焦望远镜的光轴上,再将CCD监测到的光斑传送给计算机,由计算机

进行图像处理,计算出监测到的光斑距中心的调节步长,由计算机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再由控制器

控制二维平移台的移动.反复上述过程,直至调至靶面中心.六束激光每一束分别进行调试,调至六

束完全重叠到中心位置.图５上面的图片即为CCD１及CCD２,以及在靶丸后面聚焦光轴上用高分辨

率CCD监测六束相位重叠后的实拍图像.六路聚焦光斑用靶位自动准直系统准直完成后,用高分辨

CCD进行校准,重复监测,每束光斑自身的抖动约为２０μm,重合精度小于６００μm±３０μm,约为

５％,满足靶物理实验要求.

图５　靶位自动准直实际光路示意图

３　结论

打靶聚焦自动准直系统的完成,六束靶斑的重合稳定性＜５％,证明了利用主光路光源准直的可

行性.
自从系统建立以来的稳定运行更加证明了准直方法的可行性,MOPA光路系统每段光路的特点

均不相同,这点也证明了的 MOPA光路系统的复杂性.因此要想实现整个 MOPA 光路系统的自动

准直,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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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eamautoＧalignmentof“HeavenＧⅠ”excimer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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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chemeforbeamautoＧalignmentof“HeavenＧⅠ”excimerlaserisproposedtoensure
beamＧpointingaccuracyandalignmentefficiency．ThebeamautoＧcollimationontargetswithinＧsitu
monitorandservomechanismhasbeenacquiredbytheautoＧalignmentofthemultiplexingoptical
system．The workimprovesbeam alignmentefficiencyin multiplexingsystem andcollim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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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F激光驱动球形铝丸理论分析与计算

王　钊１,胡凤明１,田宝贤１,陆　泽１,高智星１,李　静１,张品亮２,路建新１

(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２．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４)

摘要:本文介绍了激光驱动球形铝丸发射技术的理论研究工作.分析了激光驱动飞片的物理过程,并建立了激光驱动

铝球靶丸的理论模型.针对 KrF激光驱动球形铝丸过程进行理论推导,通过功率密度和冲量耦合系数得到铝丸的冲

量和速度.并基于“天光一号”准分子激光系统,分析了激光能量、球丸尺寸、对靶精度对铝丸速度的影响.
关键词:激光驱动;空间碎片;球形弹丸;理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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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航天器发射活动,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空间碎片,对航天器安全造成日益严重威胁[１Ｇ２].
地面实验室模拟研究是国际上开展空间碎片超高速撞击效应研究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也是进行空

间碎片防护设计工程验证的主要手段[３].随着高功率激光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依据激光对材料的热

烧蚀机理驱动碎片的技术研究.目前的激光驱动技术研究中,大部分是发射薄膜型的片状飞片.而

空间碎片具有一定的体积和一定的质量,在实验室模拟中球形弹丸更接近空间碎片与航天器撞击的

真实情况.激光驱动球形弹丸技术就是将激光能量转换为弹丸动能的技术.

１　激光驱动球丸的理论模型

建立了 KrF激光驱动球形靶丸的物理模型,并利用了功率密度和冲量耦合系数的定义式,推导出

小球靶丸离散化后的微面元所获冲量,再引入球面坐标,对微面元的冲量进行积分求和,最终得到小

球靶丸的冲量和速度表达式.

图１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过程

１．１　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高功率激光聚焦作用在靶上的时候(见图１),靶的表面层(大约等于趋肤深度)吸收激光能量,温
度迅速升高被融化,发生电离,形成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激光能量的吸收主要是等离子体中电子的

逆轫致吸收,吸收发生在临界面附近,激光能量的输运主要由电子来完成.吸收了激光能量的高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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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向四周飞散,冲向靶内的部分对靶面继续烧蚀,造成电子、离子或者碎片向外高速喷射.粒子在向

外膨胀的同时,给靶造成一个持续的反作用力,这就是激光烧蚀材料的过程[４Ｇ５].激光辐照靶面除了

会产生烧蚀压力以外,还会产生光压和热应力.激光功率密度不大于１０１５ W/cm２,光压不超过

０．３Mbar(１bar＝１００kPa),与烧蚀压力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热应力是由于温度梯度造成的,一般小

于烧蚀压力,与烧蚀压力联合作用形成对靶的驱动.

１．２　激光烧蚀冲量耦合

在激光烧蚀过程中,可以分为透明蒸气和靶冲量耦合阶段、等离子体和靶冲量耦合阶段.之所以

分为这两个阶段完全取决于激光功率密度的大小,因为当激光的功率密度较低的时候,激光作用在固

体靶材料上,对于靶而言将进行能量的转换,靶的表面层吸收的激光能量转变成固体靶材的内能,能
量的转换使靶材的温度迅速升高,也意味着热传递的开始.而伴随着激光的持续作用,靶材所吸收的

能量就越来越多,因而就会有熔融和气化物理现象的产生.然而当激光功率密度足够大的时候,就会

导致靶面附近的蒸气电离产生带电离子,伴随着带电离子数目的不断增加就会形成等离子体团,由于

逆轫致吸收机制,等离子体的数量就会不断增加,密度逐渐增大,直至等离子体的密度与临界密度相

等时,等离子体就会产生屏蔽效应,即部分激光不能被吸收,而是被等离子体反射或散射掉.这样就

会影响激光与靶的冲量耦合[６Ｇ７].对于激光烧蚀靶的整个物理过程来讲,都会有等离子体的存在,无
论是靶材气化产生的喷射还是等离子体的向外膨胀,二者都会对靶构成力的耦合.入射激光能量与

靶的冲量耦合系数定义为:

Cm ＝mv
E

其中,Cm 为冲量耦合系数;m 为靶的质量;v为靶的速度;E 为驱动激光能量.用等离子体与入射激光

相互作用理论处理激光烧蚀靶材料的冲量耦合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选用定标关系来计算.比较经

典的是Phipps建立的定标关系[８],结合众多学者的实验数据,采用解析近似的方法,得到了激光针对

铝材的冲量耦合系数定标律为:

Cm ＝５．５６Iλτ( )
－０．３０１

其中,Cm 为冲量耦合系数;I为驱动激光的功率密度;λ为驱动激光的波长;τ为驱动激光的脉冲宽度.

图２　激光驱动球丸的理论模型图

１．３　激光驱动球丸模型

根据实验条件,本文只考虑激光的光斑尺寸大于等于球丸半径的情况.如图２所示,激光沿y轴

反向入射,假定焦斑的中心与小球的球心正好重合,则激光沿着y轴球对称分布.θ为A 点法线与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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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夹角,取值范围为０到π,ϕ为A 点在xy 面的投影与x 轴正半轴的夹角,取值范围为０到π.
激光打在小球丸的表面时,这个烧蚀过程可以理解为把小球的表面进行圆环似切割,并把每个圆

环又进行一片片的切割,如图２所示.对整个球面进行离散化再求和,微面元A 就可以近似看作为平

面靶,因此,可以利用激光驱动飞片原理进行计算.
计算得任意微面元A 由于烧蚀喷射等离子体所获得的冲量:

dIp ＝CmIsinθτR２sinθdθdφ
R 为小球半径.因此,小球获得的冲量为:

Ip ＝∫dIpsinθ

激光焦斑为高斯分布,则光强分布可表示为:

I(r)＝ ２E

(１－e－
２R２

０
ω２０

)ω２
０πτ

e－２r２

ω２０

其中,E 为激光能量,R０ 为光斑尺寸.
小球所获得的冲量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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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３θdθdφ

其中:

r２ ＝R２sin２θcos２φ＋(Rcosθ－δ)２

其中,δ为小球球心与驱动激光光轴的距离.
小球获得的速度:

v＝Ip

m

２　KrF激光驱动铝球数值模拟

基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天光一号”KrF准分子激光系统,对本文所述模型进行了数值模

拟,分别讨论了激光能量、球丸尺寸、傍轴距离对 KrF激光驱动铝丸所获速度的影响[９].
“天光一号”KrF准分子激光装置采用四级放大及角多路像传递系统,六束对称叠加打靶.激光

波长２４８nm,焦斑能量１００J,脉冲宽度３０ns,焦斑直径７００μm[１０Ｇ１１].
图３呈现的是４种半径不同的铝丸(分别为５μm、５０μm、７０μm、１２５μm)在光斑直径为７００μm

时,对应不同激光能量(分别为２０J、５０J、１００J、３００J、５００J、８００J、１０００J、２０００J)所产生的速度.

图３　铝球速度与激光能量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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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３所示,采用对数坐标后,能够明显发现其变化规律,即激光能量E 与铝球靶丸速度v 满足

如下公式:

v＝C０E０．７

当激光光斑大于球丸直径时,小球飞行速度与激光能量的０．７次方成正比.
图４所示激光能量为１００J时,铝球的速度随半径的增大而减小.并当小球半径为８００μm时,对

应的铝球速度趋近于０.

图４　铝球速度与半径的关系

图５所示铝球速度随着光轴漂移距离δ的增大而减小.当δ的有效范围为０~２０μm 之间时,能
够保证实验的有效性.因此,KrF激光驱动铝球实验中,为获得较高的速度选取δ的有效范围为０~
２０μm.

图５　铝球速度与光轴漂移距离的变化关系

３　结论

利用激光驱动的作用机理和冲量耦合系数,建立了 KrF激光驱动球形靶丸物理过程的物理模型.
建模思想将靶丸球面离散化,视其每一微面元为一个平面靶,采用了激光驱动飞片的理论知识计算每

一微面元的冲量并累计求和,最终得出小球靶丸所获得的冲量及速度.
基于“天光一号”KrF准分子激光装置,对六束激光驱动球丸实验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激光能

量、铝丸尺寸及傍轴偏移对铝丸速度的影响,为激光驱动球丸发射技术的实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４３



参考文献:
[１]　杨继运,龚自正,张文兵,等．粉尘静电加速设备原理及发展现状[J]．航天器环境工程,２００７,２４(３):１４５Ｇ１４７．
[２]　龚自正,徐坤博,牟永强,等．空间碎片环境现状与主动移除技术[J]．航天器环境工程,２０１４,３１(２):１２９Ｇ１３５．
[３]　曹燕,牛锦超,牟永强,等．CAST激光驱动微小飞片及其超高速撞击效应研究进展[J]．航天器环境工程,２０１５,３２

(２):１６２Ｇ１７５．
[４]　王钊,高爽,梁晶,等．用于冲击诊断的成像速度干涉仪[J]．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１１,２３(０３)．
[５]　高爽,汤秀章,王钊,等．利用侧向阴影照相技术探测靶的飞行速度[J]．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０８,２０(０４)．
[６]　PhippsCR,TurnerTP,HarrisonRF,etal．ImpulsecouplingtotargetsinvacuumbyKrF,HF,andCO２single

pulselaser[J]．JournalofAppliedPhysics,１９８８,６４(３):１０８３Ｇ１０９６．
[７]　PhippsCR,Birkan M,Bohn WL,etal．Review:laserＧablationpropulsion[J]．JournalofPropulsionandPower,

２０１０,２６(４):６０９Ｇ６３７．
[８]　PhippsCR,TurnerTP,HarrisonRF,etal．ImpulsecouplingtotargetsinvacuumbyKrF,HF,andCO２single

pulselaser[J]．JournalofAppliedPhysics,１９８８,６４(３):１０８３Ｇ１０９６．
[９]　何以广,王钊,汤秀章．低Z流体的单次冲击波压缩极限[J]．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１０,２２(１０)．
[１０]　田宝贤,王钊,戴辉,等．多路激光聚焦系统的均匀性分析[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１３,４７(９):１６３３Ｇ１６３６．
[１１]　李业军,田宝贤,王钊,等．激光均匀性对冲击波平面性的影响[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１４,４８(增刊 １):

６９１Ｇ６９５．

TheoreticalanalysisandcalculationofKrFLaserＧdriven
sphericalaluminumpellet

WANGZhao１,HUFengＧming１,TIANBaoＧxian１,LUZe１,
GAOZhinＧxing１,LIJing１,ZHANGPinＧliang２,LUJianＧxin

(１．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２．BeijingInstituteofSpacecraftEnvironmentEngineering,Beijing１０００９４,China)

Abstract:ThispaperdescribesthetheoreticalresearchoflaserＧdrivensphericalaluminumpellet．
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physicalprocessoflaserＧdrivenflyer,andatheoreticalmodeloflaserＧ
drivensphericalaluminumpelletwasestablished．Theimpulseandvelocityofaluminumpelletwere
calculatedbylaserpowerdensityandimpulsecouplingcoefficient．Basedonthe“HeavenＧⅠ”KrF
lasersystems,analyzethetheeffectsofthelaserenergy,thepelletsizeandthefocalspotposition
shiftonthealuminumpelletvel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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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脉冲激光驱动高速飞片多次加速实验研究

田宝贤,王　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不同于传统的短脉冲激光单次冲击加载过程,长脉冲激光驱动飞片加速会发生多次冲击加载过程.本文基于长

脉冲激光“天光一号”实验装置开展了激光驱动高速飞片多次加速实验研究,成功获得了了单次、二次、四次等的多种

加速实验结果,飞片最大速度超过１０km/s.研究表明:随着烧蚀层材料厚度的减小,多次冲击加载会演化成为宏观的

多次加速现象,并且随着加速次数的增加飞片最大速度明显提升.

关键词:激光驱动飞片;冲击加载;长脉冲;烧蚀层;多次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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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激光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激光驱动飞片技术成为冲击加载以及撞击特性与防护研究的重

要手段,并广泛应用于惯性约束聚变、地球行星物理、材料科学、空间碎片研究等多个领域[１Ｇ５].不同

于传统的短脉冲激光单次冲击加载过程,长脉冲激光驱动下烧蚀过程持续时间更长,远大于薄膜飞片

内部的单次冲击加载卸载过程,从而导致长脉冲驱动下特有的多次冲击加载过程.在激光驱动平面

薄膜飞片实验中,往往采用 VISAR[６]测速技术观测飞片自由面的加速过程.常规单次冲击加载过程

受脉冲前沿的影响,VISAR诊断结果会呈现简单的瞬间加速或者单次加速过程.长脉冲多次冲击加

载下飞片内部存在复杂的波的相互作用过程,飞片的加速过程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现象,并且受束靶

参数匹配关系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加速过程.本文基于“天光一号”百焦耳级长脉冲激光装置,在前

期５~９km/s单次加速实验[７]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其长脉冲的特点,开展了高速飞片多次加速实验

研究.通过改变束靶匹配关系获得了二次、四次以及准连续的加速过程,并成功实现了１０km/s以上

的高速飞片稳定发射.

１　实验装置

本实验是依托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高功率准分子激光实验室的“天光一号”激光装置开展

的,其原理示意图见图１,主要包括辐照激光“天光一号”、平面薄膜复合飞片靶,VISAR诊断系统以及

主要诊断工具条纹相机等.

图１　激光驱动高速飞片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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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一号”是一套电子束泵浦的６束百焦耳２４８nm紫外 KrF准分子激光系统,波长２４８nm,脉
宽２８ns,靶位焦斑为平顶高斯型,平顶直径尺寸约为５００μm,不均匀因子低于２％[８],功率密度可达

１０１２ W/cm２.其脉冲时间波形与空间分布如图２所示,２８ns的半高宽度决定了其烧蚀加载的时间要

远长于１~３ns的短脉冲激光装置,从而驱动产生多次冲击加载并演化为多次加速现象,同时经过无

阶梯诱导空间非相干平滑技术(EFISI)空间光束平滑后获得的光滑平顶焦斑可以很好地实现一维平

面冲击加载,有效限制了瑞丽泰勒流体不稳定性等影响从而获得完整性平面性较好的飞片.

图２　激光脉冲时间波形与６束聚焦光斑能量的空间分布

实验用靶为平面薄膜复合飞片靶,它包括两层材料,第一层为２０~１５０μmCH 烧蚀层材料,第二

层为５~１０μm的金属 Al膜.烧蚀层材料可以更容易烧蚀电离产生等离子体,一方面有利于激光能

量的吸收与冲击波的均匀性,另一方面可以隔离飞片与辐照激光,避免其被烧蚀和预热预压缩.实验

制靶主要采用煤油吸附的方法将二者粘接在一起,并用厚重镜片进行压制.对于厚烧蚀层飞片靶可

以通过镀膜技术将两层材料无间隙的粘接在一起,但因热效应的影响镀膜靶的平整性不是很理想,尤
其是薄烧蚀层飞片靶平整性更差.

VISAR诊断系统采用５３２nm固体激光器 VerdiV５作为探测光源,２０/３０mm 的融石英晶体作

为标准具,条纹相机作为诊断设备.利用多普勒频移效应,通过观测干涉条纹移动测量探测光反射面

的移动速度,也就是飞片的自由面速度.与早期采用的侧向阴影诊断技术相比,VISAR技术可以直

接获得飞片自由面的速度演化,从而更好地用于分析飞片的加速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来讲通常

诊断测量的自由面速度与飞片速度并非同一概念,在飞片加速过程中,受冲击动力学过程影响,飞片

内部存在一定的速度、密度、压力的空间分布,只有当飞片趋于匀速运动、内部动力学过程结束时,飞
片内部速度分布区域均匀,自由面速度才真正与飞片整体速度相等.

２　束靶相互作用模拟与设计

为保证飞片实验的顺利开展,我们利用一维辐射流体力学模拟程序 HYADES进行了相关束靶相

互作用模拟分析,通过对靶结构进行网格划分和时间分割,可以获得靶内压力、密度、粒子速度的一维

理想的时空演化.图３模拟了常规１０１２ W/cm２ 条件下不同烧蚀层厚度下的１０μm 金属铝膜飞片速

度演化.
对于１００μm及以上的厚烧蚀层,冲击波在烧蚀层内已发展基本稳定,脉冲前沿比较陡峭,飞片在

主冲击加载下２ns的时间内快速加速到５km/s,随后经过若干弱冲击过程逐渐加速到７km/s左右,
整个加速过程在１０ns\７０μm以内的时空尺度下完成.在状态方程、高压声速测量中,往往要求飞片

碰撞前具有“干净性”的特点,即飞片内部保持零压、无(或低)温升状态,这就要求飞片在经过一定空

腔加速后快速达到稳定的速度.对于短脉冲激光单次冲击过程,很容易满足这一要求,往往只需要几

μm的烧蚀层,甚至不用烧蚀层仅仅是处理一下表面形成氧化膜.但对于长脉冲激光,实验中需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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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００μm以上的厚烧蚀层,确保冲击波发展稳定,形成陡峭前沿,这就导致要的冲击动力学过程都发

生在烧蚀层内部,激光能量尤其是中后期脉冲能量无法有效转化为飞片动能.
对于３０~７０μm的烧蚀层参数,长脉冲驱动下的多次冲击逐渐演化为二次加速、三次加速甚至准

连续加速过程,飞片速度也逐渐提高到１０km/s乃至２０km/s,但同时相应的飞片加速时间也大大增

加,从几个ns逐渐增大到３０~４０ns,加速距离也相应地增大到２００μm 以上.由于烧蚀层厚度的减

下,冲击波在到达飞片内部时尚未发展稳定,因此脉冲前沿的加载飞片获得的瞬时启动速度往往只有

２~３km/s,在若干再冲击过程后速度达到５~６km/s并趋于匀速,这个过程大约持续１０~２０ns,但
在３０ns以上的长脉冲加载下,烧蚀等离子体喷射所造成压力加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从而导致飞片

在匀速运动过程以后会发生再次加速过程,从而造成多次加速现象.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多次加速

与多次冲击并非等同关系,对于长脉冲激光单个加速过程可能会存在若干个多次冲击过程,典型如图

３中的若干个小台阶,每一个小台阶对应着一次冲击过程.多次加速条件下,冲击动力学过程烧蚀层

内部的持续时间明显减小,烧蚀层越薄,加速次数越多,飞片的最终速度也越大,这对于长脉冲驱动飞

片加速无疑是重大的利好,有效改善了其脉冲中后期能量的转化利用.

图３　１０１２ W/cm２ 条件下不同烧蚀层厚度下的飞片速度演化曲线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４是条纹相机获取的飞片多次加速运动过程的 VISAR干涉图像,从中可以看到清晰的二次、
四次以及准连续的加速过程,并且干涉条纹移动过程中平行度较好、亮度变化一致,说明飞片在飞行

过程中保持很好的平整性,冲击波平面性保持很好.三种加速运动的关键实验参数见表１,为获得清

晰的干涉图像,我们在实验中会根据调整了条纹相机时间分辨量程和融石英标准具厚度.

图４　飞片加速运动过程的条纹相机干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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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飞片速度运动的关键实验参数

编号
时间分辨率/
(ps/pixel)

条纹常数/
(km/s/Fr)

激光能量/

J

烧蚀层厚度/

μm

铝膜飞片

厚度/μm

最大速度/
(km/s)

a ６２．４ ２．４９８ ９５ ５０ １０ ９．５

b １２３．１ ２．４９８ １３５ ３０ ５ １０．２

c １２３．１ １．６６５ １４１ ２５ ５ １２．９

图５为三种加速过程所对应的飞片自由面的速度时间曲线.其中图４(a)作为典型的二次加速过

程,飞片在第一阶段加速至５．１km/s,第二阶段最终速度约为９．５km/s.在激光能量９５J、烧蚀层厚

度５０μm的条件下,２８ns的长脉冲仅能够维持２次宏观加速过程.相比之下,图４(b)和图４(c)实验

结果对应的激光能量更高,相应的冲击波速度更大,同时２５~３０μm 的烧蚀层厚度也更薄,从而使得

２８ns的长脉冲能够维持４次乃至更高次数的宏观加速过程.图４(b)作为四次加速过程,其第一阶段

加速至大约２．５km/s,经过一段较稳平缓的近似匀速运动或缓慢加速过程后,第二阶段加速至

５km/s以上,相应的第三阶段加速至８km/s,第四阶段加速至１０km/s,但第四阶段的加速过程中干

涉条纹突然消失,说明此刻飞片已然解体.图４(c)更是呈现近似连续的加速过程,没有明显的匀速运

动阶段,并且飞片在达到１３km/s后干涉条纹也消失了,飞片发生了与图４(b)相似的解体现象.

图５　飞片多次加速过程的飞片速度时间曲线

　　激光束靶匹配关系对飞片加速和内部动力学过程有重要影响.其中,飞片能量直接关系到驱动

产生的冲击波速度,而靶结构参数则决定了冲击动力学过程发生的空间尺寸.以１０μmAl膜飞片加

速实验为例,假定飞片内部冲击波发展稳定,单次冲击瞬间加速到１０km/s,飞片内部粒子速度约为

５km/s,相应的冲击波速度超过１２km/s,Al膜内部的冲击加载卸载时间不到２ns,这也就导致了长

脉冲驱动下飞片内部会因一系列波的相互作用(冲击波、稀疏波及界面)产生多次冲击现象,并受束靶

匹配关系影响出现一组或者多组多次冲击过程.厚烧蚀层条件下多为一个很强的主冲击过程后续伴

随着若干弱冲击过程,宏观上近似于单次加速过程,但在薄烧蚀层条件下,两组甚至多组多次冲击过

程就会演化为宏观的多次加速现象.
由于“天光一号”并非理想的方波脉冲,脉冲波形上升沿较长,初始阶段的功率密度较低.对于薄

烧蚀层条件,冲击波尚未发展稳定甚至尚未形成,冲击波或压缩波的前沿会相对较缓,这就造成了一

方面初始冲击比较弱,飞片的起始速度较低;另一方面逐渐增强的冲击波与自由面反射的中心稀疏波

共同作用会造成自由面卸载不完全现象,并产生类似于准等熵连续加载的过程[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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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冲击波平面性、飞片材质均匀性及表面平整度等二维效应因素的影响,飞片加载过程会

发生流体力学不稳定性等并造成飞片内部速度横向不均衡,从而产生侧向剪切力导致飞片撕裂解体.
多次加速过程中飞片内部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冲击加载卸载与波的相互作用过程,而且加速时间和加

速距离很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二维效应的影响进而导致飞片解体.因此,实验中四次及准连续加

速过程中飞片并没有完成理论上的全部加速过程而提前解体,实验中飞片的最大速度１３km/s与理论模

拟的２０km/s存在较大差距,这里面靶的制备与安装过程中对其平面性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４　结论

基于“天光一号”激光装置,利用其长脉冲的特点通过多次加速过程获得了１０km/s以上的飞片

发射结果.多次加速与多次冲击并非等同的过程,宏观观测到的单一阶段加速过程中,飞片内部会发

生若干多次冲击加载过程,多次冲击会根据束靶匹配关系逐渐演化为二次、三次或者更高次的加速过

程.相比于单次加速过程,多次加速下的飞片速度明显提高,相应的飞片加速时间和加速距离也会明

显增大.同时,受二维效应影响,多次加速机制下飞片更容易解体,因而对束靶的均匀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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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fromsingleshockloadingdrivenbyshortＧpulselaser,flyersareshockedseveral
timesforlongＧpulselaser．Inthispaper,multipleaccelerationexperimentswereperformedo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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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超热负荷第一壁技术

谌继明１,王平怀１,金凡亚１,杨　波１,朱小波１,高　翚１,李　前１,
刘丹华１,朱　明１,何开辉２,王　坤２,中国ITER第一壁团队

(１．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２５;２．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６２)

摘要:ITER超热负荷第一壁起到屏蔽等离子体高热流辐射和限制等离子体边界的作用,其表面热负荷高达４．７MW/m２,具

有弧形的面对等离子体铍瓦表面和铜铬锆合金与不锈钢基体组成的超级蒸发冷却通道结构.３种材料需可靠连接,以

及时将热负荷通过４MPa、２m/s的冷却水带走,并满足ITER装置脉冲运行１５０００次的热疲劳寿命要求.采用我国

自主研发的ITER级真空热压金属铍,分别通过热等静压和爆炸焊实现其与铜合金和合金与不锈钢的可靠连接;通过

优化热处理和热加工工艺,解决了铜铬锆合金的过时效敏感性,很好地控制了合金的强度和晶粒尺寸,消除了不锈钢

的应力腐蚀倾向;通过优化连接技术和界面层结构,降低了连接界面的残余应力,提高了连接可靠性.创新设计超级

蒸发冷却通道结构,更好的实现了加工制造可行性,提升了部件的热疲劳寿命.按要求成功制作出ITER超热负荷第

一壁全尺寸手指对单元部件和半原型部件,经受住了４．７MW/m２ 下７５００次和５．９MW/m２ 下１５００次高热负荷疲

劳试验,通过ITER技术认证.

关键词:ITER第一壁;超热负荷;材料连接;热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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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热负荷第一壁(FW)板是ITER的核心部件,其直接面对燃烧等离子体,起到限制等离子体边

界和屏蔽高热负荷的双重作用,保护外围设备和部件免受热辐射损伤.ITER将产生５００MW 聚变

能输出,来自燃烧等离子体的高热流负载和装置脉冲运行所带来疲劳问题是第一壁面临的主要挑

战.ITER早期设计第一壁板的表面热负荷为０．５ MW/m２[１],限制等离子体的作用由限制器承

担[２].由于苛刻的运行环境和加工制造要求,在２００８年ITER设计变更中取消了窗口限制器,将
其功能附加到第一壁上,致使第一壁板的表面热负荷大幅提高.其中,约一半第一壁板的表面热负

荷增至２MW/m２,被称作普通热负荷(NHF)第一壁板;另一半的热负荷提高到４．７MW/m２,被称

作超热负荷(EHF)第一壁板.另一方面,为防止部件边缘暴露在过高的等离子体热流中[３],所有第

一壁板被设计成向等离子体凸起的弧形表面,避免与磁力线交汇,大大增加了第一壁板的加工制造

难度.
中俄分享EHF第一壁板的加工制造,而欧盟则承担全部 NHF第一壁板的生产制造任务.典型

第一壁板由４０根“手指”模块与中心梁连接而成,来自脉冲燃烧等离子体的热负荷主要作用于手指表

面.手指为一种三明治结构,由表面铠甲材料金属铍、热沉材料铜铬锆合金和结构支撑材料３１６L(N)
不锈钢组成.三种材料接触面冶金结合,保障部件的传热性能,提高整体结构强度和承受高热负荷循

环加载的能力.俄罗斯采用快速钎焊实现铍与铜铬锆合金的连接,我国与欧盟均采用热等静压

(HIP)实现它们之间的扩散连接.在铜合金与不锈钢(SS)连接方面,中俄均采用爆炸焊技术,而欧盟

依然采用高温 HIP连接技术.ITER采用４MPa、２m/s的高温水冷却第一壁,入口温度为７０ ℃.

NHF第一壁具有低的表面热负荷,只需在铜铬锆合金热沉体中嵌入不锈钢水管,就可满足传热要

求.为承受超热负载,EHF第一壁采用矩形超级蒸发(HVT)冷却通道,冷却水直接与热沉材料接

触,汽液两相流动,具有很高水流与器壁的换热系数,且传热路径避开了 Cu/SS复合界面,效率更

高.然而,为保持结构强度,HVT冷却通道跨越了 Cu/SS连接界面,对异种材料连接可靠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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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第一壁板的设计寿命为１５０００次装置放电运行,在这个寿期内必须保证结构的完整性,铍
瓦脱落和冷却通道漏水是绝对禁止的.对于EHF第一壁板,能否抗住４．７MW/m２ 循环高热负荷作

用成为第一大挑战,而异种材料连接是其中的关键,其可靠性成为第二大挑战.第一壁铍瓦尺寸将影

响到部件铜铬锆合金中的热应力水平,从而影响到该合金的疲劳寿命,必须予以评估.EHF第一壁

HVT冷却通道壁厚仅３~５mm,对铜铬锆合金的强度和晶粒尺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合金抗中

子辐照性能优良,但其力学性能受热加工影响很大[４].由于第一壁板制造经历复杂的热加工处理过

程,控制合金满足ITER要求是困扰各方的一大技术难题,成为第三大挑战.ITER第一壁板涉及三

种材料的连接界面,基于理论上的设计分析不能真实反映工程实际,特别是界面上不可避免存在缺

陷,其对部件热疲劳性能的影响难以通过理论分析获取,必须通过试验进行评估.因此,该部件采用

了基于试验的设计,要求通过试验,确定并优化部件参数,确认部件的高热负荷疲劳性能,同时验证复

杂结构加工制造工艺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根据要求,各方开展了小模块、半原型部件制作和试验认

证,确定了铍瓦尺寸参数和部件的加工制造技术.本文将报告中国在该部件制作和认证过程中所取

得的进展.

１　部件制作技术

１．１　材料

采用国产材料制作EHF第一壁模块和半原型部件.其中,铍为国内自主研发的ITER级真空热

压铍CNＧG０１.该材料纯度优于９９％,氧化铍含量小于１％,图１为多批次材料化学成分测试结果,可
看出其杂质元素和氧化铍的含量均满足ITER要求,特别是其中的Si、Al和 Mg等杂质得到了较好的

控制,远低于最高含量限制.在拉伸性能方面,大量室温测试结果显示不同批次铍板的拉伸强度和塑

性均满足ITER要求,而晶粒尺寸远小于ITER要求的最大尺寸,见图２.
制作EHF第一壁小模块和半原型部件的铜铬锆合金板材尺寸为(１５００×３００×１２)mm３,其含有

０．６４％ Cr和０．０８２％Zr(质量分数),使用前经９８０℃/２０min固溶处理,５０％变形冷轧和４７５℃/３h
时效处理,具有较高的强度和细小的变形晶粒组织,室温屈服强度大于４０３ MPa,抗拉强度超过

４５８MPa,并具有大于２０．５％的延伸率.
使用了两种规格的ITER级３１６L(N)不锈钢材料.一为１０mm 厚的固溶处理态热轧板,用于制

作CuCrZr/３１６L(N)爆炸焊复合板材,其室温屈服强度为２６８MPa,抗拉强度５５８MPa,晶粒度优于５
级;另一为厚度大于４００mm的固溶处理态锻件,用于第一壁手指基座和半原型中心梁的加工制造,
其屈服强度大于２７０MPa,抗拉强度达到５４５MPa,晶粒度优于３级.

图１　CNＧG０１VHP铍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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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CNＧG０１VHPＧBe板的室温拉伸性能和晶粒尺寸

UTS—抗拉强度;YS—０．２％名义屈服强度;E—弹性模量;TE—总延伸率;d—平均晶粒尺寸

１．２　第一壁加工制造技术

EHF第一壁小模块和半原型手指部件的加工制造涉及Be/CuCrZr/３１６L(N)的复合连接、HVT
冷却通道的加工制造,以及不锈钢结构的焊接等.采用 HIP扩散连接Be/CuCrZr,参数为５８０℃/１５０
MPa/２h,冷却速度１℃/min,并在冷却到３００℃时保温２h以去除结构中的残余应力.为避免形成

铍铜脆性金属中间相,在 HIP前,铍瓦连接表面磁控溅射涂层１０μmTi和１０~４０μmOFＧCu,前者作

为铍铜扩散阻挡层,后者作为应力缓释层.为进一步缓释应力并降低铍铜连接件的残余应力,在手指

部件制作中,界面层的 OFＧCu层进一步增大至０．５~２mm.以往的研究表明,采用此技术制作的铍

铜连接件,其室温剪切结合强度大于２４０MPa,界面元素扩散充分[５].为了确保质量,在 HIP连接后,
采用超声波无损探伤技术检查结合质量,在１．５mm人工反射体灵敏度下,要求界面无缺陷提示.

采用爆炸焊制作(１２００×２２０×２０)mm３ 的铜与不锈钢双金属复合板,焊后固溶处理以消除界面

的变形组织并降低界面层不锈钢的硬度,消除未来使用中其作为 HVT冷却通道壁材料与冷却水接

触的应力腐蚀趋向,按要求,其维氏硬度应低于３００HV.在结合质量方面,ITER要求其界面缺陷应

小于２mm.为杜绝使用中 HVT冷却通道漏水,本研究在超声波无损检验中,以界面２mm人工反射

体回波幅度的１０％作为判废依据,保障了 HVT冷却通道的成品率.复合板初始室温抗拉强度最高

达到５００MPa,固溶处理后显著下降至２４０MPa,而界面３１６L(N)不锈钢的显微硬度从３５０HV降至

１６０HV,达到要求.
在加工流程上,首先使用经固溶处理后检验合格的CuCrZr/３１６L(N)不锈钢复合板加工 HVT冷

却通道上盖板,再与不锈钢基座配合,通过激光焊接实现通道封闭,随后采用热等静压使其铜铬锆合

金面与铍瓦复合,最终经机械加工并焊接进出口不锈钢水管后制成EHF第一壁模块和手指部件.在

该过程中,第一壁铜铬锆合金及其与不锈钢的复合界面经历了上述的爆炸焊、固溶处理以及５８０℃热

等静压处理等热过程,其强度和微观结构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是ITER第一壁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按要求,经历上述过程后,CuCrZr合金的室温和２５０ ℃屈服强度(YS)应分别不小于１７５ MPa和

１５０MPa,抗拉强度(UTS)分别不小于２８０MPa和２２０MPa,延伸率(TE)大于１５％,晶粒尺寸(d)不
大于２００μm.对于复合板,其在１５０℃下的结合强度应不小于２２０MPa,并且,采用该复合板制作的

HVT水盒,在经历第一壁热加工高温过程后,应耐得住７．１５MPa往复１００次的水压试验,试验后的

室温氦检漏最大漏率应低于１×１０－１０ Pam３/s.复合板在经历模拟的第一壁热加工过程后,按照

ITER要求,采用与 GB８５４６－１９８７标准类似的分离试样和冲头进行拉伸试验[６],其１５０℃拉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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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高于３７４MPa.除此之外,所制作 HVT水盒,在１００次往复水压试验中无泄漏,试验后室温氦检

漏漏率在(１．４~１．７)×１０－１１Pam３/s范围内,两者均明显优于ITER要求.
为确定部件CuCrZr合金的性能,在模块和手指等部件的制造过程中,全程采用合金更随试块,从

上取样进行拉伸性能测试和金相分析,测试结果见表１.从中可看出,只有 HHFT 手指对部件

CuCrZr合金的晶粒尺寸不满足要求,其他全部达标.该手指对为用于高热负荷试验(HHFT)的部

件,在加工过程中,发现CuCrZr/３１６L(N)复合板结合质量不满足要求,为修复缺陷采用９８０℃热等

静压处理,之后再行固溶处理,造成了合金晶粒尺寸超标５０％,但其室温和高温拉伸性能依然满足

要求.

表１　第一壁部件CuCrZr合金的拉伸性能和平均晶粒尺寸

温度/℃ 部件名称 YS/MPa UTS/MPa TE/％ d/μm

RT

小模块 ２１５ ３５５ ＞３１ １００

HHFT手指对 １９５．８ ３２８．５ ３２．５ ３００

半原型 １８０ ３１７ ３１ ８０

２５０

小模块 １７５ ２７５ ＞３１ NA

HHFT手指对 １８２．９ ２８８．９ ３２．２ NA

半原型 １８７ ２６５ ３１ NA

２　超热负荷第一壁小模块和半原型部件制作

采用上述技术加工制造Be/CuCrZr/３１６L(N)连接件和其中的 HVT冷却通道,焊接外接水管后

形成EHF第一壁小模块,分别用于铍瓦尺寸效应评估和中子辐照试验.对于半原型手指部件,手指

长度达到５９８mm,分三段平面构成弧形铍瓦表面,三段之间的夹角分别为４°和１０°,其制作相对复杂,
需在加工 HVT冷却通道前对CuCrZr/３１６L(N)复合板进行弯曲成型,有更高的加工精度要求.EHF
第一壁半原型部件由６根手指即３个手指对与不锈钢中心梁焊接装配而成,装配焊接采用激光焊,输
入功率１０kW,熔深１０mm;水管与中心梁水盒焊接采用 TIG焊,熔深３mm;不锈钢水盒盖板的焊接

也采用TIG焊,熔深为５mm.手指对两根手指的装配,主要涉及连通水道用C型不锈钢管的TIG焊

接和进出水管的 TIG焊接,熔深依然为３mm;而封闭冷却水道的盖板焊接则采用激光焊,输入功率

大约为４．６kW,熔深为５mm.两根手指的水道串联连接,而在半原型中,手指对之间则是并联关系,
中心梁内部的冷却通道起到了汇集管道的作用.

除了上述异种材料连接外,EHF第一壁模块和半原型制作的另一难点是控制激光焊接水道引

起的背面飞溅和焊接变形.采用防飞溅涂层技术和优化的焊接参数及工装夹具,本研究获得了背

面无飞溅技术和较好的变形控制.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所制作小模块具有不同的铍瓦规格和尺

寸,而半原型手指部件所采用的铍瓦尺寸则依据铍瓦尺寸效应的试验评价结果,采用了(５１×１２)

mm２ 铍瓦,HIP连接后线切割成城垛型(castellation)铍瓦,切缝深度小于铍瓦厚度１．５mm.图３
为采用本技术制作的典型中子辐照模块、铍瓦尺寸评估模块、EHF手指对和半原型部件.其中,中
子辐照模块的尺寸为(７９×５１×２９)mm３,评估模块的尺寸为[１９３×５１×(２５~２７)]mm３,手指对

尺寸为(５９８×１０３×９５)mm３,半原型主体的尺寸为(６０６×３１１×１７０)mm３.图中所有模块的铍瓦

尺寸均为(１２×１２×６)mm３,但手指对和半原型上有少量规格较小的铍瓦,主要是为了满足部件总

体外形尺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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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EHF第一壁中子辐照模块(a)、评估模块(b)、手指对(c)和半原型(d)的实物照片

　　为提高铍铜 HIP连接的可靠性,在手指模块的制造中,在 HIP连接环节,采取了优化垫块尺寸等

系列改进包套设计措施,使包套收缩均匀,从而提高 HIP压力作用于连接件表面的均匀性.计算分析

结果表明,其较好的降低了 HIP后连接界面的残余应力,从而稳定了连接质量,使手指部件铍铜连接

的成品率提高到９０％以上.图４为针对(１９３×５１×２５)mm３ 小模块 HIP过程的模拟结果,计算过程

忽略了冷却速度的影响,可看出,在降至室温后,铍瓦下表面的最大等效应力从 ２９７ MPa降至

１９１MPa,效果显著.另一方面,为提高部件的高热负荷热疲劳性能,在 HVT 冷却通道底面增加了

３mm宽、４mm深的环向槽,以提高 HVT冷却通道侧边的柔性,降低铜铬锆合金内部的最高热应力和

应变水平.从图５可看出,在４．７MW/m２ 功率密度作用下,模块 HVT通道铜铬锆合金和不锈钢的

最大塑性应变均随槽深的增加而降低,变化明显,有利于提高材料的疲劳寿命.俄罗斯借鉴本开槽方

案,对添加６mm 深槽的情形进行了计算分析,发现 HVT 冷却通道的疲劳寿命从数千次提高到

４００００次[７].

图４　HIP过程中模块铍瓦的应力变化

　　

图５　HVT环向槽深度对模块应变的影响

对所有部件先后进行了水压试验和真空氦检漏,全部经受住了７．１５MPa/３０min水压考验,保压

过程压降在０．０８~０．１５MPa范围内,满足小于±０．２MPa要求.第一壁属于ITER真空室内部件,
对漏率指标要求严格,需低于２．７×１０－１０Pam３/s(氦当量).图６为各类型模块、手指对和半原型部

件的室温氦检漏结果,每个数据点对应一个模块或部件,可看出,虽然数据有一定分散性,但均满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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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EHF第一壁模块、手指对及半原型的室温真空氦检漏漏率

◆评估模块;○中子辐照模块;▲手指对及半原型

３　高热负荷疲劳试验

高热负荷疲劳试验在俄罗斯Efremov研究所的 TSEFEYＧM 试验装置上进行.试验在模块实时

冷却下进行,冷却水条件为:压强２MPa,流速２m/s(HVT冷却通道中的平均流速),入口温度７０℃.
试验过程中采用高温热像仪实时监测模块铍瓦表面温度,一旦出现过热点或温度超过设备所允许的

温度上限后停止试验,采用水冷铜罩遮挡后可继续进行其他区域的试验.

３．１　铍瓦尺寸效应评估

铍瓦尺寸将影响到作用于第一壁热沉CuCrZr合金上的热应力和热应变,为满足疲劳性能要求,
需对可接受的最大铍瓦尺寸进行评估.为此,根据理论分析结果选取了(１２×１２)mm２ 和(１６×１２)

mm２ 两种规格的铍瓦制作了平直的 EHF第一壁小模块,铍瓦厚度６mm.高热负荷疲劳试验在

４．７MW/m２下循环了７５００次和在５．９MW/m２ 下循环了１５００次,二者均覆盖整个铍瓦表面.小铍

瓦模块成功通过了试验考验,过程中无铍瓦脱落和过热,其中一块铍瓦相对于正常铍瓦出现２０％的温

差,但仍满足不超过３０％的要求.相反,大铍瓦模块分别在不同阶段共计有４块铍瓦脱落和１块铍瓦

超标过热,试验结果不可接受,说明可接受的铍瓦尺寸应不超过(１２×１２)mm２.为降低生产制造成

本,试验考察了(５１×１２)mm２ 大铍瓦城垛式切割成(１２×１２)mm２ 铍瓦的可行性,制作了两个评估模

块,一个采用该规格大铍瓦,另一个采用(１２×１２)mm２ 铍瓦,厚度均为８mm,与真实产品保持一致.
同时,高热负荷试验也在部件真实运行工况下进行,即在４．７MW/m２ 下循环了１６０００次.试验结果

取得成功,无铍瓦脱落损伤和过热,大铍瓦设计方案得到验证.

３．２　半原型部件的高热负荷试验认证

采用评估试验所确定了铍瓦尺寸制作了多个半原型全尺寸手指对部件,对其中两个开展了在

４．７MW/m２下７５００次和５．９MW/m２ 下１５００次的疲劳试验,试验结果取得圆满成功,两个手指对

均无铍瓦脱落、损伤、过热和超标的累积温升,顺利通过认证.其中,最大累积温升＜１１％,铍瓦最高

过热＜２４％,达到分别不超过２０％和３０％的ITER要求.图７为试验后其中的一个手指对及其在不

同热负荷下的表面温度,试验在三个平面上分区先后进行的,但５．９MW/m２ 只对其中的一个(１００×
１０２)mm２ 小区域进行.图中明显氧化的表面为高热负荷作用区域,可见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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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EHF第一壁手指对 HHFT后的照片及其分别在４．７MW/m２ 和５．９MW/m２ 下的温度图谱

４　结论

本文回顾了超热负荷ITER第一壁的研发和试验认证过程,论述了该部件所有材料及其性能、部
件制作所采用的关键技术,以及所制作小模块和半原型部件的各方面性能.从研制结果看,上述各方

面均达到ITER要求,Be/CuCrZr/３１６L(N)异质材料连接质量可靠,焊接技术过关,从小模块到全尺

寸手指原型件均顺利通过高热负荷疲劳试验认证和水压、氦检漏等其他方面的检验.研究确定了可

接受铍瓦尺寸和放大尺寸后所应具有的城垛型结构,优化了铍铜连接热等静压工艺,论证了爆炸焊接

制作CuCrZr/３１６L(N)复合板的可行性,时效强化 CuCrZr合金的强度和微观结构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创新变更设计的 HVT冷却通道极大地提升了EHF第一壁部件的高热负荷热疲劳寿命.高热负

荷试验结果不仅考察了部件在实际工况下的疲劳寿命,而且试验了超过热负荷超设计指标下的疲劳

性能,两者均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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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enhancedheatfluxfirstwalltechnology

CHENJiＧming１,WANGPingＧhuai１,JINFanＧya１,YANGBo１,
ZHUXiaoＧbo１,GAO Hui１,LIQian１,LIUDanＧhua１,ZHU Ming１,

HEKaiＧhui２,WANGKun２,ChinaITERFW Group
(１．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２５,China;

２．ChinaInt＇lNuclearFusionEnergyProgramExecutionCenter,Beijing１００８６２,China)

Abstract:ITERenhancedheatfluxfirstwallshieldsextraＧhighthermalfluxfromitsburningplasma
andlimittheplasmaboundary．Withasurfaceheatloadupto４．７MW/m２,itusesaprofiledsurface
ofBetilesmountingonthehypovaportron(HVT)coolingstructurethatcomposesofCuCrZralloy
andstainlesssteel．Heatloadarebeingtransferredto４MPaand２m/scoolingwaterthroughthese
wellＧbondedmaterials．ItisabletowithstandthepulseoperationofITERfor１５０００cycles．Hot
isoＧstaticpressing(HIP)andexplosionbondingtechnologieshavebeensuccessfullydevelopedto
makereliableBe/CuCrZrand CuCrZr/３１６L(N)joints,respectively．Thetensilestrengthand
microstructureofthecopperalloywaswellcontrolledbyoptimizingheattreatmentandthermal
process．TheresidualstressofthepostＧHIPedBe/CuCrZrjoints wasreducedsignificantlyby
improvingtheinterfacelayers．ThethermalfatiguelifeoftheHVTcoolingchannelwasgreatly
extendedwithaninnovativedesign．FullＧscaleFWfingerpairsandasemiＧprototypeweremade,the
pairssuccessfullywithstoodthermalfatiguetestat４．７MW/m２for７５００cyclesand５．９MW/m２for
１５００cycles．TheenhancedheatfluxtechnologywasthussuccessfullyqualifiedaccordingtoITER
requirements．
Keywords:ITERfirstwall;enhancedheatflux;materialbonding;thermalfat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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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第一壁部件铍铜扩散连接机理研究

王平怀,谌继明,刘丹华,李　前,黄　攀,杨　波,金凡亚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２５)

摘要:屏蔽包层第一壁板是国际热核实验堆(ITER)的关键部件,我国第一壁手指件面对等离子体材料铍瓦与热沉材

料CuCrZr合金采用热等静压连接的方式,热等静压过程将对Be/CuCrZr连接界面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采用破坏性

检测分析结合有限元分析方法,对第一壁小模块在热等静压连接后的Be/CuCrZr连接界面的形成机制及失效机制进

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经热等静压后在 Be/CuCrZr界面生成了多种金属间化合物层,其中 Cu/Cu４Ti/Cu４Ti３

(Cu３Ti２)是最易失效的界面.各相之间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导致界面存在较大的残余应力,在热等静压冷却过程

中产生的残余应力及界面剪切应力共同作用下造成了Be/CuCrZr连接界面缺陷的产生.针对Be/CuCrZr热等静压后

缺陷的发生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工艺改进,由于界面处残余应力的释放,显著提升了Be/CuCrZr界面结合性能,为第

一壁部件顺利通过高热负荷认证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第一壁;高热负荷性能;热等静压扩散连接;铍;铜铬锆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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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聚变能被认为是资源无限、清洁安全的理想能源,是最终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途径之一.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是一种大型的托卡马克型装置,用以验证核聚变能大规模应用的科学和工程

技术可行性[１].第一壁(FW)板是ITER的核心部件之一,其直接面向高温等离子体,在ITER中起

到限制聚变等离子体、屏蔽高热负荷,从而保护外围设备和部件免受热辐射损伤的作用.根据所处位

置不同,第一壁板分为增强热负荷(表面热负荷最高达４．７MW/m２)和普通热负荷(表面热负荷达１~
２MW/m２)两种[２].按照第一壁板采购包分配协议,中国将承担１０％第一壁板的生产任务,全部为增

强热负荷型.中国承担的增强热负荷型第一壁板由２０对手指对(４０个手指部件)和一个中心梁部件

焊接装配而成.
第一壁手指部件由面对等离子体材料铍(Be)、热沉材料CuCrZr合金以及结构材料３１６LN不锈

钢通过不同的连接工艺制作而成.其中Be与CuCrZr合金材料的连接是最关键的一环,其连接质量

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第一壁的抗高热负荷能力[３].铍与铜元素在高温下易发生反应并形成脆性的金属

间化合物,而且铍与CuCrZr合金之间物理特性差异大.在高达４．７MW/m２ 的稳态热负荷作用,尤
其是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由于残余应力和脆性相的综合作用,会导致界面缺陷的产生,进而可能影

响Be与CuCrZr合金之间的热传递,在表面以及界面处产生更高的温度,危及部件的安全性.因此,
发现Be/CuCrZr热等静压连接界面的形成机理及失效机理,是提升第一壁部件高热负荷性能所亟须

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第一壁半原型的制作及高热负荷认证为背景[４],借助有限元分析以及从小到大

制作第一壁模块的实验方案,重点研究在新的第一壁结构下Be/CuCrZr热等静压连接机理以及高热

负荷对连接界面的影响规律,进而通过工艺优化,提升界面的结合强度及性能,提升第一壁部件的抗

高热负荷能力.

１　实验材料及方法

为了研究Be/CuCrZr连接失效机理,本研究制作了多个第一壁小模块,其关键制作工艺与第一壁

手指部件相同,见图１.热等静压前所用铍瓦尺寸为５１mm×１２mm×６mm,在铍瓦表面采用磁控溅

射技术制作 Ti层和Cu层的复合过渡涂层,厚度分别为１０μm和４０μm.Be在 Ti中的扩散系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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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Ti作为扩散阻碍层可阻止生成脆性的Be/Cu金属间化合物;而 Cu与 CuCrZr合金具有很好的

亲和力,能有效缓解因焊接产生的应力[５].热等静压参数为:５８０℃/１５０MPa/２h,为防止温度变化

过快给界面造成的热应力,在加热冷却的不同阶段设置了保温阶段,以保证部件温度的均匀性,降低

热应力的产生.

图１　第一壁部件实物图

(a)小模块;(b)第一壁手指

热等静压后,先后去除包套、去除石墨垫片,然后将铍瓦线切割加工为１２mm×１２mm×６mm,
切割深度４．５mm.对热等静压后的每个模块不同加工阶段均进行相控阵超声检测,确定界面处是否

有缺陷.为了分析缺陷产生的位置及原因,对缺陷区和非缺陷区分别取样进行了界面性能分析,采用

型号为蔡司SIGMA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对样品进行微观组织形貌观察,另外利用该设备配置

的牛津仪器的能谱仪(EDS)对材料微区成分元素种类与含量进行分析.利用 X射线衍射分析(XＧray
diffraction,XRD)对材料的物相和晶体结构进行分析.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热等静压后Be/CuCrZr连接界面形成机理

本研究首先对无缺陷的小模块进行了解剖分析,对其界面结构利用扫描电镜进行分析.图２是

超声检测无缺陷的Be/CuCrZr连接界面的SEM 背散射电子图像,从左至右,分别为铍基体、Ti涂层

和Cu涂层.可以看出,该界面区有６个明显的分区.因为不同元素及不同相合金成分的不同,因而

激发出的背散射电子数量也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图像衬度.较暗的左侧为铍基体,右侧明亮区为铜涂

层区,在铍基体和铜涂层区为Be/Ti和 Ti/Cu互扩散区,该总扩散区宽度约为１０μm.而在热等静压

前,Ti涂层厚度约为１０μm,可见在扩散过程中发生了不对称扩散,主要是Cu向 Ti层的扩散.根据

Kirkendall效应[６],在５８０℃互扩散时,Cu和 Ti原子将同时发生扩散,但是因为５８０℃温度下Cu的

扩散速率大于 Ti,在扩散过程中 Ti中空位的向外扩散通量大于铜的向内扩散通量,从宏观上表现为

扩散层向 Ti层移动.图２中的１区为BeＧTi扩散区,从能谱线扫描曲线可以看出,BeＧTi层之间发生

了一定的扩散,其与 Ti的互扩散宽度约为０．８μm,铍的扩散路程有限,这说明本研究中 Ti涂层有效

地阻挡了Be向Cu层的扩散,防止了BeＧCu脆性相的生成.

２~６区为 TiＧCu扩散区,其能谱线扫描曲线见图３.Ti、Cu元素的线扫能谱线均以台阶式变化,
每个台阶对应着不同的分区,在每个分区发生了元素含量的突变,即意味着在这些分区处有新相生

成.根据 TiＧCu二元合金相图[７],钛和铜之间互溶度极小,很容易达到极限溶解度.在５８０℃扩散连

接时,两种金属将发生反应扩散,生成多种金属间化合物新相,包括 CuTi２、CuTi、Cu４Ti３、Cu３Ti２、βＧ
Cu４Ti等,其中βＧCu４Ti将在冷却时转变为αＧCu４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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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Be/CuCrZr连接界面无缺陷区SEM 背散射电子图像(a)和１区能谱线扫描图(b)

图３　Ti/Cu扩散区能谱线扫描图

　　为了验证本研究中界面处各相类型,对样品沿平行于界面方向从CuCrZr侧向Be侧逐步进行打

磨,根据打磨量分步进行XRD分析.因界面层仅有１０μm 左右,需要仔细控制打磨量以尽可能的反

应界面处的相分布.典型性的XRD结果见图４,根据EDS及XRD分析结果并依据TiＧCu二元相图,
可推断各区的相组成.Be/CuCrZr界面的相分布依次为Be基体区;１区:BeＧTi中间相;２区:αＧTi相;

３区:CuTi２ 相;４区:CuTi相;５区:Cu４Ti３ 相,或者有 Cu３Ti２ 相;６区:Cu４Ti相(从相图分析为αＧ
Cu４Ti相,因冷却速度较快,有残留βＧCu４Ti相);Cu涂层区.

图４　Be/CuCrZr界面 XRD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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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连接主要阶段包括:物理接触阶段、接触表面的激活阶段及形成可靠接头阶段,上述阶段交

叉进行,原子在界面处扩散生成固溶体、化合物层等[８].化合物层扩散速度由原子在化合物层中的扩

散速度和界面生成化合物层反应速度两个因素决定.对于各金属间化合物层的生长动力学规律,本
研究认为:在扩散开始阶段,由于浓度梯度很大,原子扩散通量较大,界面处Cu原子快速向 Ti层扩散

(因Cu的扩散系数远大于 Ti,此处忽略 Ti向 Cu侧的扩散),而 CuTi２ 的动力学形核几率最大,当达

到一定的热力学条件时,开始在 Ti涂层内部生成CuTi２ 化合物层.这时 Ti２Cu化合物层扩散速度受

生成化合物层反应速度控制,原子在化合物层总的扩散速度大于界面生成化合物层反应速度,则化合

物层扩散速度受界面生成化合物层扩散速度控制,化合物层厚度向界面处呈线性规律生长.随着化

合物层增加,形成的CuTi２ 层一定程度上阻挡了Cu原子的扩散,CuTi２ 层继续长大,扩散速度减慢.
而Cu原子在 CuTi２ 侧聚集,当达到 CuTi层的热力学形核条件时,生成 CuTi层.然后依次生成

Cu４Ti３、Cu３Ti２ 和Cu４Ti相,新生成的化合物层使得原子的扩散速度减缓,各层形成后厚度随着时间

延长缓慢变化.

２．２　Be/CuCrZr连接界面失效机理

对热等静压后界面有缺陷的模块进行解剖分析发现,大多数界面开裂发生在 Cu/Cu４Ti/Cu４Ti３

(Cu３Ti２)界面,其他各界面包括 Ti/Cu４Ti、Cu４Ti/CuTi、CuTi/Cu４Ti３(Cu３Ti２)均未发现明显变化,
见图５(a).该界面是Be/CuCrZr热等静压连接时的危险界面.另外,还在 TiCu４ 区发现了较多的纵

向裂纹,见图５(b),该纵向裂纹并不贯通,而是分别由两侧界面向 TiCu４ 区内扩展.该裂纹的形成与

各中间相的热膨胀系数有关,导致沿界面方面的应力发生不连续性.在热等静压升温和降温过程中,
因与两侧中间层的热膨胀系数均差异较大,在该层两端产生两个不同方向的应力,在热等静压产生的

残余应力与剪切应力作用下,最终导致裂纹产生.

图５　热等静压后Be/CuCrZr界面开裂SEM 形貌

(a)开裂界面Cu/TiCu４/Ti３Cu４;(b)热等静压后Be/CuCrZr界面处Cu４Ti相中的纵向裂纹

２．３　热等静压过程中Be/CuCrZr连接界面应力应变分析

本文采用 ANSYSMechanical软件,对第一壁部件的热等静压过程进行相关的有限元结构计算

分析.在 HIP过程中模块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见图６.
铍瓦下表面(即与铜铬锆合金连接的表面)的最大 VonMises等效应力,在低于３００℃时随 HIP

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接近３００℃时应力达到第一个峰值后随后回落,在５８０℃附近出现一个小平

台,此时,Be/CuCrZr合金已经实现 HIP连接.在卸载过程中,包套、Be瓦的应力先减小后增大,这
是由于经过加载完成后结构已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而卸载过程中塑性变形以及焊接关系的完

成会引起局部变形不协调,从而引起结构的局部残余应力增大.Be/CuCrZr界面的剪切力从加载

到卸载完成,呈现的是逐步增大的规律.由于在加载过程,界面存在热膨胀不协调和相对运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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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摩擦剪切逐步增加,而在卸载过程,焊接关系完成后卸载使得材料热收缩的不协调导致更

快速的剪切力增大.

图６　HIP过程中铍瓦下表面最大等效应力(a)及连接界面剪切应力(b)的变化历程

２．４　Be/CuCrZr热等静压连接界面性能优化研究

为了降低因热等静压加热冷却产生的界面残余应力,本文提出了多种针对性的工艺改进方案,包
括引入去应力退火等.经工艺改进后其他各相包括 Ti、CuTi２ 和CuTi相区域不论在宽度还是成分方

面均没有明显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发生在Cu４Ti相区,见图７.其没有明显的Cu４Ti与 Cu之间的界

面,能谱线扫中 Ti元素区域增大至约４μm,而且与Cu侧的过渡更加平缓.在该区域内的能谱定量分

析发现,点１中 Ti原子比为１９．２６％,符合 TiCu４ 的原子比,对应于线扫描图中的 TiCu４ 横线图;点２
中Ti原子比为８．４２％,对应于线扫描图中的Cu４Ti/Cu界面缓慢转变区;点３中为０．９３％,对应于扩

散较小的Cu涂层区.从能谱定量分析结果看,退火后 Ti原子向Cu侧发生了一定的扩散.

图７　工艺改进后 Ti/Cu界面SEM 及EDS分析

热等静压冷却过程中,因冷速较快,不可避免地会形成残余βＧCu４Ti相.去应力退火时,在退火

升温至４００℃左右时,发生同素异构转变,残留的βＧCu４Ti更多的转变为αＧCu４Ti,造成体积膨胀.而

在去应力退火时,铜涂层的残余应力得到部分消除,对αＧCu４Ti相膨胀的抵抗作用变小.同时,同素

异构转变时,扩散系数也将随着晶体结构的改变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因αＧCu４Ti致密度低,原子移

动时需要克服原子间的结合力小,所需的扩散激活能相对要低,而且空位形成功也小,Ti、Cu在αＧ
Cu４Ti的扩散系数较大,造成界面扩展,最终形成αＧCu４Ti与Cu的混合区.

采用优化的第一壁部件热等静压连接工艺制作了多个第一壁小模块,经去包套、去石墨隔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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铍瓦线切割后进行了相控阵超声检测,绝大多数模块未发现缺陷,成功率达到９０％以上.为了进一步

评价第一壁部件的抗高热负荷性能,制作了两个半原型手指对部件,并在俄罗斯 Efremov研究所的

TSEFEYＧM 高热负荷装置上进行了高热负荷试验.在４．７MW/m２、７５００次和５．９MW/m２、１５００
次高热负荷疲劳试验过程中,无不可接受的过热点和温升,外观完好无损,达到ITER增强热负荷第

一壁板的高热负荷性能要求.这标志着我国在国际上针对增强热负荷ITER第一壁部件率先通过认

证,取得了签署第一壁采购包的资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CNDA与IO正式签署了ITER第一壁采

购包协议．

３　结论

本文对热等静压连接后的模块进行了破坏性检测分析,研究了不同情况下Be/CuCrZr连接界面

发生缺陷产生及失效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１)为了防止BeＧCu脆性相的产生,热等静压时在Be/CuCrZr界面增加了 Ti和Cu涂层,热等静

压连接后界面生成了多种金属间化合物层,依次为 Be基体区/BeＧTi中间相区/αＧTi相区/CuTi２ 相

区/CuTi相区/Cu４Ti３ 相区(Cu３Ti２ 相)/αＧCu４Ti相区/Cu涂层区.
(２)经热等静压后缺陷主要发生在 Cu/Cu４Ti/Cu４Ti３(Cu３Ti２)界面,因为αＧTiCu４ 与 Cu以及

Ti３Cu４(或 Ti２Cu３)相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大,在热等静压冷却过程中造成界面处残余应力较大.
(３)对热等静压过程中的应力应变情况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其结果表明残余应力及界面剪切应力

均在冷却后达到最大值,这是造成Be/CuCrZr连接界面缺陷的主要外因.
(４)针对Be/CuCrZr热等静压后缺陷的发生原因,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由于 Cu涂层及

CuCrZr合金内残余应力的释放以及残余βＧCu４Ti相的转变,αＧCu４Ti相区宽度增大,与Cu形成混合

区,显著提升了Be/CuCrZr界面连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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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mechanismofBe/CuCrZrdiffusionbonding
forITERfirstwallcomponents

WANGPingＧhuai,CHENJiＧming,LIUDanＧhua,LIQian,
HUANGPan,YANGBo,JINFanＧya

(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２５,China)

Abstract:TheITERfirstwall(FW)isoneofthekeycomponentofITER．HotisoＧstaticpressing
(HIP)waschosenforthejoiningofplasmafacingmaterialsＧberylliumtilestoheatsinkmaterialsＧ
CuCrZralloy．TheperformanceofBe/CuCrZrjointwillbesignificantlyaffectedbytheHIPprocess．
Inthispaper,destructiveanalysiscombinedwiththeFiniteElementAnalysiswerecarriedouton
theFW smallscale mockＧupstostudytheformingandfailure mechanism ofBe/CuCrZrjoint
interface．ItisfoundthatseveralkindsofintermetalliccompoundlayersformedintheBe/CuCrZr
jointinterfaceafterHIPingprocess,amongthemtheCu/Cu４Ti/Cu４Ti３(Cu３Ti２)interfaceisthe
easiesttofailone．Basedontheanalysisaswellasexperimentalresults,methodsforimprovingthe
Be/CuCrZrinterfaceperformancearefiguredout,whichwerehelpfultoreleasetheresiduestresson
theBe/CuCrZrinterfacethustheBe/CuCrZrbondingpropertiesweresignificantlyimproved．Itlaid
thefoundationfortheFW componentssuccessfullypassedthehighheatfluxtestqualification
program．
Keywords:firstwall;highheatflux;hotisoＧstasticpressing;beryllium;CuCrZr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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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清洗工艺研究

杨　波,王平怀,陈　实,李佳霖,刘丹华,谌继明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２５)

摘要:第一壁部件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的关键部件之一,其面对高温等离子材料为纯铍(纯度高于９９％),铍
及其化合物是公认的高毒性物质,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评定为对人类致癌物.为了降低第一壁部件表面松散的、易被

擦拭掉或扩散到空气中的铍污染物含量以保护工作人员人身安全,涉铍部件均需要进行有效清洗.本文首先对ITER
项目中方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进行了概要介绍,阐述了铍及其化合物的危害以及涉铍部件的表面铍污染限值,并简

要介绍了ITER项目国外在涉铍部件清洗工艺上的研究情况和擦拭检测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介绍了核工业

西南物理研究院基于中方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在超声清洗工艺方面的研究情况,包括试验对象、清洗装置、擦拭取

样方案、清洗方案及对应试样的铍污染检测结果,并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合理地选择超声参数、超声液体

温度、部件摆放方式等,可使第一壁部件表面铍污染残留达到１００μg/m２ 以下,其中的上表面铍污染残留则达到了更

严苛的限值要求(≤１０μg/m２).

关键词:ITER;第一壁;铍污染;清洗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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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的主参与国之一,中国将为ITER环形真空室提供１０％的

第一壁部件,均为增强热负荷(EHF)类型(另一类为普通热负荷).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主

要由三层材料构成,面对高温等离子的材料为块状高纯度金属铍(纯度＞９９％),第二和第三层分别为

CuCrZr合金和３１６L(N)不锈钢,并通过焊接组装在一起,如图１所示.其中,为缓解热应力,须选用

外形尺寸较小的铍块并在间隔１mm摆放后焊接到 CuCrZr合金上,或采用较大尺寸的铍块,但须在

焊接后再切割成较小的尺寸(目前认证的长宽尺寸须≤１６mm).因此,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

的铍表面有大量交叉的窄缝(宽度１mm,深度６~８mm).

图１　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示意图

(a)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b)手指对组件

铍及其化合物具有极高毒性,长期或过量吸入会导致肺癌[１],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评定

为G１类人类致癌物质.为降低其表面松散的、易被擦拭掉或扩散到空气中的铍污染物,保护工作人

员人身安全,对第一壁部件进行合适的清洗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因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

件结构复杂性,给其清洗带来很大的难度,包括:铍块的窄缝结构(１mm 宽、６~８mm 深)使缝隙难以

清洗;不得使用金属工具、研磨剂、抛光膏打磨以及禁止进行喷砂、喷丸处理,仅准许使用纯水、丙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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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乙醇等溶剂清洗,清洗液的选择面窄,不能有效利用铍及其化合物的化学特性进行清洗;ITER增

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铍块窄缝总长度估算约１８００００mm,清洗量极大.
为了解决该问题,ITER国际组专门成立铍安全和健康管理委员会组织各方进行相关实验工作,

要求所有含铍部件均需要进行清洗并提出当前部件表面铍污染限值为≤１００μg/m２ 以及未来达到

≤１０μg/m２的目标.国外利用普通热负荷第一壁试验小模块进行了相关研究并获取了一些经验,其
中较为成功的做法是采用人工擦洗结合简易的超声清洗,虽可达到ITER国际组的限值要求,但具有

较高的职业危害且效率低下.本文从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结构特点出发,探讨提高ITER增

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清洗效能的有益因素并进行试验验证.

１　试验材料及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因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产品件还未完成研制,所以选择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半圆形手指

对组件(１个手指对组件由２个手指零件组装而成)作为清洗试验对象,该组件在尺寸、外形和铍块用

量上与产品件相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手指对组件示意图

(a)产品手指对组件;(b)半原型手指对组件

１．２　试验装置及方法

超声清洗是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加速度作用及直进流作用,使污物层被分散、乳化、
剥离而达到清洗目的的技术[２].超声清洗在工业清洗领域与其他清洗相比具有洗净率高、残留物少、
清洗时间短,清洗效果好的优点,且受清洗件表面形状的限制小,例如深孔、狭缝、凹槽,都能得到清洗

并易于实现自动化.结合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结构特点,采用全自动超声清洗方案可以

达到最优的清洗效能.
超声清洗涉及的参数众多,其中清洗液、超声频率、超声功率、温度的选择,甚至超声换能器的布

置和设备的结构设计都需要进行综合考虑.根据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清洗总要求,清洗

液只能选择水或丙酮、无水乙醇等溶剂.其中水的最大空化腐蚀量较丙酮和无水乙醇高出近６倍[３],
而成为首选.实际应用中,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清洗液也主要是超纯水.

首先,所有部件均先采用室温超纯水超声清洗,清洗参数为:超声频率２８kHz,波束朝上垂直于

清洗液面,功率密度０．７W/cm２,清洗时间１５min,过程中保持工件铍面与波束方向垂直;然后进行室

温超纯水冲淋１０min(水压０．０３MPa),过程中使工件铍面水平向上;最后进行干燥.
然后采用超声清洗线在不同温度、不同频率下进行清洗.首先进行６０℃超纯水超声清洗,超声

频率２８kHz,功率密度同样为０．７W/cm２,清洗时间增至３０min,过程中保持工件铍面向下与波束方

向垂直;然后在保持工件摆放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１５min室温超纯水起泡漂洗和再次进行３０min
６０℃超纯水超声清洗,但超声频率调整为４０kHz;最后调整工件摆放方式使铍面向上,使用水压为

０．０３MPa的室温超纯水进行１５min冲淋及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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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表面铍污染取样

为了考察清洗效果,分别在清洗前以及各个流程后进行取样.参考ITER国际组的检测方法,表
面铍污染检测使用干的定性滤纸进行铍块擦拭(对全部上表面及缝隙进行擦拭)取样,取样方法如图３
所示.为验证检测数据的可靠性,试验将手指铍表面区域进行等量划分,在同一时段由同一人进行取

样,后送ITER认可的卡勒姆聚变能源中心(CCFE)和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NIMTT)两家单位分别

采用紫外Ｇ可见分光光度法(UVＧVi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Ｇ质谱法(ICPＧMS)进行独立分析,取样区域

划分如图４所示.

图３　铍污染取样方法示意图

图４　手指对组件铍表面检测分区示意图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第一壁手指对部件经热等静压处理、铍瓦切缝、最终机加工以及手指对组对焊接后,进行了铍污

染取样检测,其表面铍污染含量分别为１６３μg/m２(NIMTT)和６８μg/m２(CCFE),而铍缝隙铍污染含

量分别为１９５６７μg/m２(NIMTT)和１３３３３μg/m２(CCFE).可见,工件的铍污染程度非常严重,均远

超过ITER国际组所要求的范围,尤其是铍缝铍污染甚至超过１００倍以上.这是因为铍瓦在线切割

切缝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易氧化的表面,并堆积了较多的含铍碎屑或表面黏附物.另一方面,从

NIMTT和CCFE的检测结果看,双方采用的检测方法不同,结果也略有差别,CCFE的测试值较低,
但均在同一量值范围.

为了降低表面铍污染含量,首先对该部件进行了室温超声清洗,经室温超声清洗后,铍瓦表面及

铍缝的铍污染含量均有了较大降低,铍瓦表面铍污染残留达到了１００μg/m２ 以下,约为７３．２μg/m２ 和

５１μg/m２;而缝隙铍污染残留也降低到原来的１/１０,达到１８４６μg/m２ 和１３９１μg/m２.室温超声清洗对

去除铍污染残留物显现出一定的效果,其中上表面的铍污染残留浓度已达到ITER国际组≤１００μg/m２

的要求;而缝隙的铍污染残留浓度虽然明显降低,但离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超声清洗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其空化强度效能,超声频率和清洗液温度是决定空化效果的主要方

面.超声频率和功率有密切关系,频率越高,在液体中要产生空化所需要的功率也越大[４].目前,根
据清洗对象,大致分为三个频段:低频超声清洗(２０~５０kHz),高频超声清洗(５０~２００kHz)和兆赫超

声清洗(７００kHz~１MHz).同样的声强下,在低频段,频率越低,空化强度越高,但容易腐蚀光洁的

表面,且空化噪声大;而频率较高时则穿透力较强,较有利于表面形状复杂或有盲孔的工件,空化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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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但空化强度较低,适合清洗污物结合力较弱的场合;如频率进一步提升,空化效果消失,超声清

洗表现出压力波的直线特性,此时清洁面应与声束保持平行的方向才能更好地剥离表面污物.同时,
在低频段超声清洗中,功率的增加可以提高空化效能,但会在近端产生大量无用的气泡而阻止声波的

传输导致远端的清洗效能降低.综合考虑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结构特点,本文在低频段

选用多个超声频率以达到混频清洗的目的,并在使用超纯水清洗的情况下保证一定的声强(０．３~０．６
W/cm２).

对于清洗液温度,相关的理论计算表明５０℃时空化泡的空化强度最大[５],而相关的工程实践也显

示,在采用水作为清洗液的超声清洗中,温度控制在４０~６０℃时,空化强度最强,清洗效果最好.本文在

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超声清洗中采用６０℃的超纯水,以进一步提高超声的空化效果.
另一方面,在采用低频段超声清洗的设备中,超声换能器的布置一般不考虑被清洗工件的特性.

因为超声波在液体中是纵波的方式传播,所以在超声设备设计中主要考虑超声波束与超声槽壁的相

对角度,以减少驻波的产生从而提高液体的整体空化均匀性.因此,一般是将换能器布置在超声槽底

部,超声波束方向垂直于清洗液面.普通工件在有效利用低频段超声空化清洗的情况下已能达到清

洗的目标,但有大量狭缝的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则需要充分利用超声清洗的其他特性,即水

的加速度和直进流作用.选择合适的摆放角度,使部件的主要受洗面(铍面)与超声波束保持垂直并

尽可能贴近声源(或适当提高声强),理论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超声清洗效能,并特别适用于采用频

率和功率都较高的超声清洗中.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经室温超声清洗后的部件,在超声清洗线上采用不同功率、６０℃超纯水进

行了多轮次的清洗试验,且对部件的摆放也根据不同的清洗阶段做出适应性调整.在超声清洗阶段,

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的主要受洗面(铍面)向下以最大化利用超声清洗液的空化效应、加速度

作用和直进流作用进行表面和缝隙的清洗;在起泡清洗过程中,因气泡是从清洗槽底部吹入,保持铍

面向下的摆放可以充分将脱离的污物分散到清洗液中;而冲淋过程则需要将部件翻转使铍面向上以

接受来自上方超纯水冲洗,可将污物残留将至尽可能低的程度.
首轮次清洗后,铍污染含量明显降低,上表面约降低了约八成,而缝隙则降低到约四分之一;随后

的多轮次超声清洗线清洗液进一步降低了铍污染含量,但变化较小,其铍污染检测结果见图５所示.
经过３轮次超声清洗线清洗后,上表面铍污染残留浓度:NIMTT检测结果２μg/m２,CCFE检测结果

１．１９μg/m２;缝隙铍污染残留浓度:NIMTT检测结果４５．４μg/m２,CCFE检测结果８４μg/m２.

图５　手指对组件上表面及缝隙在各清洗阶段的铍污染残留浓度检测结果

(a)手指对组件上表面检测结果;(b)手指对组件缝隙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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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轮次的超声清洗线清洗,工件上表面的铍污染残留浓度已降低到ITER国际组更严苛的

限值以内(≤１０μg/m２);工件缝隙的铍污染残留浓度已明显降低,虽未达到ITER国际组更严苛的限

值,但满足目前的限值要求(≤１００μg/m２),而是否能通过增加清洗轮次的方法达到≤１０μg/m２ 的要

求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３　结论

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半原型手指在按以上试验参数进行多轮次清洗后,其表面铍污染残留

(上表面和缝隙)都降低到≤１００μg/m２ 以下,且上表面还进一步满足了更高的要求(≤１０μg/m２).
结果表明合理的清洗参数,如清洗液、超声频率和功率、温度及工件摆放方式的选择,可以满足ITER
国际组当前对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部件含铍污物清洗的要求,即铍污染残留低于≤１００μg/m２.

同时,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缝隙在采用同样参数的情况下铍污染物残留依然较高.该现象与超

声清洗理论分析相符,即需要针对狭缝的特性选择更为适合的频率、功率和方法,以使ITER增强热

负荷第一壁部件全部表面铍污染残留物低于ITER国际组未来更高的限值要求(≤１０μg/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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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ER First WallpanelsuseplentyofBeryllium materialasplasmafacingarmour．
BerylliumisonekindofHighlyToxicSubstances,HumanCarcinogens．Toprotectpers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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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气体注入系统阀门箱磁屏蔽研究进展

夏志伟,李　伟,李　波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气体注入系统阀门箱的强磁场屏蔽问题是ITER工程设计中遇到的难题之一.通过有限元分析和实验测试结

合的方法,对材料的磁化曲线数据进行了标定.使用标定数据的分析设计方法在各种不同工况下得到了验证,预测的

剩余磁场值与实验的偏差不大于４０％.应用这一方法,初步完成了聚变功率关闭系统(FPSS)箱体的磁屏蔽设计.

关键词:国际热核聚变堆;气体注入系统阀门箱;磁屏蔽;强磁场;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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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是人类为解决能源问题而开展的重大国际合作计划,它将验证

人类和平利用聚变能源的工程可行性,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等离子体自持燃烧为目标的聚变装置[１].
由于工况苛刻且没有先例,ITER的工程设计正在面临诸多技术挑战,强磁场屏蔽就是其中一个难题.

ITER气体注入系统(GasInjectionSystem,GIS)用于对等离子体送气,包括弹丸成型和推进、加
热及诊断所需的中性束注入、放电终止和辐射冷却所需的杂质气体注入、壁处理所需气体注入等.该

系统的阀门箱分布在装置的周围,紧邻生物屏蔽层外边缘.根据ITER组织提供的资料,在等离子体

运行期间,阀门箱位置的静磁场可能达到０．２１１T (１T＝１．０×１０４ Gs).为了达到工程上对响应时

间和流量的要求,阀门箱内部一些器件如电磁阀等基于电磁原理工作.根据实验测试结果,电磁阀的

抗磁能力约为０．０１３T(１３０Gs)[２].因此,有必要对气体注入系统阀门箱进行针对强磁场的屏蔽

设计[３].
受到设计成本、设备和场地等条件的限制,目前强磁场屏蔽设计无法直接设计和测试原型,所以

目前可行的方案是先找到可靠的分析设计方法,然后再应用于原型设计.强磁场屏蔽面临的主要难

题是屏蔽材料将工作在接近磁饱和的区域,磁导率随磁感应强度的升高而急剧下降,这时多数有限元

计算给出的结果都与实验偏差较大[４].分析推测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某些有限元算法对

退磁因子[５]的计算不够准确;二是直接测量得到的磁化曲线性能会稍高于屏蔽罩材料的实际性能,经
过多次非线性迭代,这种小偏差在某些情况下会被放大,导致较大的计算误差.为解决第一个问题,
需要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有限元算法(或软件),在各种不同工况下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与综合考察,
从中选择结果较好的有限元算法.经过大量的预研(R&D)工作[６],课题组选定 ANSYSAPDL 软件

包里的棱边矢量单元法[７．８]作为基本算法,用于屏蔽罩的设计与分析.为获得与实际产品的材料性能

相近的磁性能数据,随炉放置小样品用于磁化曲线测试,再通过大量圆桶屏蔽罩的实验测试标定磁化

曲线,最终确定了棱边矢量法结合标定磁化曲线的分析设计方法.为了进一步验证这种方法的可行

性,选取原型设计中的方形屏蔽罩、磁场倾斜、罩体开孔、多屏蔽罩排列和软磁平板干扰等典型工况,
逐一进行了生产加工和实验测试,结果证明这种分析设计方法具有工程可行性.本文将重点介绍磁

化曲线的标定和针对方形屏蔽罩工况的验证工作,最后根据实际工程进度情况给出聚变功率关闭系

统(FusionPowerShutdownSystem,FPSS)箱体磁屏蔽的初步设计.

１　实验安排

为了在大空间范围内获得强磁场,课题组自主设计了一套强静磁测试平台[９],包含螺线管线圈、
恒流电源、高斯计和机械支撑等四个主要部分.线圈采用立式放置,由空心铜线绕制,线圈内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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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０mm,高度约１１４５mm.恒流电源采用国际先进的大功率IGBT 谐振换流技术,能够稳定输出

０~８５０A的电流,额定功率７０kW.线圈和电源都采用水冷.高斯计选用美国LakeShore４２０型,配
合一个轴向探头和一个横向探头,量程为０．０１~３００kGs,测量精度为０．２％.机械支撑部件将被测

屏蔽罩固定在螺线管的中央区域,并通过旋转屏蔽罩来实现不同的外磁场方向.
标定测量数据表明,输入电流与磁场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在螺线管中央区域３００mm 范围内,

静态磁场稳定在２０００~２１００Gs范围,不均匀度小于５％.
用于标定磁化曲线和验证设计方法可行性的屏蔽罩均由电工纯铁 DT４C制造,加工成型后按国

家标准[１０]进行退火处理.退火时随炉放置小圆环样品,其尺寸约为ϕin５０mm×ϕout６０mm,使用冲击

电流法测量样品的直流磁化曲线(B－H 曲线).

２　有限元分析

几种不同的分析软件/算法均可进行静磁分析,经过综合对比,课题组选用 ANSYSAPDL 软件

包的棱边矢量法,使用四面体电磁单元SOLID２３７.该单元有１０个节点,其中６个中节点上各有一个

棱边矢量势 Az,其余４个角节点上没有自由度.如图１所示,有限元模型包含螺线管、屏蔽罩以及周

围的空气盒;对于对称模型,只需要建立一半模型即可.空气盒共有三层,最外层是一个空气球,通过

收敛扫描确定其半径为６m.多层空气盒有利于网格尺寸的平滑过渡,从而提高网格质量.另外,网
格尺寸的设置通过扫描确定,最终的网格总数在１００万~１０００万,具体将取决于模型切片的情况.

球形空气盒2

球形空气盒1

圆柱空气盒

螺线管

屏蔽罩

平行磁场

垂直磁场Y

ZX

Y
ZX

Y
X

图１　有限元模型

３　磁化曲线的标定

为了获得与实际产品材料性能接近的磁化曲线数据,加工了一批尺寸不同的圆桶屏蔽罩样品,在
静磁测试平台上进行了测试,圆桶规格和测试结果列于表１中.由于平行磁场条件下,磁力线集中现

象导致剩余磁场比垂直磁场情况高一个数量级左右[９],所以这里只考虑平行磁场情况.由于磁导率

随着磁场呈现非线性的变化,要对每个磁场强度下的磁导率进行修正是非常耗时间且没有必要的,基
于工程设计的需要,我们只对２０００Gs外磁场条件下的材料磁导率进行修正.以冲击电流法测得的

磁化曲线作为初始数据,进行数据修正后再进行有限元计算.数据修正的方法是将磁化曲线数据中

的磁感应强度(B)整体乘以一个介于０~１之间的因子,当该因子取１时,即是没有经过修正的原始曲

线数据,记为“B１．００”,其他曲线的命名以此类推.经过反复的数据修正和有限元计算,当全部或绝大

多数圆桶屏蔽罩的有限元分析结果与实验的偏差缩小到５０％以下时,可以认为这时修正的磁化曲线

数据接近产品材料的实际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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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用于磁化曲线标定的圆桶规格与实验测试结果

序号 内腔高度h/cm 内腔直径d/cm 厚度t/cm
实验测得的中心剩余磁场

(２０００Gs平行磁场下)/Gs

１ ８ １０ ４ ６．１

２ １６ １０ ４ ４６．３

３ １８ １０ ４ ８７．１

４ ２０ １０ ４ １６９．２

５ １５ １５ ３ １０３．４

６ ２０ １５ ３ ２６３．０

７ ２５ １５ ３ ５３１．０

８ １１ ９．８ ２．５ ４５．０

９ ２２ １９．６ ５ ４２．７

标定结果如图２所示,使用未修正的原始曲线“B１．００”得到的计算结果偏差多在５０％以上,最高

甚至达到了１１０％;而使用修正后的曲线“B０．９４”得到的计算结果偏差均降低到４０％以下.由于实验

使用的圆桶长径比多在１~２,所以建议该标定结果也只对类似长径比的屏蔽罩使用.

　　　　　　　　　　　　(a)　　　　　　　　　　　　　　　　　　　　　　(b)

图２　磁化曲线的标定结果

(a)磁导率(磁化曲线)的修正;(b)ANSYS计算误差的分布

４　分析设计方法的验证

如上文所述,课题组通过实验标定确定了使用标定磁化曲线进行 ANSYS分析的分析设计方法.
但上述标定过程仅研究了一系列不同尺寸的单个圆桶屏蔽罩,而实际的工程设计有更多更复杂的情

况,为了确保这种分析设计方法在各种典型工况下的适用性,课题组做了一系列的验证工作,这里重

点介绍方形屏蔽罩工况的结果.
根据阀门箱内磁敏感器件的形状和排列方式,方形磁屏蔽罩设计是更好的选择.加工和测试了

两种方形屏蔽罩,厚度均为２０mm,内腔尺寸分别为:１００mm×１００mm×１００mm 和１００mm×
１００mm×１５０mm.后者是长方体屏蔽罩,存在平行和垂直两种磁场方向,定义磁场方向与长边平行

时为平行磁场.有限元计算与实验测试结果的对比见图３.对比结果表明,计算与实验测试结果的偏

差最大为１８％.从图３(b)中可以看到,当外磁场沿着屏蔽罩的长边方向时剩余磁场较高.另外,在
分析结果中还可以观察到剩余磁场在边缘处的急剧升高,这是屏蔽材料内的强磁场向周边空间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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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图３(a)中右侧没有磁场升高,是因为这一侧铁板中央开了一个直径１５mm 的小孔,用于高

斯计探头穿透.

图３　方形屏蔽罩内剩余磁场的计算与实验结果对比

(a)１００mm×１００mm×１００mm屏蔽罩;(b)１００mm×１００mm×１５０mm屏蔽罩

５　聚变功率关闭系统箱体磁屏蔽的初步设计

聚变功率关闭系统(FPSS)为ITER装置运行提供紧急关闭聚变反应的功能,是重要的安全系统.
所以设计了两套相互独立的系统,互为冗余;每套系统由独立的箱体、注入线和控制系统组成.两个

箱体分别放置在１１号建筑L２层的３号和１０号隔间(portcell)里,最大磁场可达０．２０５T,典型磁场

方向与水平面夹角－４２°和－１７°.FPSS箱体内使用电磁阀来控制气动隔离阀的动力气体.电磁阀的

型号为LUCIFER－１３１M１５５０(交流电),外轮廓尺寸为７７mm×６３mm×２３mm,测试表明它的抗磁

能力约为０．０１３T.因此,针对FPSS箱体的磁屏蔽设计目标是:在电磁阀的所在空间内,将０．２０５T
的外磁场降低到０．０１３T以下.

沿用预研阶段的思路,放弃箱体的整体屏蔽,转而采用仅包围电磁阀体的局部屏蔽方案,可以减

轻重量和降低成本.然而,局部屏蔽设计仍面临几个难题.首先,ITER组织提供给FPSS箱体的预

留空间很小,在垂直墙面方向的尺寸仅有３４０mm;其次,箱体内有两套管路(工作气体和气动气体)需
要排布;更严重的是,附近有软磁材料制作的嵌入板和压力计外壳,会对屏蔽罩的性能造成一定的影

响.考虑到这些限制条件,FPSS箱体采用了扁平化设计,多数器件排列在一个平面上,从正面进行安

装和维护(见图４).

图４　FPSS箱体磁屏蔽初步设计示意图

(a)电磁阀屏蔽罩;(b)FPSS箱体内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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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上文所述的分析设计方法,在有限元模型里,使用５个线圈组成的系统产生所需外磁场;为
嵌入板和压力计外壳建立简化模型,考虑软磁材料体之间的互相影响(见图５).计算考虑了四种典型

的磁场方向:竖直、径向、－４２°和－１７°.计算结果表明,屏蔽罩内腔尺寸为１２０mm×１１５mm×
６０mm,屏蔽层均为３０mm厚度时,各种工况下的剩余磁场最大值为０．００３２T(３２Gs),在考虑５０％
余度的情况下满足设计要求.

图５　有限元模型(仅显示磁性材料部分)

６　结论

为了解决ITER气体注入系统阀门箱的磁屏蔽难题,课题组使用有限元分析与实验测试结合的

方式对材料的磁化曲线数据进行了标定.使用标定的磁化曲线的分析设计方法在不同的工况下能对

屏蔽罩内的剩余磁场给出预测值,与实验测试结果的偏差小于４０％.应用这种分析设计方法,初步完

成了ITER送气系统的子系统FPSS箱体的磁屏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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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ofmagneticshieldingstudyfor
GVBinITERGIS

XIAZhiＧwei,LIWei,LIBo
(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of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The magneticshieldingagainststrongfieldisoneofthechallengesintheITER
engineeringdesign．Themagnetizationcurvedatahasbeencalibratedbyfiniteelementanalysisand
experimentaltests．Theshieldingdesignmethodbyanalysisusingcalibrateddatahasbeenvalidated
invariouscasesandthepredictedvalueofresidualfielddeviatesfromexperimentsbylessthan４０％．
Thepreliminarydesignofmagneticshieldingforfusionpowershutdownsystem (FPSS)boxhas
beenaccomplishedbythismethod．
Keywords:ITER;GISGVB;magneticshielding;strongfield;finiteelemen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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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光一号”二级Al丝阵实验研究

张金海１,２,邱爱慈１,王亮平１,李　沫１,孙铁平１,吴撼宇１,丛培天１

(１．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核技术研究所,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２．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Z箍缩负载构型,二级丝阵主要由上层负载丝阵和下层反转型丝阵构成,其中负载丝阵的结构

和丝数与普通丝阵类似,而反转型丝阵构型与普通丝阵相反,其在电流自磁场的作用下发生外爆,起到断路开关的作

用,断路时间主要取决于铝丝参数.二级丝阵设计时满足:在装置的预脉冲阶段大部分电流通过反转型丝阵,少部分

电流经过负载丝阵进行预处理,以使铝丝全部汽化,抑制核冕结构的产生.基于“强光一号”加速器(１．４ MA,
约１００ns),开展了二级 Al丝阵的实验研究.实验中二级 Al丝阵等长,均为２０mm,负载丝阵为８根１５μm 铝丝,反
转型丝阵为２根１５μm铝丝.实验结果表明,在装置的预脉冲及主电流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反转型丝阵首先发生消融

并外爆,断路时间为４５~５０ns;负载 Al丝阵在电流开始阶段实现了完全汽化,丝核膨胀至１．７~１．８mm,抑制了核冕

结构的产生,同时在后续内爆阶段,降低了等离子体不稳定性的发展速度,减少了拖尾质量.
关键词:Z箍缩;二级丝阵;反转型丝阵;汽化;核冕结构

　　　　　　　　　　　　　　　　　　　　　　　　　　　　　　　　　　　　　　　　　　　　　　　　　　
　

　
　

　 　　　　　　　　　　　　　　　　　　　　　　　　　　　　　　　　　　　　　　　　　　　　　　　　　
　

　
　

　
　

作者简介:张金海(１９８９—),男,河北衡水人,博士,现主要从事Z箍缩和脉冲等离子体诊断方面的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２３７００６)

作为一种最有效的软X射线源,丝阵Z箍缩在辐射效应、惯性约束聚变(ICF)、高能量密度物理

等研究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１Ｇ３].在丝阵 Z 箍缩演化过程中,国内外不同级别兆安源上(１~
２０MA)均观察到了金属丝“核冕”结构的发展、融蚀等离子体的“轴向调制”,以及内爆等离子体的“质
量拖尾”等现象[４Ｇ６].实验表明,Z箍缩等离子体早期的不均匀演化,将引起内爆等离子体不稳定性的

发展,从而影响箍缩品质,沿轴向具有较为严重的腊肠不稳定性(m＝０)和扭曲不稳定性(m＝１).为

了抑制金属丝阵“核冕”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本文采用二级丝阵负载结构[７Ｇ８],在“强光一号”加速器上

开展了 Al丝阵的实验研究,通过调整负载丝阵和反转型丝阵的参数,实现铝丝的全部汽化,并研究了

不同物理状态对后续内爆过程的影响.

１　二级丝阵结构与实验布局

如图１所示,二级丝阵由负载丝阵和反转型丝阵组成,其中负载丝阵与普通丝阵类似,区别是增

加了绝缘支撑杆,抑制了滞止阶段的X射线辐射,绝缘支撑杆主要作用是方便负载制作和防止金属丝

阵在抽取真空时发生断裂;反转型丝阵构型与普通丝阵恰好相反,金属丝消融产生的等离子体在磁场

的作用下向外扩展,直至丝核发生断裂.二级丝阵的工作原理是:在装置的预脉冲阶段和主电流开始

阶段,少部分电流通过负载丝阵对其进行预调控,以在主电流脉冲通过之前改变金属丝的物理状态;
而绝大部分电流通过反转型丝阵,反转型丝阵主要充当断路开关的作用,在阴极杆直径、丝阵直径和

长度确定的情况下,关断时间仅取决于金属丝的丝数.反转型丝阵关断后,全部电流将通过经过预处

理的负载丝阵,由此观察丝的不同物理状态对内爆过程的影响.
图２所示为“强光一号”加速器用于Z箍缩研究的诊断系统布局,实验用激光器为 Nd:YAG纳秒

脉冲激光器,可进行调 Q触发,与主脉冲形成较为精确的时间关联,激光探测光波长为５３２nm,脉宽

约７ns[９].激光探针以马赫－曾德尔干涉仪光路为基础,探测光(经过负载)通过分光一路用于干涉,
另一路用于阴影成像;参考光通过分光一路用于干涉,另一路经光路延迟用于阴影成像,从而实现两

分幅测量,实验中二者的时间间隔为３０ns;成像均采用４Ｇf系统,选用Canon相机进行记录.采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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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幅可见光相机记录负载丝阵的自发光图像,分幅时间间隔为２１ns.选用美国 THORLABS公司的

硅光探测器监测激光信号,便于同“强光一号”主电流脉冲关联.基于上述等离子体光学诊断平台,在
“强光一号”加速器上开展了二级 Al丝阵实验研究.

图１　二级丝阵负载结构与工作原理

图２　基于“强光一号”加速器的诊断系统布局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实验中二级 Al丝阵等长,均为２０mm,负载丝阵选用８根１５μm铝丝,丝阵直径１２mm,反转型

丝阵选用２根１５μm铝丝,丝阵直径２４mm,阴极杆直径为８mm.“强光一号”装置预脉冲电流的持

续时间约１８０ns,主脉冲电流前沿约１００ns.装置的电流由两个罗氏线圈(线圈４４５和线圈４４５Ｇsr)测
得,线圈位于阳极大板内侧同一直径上,根据实验需要,两个罗氏线圈匝数密度不同,因而二者信号响

应时间存在差异,密绕线圈时间响应更快,能够测量到主电流脉冲的高频扰动,从而给出反转型丝阵

的关断时间.
图３所示为连续两发次的可见光图像结果.图３(a)所示预脉冲阶段,负载丝阵没有可见光辐射,

说明尚未有等离子体产生,Al丝尚处于欧姆加热阶段;反转型丝阵 Al丝发生融蚀,形成等离子体,这
与普通丝阵在电流初期形成的“核冕结构”相类似,区别是消融等离子体在全局磁场的作用下向外扩

展(见图１).图３(b)所示主电流开始前５ns时刻,反转型丝阵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消融过程,但由于预

脉冲电流较小,尚未有明显的外爆;负载 Al仍没有明显的可见光辐射,说明尚未有等离子体产生,但

Al在预脉冲阶段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欧姆加热过程,丝核充分膨胀.主电流开始后１６ns时刻,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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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丝首先在连接电极位置出现断裂,丝核断裂导致反转型丝阵部分阻抗升高,电压随之增高,负载铝

丝电离形成等离子体,同时辐射出可见光,图示位置的直径为１５mm,而初始直径约１３mm,说明金属

丝在电离前已经完全汽化;主电流开始后５８ns时刻,反转型 Al丝沿轴向呈周期性断裂,丝阵外爆结

束,负载丝阵已经开始箍缩,对应时刻丝阵的平均直径约１１mm.

图３　二级 Al丝阵两发次可见光分幅相机图像

(a)１６２１０发次;(b)１６２１１发次

图４所示为１６２１１发次的两幅阴影图像,两幅图像间隔３０ns.图４所示３０ns时刻,Al丝具有较

高的激光透过率,丝核直径约为１．７０~１．８０mm,图４中给出了 Al丝的初始位置(另有两根丝被绝缘

支撑杆所挡,激光不能透过),由于在预脉冲和主电流开始阶段,通过负载丝阵的电流较小,全局磁场

对其影响较小,Al丝沿径向自由均匀膨胀,对应时刻丝核基本实现了完全汽化,抑制了普通丝阵出现

的“核冕”结构;另外,图４所示时刻 Al丝核间开始形成较为清晰的边界,说明汽化的原子开始发生电

离,与图３(b)中１６ns时刻图像相一致.图４所示６０ns时刻,丝核基本完全电离(激光已不能穿透丝

核),融蚀等离子体沿径向方向清晰可见,丝核沿轴向出现准周期性的调制结构,调制波长约６５０μm,
与普通柱形 Al丝阵相比(约５００μm),调制结构波长变大,说明汽化改变了 Al丝的融蚀特性,减缓了

融蚀等离子体不稳定性的发展速度;融蚀等离子体具有的角向对称性,其不稳定性的发展主要受全局

磁场影响,而在普通丝阵情况下,金属丝融蚀阶段受自磁场和全局磁场的共同影响,因而没有较好的

角向对称性;另外,与图３(b)中５８ns时刻相对应,反转型丝阵的丝核沿轴向发生断裂,该部分的阻抗

迅速上升,绝大部分电流经负载 Al丝阵流回到阴极,驱动 Al丝阵发生内爆.
图５所示为实验获得的通过二级 Al丝阵的典型电流波形,相比普通丝阵负载,由于二级丝阵负

载的电感较大,降低了通过负载的峰值电流;密绕线圈测得的电流波形存在高频扰动,主要是由于反

转型丝阵发生外爆时,其阻抗迅速提升,增大了负载丝阵两端的电压,负载 Al丝阵发生崩溃,绝大部

分电流切换到负载 Al丝阵,负载电感发生了变化.根据电流波形可以得到反转型丝阵的关断时间为

４５~５０ns,在丝直径及丝长确定的条件下,断路时间主要取决于 Al丝的丝数,丝数越多,断路时间越

长;相比于普通丝阵,反转型丝阵的存在陡化了通过负载 Al丝阵的电流,缩短了内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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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二级 Al丝阵负载不同时刻的激光阴影图像(１６２１１发次)

图５　两个罗氏线圈测得通过二级丝阵负载的典型电流波形

３　结论

本文介绍了二级Al丝阵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基于“强光一号”加速器开展了兆安级条件下二级Al
丝阵的实验研究,实现了负载 Al丝阵的完全汽化,抑制了典型“核冕”结构的产生,汽化后 Al丝核的

直径为１．７０~１．８０mm,后续融蚀等离子体“调制”结构的波长为６５０μm,大于普通 Al丝阵情况下的

５００μm.后续实验希望进一步增加负载丝阵丝数,实现 Al丝阵在内爆前形成均匀的蒸汽壳层,降低

初始融蚀不稳定性,以提高内爆等离子体的箍缩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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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ＧstageAluminumwirearrayZＧpinch
experimentsonQiangguang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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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anShannxiProv．７１００２４,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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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woＧstagealuminum wirearrayexperimentshavebeencarried outon Qiangguang
Facility．Thearrayconsistsoftwoparts:thetoploadwirearrayandthelowerwireinversearray．
Thelengthoftwopartsisboth２０mmandthenumberofaluminumwiresis８and２respectivelyfor
eachpartintheexperiments．Theresultssuggestedthatinversearrayfirstlycorrodedandexploded
duringthepreＧpulseandthestartofmainpulsecurrent．Theswitchtimeofthethelowerwire
inversearrayis４５~５０ns．TheloadarraywascompletelyvaporizedwiththesuppressionofcoreＧ
coronastructureandthealuminum wirecorehadexpandedtoadiameterof１．７~１．８mm,which
simultaneouslyreducedthedevelopingspeedofplasmainstabilityaswellasthetrailingmassinthe
followingimplodingphase．
Keywords:ZＧpinch;TwoＧstagearray;inversearray;vaporization;coreＧcoron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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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辐射场模拟

黄种亮１,２,３,邱孟通３,徐启福３,来定国３

(１．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北京１０００８４;２．清华大学,粒子技术与辐射成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３．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摘要: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是一种产生脉冲硬 X射线的新型脉冲功率负载.本文针对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的辐射场

开展模拟计算.采用PIC粒子模拟方法获得了反射三极管阳极箔面上电子的入射角分布、空间位置分布和能量分布;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反射三极管的蒙特卡罗模型,获得了反射三极管的辐射场参数;分析比较了不同转换靶参数对反射

三极管辐射场的影响,并将反射三极管辐射场与单间隙二极管辐射场进行比较.模拟结果表明:反射三极的转换靶厚

度为１０μm时,轫致辐射转换效率较高,并且其能谱和能注量均优于单间隙二极管.

关键词: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阳极箔;硬 X射线;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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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X射线源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包括辐照效应研究和闪光照相实验等,不同的应用领域对

X射线的需求不同[１Ｇ３].实验室通常采用采用强流脉冲电子束轰击高Z靶材产生轫致辐射来获得脉

冲 X 射线环境[４].由于轫致辐射效率随着入射电子能量的降低而迅速减小,所以低能段(１０~
１００keV)X射线源的研制是脉冲X射线源技术的一大难点.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能使强流电子束与

转换靶多次作用,是一种先进的脉冲功率负载技术[５Ｇ８].基于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脉冲功率源平台输

出参数,联立PIC和蒙特卡罗方法,模拟分析转换靶参数对反射三极管轫致辐射能谱、转换效率和辐

射场分布的影响.

１　基本原理简介

单间隙轫致辐射二极管的基本原理如图１(a)所示,阴极发射出的电子经阴阳极间的电场加速后

作用在阳极箔上并产生轫致辐射,在该过程中电子只和阳极箔进行一次作用.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

的基本原理如图１(b)所示,从一个阴极发射的电子穿透阳极箔损失部分能量并被另一个阴极反射,电
子反复穿过阳极箔,直到电子动能不足以穿透阳极箔被阳极箔吸收为止.电子与阳极箔相互作用产

生的正向和反向X射线在空间叠加形成所需的X射线辐射场.

图１　单间隙二极管和反射三极管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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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值模拟

分别建立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的PIC模型(如图２所示)和蒙特卡罗模型,通过PIC模型的计算

获得蒙特卡罗模型所需的输入参数,再由蒙特卡罗方法算出反射三极管的辐射场参数.

图２　反射三极管PIC模型

２．１　反射三极管的PIC模拟

实际建模时,电子发射采用的是软件自带的爆炸发射模型,电子发射阈值设为６０kV/cm.在

PIC模型中,考虑了电子发射、电子在电磁场中的传输和电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忽略了阴阳极等离

子体的产生和扩散.因为等离子运动速度远远小于电子运动速度,所以在加载短脉冲的情况下,这种

忽略是合理的.
模型主要计算３个电极之间的区域,忽略了前端的真空传输段,电压波从上往下馈入.阴阳极间

隙为５mm,阴极为环宽５mm、外径６０mm的石墨圆环,阳极为厚度１０μm半径９０mm的钽箔,加载

的电压波形为功率源平台实测波形,幅值２０８kV、脉宽１００ns、上升沿５５ns.
模拟得到不同时刻电子的相空间分布,如图３所示.反射三极管中的初始发射电子首先从阴极

外沿发出,紧接着阴极内沿也有初始发射电子发出,然后初始发射电子逐渐覆盖整个阴极发射面.而

电子在与阳极靶的多次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扩散,并达到平衡.

图３　不同时刻的电子相空间分布

反射三极管中的电子在电磁场和转换靶的共同作用下,运动过程十分复杂,通过统计得到电子入

射到转换靶表面时的角度、位置和能量分布,不同厚度钽箔对应的靶面电子参数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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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靶面电子参数

(a)角度分布;(b)位置分布;(c)动能分布

２．２　反射三极管的蒙特卡罗计算

根据反射三极管的工作过程,建立蒙特卡罗模型,结构尺寸与PIC模型一致.模型中直接将电子

束从阳极靶面注入,电子参数由PIC计算结果决定.该模型考虑了电子与阳极靶的相互作用、X射线

与阳极靶的相互作用以及X射线与阴极的相互作用.在电子束注入功率不变的前提下,分析距离阳

极靶面５cm处１５０cm２ 内辐射场特性随阳极靶厚度的变化规律.
图５为不同厚度的钽箔对应的X射线能谱.能量在７０keV 以下的光子数随着钽靶厚度增加而

明显减少,能量在７０keV以上的光子数则变化不明显.这是因为越厚的钽靶对低能X射线的吸收越

严重.图６给出１０~１００光子数量份额及能量份额与钽靶厚度的关系曲线.１０~１００keV 光子数量

份额及能量份额随钽靶厚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１５μm附近１０~１００keV份额最高.

图５　不同厚度的转换靶对应的能谱

　

图６　１０~１００keV光子数量份额及能量份额

与钽靶厚度的关系曲线

图７描述了钽靶厚度增加时,X射线平均能量及能注量的变化情况.由图７可知,X射线平均能

量随着靶厚增加而增加,与能谱给出的情况一致.并且存在最优靶厚使X射线能注量达到最大值,计
算得到最佳的靶厚为１０μm,最大能注量为１２．３mJ/cm２.这是因为靶太厚会强烈自吸收,靶太薄会

导致电子的部分能量损失到靶的夹持机构上.从图８可以看出,随着靶厚增加,X射线能注量的均匀

性越好.分析认为靶越薄,往靶中心方向漂移的电子越多,导致电子辐射的光子对辐射场中心附近的

能注量贡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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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X射线平均能量和能注量与钽靶厚度的关系曲线

　

图８　X射线能注量的径向分布

２．３　反射三极管与单间隙二极管对比

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获得单间隙二极管的辐射场参数,并将其与反射三极管辐射场参数进行比

较分析.图９给出了两种不同结构输出的X射线能谱,表明反射三极管在全能段上辐射的光子数均

比单间隙二极管有所增加,而且能量在７０keV以下的光子增加最明显.

图９　反射三极管和单间隙二极管能谱

表１将反射三极管和单间隙二极管的辐射场参数进行比较.反射三极管整体性能优于单间隙二

极管,尤其能注量和电子光子数量比明显好于单间隙二极管.虽然反射三极管的辐射场均匀性比单

间隙二极管差,但仍然好于１∶２,可满足实验需求.

表１　反射三极管和单间隙二极管辐射场参数对比

负载结构
最佳厚度/

μm

平均能量/

keV

平均能注量/

(mJ/cm２)
均匀性

１０~１００keV光子

数量份额/％
１０~１００keV光子

能量份额/％

电子光子

数量比

反射三极管 １０ ４６ １２ １:１．７ ８３ ８１ ≈０

单间隙二极管 １５ ５８ ４ １:１．３ ８６ ７３ ９

３　结论

基于２００kV脉冲功率源的输出电压波形,联立PIC和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研究分析了阳极靶厚度

９



对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辐射场参数的影响关系,并将反射三极管的辐射场和单间隙二极管的辐射场

进行了细致比较.模拟结果表面,该结构下反射三极管的最佳钽靶厚度为１０μm,距离靶面５cm 处

１５０cm２ 面上的能注量达到１２mJ/cm２,平均光子能量为４６keV,１０~１００keV 光子数量和能量份额

均超过８０％,均匀性好于１∶２,电子份额几乎为零.轫致辐射反射三极管的整体性能明显优于单间

隙二极管,是一种极具潜力的脉冲辐射源技术,下一步将开展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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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emsstrahlungreflextriodeisanewpulsedpowerloadwhichcangeneratepulsedhardXＧ
ray．Inthispaper,theradiationfieldofbremsstrahlungreflextriodewasanalyzednumerically．
WithparticleＧinＧcell(PIC)simulation,thedirectionaldistribution,positionaldistributionandenergy
distributionoftheincidentelectronsonthesurfaceofanodefoilwereobtainasinputparametersof
MonteCarlomodelofthereflextriode．Theradiationfieldofthereflextriodewasanalyzedand
comparedwiththatofsinglediode．Theresultsshowedthatwhenthethicknessofanodefoilis１０

μm,theconversionefficiencyofXＧrayenergyishighestandtheperformanceoftriodeisbetterthan
thatofsinglediode．
Keywords:bremsstrahlungreflextriode;anodefoil;hardXＧray;numeric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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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欠匹配型磁绝缘感应电压叠加器次级阻抗优化

魏　浩１,２,孙凤举１,呼义翔１,邱爱慈１,２

(１．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２．西安交通大学,电力设备电气绝缘国家重点实验室室,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磁绝缘感应电压叠加器(MIVA)次级阻抗对驱动源和负载之间功率耦合产生重要影响.基于稳态磁绝缘

Creedon层流理论和鞘层电子流再俘获(ReＧtrapping)理论,建立了负载欠匹配型 MIVA电路分析方法,数值分析获得

了 MIVA输出参数(输出电压、阴/阳极电流和电功率)随负载欠匹配程度的变化规律.考虑阴极传导电流作为闪光照

相二极管的有效电流,建立了以 MIVA末端 X射线剂量率最大为目标的次级阻抗优化方法.获得了欠匹配型 MIVA
次级优化阻抗Zop∗的变化规律:随着X射线剂量率对电压依赖程度提高,欠匹配型 MIVA次级优化阻抗Zop∗呈指数

降低;负载阻抗越大,Zop∗越大.

关键词:磁绝缘感应电压叠加器;负载欠匹配;次级阻抗;磁绝缘最小电流;鞘层电子流再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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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绝缘感应电压叠加器 (MagneticallyＧinsulatedinductionvoltageadder,MIVA)可产生电压数

十兆伏、电流数百千安的高功率电脉冲.MIVA作为强流脉冲功率加速器的驱动源,在高能脉冲X射

线闪光照相、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１Ｇ６].MIVA 通常由多级兆伏级感应腔串联组

成,次级采用磁绝缘传输线(MagneticallyＧinsulatedtransmissionline,MITL)实现电功率叠加和传

输.MIVA次级 MITL阻抗(包括阻抗大小和变换形式)对 MIVA输出参数、驱动源和负载之间的功

率耦合具有重要影响[７Ｇ８].
对于十数级感应腔串联 MIVA装置,在次级电脉冲到达负载前,脉冲前沿损失部分电子在阳极

上,为后续脉冲建立磁绝缘提供所需磁场,磁绝缘前行波运行在最小电流或自限制流工作点[９Ｇ１１].
当电脉冲传输至负载时,若负载阻抗Zd 大于或等于 MITL运行阻抗Zop,磁绝缘特性完全由传输线

本身确定,与负载无关,该类型 MIVA为负载匹配型.若负载阻抗Zd 小于 MITL运行阻抗Zop,反
射波由负载向 MIVA 驱动源传输,MIVA 末端电压降低,阴、阳极电流增大,MIVA 为负载欠匹

配型[１１].

MIVA次级电流由阴极传导电流和鞘层电子流两部分组成[１１].对于一些高功率负载(例如用于

产生高能脉冲X射线的闪光照相二极管),只有阴极传导电流Ic 才能作为负载有效电流[１２],鞘层电子

流If 对负载X射线剂量率无贡献[２Ｇ３,１２].对于负载匹配型 MIVA,随着 MIVA输出电压提高,阴极电

流占总电流的比例Ic/Ia 降低.当 MIVA输出电压大于１０MV时,Ic/Ia 小于４０％,这极大地降低了

MIVA装置电流利用效率[２,７].为了提高Ic/Ia 比例,近年来国际上提出 MIVA末端采用低阻抗照相

二极管(自磁箍缩或负极性杆箍缩二极管),使 MIVA工作在负载欠匹配模式,通过鞘层电子流再俘获

(ReＧtrapping)[１３Ｇ１６],来减小鞘层电子流,增大阴极传导电流.
文献[１７]给出了负载匹配型 MIVA 次级阻抗优化方法.负载欠匹配型 MIVA 输出参数同时受

次级阻抗和负载阻抗的影响,其电路分析和次级阻抗优化方法与负载匹配型 MIVA 不同.本文基于

磁绝缘Creedon层流理论和鞘层电子流再俘获(ReＧtrapping)理论,建立了欠匹配型 MIVA 电路分析

方法;以闪光照相二极管辐射X射线剂量率最大为优化目标,考虑阴极传导电流作为负载有效电流,
建立了欠匹配型 MIVA次级阻抗优化方法.

１１



１　负载欠匹配型 MIVA电路分析方法

１．１　磁绝缘鞘层电子流再俘获理论

图１给出了磁绝缘鞘层电子流再俘获示意图.在磁绝缘前行波到达负载前,前行波经过区域运

行在磁绝缘最小电流或自限制流工作点(U０,I０),前行波传输的特征阻抗为 MITL运行阻抗Zop.当

前行波抵达负载时,由于负载欠匹配,反射波由负载向 MIVA 驱动源反向传输,反射波经过区域

MITL线电压由U０ 降低至Ud,阳极电流由I０ 增大为Id,鞘层电子流中部分空间电子重新被俘获至阴

极,阴极传导电流Ic 增加,鞘层电子流If 减小,磁绝缘电子鞘层变薄(图１中反射波经过区域电子鞘

层紧贴阴极表面),反射波传输特征阻抗接近 MITL真空阻抗Zv
[７Ｇ８].反射波传输速度vref取决于负载

Zd 和 MIVA运行阻抗Zop之间阻抗失配程度,两者不匹配程度越高,vref越大,vref通常约０．３~０．６倍

光速[８].

图１　磁绝缘鞘层电子流再俘获示意图[４]

１．２　欠匹配型 MIVA电路分析方法

图２　磁绝缘鞘层电子流再俘获时 MIVA运行曲线

图２给出了欠匹配型 MIVA工作曲线.图２中实线为前行波工作曲线(负载匹配型 MIVA运行

在该曲线上),虚线是由负载Zd 确定的工作曲线,与负载大小密切相关(图２中A、B、C).当 M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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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行波工作点 O(U０,I０)调整至负载限制工作点 A(Ud,Id)时,需经过反射波工作曲线(图２中点

画线),曲线斜率为真空阻抗Zv.反射波和负载限制工作曲线的电路方程分别为:

Zv＝ －U０－Ud

I０－Id

Ud＝IdZd

{ (１)

其中,磁绝缘前行波工作点线电压U０ 和阳极电流I０ 为:

U０ ＝ VsZop

Zs＋Zop

I０ ＝U０

Zop

ì

î

í

ï
ï

ï
ï

(２)

其中,Vs、Zs 为 MIVA前级脉冲源的等效馈入电压和馈入阻抗[１７].式(２)表明,当给定 MIVA前级脉

冲源参数Vs 和Zs 时,磁绝缘前行波工作点(U０,I０)完全取决于次级运行阻抗Zop.
联合式(１)和式(２)推导得到,对于给定负载Zd,磁绝缘鞘层电子流俘获后(反射波经过区域)

MITL线电压Ud 和阳极电流Id 分别为:

Ud ＝U０
１＋Zv

Zop

１＋Zv

Zd

Id ＝Ud

Zd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３)

由式(３)可知,负载欠匹配型 MIVA输出电压Ud 取决于次级阻抗Zop和负载阻抗Zd.
由磁绝缘Creedon层流理论计算阴极传导电流Ic 为[１１,１８]:

Ic ＝Ia

γm
＝Id

γm
(４)

其中,γm 为磁绝缘电子鞘层边界的相对论因子;γm 为线电压Ud、阳极电流Id 和 MITL几何因子g的

隐性函数[１１,１８]:

γm ln(γm ＋ γ２
m －１)＋γ００－γm

γ２
m －１

æ

è
ç

ö

ø
÷＝ Id

gIav
(５)

其中,Iav为阿尔芬电流常数,Iav≈８５００A[１１].阳极相对论因子γ００和几何因子g分别为[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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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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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３)~式(６)推导得到,阴极传导电流Ic 可表示为次级阻抗Zop和负载阻抗Zd 的隐性函数:

Ic ＝G(Zop,Zd) (７)
虽然无法给出式(７)的解析表达式,但可以通过数值方法求解.

１．３　MIVA输出参数随负载欠匹配程度的变化规律

假定１０级串联 MIVA输出端(末级感应腔)磁绝缘最小电流工作点为:U０＝１４MV,I０＝１３３kA,

Zop＝１０５Ω.MIVA 输出参数(输出电压、阴/阳极电流和电功率)随负载阻抗的变化规律如图３所

示.随着负载阻抗Zd 减小,MIVA输出电压逐渐降低,阴/阳极电流均逐渐增大,阴极电流占阳极电

流Ic/Ia 比例增大.与磁绝缘最小电流工作点相比,当负载阻抗Zd＝８０Ω 时,负载电压Ud 降低至

１２MV,阴阳电流分别为１５０kA 和１１３kA;当Zd 继续减小至４０Ω 时,Ud＝７．５MV,Ia＝１８６kA,

Ic＝１７６kA,鞘层电子流仅１０kA.随着负载阻抗Zd 减小,MIVA向负载耦合的总电功率降低,有效

功率却先增大、后减小,当Zd＝６１Ω时,MIVA向负载耦合的有效功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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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１０级 MIVA装置负载欠匹配时工作曲线

(a)负载电压和阴、阳极电流随负载阻抗的变化;(b)总电功率和有效电功率随负载阻抗的变化

２　负载欠匹配型 MIVA次级阻抗优化

２．１　使负载X射线剂量率最大的次级阻抗优化方法

以驱动闪光照相二极管的 MIVA装置为例,MIVA 次级阻抗Zop优化目标是使 MIVA 末端二极

管辐射X射线剂量率最大.已有研究表明,闪光照相二极管X射线剂量率 Ḋ 与二极管电压Ud、阴极

传导电流Ic 的定标关系为[３,１７]:

Ḋ ＝βIcUα
d (８)

其中,α、β均为常数,其取值与二极管特性(二极管类型、工作状态等)密切有关.现有研究表明,定标

系数α取值范围为１＜α＜３[３,１７].显然,当α＝β＝１时,式(８)为 MIVA加载到二极管的有效电功率.
由于β仅影响剂量率的绝对数值,本文假定β≡１.

将式(３)和式(７)二极管电压、电流公式代入式(８),得到二极管剂量率定标关系式为:

Ḋ ＝Ψ(Zop,Zd,α) (９)
虽然无法给出式(９)的显性表达式,式(９)表明剂量率取决于次级阻抗Zop、负载阻抗Zd和定标系

数α.以次级阻抗Zop为优化变量,以X射线剂量率最大为目标函数的 MIVA次级阻抗优化问题为:

max Ḋ ＝Ψ(Zop,Zd,α) (１０)

Zop s．t．Zd ＜Zop ≤Zop_upper}{ (１１)
式(１１)中优化变量下限值是为了满足负载欠匹配条件,上限值Zop_upper通常出于 MIVA 工程实际

考虑.由式(２)可知,当给定前级馈入脉冲源参数Zs 和Vs 时,MITL线电压U０ 随Zop增大而线性增

加,但实际中受感应腔最高耐受电压的限制,U０ 存在最大值,即Zop_upper存在最大值.

２．２　使负载辐射X射线剂量率最大的次级优化阻抗Zop∗

假定 MIVA前级脉冲源馈入参数为:Vs＝２２MV,Zs＝６０Ω(MIVA感应腔串联级数n＝１０,每级

并联馈入路数m＝１,每路脉冲幅值１．１MV,驱动阻抗６Ω).由于实际中 MIVA末端低阻抗照相二

极管(自磁箍缩或负极性杆箍缩二极管)的工作阻抗难以准确给出,但其阻抗变化范围一般为

３０~５０Ω[７],因此,本文选取三个典型数值３０、４０和５０Ω．.图４给出了使剂量率最大的优化阻抗

Zop∗(最佳阻抗)随剂量率定标系数α的变化规律.对于给定负载Zd,随着α增大(X射线剂量率对

电压依赖程度提高),最佳阻抗Zop∗呈指数衰减;负载阻抗Zd 越大,Zop∗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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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种典型负载阻抗时,MIVA次级优化阻抗Zop∗随剂量率定标系数α的变化规律

３　结论

基于稳态磁绝缘 Creedon层流理论和鞘层电子流再俘获(ReＧtrapping)理论,建立了欠匹配型

MIVA电路分析方法,获得了 MIVA输出参数(输出电压、阴/阳极电流和电功率)随负载欠匹配程度

的变化规律.以闪光照相用 MIVA装置为例,考虑阴极传导电流作为 X射线二极管的有效电流,建
立了二极管辐射X射线剂量率最大为目标的次级阻抗优化方法,数值分析获得了欠匹配型 MIVA次

级优化阻抗Zop∗的变化规律.随着 X射线剂量率对电压依赖程度提高,欠匹配型 MIVA 次级优化

阻抗Zop∗呈指数降低;负载阻抗Zd 越大,Zop∗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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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ofsecondaryimpedancesformagneticallyＧ
insulatedinductionvoltageadderswith

loadＧunderＧmatched

WEIHao１,２,SUNFengＧju１,HUYiＧxiang１,QIUAiＧci１,２

(１．StateKeyLaboratoryofIntensePulsedRadiationSimulationandEffect,

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an,ShannxiProv．７１００２４,China;

２．StateKeyLaboratoryofElectricalInsulationandPowerEquipment,

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ShannxiProv．７１００４９,China)

Abstract:ThesecondaryimpedancesofmagneticallyＧinsulatedinductionvoltageadders (MIVA)
wouldbringsignificantimpactsontheoutputparametersandpowercouplebetweenthedriving
sourcesandloads．BasedontheCreedontheoryofmagneticinsulationequilibriumandreＧtrappingof
sheathelectronflow,acircuitanalysismethodisestablishedtodescribetheunderＧmatchedMIVA．
AndthedependenceoftheoutputparametersofMIVA,e．g．,theoutputvoltage,thecathodeand
anodecurrent,andthe electricalpower,on the extent ofloadＧunderＧmatchedis obtained．
ConsideringonlythecathodecurrentisusefulfortheXＧrayradiographicdiodes,anoptimization
methodisdevelopedtodesignthesecondaryimpedancesofMIVA,whichmakesthemaximizingthe
radiatedXＧraydoserateofloadasthegoal．Thetendencyoftheoptimizationsecondaryimpedance,
Zop∗,isobtained．Itisfoundthat,theoptimizationsecondaryimpedanceZop∗decayexponentially
astheincreaseofthedependentextentoftheradiatedXＧraydoserateonthediodevoltage．
Key words: magneticallyＧinsulated Induction voltage adders (MIVA);loadＧunderＧmatched;
secondaryimpedance;minimalcurrentofmagneticinsulation;reＧtrappingofsheathelectron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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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强流脉冲中子发生器研究进展

杨　振,李　杰,董　攀,蓝朝晖,郑　乐,李　喜,龙继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近年来,鉴于紧凑型中子发生器在使用环境友好、操作安全简便、中子强度灵活可调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其应

用于中子照相、元素分析以及违禁物探测等方面的需求日趋强烈.本文汇报了一种紧凑型脉冲中子发生器的研究进

展情况.该中子发生器主要组成包括固体氘化物电极的真空弧离子源、单电极加速间隙、氘/氚化金属靶和其他附属

部件.其中真空弧离子源放电发生在氘化电极之间,能够提供强流、短脉冲的氘离子束,本文对其放电参数和放电现

象进行了研究.同时开展了束流光学的设计及束斑测量,并且为了抑制束流中大量的次级电子,设计中引入了靶端栅

网结合偏压电阻的方式产生自偏电压.另外进行了 DＧD出中子测试实验,该中子发生器工作电压约１００kV,可在约

１０－４Pa真空环境下工作,其中子产额可达到１０５n/p.本文对这类中子发生器的设计及运行中存在的一系列物理和

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关键词:脉冲中子发生器;真空弧离子源;束流剖面;次级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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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流中子发生器在石油测井、中子照相、核材料及爆炸物探测等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１Ｇ４].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在紧凑型脉冲中子发生器研究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工作.这种类

型的中子发生器主要由真空弧离子源、束流光学系统、靶、高压绝缘部件、高压电源、真空及控制系统

等几部分构成.其具有强流、脉冲工作、中子产额高、能谱单色性好、尺寸紧凑、使用安全方便等特点.
工作原理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含氘离子源电极在大电流的作用下,释放氘气并被电离产生氘离子,在
脉冲高压的作用下,加速到约１００keV能量,轰击含氘(氚)的靶,发生 DＧD或 DＧT反应产生中子.图

２是各种反应截面曲线.

图１　脉冲中子发生器工作示意图

　

图２　各种反应的截面曲线

本文对这类中子发生器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大概的介绍,对设计和测试中存在的物理和技术问题

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１　真空弧离子源设计研究

该类中子发生器采用了氘化电极的真空弧离子源[５].这种离子源与其他离子源(如 ECR源、高
频源、潘宁源)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在很小的尺寸(几个cm)和短的脉宽(微秒量级)下,获得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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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甚至安培级的氘离子流,这是其他离子源很难实现的.但同时其也具有一定的缺点:单原子比例

低(通常只能获得２０％~３０％),产生的束流中将包含大量杂质粒子,这将对氘/氚靶以及中子发生器

带来十分大的危害.氘化电极真空弧离子源提供的脉冲束流中,不仅含有对中子产额其决定作用的

D＋ 离子,还含有D＋
２ ,Ti＋ ,Ti２＋ ,Ti３＋ 等“杂质离子”,同时还包含中性金属蒸汽颗粒.因此如何降低离

子源产生的杂质粒子含量,提高D＋ 离子的比例是该研究的重点.图３给出了不同放电弧流下离子源

放电图像.可见随着弧流的增大,放电发光均匀性增加.

图３　不同弧流下离子源放电图像

图４给出了磁质谱测量的D＋ 离子比例随弧流的变化关系.有结果可知,随着弧流的增大,D＋ 离

子比例逐渐增大.在研究的弧流范围内,增加到一定值后,比例变化趋于稳定.另外,通过改变离子

源结构,配合合适的放电参数,将能够进一步提高单原子氘离子的比例.

图４　单原子氘离子比例随弧流的变化关系

２　束流光学设计研究

真空弧放电具有放电位置随机分布的特点,从而会使放电等离子体偏心分布,加之束流光学加速

结构紧凑,将导致打靶束流分布出现聚焦或偏心等特征[６].加之束流中存在的大量杂质离子,特别是

金属离子,这种束流密度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对靶膜产生损伤,从而导致靶中氚的释放,降低靶的寿命

以及中子发生器的使用寿命.因此通过研究,如何改善束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使束流轰击靶面均

匀,是该部分研究的重点.图５给出了不同加速电压下束斑的变化情况.可见随着电压的增加,束斑

尺寸逐渐减小,加速电压对束流的聚焦作用明显,而这时靶的有效使用面积小,利用率不高.另外由

束斑强度分布结果可知:束流强度分布不均匀,中心强度相对较大,典型的结果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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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加速电压下的束斑测量结果

图６　典型束流剖面强度分布结果

３　次级电子抑制设计研究

束流中百keV量级的离子轰击靶面,在发生核反应的同时,将引起表面大量的次级电子发射,这
些电子以及它们在加速电极内壁上的散射和打出的二次电子,将进入加速空间形成电子电流.电子

电流对于中子发生器的物理过程没有贡献,反而会降低绝缘耐压,引起高压打火,另外还将消耗大量

功率,增加功率源负载,同时增大设备整体体积.
通常情况下,可以采用法拉第筒的深筒结构,利用大的深径比,同时结合磁场或电场,来抑制次级

电子的出射[７Ｇ８].在结构尺寸限制的紧凑型中子发生器中,我们采用了靶端栅网结合自偏电压的方

式,能够很好的抑制次级电子[９].图７是该方法的原理示意图.束流轰击靶后,靶电流流经偏压电

阻,在靶上形成正的偏置电压,从而抑制电子的出射.靶栅网起到屏蔽高压电场渗透的作用.图８是

次级电子抑制前后靶电流结果的对比情况.在确定的结构设计下,选择合适的抑制偏压,能够有效地

抑制次级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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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次级电子抑制结构及原理示意图

　

图８　次级电子抑制结果

４　中子发生器整体设计及测试

在各单元部件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设计研制了这类基于真空弧离子源的脉冲中子发生器.图９
给出了两种不同馈电方式的中子发生器样机照片.其各自具有优缺点:靶高压、源接地设计,功率源

设置及馈电方式简单,但靶端高压,不方便离子流的测量以及中子的使用;源高压、靶接地的设计,离
子源电源需悬浮工作在高压电源上,馈电设计复杂,但靶端接地,方便离子流信号测量,同时方便采取

次级电子抑制措施,对出射中子影响小,方便使用.

图９　不同馈电方式的中子发生器样机

实验上测量了在加速电压１００kV左右,脉冲宽度数个μs情况下,９０度方向,DＧD中子产额可达

(１~５)×１０４ n/p[１０].由于该中子发生器脉宽可调,增加脉宽到１０μs情况下,中子产额可达到

１０５n/p.同时,实验上开展了重复频率工作模式的探索.目前实验测试频率为１Hz,初步实验显示,
其可以工作在几十 Hz频率下.另外,将氘靶换成氚靶,由于 DＧT反应截面较 DＧD截面高约两个量

级,平均中子产额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可达１０７~１０８n/s,这样使其应用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展.

５　结论

本文对一种紧凑型脉冲中子发生器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分别针对单元部件研究情况及

重点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最后对中子发生器整体设计及测试情况进行了阐述.目前,该
中子发生器能够获得１０５n/p的中子产额,更换氚靶以及调整工作参数后,中子产额还能进一步提高.
这种中子发生器显著的特点是:结构尺寸紧凑,附属系统少,成本造价低,单次脉冲中子产额高(重频

工作后,平均中子产额高),特别适合于对中子时间结构有要求的需求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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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facompacthighＧintensity
pulsedneutrongenerator

YNAGZhen,LIJie,DONGPan,LANChaoＧhui,
ZHENGLe,LIXi,LONGJiＧdong

(InstituteofFluidPhysics,CAEP,Mianyang,SichuanProv．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Recently,duetospecificfeaturesofcompactpulsedneutrongenerators,theirdemandsin
neutronradiography,elementalanalysisanddetectionofillicitmaterialshavebeenincreased．The
compactneutrongeneratoris moreenvironmentallyfriendly,saferforoperators,adjustableof
neutronintensityandsuitableforseveralresearchandapplicationworks．Acompactpulsedneutron
generatorisintroducedinthistext．Themainembodimentofthistypeofgeneratorincludesa
vacuum arcionsource with deuteratedelectrode,asingleelectrodeacceleration gap,anda
deuterated/tritiatedmetaltargetandsoon．Thevacuumarcionsourcewithdischargingbetween
deuteratedelectrodeshasbeendevelopedtoprovidehighＧintensity,shortＧwidthdeuteronbeam．The
dischargeparametersandphenomenawerediscussedinthisreport．Thedesignofbeamopticsand
measurementsofbeam profile werestudiedinthistext．Inordertosuppressthesecondary
electrons,atargetgridwitharesistorwereintroducedtoprovidebiasedvoltage．A magneticmass
spectrometeranalysisfortheionsourceandapulsedoperationforaneutrongeneratorusingthe
deuteriumＧdeuteriumfusionreactionwerereported．Theneutrongeneratorwasoperatedatabout
１００kVaccelerationpotential,about１０－４ Pavacuumenvironment,andcapableofproducingupto
１０５n/p．Inthisreport,wewilldiscussvariousphysicalandtechnicalissuesrelatedtothedesignand
operationofthiskindneutrongenerator．
Keywords:pulsedneutrongenerator;vacuumarcionsource;beamprofile;secondaryelect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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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束辐照影响氧化铝陶瓷真空沿面闪络
性能的初步研究

何佳龙,杨　振,李　杰,龙继东,刘尔祥,石金水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随着脉冲功率技术和粒子加速器技术的发展,粒子束辐照对绝缘介质材料真空沿面闪络性能的影响逐渐受到关

注,而相关的研究工作尚未得到充分开展.氧化铝陶瓷作为最常用的管壁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开关管、中子管、速调管、

行波管等电真空器件中,对这些器件的性能与可靠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展离子束辐照影响氧化铝陶瓷真空沿面

闪络性能的研究,可以更为全面地评估电真空器件管壁的耐高电压性能.为此,采用真空弧离子源产生的氘钛混和离

子束,对离子束辐照影响氧化铝陶瓷真空沿面闪络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边长２０mm 厚度为２mm 质量分数９９％的

氧化铝陶瓷样品的一个表面被能量在４０~１００keV的脉冲离子束辐照处理,通过改变辐照次数使得样品接收到的离

子辐照剂量在１０１３~１０１５离子/cm２,另外一个表面不做辐照处理.采用指状电极系统测试样品被辐照面和未被辐照面

的闪络电压,电极间距为２mm和４mm.通过比较同一块样品被辐照面和未被辐照面的闪络电压,发现被离子束辐照

后样品的闪络电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较低能量辐照下样品的闪络电压降幅较大,这可能和离子射程导致的

表面缺陷分布差异有关,较低能量的离子束在表面产生了更多的辐照损伤;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大,样品闪络电压降幅

先增大后减小,先增大可能与辐照损伤的累积有关,后减小可能与离子注入引起的表面电阻率降低有关.

关键词:真空沿面闪络;氧化铝陶瓷;离子束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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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特性研究

粒子束辐照对绝缘介质材料电气性能的影响涉及到反应堆、粒子加速器、航天器、电真空器件、大
型脉冲功率装置等诸多领域的绝缘可靠性问题.在真空固体复合绝缘系统中,固体绝缘子的真空沿

面闪络现象是引发系统绝缘失效的主要因素,如果固体绝缘子工作的真空环境中存在粒子束,那么固

体绝缘子的真空沿面耐压性能就可能受到粒子束辐照的影响.粒子束辐照对绝缘介质材料真空沿面

闪络性能的影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激光[１]、软X射线[２]与电子束辐照[３]方面,离子束相关

的研究开展的比较少.山东大学发现采用剂量为４×１０７ 离子/cm２ 能量５０keV 的 He＋ 对玻璃样品

进行离子注入处理后,样品闪络电压平均值提升了６８％,原因可能是 He＋ 注入改变了绝缘子表面成

分,降低了表面吸附力和二次电子发射系数[４].美国LawrenceBerkeley国家实验室采用１３５keV 的

Pt离子注入机对加速器光阴极电子枪使用的９７％氧化铝陶瓷绝缘子部件进行离子注入处理,离子剂

量５×１０１６离子/cm２,经过离子注入处理后光阴极电子枪的工作电压从２５０kV 提升到了３５０kV,绝
缘子沿面耐压性能提升的原因被归结为,Pt离子注入氧化铝陶瓷表面引起的电阻率降低[５].与此相

反的是,在脉冲中子管中,杂散碰壁离子束辐照陶瓷管壁往往导致管壁耐压性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采用真空弧离子源产生的氘钛混和离子束,对离子束辐照影响氧化铝陶瓷真

空沿面闪络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

１　样品辐照处理

脉冲中子管常用的真空弧离子源产生离子束的方式为,放电电极间的真空弧放电使得电极材料

汽化并电离产生等离子体,通过引出电极将放电等离子体中的离子引出形成离子束,因此真空弧离子

源可以通过更换放电电极材料产生除惰性气体离子外几乎所有元素的离子束.在脉冲中子管中,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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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源放电电极材料为氘化钛,真空弧放电时将产生钛离子和氘离子(氘原子离子和氘分子离子)[６],这
种脉冲混合离子束轰击到绝缘介质材料表面将产生多种效应,主要包括离子溅射引起的表面形貌变

化、氢离子和钛离子对介质表面的辐照损伤、钛离子对介质表层的离子注入.这些效应对中子管管

壁使用的氧化铝陶瓷材料的真空沿面闪络性能,既可能有有利影响又可能有不利影响,其实际作用

效果需要深入地分析研究,采用如图１所示的实验装置对氧化铝陶瓷样品进行离子束辐照处理.

图１　氧化铝陶瓷样品辐照处理原理图

真空弧离子源与放置氧化铝陶瓷样品的靶筒置于真空度优于６×１０－４Pa的真空腔内,实验样品

与靶筒实物如图２所示,实验采用的氧化铝陶瓷样品中氧化铝的质量分数为９９％,样品尺寸为

２０mm×２０mm×２mm,表面粗糙度１．６μm.辐照处理前,样品先后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中用超

声波清洗２０分钟,然后在６０℃的烘箱中烘烤３０min.辐照处理时通过调节高压脉冲电源的输出电

压控制打靶离子束能量,能量调节范围为４０~１２０keV,打靶离子束脉宽约为２μs,单次脉冲的辐照剂

量约为１０１３离子/cm２,通过改变离子辐照次数改变样品的离子辐照剂量.先在４０keV、７０keV 和

１００keV的能量下分别对不同样品进行２０次辐照处理,在７０keV的能量下分别对不同样品分别辐照

处理２０次、６０次和１００次,由此获得一系列辐照处理参数下的实验样品.每种辐照处理参数下获得

多块实验样品,所有样品的辐照处理方式均为一个面被辐照,另一个面不做辐照处理.

图２　氧化铝陶瓷样品与靶筒

２　沿面闪络电压测试

采用如图３所示的试验系统对氧化铝陶瓷样品的真空沿面闪络电压进行测试.待测样品被压紧

在指状电极和有机玻璃样品底座之间,以确保样品表面与电极底面接触良好.指状电极直径为

１２mm,电极顶端之间的距离可根据实验需要在０~１０mm 范围内随意调节.完成样品的装配后,待
真空腔内的真空度优于２×１０－３Pa时开始对样品进行脉冲高压,加载脉冲高压电源输出电压幅度在

０~３０kV,脉冲宽度约为１０μs.样品上的加载电压幅度由电阻分压器和数字示波器进行测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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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波器读出的脉冲电压幅值乘以电阻分压器的分压比,即为该发加载实验时样品上的加载电压.在

指状电极与地之间接有３kΩ的限流电阻,对样品发生闪络时的放电电流进行限制,避免闪络放电电

流过大对样品表面产生破坏性损伤.

图３　真空沿面闪络电压测试系统原理图

测试电极实物及典型闪络放电波形如图４所示.测试闪络电压时,通过观察窗观察样品表面的

闪络发光,以及示波器显示的电压波形,可以判断样品是否发生闪络.开始测试时,脉冲高压电源的

起始加载电压约为１０kV,每个加载电压下进行５次加载,如果不发生闪络则提高加载电压,每次加载

电压的提高幅度约为２kV,直到样品在某个加载电压下连续发生５次闪络,则停止加载实验,纪录该

加载电压为样品的闪络电压.每个待测样品均在相同的闪络测试条件和测试方法下,分别测得被辐

照(A 面)和未被副照面(B 面)的闪络电压值.

图４　测试电极及闪络波形图

３　实验结果分析

由于真空弧离子源打靶束斑尺寸随离子能量不同是变化的,经测试在样品辐照处理实验条件下

的最小束斑直径约为４mm,为确保电极间发生闪络的区域均为被离子束辐照过的区域,在电极间距

４mm下测得一组样品 AB两面的闪络电压,在电极间距２mm下测得两组样品AB 两面的闪络电压.
测试时发现样品表面有肉眼可见的细微的平行加工纹路,４mm下样品安装时使得闪络放电方向与加

工纹路垂直(⊥),２mm下的两组分别在平行(∥)和垂直(⊥)条件下进行测试.不同辐照能量与不同

辐照次数下样品闪络电压的测试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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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辐照能量下样品的闪络电压

电极间距/mm 测试面
闪络电压/kV

离子能量４０kV 离子能量７０kV 离子能量１００kV

４(⊥)
A １５．１８ １９．４４ １７．５２

B １８．２４ ２１．１２ ２０．０４

２(∥)
A ８．６４ １３．２ １１．４６

B １３．０８ １６．６２ １３．９２

２(⊥)
A １０．５ １３．６８ １４．７６

B １３．９２ １６．５６ １７．３４

表２　不同辐照次数下样品的闪络电压

电极间距/mm 测试面
闪络电压/kV

辐照２０次 辐照６０次 辐照１００次

４(⊥)
A １９．４４ １４．３４ １８．７８

B ２１．１２ １７．５２ ２１．２４

２(∥)
A １３．２ ８．６４ １２．８４

B １６．６２ １３．０８ １５

２(⊥)
A １３．６８ １４．７６ １５．７２

B １６．５６ １８．３ １７．１６

从表１和表２测试数据可见,样品被离子束辐照面的闪络电压均比未被辐照面的闪络电压低,这
表明被离子束辐照后样品的闪络电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绝缘子的沿面闪络电压与其表面状态

密切相关,表中数据表明相同测试条件下不同样品未辐照面的闪络电压存在较大的分散性,采用统计

不同样品闪络电压平均值来比较辐照前后样品闪络电压变化的方法,将可能由于不同样品闪络电压

的分散性远大于辐照引起的闪络电压变化,而无法得到明确的结论.采用比较同一块样品被辐照面

和未被辐照面的闪络电压变化幅度,来描述辐照对样品闪络电压的影响,将可以减小不同样品表面状

态差异带来的测试误差.为此,对比不同离子能量与不同辐照次数下,样品被辐照面闪络电压与未被

辐照面闪络电压的比值,得到样品闪络电压的变化趋势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不同辐照离子能量与辐照次数下样品闪络电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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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a)闪络电压降低幅度与辐照离子能量间的关系表明,较低能量下样品闪络电压的降低幅度

更大,随着辐照离子能量的增大闪络电压的降低幅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这可能与入射离子射程导

致的表面结构和缺陷分布差异有关.根据真空沿面闪络的SEEA 理论模型,材料的真空沿面闪络性

能与材料的表面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密切相关[７],材料表面的二次电子逸出深度约为１０nm[８],几十

keV能量的离子束在氧化铝陶瓷中的射程约为几十nm,粒子束辐照产生的空间电荷与缺陷会对二次

电子发射过程产生作用[９],因此辐照离子束能量较低时,由于离子射程与二次电子逸出深度相当,材
料表面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导致样品的闪络电压出现较大程度的降低.而随着

离子能量的增大,离子射程增大,在二次电子逃逸区内产生的空间电荷与缺陷等密度相对降低,使得

闪络电压的降低程度变小.
图５(b)闪络电压降低幅度与辐照次数间的关系表明,在１０１３~１０１５离子/cm２ 剂量范围内随着离

子辐照剂量的增加,闪络电压的降低幅度先是增大后又变小,先增大可能与辐照损伤的累积有关,后
续的降幅减小可能与钛离子在表层的注入掺杂导致的表面电阻率下降有关.由于离子束辐照会导致

氧化铝陶瓷表面形貌和表面晶相结构的变化[１０Ｇ１１],而陶瓷的表面缺陷与表面结构对沿面闪络性能存

在明显的影响[１２Ｇ１３],在实验选定的参数范围内,随着辐照次数的增加,样品表面产生的导致闪络电压

下降的缺陷等分布增多;与此同时注入到样品表层的钛离子也在逐渐增多,注入离子使得样品的表面

电阻率逐渐降低,根据真空沿面闪络理论模型,表面电阻率的降低有利于提高沿面闪络电压,因而随

着离子辐照剂量的增大,闪络电压的降低幅度又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以上推论还有待辐照前后样

品表面形貌、表面晶相结构、表面二次电子发射系数等表面特征分析结果以及表面电阻率测试的结果

予以进一步的证实.

４　结论

氧化铝陶瓷样品被真空弧离子源产生的混合离子束辐照后,闪络电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这
与离子辐照在样品表面产生的辐照效应有关.闪络电压降低幅度与辐照离子能量和辐照离子能量之

间的关系,还有待更多表征分析结果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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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investigationontheinfluenceofionbeam
irradiationonvacuumsurfaceflashover

characteristicsofaluminaceramic

HEJiaＧLong,YANGZhen,LIJie,LONGJiＧDong,
LIUErＧXiang,SHIJinＧShui

(Instituteoffluidphysics,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Mianyang,Sichuan,Prov．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Theinfluenceofparticlesirradiation on vacuum surfaceflashovercharacteristicsof
dielectricsbecomes moreand moreimportant,which haven’tbeenresearched well,asthe
developingofpulsepowertechnologyandparticleacceleratortechnology．Aluminaceramicwhichis
themostcommonlyuseddielectricasthetubewallmaterialinvacuumelectronicdevices,playinga
keyroleintheperformanceandreliabilityofthesedevices．Inordertoestimatesthevoltage
withstandsperformanceoftubewall,investigationonthevacuumsurfaceflashovercharacteristicsof
aluminaceramicunderionirradiationshouldbetakencomprehensively．Preliminaryinvestigationon
theinfluenceofionbeamirradiationonvacuumsurfaceflashovercharacteristicsofaluminaceramic
weretakenbythehybridionbeamgeneratedbyvacuumarcionsource．Onesidesofthealumina
ceramicsampleswereirradiatedwithpulsedionbeamoftheenergy４０~１００keV,andiondosewere
changedfrom１０１３to１０１５ions/cm２．Samples’flashovervoltagesweretestedbyfingerlikeelectrodes
with２ mm and４ mm gaps．Itwasfoundthatsamples’flashovervoltagedecreasedafterion
irradiation,lowerionenergygotmoredecrement．Itwasassumedthationrangeinthesolidmaterial
willaffecttheflashovercharacteristic,shortrangeproducemoreradiationdamageonthesurface．
Flashovervoltagedecrementbecamelargeatfirstwiththeincreaseofirradiationdose．Itwas
assumedthat moreradiationdamageaccumulatedonthesurface whichreducedtheflashover
voltage．Flashovervoltagedecrementbecamesmalllatter．Itwasassumedthatmoreand more
titaniumaccumulatedonthesurfacewhichincreasedsurfaceelectricalconductivity,alongwiththe
increaseofflashovervoltage．
Keywords:vacuumsurfaceflashover;aluminaceramic;ionbeam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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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rx的重频脉冲功率源初步研究

郝世荣,戴文峰,伍友成,何　泱,冯传均,曹龙博,耿力东,王敏华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流体物理研究所,中物院脉冲功率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开展了基于 Marx发生器的重频脉冲功率源技术研究.该脉冲功率源主要由 Marx发生器和重频充电控制系统

组成.其中,Marx发生器采用２０台６０nF脉冲电容器组成２０级 Marx,每级额定工作电压１００kV.重频充电控制系

统包括高功率重频充电模块和触发控制模块.重频充电模块采用十路逆变、升压、整流串联输出的技术路线,实现了

从直流３０V~１００kV的高压转换和对 Marx发生器储能单元的快速充电;触发控制模块实现了对 Marx触发开关的

重频触发、重频充电模块与 Marx发生器之间准确时序控制.该脉冲功率源单次工作时,当储能单元充电至９６kV,在
约１５Ω负载上已获得大于７４０kV的高压输出,脉宽大于１５０ns、前沿约６０ns;重频５Hz工作时,由于重频充电模块

功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约１５Ω负载上已获得大于５００kV的脉冲串输出.

关键词:重频脉冲;高功率;Marx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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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功率技术是应核聚变研究和X光源研究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随后在高功率微波[１Ｇ２]、
强激光[３]、电磁发射[４Ｇ５]等国防军事需求及民用各领域日益广泛应用[６]的牵引下,脉冲功率技术通过

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重复频率脉冲功率源是其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以３０V直流电

源作为初级能源、１５Ω电阻作为负载,输出功率３５GW 作为牵引技术指标,采用基于 Marx发生器的

技术路线,开展了５Hz重频脉冲功率源初步研究,试制出了一套由 Marx发生器和重频充电控制系统

组成的脉冲功率源原理实验装置,该原理实验装置在负载上已获得大于７４０kV 的脉冲高电压输出,
脉宽大于１５０ns、前沿约６０ns;并已开展５Hz重频工作实验研究,在负载上已获得大于５００kV的脉

冲串输出.

１　脉冲功率源设计

１．１　脉冲功率源组成及原理

脉冲功率源主要由 Marx发生器和重频充电控制系统组成.其组成框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脉冲功率源组成框图

由图１可知,脉冲功率源主要包括重频充电控制系统和 Marx发生器两部分.重频充电控制系统

是由高功率重频充电模块和触发控制模块组成.重频充电模块负责将初级能源输出的３０V 低压直

流电转化为高压直流电,并实现对 Marx发生器储能单元重频快速充电;触发控制模块负责准确控制

重频充电模块与 Marx发生器之间的工作时序,并实现对 Marx发生器中触发开关的重频触发;Marx
发生器在重频充电控制模块驱动下,通过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给负载输出所需的高功率电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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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Marx发生器设计

１．２．１　物理参数设计

根据牵引技术指标,脉冲功率源要在１５Ω负载上输出功率３５GW,则输出电压应大于７２５kV.
基于前期工作基础,采用６０nF 脉冲电容器作为 Marx的储能单元,Marx每一级电感约为

９０nH,进一步降低电感难度很大.通过计算并考虑一定设计余量,储能单元工作电压设定９５kV时,
采用２０级 Marx发生器输出以达到预期指标.

图２所示为根据前期工作获得的参数以及上述设计参数计算所得负载电压波形,结果表明:负载

电压为７６７kV、功率为３９GW,满足预期指标要求.

图２　计算所得负载电压波形

１．２．２　结构设计

Marx发生器在结构上采用１０层叠放,每层为两级,每级为一台６０nF/１００kV脉冲电容器,侧视

结构图如图３所示.充电电感和隔离电感均为１５０μH.Marx整体置于密封金属箱体内,最大外轮

廓尺寸８７０mm×６００mm×４８０mmm(长×宽×高).箱体内充入SF６ 气体绝缘.

图３　Marx发生器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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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重频充电控制系统设计

１．３．１　高功率重频充电模块设计

高功率重频充电模块由３０V 直流电源供电.采用１０路逆变、升压、整流,然后串联输出的技术

路线.电路原理如图４所示.供电电源Udc通过限流稳压器Mdc对储能电容Cs 充电.Cs 作为电源系

统初级储能器件,输出端并联连接１０路逆变、升压、整流模块U１~U１０.图１中虚线框内为第一路逆

变、升压、整流模块U１,采用全桥逆变、升压、整流获得１０kV 以上的直流输出,１０路串联后即可获得

１００kV直流高压,通过充电隔离电感Lc 为电容器器C充电.

图４　重频充电电源电路原理图

试制的重频充电模块实物如图５所示.结构设计上分为低压箱体和高压箱体两部分,其中储能

电容位于低压箱体中,逆变电路设计于低压箱体侧壁,低压箱体置于充电电源下部;升压变压器和整

流硅堆等设计于高压箱体内,为了提高绝缘性能,采用有机硅凝胶真空灌封,高压箱体位于电源系统

上部.１０路串联产生的１００kV直流高压通过高压插头和高压电缆输出.

图５　重频充电电源实物照片

１．３．２　触发控制模块设计

触发控制模块负责触发开关的触发以及充电模块与触发开关之间的时序控制,原理框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重频充电控制模块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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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制器可以设定脉冲功率源单次或重频工作模式,重复频率可设定.按照时序要求,分别发

出充电命令和触发命令,充电命令控制充电模块工作,触发命令通过光电转换,产生电脉冲,经单稳

态,输出大于４０ms的电脉冲,驱动触发开关工作.

２　脉冲功率源实验

２．１　短路放电实验

脉冲功率源实验装置如图７所示.

图７　脉冲功率源实物照片

Marx发生器中第一级开关采用气动触发开关,其余为过压自击穿开关,将 Marx发生器高压输出电

极与装置地短路连接,开展 Marx发生器短路放电实验,用Pearson电流线圈测量短路放电电流,通过电

流振荡周期(T)及峰值衰减比例(Im２/Im１),利用式(１)、式(２)计算放电回路电感(L)及电阻(R).

L＝ (T/２π)２/C (１)

R＝２ln(Im２/Im１)L/T (２)
式中,C为 Marx发生器建立时等效电容,为３nF.

实验结果表明 Marx发生器建立时回路电感为１．８μH,回路电阻为２．８Ω,由 Marx发生器的等

效电容和建立时回路电感,根据式(３)可计算出 Marx发生器的阻抗.

ZMarx ＝ L/C (３)
计算结果表明 Marx发生器阻抗约为２４Ω.

图８　实验测得输出电压电流

２．２　单次工作实验

为了验证脉冲功率源的输出性能,以约１５Ω 水电阻作为负载,开展脉冲功率源单次运行实验.
实验中分别利用电阻分压器和电流探头测试负载电压V、电流I,再利用公式P＝V×I计算其输出峰

值电功率.脉冲宽度和脉冲前沿直接从示波器读出.图８所示为 Marx储能单元充电９６kV 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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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的负载电压和电流波形,其中电压为７４５kV、电流为５１kA,峰值电功率为３７GW,脉冲前沿为

６５ns、脉宽为１５１ns.

２．３　重频工作实验

为了验证脉冲功率源在重复频率５Hz模式下的工作性能,通过控制充电电源和触发模块时序,
频率设定５Hz,以１５Ω电阻作为负载,开展了脉冲功率源重频实验研究.由于目前试制的重频电源

模块在５Hz重频模式下输出功率受限,仅将 Marx发生器内储能元件充电至约７０kV,脉冲功率源在

重频下工作正常,图９所示为实验测得的负载电压和电流波形,每个脉冲电压大于５００kV、电流大于

３０kA,重复频率为５Hz.

图９　实验测得输出电压电流

３　结论

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 Marx发生器技术的重频脉冲功率源,该脉冲功率源主要由 Marx发生器和

重频充电控制系统组成.单次工作时,Marx储能元件被充电至９６kV,在约１５Ω负载上输出电功率

３８GW;重频５Hz工作时,脉冲功率源工作正常,在负载上已获得高功率脉冲串,每个脉冲电压大于

５００kV、电流大于３０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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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imaryreseachesonarepetitivepulsedpower
sourcebasedonMarxgenerator

HAOShiＧrong,DAIWenＧfeng,WUYouＧcheng,HEYang,
FENGChuanＧjun,CAOLongＧbo,GENGLiＧdong,WANG MinＧhua

(KeyLaboratoryofPulsedPower,InstituteofFluidPhysics,CAEP,Mianyang,SichuanProv．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ArepetitivepulsedpowersourcebasedonMarxisinvestigated．ItconsistsofaMarxand
arepetitivechargingＧcontrollingsystem．The２０ＧstageMarxgeneratorcontains２０６０nF/１００kV
capacitors．TherepetitivechargingＧcontrollingsystemconsistsofahighpowerrepetitivecharging
moduleandatriggercontrollingmodule．Byutilizing１０inverterboostＧdoublingrectifiercircuitsto
operateinparallel,ahighpowerrepetitivechargingmodulehasbeendesignedandtestedwhichcan
transform ３０ V DC．to１００kV DCandchargetheenergystorageunitrapidly．Thetrigger
controllingmodulecontainstriggerunitandtimingcontrolunit．Whenchargedto９６kV,thepulsed
powersourcecanoutputsingleshotpulseofmorethan７３０kVwithmorethan１５０nsdurationtime
andabout６０nsrisingtimeona１５Ωload．Becauseofpowershortageoftherepetitivecharging
module,theenergystorageunitoftheMarxcanonlybechargedtoabout７０kV．Wehaveabtained
５Hzpulsetrainofmorethan５００kVontheload．
Keywords:repetitivepulse;highpower;Marx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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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Ｇ２M装置CS电源自检控制系统设计

任青华,李维斌,刘晓龙,王雅丽,王英翘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２５)

摘要:CS电源在投入托卡马克装置运行前以及物理实验前均需要做本地调试实验,因此,设计一套自检调试控制系统

就显得尤为必要.同时,自检调试控制系统独立运行于中央控制系统之外,需要区分与中央控制系统的优先级高低,

避免出现数据冲突的情况.本文使用强大而灵活的LabVIEW 开发工具创建可靠的实时解决方案,首先完成了硬件控

制系统的搭建,包括机箱、控制器以及板卡等的选取,在此基础设计了基于 LabVIEW 图像化界面的上位机软件以及

RT软件,经过实验验证,系统稳定,可靠性高,可以满足CS电源自检调试的要求.

关键词:CS电源;自检;控制系统

　　　　　　　　　　　　　　　　　　　　　　　　　　　　　　　　　　　　　　　　　　　　　　　　　　
　

　
　

　 　　　　　　　　　　　　　　　　　　　　　　　　　　　　　　　　　　　　　　　　　　　　　　　　　
　

　
　

　
　

作者简介:任青华(１９８７—),男,硕士,工程师,现主要从事核聚变托卡马克装置电源方面科研工作

中国环流器二号(HLＧ２A)的升级装置 HLＧ２M 是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托卡马克装置,对我国

未来实现商业聚变堆具有关键意义.中心螺线管(CentralSolenoid)是托卡马克装置的核心部件之

一,对等离子体的产生、形成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根据 HLＧ２M 托卡马克装置的参数要求,中心螺线

管线圈需要一套四象限电源为其供电,CS线圈参数为１．１７mH,１．１mΩ(包括线路参数),由于需要

提供正反两个方向的电流,CS电源由正、负两组电源构成,额定输出电流－２２０~＋２２０kA,额定输出

电压－７５０~＋７５０V,其拓扑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CS电源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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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电源在投入装置运行前以及物理实验前均需要做就地调试,保证电源的正常运行,因此,设计

一套自检调试控制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

LabVIEW 作为控制测量领域的专业软件[１],拥有丰富的图形控件、友好的人机界面、强大的数据

显示、处理以及仪器控制能力、极高的开发效率、支持多线程、多种总线技术等众多特点而远远优于

VB、VC等开发软件[２Ｇ３],无疑是CS电源自检控制系统的首选开发工具,解决了系统软件功能分散、通
用性及可移植性差等问题.基于LabVIEW 的CS电源自检控制系统主要由计算机硬件平台、模块化

I/O硬件和采用图形化编程软件LabVIEW 设计的上位机软件系统组成.

１　系统硬件设计

CS电源自检控制平台运行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对系统硬件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系统硬件选

型显得尤为重要.NICompactPCI是一种紧凑型、模块化、可配置的嵌入式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主
要由实时控制器、机箱和I/O数据处理板卡组成.

在它的实时控制器上,有可以与外界通信的以太网端口和串口.控制器模块内置数据传输机制,
负责把数据传到嵌入式处理器以进行实时分析,离线处理,数据记录或与联网主机通信.利用

LabVIEWFPGA 基本的I/O功能,可以直接访问数据处理板卡每个I/O模块的输入输出电路.所有

I/O模块都包含内置的接口、信号调理、转换电路(如 ADC或 DAC)以及可选配的隔离屏蔽.这种开

放式的架构使得用户可以访问到底层的硬件资源,利用可重新配置的FPGA 技术来自动合成高度优

化的电路,从而实现需要的输入/输出,通信和控制应用.综合考虑系统设计需求和遵循的设计原则,
硬件系统主要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１．１　机箱

NIPXIeＧ１０６２Q８槽机箱是为各种测试和测量应用程序设计,其高带宽背板可提供每插槽高达

１GB/s的专用带宽以满足高效运转需要.NIPXIeＧ１０６２Q 具有４个PXI外围插槽、１个具有系统定

时功能的 PXIExpress插槽、２个既可接受 PXI外围模块又可接受 PXIExpress外围模块的 PXI
Express混合插槽.NIPXIeＧ１０６２Q机箱运行的温度可扩展到５５℃,在温度低于３０℃时其噪声发射

可低至４３．６dBA.NIPXIeＧ１０６２Q 机箱具备最新 PXI规范的所有特性,包括支持 PXI和 PXI
Express模块.该机箱配有用于PXI模块的内置１０MHz参考时钟、PXI触发总线和PXI星形触发和

用于PXIExpress模块的内置１００MHz参考时钟、SYNC１００和PXI星形差分触发.该机箱的总计

系统带宽超过３GB/s,可满足各种高处理能力应用软件的需求.其特点如下:

１)提供４个PXI插槽、１个PXIExpress系统定时插槽、２个PXIExpress混合插槽;

２)３５４W 电源 (０~５５℃);

３)４３．６dBA低噪声运行 (０到３０℃);

４)与PXI、PXIExpress、CompactPCI和CompactPCIExpress外设模块兼容;

５)与PXIExpress控制器配合使用NIPXIeＧ８１０５,PXIeＧ８１０３,PXIeＧPCIe８３７x,PXIeＧPCIe８３６x,
和PXIeＧExpressCard８３６０;

６)具有每插槽高达１GB/s的专用带宽和超过３GB/s的系统带宽使系统高效运行.

１２　控制器模块

PXIeＧ８１３５RT是基于IntelCorei７Ｇ３６１０QE 的高性能嵌入式控制器,可用于 PXIExpress和

CompactPCIExpress系统.通过提供２．３GHz基频、３．３GHz(单核 TurboBoost模式)四核处理器、
双通道１６００MHzDDR３内存和８GB/s总系统带宽,PXIeＧ８１３５RT非常适合用于处理器密集型的

确定性模块化仪器和数据采集应用.可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上使用LabVIEW RealＧTime模块开发

应用程序,再通过以太网将程序下载至PXIeＧ８１３５RT控制器.嵌入式代码在实时操作系统上执行;
因此,用户可使用强大而灵活的LabVIEW 开发工具创建可靠的实时解决方案.其特点如下:

１)２．３GHz四核IntelCorei７Ｇ３６１０QE处理器 (单核 TurboBoost模式下最大３．３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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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适用于LabVIEW RealＧTime２０１２版本或更高版本的应用程序的执行终端;

３)标准配置为４GB(１×４GBDIMM)双通道１６００MHzDDR３RAM,最大为４GB;

４)高带宽PXIExpress嵌入式控制器,具有８GB/s系统带宽和４GB/s插槽带宽;

５)２个SuperSpeedUSB端口、４个高速 USB端口、２个千兆以太网端口、GPIB、串口和其他外设;

６)InＧROM 内存和硬盘诊断.
该CPU模块具有极高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适用于极端恶劣环境中,且模块管脚定义与ISA、

PCI规范完全兼容.该模块可与显示屏、鼠标等外设连接,工作机理则与普通PC机完全一致,操作简

单,功能强大.

１３　I/O数据处理板卡

所选用的数据处理模块应同时具有数据采集和数字I/O功能,实现计算机对数据采集和设备控

制.综合考虑开发成本、环境因素和功能要求,选用美国 NI公司的PXIＧ７８１３R型号数据处理板卡.

NIPXIＧ７８１３R数字RIO模块提供了用户可编程的FPGA芯片,适合板载处理和灵活的I/O操作,用
户可借助 NILabVIEW 图形化程序框图和 NILabVIEW FPGA 模块,配置各项功能.该板卡参数

如下:

１)１６０条数字线,可配置为速率高达４０MHz的输入、输出、计时器或自定义逻辑;

２)VirtexＧII３百万门FPGA可通过LabVIEWFPGA模块进行编程;

３)用户定义的触发、定时、板载决策,分辨率为２５ns;

４)借助板载FPGA块存储器和DMA数据读写生成高速数字模式.

２　系统软件设计

软件平台采用 LabVIEW 图形化开发平台,其总体构架如图２所示.

图２　软件平台构架

从图２中可以看到总共有三种程序(以下简称 VI)分别运行于三个不同的硬件目标上.

Windows主机 VI运行于 WindowsPC机上,实时主机 VI运行于实时控制器上,FPGAVI运行

于FPGA目标上.其中LabVIEWFPGA模块用于I/O接口的控制,LabVIEW RealＧtime模块运行

在实时控制器上,主要用于计算和程序控制.

LabVIEW 和LabVIEWFPGA模块为 FPGA 芯片提供了图形化的开发环境.使用 LabVIEW
FPGA模块,可以在运行 Windows的主机上开发FPGA 程序,然后用 LabVIEW 进行编译并在硬件

上运行这些代码程序.利用 LabVIEWFPGA 模块,不需要先掌握硬件设计知识或 VHDL,就可以自

己定制I/O 或控制硬件电路.

FPGA 采用４０MHzFPGA 时基,它以不同的定时方式与实时控制器通信达到同步的目的,为

了使数据I/O更准确,本文选择单点连续的方式,LabVIEWFPGA以单周期定时循环,即执行代码的

时间间隔为２５ns.在 LabVIEWFPGA 中,端口配置部分和数据采集部分以多任务并行机制运算.
实时控制器和FPGA通过PCI总线通信,PCI属于高速总线,以保证实时控制器与 FPGA 的运

算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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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abVIEW、LabVIEW RealＧtime模块以及RT系列硬件为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带来可靠确定

的实时性能.使用LabVIEW 图形化编程环境,可在 Windows上开发LabVIEW RealＧtime嵌入式控

制应用程序,接着在独立的硬件上下载并执行该程序.本系统上位机和实时控制器通过 TCP/IP 总

线通信.
当中控实验运行状态为真时,表示中控实验处于运行状态,此时自检控制系统无效;当中控实验

未运行时,自检调试模式处于可编辑状态,详细设计如下.
当控制角度给定值改变时,改变后的值送给全局变量系统测试控制角度给定值,RT系统从此全

局变量读出控制角度的给定值.
当自检控制系统的开关改变时,自检控制系统初始化,共享变量“那个自检电源要运行”初始化为

３４,共享变量“系统测试控制角度给定值”初始化为１２６,如图３所示.

图３　自检控制系统开关动作程序框图

FPGA接收角度值为换算后的数值,所以需要将输入的角度通过一定的计算后送入 FPGA 中,

FPGA将接收到的控制角度值转化为电源的控制脉冲,具体计算过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测试角度换算

当控制角度给定值改变时,改变后的值送给全局变量系统测试控制角度给定值,RT系统从此全

局变量读出控制角度的给定值,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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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控制角度给定值改变程序框图

　　当“自检运行”为真时,自检控制系统工作;此时,共享变量“哪个自检电源要运行”值不等于上一

次自检电源工作状态值,代表前次工作电源与当前工作电源不一致,则分别初试化共享变量“哪个自

检电源要运行”与“系统控制角度给定值”为值３４与１２６,如图６所示.

图６　自检状态下电源工作状态发生改变程序框图

当共享变量“自检运行”为真时,自检控制系统工作;此时,共享变量“哪个自检电源要运行”值等

于上一次自检电源工作状态值,则代表前次工作电源与当前工作电源一致,则将共享变量“哪个自检

电源要运行”与“系统控制角度给定值”分别将当次自检电源工作状态值赋值给控制系统,如图７
所示.

CS电源自检控制系统优先级必须低于中央控制运行控制系统:当中央控制运行系统工作时,CS
电源自检控制系统的所有控件均为非编辑状态,直到中央控制系统的指令撤掉,自检控制系统才能工

作,避免出现数据冲突的情况.同时,自检控制系统在电源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后,软件自动将系统控

制角度给定值初始化,防止在电源工作切换的过程中控制系统读取到上一次的工作状态值,导致电源

失控,甚至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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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自检状态下工作状态相同时程序框图

３　结论

LabVIEW 利用PC强大的图形环境,以PC为核心,通过配置特定的硬件接口模块完成对仪器

的控制、数据的采集,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显示和分析处理,其丰富的数据处理的功能满足了自检控

制系统中所有信号的要求.针对CS电源在自检状态下的控制系统进行了详细设计,包括上位机软

件的设计以及 RT系统软件的设计.同时,方案考虑了自检运行优先级低于中控运行的优先级,避
免出现数据冲突的情况,经过实验的最终验证,方案可行且可靠性高,符合 CS电源自检控制系统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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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ofCSpowersupplyselfＧcheckingdebugging
controlsystemofHLＧ２Mdevice

RENQingＧhua,LIWeiＧbin,LIUXiaoＧlong,
WANGYaＧli,WANGYingＧqiao

(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２５,China)

Abstract:CSpowersupplyneedtodolocaldebuggingexperimentbeforeoperatingintokamakdevice
andphysicalexperiment,therefore,todesignasetofselfＧcheckcontrolsystemisparticularly
necessary．Atthesametime,asselfＧcheckingdebuggingcontrolsystemrunindependentlyofthe
centralcontrolsystem,thereisaneedtodistinguishtheprioritybetweenselfＧcheckcontrolsystem
andcentralcontrolsystem,toavoiddataconflictsituations．Usingthepowerfulandflexible
LabVIEWdevelopmenttooltocreatereliablerealＧtimesolution,thispaperfirstlycompletedthe
constructionofthehardwarecontrolsystemincludingtheselectionofchassis,controller,andthe
board,onthebasisoftheprogramofPCsoftware,andRTisdesigned,through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systemstability,highreliability,cansatisfytherequirementofCSpowersupplyselfＧ
checkingdebugging．
Keywords:CSpowersupply;selfＧcheck;contro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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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碰撞融合场反位形实验装置

林木楠,刘　明,朱光辉,易洪深,时培运,杨智达,孙　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６)

摘要:KMAXＧFRC是研究两团高温、高密度场反位形等离子体碰撞融合进程的高能量脉冲功率装置.本文主要描述

了 KMAXＧFRC脉冲功率装置的设计,该装置的θ箍缩线圈安装在真空室内,产生的等离子体约束在一个串节磁镜中.

两个等离子体团在中心真空室靠近西边和东边磁喉的地方形成后,被空间径向磁场和FRC角向电流作用产生的洛伦

兹力高速喷射出去,在中平面碰撞融合成一个新的FRC.每个FRC由四组脉冲能电源和四组线圈组成,该四组线圈

的直径分别为３５、３５、４０和４５cm.主场的爬升时间为７．１５μs,最大电压４０kV,总电流为４１６kA,相对应的磁场强度

为１６９０G,总的电容器储能为１１５．２kJ.

关键词:场反位形;脉冲功率;磁化等离子体;磁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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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反位形(FieldＧreversedConfiguration,FRC)是一种主要由角向磁场约束的紧凑的圆环形等离

子体[１Ｇ３].它具有一个闭合的磁力线(closedＧfieldＧline)等离子体区域,该区域由分离面(separatrix)包
裹着,在分离面外边是敞开场线(openＧfieldＧline)等离子体,由磁镜场约束着.敞开场线等离子体对

FRC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最近研究中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关注.同时,敞开场线区域可以作

为一个天然的偏滤器,可以用于能量的取出以及氦灰的移除[４Ｇ５].FRC作为一个高β的等离子体团

(β＝２μ０＜p＞(B２
e(９０％,其中p 是等离子体压强,Be 是外部磁场)和其他的聚变反应堆相比具有一个

很大的优势,即无中子聚变反应,比如DＧHe３和pＧB１１.FRC是国际上聚变领域等关注的一个热点,它
的产生方法多种多样,可以采用脉冲的方式产生高温高密度的FRC,可以采用射频驱动的方式产生稳

态的FRC,同样可以以融合球马克(mergingＧspheromak)等方式产生.目前,国际上主要有 Los
AlamosNatl．Lab．的FRXＧL,NihonUniv．的 NUCTEＧⅢ,TriAlphaEnergy的CＧ２,OsakaUniv．
的FIX,Univ．Tokyo的 TSＧ３,PrincetonPlasmaPhys．Lab．的PFRC,以及 Univ．CaliforniaIrvine
的IFRC等装置.FRXＧL、NUCTEＧⅢ都采用θＧpinch技术,FRXＧL目前专注于 MTF的研究,CＧ２采

用碰撞融合(collisionmerging)技术,致力于探索无中子燃料DＧHe３和pＧB１１的聚变道路.FIX和TSＧ３
分别采用传输捕获(translationＧtrapping)和融合球马克(mergingＧspheromak)的技术形成FRC,PFRC
和IFRC分别采用旋转磁场(rotatingmagneticfields)和同轴源(coaxialsource)的方式产生 FRC.

CＧ２、CＧ２W 以及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FRXＧL等一系列实验表明FRC可以存活于形成、传输、
碰撞和融合等暴力的动态过程[４,６Ｇ１０],具有很好的鲁棒性,FRC的产生、喷射、对喷,融合,演化等涉及

了等离子体中的各种物理现象,可以大大加深以及扩宽我们对其基础物理现象的理解和认识.

KMAXＧFRC是中国科学院近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于２０１６年建成的用于研究两团高温、高密

度FRC等离子体团碰撞融合进程的高能量脉冲功率装置.KMAXＧFRC等离子体实验平台利用两团

碰撞融合FRC,可以对空间科学中的磁场自组织现象和磁场重联进行可控的实验室模拟研究,可以和

理论模拟和空间观察等科学并行发展,加深我们对磁场重联的理解.和以前以及现存的FRC实验装

置相比,KMAXＧFRC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真空FRC线圈,即θ箍缩线圈内置于真空室内.两团

紧凑的圆环形等离子体在中心真空室靠近东西磁喉的地方同时形成后,高速喷出,在中平面碰撞融

合.KMAX装置的磁喉线圈对FRC等离子体将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偏磁场放电时,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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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圈产生的磁场轴向挤压初始磁场,可在轴线相应位置产生一个磁场零点,同时它可提升敞开场线等

离子体约束,进以提升FRC芯部粒子的约束,有助于FRC性能的提升.
本文详细介绍了在 KMAX串节磁镜里搭建的一个新的碰撞 FRC装置,介绍了 KMAX实验平

台,详细报告了 KMAXＧFRC的设计和搭建,给出了实验结果,最后我们做了总结.

１　KMAX实验平台

KMAX (KedaMirrorwithAXisymmetricity)是一个串节磁镜,由中心真空室和两边的子真空

室组成.KMAX装置的轴线长度是９．６m,中心真空室的长度是５．２m.中心真空室和磁喉的内直

径分别是１．２m和０．３m,壁厚为１０mm.三套涡轮分子泵,两套１２００l/s的分别位于在东西两边的

子真空室,一套２０００l/s的位于中心真空室,用于将真空室背景气压抽到６．０×１０－７ Torr(１Torr＝
１３３．３３２４Pa).KMAX装置的外部磁场线圈用美国Ioxus公司的４８V１６５F超级电容器通过串并

联供电,磁场线圈的电流可独立控制,对于典型的磁场结构如图１所示,中平面的磁场强度为５００G,
在磁喉处的最大磁场强度为３６００G.

图１　KMAXＧFRC剖面图(a)和 KMAX装置轴向磁场(b)

２　KMAXＧFRC实验装置

KMAXＧFRC等离子体的形成基于碰撞融合(collisionmerging)的原理,主要由高压脉冲触发器、
充电系统、电阻放电系统、高压电容器组、高压开关、脉冲注气系统、诊断系统以及FRC线圈组成,结
构如图２所示.FRC输出脉冲共有８路,每一路由３个电容器、１个５５μH 空气芯电感以及４个引燃

管组成,放电时序关系为顺序触发.输出的脉冲电流经高压电缆引出后,通过高压馈入电极馈入到

FRC线圈,偏磁场(Bias)１/４周期为８１．２５μs,预电离场 (PI)振荡频率为６７．５８kHz,主场 (Main)的
爬升时间为７．１５μs,最大电压４０kV,总电流为４１６kA.

图２　KMAXＧFRC实验装置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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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KMAXＧFRCθＧpinch线圈

KMAXＧFRC源区采用θＧpinch技术,利用快速上升的轴向磁场来产生、加热和约束高温高密度的

等离子体.一个大电容器串联一个空气芯电感对负载线圈放电,产生一个偏磁场,在靠近天线的涡旋

场最大,气体电离首先在石英管壁附件发生,形成一个等离子体鞘,偏磁场冻结在该等离子体当中,紧
接着又在该线圈上施加一个迅速上升的强磁场,称为主场,主场的上升时间小于径向 Alfvén时间.
等离子体可以看成一个良导体,在等离子体鞘外的磁场不能渗透进去,因此在线圈与等离子体鞘外侧

之间就有个很强的磁压力.一个合理的θＧpinch线圈结构对于 FRC的形成至关重要.通常的做法

是,θＧpinch线圈安装在真空室的外边,比如,绕制在石英管上[２].考虑到 KMAX装置的实际情况,我
们将探索内置FRC线圈于真空室内的可能性.中心真空室的两边分别安装了四组θ箍缩线圈,如图

３所示.每一组由四个环并联,这些环由宽度５cm 和厚度０．５cm的铜做成,环间距为１．５cm.西边

和东边的FRC线圈分别对称的安装在中心真空室z＝－２．０~－１．０m和z＝１．０~２．０m.靠近磁喉

的两组内直径都为３５cm,第三和第四组内直径分别为４０cm和４５cm.线圈的半角为２．８°,与FRXＧL的

锥形θ箍缩线圈相似[１１],该半角有助于产生平行于 KMAX装置轴向的平行磁场分量B∥ 和径向磁场

分量B⊥ ,等离子体电流与B∥ 的作用力方向指向轴心,这个力使等离子体迅速向轴心运动,在这个过

程中,加热等离子体,同时,等离子体电流与B⊥ 的作用力沿着装置轴线,产生的FRC将被空间径向磁

场和等离子体电流作用产生的洛伦兹力喷射出去,在中间碰撞,通过磁场重联融合成一个FRC.

图３　KMAXＧFRCθ箍缩线圈三维图(a)和 KMAXＧFRCθ箍缩线圈安装图(b)

在实验条件中,工作气体注入到FRC形成源区用于电离,如果气流不能很好地得到控制,中性气

体将会扩散到天线的外围,引起不必要的电离以及弧光放电.为了防止等离子体－天线相互作用,同
时简化设计以及降低工程造价,我们在真空室中安装了一个石英管,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实验情

况下该石英管并不是真空边界,该石英管仅是用于隔离中性气体以及等离子体.为了减少中性气体,
两套脉冲注气系统分别安装于中心真空室和锥形室,用于将工作气体注入到石英管当中.每一套注

气系统由四个注气馈线组成,详见２．４节.石英管的总长度为１．１２５m,两个圆环玻璃盘安装在石英

管的两端,防止中性气体与天线直接接触.

２．２　脉冲能系统

碰撞融合FRC的一个关键是高压、大电流脉冲能系统的研制,其高压大电流的馈入、放电时间控

制、脉冲上升时间等参数,对初始等离子体团的产生以及位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KMAXＧFRC脉冲

能系统电路原理图见图４.每一个形成级都由一个５μF主场(Main)和一个２μF预电离场(PI)电容

器以及一个５０μF偏磁场 (Bias)电容器串联一个５５μH 空气芯电抗器组成给θ箍缩线圈供电.表１
是脉冲能系统的能量参数.在图４中,H１ＧH４代表引燃管;L１θ箍缩线圈约０．３μH;L２５５μH 空气

芯电抗器,用于产生缓慢的偏磁场;L３是杂散电感约０．４μ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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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KMAXＧFRC脉冲能系统参数

参数 偏磁场 预电离场 主场

电容器电压/kV －２０ ２０ ４０

电容器电容/μF ５０×８ ２×８ ５×８

电容器能量/kJ ８０ ３．２ ３２

电容器电感/nH ≤３００ ≤５０ ≤５０

电容器电阻/mΩ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４周期/μs ８１．２５ ３．７０ ７．１５

峰值电流/kΑ １７×８ １６×８ ５２×８

峰值磁场/G ５５２ ５２０ １６９０

图４　KMAXＧFRC脉冲储能系统电路原理图

鉴于实验室空间的限制,我们设计了两个不锈钢架子,每个架子分为两层,用于盛放这些电容器,
该架子表面焊接着１．２mm厚的铜板,用于电磁屏蔽.同时在铜板的外边同时焊接着３mm厚的不锈

钢板,起到生物屏蔽的作用.对于每一个脉冲能单元,有两个铜接线端子板,分别用于高压电流的流

进和流出,它们分别连接到电容器的两极.铜接线端子板同时通过高压馈入电极连接到了真空θ箍

缩线圈,八组脉冲能电源的放电电流由八个 Rogowski电流传感器进行测量,该电流传感器的灵敏度

为０．６７V/kA,带宽为２００kHz.
单匝θ箍缩线圈中间的磁场强度为:

B＝ ４πI
１０ l２＋４r２

(G) (１)

式中,l———线圈长度,cm;

r———线圈半径,cm.

FRC线圈内的磁感应强度可由式(１)进行估算,也可采用电磁分析软件进行仿真.图５是θ箍缩线

圈放电电流２００kA时采用COMSOL软件仿真计算的结果,其轴向的磁感应强度最大值约为１５５０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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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KMAXＧFRCθ箍缩线圈磁感应强度分布图

２．３　高压馈入电极

该装置搭建的最大的挑战或许就是将高压大电流馈入到真空室当中不引起弧光放电.我们使用

了一个商业的真空陶瓷电极(vacuumbreak),额定电压４０kV,并且改进了一个真空CF法兰电极,通
过在铜导体棒外边增加一段２００mm长的陶瓷管(壁厚１０mm),见图６.陶瓷管向外扩展了３．５cm,
防止了电极与真空室壁的放电.中心导体的直径为２０mm,长度２３０mm,一个矩形铜块,６０mm×
２０mm×３０mm (L×W×H),在上边有两个直径９mm 的通孔,中心导体、矩形铜块以及CF法兰盘

焊接在一块用于电缆的连接.为了增加额外的保护,在铜导体棒的末端安装了了一个聚四氟乙烯圆

盘,该圆盘可以进一步阻断铜棒端与装置壁之间的弧光放电.每一套FRC天线有四个形成级,每一

级由四个铜线圈并联组成.在真空室内两个铜线圈连接到一个电极,换句话说,对于一单元的脉冲能

系统,目前有两对的这样的馈入电极用于电流的流入和流出.因此,总的有３２个高压馈入电极,并且

它们所有都连接到磁喉与主真空室之间的锥形室的CF３５法兰口上.

图６　锥形室上的高压馈入电极三维图(a)和高压馈入电极安装图(b)

２．４　脉冲气体注入系统

最初的气体分布是形成高性能FRC的一个关键.任何非电离的气体都可能降低FRC的性能,
特别是中性气体扩散进主真空室,而这个地方是FRC碰撞融合发生的地方.我们设计并且安装了两

套的不同气体注入系统.每一套由四个气体管道组成,在一个面上,对称的分布.垂直注入管道(PＧ
lines)刚好位于石英管中平面上,垂直注入气体.斜注入管道(OＧlines)安装在主真空室靠近石英管出

口处的地方,沿着石英管中心点斜注入气体.因此,OＧlines注入的气体沿着东西两边扩散,因此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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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真空室的中性气体能达到最小.在我们装置上总共有１６个气体注入管道以及１６个电磁阀.其

中,８个PＧlines阀安装在锥形室当中的CF３５法兰上,其他８个安装在中心真空室 CF１００的法兰上.

KMAX上的电磁阀都是DJ２B型号的电磁阀(SevenStarInc．).为了快速打开和关闭电磁阀,我们用

IGBT作为开关,设计了自己的脉冲发生器取代厂家提供的电源.图７显示的是在不同的位置,使用

快速电离规测量的中性气体演化图.气体阀在t＝０时刻触发,在z＝１．５m和z＝４．５m 位置处的气

压上升时刻分别为t＝４ms和t＝７ms.

图７　中性气体演化图

３　初始实验结果

为了保证实验装置安全稳定的运行,KMAXＧFRC首先在相对较低的电压下进行开展.在这种操

作情况下,偏磁场、预电离场以及主场的电压分别为－８,１２,１７kV,各组的开关通过时延高压脉冲触

发器来保证负载线圈放电电流的实现,FRC线圈电流波形如图８所示.

图８　KMAXＧFRC电流波形

４　结论

一个新的碰撞融合场反位形科学实验装置 KMAXＧFRC已经在 KMAX串节磁镜上成功搭建.
本文详细介绍了各个系统的搭建、高压绝缘的处理,特别是真空室内θ箍缩线圈的安装,我们采取了

许多措施防止弧光放电.尽管如此,在 KMAXＧFRC的操作当中,我们也想到了一些更好的设计,比
如在锥形室设计专用的矩形口用于电流的馈入而不是 CF３５法兰.KMAXＧFRC研究的主题主要为

FRC碰撞融合进程的研究.未来的工作将会重点放在场反位形内部磁场结构的测量以及 KMAXＧ
FRC装置操作上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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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collisionＧmergingfieldＧreversedconfiguration

LIN MuＧnan,LIU Ming,ZHUGuangＧhui,YIHongＧshen,
SHIPeiＧyun,YANGZhiＧda,SUNXuan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AnhuiProv．２３００２６,China)

Abstract:KMAXＧFRCisahighenergypulsedpowerdevicetoexplorethephysicsofcollidingand
mergingprocessofthehightemperatureandhighdensityfieldＧreversedconfigurationplasma．In
thispaper,wedescribeafieldreversedconfiguration(FRC)experimentfeaturinginＧvesselθＧpinch
coilsandopenＧfieldＧlineplasmasconfinedinatandemmirror．TwoFRCs,formednearthewestand
theeastmirrorthroatsofacentralcell,areejectedtowardthemidplaneforcollidingandmerging．
EachFRCconsistsoffourgroupsofpulsedpowersuppliesandfourgroupsofcoils,having
diameters３５,３５,４０and４５cm．Therisetimeofthemainreversalfieldis７．１５μsandthemaximum
voltageis４０kVwithtotalcurrentsof４１６kA,correspondingtoamagneticfieldstrengthof１６９０
Gauss．Thetotalcapacitivestoredenergyis１１５．２kJ．
Keywords:fieldＧreversedconfiguration;pulsedpower;thetaＧpinch;tandem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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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

王衍斌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分析了激光辐照产生平面脉冲冲击波在介质中的传输,和ICF试验中冲击波球形汇聚的特征,获得球形汇聚冲

击波压强与传输距离的关系为Ps∝１/l.根据这个关系提出一个新的基于平台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实验方案:方案

分两步.第一步类似于常规点火压缩过程,由激光(x)压缩等离子体燃料在平台锥的端部平台上,并且达到足够高的

密度.第二步由激光辐照平台的端面产生足够强度的冲击波,冲击波直接进入热斑对热斑加热实现点火.本方案可

以缩短冲击波传输距离,提高能量利用效率;保持冷等离子体处于低温状态,延长等离子体的约束时间;降低整个实验

对能量的需求等优点.根据文献资料上提供特征参数进行的计算表明,本方案要获得等离子体热斑达到足够高的温

度,进入到热斑的冲击波压强为(４．２~１７)×１０１６ Pa;采用波长０．３５μm 的激光束,产生上述冲击波的激光强度为

(２．２~１８)×１０２０ W/cm２.如 果 激 光 的 能 量 转 换 效 率 取 １０％,能 够 产 生 足 够 强 度 冲 击 波 的 激 光 辐 射 能 量 为

(７~１４．４)×１０４J,脉冲宽度为数个ps到十几个ps,这是能够实现的.
关键词:等离子物理;冲击波;快点火;锥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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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ICF实验还没有实现能量的增益平衡,只是实现了热斑能量的增益输出[１Ｇ２].改变了多种实

验参数,比如,多种靶材料的使用,激光脉冲的调制等,实验结果都距离目标还远[３Ｇ４].多个因素制约

着实验过程,比如,辐照的不对称性、不稳定性,燃料的自身压力对压缩的阻止等.以现有的激光技术

和能量水平,常规ICF实验似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快点火方面,阿尔文效应妨碍和约束了带

电粒子对热斑的加热,比如,电子或者质子加热项目中自身电磁场的产生,抑制了电子或者质子的传

输[５Ｇ６];重离子束加热项目中重离子源的产生是个问题[７Ｇ８];冲击波快点火方法,在靶壳层内产生冲击

波,冲击波需要经过残余靶壳层和冷等离子体的传输,才能进入热斑,对热斑加热,这方法要求冲击波

能量较高,而且涉及对称性问题,现在还在研究之中[９Ｇ１１].种种迹象表明,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确

定ICF实验能够成功的实验方案出现,究其原因,较大的可能性是等离子体的基础研究不完全,等离

子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和ICF实验的物理基础还没有研究明白[１２].研究完善的ICF实验理论、
提出新的实验方法是以后ICF实验研究的重点.

常规ICF内爆实验压缩和点火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完成:激光烧蚀靶壳层,压缩等离子体,同时在

靶壳层中产生冲击波,冲击波穿过冷等离子体进入热斑,实现热斑的加热.为了使冷等离子体达到足

够高的密度,采用了四个冲击波结构;为了降低不稳定性,在优化方案中采用了３个冲击波结构[２].
在这实验过程中,冲击波承担了压缩燃料、约束冷等离子体和形成点火热斑和点火的重任.以前实验

结果表明,在现在的实验条件下纳秒激光脉冲产生的冲击波可以在等离子体中传输数个来回,但对热

斑的加热效率低,使得热斑的温度达不到需求.因此,研究冲击波的传输特征,提出新的实验方案十

分必要.本文在于戈尼奥方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冲击波在等离子体的传输和能量在等离子体中的沉积

特征,然后提出了平台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实验方法:第一步由激光烧蚀靶壳层压缩冷等离子体到

平台锥的平台上;第二步在平台锥内部产生合适特征的冲击波对热斑进行足够强度的加热,以实现热

斑点火.

１　于戈尼奥方程分析

冲击波在介质中的传输,主要是通过对介质压缩做功,耗散能量,直到成为超声波.这个对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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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缩过程可以用于戈尼奥方程描述,方程如下[１３]:

eh－e０ ＝Ph＋P０

２
(１
ρ０

－１
ρh

) (１)

式中:e为比内能;P 为压强;ρ为密度;０为冲击波经过前的状态;h为冲击波后的介质状态.由式(１)
可知能量的沉积多少与介质的初始状态、冲击波过后状态都有关.密度与比内能之积,与压强具有同

样的量纲,可以认为在平衡状态下,在介质某一定区域的压强等于该区域介质的密度与比内能之积,
即P＝ρe

[１４].假设在某一强度压强下,材料被压缩σ倍,即有ρh＝σρ０.把P＝ρe代入于戈尼奥方程,
可以得到如下:

eh

e０
＝

(σ＋１)
σ(３－σ) (２)

Ph

P０
＝

(σ＋１)
(３－σ) (３)

由式(２)、式(３)可以得出,要使方程式有物理意义,σ＜３;当eh/e０ 和 Ph/P０ 趋于无穷大时,σ趋近

于３.对式(２)、式(３)做eh/e０ 和Ph/P０ 曲线,如图１所示,很好地体现了这个趋势.这个数据小于理

想气体的最高压缩度,但这是合理的.从图１曲线可以知道,当介质的初始状态确定,冲击波的强度

越高,压缩比越大;但在冲击波强度与初始状态比超过１００以上时,压缩比就基本上约为３了.冲击

波的做功为PdV,在密度变化一定时,体积变化就是一定的,即在高强度冲击波压缩下介质的体积变

化是一定的,要提高冲击波在介质中的能量沉积,就只有提高冲击波的压强了.理论上,冲击波趋于

无穷大,沉积的能量也无穷大.

图１　eh/e０∶σ和Ph/P０∶σ曲线

２　内爆过程中冲击波的计算

冲击波是通过对传输其中的介质做功沉积能量的,自身得到衰减,直到自身衰减成超声波,以超

声波的方式传输为止.这是平面波的情况.一般ns量级的强激光冲击波在传输３~５cm,也就成为

超声波了.文献上激光辐照介质产生冲击波的传输衰减特征由式(４)确定[１５]:

P ＝ ８E
２５(γ＋１)l

－３ (４)

式中:P 为压强;E 为总能量;l为冲击波源到测量点的距离;γ为理想气体参数.式(４)中可知冲击波

以距离的三次方衰减[１５Ｇ１６].把公式(４)的E 对应为激光的强度与脉冲宽度的乘积,这样能量的沉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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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距离就与激光的脉冲宽度都有关系了.

ICF的内爆过程是球形内爆,在冲击波向球心传播过程中,由于汇聚作用冲击波有个传输距离l２

的增强(P∝l２).考虑到式(４),平面冲击波的衰减因子为l－３,和球形内爆中压强有l２ 的增强因子,两
项加权的结果是在内爆汇聚过程中,冲击波的强度按l－１的规律递减,即P∝l－３×l２＝l－１.

在超强冲击波传输的情况下,根据式(２)、式(３)两式,介质的密度压缩比是确定的.介质中初始

压强P０ 和内能E０ 较低,与冲击波相比可以忽略.假设冲击波的截面半径为r,传输长度为l,总能量

沉积为:

ΔE＝∫
l

１

πr２Phldl＝πr２Phln(l)　　(l≥１) (５)

式中:Phl为l处的冲击波强度.从式(５)中可以看出,总的能量沉积与冲击波截面半径r、传输长度l
和冲击波压强有关系.

冲击波在整个传输途径上都在衰减,在冲击波的源头处冲击波应该最强,单位路径上沉积能量最

高.因此,这里提出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方案:第一步与其他快点火方案一致,由压缩激光对燃料

进行压缩等离子体到足够高的密度,等离子体被压缩在锥形平台上,平台结构类似于文献[１７Ｇ１８].其设

计的结构简图如图２所示.平台的设计为易于产生高强度的冲击波的结构,包括结构的设计和材料

的选取,由高强短脉冲激光辐照平台来产生足够强度的冲击波.平台上还可以设计为冲击波汇聚的

结构.这种结构设计,冲击波就直接产生在热斑的边缘,足够强度的冲击波直接进入热斑,对热斑进

行有效加热.
下面,参考 NIF上的内爆实验参数作为计算参数,来计算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对冲击波的需求

和对产生冲击波的高强度激光的要求.对快点火第一步激光辐照压缩燃料过程的计算和描述,文献

中已经很多,这里不再涉及.取文献上的热斑定义的计算参数:热斑的直径取６０μm,热斑密度为

１００g/cm３,热斑需要达到的温度为１０keV.热斑达到目的时需要的内能为７２００J.如果考虑热辐

射的情况,冲击波需要给热斑传递的能量再高一倍达到１４４００J.对式(５)做不同P 的E~l曲线,如
图３所示.

图２　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结构设计简图 图３　不同冲击波压强下冲击波能量与传输距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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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３中几个关键数据列表,如表１所示.由于媒质中初始压强P０ 和内能E０ 较低,与冲击波相

比可以忽略,所以表中也就是需要的快点火冲击波参数.冲击波传输距离为３０μm,是只对热斑中心

加热;冲击波传输距离为６０μm,是对整个热斑加热.对热斑加热采用不同加热模式,需要的冲击波

强度和激光强度也略有不同,如表１所示.

表１　在不同冲击波点火条件下需要的冲击波强度和激光强度

Distance/μm
Shockwaveenergy/

J
Shockwavepressure/

Pa
Laserintensity/(W/cm２)

(λ＝０．３５μm)

３０ ７２００ ８．５×１０１６ ６．４×１０２０

１４４００ １．７×１０１７ １．８×１０２１

６０ ７２００ ４．２×１０１６ ２．２×１０２０

１４４００ ８．５×１０１６ ６．４×１０２０

由激光辐照产生冲击波有如下关系式[１３]:
P ＝５７(IL/λL)(２/３)Mbar (６)

式中:IL 和λL 分别为激光强度和激光波长.由此计算产生需要的冲击波的激光强度,列于表１中.
表１中的激光参数表明激光冲击波需要的激光强度为１０２１ W 数量级,这在现在激光技术上很容易达

到.如果再计算激光的能量,需要激光烧蚀物质的能量转换效率方面的数据,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

容.但可以粗略的估计一下,比如激光转换效率为１０％(这是可以达到的,文献中更高[１１]),激光需要

的能量为(７．２~１４．４)×１０４J,那么激光需要的脉冲宽度为３~１２ps,这是很容易达到的,这数据也远

远小于燃料约束时间,容易实现.如果激光的能量转换效率更高,这对技术的要求就更低了.

３　讨论

国际上流行的冲击波点火方式实验是常规的点火工程和冲击波快点火工程.这两种方式中,冲
击波既对燃料起压缩作用,还需要对热斑进行加热.但是这两种方式冲击波都在冷等离子体的边缘

产生,进入热斑都需要先穿过冷等离子体.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了,在离冲击波产生点越近的地方,
冲击波强度越大,能量沉积越高.考虑到冷等离子体的密度大于热斑,所以冷等离子体内会沉积更多

的能量.只是因为密度大,所以显得温度低.在只考虑热斑沉积能量,不考虑冷等离子体沉积冲击波

能量的实验方案中,冲击波能量会不足以点火热斑.而且上述两种方式还要考虑压缩的对称性,在考

虑到冷等离子体有更大的半径,需要的冲击波能量更多.本文提出的锥引导的快点火方案,直接在热

斑的边缘产生冲击波,冲击波的能量直接沉积到热斑中,可以根据需要方便的调节冲击波强度和冲击

波传输距离.因为冲击波在传输一定的距离后就会衰减成超声波,超声波只传形,不传能量.所以只

要设计好合适能量的冲击波,可以让冲击波只在热斑里传输,这样就不存在压缩的对称性问题了.
增益的定义为[１９]:

Φ＝
‹ρr›

HB＋‹ρr›

G＝ McQDTΦ
Ein

(７)

式中:Mc 为燃料质量;QDT＝３４０MJ/g,是单位质量氘氚聚变释放的能量;Φ 为燃烧比;G 为增益;HB

为燃烧参数,取７g/cm２;Ein为输入能量.只考虑热斑的增益:在本文快点火项目中,达到前面的热斑

参数定义的条件,点火束能量传递效率考虑为１０％,热斑的增益可以达到数十倍.
根据文献上定义的热斑参数,上述计算结果为,冲击波的能量需求为７２００~１４４００J时,脉冲宽

度最长几个到十几个ps,需要的激光强度为(２．２~１８)×１０２０ W/cm２ 上下,激光能量为数万至十几万

焦耳,这在现在的激光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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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国际上流行的常规点火和冲击波快点火都是用冲击波来进行点火的.冲击波不带电,相比较受

到阿尔文效应限制的电子束和粒子束快点火,在强度设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上述两种实

验方式下,冲击波先要经过冷等离子体,然后才进入热斑对热斑进行加热.冷等离子体的密度比热斑

密度高数倍,半径也大,所以冲击波在冷等离子体中沉积了较多能量,这就需要冲击波具有更多的能

量,增加了对激光能量输入的要求;冲击波在冷等离子体中传输,加热了冷等离子体,提高了稀疏波的

扩散速度,这就缩短了等离子体的约束时间;同时,从冷等离子体中传输,有压缩对称性要求.这在冲

击波快点火中更明显,需要多个冲击波源,增加了实验结构安排和同步的难度.本文提出的锥引导的

冲击波快点火方案,克服了这些困难.计算的结果表明,在不同的锥引导的冲击波快点火方案设计

中,需要的冲击波强度在(４．２~１７)×１０１６Pa,激光强度需求在(２．２~１８)×１０２０ W/cm２,激光脉冲宽

度在３~１２ps,激光能量在数万焦耳到十几万焦耳(以激光吸收在１０％估计),这个实验条件在现有的

激光技术下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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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waveproducingandchannelingfrom
coneforICFfastignitionexperiment

WANGYanＧbin
(ResearchCenterofLaserFusion,CAEP,MianYang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Thetransfersprocess wasanalyzedandtherelationaboutshock wavepressureand
transferdistanceisgotthatisPS(pressureforshockwave)∝１/lduringimplosiveprocess．AnICF
fastignitionplanispresentedthatthehotＧspotmaybeignitiondirectlybyshockwavechannelledby
tipＧflapＧcone．InICFexperimentalprocess,ashockwavewithintensityenoughproducedonconeＧ
endbylaserincidenceenterandignitethehotＧspot,afterthehotＧspotshouldbeassembledonthe
tipＧflapＧconebynormalimplosionprocess．Theresultsfortheplansbycalculatinghavebeenshown
thattherequestforignitionshockwaveintensitymightarrive (４２~１７)×１０１６ Pa,beforethe
hotspotcouldarrive１０８K．IfthehotＧspotdiameteris６０μmanddensityis１００g/cm３,therequests
forlaserintensityandpulsewidthproducingshockwavemightbeupto(２２~１８)×１０２０ W/cm２and
fewtenspsinwidthrespectively．Theenergymaybeneed(７~１４４)×１０４Jiftheenergytansfer
efficencycanupto１０％．Theseparameterscouldperformbypresenttechnology．
Keywords:plasmaphysics;shockwave;fastignition;cone;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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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冷却水波动箱有限元分析

兰天宝,王　进,白　伟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８４０)

摘要:设备冷却水波动箱是用以补偿设备冷却水系统中由温度变化或泄涌引起的水体积变化,在核电厂中拥有重要的

作用.本文基于有限元分析方法和 RCCＧM 规范理论,对波动箱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分析.采用 ANSYS有限元分析软

件对该主波动箱在设计工况和事故工况下进行强度分析,根据 Housner理论将液面的晃动载荷简化处理,载荷包括自

重、接管载荷和地震,并采用 RCCＧM 规范评定了分析结果,结果表明设备冷却水波动箱及其支撑的设计满足规范的

要求.

关键词:波动箱;ANSYS;有限元方法;结构强度;应力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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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备冷却水波动箱简介

波动箱为卧式容器,主要由两个碟形封头、筒体、鞍座、人孔、吊耳及接管等零部件组成,结构简图

见图１.波动箱采用两个支承支座用于设备安装固定,一端为固定支撑,另一端为滑动支撑.

图１　设备冷却水系统波动箱简图

容器筒体上设有人孔及接管,波动箱内部介质为除盐水,工作状态时介质未充满容器,因此需要

１



考虑介质在地震工况下的晃动行为.波动箱主要材料为 Q２６５HR,设计温度为５０℃,工作压力常压.
波动箱安全等级为３级,抗震类别为IF,按照RCCＧM D册评定,主要材料力学性能参数见表１.

表１　材料力学性能参

材料名称
密度/

(kg/m３)
泊松比

基本许用应力/

MPa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弹性模量/

MPa

Q２６５HR ７８５０ ０．３ １０３ ２２３ ４１０ ２．０×１０３

２　有限元分析

２．１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简化掉内部接管、铭牌、吊耳等结构,将简化的结构的质量通过建立质量单元等效到筒

体.筒体、鞍座和加强板采用Shell１８１壳单元模拟,壳单元赋予相应壁厚;接管简化成通过一个质量

点与筒体接管区域进行 MPC连接,在质量点上施加接管载荷;根据 Housner提供的方法使用弹簧和

质量单元简化液体在地震工况下的动态冲击行为.整个有限元模型共有节点５２８７８个,单元１３４４４２
个(见图２和图３).

图２　波动箱有限元模型

图３　波动箱质量弹簧模型及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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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约束与载荷

有限元模型中,Z表示竖直方向,Y 表示筒体轴向方向,X 表示筒体横向方向,固定端鞍座底板螺

栓孔施加X,Y,Z方向约束UX＝UY＝UZ＝０,滑动端鞍座螺栓孔施加两个方向平动约束,即UX＝UZ＝０.
波动箱主要承受罐体和介质自重、接管载荷及地震载荷.罐体自重通过在整个罐体模型施加Z 轴反

方向的重力加速度.介质自重通过在液面下的罐壁上生产质量点,质量点的实常数在Z 方向赋予水

的总质量除以节点数量.

１９５７年 Housner提出了采用弹簧质量系统来近似计算复杂的运动流体对固体产生的脉冲压力

和对流压力的思想,使流固耦合的复杂动力问题得到大大的简化.如图４所示,渡槽内流体高度为h,
宽度为l.脉动压力的作用固定于槽体的质量块 M０ 来等效替代,它与容器壁固结在一起,距液体底

面距离为h０;对流压力则为流体的奇数阶振动对槽体的作用力,采用弹簧Ｇ质量系统等效这些与液体

振动频率相关的谐振力.M１ 是第１阶振型对应对流压力的弹簧质量系统中的等效质量和等效刚度,

h１ 为该等效质量距液体底面的高度[１Ｇ２].Housner模型已经广泛应用到工程当中,丁晓唐将其和势流

体方法对比,得出了 Housner模型结构动力响应偏大,结果较安全[３].刘云贺通过计算分析给出了

Housner模型的适用性,Housner模型不适用于柔性较小的支撑[４].单独对波动箱鞍座进行模态分

析获得其一阶频率为７７Hz,因此可采用 Housner模型进行简化液体的冲击行为.

图４　Housner模型简化

基于 Housner提供的方法,可将波动箱保守的视为矩形容器,根据式(１)~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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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为液面高度,l为液面宽度,M０ 为约束水质量,M１ 为脉动水质量,h０ 为约束作用高度,h１ 为脉

冲水作用高度,ω为脉动水的圆频率.故可得到水平两方向的对流水的质量和作用高度,在作用高度

的容器中心建立质量单元,并与该方向的容器侧壁生成弹簧单元.弹簧单元的刚度设置要保证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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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脉冲水与公式(５)求解一致.楼层反应谱选用燃料厂房标高为２９．５m、阻尼比为２％的楼层反应谱

作为波动箱地震载荷的输入数据.
根据受载情况,波动箱各工况的载荷组合如表２所示.

表２　工况组合

工况 准则 载荷组合

设计工况 ０级　A级 自重＋设计压力＋NNL(接管载荷)

异常工况 B　级 自重＋最大运行压力＋１．５NNL＋SL１地震

事故工况 D　级 自重＋最大运行压力＋２NNL＋SL２地震

２．３　设备评定准则

根据 RCCＧM 规范和设计要求[４],冷却水波动箱筒体采用 D３３００篇进行评定.设备为抗震１F
级,其事故工况采用C级准则评定,波动箱的支撑件选用 H 篇进行评定.

２．４　结果评定

根据各工况载荷叠加后的计算结果,进行应力评定.经评定,波动箱承压部件和支架部件应力结

果均满足RCCＧM 规范和设计说明书要求.波动箱体应力评定结果如表３至表５所示.

表３　设计工况下筒体应力结果

评定公式 最大应力值 许用应力值 比值

总体薄膜应力 σm ≤０．８５S ４１．６ ８７．５５ ０．４８

薄膜＋弯曲应力 σm ＋σb ≤１．２７５S ７０．６ １３１．３３ ０．５４

表４　异常工况下筒体应力结果

评定公式 最大应力值 许用应力值 比值

总体薄膜应力 σm ≤０．９３５S ６８．１ ９６．３１ ０．７１

薄膜＋弯曲应力 σm ＋σb ≤１．４０S １０５．９ １４４．４６ ０．７３

表５　事故工况下筒体应力结果

评定公式 最大应力值 许用应力值 比值

总体薄膜应力 σm ≤１．２７５S ９８．４ １３１．３３ ０．７５

薄膜＋弯曲应力 σm ＋σb ≤１．５３S １５０．１ １５７．５９ ０．９５２

支撑应力评定结果如表６和表７所示.

表６　异常工况下支撑应力结果

评定公式 最大应力值 许用应力值 比值

总体薄膜应力 σm ≤１S ６３．８ １０３ ０．６２

薄膜＋弯曲应力 σm ＋σb ≤１．５S １１８．７ １５４．５ ０．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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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事故工况下支撑应力结果

评定公式 最大应力值 许用应力值 比值

总体薄膜应力 σm ≤１．２S ９９．７ １２３．６ ０．８１

薄膜＋弯曲应力 σm ＋σb ≤１．８S １４５．１ １７７．０ ０．８２

图５和图６为波动箱承压部件与支架的在事故工况下扣除应力集中部位的应力计算云图.

图５　筒体应力结果

(a)事故工况下筒体薄膜应力;(b)事故工况下筒体弯曲＋薄膜应力

图６　支撑应力结果

(a)事故工况下筒体薄膜应力;(b)事故工况下筒体弯曲＋薄膜应力

２．５　结果分析

从图５可知,筒体侧面液面高度处存在较大应力,此处为脉动水在地震载荷下对筒体侧面造成的

应力.因此,在有限元分析中,利用 Housner提供的模型可以方便的模拟介质的动态冲击行为.支撑

最大应力处发生在筋板和支撑板的交接处,在设计支撑此处最好设计为全焊透.

３　结束语

通过有限元分析,表明波动箱承压部件和支架部件在所考虑工况下满足RCCＧM 规范和设计说明

书要求,确保了结构强度的可靠性.Housner提供的方法采用弹簧质量系统来近似计算复杂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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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对结构产生的脉冲压力和对流压力,概念清晰,实现方便,适合工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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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niteelementanalysisofundulationtank
incomponentcoolingwatersystem

LANTianＧBao,WANGJin,BAIWei
(ChinaNuclearPowerEngineeringCo．,Ltd．,BeiJing１００８４０,China)

Abstract:Undulationtankincomponentcooling watersystemisusedtocompensatethewater
causedbythetemperaturechangeorleakageofwaterincomponentcoolingwaterssystem which
playsanimportantroleinnuclearpowerplants．BasedontheFEA methodandRCCＧMrule,a
detailedandfullanalysiswascompletedforthethreedimensionmodeloftank．Thecommercial
softwareANSYSwasappliedinthestrengthanalysisofthetankunderdesignconditionandaccident
condition．ThedynamicbehavioroffluidwassimplifiedbasedonHousnertheory．Weight,nozzle
loadandseismicloadwereconsideredintheanalysis．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equipmentandits
supportsmeettherequirementofRCCＧMcriterion．
Keywords:undulationtank;ANSYS;FEAmethod;structurestrength;stress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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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率流落差接近的评价指标的研究

李星照,李朋洲,孙　磊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作为对功率流落差和振级落差两种评价指标之间关系的探讨,本文通过对隔振装置的功率流落差公式进行简化

分析,给出了一种仅采用振动系统测点响应即可近似表征功率流落差的表达式,然后将之与振级落差公式进行对比分

析,提出了带有权重因子的振级落差计算方法,并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了计算和验证.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在非高

频区域,功率流落差公式的简化结果和近似表达式均是准确合理的,振级落差曲线在赋予代表力因素的权重因子后与

功率流落差曲线更为接近.

关键词:功率流落差;近似表达式;振级落差;权重因子;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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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流落差是根据能量观念提出的减振评估指标,克服了力传递率和振级落差顾此失彼的缺点,
全面地反映了结构的振动情况.但功率流测量的关键因素是力的测量,不少实验和工程问题中功率

流的准确测量[１Ｇ５]存在难度,如何在工程实际应用中既方便又准确地测得结构内力是个难点.此外在

工程上,目前多种评估方法[６Ｇ７]并存,比如振级落差曲线虽与功率流落差曲线相似但不相同,需要对不

同评估指标做更多的比较和探讨.
本文依据理论公式对功率流落差和振级落差进行分析和比较,提出了功率流落差的一种近似表

达式和考虑权重的振级落差的新计算方法,两者均可实现对功率流落差的近似表征,有限元分析结果

给予了验证.

１　理论分析

设弹性Ｇ阻尼支撑的刚度为kn ,阻尼为cn ,支撑在设备端的位移为Un ,在基础端的位移为Unn ,
支撑力为Fn ,振动频率为ω,其中n＝１,２,３代表不同的三个方向,且记:

Un ＝ (UnRe＋iUnIm)eiωt

Unn ＝ (UnnRe＋iUnnIm)eiωt

Fn ＝ (FnRe＋iFnIm)eiωt (１)
则根据支撑作用力与两端位移的本构关系,两端的功率流分别为:

Pn(ω)＝ ω
２∑

３

n＝１

[kn(UnImUnnRe－UnReUnnIm)＋ωcn(Un
２－UnReUnnRe－UnImUnnIm)]

Pnn(ω)＝ ω
２∑

３

n＝１

[kn(UnImUnnRe－UnReUnnIm)＋ωcn(UnReUnnRe＋UnImUnnIm －Unn
２)] (２)

对于具有m 个支撑的振动系统而言,功率流落差为:

LP(ω)＝１０lg
∑m∑

３

n＝１

[kn(UnImUnnRe－UnReUnnIm)＋ωcn(UnReUnnRe＋UnImUnnIm －Unn
２)]

∑m∑
３

n＝１

[kn(UnImUnnRe－UnReUnnIm)＋ωcn(Un
２－UnReUnnRe－UnImUnnIm)]

(３)

一般基础的刚度要远大于弹性支撑的刚度,故在非高频区域有:

Un

Unn
＝ kn ＋knn ＋iω(cn ＋cnn)－mnω２

kn ＋iωcn
≈knn

kn
≫ kn

cnω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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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式(３)可简化为:

LP(ω)≈１０lg
∑m∑

３

n＝１

[kn

ωcn
(UnImUnnRe－UnReUnnIm)＋(UnReUnnRe＋UnImUnnIm)]

∑m∑
３

n＝１
Un

２

(５)

功率流落差表示的是输入基础的功率流与被隔振设备输出功率流的比值关系.根据式(５),被隔

振设备的输出功率流可以用其分母项,即设备上在支撑处各点的响应之和来近似表征,它与基础端的

响应无关.输入基础的功率流可从输入源方面考虑而直接计算,如式(５)中的分子项,也可通过考察

基础的振动强度来反映.假设输入基础的功率流可以用基础上若干测点的响应之和来表征,则基于

该方法的功率流落差近似计算公式为:

LP(ω)≈１０lg
∑t∑

３

n＝１
Utn２

∑m∑
３

n＝１
Umn

２

(６)

其中,t为基础上测点的数目;Umn 为设备上第m 个支撑处在n 方向上的响应;Utn 为基础上第t个测

点在n 方向上的响应.
又知振级落差的公式为:

LD(ω)＝１０lg
∑m∑

３

n＝１
Unn

２

∑m∑
３

n＝１
Un

２

(７)

从能量角度来看待式(６)和式(７),可以发现两者的分子项都是对被隔振设备输出能量的近似表

征,不同之处在于分母,即对输入能量的表征.振级落差的计算式相当于用各支撑点的响应之和来表

征输入的功率流,而在实际的振动过程中,不同支撑处的振动响应对基础的能量贡献是不相同的,因
此振级落差采用的将支撑处各点响应简单相加的处理方法值得商榷.为了使式(７)的分子项能够更

加真实地表征输入基础的能量,提出带有权重因子em 的计算公式为:

LCD(ω)＝１０lg
∑m

(em∑
３

n＝１
Unn

２)

∑m∑
３

n＝１
Un

２

(８)

其中,权重因子的取法为:单独在第m 号支撑处给基础施加力Fm(ω),得到基础上N 个测点的总响应

Lm(ω),则该支撑的权重因子为:

em(ω)＝Lm(ω)Fm(ω)－１ (９)

２　有限元验证

有限元分析模型如图１所示,空间管系通过四个弹性Ｇ阻尼支撑安装在圆筒形的基础平台内,
且在一端作用有等幅值简谐形式的外界激励力,圆筒的外部支撑末端设为刚性约束,动力学分析模

块采用 ANSYS谐响应分析.圆筒直径２m,长度３m,厚度０．０２m,管道外径４０mm,壁厚３mm,
管道支撑刚度１１kN/m,阻尼５Ns/m,筒体支撑轴向刚度４００kN/m,横向刚度２００kN/m,阻尼

５０N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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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析模型的有限元模型

２．１　对功率流落差简化式的验证

根据式(３)和式(５),计算得到的功率流落差值和简化后的功率流落差值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至

少在０~５００Hz范围内,式(５)和式(３)的结果十分相近,证明了简化过程的正确性,为式(６)的提出奠

定了基础.

图２　功率流落差简化结果

２．２　对功率流落差近似式的验证

根据式(６),取圆筒上的测点数目t＝２４,且测点均匀分布在圆筒体外表面.
计算结果见图３,为了便于比较三种曲线的差异,对功率流落差近似值曲线和振级落差曲线进行

了平移处理.可以看出,在图中表明的频率附近,式(６)的计算结果比式(７)的计算结果更接近功率流

落差的结果.虽然在２４６Hz频率处,功率流落差的近似值与原值存在差异,但这是由筒体上测点数

目不够充足及选点位置不能准确反映圆筒模态所导致的.总体上看,对比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功率流

落差近似式(６)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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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功率流落差近似前后

２．３　对振级落差权重方法的验证

根据式(８)和式(９),取圆筒上权重测点数目N＝８,且测点均匀分布在圆筒体外表面.
经过加权方法后的振级落差结果见图４,为便于比较,图中对各曲线进行了平移处理.可知采用

权重因子的振级落差曲线在不少频率处,比如３００~３７０Hz频段,与功率流落差的曲线走势更为一

致,证明了加权方法的可行性.

图４　基于力权重的振级落差

３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两种计算公式,它们均能较好地反映功率流落差的实况,且规避了难于求取减振装置

内力的弊端,可以考虑将之应用于实际工程测量和评价,这样将得到与功率流落差接近的、实际可测

量的、可供参考的减振效果评价方法.两种公式分别为:

１)采用减振装置设备端的响应和安装基础的振动强度的振动落差计算式(６);

２)采用减振装置两端的位移响应和各减振装置的力权重的振动落差计算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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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fvibrationisolationevaluation
indexclosetopowerflowdifference

LIXingＧzhao,LIPengＧzhou,SUNLei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Asdiscussingtherelationbetweenpowerflowdifferenceandvibrationleveldifference,

thesimplificationofpowerflow differenceexpressionofvibrationisolationdevicesleadstoan
expressionwhichsharesthesamecharacteristicswithpowerflowdifferencebyusingonlyvibration
response,forexample,vibrationdisplacement,andbythecomparisonofthenewexpressionandthe
oneofvibrationleveldifference,thearticleputsforwardanewcalculatingmethodofvibrationlevel
differencewiththeconsiderationofweightfactor．TheFEMresultsshowthatinthenotveryhigh
frequencyregion,boththesimplificationandapproximationofpowerflowdifferenceexpressionare
reasonableandthevibrationdifferencecurveismoresimilartothecurveofpowerflowdifference
whenmixedwithacoefficientonbehalfofforcefactor．
Keywords:powerflow difference;approximateexpression;vibrationleveldifference;weight
factor;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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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的人工地震波拟合方法

詹自敏,白　伟,兰天宝,王　进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８４０)

摘要:依据地震反应谱拟合人工地震波一直以来都是抗震计算和抗震试验的重要课题.根据核电厂相关设计规范,提
出一种经典拟合人工地震波流程的改进和修正方法,并且使用案例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验证结果表明,该
方法能够提高拟合计算速度,并且保证拟合结果正确反映地震反应谱特征.最重要是,该方法能够使得拟合计算结果

满足核电厂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此外,该方法还可以根据抗震计算和抗震试验的需求进行部分参数的设定和调节,
适合在核电工程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人工地震波;地震反应谱;功率谱;时程曲线

　　　　　　　　　　　　　　　　　　　　　　　　　　　　　　　　　　　　　　　　　　　　　　　　　　
　

　
　

　 　　　　　　　　　　　　　　　　　　　　　　　　　　　　　　　　　　　　　　　　　　　　　　　　　
　

　
　

　
　

作者简介:詹自敏(１９８７—),女,河南信阳人,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结构力学工作

在核电工程中,经常需要对核电厂的建筑或者核电设备进行抗震计算,或者进行抗震试验,这就

要求必须要有地震波的时程曲线.
获得地震波的途径主要有３个[１]:其一是使用地震记录仪记录到的实际地震波;其二是选用类似

场地条件的实测地震波记录,通过调整加速度幅值和时间尺度修正其频谱,以适应实际场地的抗震要

求;其三是使用地震反应谱拟合人工地震波.实测地震波记录数量有限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

满足所有核电工程的要求.因此,拟合人工地震波就显得非常重要.
拟合人工地震波的方法主要有三角级数法、随机脉冲法、自然回归法等[２].其中三角级数法使用

最为普遍.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已使用各种语言或软件,运用各种方法,编制了许多根据反应谱进

行加速度时程曲线拟合的程序和软件.然而,这些程序或软件,大多数使用起来较为复杂,操作困难,
或者计算耗时长,并且几乎都不能满足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

因此,本文针对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和经典人工地震波拟合方法,提出一种修改和改进的策略,
即可以提高计算速度,又能很好地反映出地震反应谱的特性,最重要的是能够满足核电厂抗震设计规

范的要求.并且通过实例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１　规范要求

目前中国使用的核电标准并不统一,应用最广泛的美国核电标准 ASCE和法国 RCCＧM 标准,具
体到核电抗震设计标准,中国主要遵循的法规、导则和标准有[３]:

HAF１０２«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

HAD１０２/０２«核电厂的抗震设计与鉴定»

HAD１０１/０１«核电厂厂址选择中的地震问题»

GB５０２６７—９７«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

GB５０２６７—２０１２送审稿 «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

１．１　HAF/HAD的规定

由每个人工加速度时程计算出的频率在０．３~２４Hz范围内的功率谱密度(PSD)曲线必须包络

由要求反应谱计算出的对应频率范围内的功率谱密度８０％的曲线.

１．２　GB５０２６７—９７的规定[４]

设计加速度时间过程可采用三角级数叠加法或者实际地震加速度记录生成,采用三角级数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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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成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可采用相当于厂区地震条件的实际加速度记录的相角,也可根据相角在０~２π之内随机均匀分

布的相角;
在满足时间过程包络函数条件下,应调整各谐波的幅值,使设计加速度时间过程的反应谱能包络

阻尼比为５％~２０％的给定目标反应谱.对基岩地震震动,低于目标反应谱的控制点数不得多于五

个,其相对误差不得超过１０％,且反应谱控制点处纵坐标之和不得低于目标反应谱.
在０．０３~５．００s周期域内,反应谱控制点数不得少于７５个,且应大体均匀地分布于周期的对数

坐标上,其各频段的频率增量可按表１人工生成模拟地震动控制点的频段及其增量采用.

表１　控制点的频段及其增量

频段/Hz ０．２~３．０ ３．０~３．６ ３．６~５．０ ５．０~８．０ ８．０~１５．０ １５．０~１８．０１８．０~２２．０ ２２．０~３３．０

频率增量/Hz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１．３　GB５０２６７—２０１２送审稿的规定[５]

合成设计地震动时程的总持续时间要求大于２５s,满足时间过程的包络函数.

至少生成４组设计地震动加速度时程,同一方向上各加速度时程反应谱的平均值应包络相应阻

尼比的目标反应谱.

每两条设计地震动时程间的互相关系数不大于０．１６.

两组时程x１(t)和x２(t)之间的绝对互相关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ρ１２ ＝E[(x１－m１)(x２－m２)]
σ１σ２

其中,E 为数学期望值,m１ 和m２ 分别为x１ 和x２ 的均值;σ１ 和σ２ 分别为时程x１ 和x２ 的标准差.

２　合成方法

根据目标反应谱生成加速度时程曲线,并且使其满足规范要求,主要由以下几个步骤构成.

２．１　规范要求

为了更好地吻合规范要求,本文方法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１)根据 GB５０２６７—９７要求采用三角级数法拟合人工地震波;
(２)根据 GB５０２６７—２０１２送审稿要求:合成设计地震动时程的总持续时间大于２５s,且满足时间

过程的包络函数,因此将总时间和时间过程的包络函数设置为可输入参数;
(３)为保证拟合得到的人工地震波满足规范要求,可将目标反应谱进行适度放大,放大系数设置

为可调节参数.

２．２　根据目标反应谱计算功率谱

许多学者研究了地震反应谱和功率谱之间的关系,比较常用的是１９７８年由 Kaul提出的近似转

换公式[６]:

S̈x(ω)＝Tξ
π２

S２
a(ω)

ln － T
２Td

ln(１－p)[ ]

其中,ω为圆频率,T 为周期,T＝２π
ω

,ξ为阻尼比,S２
a(ω)为阻尼比为ξ、周期为T 处的绝对加速度反应

谱值,S̈x(ω)为与目标反应谱对应的功率谱密度函数(单边功率谱),Td 为地震波持时,p为超越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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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合成加速度时程曲线

在工程设计中,比较常用的方法是使用三角级数法来模拟单点激励的地震动加速度时程,对于指

定的功率谱密度函数S̈x(ω),按照下列公式可以生成均值为０的高斯平稳过程a(t)[７]:

a(t)＝ ∑
N

k＝１
Ckcos(ωkt＋φk)

其中:

Ck ＝ ４S̈x(ωk)Δω[ ]
１
２

Δω＝ (ωu －ωl)/N

ωk ＝ωl＋ k－１
２

æ

è
ç

ö

ø
÷Δω

ü

þ

ý

ï
ïï

ï
ï

式中:φk 为(０,２π)内均匀分布的随机相角;ωu ,ωl 分别为正ω 域内的上、下限值.

２．４　匹配时间过程的包络函数

由于地面运动具有非平稳性,采用 Amin和 Hng提出的包络函数f(t)乘以平稳过程a(t)得到加

速度时程曲线[８]:

ẍ(t)＝f(t)a(t)

f(t)＝
t２/t２

１

１
exp[－ct－t２( )]

ì

î

í

ïï

ïï

０≤t＜t１

t１ ≤t＜t２

t２ ≤t＜t３

ü

þ

ý

ïï

ïï

３个公式分别表示增长、平稳以及衰减过程,其中c为控制衰减段的衰减速度,一般在０．１~１．０
之间取值.

２．５　验证时程曲线的反应谱

工程设计中,计算地震反应谱的方法通常有以下４种:有限差分法、Newmark方法、Z变换方法和

Duhamel逐步积分法.根据这四种方法,金星等(２００３)[９]总结了如下递归计算公式:

xj ＝b１xj－１＋b２xj－２－S０(Δt)２[δaj＋(１－２δ)aj－１＋δaj－２]

ẋj ＝b１̇xj－１＋b２̇xj－２－S０(Δt)[０．５aj－０．５aj－２]

ẍj ＝b１̈xj－１＋b２̈xj－２－S０[aj－２aj－１＋aj－２]

ì

î

í

ïï

ïï

b１ ＝２e－ξω０Δtcos(ωdΔt)

b２ ＝－e－２ξω０Δt

S０ ＝ (１－b１－b２)/(ω０Δt)２

ωd ＝ω０(１－ξ２)１
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其中,δ的值大致在０~０．２５,可通过最小二乘法确定.

２．６　迭代修正

根据上述方法生成的人工地震波所计算得到的反应谱与目标反应谱拟合程度不高时,可以通过

下式进行循环迭代计算[６]:

S′̈x０
(ω)＝S̈x０

(ω)Sa(ω)
Sac(ω)

æ

è
ç

ö

ø
÷

２

其中,S′̈x０
(ω)为修正以后的功率谱;Sac(ω)为计算得到的反应谱;Sa(ω)为目标反应谱.

由于人工地震波的反应谱和目标反应谱并不完全吻合,因此需要多次迭代,而且在核电抗震设计

上,可以先将目标反应谱增加一个小的增量,并用此反应谱进行计算和迭代,这样经过若干次迭代后

便能够保证计算反应谱和目标反应谱吻合得较好.

２．７　位移修正

为了保证加速度时程曲线所对应的速度曲线和位移曲线也能归零,要对加速度时程曲线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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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目前修正的方法主要有最小均方速度法、零终值位移条件法、最小二乘消除位移趋势法等.
文中使用最小均方速度法对加速度时程曲线进行修正[１０]:

u̇
^

g(t)＝u̇g(t)－∑
３

j＝１

１
j
Cjtj

等式左边为修正后的速度波,为了使一次积分以后的速度时程相对于０线发生最小偏移,根据最

小二乘法原理,速度波应满足下式:

∂
∂Ci∫

T

０

u̇
^

g(t)－０( )２dt＝０　(i＝１,２,３)

其中,T 为地震波持续时间,将u̇
^

g(t)带入上式可以计算得到Cj ,进而得到新的加速度和位移

时程.

ü
^

g(t)＝üg(t)－∑
３

j＝１
Cjtj－１

ûg(t)＝ug(t)－∑
３

j＝１

１
jj＋１( )

tj＋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３　实例验证

以某核电厂厂房地震反应谱[１１]为例,反应谱曲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目标地震反应谱

将放大系数设置为１．０５,然后使用本文方法计算得到４组时程曲线,其中一组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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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拟合时程曲线

计算改组时程曲线的反应谱和功率谱并与原反应谱及功率谱进行对比,并使用规范进行验证,如
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拟合反应谱和目标反应谱对比图

　

图４　拟合功率谱和目标功率谱对比图

将计算结果与规范要求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１)HAF/HAD要求由每个人工加速度时程计算出的频率在０．３~２４Hz范围内的功率谱密度

(PSD)曲线必须包络由要求反应谱计算出的对应频率范围内的功率谱密度８０％的曲线;实际生成的４
组时程曲线中最低包络百分比为９６．９６％,满足规范要求.

(２)GB５０２６７—９７要求低于目标反应谱的控制点数不得多于５个,其相对误差不得超过１０％,且
反应谱控制点处纵坐标之和不得低于目标反应谱;实际生成的４组时程曲线中低于目标反应谱的控

制点数最多为３个,其相对误差最大为３．４％,反应谱控制点处纵坐标之和均大于目标反应谱,满足规

范要求.
(３)GB５０２６７—２０１２送审稿要求至少生成４组设计地震动加速度时程,同一方向上各加速度时

程反应谱的平均值应包络相应阻尼比的目标反应谱,每两条设计地震动时程间的互相关系数不大于

０１６;实际生成的４组设计地震动加速度时程中,均值完全包络相应阻尼比的目标反应谱,且每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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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地震动时程间的互相关系数最大为０．１１,满足规范要求.

４　结论

本文提供了一种根据目标反应谱拟合人工地震波的修正方法,可以根据目标反应谱拟合得到人

工地震波时程曲线.该方法能快速实现人工地震波的拟合,有效提高计算效率.不仅如此,该方法还

可以进行反应谱放大系数等关键参数的设定和调节,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拟合出不同的人工地震波.
文章最后根据实例验证该方法,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实现人工地震波的拟合,并且可以

保证多组人工地震波均满足核电厂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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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nuclearpowerplantseismicdesig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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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seismicresponsespectrumtosynthesizeartificialearthquakewavesisanimportant
subjectinantiＧseismiccalculationandantiＧvibrationtest．Accordingtonuclearpowerplantseismic
designcode,animprovementandcorrectionmethodisproposedtosynthesizeartificialearthquake
waves．Acaseisusedtoverifythefeasibilityandefficiencyofthismethod．Theresultshowsthat
themethodwillimprovethevelocityofcalculationandcorrectlyreflectthecharacteristicsofthe
seismicresponsespectrum．Mostimportantofall,theresultsatisfiestherequirementsofnuclear
powerplantseismicdesigncode．Furthermore,themethodallowsusertosetandadjustsome
parametersaccordingtodifferentrequirementsofantiＧseismiccalculationandantiＧvibrati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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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核电厂大型冷却塔倒塌致地面振动加速度反应谱

姜文明,钟奇亨,林　峰
(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我国目前规划或在建的内陆核电厂的冷却塔体量巨大,且由于场地条件限制,冷却塔与核岛的距离较近,典型距

离约３５０m.在极端荷载作用下,冷却塔可能倒塌,进而引发强烈的地面振动,威胁核岛内核设施安全运行.在核电厂

规划以及安全评估时,应当考虑这种潜在的风险.本研究以某大型冷却塔在１０种地震作用下发生倒塌为例,给出了

地面振动反应谱确定方法和表达式.研究结果可用于核电站厂址规划时,合理布置核岛和大型冷却塔的位置.

关键词:冷却塔倒塌;数值仿真;地面振动;反应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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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是内陆核电厂中重要的散热冷却设备,其上部结构一般由塔筒、支柱和环梁组成,厚径比

小,属于空间薄壁结构.由于我国内陆核电厂工艺的需要,冷却塔一般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高度往往

超过２００m.这一高度超过我国目前规范中冷却塔计算最大适用高度１６０m,在世界范围内也属超大

冷却塔.另一方面,受核电厂厂区面积的限制,冷却塔无法远离核岛区.出于核电站安全运营考虑,
人们担心,冷却塔在飞机撞击、强风等偶然荷载作用下可能倒塌.倒塌引起的地面振动可能影响核设

施安全运行,进而引起核事故.因而,预测冷却塔倒塌引起的地面振动及受振结构的动力反应,可增

强核电厂区规划的科学性,有效预防核事故.
本文是作者系列研究的继续.在以前的研究中考察了塔倒塌行为,预测地面振动[１Ｇ２].本研究采

用数值模拟方法,以某大型冷却塔为例,选取１０条典型场地土对应的地震波,增大地震波幅值直至冷

却塔倒塌.获得地面振动,按照反应谱的一般理论,计算得到相应的反应谱.

１　冷却塔倒塌与地面振动数值模拟

１．１　冷却塔

某用于内陆核电厂的自然通风冷却塔,总高度２００．２m,塔筒壁厚２５０~１４００mm.x型支柱

５２对直径１３００mm.壳体采用内外侧非对称配筋.图１为该冷却塔外形.几何和材料等其他参

数由设计文件给出.算例采用均质土体,土体剪切波速为８１３m/s,符合核电站硬土地基的要求.
采用LSＧDYNA中 DＧP模型[３],假设土体密度２３５０kgm３,弹性模量４１２０MPa,泊松比０３２５,剪
切模量１５５４MPa,黏聚力０．９１ MPa,内摩擦角０．７７７rad.选择１０条地震波,即 Kobe、ChiChi、

Niigata、Northridge、HectorMine、WhittierNarrows、Irpinia、Parkfield、Kocaeli和 RG１．６０地震波.

１．２　冷却塔和土体建模

采用LSＧDYNA软件建立了冷却塔和土体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见图２.同样的方法在文献[１Ｇ２]
中也采用了.对于上部塔身,采用四结点的壳单元SHELL１６３,分为１５层.通过在不同的层定义混

凝土或钢筋的材料性能参数,从而模拟钢筋混凝土壳.采用软件中提供的∗MAT_CONCRETE_EC２
材料模型模拟混凝土和钢筋,分别按照欧洲规范EC２中提供的混凝土和钢筋材料参数确定材料参数.
对于底部柱,采用分离式建模方式.分别采用SOILD１６４和BEAM１６１单元模拟混凝土和钢筋.单

元结点相连,不考虑两种材料之间的黏结滑移作用.混凝土材料模型采用三参数破坏准则的损伤塑

性模型(∗MAT_CONCRETE_DAMAGE_REL３),破坏准则由三个失效面组成.模型还考虑了材料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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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率效应.钢筋采用LINK１６０单元和弹塑性强化材料模型(∗MAT_PLASTIC_KINEMATIC),材料参

数由设计用的材料参数得到,模型也可考虑应变率的影响.

图１　冷却塔外形

　

图２　冷却塔倒塌引起地面振动的模型

采用文献[１Ｇ２]类似的方法建立土体模型.土体采用八结点等参单元Solid１６４.土体力学性能采

用DruckerＧPrager模型[３]描述.有限的土体平面取１０００m ×１０００m,厚３５m.网格尺寸取５m×
５m×５m.这个尺寸是根据波传播理论式(１)并测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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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λT 是与所需考虑的主要频率所对应的波长;fT 是所需考虑的主要频率;v是波速.
由后续的计算结果可知,振动的主要频率集中在０~２５Hz以内,则根据式(１)可知,当频率取

２５Hz时,本次模拟中地面土体模型的单元尺寸应满足le＝５~１０m.经试算,采用５m×５m×５m的

土体单元网格尺寸可以在基本保证计算精度的同时节省计算时间.
地基模型截取的是一个有限区域,而实际土体是半空间无限体.为避免截取的有限域边界处产

生波的反射对求解域的影响导致结果失真,在计算 K 文件中施加关键字∗BOUNDARY_NON_

REFLECTING对土体模型的底面和四个侧面施加无反射边界条件.

１．３　冷却塔倒塌和土体振动

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逐步增大地震波幅值,冷却塔发生均碎片式倒塌,１０条地震波作用下的倒塌

过程基本类似,只是倒塌时间有所不同.作为一个例子,图３为 Kobe地震波下的倒塌过程.冷却塔

倒塌后撞击地面,从而引起地面振动.图４为x方向３００m处地面振动时程(不包括地震引起的地面

振动).由于每个地震下冷却塔倒塌过程不完全一致,因而１０种地震工况下对应的地面振动各不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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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Kobe地震波作用下冷却塔倒塌

(a)

　　

(b)

图４　Kobe地震波作用下冷却塔引起x方向３００m处地面加速度振动时程

(a)径向;(b)竖向

２　反应谱

２．１　反应谱概念

有阻尼单自由度体系的运动微分方程可表示为式(２):

ẍ＋２ζω̇x＋ω２x＝－ẍg(t) (２)
式中:x、̇x和ẍ 为单自由度体系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反应;ζ为单自由度的阻尼比;ω为角频率;̈xg

为时间间隔为Δt的加速度时程.式(２)可采用精确积分法求解.以加速度反应谱为例,对于一个特

定的具有某周期的单自由度体系,可得到体系加速度反应的最大值.考虑不同周期的情况,即可得到

相应的加速度谱[４].
对于冷却塔在每个地震下倒塌的情况,在同一距离处(以３００m 为例)提取３６个点,即在同一距

离所形成的圆周上每隔１０度提取一个点.对于每点处加速度振动,可以合成为水平向和竖向加速度

分量.图５为１０条地震波所对应的距离冷却塔３００m 处３种保证率(７５％、８５％和９５％)的反应谱.
本文中将选取保证率为８５％的反应谱进行包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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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０种地震作用下距离冷却塔３００m处水平向不同保证率的加速度反应谱

２．２　反应谱的确定

根据８５％保证率反应谱的形状,同时考虑抗震设计用的反应谱的特点[５],将反应谱形状进行简

化,即分为４个段,依次为直线上升段,平台段,曲线下降段,和直线下降段,如图６所示.图６中决定

反应谱形状的参数有T１、T２、η１、η２、αmax、和γ.其中,αmax为振动影响系数最大值;T１、T２ 分别为直线

上升段和平带段结束时所对应的周期值,两者将随土体刚度的大小发生变化;η１、η２ 分别代表为单自

由度体系阻尼对直线下降段和振动影响系数最大值的修正,两者将随阻尼大小变化;γ为曲线下降段

的衰减指数,随阻尼大小变化.

图６　反应谱形状示意

对样本空间距离为３００m处的８５％进行包络处理即可得到相应参数取值,如图７所示.在该情

形下,反应谱形状控制参数的取值如表１所示.该反应谱对应于图１的塔形、强震作用、土体剪切波

速为８１３m/s、碎片式倒塌、距离为３００m的情形.考虑阻尼、距离、土体刚度、作用类型、塔形、倒塌形

态对反应谱的修正,详见文献[６].

　
图７　距离冷却塔３００m处保证率８５％反应谱及包络反应谱

(a)水平向;(b)竖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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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距离冷却塔３００m处反应谱参数取值

方向 αmax/gal T１/s T２/s η１ η２

水平向 ２５０ ０．１ ０．３ ０．０４２ １

竖直向 ５００ ０．１ ０．３ ０．０４２ １

３　结论

以用于我国内陆某核电厂的大型冷却塔为例,得到地震下冷却塔倒塌引起的地面振动.采用精

确逐步积分方法计算得到不同保证率的加速度反应谱.研究成果对于内陆核电厂中冷却塔和核岛间

距的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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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onresponsespectrumofgroundvibrationdueto
collapseoflargeＧscalecoolingtowerininlandNPP

JIANG WenＧming,ZHONGQiＧheng,LINFeng
(DepartmentofStructuralEngineering,Tongji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０９２,China)

Abstract:Construction ofnuclearpowerplants (NPPs)has been plannedininland China．
Consequently,largerＧscalenaturaldraftwetcoolingtowerswillbeconstructedasapartoftheNPPs
duetotechnologicalrequirements．Mostofthesecoolingtowerswillbemorethan２００ mhigh,

representingsomeofthehighestplannedcoolingtowersworldwide,withtypicalspacingofabout
３５０mfromtheadjacentnuclearislandsduetositelimitations．Inaccidentalevents,thehugetowers
mightcollapseandcausegroundvibrations,whichwilldetrimentallyaffectthesafeoperationofthe
adjacentnuclearＧrelatedfacilities．However,thispotentialriskhasnotbeengivenseriousattention
accordingtothecurrentassessmentconceptsofNPPs．Thispaperpresentsthemethodandresults
ofaccelerationresponsespectrumoftowercollapseＧinducedgroundvibration．Thestudyresultscan
beappliedtoNPPplanningtopositionthesitesofcoolingtowersandnuclearislands．
Keywords:collapse;numericalsimulation;groundvibration;response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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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反应堆管道材料高温力学性能评估

罗　娟１,王月英２,罗家成１,李朋洲１,孙　磊１

(１．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２．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新型反应堆冷却剂出口温度的大力提升亟须对反应堆回路管道的高温性能进行研究.文章对新型反应堆管道

常用材料３０４类不锈钢、３１６类不锈钢和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又称９１钢、T９１钢、P９１钢)的高温力学性能的标准数据

和文献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三种材料的化学成分、高温拉伸性能和蠕变性能.结果表明,规范规定的９１钢的高温

拉伸强度基本高于３０４和３１６类不锈钢,高温蠕变强度低于３１６类不锈钢,高于３０４类不锈钢.研究结果可为第四代

新型反应堆(如超临界水冷堆、钠冷快堆、铅冷快堆)以及其他先进反应堆(如行波堆等)的管道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提

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新型反应堆管道;高温;力学性能;３０４不锈钢;３１６不锈钢;９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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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反应堆因其在安全性、经济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诸多优势而成为反应堆前沿工作的关注

热点.第四代反应堆国际论坛(GIF)确定的６种重点研发堆型中,超临界水冷堆、钠冷快堆和铅冷快

堆冷却剂出口温度可达５５０℃[１Ｇ３],熔盐反应堆堆芯出口温度在７００℃以上[１Ｇ３],其他新型反应堆如行

波堆(TWR)冷却剂出口温度亦在５００℃~５５０℃[４],远高于压水堆,这表明新型反应堆中绝大多数回

路管道都将在高温环境下运行.
新型反应堆常用管道材料中奥氏体钢蠕变温度是４２５℃,铁素体钢蠕变温度是３７５℃,可见新型

反应堆管道工作温度将超过材料蠕变温度,因此在新型反应堆的管系结构设计和安全评估中必须考

虑材料的高温性能,特别是蠕变性能[３].
目前,国际上新型反应堆已采用和拟采用的管道材料主要有３０４类不锈钢、３１６类不锈钢以及改

进型９CrＧ１Mo钢(９１级钢、T９１钢、P９１钢),本文主要对这三类材料的高温力学性能进行研究,以期

为新型反应堆管道的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１　化学成分

管道材料的化学元素组成和含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力学性能.表１列出了３０４类、３１６类不锈钢

和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这几类新型反应堆管道常用材料的化学成分,其中单一数字表示最大值.３０４
和３１６不锈钢因其化学元素的不同分别具有不同的变种钢,如３０４L 和３１６L 表示含 C 量小于

００３％的超低碳钢,３１６LN为控氮不锈钢,本文所研究的某一类钢包含其不同变种钢.
从表１可知,３０４和３１６类不锈钢的化学成分非常相似,而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化学成分则与前

两种材料差别很大.３０４和３１６系列不锈钢属于奥氏体不锈钢,主要元素均为C、Cr、Ni元素,其中,C
元素具有提高钢强度和降低钢耐蚀性的双重作用[５],而Cr、Ni元素通过一定的比例配合可大大增强

钢的抗腐蚀性能.３０４和３１６不锈钢最大的不同在于３１６不锈钢中含有 Mo元素,可提高钢的耐热性

和耐蚀性,并且某些３１６变种钢可能增加了 N元素以提高材料的高温性能(如３１６LN)[５].
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是在常规９CrＧ１Mo钢中添加适量的 Nb、V、N,并减少 C含量得到的改进钢

种,是一种回火马氏体化的铁素体钢.通过表１可知,９１级钢化学成分较前两种奥氏体钢复杂得多.
事实上,其化学成分的设计是为了促进具有超高温性能微结构的生成,Nb、V、N等元素在钢中形成沉

淀强化相 MX,其在高温下非常稳定,可显著提高钢的热强性[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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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型核反应堆常用管道材料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

材料类型 C Si Mn P S Cr Ni Mo N Al V Nb

３０４类

不锈钢

０．０３~
０．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８．０~
１２．０

— — — — —

３１６类

不锈钢

０．０３~
０．１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０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１６ — — —

９１级钢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２０~
０．５０

０．３０~
０．６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８．００~
９．５０

０．４０
０．８５~
１．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０６~
０．１０

２　拉伸性能

拉伸性能是材料最基本的力学性能,其中拉伸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是表征其拉伸性能的两个重

要指标.对材料在不同温度下进行准静态拉伸测试可获得材料的高温拉伸性能.

２．１　３０４类不锈钢

从国内外部分公开文献[７Ｇ１１]可以获得３０４类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拉伸性能的试验数据,将其屈服

强度和抗拉强度进行分析如图１所示,其中温度变化范围从室温至６００℃.同时,为了便于比较,将

RCCＧMRA３标准中规定的３０４不锈钢的最小屈服强度Rp、最小抗拉强度Rm 和最大许用应力Sm 随

温度变化的曲线也作于图１中.从图１可以看出,３０４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都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降低,且来自文献的３０４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数据绝大部分都满足了标准要求.对文

献数据进行拟合分别得到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近似代表性曲线,其表达式为:

YS＝２３１．５２－０．４８５T＋５．１３７×１０－４T２ (１)

UTS＝５９９．９２－０．７６６T＋７．０１２×１０－４T２ (２)
式中:YS表示屈服强度;UTS表示抗拉强度;T 表示温度.

从图１可知,式(１)和式(２)拟合出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代表性曲线在小于６００℃的整个温

度内都高于标准规定值.由式(１)得到的３０４不锈钢在２０℃的屈服强度近似值为２２２MPa,５５０℃时

为１２１MPa,而RCCＧMR规定的相应温度下屈服强度最小值分别为１９０MPa和８３MPa,可见在常温

和高温下,文献得到的屈服强度代表值都满足标准要求.由式(２)可得到３０４不锈钢在２０℃和５５０℃
的抗拉强度平均值约为５８３MPa和３９０MPa,高于标准规定的４９０MPa和３３０MPa.在５５０℃时规

定的屈服强度值比常温衰减了５６．３％,抗拉强度衰减了３２．７％.

图１　３０４系列不锈钢拉伸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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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３１６类不锈钢

对于３１６系列不锈钢,将文献[１２Ｇ１６]得到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数据进行分析,并与 RCCＧMRA３
规定的最小强度值作于同一图中进行比较,结果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文献给出的３１６类不锈钢

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都满足标准要求,利用二次函数对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进行拟合,曲线如图２
所示.可以看到,对３１６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拟合的曲线在小于６００℃的整个温度范围内

也都高于标准规定值,拟合公式分别为:

YS＝３２９．８６－０．５８９T＋５．７７５×１０－４T２ (３)

UTS＝５８８．２９－０．６５６T＋６．５１８×１０－４T２ (４)
由式(３)可以得到３１６不锈钢在２０℃和５５０℃的屈服强度近似值为３１８MPa和１８１MPa,高于

标准规定的２２０MPa和１０７MPa.由式(４)得到的３１６不锈钢在２０℃和５５０℃的屈服强度近似值为

５７７MPa和４２６MPa,高于标准规定的５２５MPa和３７４MPa.在５５０℃时规定的屈服强度值比常温

衰减了５１．４％,抗拉强度衰减了２６．２％,都比３０４的衰减幅度低.

图２　３１６系列不锈钢拉伸强度

２．３　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

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拉伸强度的部分文献数据[１７Ｇ２５]和 RCCＧMR规定最小强度值如图３所示.由

图３可知,标准规定的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在２０ ℃和５５０ ℃的屈服强度最小值分别为４００MPa和

２５４MPa,可见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屈服强度远高于３０４和３１６不锈钢;对于抗拉强度,２０ ℃和

５５０℃下规定的最小值分别为５８０MPa和３４０MPa,可见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室温抗拉强度高于两

种不锈钢,但５５０℃高温下其抗拉强度反而低于３１６不锈钢,且只略高于３０４不锈钢.５５０℃时改进

型９CrＧ１Mo钢的规定屈服强度值比常温衰减了３６．５％,抗拉强度衰减了４１．４％,可见改进型９CrＧ
１Mo钢屈服强度随温度的降级低于３０４和３１６不锈钢,但其抗拉强度随温度的降级比３０４和３１６不

锈钢都严重.

图３　９１级钢拉伸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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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拟合曲线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到拟合曲线在小于

６００℃的整个温度范围内也都高于标准规定值.拟合公式分别为:

YS＝５３９．４６－０．０３１９T－５．５８４×１０－４T２ (５)

UTS＝７０３．９３－０．２６２T－４．９６１×１０－４T２ (６)
由以上两式可以得到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在２０ ℃和５５０ ℃的屈服强度近似值为５３９ MPa和

３５４MPa,抗拉强度近似值为６９８MPa和４０８MPa,可见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都远高于标准要求.

３　蠕变性能

对于３０４和３１６类不锈钢,ASME和RCCＧMR标准中规定当温度高于４２５℃时在结构设计中必

须考虑蠕变因素的影响,对于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这一蠕变影响温度为３７５℃.新型反应堆诸如超临

界水冷堆、快堆、熔盐堆以及行波堆等堆型中,管系的最高运行温度至少可达５００℃左右,因此对于这

三种材料在管道设计中蠕变因素不可忽略.

３．１　３０４类不锈钢

图４给出了 ASME和RCCＧMR规定的３０４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其最小蠕变断裂强度随时间的

变化曲线.由图４可知,两种标准规定的３０４不锈钢蠕变断裂应力都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增加而减小.
高温下(高于其蠕变温度４２５℃),ASME和RCCＧMR规定的３０４不锈钢的蠕变断裂应力随时间变化

曲线基本重合,两种标准对３０４的高温持久性能要求几乎完全一致.

３．２　３１６类不锈钢

图５为３１６不锈钢在不同温度下其最小蠕变断裂强度规定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到,在
时间一定的情况下,３１６不锈钢的蠕变断裂应力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当温度大于５５０℃时,３１６类

不锈钢的蠕变断裂应力都随时间的增加而递减.４５０℃时ASME中３１６的蠕变断裂应力比RCCＧMR
中３１６LN的相应值高,其他温度下,３１６LN 的蠕变断裂应力大多高于３１６和３１６L,但７００℃时３１６
与３１６LN的蠕变断裂应力值相差已非常小.

图４　３０４不锈钢蠕变断裂曲线

　

图５　３１６不锈钢蠕变断裂曲线

３．３　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

图６给出了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在不同温度下最小蠕变断裂强度规定值随时间的变化曲线.从图

６可见,４５０℃和５００℃时,ASME规定的９１钢的蠕变断裂应力比 RCCＧMR值高,４５０℃时两种标准

的差别比５００℃时大,６００℃时 ASME和 RCCＧMR已基本无差别.可以得出在所比较的温度范围

内,随着温度的升高,ASME与RCCＧMR的差值在减小.在温度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保持时间将使改

进型９CrＧ１Mo钢蠕变断裂强度减小.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温度越高,材料蠕变断裂强度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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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９１级钢蠕变断裂曲线

３．４　高温蠕变性能比较

材料蠕变性能对新型核反应堆管道结构使用寿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时间是决定材料蠕

变强度的决定性因素.为比较材料的高温蠕变性能,将三种材料在温度为６００ ℃,断裂时间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h和１０００００h的蠕变断裂强度提取出来进行分析,结果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７　６００℃下的蠕变断裂强度(t＝１００００h)

　

图８　６００℃下的蠕变断裂强度(t＝１０００００h)

从图７和图８可知,文献[２６Ｇ２８]给出的这三种材料在６００℃保持１００００h和１０００００h的蠕变断

裂强度都满足 ASME和RCCＧMR标准的要求.比较文献[２６Ｇ２８]的结果表明,３０４不锈钢的蠕变断

裂强度最高,９１级钢蠕变断裂强度最低.由于文献有限,这一结果只是该文献的试验结果,欲获得材

料蠕变性能的统计结果还需进行更多的高温蠕变试验.
另一方面,就标准而言,对于同一种材料,当时间和温度一定时,ASME和 RCCＧMR规定的蠕变

断裂强度值差别不大.两种标准规定的３１６不锈钢蠕变断裂强度最高,而３０４不锈钢最低,改进型

９CrＧ１Mo钢的蠕变性能规定值介于３０４和３１６不锈钢之间.

４　结论

本文结合新型反应堆管道的高温运行环境特点,对新型堆管道常用的三种材料即３０４类不锈钢、

３１６类不锈钢和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高温力学性能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结合相关规范进行了对比.
对三种材料在化学成分、高温拉伸强度和蠕变断裂强度三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

(１)３０４和３１６类不锈钢化学元素及含量都非常接近,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化学成分比３０４和３１６
不锈钢相对复杂得多,某些微量合金元素对钢的力学性能具有很大影响.

(２)对文献数据分析得出的三种材料的拉伸强度均满足标准要求,远高于规定的许用应力曲线.
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室温和高温拉伸强度明显高于３０４和３１６这两种奥氏体不锈钢,但其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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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温度的衰减幅度却是最大的.
(３)三种材料的蠕变断裂断裂强度都随时间和温度的增加而减小.ASME和 RCCＧMR两种标准

对材料蠕变性能的要求差别不大.就标准而言,在温度为６００℃,时间为１００００h和１０００００h时,三
种材料中３０４不锈钢的蠕变性能最差,改进型９CrＧ１Mo钢的蠕变性能优于３０４不锈钢,３１６不锈钢的

蠕变性能则最好.
总的来说,由于新型先进堆管道长期处于高温运行环境,材料高温性能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本文

对三种管道材料的高温力学性能特别是蠕变性能的研究,可为新型堆管系结构设计的材料选择和安

全评估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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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ssessmentofmechanicalpropertiesof
pipesusedinadvancednuclearreactor

LUOJuan１,WANGYueＧying２,LUOJiaＧcheng１,
LIPengＧzhou１,SUNLei１

(１．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

２．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Withtheincreaseofcoolantoutlettemperatureinadvanced nuclearreactors,itis
necessarytostudytheelevatedtemperaturepropertyofthelooppipingmaterial．Inthispaper,the
elevatedtemperaturemechanicalpropertyofthreecommonmaterialsusedinadvancedreactor,i．e．,

type３０４stainlesssteel,type３１６stainlesssteelandmodified９CrＧ１Mosteel(grade９１,T９１,P９１
steel),havebeenresearchedbasedonstandardsandliteratures．Thechemicalcomposition,tensile
andcreeppropertyofthethreekindsofmaterialsatelevatedtemperaturehasbeeninvestigated．
Resultsshowthatthetensilestrengthofgrade９１steelisbasicallyhigherthanthatoftype３０４and
３１６stainlesssteelatelevatedtemperature,whileitscreepstrengthislowerthantype３１６stainless
steel,buthigherthantype３０４stainlesssteel．Theresearchresultscanprovidesomereferencefor
thechoiceoflooppipingmaterialforgenerationⅣreactors(e．g．,supercriticalwatercooledreactor,

sodiumＧcooledfastreactorandleadＧcooledfastreactor)andotheradvancedreactors(e．g．,traveling
wavereactor)．
Keywords:advancedreactorpipe;elevatedtemperature;mechanical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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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事故下压力容器蠕变失效研究现状

唐　鹏,罗家成,罗　娟,李朋洲,孙　磊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内外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严重事故方面的研究现状,包括压力容器蠕变失效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

提供大量的试验结果、蠕变本构模型和损伤理论,失效准则、有限元分析方法以及与材料高温相关的参数,对于开展严

重事故下压力容器蠕变分析及试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压力容器;严重事故;蠕变模型;失效准则

　　　　　　　　　　　　　　　　　　　　　　　　　　　　　　　　　　　　　　　　　　　　　　　　　　
　

　
　

　 　　　　　　　　　　　　　　　　　　　　　　　　　　　　　　　　　　　　　　　　　　　　　　　　　
　

　
　

　
　

作者简介:唐鹏(１９９０—),男,四川南充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结构力学相关工作

核电厂反应堆压力容器处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中,当容器外冷却系统无法正常运转或者停止工作

时,堆芯开始熔化,其熔融物堆积在压力容器下方,长期作用可能导致压力容器破损,造成严重事故.
严重事故发生的概率较低,堆芯熔化概率在１０－４/堆年的量级,但为了避免类似三哩岛、切尔诺贝利和

福岛核事故的发生,需要对严重事故进行深入研究.严重事故研究中核心问题是堆芯熔融物的处理

策略,主要包括熔融物堆内滞留(IVR)和堆外冷却.前者包括熔融物与冷却剂接触和容器外部冷却

(ERVC),后者主要通过设置堆芯捕集器来冷却转移到容器外的熔融物.例如,西屋公司 AP１０００设

计中采用的是压力容器内熔融物保持(IVMR);欧洲压水反应堆(EPR)和俄罗斯 VVERＧ１０００核电厂

则在压力容器外设置堆芯捕集器.
本文将着重陈述熔融物堆内滞留(IVR)处理策略中压力容器蠕变失效研究现状,包括相关试验

结果、蠕变本构模型和损伤理论、失效准则、有限元分析方法以及与温度相关的参数,并探究严重事故

压力容器蠕变研究的重要问题和方向.

１　国外压力容器蠕变研究

１．１　材料蠕变试验研究

法国和德国的学者针对不同钢材开展了材料蠕变试验,并将两者进行对比.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的Devos等[１]开展１６MND５钢从２０~１３５０℃的拉伸测试,以及温度

在６００~１３００℃的蠕变测试,得到法国１６MND５钢相应的应力应变曲线、拉伸强度曲线以及蠕变试

验曲线.将蠕变试验曲线与三哩岛(TMI)的RPV力学性能数据相比较,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温度

越高,应力越大,断裂时间越短;温度７００℃时两者的断裂时间基本符合;１０００℃时两者的断裂时间

相差不大.

Obst等[２]开展了 MPAＧmeppen蠕变测试,Willschuetz[３]将前者得到的德国２０MnMoNi５Ｇ５钢真

实应变Ｇ时间曲线与法国１６MND５钢进行对比,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两者的真实应变随时间先缓

慢增长,随后增长速率不断变大,德国２０MnMoNi５Ｇ５钢比法国１６MND５钢先达到最大应变值.

１．２　压力容器蠕变数值模拟

德国,法国和韩国都在蠕变数值模拟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
德国较早地开展相关研究.２００１年,Willschuetz[４Ｇ５]进行FOREVERＧC２试验前后有限元结构失

效分析.FOREVER试验装置如图３所示,该试验模拟压力容器下封头在带有衰变热的熔池的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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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蠕变测试结果及其与 TMI的比较

图２　德国钢和法国钢的蠕变行为

荷和压力载荷作用下的行为.

一般的蠕变模型,其应变率由式(１)计算,c１ 、c２ 、c３ 和c４ 是相关系数,T 为温度,σ是加载应力.

ε̇＝c１σc２tc３exp[－c４/T] (１)

该蠕变模型无法适用于各种不同范围的载荷和温度情况.Willschuetz改进了该蠕变模型.材料

的蠕变行为可以用应变硬化表达式来描述:

ε̇cr ＝f(εcr;σ;T) (２)

２００２年,Willschuetz[６Ｇ７]在前面文章[４Ｇ５]的基础上,在使用蠕变模型时,使用非线性插值,将公式

(２)改为:

ε̇cr ＝f(D;εcr;σ;T)＝ １
１－Df

(εcr;σ;T) (３)

从而研究蠕变第三阶段和损伤的耦合作用.

法国的研究集中在下封头失效(LHF,相关试验如图４和图５所示)研究上.Koundy[８Ｇ９]详细介

绍了用于模拟下封头失效的数值模型,包含相应的蠕变损伤本构模型.并讨论使用不同失效准则对

数值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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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FOREVER试验装置

　　

图４　LHF测试容器

图５　测试容器失效前后对比

使用了诺顿Ｇ贝利蠕变损伤本构方程和耦合损伤Ｇ粘塑性模型:
(１)诺顿Ｇ贝利蠕变累计变形可定义为:

p＝Cσm
eqtn (４)

其中,C、m 和n 是温度相关的材料参数.
总应变矢量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弹性应变矢量和粘塑性应变矢量:

ε＝εe＋εq (５)
且

ε̇e ＝１＋ν
E

σ̇
１－D－ν

E
Tr(̇σ)
１－DI

ε̇p ＝ ３
２ṗσ′

σeqv

ì

î

í

ï
ï

ï
ï

(６)

其中,σ′是偏应力矢量;σeqv是vonＧMises等效应力而D 是损伤参数.
(２)耦合损伤Ｇ粘塑性模型

基于连续损伤力学和卡切诺夫提出的各向同性硬化以及非线性各向同性损伤模型,建立耦合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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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Ｇ粘塑性模型.应用的损伤理论基于等效应力概念和等效应变假设.损伤变量D 代表材料退化的

程度.主要的方程有:

ε̇＝ε̇e＋̇εq (７)

ṙ＝ṗ １－D( )＝ σeqv

(１－DKr１/M)[ ]
N

(８)

Ḋ ＝ σeqv

A(１－D)
æ

è
ç

ö

ø
÷

S
(卡恰诺夫) (９)

D(t)＝∫
t

０
Ḋ(t)dt (１０)

其中,̇r为各向同性硬化;̇D 为损伤率变量;A ,K ,M ,N 和S 是模型温度相关的参数.
使用四种失效准则:
准则１:当等效应力σeqv大于真实极限应力σu 时发生颈缩,等效应力选取沿厚度方向的平均值,直

接从薄膜力和目前的厚度计算得来,而极限应力则通过中等厚度温度的方程来估算;
准则２:与准则１类似,只是σeqv和σu 通过计算壳体外表面得到;
准则３:t时刻因蠕变造成的损伤由卡恰诺夫提出的式(９)和式(１０)计算.其中Ḋ 为损伤率变量,

A 和S 是模型温度相关的参数.当D ＝１时,发生结构失效;
准则４:当最大局部应变超过１００％时发生结构失效,也是用两个门槛值,７０％和１４０％,前者对应

通过准则３得到的累积应变,后者对应在试验试件失效位置附近测量得到的最大应变.
结果发现,准则３能更准确地预测断裂时间和位置.
以上研究是从二维角度展开,为了更准确地研究蠕变失效机理,日本主要从三维角度研究 RPV

下封头断裂时间和位置.

Katsuyama[１０]开发出预测RPV下封头断裂时间和位置的分析方法,基于三维热工水力(TH)和
热Ｇ弹Ｇ塑Ｇ蠕变耦合分析研究蠕变损伤机理.建立了RPV下封头包含控制棒驱动管、短管和焊接点详

细的三维模型(如图６所示).开展 TH 分析得到迁移碎片的三维温度分布.利用 TH 分析结果,使
用四种损伤准则,开展结构分析来估算蠕变损伤分布.基于卡恰诺夫和LMP模型并使用试验确定参

数来估算蠕变损伤(如图７所示).

图６　分析模型

　　　

图７　损伤分布

使用到的损伤准则为:
(１)“considere”准则

如果等效应力σeqv超过失效应力σfail的门槛值,该部分将会失效.损伤变量Dcons基于“considere”
准则,可表示为:

Dcons(t)＝σeqv(T(t))/σfail(T(t))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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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应变准则

与“considere”准则类似,等效应变εeqv大于预先确定的应变值εfail,该部分就会失效.基于应变准

则的损伤变量Dstrain可表示为:

Dstrain(t)＝εeqv(T(t))/εfail(T(t)) (１２)
其中,εfail设置为１２０％.

(３)卡恰诺夫准则(与 Koundy[９]描述的一样)
第i个时间步Δt损伤变量为:

ΔD(t)＝ σeqv

A １－D( )

æ

è
ç

ö

ø
÷

R

Δti (１３)

D(ti)＝D(ti－１)＋ΔD(ti) (１４)
(４)拉森Ｇ米勒参数(LMP)准则

公式如下:

LMP＝T(C＋logtR) (１５)
其中,C为材料特定常数;T 为开尔文温度;tR 为断裂时间.

基于LMP的蠕变损伤改进方法如下:

①与LMP相关的参数通过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参考应力值计算得到:

P(tR,T)＝ [log(σ)－c０]/c１ (１６)
其中,c０ 和c１ 为蠕变断裂时间和多重加载条件确定的参数.

②使用计算得到的P,计算得到对应于残余寿命的失效时间tR:

tR ＝１０[P(tR,T)/T－C] (１７)

③利用残余寿命和时间增量Δti ,可以计算得到损伤变量的变化ΔDLMP,i :

ΔDLMP,i(t)＝Δti/tR (１８)
从而得到每一时间步的损伤变量D(ti):

D(ti)＝D(ti－１)＋ΔDLMP,i(t) (１９)
通过比较损伤准则(如表１所示)发现:尽管失效时间有较大不同,在模拟条件下BWR下封头失

效区域只出现在穿透区域.

表１　损伤估算结果

失效准则 “considere”准则 应变准则(１２０％) 卡恰诺夫损伤准则 LMP准则

失效时间/s ６００ —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失效位置 外表面穿透 — 外表面穿透 内表面穿透

２　国内压力容器蠕变研究

武志玮[１１]和姚彦贵[１２]介绍了近年来在假想堆芯熔化严重事故下国内外反应堆压力容器材料高

温蠕变行为的研究进展及现状,着重阐述了在材料高温蠕变试验、缩比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等方面取

得的成果.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Mao等[１３]为了反映失效机理,开发出有限元模型用于模拟容器壁面的热学过程和粘塑性行为.
建立改进的蠕变损伤模型来分析包含内部加热熔池的容器的失效时间和位置.通过 ABAQUS软件

得到应力应变随壁面厚度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①蠕变效应决定了在IVR下的 RPV 失效.蠕变

应变占总变形的９０％,塑性应变在蠕变第三阶段之前可以忽略不计;②失效位置位于壁面厚度最薄且

紧靠高温区域的位置,该高温区域内可观察到一些熔穿现象(如图８所示);③圆柱到球形过渡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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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变变形导致壁面厚度减小,进一步加速蠕变损伤;④应力的多轴状态极大地加速了总损伤累积,导
致RPV最薄厚度壁的局部失效(如表２所示).

图８　RPV在失效时间的(a)Mises应力和(b)蠕变应变场

表２　使用单轴和多轴失效准则的损伤比较

损伤累积 塑性损伤 蠕变损伤 总损伤

单轴准则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３４

多轴准则 ０．０６ ０．６３ ０．６９

３　结论

本文主要呈现了国内外关于严重事故的研究成果.重点放在压力容器高温蠕变断裂研究上.
德国的 Willschuetz开展了早期工作,包括FOREVERＧC２试验前后结构失效分析,改进蠕变模型

以及从一维到三维地系统研究蠕变,很好地预测失效位置和容器几何形状变化.法国的 Koundy研

究下封头失效.呈现蠕变和损伤本构方程;研究四种失效准则的差别.日本的 Katsuyam基于三维热

工水力和热Ｇ弹Ｇ塑Ｇ蠕变耦合分析考虑到蠕变损伤机理,扩大了蠕变研究的维度和方向.国内的 Mao
改进蠕变损伤模型分析容器失效时间和位置,得到一系列非常有指导作用的结果.

国内外关于蠕变断裂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大量翔实的试验结果,蠕变本构和损伤理论,失
效准则以及有限元分析方法即温度相关的参数,对于开展类似的下封头蠕变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参

考价值.
在以后的研究基础上,可以在下列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１)压力容器可能因LOCA＋地震或者余热排出系统失效而发生严重事故,应当结合多种事故条

件进行压力容器蠕变失效分析,并进行比较分析;
(２)针对我国运行和研发的核反应堆,并结合我国使用的压力容器钢材,以及特定的地理和气候

条件,进行蠕变失效分析,并建立相应的分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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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三维角度更全面的分析压力容器在严重事故下受到的载荷和工况条件,更准确地预测容器

失效时间和位置;
(４)有条件时可以开展缩比试验来更好地理解压力容器蠕变失效机理,获得符合我国压力容器失

效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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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centresearchprogressonthecreepfailureof
reactorpressurevesselundersevereaccident

TANGpeng,LUOJiaＧcheng,LUOJuan,LIPengＧzhou,SUNLei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

Abstract:Thispaperstudiedtherecentprogressresearchonthereactorpressurevessel(RPV)under
severeaccidentathomeandabroad,includingtheresearchresultsofthecreepfailureofreactor
pressurevessel,whichprovidedagreatnumberoftestresults,creepconstitutivemodel,creep
damagetheory,failurecriterion,finiteelementmethodandsomerelatedhightemperaturematerial
parameters．Thesummarizedresultscanbeparticularlyusefulforconductingtheanalysisand
experimentalresearchoncreepfailureofRPVundersevereaccident．
Keywords:reactorpressurevessel;severeaccident;creepconstitutivemodel;failure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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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B管道疲劳裂纹预制模拟分析与试验验证

罗家成,吴云刚,唐　鹏,李朋洲,孙　磊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核反应堆管道LBB研究中需要预制管道贯穿裂纹试件,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对所需预制裂纹的管道进行疲劳

裂纹扩展模拟分析,并完成管道贯穿裂纹预制试验,包含试验装置主要部件的设计与管道四点弯曲疲劳裂纹扩展试

验,并将试验数据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预制管道贯穿裂纹试件的载荷循环次数与数值计算结

果相吻合,管道疲劳裂纹有限元计算分析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管道贯穿裂纹扩展预制过程,为 LBB管道裂纹预制提

供参考.

关键词:LBB管道;疲劳裂纹扩展;有限元分析;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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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核电厂的传统管道设计方法,是将高能管道双端断裂事故作为设计基准事故.然而,研究

表明,管道双端断裂事故的概率极小,且管道为高韧性材料,即使存在裂纹,在裂纹扩展到临界裂纹发

生突然断裂之前,其泄漏量也大到足以被监测出来,可以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管道突然破裂的发生.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研究人员提出了破前漏(LeakBeforeBreak,LBB)技术的概念,采用 LBB技

术可以省去管道防甩击限制器和液体喷射屏蔽系统等,降低管道系统复杂程度和建设费用,且能确保

核反应堆的安全.LBB技术成为一种先进的管道设计与分析评价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与应用,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１Ｇ４].

LBB技术的核心之一是管道流体泄漏率计算及试验验证,确保流体泄漏量是否满足泄漏监测系

统探测能力的裕量要求,以保证管道泄漏能被监测设备及时检测到.在管道泄漏试验中,需预制管道

贯穿裂纹以完成流体泄漏率试验验证.管道裂纹的预制一般采用疲劳裂纹扩展的试验方法,即首先

在管道内表面制造一个浅窄缺口,然后对管道施加循环载荷,直到在缺口处产生一个疲劳贯穿裂纹.

在管道裂纹预制试验中,试验装置、疲劳载荷设计以及疲劳循环次数等关键参数是影响贯穿裂纹能否

成功预制的关键.在传统的预制试验中更多的是靠经验进行试验,载荷设置不合理将极易导致裂纹

不起裂,或裂纹扩展过快导致管道破坏.

本文基于断裂力学分析方法,采用有限元计算对管道预制裂纹进行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分析,预先

获得裂纹的扩展规律,为管道裂纹预制试验提供参考,以确保试验获得预想的管道疲劳裂纹,为 LBB
泄漏率试验的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贯穿裂纹管道.

１　LBB管道裂纹模型

在LBB管道断裂力学分析和泄漏率试验中,管道贯穿裂纹的形式主要包括环向裂纹和轴向裂

纹.基于管道断裂力学分析以及大量的工程实践表明,环向裂纹更偏于危险.因此,本文管道裂纹扩

展分析和管道贯穿裂纹预制试验研究的 LBB管道裂纹模型为环向裂纹,管道材料为不锈钢,管径

１６８mm,壁厚１５mm,管道长度为１６００mm,如图１所示.在管道中间位置预制环向裂纹槽,如图２
所示,裂纹槽长度２８mm,深度２．８mm,在疲劳载荷下裂纹将持续扩展直至贯穿管道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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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LBB管道模型

图２　管道预制环向裂纹槽

２　管道裂纹扩展分析

２．１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在核反应堆管道LBB分析中,管道裂纹扩展计算主要利用 ASME规范中 XI卷中附录C中推荐

的疲劳裂纹扩展公式(Paris公式)来表征裂纹扩展,计算公式如下[５]:

da
dN ＝C０(ΔK)m (１)

式中:a为裂纹尺寸;N 为疲劳循环次数;C０ 和m 为管道材料疲劳裂纹扩展性能参数;m 等于lg(da/

dN)与lg(ΔK)的斜率;ΔK 为断裂力学分析中的应力强度因子范围.

２．２　有限元计算

在LBB管道环向裂纹的疲劳裂纹扩展计算中,首先要建立含裂纹管道的有限元模型,根据结构

的对称性,建立１/４模型进行裂纹扩展分析,如图３所示.在疲劳裂纹扩展计算中采用式(１)计算管

道在循环次数下的裂纹扩展量.管道模型的边界条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对称面上的对称边界

条件;另一部分为约束支撑处的垂向位移.为了研究约束方式对管道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在加载面

假设压块与管道的接触分别为环向１/４、１/６、１/８和１/１０圆周,在加载处初始施力载荷为２０kN,振幅

为１２kN,加载频率为４Hz.

图３　LBB管道裂纹扩展分析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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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限元计算分析获得的不同支承参数下的裂纹扩展循环次数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１可

知,管道裂纹贯穿壁厚以后,裂纹扩展的长度越长需要的循环次数越多;另一方面,支撑处越宽,裂纹

扩展至相同的长度所需循环次数越多.通过计算为管道贯穿裂纹预制试验提供了数据参考.

表１　不同支承参数下的裂纹扩展计算结果

裂纹扩展长度
N/周期

环向为１/４圆周 环向为１/６圆周 环向为１/８圆周 环向为１/１０圆周

扩展至贯穿 ７５８５２２ ５９４９００ ５３０６９５ ４９６４６０

贯穿后扩展２０mm ８０６４８７ ６３６０４７ ５６８０５１ ５２８２００

贯穿后扩展５０mm ８９２６１３ ７００６０４ ６２８８９３ ５８５９４８

贯穿后扩展１００mm ９２５５６３ ７２３３７１ ６５１９００ ６０６３８８

３　管道贯穿裂纹预制试验

LBB泄漏率试验管道安装在试验回路前需预制贯穿裂纹,管道裂纹以疲劳裂纹为主,因此,基于

管道裂纹扩展计算分析结果,设计疲劳裂纹预制试验装置,对管道施加循环载荷产生疲劳裂纹.采用

四点弯曲试验装置加载,在管道预制裂纹槽前缘产生一定范围的塑性变形,使其产生低周疲劳裂纹扩

展,直至贯穿壁厚.

３．１　裂纹预制装置设计

参考 NUREG/CR－５１２８的四点弯曲装置[６],裂纹预制装置设计结构如图４所示.经过分析,在
疲劳载荷作用下,裂纹预制四点弯曲循环加载装置不会产生疲劳,能够满足管道环向贯穿裂纹预制的

要求.

图４　裂纹预制装置结构示意图

３．２　试验结果

LBB管道裂纹预制试验前,在管道中间预制裂纹槽,预制裂纹槽为环向裂纹,长度２８mm,深度

２．８mm,总计加工３根管道试件,开展管道穿透裂纹预制试验.在试验时,将管道试件安装在经过四

点弯曲循环加载装置上,进行预加载,达到预定的初始载荷２０kN,停止加载,在工控机设置加载振幅

为１２kN,加载频率为４Hz,进行持续的疲劳加载,直至疲劳裂纹扩展贯穿管道,达到预定的裂纹长

度.管道疲劳裂纹预制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试验结果与计算分析结果对比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

看出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相当,试验中压块与管道的实际接触加载面在管道环向１/６圆周和１/８圆

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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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管道疲劳裂纹预制试验结果

N/周期

管道试件１号 管道试件２号 管道试件３号

７０６９８８ ５９７８７９ ６４５１８７

贯穿后扩展５３mm 贯穿后扩展１５mm 贯穿后扩展５５mm

图５　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对比

４　结论

采用有限元疲劳裂纹计算方法对LBB泄漏率试验所需预制的管道贯穿裂纹进行模拟计算分析,
获得了不同支撑参数下裂纹扩展循环次数及其扩展规律,并通过开展管道裂纹预制试验,得到的试验

循环次数与有限元计算结果相当,对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本文的分析验证方法为LBB管道贯穿裂

纹预制分析及试验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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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BthroughＧwallcrackgrowthsimulationand
verifyingbyfourpointbendingtest

LUOJiaＧcheng,WUYunＧgang,TANGPeng,
LIPengＧzhou,SUNLei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

Abstract:ProducingthroughＧwallcrackspecimenofnuclearpipeisnecessaryfortheLBBresearch,

thispapercarriedoutnumericalsimulationonthecrackgrowthbyfiniteelementmethodandtest
verificationthroughfourpointbendingtest,includingthedesignofmaincomponentsoffourpoint
bendingfacilityandcrackgrowthtests．Thenumericalcalculationandtestresultsarecompared,

whichshowsthattheloadingcyclesofpipethroughＧwallcrackgrowthareinaccordancewiththe
numericalresults．Numerical methodcansimulatetheprocessof makingthroughＧwallcrack
specimenprecisely,whichisausefulreferenceforthecrackproducingofLBBpipe．
Keywords:LBBpipe;fatiguecrackgrowth;finiteelementanalysis;test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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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壳隔离阀抗震及端部加载试验研究

宿杰熙,杜建勇,孙　磊,李朋洲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为验证某型号安全壳隔离阀在要求地震荷载及端部加载作用下的结构以及功能完整性,在６m×６m 地震试验

台上,对该阀门进行了抗震及端部加载试验研究.其中抗震试验中采用多频波法同时在阀门的３个正交轴向(X、Y、Z
方向)进行地震激励,测量了运行基准地震(OBE)和安全停堆地震(SSE)下,阀门的加速度响应值和应变值;验证了阀

门在地震荷载作用下和作用后的可操作性.端部加载试验中,在阀门保压的条件下施加端部荷载,验证了阀门受到所

有管端载荷及压力和自重在内的正常工作载荷作用时阀门的可操作性.试验结果表明,安全壳隔离阀在 OBE、SSE和

端部加载试验中以及试验后均结构完整,功能完好.

关键词:安全壳隔离阀;抗震鉴定试验;端部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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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全隔离系统(EIE)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壳隔离阀用在事故发生时,放射性裂变产物有可

能从堆芯释放出来的情况下,确保安全壳的密封.隔离阀的目的是应该保持安全壳封闭体整体的完

整性,保证在正常运行和事故发生时安全壳的完整性.或将有缺陷的系统与其压力源隔离.
文中试验研究对象为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安全壳隔离阀,阀门要求在 LOCA

事故工况和相关系统不运行时,安全壳隔离阀按设定条件瞬间自动关闭,具有和安全壳同等级别的密

封性,能与安全壳一起形成第三道屏障.同时在系统运行时,能按设定预期条件打开.因此,为了研

究该安全壳隔离阀在地震载荷和端部加载条件下的结构和功能,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级设备鉴

定中心针对该安全壳隔离阀进行了抗震及端部加载试验研究.

１　试验方案

１．１　抗震试验

１．１．１　试验装置

抗震试验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地震试验台上进行.该地震台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的验

收,性能满足核级设备鉴定试验要求.地震试验台主要技术参数为:①台面尺寸:６m×６m;②台面最

大承载:６０t;③最大位移:水平方向为±１５０mm,垂直方向为±１００mm;④最大加速度(满载):水平

方向为１．０g,垂直方向为０．８g.

１．１．２　测点布置及安装

分别在地震试验台台面、阀门重心处和阀门顶部各安装一个加速度计,以测定这些部位的加速度

响应;在阀门延伸机构根部布置两个应变计以测定这些部位的应变响应.
试验件支架及在地震台上安装如图１和图２所示,刚性支架标号“１”部分模拟安全壳壳壁,刚性

支架标号“２”部分模拟管穿件,阀门焊接在管穿件模拟支架上,刚性支架通过 M３０螺栓固定在地震试

验台上.

１．１．３　动态特性探查试验

分别在该样机３个正交轴向施加加速度幅值为０．２g 的正弦扫描信号,扫描频率范围为１~
１００Hz,扫描速率为１倍频程/min,用于测量设备的固有频率和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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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验支架

　　

图２　安装图

１．１．４　抗震性能试验

试验采用多频波法同时在样机的３个正交轴向进行,试验包括５次SL１和１次SL２,试验输入为

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
试验要求反应谱(RRS)为福清５、６号机组项目和巴基斯坦卡拉奇 K２/K３项目反应堆厂房(内层

安全壳)标高１３．５８m 处楼层反应谱.试验中SL２阻尼比为０．０２,SL１取SL２的１/２.根据试验

RRS并考虑１０％的裕量,通过计算机软件将 RRS转换成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图.图３为SL１试验

中所用的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图４为SL２试验中所用的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

图３　X、Y、Z方向人工加速度模拟时程(SL１)

　

图４　X、Y、Z方向人工加速度模拟时程(SL２)

１．２　端部加载试验

１．２．１　试件安装及测点布置

端部加载试验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力学大厅的试验地基上进行.将阀门一端安装在端部加

载支架上,另一端悬空与加载力臂连接,通过油压千斤顶施加端部荷载进行端部加载试验.分别在阀

门延伸机构根部布置两个应变计以测定这些部位的应变响应.试验件支架及现场安装如图５和图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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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试验支架

图６　端部加载图

１．２．２　试验载荷

初始试验载荷端部力矩M 应至少等于管线施加给阀门而又不致使管道屈服的可能的最大力矩.
根据 ASME的规定,对于 ASME级别的阀门,初始力矩 M 应至少等于 NBＧ３５４５中定义的FbS.同

时,考虑到公差和材料变化的影响,因此QVPＧ７３７０．１(f)中确定的初始加载力矩M 应增加因子K１,即
初始端部加载力矩M＝K１FbS,其中,S为连接管道材料在２６０℃时的屈服强度,当管道材料未知时,

S＝３００００psi(２００MPa).

K１ ＝ SyGbm

(SMYS)Gbd

其中:Sy———阀体材料的实际屈服强度,psi(MPa);

Gbm———根据实际测量尺寸计算的阀门交叉部位的截面弯曲模量,mm３;

Gbd———根据最小图纸尺寸计算的阀门交叉部位的截面弯曲模量,mm３;

SMYS———阀体材料的额定最小屈服强度,psi(MPa).

Fb ＝０．３９３×d３
e×Ps

f０－Ps

其中:f０———２００００,当Ps 单位为psi;

f０———１３７．９,当Ps 单位为 MPa;

de———阀体大端内直径;

Ps———ANSIB１６．３４中５００℉(２６０℃)下对应的压力额定值.
若de≤２５４．５mm,则Fb′取内径稍大于de 的壁厚系列４０管子的截面模量;若de＞２５４．５mm,则

Fb′＝７．４９３de
２.比较Fb(公式计算结果)与Fb′,最终使用的Fb 值取两者比较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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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的加载力矩需要考虑工装自重引起的力矩M１.根据计算,初始试验载荷端部加载力矩M０＝
M＋M１＝９３８０５３Nm,同时,关闭循环和开启循环的加载力矩M２/３＝２/３M０＋ M１＝６３０９６９Nm.

１．２．３　试验步骤

(１)初始加载状态:阀门完全开启,在阀门装置上加压至初始运行压力P０＝０．６０５MPa(试验介质

为空气),保持此压力同时在阀门装置上施加初始端部加载力矩M０.保持压力P０ 和力矩M０１０min.
(２)关闭循环:将M０ 减小至M２/３,试验压力调整至阀门最大设计压力(０．５５MPa).接着用最小

驱动电压进行阀门的关闭循环并保压１０min.
(３)开启循环:在与(２)相同的试验加载力矩M２/３作用下,阀门一侧卸压,另一侧保持与(２)相同的

试验压力,开启阀门.
注:端部载荷加载力:

F＝
加载力矩M

端部载荷施加处至阀门中心线的距离L

２　试验结果

２．１　抗震性能试验结果

２．１．１　动态特性探查试验结果

被试阀门地震试验前与试验后的动态探查试验得到基阶固有频率和阻尼比见表１.可见试验前

后阀门的基阶固有频率及阻尼比无显著变化,阀门结构在地震试验中没有遭到破坏.

表１　阀门动态特性

试验参数
试验前

X Y Z

抗震试验后

X Y Z

频率/Hz ５２ ３７ ５１ ５２ ３７ ５１

阻尼比/％ １４．６２ １２．５３ １４．９７ １４．４１ １３．４８ １３．８９

２．１．２　地震试验结果

依据１．１．４节,采用多频波法完成了抗震试验,图７为阀门在SL１地震中实现的Z方向台面加速

度时程响应谱对试验RRS的包络情况.图８为风机在SL２地震中的Z 方向太台面加速度时程响应

谱对试验RRS的包络情况.

图７　SL１试验Z方向台面响应谱包络情况

　　

图８　SL２试验Z方向台面响应谱包络情况

在SL１以及SL２试验过程中,阀门各连接件无破损和松脱.地震试验后阀门结构无永久变形,
保持完整,能够正常开启和关闭,各项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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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端部加载试验结果

初始加载状态试验中,阀门全开,压力达到０．６０５MPa.然后施加端部载荷,要求的载荷力为

３９０８５６N,实际施加的载荷力为３９１０００N.当静载荷加到最大３９１０００N 时,１号应变为１９８０με
(测点应力３９６MPa),２号应变为１７９０με(测点应力３５８MPa).图９为初始加载状态试验加载过程

中应变与加载力曲线,图１０为初始加载状态试验加载过程中应变与加载力的关系图.从图１０中可

以看出,在加载过程中应变与加载力基本成正比,即阀门结构处于弹性变形范围内,没有出现塑性变

形.试验过程中对壳体进行检查,无泄漏.

图９　初始加载状态试验中应变与加载力曲线

图１０　应变与加载力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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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循环试验中,阀门压力变为０．５５MPa.将端部加载力减小至F２/３,２６２９０４N.当加载力达

到２６２９０４N时,１号应变为１３１０με(测点应力２６２MPa),２号应变为１２８０με(测点应力２５６MPa).
图１１为关闭循环试验过程中应变与加载力的关系图.加载力减小至F２/３后,保持压力不变,关闭阀

门,关闭后保压１０min.试验过程中,壳体无泄漏.

图１１　关闭循环试验中应变与加载力曲线

３　结论

通过抗震及端部加载试验研究发现,该安全壳隔离阀在规定的地震载荷以及端部加载作用下和

作用后结构能够保持完整,功能能够保持完好,具有和安全壳有同等级别的密封性,能与安全壳一起

形成第三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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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tudyonseismicqualificationand
remoteloadforisolatingvalveofcontainment

SUJieＧxi,DUJianＧyong,SUNLei,LIPengＧzhou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aminetheoperabilityandthestructuralintegrityoftheisolatingvalveof
containmentundertheseismicandremoteloadcondition,theseismicandremoteloadingtestforthe
isolatingvalvewasconductedonthe６ m×６ m seismictable．The multipleＧfrequencyseismic
qualificationtestshallbecompletedontheaxisofX,Y,Zduringtheseismictest．Theacceleration
andstrainresponsevaluesoftheisolatingvalveunderOBEandSSElevelweremeasured．The
maneuverabilityoftheisolatingvalveonseismictextandafterseismictestwasverified．Then,the
remoteloadwasexertedontheisolatingvalve,whilethevalvemaintainsitsinnerpressure．The
maneuverabilityoftheisolatingvalveunderremoteloadandselfＧweightand workingload was
verified．Theseismicandremoteloadtestshowsthattheisolatingvalveofcontainmentkeptits
structuralintegrityandoperabilityundertheseismicandremoteloadcondition．
Keywords:isolatingvalve;seismicqualification;remote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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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反应堆主管道负压腔根阀焊缝缺陷分析及处理

邵　震,程晓文,乐　宇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嘉兴３１４３００)

摘要:核电厂一回路主管道冷却剂流量负压腔根阀通过接管座以焊接的方式与主管道相连接.本文以秦山核电３０万

千瓦机组流量负压腔根阀前焊缝缺陷处理为例,从焊缝裂纹缺陷产生的初步原因分析到在线套管密封焊接修复方案

的提出、论证、实施的技术难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且通过对裂纹焊缝形貌、金相组织的观察进一步分析确认了焊

缝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据此采用技术变更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不足对设备运行造成的影响,避免焊缝裂纹缺陷的

产生以保证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此次在线套管密封焊接修复及后续技改为核电维修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修复技术

对策,对今后核电厂一回路主管道小支管座修复工作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主管道接管座;在线套管密封;焊缝裂纹;疲劳

　　　　　　　　　　　　　　　　　　　　　　　　　　　　　　　　　　　　　　　　　　　　　　　　　　
　

　
　

　 　　　　　　　　　　　　　　　　　　　　　　　　　　　　　　　　　　　　　　　　　　　　　　　　　
　

　
　

　
　

作者简介:邵震(１９６８—),男,高级技师,现主要从事核电厂核级阀门、管道等维修工作

秦山核电３０万千瓦机组运行期间出现主系统泄漏率逐步升高的趋势,秉承着核安全高于一切的

理念,在泄漏率远未达到运行技术规格书要求的情况下,果断决策机组停堆对主系统进行查漏.查漏

时发现主系统Ⅱ环路主管道冷却剂流量负压腔根阀 VF０１０２Ｇ４B(以下简称根阀B)前焊缝存在喷雾.
后续机组降至“冷停堆”状态,检查发现喷雾是由于根阀B前焊缝存在局部贯穿性裂纹导致,现场目测

裂纹约占周径的１/５,所处位置为焊缝热影响区,此时裂纹处仍存在渗水现象.基于核安全、检修质量

等因素提出了在线修复理念,根据在线修复目标以倒推的方式逐步确认在线修复实施方案并加以模

拟论证.为防止类似缺陷再现,同时对焊缝裂纹进行了根本原因分析并提出变更技改修复方案,从根

本上修复焊缝裂纹缺陷.缺陷位置现场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焊缝缺陷现场状况

１　焊缝裂纹初步原因分析

主系统Ⅱ环路主管道冷却剂流量负压腔根阀 VF０１０２Ｇ４B属于一回路主系统压力边界一次阀,运
行期间主系统温度３１５℃,压力１５．２MPa,阀门及阀后管道内介质处于静止状态[１].根阀B接管外

径为２４mm,内径为１２mm,在端口处加工为外径１８mm,内径为１２mm 的规格,以便在现场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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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支座管口进行接管.主管道支管管座的规格为外径４０mm,内径１２mm,端口处的规格为外径

１８mm,内径１２mm.从连接结构上看,主管道支管管座与根阀B接管均修改了原尺寸规格,此处为

缩颈且焊缝为核一级焊缝.

１．１　应力

从现场连接情况可看出,失效开裂的焊缝是主管道接管座与根阀B接管的对接焊缝,支管以偏离

垂直角度１５°斜插在主管道上.根阀B自重１７kg且阀门本身及阀后无任何支撑,使根阀B前接管处

承受较大的拉应力.根阀B与管座因对接焊均进行了尺寸规格的调整,调整后的接管壁厚最为薄弱,
阀门自重产生的拉应力对此处的破坏力均高于其他位置.经过长时间运行,在拉应力的作用下焊缝

上缘容易出现裂纹缺陷.

１．２　振动

根阀B所处主管道位置为主系统Ⅱ环路过渡段,在机组正常运行工况下,主泵的高频振动通过主

管道传输至该管座处,导致根阀B按照某频度随主泵振动而振动.由于根阀B无支撑,阀门振动振幅

相对较大,使焊缝处承受高频循环载荷.经过长时间运行,焊缝因疲劳而产生裂纹.另外一回路主管

道内反应堆冷却剂的高速流动同样会对管道造成振动,此振源同样是焊缝因疲劳而产生裂纹的促成

因子.

２　在线修复方案

２．１　方案背景

根阀B前焊缝所处位置为核反应堆厂房２０３房间一回路主管道最低水位处,因此该裂纹缺陷可

分两项方案处理:①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开盖卸料,隔离该裂纹焊缝焊接修复;②保持机组“冷停堆”状
态在线修复封堵.方案１的开展,优点是裂纹缺陷得以彻底处理,但随之付出的是巨大的效益代价,
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开盖卸料装料,全程需工期约１５d.方案２的开展,优点是工期短保障核电厂效

益,为一回路主管道相关检修工作开拓了新的技术方向,但后续仍需从根本上修复.基于核电厂核安

全理念的前提下,方案２的开展可以实现效益、技术拓展最优化.

２．２　方案分析

在线修复工作必须达到两项目标,首先是完成泄漏点的封堵,其次是能够满足系统运行工况要

求,在线修复位置不得再次出现类似泄漏.要满足以上两项目标,传统的带压密封手段无法满足技术

要求,只能通过焊接的方式实现.为此设计加厚 HALF夹具,既可实现在线修复,同样可以保证应力

及高频振动带来的强度影响.然而,在“冷停堆”状态下,泄漏点仍存在渗水现象,这给焊接技术实施

造成质的影响,在线修复工作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渗水点的焊前密封.因此使用密封材料完成焊前

密封后依靠 HALF夹具对泄漏点进行全包裹,在此状态下实施满焊,在线修复工作即可完成.但是,
满焊过程中势必造成 HALF夹具内腔产生巨大热量,在此高温下渗水点的焊前密封质量如何保证.
为此需要建立一次屏蔽设计焊前密封夹套,使 HALF夹具成为二次密封,夹套的功能是保证 HALF
夹具满焊过程中密封材料不受高温影响而失去密封效果,而夹套本身并不承担密封作用[２].另外夹

套焊接速率及单次焊接长度均受到严格的操作控制,以免温度过高而导致密封材料失效.夹套与

HALF夹具安装简易图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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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夹套与 HALF夹具安装

２．３　方案论证

根据方案分析,夹套安装前需使用密封材料进行一次屏蔽封堵.由于裂纹位置为焊缝热影响区,
该处因焊接出现中间凸起两边凹陷,最为理想的密封材料的特点是质地柔软且耐高温,同样夹套也需

根据安装需求特别设计.根据密封及焊接需求,选用速粘密封胶带、带压密封胶、生料带、石墨环作为

密封材料进行模拟论证.
使用不同密封材料夹套也存在针对性设计.在速粘密封胶带、带压密封胶、生料带的模拟论证

前,由于上述材料质地柔软的特性,夹套在安装加紧过程中,密封材料会出现压缩状态.裂纹位置中

间焊缝凸起、两边接管端凹陷,当夹套夹紧时主要受力点在中间焊缝凸起位置,原本密封薄弱的地方

受力反而较大,容易引起主要密封层减薄向两边塌陷而出现密封失效的情况.为此夹套内壁设计了

V型槽结构如图３所示,以便夹套夹紧过程中密封材料向 V型槽挤压,防止夹套夹紧后而产生密封失

效的情况.

图３　夹套初始设计图

然而在模拟论证过程中发现,V型槽结构由于对接焊位置偏薄,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快速传递

至夹套内,导致密封材料无法承受高温而失效.为此重新设计夹套,新型夹套结构如图４所示.夹套

对接边缘设计了微型坡口,便于焊接过程中焊丝与夹套之间更好的融化接触.另外在夹套端口设计

了凸台,防止密封材料向两边扩散而引发密封失效的情况.新型设计同样适用于石墨环密封,
为防止石墨环因夹套夹紧出现松散,石墨环根据夹套及裂纹焊缝尺寸特别定制,避免夹套夹紧力

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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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夹套优化设计图

在线修复方案模拟论证过程中发现,夹套手动安装存在弊端:手工夹紧力控制不足,用力过大对

接焊位置容易偏移,用力不足则对接焊位置未有效结合.为此另设计专用工器具,如图５所示,该专

用工器具的设计有效地完成了夹套的安装工作.

图５　夹套夹紧专用工具

经过模拟论证,备选的密封材料以石墨环为最佳.确认密封材料,根据现场接管焊缝材质使用核

一级棒料,加工制作预先设计完成的 HALF夹具、夹套.

２．４　方案实施

经过严谨的方案编制及模拟论证,在线修复工作依次按照对开式石墨环安装、夹套安装、专用夹

紧工具安装、夹套满焊、专用夹紧工具拆除、HALF夹具安装及满焊的顺序顺利开展.主系统Ⅱ环路

主管道冷却剂流量负压腔根阀 VF０１０２Ｇ４B前焊缝裂纹缺陷在线修复工作顺利完成,总耗时约５天.

３　焊缝裂纹根本原因分析

根阀B前焊缝裂纹的产生对公司的效益及核安全造成较大影响,为避免类似缺陷的再次发生,在
后续大修期间对该裂纹进行了宏观检查及金相组织观察,进一步分析确认裂纹产生的根本原因.

３．１　裂纹表征

在对 VF０１０２Ｇ４B裂纹进行宏观观察发现裂纹长度２３．６mm,约占周长的３９．５％,如图６所示.
肉眼观察根阀B前接管表面,发现裂纹时从焊缝靠近热影响区的某个位置范围内向两端延伸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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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外观上看,焊缝和母材部分无明显变形痕迹,且焊缝上除了已产生的裂纹外,没有发现其他明

显缺陷.

图６　裂纹局部图

对切开的裂纹样品进行了宏观检查,宏观形貌上能够看到,断裂面由内壁向外壁发射的射线状,
依次可以初步确定裂纹产生于管内壁,由内向外扩散.另外接管内表面的裂纹长度(占周长的比例)
大于外表面,如图７所示,可以说明裂纹是有内壁向外延伸扩展.

图７　裂纹焊缝宏观形貌

利用扫描电镜对裂纹焊缝的边缘区域进行了形貌观察,由裂纹部分全貌可以看到断口上有很多

不同方向的典型的疲劳辉纹特征.材料韧性断裂的特征是伴有明显的塑性变形,拉伸试样有颈缩现

象[３].而样品断口形貌中没有明显的韧窝[４],如图８所示,由此确认该断裂为典型的疲劳裂纹.

图８　裂纹高倍数宏观形貌

图８中的绿星部分放大纸２０００被观察可以看出辉纹间距约为１~２mm,有辉纹间距判断该疲劳

裂纹为高周疲劳裂纹.启裂位置并非单一,再多出还存在二次裂纹.端口表面存在较多颗粒状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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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为裂纹产生后,管道内水或者蒸汽通过裂纹慢慢腐蚀材料所产生的腐蚀产物.

３．２　金相组织

该接管焊缝的焊接形式为对接焊,在焊缝内壁势必会出现界面突变情况.当结构受力时,在这些

区域就会出现应力局部增大的现象,这种现象就叫做“应力集中”[５].而裂纹焊缝位置基础与弱酸环

境下同时承受高频振动,与惰性环境中承受交变载荷的情况相比,交变载荷与侵蚀性环境的联合作用

往往会显著降低构件疲劳性能,这种疲劳损伤现象称为腐蚀疲劳[６].
裂纹产生后,由于伴随有管内弱酸介质作用,推测在扩展阶段逐步演化为腐蚀疲劳裂纹,对裂纹

的横截面进行金相观察后(见图９),可以看出裂纹呈折线状,裂纹之间存在相互交叉、连接、分叉等特

征,说明腐蚀疲劳存在,同时可发现裂纹多为穿晶,也有少量沿晶,这与３１６不锈钢的腐蚀疲劳裂纹多

为穿晶的理论相符.

图９　裂纹横截面的金相组织照片

３．３　根因分析结论

通过对裂纹焊缝形貌观察、金相组织观察,结合根阀B前接管的投运环境和受力情况,分析得出

以下结论:
(１)导致裂纹产生的贡献因素主要包括:弱酸介质、主泵及主管道介质流动引起的振动、接管后阀

门较重且无合理支撑等.
(２)裂纹萌生于接管内壁,并向外扩展延伸,在管内壁范围内可观察到多个裂纹源.
(３)根阀B前接管的裂纹为高周疲劳裂纹,裂纹产生后,由于伴随有管内弱酸水介质作用,在裂纹

的扩展阶段逐步演化为腐蚀疲劳裂纹.

４　变更技改修复

为了防止或降低设备零部件的疲劳破坏,应合理设计结构防止应力集中.[７]根据焊缝裂纹根本原

因分析,通过设计将原１７kg根阀变更为约３．４kg的高温高压截止阀,并在阀门所处位置及后续支管

增加吊架,以此减小根阀B前接管处的应力及高频振动带来的不良影响.该处管道核安全等级为核

一级,焊缝的焊接工艺要求非常严格,为此设计专用坡口机,在切割旧管线的同时将管道坡口角度加

工完成以便后续焊接工作的开展.变更技改修复前后对比图见图１０.

图１０　纠正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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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从主系统泄漏率逐步升高至查漏确认焊缝裂纹缺陷及后续在线修复处理等一系列决策与修复工

作开展,既体现了秦山核电核安全文化理念为公司争取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为核电领域开拓了一

个新的修复技术理念,对今后核电厂一回路相关工作提供了重大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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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treatmentofwelddefectsinnegative
pressurecavityvalveofmainpipelineinnuclearreactor

SHAOZhen,CHENGXiaoＧwen,LEYu
(CNNCNuclearPowerOperationsManagementCo．,Ltd．,Jiaxing,ZhejiangProv．３１４３００,China)

Abstract:Negativepressurecavityvalveforcoolantflowrateintheprimaryloop’smainpipelineof
nuclearpowerplantconnectswithmainpipelinebythewayofwelding．Inthispaper,thetreatment
ofwelddefectbeforeanegativepressurecavityvalvefor３００thousandunitinQinshannuclearpower
planthasbeentakenasexample,comprehensivedescriptionhasbeenmadefromthepreliminary
analysisofthecausesofweldcrackdefectstotheproposeanddemonstrationofonlinecasingsealing
weldingrepairscheme,aswellastechnicaldifficultiesinitsimplementation．Basedonfurther
analysisofthemorphologyandmicrostructureoftheweld,theprimarycauseoftheweldcrackis
confirmed．Onthisbasis,technologicalchange meanshavebeentakentosolvetheeffecton
equipmentoperationcausedbyinsufficientstructure,andtoavoidtheoccurrenceofweldcrack
defects,ensurethesafeandstableoperationoftheunit．Theonlinecasingsealing welding
repairschemeandsubsequenttechnologicaltransformationadoptedhavedevelopedanewrepair
technologyfornuclearpowermaintenancefield,whichprovidedreferenceforfuturerepairofmain
pipelinestubtubeintheprimaryloopofnuclearpowerplant．
Keywords:stubtubeofmainpipeline;onlinecasingseal;weldcrack;fati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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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架刚体滑移的时程分析方法

徐小刚,施　勣,余顺利,贾延杰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８４０)

摘要:自由放置在水池中的乏燃料贮存格架,受地震载荷作用时,格架应力分析是基于格架无刚体运动的假设进行的.

在保证结构完整性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分析格架的刚体运动,以确保格架不发生滑移碰撞等.本文采用非线性时程

分析方法,通过对格架刚体运动的理论分析,阐述一种格架滑移时程分析方法,更加真实地反映乏燃料贮存格架的滑

移运动.

关键词:乏燃料格架;滑移;抗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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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贮存格架是相对独立地布置于乏燃料水池中的一种燃料组件贮存装置,用于贮存加载到

反应堆堆芯之前的新燃料组件和从反应堆堆芯卸载之后的乏燃料组件.乏燃料贮存格架自由放置于

乏燃料水池底部时,格架支腿与池底之间往往没有固定约束,仅依靠格架与池底之间的摩擦来协调格

架的水平运动.
在地震载荷作用下,乏燃料贮存格架要满足结构完整性要求[１Ｇ２].对自由放置的格架进行抗震分

析时,格架应力分析是基于格架无刚体运动的假设进行的.在保证结构完整性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

分析格架的刚体运动,以确保格架不发生滑移碰撞等.格架滑移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非线性的刚体

运动,不能采用常规的谱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为了更加简便的进行乏燃料贮存格架的刚体运动分析,
文献[２]中阐述了一种适用于工程计算的简化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工程上得到了大量的应用上,然
而其分析方法较为简单,可能与结构的实际运动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采用非线性时程分析方法,通
过对格架刚体运动的理论分析,阐述一种格架滑移时程分析方法,更加真实地反映乏燃料贮存格架的

滑移运动.

１　工程分析

在乏燃料水池中,格架为各自独立结构,对单个格架进行强度分析的前提是在地震载荷作用下格

架不发生相互碰撞.

１．１　工程分析的基本思路

格架的分析在多个核电厂上均有工程应用,其主要计算原理是:
(１)假定格架是刚性的;
(２)０．１g楼层水平方向零周期加速度对应的最大水平位移[３]为０．０９１４m;
(３)楼层最大位移与零周期加速度呈线性关系;
(４)格架滑动与摩擦系数成反比.
基于上述分析,计算实际工程中不发生撞击时需要的最小摩擦系数.同样的,也可以计算确定摩

擦系数下结构的最大位移.

１．２　工程分析方法的不足

工程分析中,格架的位移仅与地震谱中的零周期加速度相关,而与其他频率对应的加速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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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３]中给出的０．１g楼层水平方向零周期加速度对应的最大水平位移通常具有很大的保守性;摩
擦系数对位移的影响为线性关系的假定可能会给计算带来一定的误差.

２　滑移的时程分析

２．１　基本思路

计算中,需要将格架简化为水平质量m１,竖直质量m２ 的质点;根据楼层谱获得加速度时程曲线.
根据结构质量、摩擦系数和受力分析刚体运动.时程分析使用的迭代算法中,首先从计算受力开

始,然后计算加速度,然后计算速度,最后得到位移.

２．２　刚体运动分析

结构受力分析包括地震力和摩擦力,其中地震力的方向是确定的,而摩擦力的方向需要根据结构

的运动情况进行判断.
摩擦力的方向始终与运动方向相反,当结构静止的时候摩擦力的方向与地震力方向相反.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时间步中摩擦力的方向可能发生变化,摩擦力可能导致结构由运动到静止,但
不应该发生反向,静摩擦和动摩擦系数可能存在不同.

２．３　运动分析程序

根据上述分析,采用 ANSYS软件,基于其内置的 APDL语言编制了时程分析的计算程序,能够

简便的进行格架刚体运动分析.

３　计算结果与对比

３．１　某核电厂格架滑移的时程分析

根据某格架所在水池的楼层谱,获得其水平方向的加速度时程曲线见图１.其中,楼层谱的零周

期加速度为０．４５g.

图１　加速度时程曲线

３．２　格架位移程序的初步验证

首先假定格架与池底之间无摩擦,计算得到的格架运动位移随时间变化的关系见图２.

图２　格架运动时程

８５



当格架与池底之间无摩擦时,该运动曲线与加速度曲线积分后得到的位移曲线进行了对比,两者

完全一致,表明无摩擦时程序的计算结果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目前工程上常用的分析方法,０．１g的零周期加速度对应的位移是９１．４mm,该水池对应的

位移计算值为:０．４５/０．１×９１．４＝４１１mm.
无摩擦时,本文计算得到的格架最大位移６９．５mm,远小于根据文献[３]给出的格架位移,表明以

往工程分析的方法可能具有较大的保守性.

３．３　不同摩擦系数对结果的影响

考虑格架水平质量与竖向质量相同的情形,改变摩擦系数,得到格架最大位移与摩擦系数的关系

见表１.

表１　格架位移与摩擦系数的关系

摩擦系数 ０ ０．１５ ０．２２５ ０．３ ０．３７５ ０．４５

最大位移/mm ６９．５ ２７．０ ２２．９ １８．６ ９．２ 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１)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加,格架位移基本呈减小趋势;
(２)格架最大位移与摩擦系数之间并非完全呈线性关系;
(３)格架刚好不发生位移是对应的摩擦系数为０．４５,刚好摩擦力与时程加速度力最大值一致.

３．４　程序计算结果与工程分析的比对

采用以往工程分析方法,某格架在遭受其所在楼层的SSE地震时,不会因发生滑移而相互碰撞,
程序计算结果与工程分析方法的基本结论一致.本文编制计算程序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更加

准确的记录格架在地震载荷作用下的运动过程.

４　结论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编制了计算格架刚体滑移的应用程序,计算中充分考虑了结构与水池

之间的摩擦,并考虑了浸没水中格架的水平质量与竖直质量的差异.本程序能够简便的计算格架在

地震载荷作用下的滑动过程,并将计算结果与工程分析方法进行了初步比较,主要结论如下:
(１)无摩擦时,程序计算的格架位移远小于以往工程分析中给出的楼层位移值,表明工程方法可

能有较大的保守性;
(２)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加,格架的运动位移基本呈减小趋势,但并非完全呈线性关系;
(３)程序计算结果与工程分析方法的基本结论一致,程序分析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的记录格架在

地震载荷作用下的运动过程;
(４)后续工作中,将对该程序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以确保用于核电厂中格架的抗震设计时有更好

的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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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pentfuelracksarrangedinthespentfuelpoolfreedomanditcanslideunderthe
seismic．Therackisanalyzedtoensureitsintegritybystrengthanalysis．Itiscalculatedtoe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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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eoryanalysisisusedtointroduceanonlinearitytimehistoryanalysismethodforrigid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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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热瞬态下核安全设备热应力分析

贾延杰,余顺利,彭星铭,龙　波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８４０)

摘要:核安全设备尤其是一级设备在整个服役期间要承受异常复杂多变的瞬态工况,这是导致设备发生疲劳破坏的主

要原因,因此对设备进行详细的瞬态热应力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以某再生热交换器的尾部筒体部分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其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Y对其进行了瞬态热分析和热应力计算.计算结果显示了

设备在整个瞬态工况下的热应力变化情况,并确定出最大热应力发生的位置在大开孔的根部区域,为设备的设计制造

提供指导,并为进一步的疲劳评定提供依据.

关键词:核安全级设备;热瞬态;热应力分析;有限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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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设备不同于一般的化工设备,为了满足极其苛刻的安全要求,很多核电设备尤其是核岛内的核

一级设备在使用中往往受到很多专设系统的影响,导致其在整个服役期间要承受非常复杂多变的瞬态尤

其是热瞬态变化.由于热瞬态工况引起的交变热应力是核安全一级设备发生疲劳破坏的重要原因[１Ｇ５],
因此对设备进行详细的瞬态热应力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对设备进行进一步疲劳评定的基础[６Ｇ７].

本文以某再生热交换器的尾部筒体部分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其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利用有限元分

析软件 ANSYSY对其进行了详细地瞬态热分析和热应力计算.利用该算例研究了复杂热瞬态下核

安全设备热应力分析的基本步骤和难点,并分析了瞬态工况下设备的温度分布和热应力变化的情况,
确定瞬态工况下最大热应力发生的位置,为设备的设计提供指导,为进一步的疲劳评定提供依据.

１　温度瞬态的包络

图１　温度瞬态示意图

一个典型的温度瞬态如图１所示,疲劳分析主要关注的是点２到点５期间流体温度瞬态引起的

设备结构应力的变化,但是由于设备的温度响应往往会滞后于设备中流体的温度变化,因此需要在点

２之前和点５之后设置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以保证设备结构在初态和末态均处于温度上的稳定状

态,进而准确得到的各温度条件下的热应力.在实际的计算模拟中,使设备结构的受热达到稳定状态

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是很长的,通常远远大于疲劳所关注的温度瞬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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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设备的热分析计算时间较长,而核安全级设备在整个寿命期间又承受复杂多变的瞬态,为了

合理减少计算时间并提高评定效率,需要在满足安全裕量的前提下对设计温度瞬态进行包络处理.
瞬态包络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所需要考虑的瞬态数量进而减少瞬态分析的计算时间,但过多的包

络又会造成设备热应力过于保守.总的来说,瞬态包络采用以下几个原则:
(１)尽量选取曲线差别较小的瞬态进行合并;
(２)包络后的瞬态要囊括被包络曲线中所有温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由于热应力主要是由温度梯

度产生的,要保证包络后相应段曲线的温度变化率不小于之前;
(３)包络后温度瞬态的总循环次数为所有被包络曲线的循环次数之和;
(４)包络后的瞬态之间尽可能首尾相接,必要时可以增加过渡瞬态,以便进行连续的热瞬态分析,

但在疲劳分析中要去掉过渡瞬态产生的应力.
(５)非典型的温度瞬态一般置于曲线末端,便于进行特别处理.
如果某设备经历如图２中的四个温度瞬态,根据上述原则,对瞬态图２(a)(b)进行包络合并,为保

证包络后的曲线涵盖温度的最大和最小值,因此选取最高温度为２２６℃最低温度为２００℃;为保证温

度变化率较大,最大温差的变化所需的时间选取３０s;包络后的总循环次数为二者之和;图２(a)(b)包
络后的瞬态和瞬态图２(c)可以直接相连,非典型的温度瞬态图２(d)通过一个过渡瞬态连接于最后,
包络处理后的最终结果如瞬态图２(e)所示.

图２　瞬态包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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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某再生热交换器瞬态热应力分析

２．１　计算模型

该再生热交换器为 U型管式容器,如图３(a)所示,设计压力为２１．４MPa,设计温度为３１５．５℃,
由于完整的瞬态热应力分析过程复杂数据量大,这里只关注尾部筒体部分的分析,该部位所采用的材

料编号为SAＧ１８２F３０４,材料的力学和物理特性参数取自 ASME规范第Ⅱ卷 D篇.本算例利用商用

有限元软件 ANSYS对设备进行瞬态热应力分析,根据设备的对称性,选取尾部筒体的四分之一建立

实体有限元计算模型,如图３(b)所示.

图３
(a)再生热交换器模型图;(b)尾部筒体计算模型

２．２　设计瞬态及包络

该设备的主要功能是使反应堆冷却剂进入下泄热交换器之前在壳程内被冷却,同时在返回反应

堆冷却系统之前在管程中被预热.由于设备连接多个专设系统,因此在整个服役期间承受非常复杂

的温度瞬态和压力瞬态变化,这些设计瞬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类情况:Ⅰ类,由反应堆冷却系统的运

行引起的设备自身瞬态变化;Ⅱ类,设备上级系统运行引起的自身瞬态变化;Ⅲ类,上级系统中补给子

系统的启动引起的自身瞬态变化.由于这三类设计瞬态的作用,在对设备进行疲劳评定中需要考虑

的瞬态数量有７０多个,如果对每个瞬态不加处理的采用,将耗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储存资源,因此需

要对设计瞬态进行包络处理.
对所有温度瞬态依据第２节介绍的方法和原则进行包络后,瞬态的数量大量减少,但除去过渡瞬

态后仍然含有２０个有效瞬态,整个瞬态过程的总时间步仍长达６万多步.可见,复杂瞬态下核安全

设备的热分析和热应力分析是一项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储存资源的工作.

２．３　分析过程

利用 ANSYS有限元软件进行瞬态热应力分析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热分析,即利用瞬态工况计算得到各时刻下设备的温度分布.在该分析中,单元类型采

用温度分析单元SOLID７０,对称面上施加对称边界条件,开孔端部设置自由边界,设备内壁施加对流

换热系数和瞬态温度值,外壁假定处于绝热状态,如图４(a)所示.
第二步是热应力分析.在温度瞬态分析的基础上,将模型各节点的温度作为输入条件加载到模

型上,计算各时刻温度场作用下设备的瞬态热应力分布.在该分析中,需要将温度分析单元改为结构

分析单元SOLID４５,对称面上施加对称边界条件,对于同时还需要承受内压的设备需要在设备内壁施

加内压,开孔端部施加由内压引起的等效压力pe＝πp×d２
n/８,其中,p为筒体内压;dn 为筒体内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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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b)所示.

图４
(a)热分析边界条件;(b)结构分析边界条件

２．４　分析结果

对设备的瞬态热应力分析需要考虑多个危险区域的应力情况,这里我们选取如图５所示的典型

路径下的应力情况:

图５　典型分析路径

(１)图６(a)清楚地显示了路径P１内外壁在某瞬态工况下温度的变化情况,由于温度是从内壁开

始变化的,所以外壁的温度变化要滞后于内壁.从升温阶段曲线可以看出,该模型内外壁温度达到稳

态大约经过２０００s.
(２)图６(b)显示了某时刻下模型整体的温度分布情况,可以直观的了解模型温度变化剧烈的

位置.

图６
(a)某瞬态工况下内外壁温度变化情况;(b)某时刻温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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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图７(a)清楚地显示了同一温度瞬态下路径P１内外壁热应力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方便地

找出整个温度瞬态工况中,该位置热应力的最大和最小值,以及最值发生的时刻,对评定设备的失效

以及改善瞬态工况条件提供依据.
(４)从图７(a)中还可以看出,温度的突然变化会造成局部的热应力增加,热应力的增加量跟温差

和温度梯度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５)图７(b)显示了某时刻下模型整体的热应力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直观显示出该时刻下最大及

最小热应力发生的位置,方便地为设备的改进提供指导.

图７
(a)某瞬态工况下内外壁应力变化情况;(b)某时刻热应力分布情况

３　结论

复杂热瞬态下核安全设备的热应力分析是一项非常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储存资源的工作,本文以

某再生热交换器的尾部筒体部分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其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对其进行了详细地瞬态热分析和热应力计算.分析结果可以清晰的展现出:
(１)某时刻下设备各部分的温度分布以及危险部位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２)根据温度分布进而可以得到某时刻下设备各部位的应力分布情况,有利于发现设备容易发生

失效和疲劳破坏的位置;
(３)对于危险区域能够显示出热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进而确定出该区域在整个瞬态工况下的

最大和最小应力值,对设备的改进及后续的疲劳评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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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entthermalstressanalysisofnuclearequipment
bearingcomplexthermaltrans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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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uclearequipmentespecialclass１equipmentusuallybearcomplexthermaltransients
duringthewholeruntime,whichusedtoleadtoitsfatiguefailure．Inthispaper,threedimensional
modelofaregenerativeheatexchangerisbuilttocarryoutadetailedtransientthermalstress
analysis,takingadvantageofANSYSYsoftware．Thenumericalresultsshowthevariationof
thermalstresseswithtransientandthelocationofmaximumthermalstress,whichprovidesbasic
dataforfatigueassessmentandguidancefordesignandmanufactureofnuclear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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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安全壳结构模型简化方法及楼板谱对比分析研究

周国良１,潘　蓉１,唐　晖１,杨　宇１,宋　薇２

(１．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０;２．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核岛是复杂耦联的空间结构体系,开展楼板谱分析时,为考虑子结构动力特征影响和计算效率,需将必要的子结

构进行简化.为评估常用的空间集中质量Ｇ杆系模型与三维模型的动力特征的差异及其对楼板谱的影响,本文基于结

构力学及材料力学基本原理,推导了空间三维模型向空间杆系模型的简化方和基于有限元程序的操作步骤.以某核

电厂安全壳为例,建立了三维精细化壳元模型和杆系简化模型,开展了模态分析时程分析,对比了差异性和符合程度;

编制了反应谱批处理计算程序,对比了两种模型不同阻尼比的楼板谱.结果表明:空间杆系简化模型显著缩减了自由

度数目,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空间杆系模型忽略了结构的局部振型特征,保留了结构整体的动力特征,参与质量大的

振型的频率符合良好;简化模型水平向反应谱值在高频段偏小,在低频频段与三维模型一致;在中间频段,在小阻尼比

时,简化模型反应谱值偏大,而在较大的阻尼比时,反应谱值偏小;空间杆系模型得到反应谱一般而言平滑;此外,对于

大跨度的楼板,简化模型与三维模型的反应谱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竖向的反应谱.

关键词:简化方法;安全壳;模态分析;楼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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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核岛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结构体系,主要由厂房结构系统、设备系统、仪表管线系

统等构成,集成安装在核岛厂房的不同位置,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耦联系统.在开展楼板谱分析

时,为简化计算同时考虑到子结构动力特征对整体结构的影响和输出楼板谱的需要,需要将必要

的子结构或设备简化成集中质量Ｇ杆系模型.通过对核岛结构开展地震反应分析,得到关键设备或子

系统所需的楼板谱是核电厂抗震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往传统做法是,对三维核岛结构行简化,构
建空间集中质量Ｇ杆系模型,从而通过开展地震反应时程分析,得到所需楼层的加速度反应谱,进而按

照规范进行拓宽,得到最终的楼板谱[１Ｇ２].这种做法的主要优点是,一方面化繁为简,大大缩减了结构

的自由度数目,提高计算效率,满足了当时计算技术的限制;同时,通过缩减自由锻的数目,可以方便

地输出整个楼层的“代表”谱值,即通过单个节点的结果代表同一楼层内不同测点的包络结果,大大减

少了工作量.然而,集中质量Ｇ杆系模型,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是集中质量Ｇ杆系模型自由度数目大大减

少,有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实际结构的相对准确的动力特征,导致计算楼板谱时与实际情况不符,使得

反应谱的形状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从而影响设备或子系统的抗震设计输入的合理性;同时采用单点谱

值代表整个楼层的反应谱值方法的合理性和及其反应谱的差异性,有必要开展评估分析.
对于核电厂核岛结构楼板谱分析中,对于某些非解耦子系统,简化成杆系模型,集成到主结构中,

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简化只要能够合理地保留基本的刚度特征、质量特征和阻尼特征,就可以认为简

化模型具有与三维精细化模型类似的主要的动力特征,从原理上,得到的楼板谱也是基本是一致的.
这种简化可以大大简化计算模型,提高计算效率.本文以某钢质安全壳及其主要附属结构系统为研

究对象,开展空间集中质量Ｇ杆系模型简化技术研究,并与三维模型开展动力特征对比分析;计算楼板

谱并研究其特征,评价差异性,为此类问题的审评提供必要的技术积淀和技术支持.

１　梁单元截面参数与模型简化方法

对于梁单元截面参数主要有面积A,剪切面积Asx,Asy,惯性矩Ix,Iy,扭转常数K[３Ｇ４].
根据材料力学有关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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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y２dA

Iy ＝∫x２dA

Asx ＝A/fsx;Asy ＝A/fsy;其中,fsx ＝ A
I２

x∫A

S２

b２dA,fsy ＝ A
I２

y∫A

S２

b２dA

K ＝Tl/Gθ
三维模型向杆系模型简化的基本假定是杆系模型是均匀截面的,质量分布和截面刚度特征沿杆

轴向是均匀的,不考虑三维实体模型的局部变化和质量、刚度的非均匀性分布.根据结构力学和材料

力学的基本原则,可以采用如下的基本步骤.

１．１　步骤１　确定上下两个截面平面质心

由图１可见,根据材料力学中面积矩的基本原理,可以求出界面的形心;考虑到结构截面内材料

密度可能存在不同,因此可以将密度也作为一个权重因子,进而求出结构截面的质心.

dxm ＝ (∑
n

i＝１Aiρixi)/(∑
n

i＝１Aiρi)

dym ＝ (∑
n

i＝１
Aiρixi)/(∑

n

i＝１
Aiρi)

其中,Ai,ρi,xi,yi 分别为第i片墙体或构建的截面面积、面密度、形心坐标.

图１　结构平面示意

一般而言取两个截面的平面质心宜重合;如不重合,相差较小时建议取平均;若相差较大,可分别

采用.但对于结构非常复杂的三维设备,也有可能存在子结构段上下截面完全不一致的情况,尽管比

较少见.对于这种情形,可以对该段子结构计算三维质心,根据材料力学及结构力学的基本原理,质
心可采用的计算公式如下:

dxt ＝ (∑
n

i＝１
ACiρmidxmi)/(∑

n

i＝１
ACiρmi)

dyt ＝ (∑
n

i＝１
ACiρmidymi)/(∑

n

i＝１
ACiρmi)

dzt ＝ (∑
n

i＝１
ACiρmidzmi)/(∑

n

i＝１
ACiρmi)

此时,将该三维子结构进一步沿着Z轴分成n 个子层,假设每个子层的厚度一致;计算子层的上

下截面质心.AC为该子层的面积,ρmi为该子层的等效面密度.如果每个子层的质量是已知的或者通

过三维有限元模型可以提取,则也可以直接计算该段的总质量,替换上式中的分母项.

１．２　步骤２

根据三维模型计算该分段单元的质量M,确定杆系单元的上下节点的集中质量为M/２．

１．３　步骤３　计算抗侧刚度

根据两个质心位置,设置刚性点,完全约束,根据支座位移计算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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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侧向刚度:

Kx＝Fx/dx

Ky＝Fy/dy

Kz＝Fz/dz

分别为X,Y,Z三个方向的抗侧刚度.
上述计算过程中实际上是基于三维模型的子段模型开展的,首先将截面质心设置一个耦合点,然

后施加固定端约束;然后分别施加三个方向的单位强迫支座位移,根据固定点的反力,计算三个方向

的抗侧刚度.

１．４　步骤４　计算截面抗扭刚度

施加面内单位转角θ,根据扭矩T 和子段长度L,计算截面抗扭刚度:

Glt＝Tl/θ

１．５　步骤５　计算截面的平面刚心

dxk＝Mz/Fy

dyk＝Mz/Fx

根据步骤３得到的反力Fx 和Fy和截面扭矩Mz,计算截面等效刚心dxk,dyk.应该注意的是,此
时应该注意扭矩和反力的方向,用来判别dxk,dyk 的符号.

１．６　步骤６　计算截面的等效剪切面积

假设单位位移为δ,杆件底端转角θ,杆件长度为L,剪力F,则:

Asx＝FL/G(δ－Lθ)
说明,按照上述方法可以实现空间梁单元所需的基本刚度参数和质量参数以及质心和刚心坐标,

就可以在通用有限元程序中建立杆件单元模型.在有限元程序中,调整梁单元的截面惯性矩、转动惯

量、剪切面积等参数,通过固定端施加与三维模型相同的力,使梁单元与三维模型具有相同的变形(主
要是调整界面惯性矩、扭转惯量和剪切面积),从而实现梁截面刚度的调整.

除了上述的方法之外,也可以用下述的方法:将三维模型切开截面,统计子分段的质量和截面转

动惯量.将一段截面固定,另一端截面施加符合刚性假定的无质量约束板,在质心施加单位力,根据

节点位移、底端转角、剪切力,计算等效剪切面积;在质心施加单位弯矩,根据刚性板的转角和子结构

段的高度,计算等效截面惯性矩;施加单位扭矩,根据扭转角计算扭转惯量.然后将上述的截面刚度

参数分配给梁单元,然后根据刚心的位置建立杆系模型.两种操作在力学的本质上是等效的.

２　安全壳模型及地震动输入参数

某安全壳由上下封头、筒身、加劲肋、吊车梁、设备闸门、人员闸门、贯穿件及附加装置等多种构造

组成(如图２至图４所示).

图２　三维壳元模型图

　　

图３　简化模型(含吊车梁)

　

图４　简化模型(无吊车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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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基于RG１．６０的改进谱,主要是在１５~３３Hz高频部分了美国东部地区最新强震动记录的

有关研究成果,地震动在三方向PGA均取０．３g.水平向设计反应谱,是以 RG１．６０谱为基础并研究

高频区域的放大影响而进行一些评定确定出来的(如图５所示).

图５　水平向、竖向加速度反应谱

加速度反应谱放大系数谱形曲线,拟合三条地震动时程,三方向彼此正交,统计独立.拟合精度

满足有关要求(误差小于１０％),并满足功率谱的要求.地震动时程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三向加速度

３　有限元模型

３．１　三维模型

基于建立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开展模态分析,三方向前５０阶模态的频率,振型参与系数,有效质量和

质量参与系数分别如表１,模态如图７所示.结果显示,安全壳的第一阶振型参与质量较大的整体频率

为６．４７６Hz,在X,Y,Z三个方向上的质量参与系数分别为０．７０８６,１．４０×１０－６和６．４１×１０－４.

表１　前５０阶模态计算结果

模态序号 x周期/s X 向质量参与系数 周期/a y质量参与系数

１ ０．２０６５９ ３．９５EＧ０３ ０．２０６５９ ５．６２EＧ０４
２ ０．１８４０７１ １．６７EＧ０３ ０．１８４０７１ ８．０１EＧ０５
３ ０．１５８７６５ ６．２１EＧ０５ ０．１５８７６５ １．９０EＧ０１
４ ０．１５４４２ ０．７０８６１７ ０．１５４４２ ６．４１EＧ０４
５ ０．１５２５９１ １．４１EＧ０４ ０．１５２５９１ ４．７３EＧ０１
６ ０．１４９８８６ ４．１８EＧ０３ ０．１４９８８６ ５．０９EＧ０２
７ ０．１４４３３３ ６．９９EＧ０４ ０．１４４３３３ ５．３７EＧ０３
８ ０．１４３８０２ ３．９９EＧ０３ ０．１４３８０２ １．１２EＧ０３
１９ ０．１２７０７３ ２．６６EＧ０４ ０．１２７０７３ １．６０EＧ０４
２０ ０．１２６９４９ ３．８８EＧ０５ ０．１２６９４９ １．４９EＧ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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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安全壳代表阶模态

表２所示为基于该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前３２００阶模态在X,Y,Z 三个方向上的总有

效质量和总质量参与系数,由于三个方向的总质量参与系数均大于９０％.

表２　前３２００阶模态总质量参与系数

方向 总质量参与系数/％
X 方向 ０．９６６０６６
Y 方向 ０．９０８１７１
Z方向 ０．９６７８５１

从结果可以看出,三维模型虽然非常精细地反映了结构的详细结构构造,模态结果中绝大部分为

壳体的局部屈曲模态,需要更多的模态才能达到地震反应分析的要求,即振型参与质量超过９０％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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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简化的杆系模型

建立了安全壳简化杆系模型,分别考虑了吊车梁的模型和忽略了吊车梁的模型(见表３和表４).
对于考虑吊车梁的模型,采用刚性杆连接设备、人员闸门及贯穿件的质量点;采用刚性杆连接吊车梁

上的操作台.模型的简化要符合工程力学原则,总体上要符合三维模型的质量及刚度分布.基本方

法是按照杆系单元的长度要求及根据楼层谱输出位置的考虑,按照三维模型的力学分析,分步得到杆

件的等效质量和刚度.然后集成总体杆件模型.图８和图９给出了本文集成的简化模型.

表３　简化模型(含吊车梁)动力特征

序号 自振周期/s X 向累计参与质量/％ Y 向累计参与质量/％ Z向累计参与质量/％

１ ０．１９５２ ０．７３００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２ ０．１９０２ ０．７６００ ０．７６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５２６ ０．７６００ ０．７６００ ０．８２００

４ ０．０４２７ ０．７６００ ０．８９００ ０．８２００

５ ０．０４２７ ０．９０００ ０．９０００ ０．８２００

６ ０．０２５７ ０．９０００ ０．９２００ ０．８２００

９ ０．０１８３ ０．９４００ ０．９４００ ０．８２００

１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９４００ ０．９４００ ０．９１００

１５ ０．０１０７ ０．９６００ ０．９７００ ０．９１００

１６ ０．０１０６ ０．９６００ ０．９７００ ０．９２００

２１ ０．００８２ ０．９７００ ０．９７００ ０．９４００

２９ ０．００６６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４００

３１ ０．００５６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６００

３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７００

３３ ０．００４４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８００

３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９００ ０．９９００

表４　无吊车梁模型的模态特征

序号 自振周期/s X 向累计参与质量/％ Y 向累计参与质量/％ Z向累计参与质量/％

１ ０．１６６２ ０．７９ ０．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００９

２ ０．１６１０ ０．７９ ０．８ ０．０００００９

３ ０．０６５０ ０．７９ ０．８ ０．８４

４ ０．０４８５ ０．９ ０．８ ０．８４

５ ０．０４７８ ０．９ ０．８２ ０．８４

６ ０．０４３８ ０．９ ０．９２ ０．８４

１３ ０．０１８４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８９

１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３

２２ ０．０１０４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４

２６ ０．００８１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５

３５ ０．００６２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５

３６ ０．００５７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７

３７ ０．００４７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８

４１ ０．００４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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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简化模型振型

图９　振型图

由结果可以看出,简化模型相比原型,保留了结构的主要动力特征,同时又大大缩减了自由度数

目.简化的模型需要进一步集成到整体模型中.

３．３　动力放大系数谱对比

水平向放大系数谱对比如图１０所示.
由于安全壳采用的薄壁钢壳设计,如果采用壳元模型,尽管模型是精细的,但由于大大增加了自

由度数目,且钢壳本身质量相比核岛屏蔽厂房等主体结构小得多,因此,为提高计算效率,在不影响主

体结构的情况下,一般将子结构或设备简化成杆系模型.
根据模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简化杆系模型只需要很少的振型数就能满足动力分析的要求,即只

要很少的振型数(本例中只需要１０阶),振型参与质量就超过了９０％,而相比之下三维壳模型,则需要

３０００多阶.
与三维壳元模型相比,简化杆系模型的模态忽略结构的局部振型,只保留了对结构整体反应有重

要影响的整体振动形态.因此,对比两个模型的自振周期,不能只看基阶模态,而是应该看振型参与

质量大的卓越模态.比如,三维壳元模型的第一阶卓越模态(振型质量大)自振周期为０．２s,与杆系

模型的第一阶模态自振周期０．１９５s非常接近,符合性良好.
吊车梁对于钢壳的自振周期影响比较显著,考虑与否吊车梁的影响,对于钢壳的自振频率影响比

较明显.
简化模型水平向反应谱值在高频段偏小,在低频频段与三维模型一致.在中间频段,有差别:在

小阻尼比时,简化模型反应谱值偏大;在较大的阻尼比时,反应谱值偏小(如图１１所示).卓越周期,
简化模型偏小.总体上看,反应谱型相差不大,符合性良好.考虑到标准设计反应谱拓宽之后,差距

会进一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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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水平向放大系数谱对比

图１１　水平向不同阻尼比简化模型与三维模型反应谱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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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楼板谱

采用自编的计算程序RSPNSC．EXE,计算了简化模型的２８个节点的三向加速度反应谱,阻尼比

分别为２％,３％,５％,７％,１０％,２０％.图１２给出了部分节点的加速度反应谱曲线.

图１２　代表位置楼板谱

由反应谱结果可以看出,SCV总体上在水平向的反应谱值较大,其特征周期在０．２s左右,与结

构的自振周期接近;且反应谱值沿着壳体高度逐渐增加.而在竖向,反应谱值总体上小于水平向且特

征周期变小,这与其竖向的自振周期小于水平向有关.不同位置的楼板谱从趋势上看是符合模型实

际动力特征的.

５　结论

基于结构力学及材料力学基本原理,推导了空间三维模型向空间杆系模型的简化方法,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以某钢安全壳模型为例,建立三维精细化壳元模型,实现了结构杆系模型的简

化;分析了两种模型的模态及楼板反应谱,对比了差异性和符合程度.
结果表明:
(１)空间杆系简化模型可以大大缩减结构自由度数目,同时可以保留结构整体的主要动力特征,

但忽略了结构的局部振型特征.
(２)两种模型的卓越频率(即参与质量大的振型)符合良好.
(３)简化模型水平向反应谱值在高频段偏小,在低频频段与三维模型一致.在中间频段,有差别:

在小阻尼比时,简化模型反应谱值偏大;在较大的阻尼比时,反应谱值偏小.卓越周期,简化模型偏

小.总体上看,反应谱型相差不大,符合性良好.考虑到标准设计反应谱拓宽之后,差距会进一步

减小.
(４)对于用于集成于主结构的地震反应分析,尤其是楼板谱分析,空间杆系模型可以大大节省计

算量,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但也应注意,由于空间杆系模型只反映了结构整体振型特征,而忽略了局部

振型,因此,得到反应谱一般而言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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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大跨度的楼板或悬挂结构,简化模型与三维模型的反应谱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

竖向的反应谱.尽管此种差异在经过拓宽处理之后可以减小,但还是建议应开展对比分析.
致谢:本文得到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的资助(编号２０１３ZX０６００２００１Ｇ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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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methodologyofNPPcontainmentvesseland
comparisonanalysisonfloorresponsespectra

ZHOUGuoＧliang１,PANRong１,TANGHui１,YANGYu１,SONG Wei２

(１．NuclearandRadiationSafetyCentre,Ministry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ofP．R．C．,Beijing１０００８０,China)
(２．InstituteofEngineeringMechanics,ChinaEarthquakeAdinnistiration,Harbin,HeilongjiangProv．１５００８０,China)

Abstract:Thenuclearislandbuildingisacomplexandcoupledstructuresystem,consideringthe
dynamic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andcalculationefficiency,it’snecessarytosimplifythefinite
elementmodelsofsubstructuresinfloorresponsespectrum (FRS)analysis．Toevaluatethe
differencesbetweensimplifiedframeＧelementmodeland３DmodelandtheirinfluencesonFRS,we
deducetheformulaofsimplifiedmethodologybasedonengineeringmechanicsprincipleandprovide
anacquisitiontechniquewithFEMsoftware．Weformedrespectivelythesimplifiedmodeland３D
modelbasedonacontainmentvessel,thenperformedthemodalanalysisandtimehistoryanalysis．
ItindicatesthatthesimplifiedframeＧelement modelhasobviouslyreducedthefreedomsand
increasedthecalculationefficiency．TheframeＧelement modelretainsthe main modesingood
agreementwith３Dmodalresults．HowevertheFRSofframeＧelementmodelisalittlesmallerthan
thatof３D modelinhighfrequencycontents．Inmediumfrequencycontents,comparedwith３D
model,theframeＧelementmodelmakestheFRSdifferentintermsofdamping．Generallyspeaking,

theframemodelhassmootherFRSthan３Dmodel．Forthelargespanstructure,thedifferencesof
FRSexistbetweensimplifiedframemodeland３Dmodel．
Keywords:simplifiedmethodology;containmentvessel;modalanalysis;F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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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低中放废物处置场许可证审批的审管体系

王　杰,周兆宇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低中放废物处置场是解决核工业产生的大量低中放废物最终安全处置的核设施,我国对其管理方针为统一规

划、区域处置、集中管理.本文通过对飞凤山处置场取得许可证的情况,探讨了目前我国对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的选址、

建造、运行、关闭后长期性问题的许可证审批的审管体系.处置场各阶段需向国家审管部门提交许可证审批申请书,

及相关资料.只有当国家审管部门认为提交的文件满足规范要求时才颁发许可证.飞凤山处置场严格执行各阶段许

可审批规范准则,确保处置场在严格的设计和标准下进行选址、建造、运行、关闭和有组织控制等活动,从而保证了处

置场对公众健康、安全和环境不会带来不适当的影响.

关键词: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管理

　　　　　　　　　　　　　　　　　　　　　　　　　　　　　　　　　　　　　　　　　　　　　　　　　　
　

　
　

　 　　　　　　　　　　　　　　　　　　　　　　　　　　　　　　　　　　　　　　　　　　　　　　　　　
　

　
　

　
　

作者简介:王杰(１９８６—),男,甘肃张掖人,工程师,工学学士,从事核电厂低中放射性废物处置场运行管理工作

低中放废物处置场是核能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且必须同步配套建设的工程,我国核电厂及其

他核设施在几十年的运行中产生了大量的低中放废物,其妥善安全的处置已成为核能可持续发展的

当务之急.低中放废物处置场是利用工程屏障和天然屏障组合成的多重屏障系统,将废物与生物圈

进行安全隔离,并确保处置的短寿命放射性核素衰减到无害化水平、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和其他有毒物

质的释放量低至可接受水平的核设施[１].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于１９４４年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建立

第一个低放废物处置场以来,国外有核国家相继建成并运行了几十座低中放废物处置场,呈现统一规

划、相对集中处置的共同特点[２].我国相继建成并运行的低中放废物处置有西北处置场、北龙处置场

和飞凤山处置场.本文将通过对飞凤山处置场取得许可证的情况,探讨我国对低中放废物处置场许

可证审批的审管体系.
飞凤山处置场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省,主要解决低中放射性废物的处置,确保低中放废物安全处

置.飞凤山处置场于２０１５年建成,２０１６年５月取得运行许可证,规划处置容量１８万 m３.分阶段建

设,现已建成一期４万 m３.后续处置单元根据实际废物处置需求情况陆续建造.

１　审管要求

１．１　管理方针

我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展了低中放废物就近处置和全国集中处置的政策研究争论.１９８３
年,废物管理专家在南京集中讨论了该问题,总结分析国内外废物管理经验,首次提出了我国中低放

废物处置宜采取“区域处置”的方针.１９８５年,核工业固体废物调查组在“核工业固体废物现状和中低

放固体废物治理对策”报告中对“区域处置”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所谓区域处置场就是在国家统一

规划下全面考虑安全、经济、技术及社会诸因素和地理、交通等条件,尽可能靠近现有的大型核企业,
在全国选择少数几个有利地点,建立起面向核工业、核电厂和核技术应用的大中型中低放废物处置

场;并建立了废物从产生、分类、处理、暂存、运输到处置的完整概念,确定了以处置为中心、区域处置、
规范管理的策略思想[３].

１９９２年７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环境环保局«关于我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环境政策的

通知»(国发〔１９９２〕４５号),通知指出“在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相对集中的地区陆续建设国家中、低水

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分别处置该区城内或临近区域内的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核工业总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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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区域性处置场的选址、建造和运营;核工业总公司要将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区

域性处置场的建设纳入其基建计划,运营后纳入其管理体制进行管理.”至此,该文件确立了我国中低

放废物处置场建设必须遵循统一规划、区域处置、集中管理的方针.２００３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放污法»),规定“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区域

实行近地表处置”.
遵照上述方针,飞凤山处置场适合区域处置要求及将来发展规划建设.

１．２　剂量限值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中规定了任何实践和审管的有关要求,要求中最重要是

关于剂量限值的条款.规定了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２０mSv,任何单一年份不应

超过５０mSv;公众所接受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１mSv.还指出,对于来自一项实践中的特定源的

照射,应使防护与安全最优化,使得在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个人受照剂量的大小、受照射的人数

以及受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且这种最优化应以该源所致个人剂量和潜

在照射危险分别低于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为前提条件[４].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浅地层处置规定»,规定“在处置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向环境释放的

放射性核素对公众中代表性个人造成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０．２５mSv”.
综上,飞凤山处置场优化了辐射防护分区和工艺设计,设立专门运行管理机构,严格实行辐射防

护管理,经环境影响评价后并获审管部门认可,执行剂量限值在国家标准内尽可能低.处置场正常运

行和事故情况下均遵循了“合理做到的尽可能低”原则,审管部门根据飞凤山处置场实际情况做出如

下限值要求:运营期正常情况下工作人员的个人年剂量管理限值为５mSv/a,公众个人的剂量约束值

为０．０１mSv/a;运营期间事故情况下,公众个人所接受的有效剂量当量不超过１mSv/次;处置场正常

情况关闭后对公众个人造成的年有效剂量当量不超过０．１mSv/a;关闭事故情况下无意闯入处置场或

接触废物者连续受照射的有效剂量当量不超过１mSv/a.

１．３　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及后代负担

«放射性废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分别对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及后代负担提出了管理要求,分别

规定“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必须确保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超过可接受水平;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必须确保

对环境的影响不超过可接受水平;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必须使预测的对后代健康的影响不超过今天可

接受的有关影响水平;必须确保不给后代造成过度的负担”.
根据对飞凤山处置场核素迁移的科研实验和研究分析等结果表明,核素经过长期迁移,最终进入

附近的河流,如果饮用河水,所致最大剂量的数值仅相当于国家管理限值０．１mSv/a的万分之一.可

以说,飞凤山处置场在正常运行及事故工况下均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即便是关闭后的３００年控制期

内及更长时间内,也不会对环境及后代产生影响.

２　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的许可证审批

２．１　分阶段审批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浅地层处置规定»中明确地规定了低中放废物处置场的选址步骤及

要求,一般应包括区域调查、场址初选和场址确定三个步骤.«放污法»中规定了核设施在选址、建造、
运行、退役等活动前,核设施营运单位均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和申请领取许可证等手续,只
有领取有关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方可进行相应的活动.每个活动环节,核设施营运单位均要向国家

审管部门提交申请资料或附加资料.只有当国家审管部门认为核设施营运单位具有承担预定活动的

资格,并且这些活动及提交的资料均符合所有审管要求,国家审管部门才颁发许可批准书.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飞凤山处置场的建设营运单位,先后向国家审管部门提交

了不同活动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安全分析报告、质量保证大纲、申请书和其他有关资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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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选址

飞凤山处置场选址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完成了场址区域调查和场址初选两个阶段工作;分别于２００９
年和２０１０年获得由国家审管部门批准的«场址选择审查意见书»,最终确定了飞凤山处置场场址.场

址许可申请前需要提交场址的位置和地球物理特性等资料包括:
(１)场址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场址初步地质勘查报告;
(２)场址特性评价阶段的场址地质勘查报告;
(３)场址稳定性影响调查报告;
(４)场址岩土工程勘查报告;
(５)场址选址阶段的安全分析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６)其他所需资料.
一旦核设施营运单位向国家审管部门证明该场址适用于建设低中放废物处置场,核设施营运单

位即可开始进行处置场的配套设施详细设计及开发运行条件等.

２．３　设计和建造

在获得场址许可后,飞凤山处置场根据«放污法»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要求依法办理建

造许可证,在２０１２年取得国家审管部门颁发的建造许可证.许可申请资料包括:
(１)核设施建造申请书;
(２)核设施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准书;
(３)核设施环境影响报告批准书(建造许可证件颁发前１个月);
(４)核设施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书;
(５)核设施质量保证大纲(设计和建造阶段);
(６)审批以及技术审评所需要的其他文件资料.
当国家审管部门对核设施营运单位所提交的文件资料通过技术审评和审议意见后,颁发建造许

可证.核设施营运单位获得批准的建造许可证后,进行工程建设.

２．４　运行

飞凤山处置场于２０１５年建成并完成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联合试运行,根据«放污法»、«放射

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依法办理运行许

可证.２０１６年５月获得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颁发的运行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为１０年.许可

申请资料包括:
(１)最终安全分析报告;
(２)环境影响报告书(申请运行阶段);
(３)运行阶段应急预案;
(４)运行阶段质量保证大纲;
(５)建造总结报告(含联合调试);
(６)审批以及技术审评所需要的其他文件资料.
当国家审管部门对核设施营运单位所提交的文件资料通过现场审评、技术审评和审评意见后,做

出审批意见,颁发运行许可证.核设施营运单位根据运行许可证中批复的接收废物各核素比活度和

总活度限制及其他要求,正式开始接收处置低中放废物.

２．５　关闭

当已经达到运行许可证允许处置的废物数量或总活度限制时,处置场应实行正常关闭;当发现处

置系统的设计或场址有不可改正的错误,或发生严重事故,或发生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使得处置场不

再适合处置放射性废物时,处置场应实行非正常关闭.处置场关闭后一般经历三个阶段:封闭阶段、
半封闭阶段和开放阶段[６].处置场关闭前,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向国家环保部门提交如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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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全分析报告;
(２)环境影响报告书;
(３)处置设施安全监护计划;
(４)审评所需要的其他文件资料.
核设施营运单位获得国家环保部门颁发的处置场关闭批准,实施关闭活动,并在划定的区域设置

永久性标记.

２．６　有组织控制

处置库关闭后,需要有适当时间的有组织的控制,以便:防止人们闯入处置库,防止移出或扰动放

射性废物,对照设计准则监测处置库的效能,执行必要的补救行动;这种控制可以是主动的(如连续监

测、定期检查、维护、控制人们接近等),或者是被动的(如永久性标志,土地使用限制),有组织控制的

最长期限,由国家审管部门确定;法规要求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应满足３００年

以上的安全隔离要求[７].
主动有组织的控制期一般不超过处置场运行结束后的１００年,由运行者或后继承机构实施,主要

任务是设置实体保卫设施防止人员进入、检查维护覆盖层防护性能、进行放射性监测和开展相关研究

等.被动有组织控制期自获得审管部门批准后撤销主动控制标志开始,期限为运行结束后的第１００~
３００年,由政府部门实施控制,主要任务是:保存相关记录资料,限制或禁止在场址上的开发及使用和

场址地图上标识等.
国家审管部门综上考虑飞凤山处置场场址特点,暂定的关闭后有组织控制期为１５０年,监管期为

５００年.

３　公众参与

２０１１年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再次引发了公众 “谈核色变”的恐惧心理,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受此影响

进入了一个暂缓低迷期.基于我国核工业发展的特殊性,公众较少参与到核设施的决策等相关活动

当中,目前正公开征求意见的«核安全法(草案)»则进一步明确了公众参与的有关内容.
国内已建成并运行的北龙处置场、西北处置场和飞凤山处置场,其场址均位于核设施场区用地界

线范围内,充分利用了核设施所在地长久形成的良好公众接受度优势.飞凤山处置场在建设过程中

积极考虑到了公众接受度问题,主动走出去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无偿向当地提供土石方５０多万方

用于河堤恢复及低洼区域回填,恢复后的河堤确保了安全度汛,回填后低洼区经开发已产生明显经济

效益并成为当地一个旅游热点地,实现了互利共赢.
公众接受问题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在进行废物处置场选址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一种“别在我家后

院”的态度开始影响着处置场的选址建设,出现了本省同意建设处置场而不同意接处外省废物的困

境,部分公众反对在当地选址、建设处置场的个别现象[５].由于处置场在选址、建设及运行等不同阶

段均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社会压力,引起公众关注.因此,政策指导、地方支持、科普宣传工作及公

众理解等将成为有效推进放射性废物处置工作的强动力,缺一不可.

４　管理机构

飞凤山处置场在选址、设计和建造阶段的许可申请,均由国防科工局和环境保护部分别审批.而

目前运行许可证仅由环境保护部审批,进一步界定了国家审管部门责任,避免了重复监管.

５　结论

飞凤山处置场自１９８９年开始选址至２０１６年取得运行许可证正式投入运行,历时２７年,先后主

要获得审管部门颁布的场址批准书２个、建造许可证２个和运行许可证１个.飞凤山处置场的建成

投入运行,严格遵照现行法规制度,完成相关许可证的审批,确保了处置场在严格的设计和标准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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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选址、建造、运行、关闭和有组织控制等活动,从而保证了处置场对公众健康、安全和环境不会带来

不适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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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热中子吸收截面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

高熵合金涂层的制备及表征

张　伟,杨吉军,廖家莉,杨远友,刘　宁
(四川大学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所,辐射物理及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单一相结构的高熵合金涂层具有优异的物化与力学性能,是涉核环境的结构与功能部件尤其是包壳防护涂层的

重要候选材料.通过多元素选择或多组分调节下高熵合金性能的可设计性特点,是影响其良好中子经济性以及良好

力学性能的重要因素.本文以低热中子吸收截面的多元素选择为切入点,提出将Al、Mo、Nb、V以及Zr五种低热中子

吸收截面、高熔点元素,以等摩尔比组成一种单一 BCC结构、低热中子吸收截面的高熵合金涂层,并对比研究了ZrＧ４
和 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高熵合金涂层力学性能.采用多靶磁控溅射工艺,通过单靶独立功率调控,在ZrＧ４和Si基底

上制备等摩尔比 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高熵合金涂层.该等摩尔比 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高熵合金涂层具有单一 BCC
结构,呈柱状晶结构.该高熵合金涂层与ZrＧ４基底有良好的结合性能,同时其纳米硬度明显高于ZrＧ４合金,达到２．１
倍.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高熵合金涂层具有的优异力学性能源自于其晶体结构严重畸变引起的迟滞扩散效应.

关键词:低热中子吸收截面;高熵合金涂层;多靶磁控溅射

　　　　　　　　　　　　　　　　　　　　　　　　　　　　　　　　　　　　　　　　　　　　　　　　　　
　

　
　

　 　　　　　　　　　　　　　　　　　　　　　　　　　　　　　　　　　　　　　　　　　　　　　　　　　
　

　
　

　
　

作者简介:杨吉军(１９７９—),男,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于薄膜材料、核能应用新型功能材料

核能是解决当前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受到世界诸多国家重视而迅猛发展.
然而,在当前核能的开发利用中,核反应堆却存在潜在安全问题,如全厂断电下的失水事故(LOCA)
以及超设计基准事故(DBD)时,涉核环境的结构与功能部件尤其是包壳材料在经受严酷高温腐蚀和

高通量中子辐照后,其力学性能下降,引起包壳材料的尺寸变化,而释放大量放射性物质,对人类生存

环境带来极大损害.针对现有Zr合金包壳在失水事故和超设计基础事故中表现出较差的物理、化学

以及力学性能,目前解决思路主要有两种,研发新型包壳材料,如具有优异耐高温、耐氧化以及耐腐蚀

性能的FeCrAl[１Ｇ３]、Mo[４Ｇ５]、MAX相材料[６Ｇ７]和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复合陶瓷(SiCf/SiC)[８Ｇ１０];Zr合

金表面涂覆强化涂层,可直接将FeCrAl、MAX相和SiC材料在Zr合金表面涂层化,这些涂层也具备

耐高温、耐腐蚀以及耐氧化等性能.同时,具有高熔点、良好化学稳定性以及力学性能的 TiAlN[１１Ｇ１２]、
难熔金属涂层(Cr、Nb和 W)[１３Ｇ１４],尤其是集高强度、高硬度、耐高温、高耐磨性、耐高温腐蚀性以及耐

辐照等优异性能的高熵合金涂层[１５Ｇ１９]等也作为强化涂层的主要候选材料而受到人们广泛重视.
新型包壳材料的研究与应用是一个长期过程,涉及材料的设计、制备工艺、复杂涉核环境实验以

及新材料的评价体系建立等,同时还需考虑经济性因素.对于Zr合金表面涂覆强化涂层,考虑到目

前涂层结构设计、制备以及表征手段的丰富,在现有反应堆应用基础上,其技术可行性、经济性能保证

其在短中期内可作为实现Zr合金保护涂层的一种有效途径.
因此,本文在基于Zr合金表面增强涂层的研究思路上,选用集耐高温腐蚀、耐辐照损伤以及良好

力学性能于一体的 AlMoNbVZr高熵合金作为研究对象,以低热中子吸收截面的多元素选择为切入

点,将 Al、Mo、Nb、V以及Zr五种低热中子吸收截面、高熔点元素,以等摩尔比组成一种单一BCC结

构、低热中子吸收截面的高熵合金涂层,并对比研究了ZrＧ４和 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高熵合金涂层力

学性能.

１　实验方法

实验采用成都齐兴真空镀膜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 QXＧ５５０高真空磁控溅射设备.样品台位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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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腔上方,Al、Mo、Nb、V、Zr五种金属靶材,分别单独放置于下方四个溅射靶台上.靶材纯度均为

９９．９９５％,工作氛围为高纯氩气,纯度为９９．９９９％.为便于调节 V和 Mo组分调节,实验将该两靶材

放置于同一靶台.基片采用尺寸为１５mm×１５mm 的１０mm 厚ZrＧ４合金,经４００~１２００号水砂纸

以及金相砂纸打磨以及抛光后,依次放入纯度为９９．５％的丙酮和纯度为９９．７％的无水乙醇中,利用

超声波清洗仪分别清洗１５min.为去除表面吸附物和研磨损伤层,在本底真空优于２×１０－４Pa条件

下,对基片进行直流反溅清洗,反溅功率为８０W,气压为２Pa,时间为３０min.AlMoNbVZr涂层在

沉积时,各金属靶溅射功率范围为４０~１２０ W,通过功率调节以获得等摩尔比的涂层,沉积气压为

０４Pa.所制得涂层的元素含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品的元素含量

样品 元素含量/摩尔分数

Al Mo Nb V Zr

１ １９．２％ １９．６％ ２０．８％ １９．１％ ２１．３％

用瑞士CSM 公司的 NHT２纳米压痕测试仪测试样品表面纳米硬度;利用德国布鲁克 X射线衍

射仪 (XRD,D２PHASER)检测涂层晶体结构(CuＧKα,３０kV,１０ mA);日本精工原子力显微镜

(AFM,SPM３８００NＧSPA４００)和 TESCAN扫描电子显微镜(SEM,VEGA３SBU)及附带能谱仪对涂

层的微观形貌及成分进行检测.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图１为AlMoNbVZr涂层与ZrＧ４合金载荷Ｇ深度曲线.从图１(a)可见,压入AlMoNbVZr涂层的

深度为８５nm,卸载深度为５８nm,经计算其硬度 HIT为８．７GPa.图１(b)为ZrＧ４合金载荷Ｇ深度曲

线,为避免ZrＧ４合金表面对测试数据影响,压入深度为４５０nm,卸载深度为３５０nm,经计算其硬度

HIT为４．２GPa,可见,AlMoNbVZr涂层的表面硬度高于ZrＧ４合金硬度,提高了约２．１倍.

图１　AlMoNbVZr涂层与ZrＧ４合金载荷Ｇ深度曲线

(a)涂层/ZrＧ４;(b)ZrＧ４

图２为 AlMoNbVZr涂层的划痕仪测试.测试采用０~２００N 的动态载荷方式.从图２可以看

出,涂层在不断增加载荷情况下,仍然未出现破裂或与基体剥离现象,表明涂层与基体有良好的界面

结合力.
图３为等摩尔比 AlMoNbVZr高熵合金涂层 XRD谱图.为清晰辨别 AlMoNbVZr涂层衍射峰

与ZrＧ４合金基底,在前期的涂层制备中,将涂层沉积在３０４基底上.从图３可见,３０４不锈钢基体呈

现了FCC的γ相和BCC的α相衍射峰,这与常规的３０４不锈钢XRD谱是一致的.涂层在２θ＝３７．６°
处出现一稍宽衍射峰,根据立方晶系的X射线消光原理可以得出为BCC结构的(１１０)晶面[１８].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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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rrer公式计算,等摩尔比 AlMoNbVZr高熵合金涂层的平均晶粒尺寸为９．６nm.由于涂层仅有

BCC相结构存在,根据细晶强化原理,结合图１分析结果,表明晶粒纳米化是 AlMoNbVZr高熵合金

涂层获得高硬度的主要原因[２０].

图２　AlMoNbVZr涂层的划痕仪测试

　　

图３　AlMoNbVZr涂层的 XRD谱

图４为等摩尔比 AlMoNbVZr涂层沉积在ZrＧ４合金上的表面形貌,相对应的元素含量见表１.
从图４可见,所制备的涂层表面平整、致密、连续,在较大范围内未曾观察到明显的缺陷存在.V的加

入有利于 Nb固溶较多密排六方结构的Zr,涂层表面突出的颗粒数量较少,从而抑制大颗粒在表面生

成,有利于提高涂层表面平整度.AlMoNbVZr涂层呈柱状晶生长,较多的晶界利于提高涂层离子辐

照损伤的自修复能力.

图４　AlMoNbVZr涂层的SEM 形貌

(a)表面形貌;(b)截面形貌

图５为轻敲模式下 AlMoNbVZr涂层 AFM 形貌图、相图和三维形貌.从形貌图上看,涂层的颗

粒尺寸在１０nm左右,与XRD计算的晶粒尺寸基本一致,表面颗粒的分布和颗粒尺寸均匀,颗粒致密

并有柱状生长的趋势.图５(b)中的相图显示,由黄色软质相和深色硬质相共存,软相与硬相相互交

错,颗粒间有明显的交联现象,表面硬相的量大量存在和交联,有利于涂层表面整体硬度的提升.从

图５(c)中的三维形貌图显示涂层表面的起伏低于５nm,表面平整,这与图４的 SEM 表面形貌测试

一致.

图５　AlMoNbVZr涂层的 AFM 形貌、相图以及三维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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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利用多靶磁控共溅射技术的单靶功率可调特点,制备出了高于ZrＧ４合金基体表面硬度２．１倍的

等摩尔比 AlMoNbVZr高熵合金涂层.该高熵合金涂层的较小晶粒尺寸和交联是涂层表面硬度提升

的主要原因.在高熵合金涂层制备上,该工艺具有操作简单、组分易控特点,在涂层工业上具有潜在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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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andcharacterizationof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

coatingoflowthermalneutronabsorptioncross
sectiononZircaloyalloy

ZHANG Wei,YANGJiＧjun,LIAOJiaＧli,YANGYuanＧyou,LIUNing
(KeyLaboratoryofRadiationPhysicsandTechnology(SichuanUniversity),MinistryofEducation;

Institute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６４,China)

Abstract:Becauseoftheexceptionalphysical,chemicaland mechanicalproperties,A single
structureofhighentropyalloyscoatingshavebeenaviablecandidateforprotectingthestructural
andfunctionalcomponentsusedinnuclearindustry．Theneutroneconomyandmechanicalproperty
ofhighentropyalloyscoatingscan bedesigned bychoosing multielementandadjustingthe
composition．Basedonlowthermalneutronabsorptioncrosssectionofmultielementchoiceasthe
breakthroughpoint,Thelowthermalneutronabsorptioncrosssectionandhigh meltingpoint
elementsareusedtopreparetohighentropyalloyscoatingpossessedasinglephasewithBCC
structureandinvestigateditsmechanicalproperty．Multipletargetmagnetronsputteringapproach
wasusedtoprepare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coatingonZrsubstratethroughSingletargetindependent
powercontrol．Theobtained Al２０ Mo２０ Nb２０ V２０Zr２０ coating possessedcolumnargraincrystal
structures．Thehardnessof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coatingwashigherthantheZrsubstrateandthe
highentropyalloycoating hasgoodtheinterfacialbondstrength with ZrＧ４ substrate．The
outstandingmechanicalpropertyofAl２０Mo２０Nb２０V２０Zr２０coatingwasderivedfromthehysteresis
diffusioneffectcausedbytheseriousdistortionofcrystalstructure．
Keywords:lowthermalneutronabsorptioncrosssection;highentropyalloyscoating;multiple
targetmagnetronspu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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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条件下核级管道应力分析方法研究

陈万青,郝　锐,王　畅,孙　露,师二兵
(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４)

摘要:针对海洋环境下核动力系统核安全级管道应力分析与评定的特点,本文参考核电厂核级管道应力分析与评定方

法,根据国内相关标准及相关 ASME 标准,提出了一种海洋环境条件下核级管道应力分析评定方法,然后运用

Pipestress程序对算例系统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工作能够为海洋环境条件下核动力系统管道应力分析与评定工作

提供参考.

关键词:应力分析;核安全级管道;海洋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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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用核动力系统,核能被应用到破冰船、核动力商船中[１],未来在海上核电厂中也有巨大的

应用潜力.对于海上浮动的核动力系统,在海洋环境条件下,由于存在摇摆倾斜等工况,核级管道的

应力分析评定与陆上核电站有所不同,然而鲜有关于海洋环境条件下核安全级管道应力分析公开的

文献资料.本文对其开展研究,并进行了算例分析.

１　分析方法

核级管道的应力分析是为了保证管道自身和与其相连的设备、支架的安全.分析内容包括３个

方面:计算管道应力并使之满足 ASME或RCCＧM 等规范规定的限值要求;计算管道对与其相连的机

器、设备的作用力,并使之满足标准规范的要求,保证机器、设备的安全;计算管道对支吊架的作用力,
为支吊架的设计提供依据.

管道应力分析工作首先对管道所在系统的功能、工况参数,管线的布置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划
分分析范围.其次根据管道ISO图用软件建立管线部分的几何模型并且定义材料属性.然后按照规

范规定的载荷组合形式加载;最后计算、评定并且输出支反力.核级管道的应力分析不仅可以保证管

道、支架、设备的安全,且可以优化设计,在核电站建造和运行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２].
对于海洋环境条件下的核级管道应力分析与评定,其分析方法的主要过程、步骤与陆地核电站基

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输入载荷方面,需要考虑摇摆倾斜的影响,本文从标准规范、载荷输入两方面进

行了研究.

１．１　标准规范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民用海洋核动力系统的应力分析标准,而现有的标准规范是针对潜艇

核动力系统的,它规定不同工况下对核级管道的应力分析与评定要求.除输入载荷要求不同外(需要

考虑海洋环境),其具体分析与评定方法是参考 ASME规范并与其完全对应的,如表１所示.因此本

文参考现有规范开展分析工作,具体评价标准采用 ASME规范.

表１　核级管道分析工况划分对比

现有标准规范 ASME Ⅲ
设计工况 设计工况

正常运行工况—工况Ⅰ 正常运行工况(A级使用限制)
一般事故工况—工况Ⅱ 扰动工况(B级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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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现有标准规范 ASME Ⅲ
严重事故工况—工况Ⅲ 紧急工况(C级使用限制)
极限事故工况—工况Ⅳ 事故工况(D级使用限制)

水压试验工况 水压试验工况

１．２　输入载荷

海洋环境条件下核级管道应力分析的部分输入载荷与陆地核电厂有所不同,主要是增加了摇摆,
而不考虑地震影响.目前国内没有针对海洋核动力平台的标准规范,参考现在标准规范,摇摆引起的

动态力采用载荷系数法确定.载荷系数是舰船结构或设备由于重力加速度和舰船运动加速度使其在

纵向(X 轴)、横向(Y 轴)和垂向(Z轴)上受到的载荷与重力的比值.在现有标准规范中,载荷系数按

下述公式方法计算:

FX＝sinθ＋Su

g ＋４π２

gT２
p
θ２X＋４π２

gT２
p
θ２Z (１)

FY＝sinϕ＋１
２

４π２

gT２
p
θX＋４π２

gT２
r
ϕ２Y＋４π２

gT２
r
ϕZ (２)

FZ＝１．０± hε

g＋４π２

gT２
p
θX＋４π２

gT２
r
ϕYæ

è
ç

ö

ø
÷ (３)

式中:FX,Y,Z———分别为X、Y、Z轴方向的载荷系数;

θ———最大纵摇角,rad;

ϕ———最大横摇角,rad;

TP———纵摇周期,s;

Tr———横摇周期,s,

he———垂荡加速度幅值,m/s２;

Su———纵荡加速度幅值,m/s２;

g———重力加速度,m/s２;

X、Y、Z———为三轴向上的坐标位置.
对于摇摆载荷本文根据以上载荷系数法进行计算,然后作为持续载荷进行分析.

　图１　算例系统管道示意图

２　算例分析

２．１　算例系统介绍

根据以上部分的分析方法,本文对其进行了应用分析.所

分析的算例系统为假设的核级管道系统,系统原理图如图１所

示.该管道为安全二级管道,系统包含一个阀门,管道中的流动

介质为水.

２．２　分析输入

假设管道外径１１０mm,内径２０mm,保温层密度为５０kg/m３,
管道中介质为水,设计压力７MPa,设计温度２４０℃;正常运行压

力６．０ MPa,温度 １８０ ℃;低功率 运 行 压 力 ５．５ MPa,温 度

１５０℃;冷态压力０．１MPa,温度２０ ℃.管道的材料为不锈钢

TP３０４,管道的两端处理为锚固点.分析计算采用Pipestress程

序[３],使用程序自带的 ASME标准.本算例主要为了对摇摆载

荷的分析方法进行应用,因此分析部分工况,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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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分析工况

载荷组合 评价方程

自重,管道载荷 方程９

热膨胀 方程１０

热膨胀、持续载荷 方程１１

假设该系统X、Y、Z三个方向距离摇摆中心最远的位置为:１,１,１(m).关于最大纵摇角、横摇

角、纵摇周期、横摇周期,按现有标准规范,如表３所示,计算时摇摆倾斜角度取最大值,周期取最

小值.

表３　摇摆倾斜参数

倾斜、摇摆 角度/(°) 周期/s

纵倾 １０ —

横倾 １５ —

纵摇 １０ ４~１０

横摇 ４５ ３~１４

将摇摆参数带入通过式(１)~式(３)计算可得到摇摆载荷输入如下:
横摇:Fx＝０,Gy＝１．３３,Gz＝１.
纵摇:Gx＝０．３４,Gy＝０．０３,Gz＝１．０６.
对于管系的应力状态由于横摇的影响比纵摇大,本文的研究工作只考虑横摇载荷.

２．３　分析结果

(１)不考虑摇摆载荷

在不考虑摇摆载荷时,正常运行(自重,管道载荷)的最大应力比为０．９５４,热膨胀的最大应力比为

０．２４７,热膨胀、持续载荷的最大应力比为０．６８１.其中热膨胀、持续载荷工况的分析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热膨胀、持续载荷下的应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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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虑摇摆载荷

在考虑摇摆载荷后,正常运行(自重,管道载荷,摇摆)的最大应力比为１．２５９,热膨胀的最大应力

比为０．９５６,热膨胀、持续载荷(包括摇摆载荷)的最大应力比为１．８８２.其中热膨胀、持续载荷(包括

摇摆载荷)工况的分析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考虑摇摆载荷后的热膨胀、持续载荷下应力评价

考虑摇摆载荷后,所计算的三个工况的应力比明显增加,其中有两个工况的应力比超过１,不满足

评价标准.说明摇摆载荷对于管道系统的影响不能忽略.
(３)考虑摇摆倾斜载荷后的管道调整

在节点８处布置了Z向限制器,节点１１和１５处布置了Y、Z方向的限位器,如图４所示.

图４　管道支吊架调整

管道支吊架调整后重新进行计算,常运行(自重,管道载荷,摇摆)的最大应力比为０．４７,热膨胀的

最大应力比为０．６６５,热膨胀、持续载荷(包括摇摆载荷)的最大应力比为０．６７８.图５给出了热膨胀、
持续载荷(包括摇摆载荷)工况的分析结果.

图５　调整后的热膨胀、持续载荷下的应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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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本文对海洋条件下核级管道应力分析与评定方法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算例开展了应用研究.通

过以上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在海洋条件下,由于摇摆会对管道系统产生一个附加载荷,其影响不能忽略.现有标准中提

供了一种将其量化的计算方法;
(２)通过支吊架的调整,增设了限位器,提高了系统的刚度,管道应力状态明显改善,应力比小于

１,符合 ASME标准要求.

参考文献:
[１]　彭敏俊．船舶核动力装置[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３７Ｇ３４３．
[２]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压水堆核电厂核岛设计[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１０,５５８Ｇ６１６．
[３]　PIPESTRESSUser’sManualVersion３．６．２,September２００９,DSTComputerServiceSA．

Researchonnuclearpipingsystemstress
analysisunderoceancondition

CHEN WanＧqing,HAORui,WANGChang,SUNLu,SHIErＧbing
(ChinaShipDevelopmentandDesignCenter,WuhanHubeiProv．４３００６４,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ASMEStandards,thispaperpresentsan methodologytoconductstress
analysisfornuclearpipingsystemunderoceancondition．Acasestudyisgiventoillustratethe
processofapplicationoftheproposed methodology．The workinthispapercouldprovidean
referencedapproachforstressanalysisofnuclearpipingsystemunderoceancondition．
Keywords:stressanalysis;nuclearpipingsystem;ocean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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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模型跌落试验的状态参量影响分析

陈　刚,钟卫洲,胡文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９９)

摘要:在运输容器比例模型力学试验中,试验的状态可能与理想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某乏燃料运输容器比例模

型为基础,建立简化有限元模型,参照该模型９m 跌落试验,采用 LSＧDYNA 动力有限元程序进行分析.数值模拟获

得的加速度、应变结果与试验测试数据的最大值相近,包装容器的变形模式与试验相似,在总体上数值模拟可以反映

实验获得的运动与变形特性.通过调整状态参量,讨论了实验状态如跌落高度误差,角度偏差等对容器比例模型上加

速度和应变的影响.

关键词:比例模型;跌落;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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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核工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核电大发展和国产化的需要,需要运输的放射性物质如核燃

料、乏燃料越来越多,放射性物质运输容器的自主研发和试验验证工作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

国家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国家标准«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TSＧRＧ１),放射性物质运输货包首次使用前

需经过验证货包经受运输正常条件能力和事故条件能力的试验.
针对RAM、BAM 等多种类型的包装箱跌落响应国外开展了原型和缩比模型的相关实验和数值

模拟工作[１Ｇ４].国家标准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条例规定了放射性物质运输货包及其比例模型需要

开展的系列力学试验.标准和条例的规定相对简洁,有些规定还比较抽象,具体的实现方式也不完全

明确.对于试验的具体实施及其试验有效性的评价,就还需要通过深入认识试验项目所关注的内涵

和力学本质,明确需要重点关注的试验控制状态和参数.
在运输容器比例模型力学试验中,试验的状态可能与理想的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某乏燃料

运输容器比例模型[５]为基础,建立简化有限元模型,参照该模型９m跌落试验,通过调整状态参量,讨
论了实验状态如跌落高度误差,角度偏差等对容器比例模型上加速度和应变的影响.

１　计算模型

１．１　有限元模型

乏燃料运输容器比例模型总体结构包含筒体、上下减震器等.在乏燃料运输容器比例模型结构

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简化,将配重块简化,将其质量附加在筒体上;简化容器盖螺栓,将容器筒体与

盖子建成一体;将模型结构的吊耳、外环板、减震器组件的螺栓导管等进行了简化.采用六面体实体

网格建立有限元模型,在此主要针对水平跌落分析,有限元模型如图１所示,螺栓与筒体采用共用节

点连接,其余部件间通过接触算法相互作用.
采用LSＧDYNA动力有限元程序进行分析.忽略空气阻力和重力;给比例模型结构施加初始速

度;靶板底部施加固定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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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容器与靶体有限元模型

１．２　材料模型

弹性范围内的小变形各向同性材料本构满足虎克定律,在模拟中采用弹性本构模型描述靶板力

学行为.
率相关的随动硬化模型双线性模型的本构关系式见下式,主要用于表征金属材料,其失效准则为

等效塑性应变εf,参数β决定了模型的硬化模式.

σY＝(σ０＋βEpεeff
p )＋ １＋ ε̇

C
æ

è
ç

ö

ø
÷

１
p

[ ]
式中:σY———流动应力;

ε̇———应变率;

εeff
p ———等效塑性应变;

σ０———初始屈服应力;

C、P———CowperSymonds应变率参数;

Ep———塑性硬化模量.
计算模型中,采用弹塑性模型描述模型筒体、外壳和铅的力学行为.筒体和外壳材料采用

０６Cr１９Ni１０钢,采用的材料参数为屈服应力２１７MPa,强化模量１０００MPa,CowperＧSymonds关系C
为４０/s,P 为５.铅的力学性能参量参考文献[６]的数据,选取屈服应力８MPa,强化模量１００MPa,

CowperＧSymonds关系C为１０００/s,P 为５.
可压缩泡沫模型与应变率有关并且在单向压缩时泊松比为零,该模型包括阻尼和在拉伸载荷作

用下定义失效的拉伸应力截断值,在拉伸阶段应力处,材料被假设为弹性理想塑性.卸载是弹性的.
采用可压缩泡沫模型描述模型中的减震器材料(木材)[７Ｇ８].

２　数值模拟结果

２．１　０°水平跌落模拟结果

图２为乏燃料运输容器比例模型水平跌落的数值模拟结果,上下缓冲器均有一定程度的向外张

开,缓冲器外壳也具有较大的变形.将模型结构翻转后可观测到撞击面由圆弧面变形成平面;上部的

螺栓出现弯折,而靠近撞击面的下部螺栓发生了较大的拉伸变形.
图３给出了模型筒体的整体加速度历程,其最大加速度幅值在２７０g左右.选择比例模型跌落试

验[１]中的测点位置(如图４所示的５个节点部位)输出各加速度测点的加速度历程,如图４所示.总

体上,结构整体加速度与局部加速度具有相类似的特征.相比于整体加速度,局部加速度的曲线幅值

比整体加速度略大,最大幅值达到３５０g左右;并且局部曲线带有明显的振荡,反映应力波在结构中的

传播对局部加速度造成的影响.对于局部节点的加速度曲线如果进一步采用与试验曲线处理一致的

５００Hz低通滤波,则局部节点的加速度曲线的最大值在３００g 左右.试验中测试的加速度幅值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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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间差异较大,其最大幅值为２８３g.数值模拟获得的加速度与试验测试得到的加速度的最大值相

近.同样,选择试验中应变测试位置输出相应的轴向应变,如图５所示,两端的轴向应变较小,其最大

值约为４９０με;而试件中部的应变比两端的幅值大一些,并且呈上下对称,其最大幅值约７００με.实

验中水平跌落的测点应变最大幅值为４１７με.数值模拟与试验获得的结果在同一量级,二者的差异

可能与数值模拟中的简化有关,筋板的简化可能导致了局部的刚度降低,变形增加.以上加速度与应

变的比较表明,虽然模型简化导致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也可以反映实验中的

加速度和应变特性.在下面的分析中主要在同一模型上比较不同试验状态间的差异,未对模型作进

一步的精细建模改进.

图２　水平跌落模拟结果

(a)整体变形;(b)螺栓变形情况

图３　筒体整体加速度

图４　５个测点的加速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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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４个应变测点信号

２．２　跌落高度敏感性

为考察跌落高度误差对于试验结果的影响,调整比例模型的初始撞击速度(增大约４．９％,模拟高

度提高１０％).总体上,与相对应的原结果相比差别并不明显,形状完全相同,而幅值略有增加,整体

加速度最大值为２８０g(如图６所示),最大加速度测点为３８０g,最大应变测点值为７３０με,相应的最大

偏差约９％.本节给出的结果对应于高度１０％的偏差,在实际试验中是完全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偏

差.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９m跌落高度的情况下,一般的试验高度控制(如５~１０cm)带来的偏差对

试验结果的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图６　筒体整体加速度

２．３　角度敏感性分析

在跌落试验中,还有一个偏差就是角度的偏差,下面分别针对水平跌落和垂直跌落撞击进行讨

论.相对来说,筒体的整体加速度振荡较小,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主要通过筒体的整体加速度讨论.
针对水平撞击,分别开展了偏差１°和２°两种工况的数值模拟,筒体的整体加速度如图７所示.在

水平跌落时发生角度偏差,将导致在跌落撞击的初始阶段只有一个缓冲器与靶板发生撞击,另一个缓

冲器将在一定时间之后才能与靶板发生相互作用.在１°偏差时,整体加速度的上升沿减缓,幅值略有

下降,最大幅值为２６６g,而脉冲宽度增大;而加速度测点的结果与理想状态发生了变化,其最大值具

有一定程度的增大,而试验曲线形状也有一定的变化.而应变测点的结果在曲线形状上除上升沿变

缓以外,形状与理想状态改变不大,而曲线的最大幅值也略有降低.在２°倾角工况下,筒体整体加速

度发生明显的减小,脉冲宽度明显增加;而测点加速度的最大幅值却有较大的增加;应变测点最大值

也有较大的减小;同时曲线形状也具有明显的改变.两种计算工况的结果表明,在要求水平跌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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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角度的控制需要较为精细.

图７　水平跌落时倾角偏差的筒体整体加速度比较

在１５°左右的角跌落情况下,筒体整体加速度如图８所示.在１５°跌落状态下,加速度曲线主要表

现为两个间隔的较大幅值脉冲,它们主要反映了两个缓冲器分别与靶板撞击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左边

(下方)的缓冲器首先与靶板相互作用,在左面缓冲器作用结束并发生反弹后,右面的缓冲器再与靶板

发生撞击相互作用.计算在偏差５°的情况下,整体加速度最大值的偏差也基本可以忽略.不同角度

带来的曲线主要变化是两个加速度脉冲的时间间隔的变化.如果仅考虑加速度幅值的影响,则在１５°
角度跌落下,５°的偏差带来的加速度最大值影响也是可以忽略.

图８　１５°左右的角碰跌落筒体整体加速度比较

在６５°左右的角跌落情况下,筒体整体加速度如图９所示.计算在偏差５°的情况下,整体加速度

最大值分别为９０g,９４g和９９g,偏差的幅度在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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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６５°左右的角碰跌落筒体整体加速度

在９０°左右的跌落情况下,筒体整体加速度如图１０所示.在９０°、８９°和８８°跌落(最大偏差２°)的
情况下,整体加速度最大值随角度偏差增大而增大.

图１０　垂直跌落下的筒体整体加速度

３　结论

运用LSＧDYNA对某乏燃料运输容器比例模型跌落试验开展了数值模拟,通过调整状态参量,讨
论了实验状态对试验结果中加速度和应变的影响.

跌落高度１０％的改变可能导致测试结果将近１０％的变化.而一般来说试验可控制在５cm 以

内,对于９m的跌落高度来说,约为０．５％.因而在通常的试验控制精度下,跌落高度的微小改变对试

验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跌落角度的偏差对水平跌落和９０°垂直跌落的结果影响较大;对于１５°和６５°角跌落状态下,角度

偏差对筒体加速度的影响要小一些,５°的角度偏差对于筒体整体加速度偏差最大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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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effectsofexperimentstatein
scaledmodeldroppingexperiment

CHENGang,ZHONG WeiＧzhou,HU WenＧjun
(Instituteofsystemsengineering,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

MianyangofSichuanProv．６２１９９９,China)

Abstract:Numericalsimulationonthe９mdroppingexperimentofsimplifiedSpentFuelTransport
ContainerreducedＧscale modelwascarriedoutwiththesoftwareLSＧDYNA．Theamplitudeof
accelerationandstrainobtainedfromthesimulationisclosetotheexperimentalresult,andthe
deformationpatternissimilarwiththeexperiment．Theseresultsindicatethatthesimulationcan
representimpactingprocessandthecharacteristicofmodeldeformation．Theeffectsofexperiment
statedeviationsuchasdroppingheightandimpactangletotheaccelerationandstrainofthe
containermodelwasdiscussedwiththesimulation．
Keywords:scaledmodel;droppingexperiment;numerical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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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安全端异种金属焊接接头COD和COA
影响因素分析

杜丽岩,侯　斌,朱丽娜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由于核电安全端及主管道的韧性高,工作在高温下,其失效形式往往是先出现泄漏而后断裂(LBB).流体通过

穿透裂纹的泄漏率是LBB中的重要参量,国际上将接管安全端等效为直管来计算其可检测泄漏裂纹长度.本文通过

建立对比模型,分析几何结构、材料性能、裂纹长度对实际裂纹张开位移(COD)的影响.

关键词:LBB;安全端;泄漏率;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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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通过穿透裂纹的泄漏率是LBB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参量.通常LBB分析中泄漏率的计算是

为了实现以下两个目的:第一,已知裂纹尺寸、管道直径、材料力学性能及所承受的载荷,确定通过裂

纹的泄漏率;第二,已知泄漏率,确定裂纹张开面积(COA);然后在已知COA、管道尺寸、材料性能和

外加载荷的情况下,最终判断该裂纹尺寸是否达到临界值.为实现此目的,需要准确地计算COA值,
而准确计算裂纹张开位移(COD)是计算COA的基础.

在LBB分析中,为了安全和保守,裂纹的泄漏率通常按实际泄漏监测系统能够测量的最小泄漏

率的１０倍计算.在已知泄漏率的情况下,不同条件下的COA计算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目前,国际

上采用的几种简化的 COD 工程计算方法主要包括:GE/EPRI[１],Paris/Tada[２],LBB．NRC,LBB．
ENG２和LBB．ENG３.这些工程计算方法通常采用如下简化:穿透裂纹位于母材中,焊缝区位于施加

弯矩载荷的管道的中心面上,管道为直管等.
然而,在实际结构中,管道的几何形状、载荷形式、材料性能及边界条件等非常复杂.对于本文研

究的位于接管安全端焊接接头中的裂纹,由于安全端几何结构不连续、材料性能不均匀及承受多种载

荷的复杂性,还没有任何程序和方法可以计算其可检测泄漏裂纹长度.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接管安

全端的可检测泄漏裂纹长度计算往往等效为直管中产生相同泄漏面积时的裂纹长度,即采用PICEP
程序计算COD.然而,几何简化、材料性能失配、裂纹长度对实际接管安全端COD的影响还不清楚,
需要通过建立详细的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

１　计算方案

本文以接管安全端异种金属焊接接头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种对比模型,研究几何结构(直管

模型和实际接管安全端模型)、材料(简化为四种均质材料的接管安全端模型和考虑热影响区的接管

安全端模型)、载荷大小、裂纹长度等对COD和COA的影响(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图１　典型三维有限元结构的整体网格 图２　安全端简化为直管的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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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计算模型

由于接管安全端的对称性,为减少计算量,选取实际结构的一半建立三维模型.为了减少边缘效

应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将模型的左右两端都做了适当的延伸.边界条件的设定,考虑到实际结构中管

嘴与反应堆压力容器相连的刚性约束,故左端设置固定约束;而对于对称面设置对称约束.载荷设

定,考虑到实际接管安全端及一回路管子尺寸大且均为金属,故重力对模型的应力分析的影响不可忽

略,通过对四种材料设置材料的密度属性和重力加速度的方式加载重力;核电设计工作压力为

１７MPa,以内压的方式加载;由于内压的存在,对管道产生轴向力.文在接管安全端预置位于 A５０８
和 Alloy５２Mb界面的内表面环向裂纹.

３　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　管嘴几何对COD影响

在本文以１２４°穿透裂纹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加弯矩载荷为１２０００kNm下,管嘴几何对COD的

影响.通过将直管模型和实际接管安全端模型得到的COD值和裂纹张开形状作对比,分析管嘴几何

对COD的影响.为了更全面的分析管嘴几何对COD值和裂纹张开形状的影响,分别用u１ 表示裂纹

远离管嘴过渡处一侧的轴向位移;u２ 表示裂纹靠近管嘴过渡处一侧的轴向位移.
由图３可以看出:从裂纹张开的形状看,对于１２４°的穿透裂纹,简化直管安全端的裂纹张开形状

和实际接管安全端的裂纹张开形状差别不大,即简化直管模型对裂纹张开形状几乎无影响.从COD
值的大小看,对于１２４°穿透裂纹,简化的直管安全端的COD值均大于实际接管安全端的COD值,而
且,COD差值的大小也主要取决于穿透裂纹远离管嘴侧u１ 值差值的大小.

图３　接管安全端和直管安全端１２４°穿透裂纹COD的比较

(a)内表面裂纹张开形状对比;(b)外表面裂纹张开形状对比;(c)内外表面COD大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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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材料简化对COD影响

通过建立简化为四种均质材料的接管安全端的有限元模型和考虑热影响区局部力学性能的接管

安全端的有限元模型,对比两种情况下的穿透裂纹张开位移的大小、裂纹张开形状和COA值,全面分

析热影响区材料性能失配对接管安全端异种金属焊接接头COD的影响.
本节同样以外载为１２０００kNm,１２４°的穿透裂纹为研究对象,建立两种情况下的有限元模型,

分析热影响区材料性能对COD的影响,如图４所示.

图４　均质材料接管安全端和热影响区接管安全端１２４°穿透裂纹COD的比较

(a)内表面裂纹张开形状对比;(b)外表面裂纹张开形状对比;(c)内外表面COD大小对比

由图４可以看出,从裂纹张开的形状(COD曲线形态)看,考虑热影响区局部材料力学性能后的接

管安全端的裂纹张开形状与简化为四种均质材料的接管安全端的裂纹张开形状差别不大,即热影响

区局部力学性能对裂纹张开形状基本无影响;从 COD值的大小看,考虑热影响区局部力学性能的接

管安全端COD值低于简化为四种均质材料的接管安全端的COD值.

３．３　裂纹长度对COD影响

为了研究裂纹长度对COD的影响,本节选８０００kNm为恒定外加载荷,以６°、６０°、１２４°穿透裂

纹为研究对象,分别计算８０００kNm载荷下各穿透裂纹长度所对应的COD,分析裂纹长度对COD
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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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外载为８０００kNm,穿透裂纹COD的比较

(a)２θ＝６°;(b)２θ＝６０°;(c)２θ＝１２４°

　　由图５可见,在外载为８０００kNm下,从裂纹张开形状来看,忽略裂纹尖端钝化,６°穿透裂纹的

COD形状基本为菱形,６０°穿透裂纹的COD形状为不对称椭圆形(两侧短半轴长不一样),１２４°穿透

裂纹的张开位移为半椭圆形;不同裂纹长度下裂纹张开形状不同,反映出几何拘束和材料拘束复合作

用对裂纹张开形状的影响,在不同裂纹长度下影响程度不同.在短裂纹时,几何拘束和材料拘束复合

作用不明显,裂纹张开形状基本对称;随着裂纹长度增大,几何拘束和材料拘束复合作用导致裂纹两

侧轴向位移不同,裂纹张开形状不对称.同一裂纹长度下,内外表面的COD形状相同.

４　结论

简化直管模型对COD形状几乎无影响,由于管嘴几何简化为直管结构,几何拘束变小,简化的直

管安全端的COD值均大于接管安全端实际的COD值.热影响区局部力学性能对COD形状基本无

影响,考虑热影响区局部力学性能的接管安全端 COD值低于简化为四种均质材料的接管安全端的

COD值,在LBB分析计算中得到的临界泄漏裂纹尺寸变小,即得到相对保守的评定结果.忽略裂纹

尖端钝化对裂纹张开形状的影响,６°穿透裂纹的张开形状基本为菱形,３０°穿透裂纹的张开形状基本为

椭圆形,６０°穿透裂纹的张开形状为不对称椭圆形(两侧短半轴长不一样),１２４°穿透裂纹的张开位移为

半椭圆形,即裂纹长度影响裂纹张开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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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微振磨损理论研究

陈斯琪,张振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核电厂系统中,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振动损坏在核电厂事故中居首要地位.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微振磨损是关系到

核反应堆结构设计安全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的重要问题.主要讨论了微振磨损的相关理论和计算模型,详细介绍了磨

损速度计算模型、平均磨损重量计算模型、Archard方程计算模型和工作率模型.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微振磨损;磨损机理;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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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而安全、高效地利用核能则是解决能

源问题的重要途径.核电设备是安全运行要求极高的高新设备,在核电系统中,由于动力运输和能量

转换,轻微振动引起的微振磨损现象广泛存在.其中,微振磨损现象较为突出的部件是蒸汽发生器.
蒸汽发生器是压水堆核电厂一回路、二回路的枢纽,它将反应堆产生的热量传递给蒸汽发生器二次侧

的给水,产生蒸汽推动汽轮机做功.蒸汽发生器又是分隔一、二回路工质的屏障,它对于核电厂的安

全运行十分重要.据报道,国外压水堆核电厂的非计划停堆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蒸汽发生器故障造

成的.同时,压水堆核电厂的运行经验表明,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断裂事故在核电厂事故中居首要地

位.可见,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完整性严重影响着核电厂运行的安全性、经济性及可靠性.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面积占一回路承压边界面积的８０％左右,传热管壁一般为１~１．２mm.因而,

传热管是整个一回路压力边界中最薄弱的部分.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常在高温高压和介质环境下作

用,由于流体运动和能量交换引发管道与支撑部件之间的小幅振动,导致微动的发生,其传热管的微

动损伤,进一步加强会导致传热管表层裂纹的萌生和扩展,从而导致传热管管壁变薄甚至破裂,就可

能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泄露及核电厂的停闭.
微动是指在机械振动、热循环、疲劳载荷或电磁振动等载荷条件下,接触界面间发生的振幅极小

的相对运动.普遍存在于核反应堆、机械行业、人工植入器官等领域中.微动摩擦学是研究微动运行

理论、损伤、测试、监控和预防的一个学科分支,它是一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性很强的新兴交叉

学科.在微动摩擦学研究中,根据微动运行条件和环境的不同,通常把微动分为微动腐蚀、微动疲劳

和微动磨损三类.微动腐蚀是指在电解质或其他腐蚀性介质中发生的微动;微动疲劳是指接触表面

的相对位移由某一接触副承受外界的交变疲劳应力引起的变形而产生的微动;微动磨损是指接触表

面的相对位移由接触副外界振动引起的微动.但是,针对反应堆系统中的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微振

磨损的相关理论非常复杂,研究得不够透彻,不够有说服力,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研究.
针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微动磨损研究,调研了微动磨损理论研究和计算模型,主要介绍了旋涡脱

落激振、湍流抖振、流体弹性不稳定性和声共振四种振动机理以及磨损速度计算、平均磨损重量计算、
工作率计算模型和 Archard方程计算模型.不但会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抗微动损伤提供理论依据和

工程指导,而且对提高系统关键设备主要部件可靠性、延长使用寿命和保证核反应堆的运行安全具有

实际意义.

１　传热管微动磨损机制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磨损发生在传热管与支撑架接触部位,可移动范围一般在微米级,符合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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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动磨损条件.常规微动磨损[１]是一个复合过程,在载荷作用下相互配合的接触峰点形成粘着结点,
接触表面受到外界微小振动时,粘着结点被剪切,剪切面逐渐被氧化发生氧化磨损,产生的磨屑堆积

在界面具有磨料作用,接触表面发生磨粒磨损.机械相互作用和氧化是微动磨损的两个主要过程,已
有三体理论、过应变Ｇ应力机制,以及接触界面运动调节机理等进行描述.传热管工作在高温高压的

高速流体环境,常规微动磨损机制不足以解释其完整的失效过程.对失效传热管件和模拟试验样品

进行比较,磨损损伤表面的形貌取决于具有主导作用的磨损机制[２].冲蚀Ｇ腐蚀机制是磨损损伤形貌

产生的主要控制因素.由流体诱发的材料老化过程,在单相流或双相流中均可发生.在高温高压条

件下两相流可在传热管和支撑架间隙存在,导致局域空穴化和冲蚀破坏.金属材料主要依靠形成氧

化膜来抵抗腐蚀,磨损或流体湍流对氧化层的破坏都会造成无防护作用的溶解腐蚀.

２　传热管微动磨损引发机理

在蒸汽发生器的壳程中,单相或两相流体流过管束时,由流体流动产生的动态力作用在管子上,
都将导致管子振动,对换热器造成破坏[３].关于流体诱导振动的四种机理[４]如下.

(１)旋涡脱落激振

这种振动起因于从管子表面上周期性脱落的漩涡所产生的周期性的流体力.如果漩涡脱落频率

与管子的固有频率一致,管子便会发生共振.处于横向流中的单根圆管,从管子表面上脱落的周期性

的漩涡,即通常所称的卡门漩涡.而在管间距较小的管束中是否存在这种规律性的卡门漩涡,至今仍

不十分清楚.但是某种周期性脱落的旋涡导致管子共振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特别是在液流或高

密度的气流中,周期性的作用力相当大.因而管子的振幅也比较大.两相流体横向流过管束,只有在

体积含气率或空隙率小于１５％时才会发生周期性的旋涡脱落激振.
(２)湍流抖振

流体绕流管子或者处于上游位置的进口接管、弯头以及阀门等管件都会产生湍流.由于湍流使

管子表面的流场压力产生了随机性的脉动,从而使管子发生振动.在轴向流中湍流激振是主要的激

振机理.在横向流中湍流激振也很重要.在液相与两相流时,都应该考虑这种振动.湍流激振时,管
子的振幅虽然比较小,但经历长时间振动,管子将产生疲劳,与支承接触的管壁也将被磨穿.

(３)流体弹性不稳定性

流体弹性不稳定性是动态的流体力与管子的运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流体速度较高时,流体给

予管子的能量大于管子的阻尼所消耗的能量.在流体力作用下,管子将产生大振幅的振动,很短时间

内便遭到破坏.无论是气体、液体、还是两相流体当其流过管束时,最常见到的与最具有破坏性的就

是流体流动不稳定性.因此它也是最重要的激振机理.
(４)声共振

气流横向流过管束时,当周期性的旋涡脱落频率与壳程的声驻波频率一致时,流场与声场耦联且

相互加强,便会出现声振荡的现象,声振荡一般由旋涡脱离引起[５].在一般情况下,只产生强烈的噪

声,对换热器不会造成多大损害.但若旋涡脱落频率同时与声频以及管子的固有频率吻合,则管子很

快遭到破坏.

３　模拟磨损计算模型

３．１　模拟磨损实验台类型

为了研究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损伤机制,除了全尺寸全流量模拟回路实验外,还通过实验

室模拟研究传热管退化失效特性.模拟磨损试验台主要分为五种类型[６]:
(１)对一段传热管施加受控冲击激发或轨道激发,使传热管与支撑架间随机作用;
(２)对一段传热管施加受控冲击激发或轨道激发,使传热管与支撑架间发生近受控相互作用;
(３)对一段传热管施加受控冲击运动,使传热管与支撑架间发生近受控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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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受控冲击—往复滑动激发作用在样件上的受控相互作用;
(５)两个样品之间的滑动.

３．２　计算模型

传热管微振磨损评估可以从磨损速度计算,平均磨损重量计算,Archard方程计算以及工作率模

型来考虑,目前,经过实验、理论分析和软件开发的验证,工作率模型能够对传热管磨损进行合理寿命

预测评估,已经在核电厂安全评估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３．２．１　磨损速度计算

黏合磨损理论所导出的平均磨损深度计算公式是:

dadh ＝kadhPmLs

式中:Kadh为磨损常数;实验证明,对于一已知的“材料对”,此值在平均垂直接触压力大于单向屈服强

度时均为常数,如“低碳钢Ｇ低碳钢”材料对;Pm 为接触面间的平均垂直接触压力;Ls 为总的滑动距离.

LS ＝ 速度×时间 ＝ 管子与折流板相互接触的频率×每次滑动距离×运行时间

如果设T 为运行时间(h),则:
单位小时的平均磨损深度为daah/Tmm/h.

３．２．２　平均磨损重量的计算

建立了一个关于换热器管子的横向振动而引起的磨损理论及实验模型,下面的计算式是根据该

模型实验得来的:　

W ＝α１fα２(AC

d０
)α３(AG

d０
)α４(δ

d０
)α５eα６(R－W －PL)

式中:W———单位振动周期内的磨损重量,g/周;

AC———若间隙很大且没有载荷作用于支承处的管子上,则为支承处管子横向振幅的两顶点距离.
本实验装置,管子与折流板管孔间隙不大,可取A＝AC;

AG－AC———管子支撑板上间隙(折流板管孔内径减去管子外径)中的较小者;

δ———管壁厚度;

W———在折流板上所承受的管子平均重量,kg;

PL———作用于折流板管子的预载荷,kg;

α１~α６———常数.
许多管子磨损试验都表明,当管子与折流板取相同材料时,则两者的磨损速率近似相等;当折流

板材料比管材硬时,则管子更快被磨损.

３．２．３　Archard方程

磨损是由于机械相对运动或机械相对运动和化学作用过程同时发生而引起材料从管子表面脱落

的过程.滑动磨损[７]的相对运动比较大,并且是连续的.微振磨损的相对运行比较少,是交替运动.
已经表明 Archard方程[８]就黏性磨损而言可以应用到微振磨损和连续滑动条件,可以预测蒸汽发生

器传热管的微振磨损量.Archard方程式表示如下:

V ＝KFnL
其中,V 是磨损产生的体积;K 是磨损系数;Fn 是表面之间的法向力,并且L 是总的滑移距离[９].

尽管磨损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定义,Archard方程式是半经验的,但是在实际状况下已经证明有用.摩

擦运动比冲击运动产生更多的磨损,所以方程可以用来预测传热管与防振条(或支撑板)之间的微振

磨损以及外来物之间的磨损.

３．２．４　工作率模型计算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寿命的预测评估,是保证传热管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目前,工作率模

型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预测模型,由Frick[１０]于１９８４年提出,经不断改进,发展出基于 Archard磨损方

程的工作率模型,磨损体积V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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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KFS
３H

式中:F 为法向力;S为滑动距离;H 为材料硬度;K 为无量纲的磨损系数,确定材料和环境下,通过实

验获得的常数.
因为,工作率模型可由单位时间的磨损体积,即体积磨损率,经上关系式变形得到:

V ＝KWW
式中:KW 具有㎡/N或Pa－１量纲的系数.磨损工作率 W 为:

W ＝ １
t∫Fds

上式的磨损工作率又称法向工作率,是单位时间内法向接触力和滑动距离的积分.磨损工作率

W 表征了传热管和支撑材料间通过动力学相互作用耗散的有效机械能,是量化微动磨损的参数.

４　结论

现阶段,根据传热管旋涡脱落、流体弹性不稳定性、湍流抖振和声共振四种激振机理,可以得到相

关经验来初步判断传热管微动磨损的程度,而根据磨损速度计算模型、平均磨损重量计算模型、

Archard方程计算模型和工作率计算模型,可以用来研究影响微动的因素以及各因素会影响到的程

度,从而提高系统设备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避免发生过度的磨损.
目前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微动磨损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１)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微动磨损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实验研究主要是从单一的切向微动模式

出发,进一步扩展到径向、转动、扭动以及复合模式的微动研究较少,实验数据不充分;应该积极开展

多维度复合模式的微动实验研究.
(２)从研究方法上分析,由于影响微动的因素较多,如管束流动的复杂性、振动阻尼的不确定性、

换热元件磨损和破坏速度难以准确计量等,并且各个因素对微动的影响不是单独作用,而是混合在一

起彼此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因而不能充分地揭示微动磨损损伤机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可靠

性;应在方法上有所创新.
(３)从研究内容上分析,已有研究工作对蒸汽发生器微动损伤机理研究存在两个重大缺陷.其一

是没有充分考虑交变法向力的实际存在与循环往复的切向力共同作用,产生“叠加效应”特征,只考虑

了简单的单一的微动模式;其二是在高温环境中的摩擦氧化作用与实际贫氧环境下磨损机制上的有

较大差异;实验中应尽量与真实环境相近,积极开展高温高压环境下复杂微动磨损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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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nuclearpowersystems,vibrationdamageofsteamgeneratortubesisamainpartin
nuclearpowerplantsaccidents．FrettingＧwearisanimportantproblemforthesafety,integrityand
reliabilityofstructuresin nuclearreactors．Inthispaper,frettingＧwearbasicprinciplesand
computationalmodelsarediscussed．Thisreview mainlycoversthecalculationmodelofwearrate,

thecalculationmodelofaveragewearweight,thecalculationmodelofArchardequationandthe
modelofworkrate．Themainproblemsexistinginthepresentresearchareanalyzed,andrelevant
suggestionsare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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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热源侧面稳定再入事故中的安全性评估

陈红永,李上明,范宣华,胡文军,王　东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９９)

摘要:放射性同位素热源在深空探测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需求,但２３８PuO２ 材料极强的毒性导致在同位素热源设计阶

段必须考虑各种异常事故情况.针对同位素热源在发射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再入事故,通过分析热源再入模

式,并考虑再入过程中严酷的气动加热环境,发展了适用于RHU在侧面稳定再入模式时的气动加热计算方法,结合典

型弹道特征,开展了“Angel”RHU在典型弹道下以侧面稳定模式再入的温度分析,开展了结构在再入事故中的安全性

评价,所形成的方法对此类结构安全性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同位素热源;气动加热;侧面稳定再入;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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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热源(Radiosotopeheaterunit,RHU)由于结构紧凑、可靠性高、抗辐射性能好、不需维

护等优点,在空间开发领域有重要的应用,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多次将RHU应用于空间任务[１Ｇ３].
根据联合国«空间核动力源原则»[４]要求,RHU 必须采用２３８PuO２ 材料作为燃料,而２３８PuO２ 具有

极强的毒性,一旦在储存、运输以及任务应用过程中发生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异常事故,会造

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在RHU设计阶段,就必须考虑各种可能的异常事故.其中一类典型事故

是由于运载器发射或在轨运行异常事故导致的再入事故:RHU 在正常(轨道衰减)或异常(航天器故

障等)原因再入大气层时,会经受严酷的气动加热环境.如果对隔热层设计不合理或对气动加热估计

不足,会使得同位素热源内部金属包壳温度超出其熔点,导致内部剧毒核物质泄露的风险;若同位素

热源在再入过程中保持完整,在坠落地面或水面时的末段状态(隔热层厚度、包壳是否完整)也直接影

响到其承受冲击的能力,也会导致潜在的核泄露风险,因此需要对同位素热源在典型再入状态下的安

全性进行深入研究.

１　再入环境热分析

１．１　再入模式

RHU与一般航天器再入时姿态特性类似,而再入姿态直接影响其表面气动加热分布,所以在分

析再入气动加热环境时,需要首先分析同位素热源再入时的姿态[５].图１中展示了圆柱状物体(同位

素热源一般为圆柱体)再入时描述姿态的参数.图中,α为圆柱体攻角;θ为圆度角,L 为圆柱体长度,

D 为圆柱面直径.

图１　圆柱体再入姿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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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姿态一般分为几类[６]:①侧面稳定再入模式(SideＧonstable):当圆柱体以９０°攻角姿态稳定

再入,阻力系数CD ＝２,参考面积(LD),一般指圆柱体以垂直于弹道的平面的滚转再入;②端部再入

模式(Endon):攻角０°,迎风面为底端;③横向滚转模式(crosswise):圆柱体在纵向平面内滚转,如图

２所示.

图２　不同再入模式

(a)侧面再入;(b)端部再入;(c)横向滚转再入模式

还有一类为随机滚转模式(RandomTumbling),即滚转轴不确定.
考虑到侧面稳定再入模式下,结构侧面和端面所受气动加热差异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性,故本文

重点针对侧面稳定再入模式进行分析.针对RHU 的再入安全性评价,需要分析 RHU 以不同弹道、
不同模式再入时的气动加热效应的影响:比如:RHU 以轨道降低弹道随机滚转;或以－９０．０°弹道热

源以端部再入模式再入[１].有时候还需要通过试验测量高超声速气流中圆柱体(RHU 外形一般都为

圆柱形)从攻角０°~９０°的气动加热流率,以取得驻点热流数据,为数值分析提供验证[７].

１．２　 真实气体效应

在弹头气动热影响分析中涉及飞行弹道、气功热、热传导等多学科的耦合求解.同位素热源在再

入过程中,其飞行高度跨越了外大气层和临近空间,图３给出了弹道系数和气动加热分析的关系.对

于外大气层,需要考虑稀薄大气带来的真实气体效应;而飞行高度较低时,需要采用连续流理论,而对

于中间过渡高度,又需要单独分析.因此,对于同位素热源气动加热分析是一个高度耦合的过程.

图３　弹道系数与气动加热关系[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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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中,弹道系数CT＝id２

q
１０３ ,i＝Cx０(M)

Ĉx０(M),CT＝W
CD

.其中,d、q为弹丸的直径和重量,单位分

别为 m和kg;Cx０(M)为零攻角时的阻力系数;Ĉx０(M)为零攻角时标准弹形对应的空气阻力定律;美
国初期分析气动加热时,采用自由分子流理论计算同位素热源以自由滚转、横向滚转、端部再入时高

超声速弹道系数.

１．３　再入气动热计算方法

ALRH 的气动加热计算包括气动加热(自由分子流、过渡区及连续流段)、对流换热和辐射,还要

与结构传热进行耦合分析[８].在分析中忽略表面的烧蚀导致的厚度减少以及表面材料燃烧生热对整

体气动加热环境的影响,加热外表面初始为冷壁.
(１)自由分子流动加热

q

FM ＝βρ∞V３

∞

５００６３
(１)

式中:q


FM为自由分子流驻点气动加热热流率;β为热调节系数;ρ∞ 为自由来流密度;V３
∞ 为自由来流速度.

(２)对流换热[９]

对于壁面边界,其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热流为[３]:

qw －qf ＝－λa
ƏTw

Əy
(２)

式中:qw 为对流传热热流率;qf 为辐射散热热流率;λa 为传热系数;Tw 为外壁面温度.
对于对流传热,其热流率为:

qw ＝δ(Tr－Tw) (３)
式中:δ为对流换热系数;Tr 为恢复温度.

对流换热系数δ为:

δ＝StρwV∞cp ＝cpτw

V∞
(４)

其中,斯坦顿数St ＝ ３Cfw

２S ＝ ３ Cf

２P２/３
r

.

层流时Pr＝０．７１,湍流时Pr＝０．８６.Cf 的计算公式如下:

Cf ＝ ０４５５ηM

(lgRe)２５８ (５)

式中:Re为雷诺数;ηM 为摩擦系数.
对于不可压流,摩擦系数为ηM;对于可压流,摩擦系数为:

ηM ＝ [０４４＋(０３７６Tw

Tr
＋０１８４)(１＋０１７６M２

∞ )]－０８７５

对于恢复温度,计算公式如下:

Tr ＝T∞ (１＋rγ－１
２ M２

∞ ) (６)

(３)辐射散热[１０]

在外壁面考虑辐射散热.辐射散热热流率为:

qf ＝５６７×１０－８×ε(T４
w －T４

∞ ) (７)
式中:T∞ 为远场来流气体温度;Tw 为壁面温度;ε为辐射系数.

结构传热利用针对多层复合结构的一维简化传热模型开展分析.

２　算例

以俄罗斯为“Mars－９６”任务设计的 RHU “Angel”为研究对象,这是一款热功率为８．５W 的同

位素热源.采用２３８PuO２ 作为燃料,设计服务期限为１０年.“Angel”从燃料外第一层包壳为耐腐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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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铑合金层,第二层为提供机械强度保护的钽钨合金保护层,第三层为C－C复合材料的隔热层.
建立模拟“Angel”的传热分析有限元模型,如图４所示.根据弹道特征开展结构气动加热和结构

一维热模型耦合进行气动加热－结构传热分析,可以得到同位素热源以(９１４４０m 高度与航天器分

离,然后分析侧向稳定模式再入时表面不同位置气动加热热流率,如图５所示.

图４　“Angle”模拟模型 图５　典型轨道再入时表面气动加热热流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此典型弹道以侧向稳定滚转再入时,侧面和端面的气动加热热流率峰值差异

约为１２倍,整体平均后气动加热峰值热流率约为４．７×１０６ W/(m２s).
考虑结构外表面的气动加热、对流换热、辐射放热,以及内部生热功率(考虑到真实状态下,RHU

在真空中工作的稳态温度约为１０９０℃,设置结构初始温度为１０９０℃),将气动加热－一维传热所获

得的结构外表面温度变化情况引入三维有限元模型中,开展三维传热分析,得到结构的不同时刻温度

分布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a)１０s (b)２２６s 　　(c)３３５s (d)７３０s

图６　不同时刻温度分布

图７　各层温度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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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初始再入时刻外表面温度上升明显,在热流从外层传入内层的过程中,由于隔

热层的保护作用,升温缓慢.气动加热热流率最大时刻(３３５s)左右,外层温度达到最高.之后由于气

动加热热流率下降,对流换热起到降温作用,在落地时刻(７９０s),内部燃料温度最高为７５１℃,外层

C－C复合材料温度降至６４２℃.在气动加热环境下,钽钨合金结构层温度虽未超过熔点,但铂铑合金

保护层温度已经超过熔点,产生了的放射性物质泄露风险,在结构设计中需要重视并加强隔热层.

３　结论

通过研究RHU在异常再入事故中的再入模式,发展了针对横向滚转再入模式的气动加热分析

方法,开展了“Angel”RHU在再入事故中的温度分析,通过研究得到了 RHU 在再入事故下的主要安

全隐患在于在某些典型再入模式下,内层金属包壳温度会超过熔点从而导致放射性物质泄露的风险,
因此需要在设计中给予重视并开展相应的防隔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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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adiosotopeHeaterUnit(knownasRHU)iswidelyusedtofeedtheneedofdeep
spaceexploration．Astheradioisotope material２３８PuO２ isofgreatpoisonousness,thevarious
extremelyaccidentshouldbeconsideredindesign．Accordingtotheanalysisofreentryinlaunchand
operationof RHU,and thereentry modes,with the effect ofsevere aerothermalheating
environment,thesuitablecalculating methodofaerothermalheatingevaluationofRHUinis
developedforthesideＧonstablereentrymode,andthesafetyevaluationofthestructureisapplied
basedoninvestigationonthetemperature．Themethodinthiswordcanoffermeaningfulreference
forsafetydesignofRHU．
Keywords:radiosotopeheaterunit;aerothermalthermalheating;sideＧonstable;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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