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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锕系物理与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国外PuＧGa合金的低温马氏体相变实验研究进展

陈守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 江油６２１９０７)

摘要:PuＧGa合金在核工业中有着重要应用.PuＧGa合金的低温马氏体相变行为是 PuＧGa合金研究文献中的主要话

题.本文综述了国外PuＧGa合金的低温δ→α＇马氏体相变行为及其逆变过程的实验研究进展,并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低温马氏体相变为无扩散型的直接等温δ→α′相变,相变终产物为δ与α′的混合相.在加热逆变过程中存在直接相变

与间接相变的竞争,该过程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加热速率、稳定温度、Ga原子浓度、α′含量等,各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

Ga原子的扩散速率来影响逆变过程.当 Ga原子的扩散受到限制时,直接相变发生的概率就会升高.间接相变主要

经β′/γ′相发生,并经常伴随出现纯βＧPu/γＧPu相.δ→α′相变与α′→δ逆变的起始温度受 Ga含量、晶粒尺寸、均匀化

程度、老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Ga含量越高,则相变温度与逆变温度越低;晶粒尺寸越小,相变温度越低;均匀化程度

越高相变温度越低;老化会削弱马氏体相变行为;长时间的室温静置可能会在晶体内产生α′晶胚,影响后续的马氏体

相变的形核过程.部分合金低温马氏体相变过程中会的 TTT曲线呈现出双C特征,形成原因不确定,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PuＧGa合金;马氏体相变;逆变

　　　　　　　　　　　　　　　　　　　　　　　　　　　　　　　　　　　　　　　　　　　　　　　　　　
　

　
　

　 　　　　　　　　　　　　　　　　　　　　　　　　　　　　　　　　　　　　　　　　　　　　　　　　　
　

　
　

　
　

作者简介:陈守闯(１９８２—),河南南阳人,工程师,本科,现主要从事核材料研究工作

金属Pu是一种重要的核材料,在核工业中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纯Pu金属在室温下可加工性

较差,通常需要添加其他化学元素形成能够在室温下存在的易加工δ相合金,当前得到应用的主要是

PuＧGa合金.由于PuＧGa合金性质的复杂性与重要性,美国、俄罗斯(苏联)、法国、英国等国家均在积

极进行相关研究.１９６４年,美国的 Ellinger等[１]发布了第一个 PuＧGa相图,在该相图中,Ga含量在

２％~９％的δ合金相稳定区一直延伸到亚室温.１９７５年,苏联的Chebotarev等[２]提供了另一版本的

相图,认为室温下的δ相是亚稳相,会通过缓慢的共析反应分解成单斜α相和Pu３Ga金属间化合物.

１９９１年,Adler[３]通过计算证实可能存在共析反应.此外,热力学第三定律也决定了成分多变的δ相

不能在０K附近稳定存在[４,５].
尽管 Ga含量在２％~９％的δＧPu为亚稳相,但 Ga原子在δ相中的扩散系数极低,在室温下需要

一万年左右才能完成共析反应[６].由于其亚稳特性,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都会发生相变,并伴随

着巨大的体积变化,这给材料的使用带来一定的麻烦,因此相关国家都极其重视PuＧGa合金的相变行

为.大量的研究表明,低温下及压力下的相变以及相关逆变过程都存在典型的马氏体相变特征.本

文将重点关注PuＧGa合金的低温马氏体相变行为,以期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低温马氏体相变

１９７６年,Orme等[７]发表了关于 Ga含量在０．１７at．％~１．９at．％的PuＧGa合金的冷致δ→α相

变的首篇综合研究成果.他们相信,相变是马氏体型的,并且较高温度下可能是块体相变,形核与时

间相关,是由热激发的.此后,有大量关于PuＧGa合金的低温马氏体相变行为的报道.

１．１　PuＧ２at．％ Ga合金的低温马氏体相变行为

２０１０年,Texier等[８]在等时及等温条件下研究了成分均匀性在８０％以上的PuＧ２at．％ Ga合金

的低温δ→α′相变热力学与动力学,用膨胀仪原位追踪了各温度下的整个相变过程.
在等时测量中,使用了不同的加热和冷却速率:１、５、１０K/min.用 Kissinger[９]和 Ozawa[１０]的方

法计算了马氏体相变的表观活化能,分别为－５５kJ/mol和－５８kJ/mol.明显低于C２５０钢的扩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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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氏体逆变活化能(３４２kJ/mol)[１１].这意味着PuＧGa合金的相变显然不是扩散型相变.
等温测量中,用膨胀仪原位分析了１６６K、１６１K、１５６K、１５１K的析出动力学,通过长度变化率计

算出了α′相的含量,之后用JMAK 方程分析了α′相的含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作图获得了

Avrami指数n和反应速率常数 K(图１).

图１　(a)用于确定１６６K、１６１K、１５６K、１５１K温度下 的JMAK参数的ln{－ln[１－x(t)]}－ln(t)曲线

(b)用于计算等温条件下形核与生长活化能的ln(K)－１０００/RT 曲线(引自文献[８])

数据显示,n与温度无关,每个温度点的等温保持过程中有３个n值.第一阶段为１,对应于点位

饱和后在晶界形核的机理,与预存在晶胚的假定相符;第二阶段在２．５~３之间,可能是形核与生长混

合机理;第三阶段,n 值接近０．２.这与不锈钢中快速析出之后的后相变机理的数值相似.Ravat
等[１２]用XRD研究了PuＧGa合金１４３K的等温相变,得到的n值为０．３.这些相似性表明,该相变阶

段可能对应于条状α′马氏体缓慢生长的界面控制机理.
实验算出的形核活化能为En＝－３４．４kJ/mol,置信度较高.该形核能与Adler等[１３]通过模拟非

均匀马氏体形核过程确定的１５３K时PuＧ１．９at．％ Ga合金的形核活化能２４．５kJ/mol接近,他们用

到了与超级位错形核点的应变关联.该数值接近钢铁中位错附近的形核能(约１００kJ/mol).

１．２　２４２PuＧGa合金的低温相变

２００４年,为便于用中子衍射技术研究 PuＧGa合金的低温相变行为,Lawson等[１４]用９５％ ２４２Pu
同位素丰度的含 ２％、４％、６％ Ga的 PuＧGa合金样品进行实验,用 LosAlamos中子科学中心

(LANSCE)的脉冲中子衍射技术进行了较大温度范围内的中子粉末衍射测量,用 GSAS的 Rietveld
分析包分析了２％ Ga样品的晶格常数、尺度因子、本底、扩散本底、DebaeＧWallar因子以及峰截面参

数等;用Lujan中心的高强度粉末衍射仪(HIPD)确定了４％ Ga样品的极图.结果发现,２％ Ga合金

的首轮冷却过程中,未出现α′衍射峰,仅出现了δ峰.低温数据的 Rietveld分析表明,这可能是α′相

含量低于０．５％或者α′析出相尺寸小于５０Å.同时,在低温下及加热至室温后发现１１１和２００的δ峰

明显展宽,二者的展宽程度不同,这意味着晶格空间的峰展宽是各向异性的.而在４％ Ga样品中未

出现峰展宽.微应变分析结果显示,首轮缓冷至１５０K前,微应变很小,之后冷却至１５K的过程中快

速增长至２５００μ,加热至１７５K后,微应变部分修复至２０００μ,回冷至１５K时又增至２５００μ.加热

至３００K后,修复仍然不完全,为１０００μ.第二轮冷却至１５K时,微应变达到了３０００μ,加热至室温

后,变为１５００μ.最终加热至６００K后,微应变恢复至初始值５００μ.４％ Ga样品中则无微应变出

现.通过非均质应变系数S４００和S２２０室温计算发现,[１００]方向的晶格常数变化最大,[１１１]方向变化

最小.

１．３　PuＧ１at．％ Ga合金的低温相变与逆变行为

２０１３年,Ravat等[１５]用XRD及膨胀仪分析技术研究了PuＧ１at．％ Ga合金的马氏体相变与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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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结果显示,低温下的δ→α′马氏体相变是直接发生的,不存在中间相γ′.而逆变过程存在直接

α′→δ相变与间接相变α′→β纯Pu(＋δe)→γ纯Pu(＋δe)→δ的竞争.二者的比例受间接相变中的

Ga扩散过程控制.在间接逆变过程中存在残留δ相中的 Ga富集以及纯βＧPu及γＧPu的出现.作者

用PuＧGa二元系统的平衡相图讨论了间接逆变的各阶段,认为在逆变过程存在直接相变与间接相变

的竞争.二者的比例受间接相变中的Ga扩散过程控制.间接逆变过程包括残留δ相中的Ga富集以

及纯βＧPu及γＧPu的出现.晶体学表征显示,α′相晶胞体积高于纯α相,直接证明该过程中未发生 Ga
原子的扩散.在β稳定区,出现的βα′相晶格参数与β相一致,而δ相的晶格参数与PuＧ２at．％ Ga合

金相符,意味着二相各占５０％.再冷却将β相转变为α′相,则α′相的晶格参数接近纯α相.在１３０~
２００℃,β相的量与晶格参数都未发生变化.整个实验过程中的相变行为可以用图２来描述.

图２　加热、冷却过程中PuＧ１at．％ Ga合金的整个逆变过程示意图(引自文献[１５])

Perron等[１６]用CALPHAD模拟结合实验分析研究了PuＧ１at．％ Ga合金的逆变过程.结果显

示,间接逆变中有两个 Ga扩散通道:从α′相到δ相;在纯βＧPu出现以前的过渡β′相到δ相.直接与

间接逆变的比例取决于三个参数:加热速率、初始α′相分数以及 Ga含量.模拟结果都得到了实验验

证.热力学计算显示,在１２５℃时,PuＧ１at．％ Ga合金倾向于形成７４．７％ 的纯βＧPu和２５．３％的富

Gaδ相,这意味着间接逆变可以发生,但需通过 Ga的扩散来实现.加热速率太快,Ga原子来不及扩

散,直接转变为δ相;初始α′相分数大于７５％后,或者 Ga含量较高,则在扩散过程中δ相的 Ga含量

容易达到饱和,从而抑制间接逆变.

１．４　低温相变的双C动力学研究

Orme[７]研究了０．１７at．％~１．９at．％ Ga含量的PuＧGa合金在６０~－１５５℃温区内的时间－温

度－相变(T－T－T)曲线,结果发现,Ga含量在１．４at．％~１．９at．％的PuＧGa合金的 T－T－T曲

线中存在两个拥有独立拐点的交叠C曲线.PuＧ１．９at．％ Ga合金的上C拐点大约为－１３０℃,而下

C曲线的拐点大约为－１５５℃[７].作者认为上C中的相变源于块体相变,而下C是马氏体相变的产

物,但未观察到过块体相变的显微结构证据.

Deloffre[１７]报道了相变中的扩成分与取代成分,指出在~１．５at．％ Ga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双

C的出现意味着相变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热激发机制.Oudot等[１８]的差示扫描量热仪(DSC)结果

为双C行为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且显示出了在上C温度以上发现了第三个放热反应,冷却至亚室温后

等温保持过程的DSC显示出三个峰位.在逆变峰面积(正比于δＧα′逆变量)－等温保温曲线上有两个

极值点,分别是在－１３０℃和－１５５℃保温１８h.此外,Deloffre等人[１７]参考了钢铁材料中的双C行

为以及压致相变中的现象,认为上C曲线可能出现了中间γ′相.

２００９年,Schwartz等[５]总结了早期的几种观点,摒弃了 Orme等[７]存在体相变的观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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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igh和 Wolfer[１９]上C存在扩散成分的观点.但是仍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无法确定双C是由

不同的相变机制、不同的相变路径、不同的形貌、不同的晶胚或形核点造成,还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

２０１１年Blobaum等[２０]在上C和下C曲线上分别取温度点－１２０℃和－１５５℃,用先进光源的原

位XRD研究了PuＧ１．９at．％ Ga合金δ→α′相变过程及等温动力学,发现双C的马氏体相变均是直

接相变,未观察到γ′相.并且在－１５５℃下还在δ(１１１)峰位观察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肩峰.

２０１６年,Lalire等[２１]声称在PuＧ１at．％ Ga合金的 TTT图中发现了双C行为,并发现上C和下

C温度点对应的马氏体表面形貌差异较大,这与前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别.此外,作者通过简单比

对钢铁中的马氏体相变行为以及一些数值计算结果认为上C发生了弹塑性协调相变,下C为弹性协

调相变.不过作者所提供的多张重要图片略显粗糙,部分 TTT曲线数据点不充分,表征二者形貌差

异的样品也有疑点,这使该文相关结论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２　马氏体相变的影响因素

２．１　晶粒尺寸对相变的影响

马氏体相变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当晶粒尺寸低于临界尺寸后,动力学由相变在晶粒之间的自催化

扩张来决定,晶粒细化会以 HallＧPetch强化[２２]的方式抑制相变.为验证该效应,１９８８年,Adler等[１３]

制备了各种晶粒尺寸的PuＧ１．７at．％ Ga合金样品,在进行不同的长时间时效之后,以２．０８×１０－２ K/s的

速率冷却观察PuＧ１．７at．％ Ga合金的马氏体相变.结果发现,当晶粒尺寸小于２００μm时,马氏体相变

起始温度 Ms∝D－１/２
z .当晶粒细化时,马氏体相变会受到抑制.

２．２　中低温“退火”(conditioning)对相变的影响

２００６年,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的 Blobaum 等[２３]在研究 PuＧ２．０at．％ Ga
合金的低温相变时,在３７５℃退火８h之后,对样品进行冷热循环发生马氏体相变与逆变之前,添加了

０~７０h的－５０~３７０℃的中低温“退火”步骤,用DSC研究了中低温“退火”对冷致马氏体α′相变量的

影响.结果发现,在２５℃“退火”６h之后,冷却阶段产生的α′相最多,更长的“退火”不会产生更多的

α′相.作者认为,２５℃在相图的共析相变温度以下,在“退火”阶段基体中可能会产生αm 相晶胚,这些

晶胚在冷却阶段为α′相提供形核点.尽管在热处理过程中,材料中也可能存在其他形核点,如β晶

胚、本征缺陷位等,但对形核的贡献方面,αm＞β＞本征位.作者同时进行了热力学模拟计算,结果显

示,高温的快速扩散效应与低温高驱动力之间存在竞争,２５ ℃晶胚的最快形核速率是源于二者的

平衡.

Jeffries等[２４]用金相显微镜研究了室温８h以上的“退火”后,电解抛光与阳极化处理的δＧPuＧ１．９
at．％ Ga合金的显微结构与温度、时间、低温保持等的关系,以解释室温“退火”在相变中的作用.该

实验选择了３个相变温度,－１２０℃、－１５５℃、－１９６℃.在达到目标温度３０s及４h后进行了金相

显微分析.用统计学方法记录了α′颗粒的中间长度、数量面密度、相变百分比.结果显示,颗粒生长

不受室温“退火”处理的影响,室温“退火”只影响形核过程.

２．３　老化对相变的影响

Pu的强放射性会在δ相PuＧGa合金中产生大量的晶体学缺陷,对其相变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Mitchell等[２５]用膨胀仪研究了自然老化２２年以及掺杂２３８Pu加速老化９０年的δ相PuＧ２at．％ Ga合

金样品的温致相变行为.结果发现,直接从室温冷却至－１５０℃时,这两种样品都不发生相变,只有在

加热至２００℃以上再重新冷却的过程中才会发生δ→αt′相变.这意味着老化产生的自辐照缺陷可能

会稳定δ相,抑制δ→αt′相变的发生.对老化样品的１２０~２００℃退火研究显示,１２０℃及１４０℃退火

后低温相变量很少.１４０℃以上的退火能带来较多的低温相变量.这意味着１４０℃以上的退火能够

修复部分辐照损伤,促进相变的发生.

Whell等[２６]用光学显微镜、EMPA、密度测量、DSC及硬度测试方法研究了３５年老化 PuＧ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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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 Ga合金的结构与相稳定性,相关结果显示,室温下原始样品中不存在αＧPu,不过在高温退火

后,室温静置会产生一定量的α′相,在β稳定区的DSC曲线上会出现明显的α′→β相变峰.这也一定

程度上验证了 Mitchell等[２５]所观察到的老化对δ相的稳定作用以及对马氏体相变的抑制作用.不

过,作者在冷却实验前对样品进行了高温退火处理,消除了老化效应,无法判断老化是否会同样抑制

低温马氏体相变.

３　讨论与结论

膨胀仪、DSC、TEM、XRD等技术是研究PuＧGa合金低温马氏体相变行为的有效工具.

PuＧGa合金的低温马氏体相变为无扩散型的直接等温δ→α′相变,相变终产物为δ与α′的混合

相,在加热逆变过程中存在直接相变与间接相变的竞争.间接相变的出现受加热速率、稳定温度、Ga
原子浓度、α′含量等诸多因素影响.各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 Ga原子的扩散速率来影响逆变过程,当

Ga原子的扩散受到限制的时候,直接相变发生的概率就会升高;在β相区的间接逆变主要经β′相发

生,而在γ相区的间接逆变主要经由γ′相发生.由于 Ga原子在β′相及γ′相的扩散较快,因此在这个

过程中经常伴随着纯Pu的β相及γ相的出现.
低温δ→α′相变与α′→δ逆变的起始温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 Ga含量、晶粒尺寸、热处理过程、

老化等.总的来讲,Ga含量越高,则马氏体相变温度与逆变温度越低;晶粒尺寸越小,马氏体相变温

度越低;经过均匀化处理的样品马氏体相变温度也会降低;老化会削弱马氏体相变行为,可能是Pu原

子衰变能较高,能促进α′→δ逆变,同时老化还会产生大量的晶格缺陷,抑制马氏体颗粒的生长.长时

间的室温“退火”可能会在晶体内产生α′晶胚,在６h左右达到饱和.这些晶胚会影响后续的马氏体

相变的形核过程.
低温马氏体相变过程中,PuＧGa合金TTT曲线的双C特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双C曲线形成的

原因已经困扰了科学家很多年.不同科学家的研究中所用到的材料成分、降温过程均有一定的差距,
难以进行统一的评判.

此外,由于PuＧGa合金材料的特殊性,公开发表的某些结论的真实性存疑,因此在阅读与参考国

外的实验数据时仍需要仔细分析,摒弃其中似是而非的内容与结论,辩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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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progressintemperatureＧinduced
martensitictransformationinPuＧGaalloys

CHENShouＧchuang
(InstituteofMaterials,CAEP,Jiangyou,Sichuan６２１９０７,China)

Abstract:PuＧGaalloysareimportant materialsin nuclearindustry．ThetemperatureＧinduced
martensitictransformationofPuＧGaalloysisanimportanttopicinthepublishedliteratures．The
temperatureＧinducedδ→α′martensitictransformationandthereversiontransformationofPuＧGa
alloysarereviewedanddiscussedhere．ItseemsthatthetemperatureＧinducedδ→α′martensitic
transformationoccurswithoutdiffusionofGaatoms．Thefinalproductismixtureofδandα′phase
duetothelargedifferenceofvolumebetweenα′andδphase．Thereiscompetitionbetweendirect
andindirectreversiontransformationintherecoveryprocess,whichiseffectedbymany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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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asheatingrates,experimentaltemperature,Gaconcentration,contentofα′,etc．,viathe
effectondiffusionofGaatomsinthealloys．Theinitialtemperaturesofδtransformationand
reversionareaffectedbyGaconcentration,grainsize,aging,etc．Finally,thedoubleＧCTTT(timeＧ
temperatureＧtransformation)plotsofPuＧGaalloys,theoriginofwhichisnotrecognizedisof
interesttoscientistsinthisfield．
Keywords:PuＧGaalloys;martensitictransformation;reversion

７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锕系物理与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HERFDＧXANES技术探测氧化钍６d轨道的晶体场效应

鲍洪亮,段佩权,张林娟,周　靖,李　炯,黄宇营,王建强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先进核能创新研究院,上海２０１８００)

摘要:氧化钍(ThO２)是潜在的钍基核燃料.钍的５f和６d轨道能量接近容易发生杂化,且６d轨道低于５f轨道,使其

６d轨道对配位环境更敏感.ThO２ 具有萤石晶格结构,其 Th４＋ 离子处于由８个 O２－ 离子构成的立方体中心,使得

Th４＋ 的６d轨道受晶体场影响劈裂成eg 和t２g两组.我们利用高能量分辨率荧光探测模式的 X 射线吸收近边结构

(HERFDＧXANES)谱技术,通过采集 Th的 Lβ５荧光峰,获得了具有约２eV 能量分辨率的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
数据,从而观察到了 ThO２ 中 Th６d轨道的晶体场劈裂eg 和t２g间隔约为３．５eV.

关键词:同步辐射;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二氧化钍;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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锕系元素钍(２３２Th)可以通过捕获中子变成２３３Pa,再经过衰变后生成易裂变核素２３３U,所以钍可以

作为核燃料使用.钍的化学价态有＋３价和＋４价两种,钍化合物中的 Th通常是以四价氧化态形式

存在.氧化钍(ThO２)是一种潜在的钍基核燃料.与其他锕系元素相比,钍的５f和６d轨道能量更接

近,使得５f和６d轨道之间更容易发生杂化[１].此外,钍的６d轨道能量低于５f轨道,使６d轨道对配

位环境(例如局域对称性)更加敏感.ThO２ 具有萤石晶格结构,其 Th４＋ 离子处于由８个 O２－ 离子构

成的立方体中心,使得 Th４＋ 的６d轨道(dz２,dx２－y２,dxy,dyz,dxz)受晶体场影响劈裂成eg(dz２,dx２－y２)
和t２g(dxy,dyz,dxz)两组.ThO２ 作为核燃料使用时,在中子辐照区域２３２Th不断转变成２３３U,２３３U吸收

中子后发生链式反应生成裂变产物,导致 Th的局域环境发生变化,影响核燃料的热导率、扩散系数和

化学活性等物理化学性能.Th局域结构的变化将影响 Th所处的晶体场.因此,从实验上直接获取

氧化钍的６d轨道晶体场效应,对深入研究钍基核燃料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同步辐射技术在锕系材料中的应用得到了广泛关注[２],其中 X 射线吸收近边谱

(XANES)技术适合探测材料中目标元素的局域电子结构[３],例如,利用 Th的 L３ 边可以研究 Th的

非占据态６d轨道信息.然而,与过渡金属元素相比,锕系元素具有更短的芯空穴(coreＧhole)寿命,存
在大的寿命展宽[４],使得常规L３ 边XANES的能量分辨率低(约１０eV),无法提供包括６d轨道晶体

场效应在内的更加精细的电子结构信息.为了解决常规 XANES在研究锕系材料时遇到的芯空穴寿

命展宽问题,近年来,研究人员利用X射线发射谱仪,通过将目标荧光信号衍射且聚焦到探测器上,实
现了高能量分辨率荧光探测(HERFD)模式采集XANES谱(HERFDＧXANES),降低了锕系元素的芯

空穴寿命展宽,获得了高分辨 XANES实验数据[５].２０１５年 Kvashnina等[６]利用 UL３ 边 HERFDＧ
XANES谱观察到了 UO２ 的６d轨道晶体场劈裂.

本文是在上海光源BL１４W１线站发展的 X射线发射谱仪基础上[７],利用 HERFDＧXANES谱学

技术,通过采集 Th的Lβ５荧光峰,获得了高能量分辨率的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数据,从实验上

探测到了 ThO２ 的６d轨道晶体场劈裂.

１　实验部分

ThO２ 样品制备:将３００mg六水硝酸钍[Th(NO３)４６H２O]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加上过量氨水后

过滤得到无色胶状物,将胶状物放在烘箱中８０℃下干燥得到块状胶体,把胶体放置在马弗炉中,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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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气氛下１３００℃煅烧１０h得到 ThO２ 粉末.

XRD表征:样品的粉末XRD数据是在BrukerD８先进X射线衍射仪上测量得到,X射线源采用

Cu靶的 Kα 发射线,使用 Ni作为滤光片,电子管电流和电压分别为４０mA 和４０kV,扫描的２θ角范

围是１０°到９０°,扫描步长０．０２°,积分时间０．１５s.

HERFDＧXANES表征:同步辐射 HERFDＧXANES实验是在上海光源的 BL１４W１线站上进行

的,储存环的电子束能量为３．５GeV,电子束采用２５０mA 恒流运行(topＧup模式注入).双晶单色器

采用Si＜３１１＞聚焦模式.在 X射线透射模式下采集样品的常规 XANES谱.在 X射线发射谱的高

能量分辨率荧光探测模式下采集样品的 HERFDＧXANES实验数据.样品、分析晶体和光子探测器安

置在一个垂直的罗兰圆上,罗兰圆直径等于分析晶体的曲率半径为１m.分析晶体由三块球面弯曲

Si＜１０１００＞组成,其布拉格角采用８４．９°来衍射和聚焦Lβ５(５d５/２→２p３/２)荧光.改变入射 X射线能

量的同时通过监控Lβ５(１６．２０７５keV)荧光强度来采集ThL３ 边 HERFDＧXANES实验数据.测试前

先将样品用压片机压成薄片之后用 Kapton膜密封.

FEFF计算:利用基于 FEFF９．６的全多重散射理论计算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谱.考虑

coreＧhole作用下,对含 ７５ 个原子的 簇 进 行 自 洽 计 算 得 到 原 子 势.交 换 相 互 作 用 采 用 HedinＧ
Lundquist势.将２p３/２的coreＧhole展宽降低到１．７eV.对含１３１个原子的簇进行全多重散射计算.
计算得到 HERFDＧXANES谱及对应的局域态密度(LDOS).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我们对实验上制备好的 ThO２ 样品进行了粉末XRD表征以确定其晶型(见图１),XRD数据显示

样品只存在萤石晶格结构衍射峰,其中２７．７°、３２°、４５．９°、５４．５°和５７°衍射峰分别对应于 ThO２ 的

＜１１１＞、＜２００＞、＜２２０＞、＜３１１＞和＜２２２＞晶面,说明成功合成了二氧化钍样品.

图１　合成的 ThO２ 样品的粉末 XRD数据

同步辐射X射线吸收近边谱(XANES)技术可以用来研究材料中目标元素的局域电子结构.利

用ThL３ 边XANES(见图３)可以获取Th的非占据态６d轨道信息,这主要是因为XANES的白线峰

(约１６３０７eV)是源于偶极跃迁允许的从２p→６d空轨道的电子跃迁.然而,由于元素Th存在大的芯

空穴寿命展宽,ThO２ 的 ThL３ 边常规XANES谱能量分辨率低,白线峰只是表现为一个宽峰,观察不

到更详细的电子结构信息,例如６d轨道的晶体场劈裂.
为了探测到 ThO２ 样品的６d轨道晶体场劈裂,我们进一步利用同步辐射 X射线发射谱仪[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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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量分辨率荧光探测(HERFD)模式下测量了 Th的L３ 边 X射线吸收近边谱(XANES).同步辐

射白光经过单色器后变成单色X射线,X射线照射在样品上会发射出许多X射线荧光,当逐渐改变入

射X射线能量时,通过收集这些荧光信号就可以得到Th的L３ 边XANES实验数据,如果进一步利用

分析晶体将目标荧光(例如 Lβ５)进行衍射且聚焦在探测器上,就可以获得具有更高能量分辨率的

HERFDＧXANES谱.采集 Lβ５荧光获得的 HERFDＧXANES谱具有比采集 Lα１荧光对应的 HERFDＧ
XANES谱存在更高的能量分辨率.但是,由于Lβ５的荧光产率只有Lα１的约１/２０,实验上为了达到可

用的信噪比,需要用多块分析晶体将更多的Lβ５荧光信号聚焦在探测器上.
我们利用三块分析晶体,实现了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实验,图２是 HERFDＧXANES实验

示意图.利用该 HERFDＧXANES技术,通过监控 Lβ５ 荧光信号,获得了 ThO２ 样品的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实验数据(图３).与普通XANES实验数据(图３)相比,HERFDＧXANES谱由于具

备更高的能量分辨率,表现出更丰富的谱形,最大的区别体现在 HERFDＧXANES谱的白线峰出现了

劈裂,劈裂成了两个峰,且两峰的间距约为３．５eV.由于 Th的L３ 边 XANES的白线峰来源于２p→
６d轨道的电子跃迁,白线峰劈裂意味着６d轨道发生了劈裂.我们知道 ThO２ 晶体是萤石晶格结构,
其Th４＋ 离子处于由８个 O２－ 离子构成的立方体中心位置,使得钍的６d轨道受晶体场影响劈裂成eg 和

t２g两组.所以,白线峰劈裂归属于２p→６d轨道的eg 和t２g带的电子跃迁,说明只有将XANES谱的能量

分辨率提高到小于６d轨道的晶体场劈裂(约３．５eV),才能观察到氧化钍６d轨道的晶体场效应.

图２　上海光源的 HERFDＧXANES实验示意图

图３　ThO２ 的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与其常规 XANES实验数据

０１



为了进一步明确白线峰劈裂的归属,利用 FEFF９．６程序计算了 ThO２ 的 ThL３ 边 HERFDＧ
XANES谱及对应的６d轨道局域态密度(见图４).利用FEFF９．６进行计算时先将芯空穴寿命设定

为１．７eV,从图４可以看出计算谱重复了实验谱的主要特征,考虑到仪器展宽,可以估算出实验

HERFDＧXANES谱的能量分辨率约为２eV,该能量分辨率小于 ThO２ 的６d轨道晶体场劈裂(约

３５eV),所以利用 Th的 L３ 边 HERFDＧXANES谱(收集Lβ５发射线)可以探测到 ThO２ 的６d轨道晶

体场效应.FEFF９．６计算还获得了 Th的６d轨道局域态密度(LDOS),从图４中可以看出非占据６d
轨道劈裂为两组,分别对应于eg 和t２g,由于ThL３ 边常规XANES谱存在大的芯空穴寿命展宽,导致

能量分辨率低(约１０eV),无法区分eg 和t２g带,整体上表现为一个宽的白线峰.ThL３ 边 HERFDＧ
XANES谱由于具备更高的能量分辨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Th６d轨道态密度的一些细节,使
白线峰出现劈裂.

图４　ThO２ 的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实验谱与计算谱及对应的 Th的６d轨道 DOS

３　结论

常规XANES技术无法获得锕系氧化物的６d轨道晶体场劈裂信息,利用 HERFDＧXANES技术

(收集Lβ５荧光信号)可以使探测锕系氧化物的６d轨道晶体场效应成为可能.我们在上海光源

BL１４W１线站上利用 ThL３ 边 HERFDＧXANES探测到了 ThO２ 的６d轨道晶体场劈裂,从实验上得

出了６d轨道受晶体场影响劈裂为eg 和t２g带的能量间距约为３．５eV.

参考文献:
[１]　Wen,X．D．,Martin,R．L．,etal．DensityFunctionalTheoryStudiesoftheElectronicStructureofSolidState

ActinideOxides[J]．ChemicalReviews,２０１３,１１３,１０６３Ｇ１０９６．
[２]　WeiＧQunShi,LiＧYongYuan,etal．Exploringactinidematerialsthroughsynchrotronradiationtechniques[J]．

AdvancedMaterials,２０１４,００,１Ｇ４３．
[３]　Rehr,J．J．,Albers,R．C．．TheoreticalapproachestoxＧrayabsorptionfinestructure[J]．ReviewsofModern

Physics,２０００,７２(３),６２１Ｇ６５４．
[４]　Raboud,P．A．,Dousse,J．C．,Hoszowska,J．& Savoy,I．L１toN５ atomiclevelwidthsofthoriumand

uraniumasinferredfrommeasurementsofLandMxＧrayspectra[J]．PhysicalReviewA,２０００,６１．
[５]　Butorin,S．M．,Kvashnina,K．O．,etal．CrystalＧFieldandCovalencyEffectsinUranates:AnXＧraySpectroscopic

１１



Study[J]．ChemistryＧaEuropeanJournal,２０１６,２２,９６９３Ｇ９６９８．
[６]　Kvashnina,K．,Kvashnin,Y．,et．al．SensitivitytoActinideDopingofUraniumCompoundsbyResonantInelasticXＧ

rayScatteringatUraniumL３ Edge[J]．AnalyticalChemistry,２０１５,８７(１７),８７７２Ｇ８７８０．
[７]　Gao,X．,etal．AhighＧresolutionXＧrayfluorescencespectrometeranditsapplicationatSSRF[J]．XＧRaySpectrometry,

２０１３,４２,５０２Ｇ５０７．

CrystalＧfieldSplitto６dOrbitsofThoriaProbed
byHERFDＧXANESTechnique

BAO HongＧliang,DUANPeiＧquan,ZHANGLinＧjuan,ZHOUJin,
LIJiong,HUANGYuＧying,WANGJianＧqiang

(CASInnovativeAcademyinTMSREnergySystem,ShanghaiInstituteofAppliedPhysics,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Shanghai２０１８００,China)

Abstract:ThO２isapotentialThoriumＧbasednuclearfuel．The５forbitsofThorium haveclose
energyto６dorbits,resultingfavorablehybridizationbetweenthem．Inaddition,the６dorbitsare
lowerthan５forbitsand moresensitivetocoordinationenvironment．ThO２isafluoritelattice
structurewhereTh４＋ionslocateatthebodyＧcentredofcubecomposedbyeightO２－ions,resulting
thatthe６dorbitssplitintoegandt２ggroupsduetotheeffectofitscrystalＧfield．TheThL３Ｇedge
HERFDＧXANESdataofThO２ wasobtainedbyusingtheXＧrayabsorptionnearedgespectroscopy
(XANES)techniquemeasuredinthehighenergyＧresolutionfluorescencedetection(HERFD)mode
(collectingLβ５emissionline)．The６dorbitssplitwasobservedintheHERFDＧXANESdataaswell
astheenergygapbetweenbandcentreofegandt２gwasdeterminedtobe~３．５eV．
Keywords:synchrotronradiation;XAFS;ThO２;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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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石墨烯－壳聚糖复合物的制备及其吸附性能

杨爱丽,武俊红,李　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 江油６２１９０７)

摘要:采用氧化石墨烯(GO)与壳聚糖(CTS)来制备复合型吸附剂 GOＧCTS,通过 FTIR和SEM 对其结构和微观形貌

进行表征.采用吸附法对产物的吸附性能进行研究,考察溶液pH、吸附剂投加量、吸附时间以及铀初始浓度等实验参

数对所制吸附剂去铀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１０mg/L的含铀溶液,GO和 GOＧCTS的最佳吸附条件分别为:pH
＝４~７５;投加量１．０g/L、１．０g/L;吸附时间为＜１min、７０min;最大去铀率分别为９９．５％、９７．５％.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壳聚糖;复合吸附剂;吸附;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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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放射性废水,其中核素铀具有危害性较大的放射性和化学毒性,必须

经过净化处理方能排放进入水体中,否则将会严重影响环境和人体健康,因此,对含铀废水的处理技

术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１Ｇ３].目前,溶液中核素铀的去除普遍采用吸附法[４Ｇ６],因此,稳定性好、性能

优良以及成本低廉的吸附材料的制备和研究一直是放射性废水处理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７,８],在合成

新型吸附材料的基础上,提升该材料的吸附性能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９,１０].
氧化石墨烯(GO)是一种理想的新型吸附材料,具有无毒、可生物降解、机械强度和亲水性好、比

表面积大(高达２６３０m２/g)、吸附速率快以及可安全环保的大规模生产等优点[１１,１２],在重金属离子吸

附方面呈现出优异的吸附性能[１３,１４],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学、药物医学、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等领

域[１５Ｇ１７].然而,虽然 GO对于核素能够发挥最有力的效能,但该物质的分散性非常好,吸附污染物后

难以从水体系中分离、清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设想开发新型氧化石墨烯基复合物,以增大其

颗粒粒径从而便于通过低速离心或者过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实现放射性泥浆分离过程的简单化,从
而更利于核素离子的富集和回收,使其应用前景更加广阔[１８].

壳聚糖(CTS)即βＧ(１,４)Ｇ２Ｇ氨基Ｇ２Ｇ脱氧ＧDＧ葡萄糖,是自然界含量仅次于纤维素的可再生天然高

分子资源,具有无污染、易生物降解等优点,其分子中含有的大量ＧNH２ 和ＧOH 可提供活性吸附点位

与重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环状螯合物[１９],使直链的CTS形成交链的高聚物,从而对金属离子具有稳

定的配位作用,可作为多种重金属离子的高性能吸附剂.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将 GOＧCTS复合物对

Au(Ⅲ)和Pd(Ⅱ)[２０]、Pb(Ⅱ)[２１]、Cu(Ⅱ)和Cr(Ⅵ)[２２]等金属离子和有机染料[２３]进行吸附处理,尚未

见采用 GOＧCTS对铀核素进行吸附处理的相关报道.本文将自制的复合型吸附剂GOＧCTS应用于铀

的吸附性能研究,以pH、吸附剂投加量、吸附时间和铀溶液初始浓度等为主要变量,确定最佳吸附条

件,旨为核工业含铀废水的净化处理提供实验基础和新的技术途径.

１　实验

１．１　试剂与仪器

天然石墨(AlfarAesar)、壳聚糖(西亚化学试剂研究所)、铀标液(１００μg/mL,核工业北京化工冶

金研究院).NaNO３、H２SO４、KMnO４、３０％H２O２、冰乙酸以及戊二醛等均为分析纯化学试剂.康氏

振荡器(江苏金坛市医疗仪器厂)、酸度计(pHSＧ２５型,上海雷磁仪器厂)、微量铀分析仪(MUA 型,北
京羽纶有限公司)、SEM(Helios６００i型,FEI公司)、红外光谱仪(BrukerVERTEX７０型,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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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GO和GOＧCTS的制备

GO的制备[２４]:４g石墨、２gNaNO３ 和９２mLH２SO４ 混合在烧杯中置于冰浴中,搅拌下缓慢加

入１２gKMnO４．控制加入的速度避免反应液温度超过２０℃.除去冰浴将溶液温度升至(３５±５)℃保

持３０min.缓慢加入１８４mL蒸馏水再搅拌３０min.加入３４０mLH２O２ 溶液(０．０５wt％)结束反应,
得到黄褐色产物.最后离心,用１０％HCl和蒸馏水进行多次洗涤,４０℃下真空干燥.

GOＧCTS的制备:先将０．４gCTS溶于２０mL冰乙酸(２％V/V)中并在室温下超声搅拌２h来制

备CTS溶液.再将少许戊二醛的５０％水溶液加入到CTS溶液中.然后加入定量 GO到上述制备的

溶液中,于５０℃水浴中连续搅拌９０min.缓慢加入 NaOH 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９~１０,继续置于

８０℃水浴中６０min.黑色产物用乙醇和蒸馏水反复洗涤直至pH 约为７５０℃下真空干燥.

１．３　吸附性能研究

量取一定初始浓度的铀溶液２０mL于锥形瓶中,用０．１mol/L的 HCl和 NaOH 溶液调节pH 至

所需值,加入一定量吸附剂,置于摇床中进行振荡吸附,过滤,滤液中的铀浓度采用微量铀分析仪进行

分析测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产物的结构表征

采用FTIR和SEM 测试手段分别对 GO和 GOＧCTS的结构和微观形貌进行表征分析.图１给

出了 GO及其复合物GOＧCTS的红外谱图.由图１可见GO分子中含氧官能团的存在,１０６１、１３８７、

１６１８cm－１处的峰分别对应CＧOＧC伸缩振动峰、CＧOH 伸缩、sp２ 碳骨架的CＧC伸缩模式.而１７２５和

约３３００cm－１处的峰分别对应ＧCOOH 的CＧO伸缩振动和OＧH 伸缩振动峰[２５].由图１中的GOＧCTS
的红外谱图可知,由于壳聚糖与 GO之间的氢键作用,使得 GOＧCTS的特征峰向低波方向移动,同时

１５６６cm－１处酰胺基团特征峰的出现则表明CTS已被成功接枝到 GO分子上[２６].

图１　GO和 GOＧCTS的FTIR谱图

GO和 GOＧCTS的微观形貌如图２所示.图２(a)是 GO片层的典型微观结构SEM 图,清晰可见

其粗糙和布满褶皱的层状表面.而图２(b)所示的 GOＧCTS形貌呈现很多片层状的聚集体,其表面比

GO表面平滑得多,表明有大量CTS附着在 GO表面.内部交错的孔洞能够使溶质分布于复合物当

中,从而利于吸附剂对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的发挥[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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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GO(a)和 GOＧCTS(b)的SEM 图像

２．２　吸附性能研究

２．２．１　pH 对吸附剂去铀效果的影响

溶液pH 对吸附剂的吸附性能会产生重要影响,金属离子的吸附过程对pH 比较敏感.因此,实
验考察了pH(２~１２)对 GO和 GOＧCTS去铀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随着pH 从

２增加到５,吸附剂对铀的吸附效果快速增强,因为当pH 较低时,溶液中 H＋ 和 UO２＋
２ 之间存在竞争

吸附,导致吸附效果较差.随着pH 增加,这种竞争作用减小,H＋ 与 GO的结合能力减弱,GO表面含

有羟基、环氧基、羰基、羧基等多种官能团,其水溶液呈负电性,可与 UO２＋
２ 离子发生静电和配位作用,

吸附量逐渐增大.pH＞７时,铀的水解作用逐渐加剧,阻碍了吸附剂对铀的吸附,造成吸附量逐渐下

降.因而,GO的pH 最佳工作范围较宽(４~７),最高铀去除率高达９９％.而对于 GOＧCTS来时,当

pH＝５时,酸性介质中的 H＋ 与RＧNH２ 以及RＧCH２COO－ 基团之间的质子化作用均减弱,GO表面接

枝的CTS作为最有效的主体部分可提供更多的金属吸附点位,因此,GOＧCTS达到最大铀去除率的

最佳pH 为５,该结果与文献[２１]相一致.

图３　pH 对吸附剂去铀效果的影响

　

图４　投加量对吸附剂去铀效果的影响

２．２．２　吸附剂投加量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改变吸附剂投加量,对 GO和GOＧCTS的投加量进行优化,所对应的最佳pH 分别为７和５,不同

吸附剂用量对铀去铀率的影响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吸附剂用量对吸附性能的影响较小,当铀初

始浓度为１０mg/L时,铀去除率随着吸附剂用量的增大呈平缓增高的趋势.因为铀的初始浓度不变,
在初始阶段随着吸附剂不断增加,铀会被快速吸附.随着溶液中铀浓度的快速降低,浓度推动力减

小,铀向吸附剂的扩散会变得很慢,吸附率的增加也不明显.当 GO和 GOＧCTS吸附剂的投加量分别

为１．０g/L和１．０g/L时,吸附剂对铀的去除率达到最大,分别为９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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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振荡时间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分别投加 GO和 GOＧCTS吸附剂２０mg于２０mL铀溶液(浓度为１０mg/L)中,调pH 分别为７
和５,于１、２、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４５、６０、７０、８０、９０、１２０min下进行振荡,测定吸附处理后溶液中铀含

量,结果如图５所示.在吸附初期,吸附主要在吸附材料的表面和内部孔内进行;随着吸附量增加,吸
附活性位点减少,离子吸附于孔内增大了游离离子进入的阻力,从而使吸附减慢至逐渐平衡.由图５
可知,GO对铀的去除速率很快,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达到９９％的铀去除率,而 GOＧCTS在吸附前２０
min亦可达到较好的吸附效果,６０min以上即可达到吸附平衡,最大铀去除率为９７．５％,这可能归功

于吸附剂较大的比表面积、充分裸露的吸附点位的以及较高的表面活性.

图５　振荡时间对吸附剂去铀效果的影响

　　

图６　铀初始浓度对吸附剂吸附性能的影响

２．２．４　铀初始浓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制备初始浓度为１、５、１０、２５、５０、１００mg/L的铀溶液,采用 GO 和 GOＧCTS对其进行吸附实验.
在最佳吸附条件下,分别加入GO和GOＧCTS于２０mL不同浓度的铀溶液中,测定吸附处理后溶液中

铀浓度,结果如图６所示.由图６可知,两种吸附剂对不同浓度的铀溶液的吸附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对于低浓度铀溶液(＜１０mg/L)均可达到较好的吸附效果,而当铀浓度增大时,其吸附效果呈明显

下降的趋势,但铀的去除率均可达到８０％以上,有望将其成功应用于放射性废水的吸附净化处理.本

实验所制得的吸附剂呈现出的这种变化趋势,也许是因为当铀浓度较低时,吸附剂的孔隙、孔洞和吸

附点位较多,可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吸附特性,而当铀初始浓度增大后,吸附剂的吸附点位不足以处理

较多的铀酰离子,从而导致吸附效果下降.

２．３　解吸实验

室温下对 GO和 GOＧCTS进行解吸实验.首先在最佳吸附条件下对各吸附剂进行吸附实验,吸
附过程完成后进行过滤,滤液用于铀浓度的测定.向过滤后的沉淀物中分别加入１０mL不同浓度的

HNO３ 溶液,室温下振荡６０min,然后进行过滤,取滤液测定铀含量,计算洗脱率,见表１.由表１可知,
GO在 HNO３ 浓度为０．０３mol/L时,洗脱率即可达１００％;GOＧCTS在 HNO３ 浓度为０．０５mol/L时,洗
脱率可达１００％.

表１　铀的解吸实验结果

C(HNO３)/(mol/L)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５

GO的解吸率/％ ９２．６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GOＧCTS的解吸率/％ ８１．４０ ７９．２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结论

采用 Hummers法合成的氧化石墨烯(GO)与壳聚糖(CTS)进行复合制备复合型吸附剂 G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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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通过FTIR和SEM 等测试手段对其结构和微观形貌进行表征.对于初始浓度为１０mg/L的含

铀溶液,GO 和 GOＧCTS吸附剂的最佳吸附条件分别为:pH 为４~７和５;投加量为１．０g/L 和

１．０g/L;吸附时间为＜１min和７０min,所达到的最大去铀率分别为９９．５％和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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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ofthecompositeadsorbentgrapheneoxideＧ
chitosananditsadsorptionperformance

YANGAiＧli,WUJunＧhong,LIPing
(InstituteofMaterials,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Jiangyou,Sichuan６２１９０７,China)

Abstract:ThecompositeadsorbentgrapheneoxideＧchitosan (GOＧCTS)waspreparedsuccessfully
andcharacterizedbyFTIRspectraandSEM．Theproductswereusedtostudytheadsorption
efficiencyofuraniumfromaqueoussolution．ThesolutionpH,theadsorbentdosage,contacttime
andinitialuraniumconcentrationwereinvestigatedtoestimatetheadsorptiveproperties．Theresults
showedthatfortheuraniumsolutionwithinitialconcentrationof１０mg/L,theoptimumadsorption
conditionsofGOandGOＧCTS werepH of４~７and５;thedosesof１．０g/Land１．０g/L;

adsorptionbalancetimeof＜１minand７０min,andthemaximumuraniumremovalrateof９９．５％
and９７．５％,respectively．
Keywords:grapheneoxide;chitosan;compositeadsorbent;adsorption;ur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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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铀冲击载荷下转变带内部超细晶组织研究

邹东利,路　超,肖大武,何立峰,刘　炎,施　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 江油６２１９０７)

摘要:本文研究了贫铀冲击载荷下形成的转变带及其内部的微观组织结构.结果表明贫铀冲击载荷下会形成绝热剪

切带,绝热剪切带的类型以转变带为主,转变带内部由细小等轴的超细晶晶粒组成,晶粒间取向差属于大角晶界,具有

随机分布的特点,转变带内部超细晶晶粒的形成过程归结于用旋转动态再结晶机制.
关键词:贫铀;转变带;超细晶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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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铀是一种重要高效的军事装甲与反装甲武器材料[１,２],它的密度高达１９．３g/cm３,是钢的２．５
倍,与常规穿甲材料钨相当.加入少量的钛元素(０．７５％)制成的铀合金,其强度和韧性可达到高级合

金钢水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美国生产的 M１A１坦克均采用贫铀合金(０．７５％Ti)作为装甲材料,
将铀合金放置在内外钢装甲之间,在复合装甲中起到骨架作用,形成 M１A１坦克的重型装甲,从而提

供了比坚固钢装甲、合金装甲或“乔巴姆”复合装甲更好的防护效果.贫铀复合装甲不仅能抵御新型

坦克炮弹的攻击,还可抵御大多数非贫铀反坦克穿甲弹.因此,有必要开展贫铀在冲击载荷下塑性变

形及其断裂行为的研究.
绝热剪切带(ASBs)是材料冲击载荷下塑性变形的一个典型特征,普遍存在于冲击载荷下材料的

塑性变形过程中.目前,国内外有关绝热剪切带的研究已有大量报道,获得了一些共识性认识[３Ｇ１０]:如
绝热剪切带可划分为形变带和转变带两类,形变带是转变带的初始阶段,而转变带看作是形变带进一

步发展的结果.国内外学者有关形变带内部组织的观点基本一致,其特征是应变高度集中,晶粒剧烈

拉长和碎化.与形变带相比,转变带在形成过程中经历的局部塑性变形更加严重,造成的塑性温升也

更高,故转变带内部组织更为复杂,转变带内部除了细小等轴晶粒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显微

组织,直到目前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１１].
国内外有关贫铀及其合金在冲击载荷作用下塑性变形行为的研究已有报道,如Dandekar等[１２]研

究了铀钛合金在冲击压缩下的变形行为,Addessio等[１３]研究了铀铌合金在冲击载荷下的塑性变形,
Zuev等[１４]研究了铀和铀铌合金在冲击载荷下的塑性变形行为,Batra等[１５]研究了贫铀冲击载荷作用

下绝热剪切带的形成和发展;Cady等[１６]研究了铸态和锻态铀铌合金动载下绝热剪切的敏感性;王小

英等[１７]研究了铀铌合金在冲击载荷下的塑性变形行为;石洁等[１８]研究了热处理状态对铀合金绝热剪

切敏感性的影响;黄海等[１９]研究了铀铌合金在冲击载荷下的绝热剪切行为.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绝热

剪切带是贫铀及其合金冲击载荷下塑性变形的重要方式,同时指出在不同的应变阶段也会形成两种

类型的绝热剪切带,即形变带和转变带,但有关转变带内部组织的情况还缺乏相关试验结果,因此有

必要进一步研究贫铀冲击载荷下转变带内部的微观组织.
聚焦离子束(FIB)上配备电子背散射衍射(EBSD)探头兼顾了离子轰击和菊池标定相结合的特

点,使得转变带内部组织的研究变得更加便利.本文采用FIB技术对转变带内部组织进行定点轰击,
用于改善晶粒形貌和菊池花样质量,然后采用EBSD标定转变带内部的微观组织.

１　实验

本文选用贫铀装甲材料的基材贫铀作为试验材料,试样尺寸ϕ２mm×２mm.贫铀原始材料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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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大,分布不均,部分晶粒尺寸可达几百个微米.
冲击试验在分离式霍普金森压杆(SHPB)上进行,入射杆和透射杆直径均为ϕ１０mm.试验过程

中充气压力设置为０．８MPa,驱动ϕ１０×１００mm子弹撞击入射杆,然后对入射杆和透射杆之间的样品

施加冲 击 变 形.变 形 后,基 于 一 维 应 力 波 原 理 计 算 获 得 了 材 料 所 经 受 的 平 均 应 变 速 率 值,
约８０００s－１.

经变形后的贫铀样品进行镶嵌、研磨、抛光,而后进行电解腐蚀,电解腐蚀液为５％磷酸水溶液,电
压３V.将制备好的抛光样品和腐蚀样品在 OLYMPUSOLS４０００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CLSM)进
行金相组织观察.

采用显微压痕技术对金相样品中的转变带进行定位,定位压痕载荷为５００g,持续时间１５s.经

定位好的金相样品放入双束聚焦离子束系统(FEIHeliosNanoLabDualBeamFIB)进行观察.成像

前需对转变带中感兴趣的区域用 Ga＋ 进行短时轰击,用以提高转变带的成像和菊池花样质量,短时轰

击时 Ga＋ 加速电压设备为５kV,电流设置为４１pA.
采用FEI型双束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进行观察时,加速电压设置为２５kV,电流设置为

２．７nA.采用扫描离子显微镜(SIM)进行成像时,加速电压设置为３０kV,电流设置为８０pA.电子

背散射衍射(EBSD)的标定也在FEI电镜上进行,标定时加速电压设定为２５kV,电流设置为２．７nA.

Ga＋ 离子轰击后菊池花样质量较好,可直接进行标定.

２　结果与讨论

贫铀冲击加载后显微组织的 OM 照片如图１所示.图１a可见精细抛光后试样边沿处可观察到

剪切裂纹存在的痕迹,剪切裂纹从试样边沿向基体内部扩展,抛光态整个样品冲击表面观察不到明显

的绝热剪切带,特别是在裂纹尖端处绝热剪切带存在的痕迹也明显.经化学侵蚀后,样品冲击表面可

见到明显的绝热剪切带,如图１b所示,绝热剪切带在样品冲击表面上呈现河流状分布,贯穿整个样

品,特别是裂纹尖端处均可观察绝热剪切带扩展的痕迹,说明绝热剪切带是裂纹形核和扩展的择优位

置[２０],即裂纹会首先沿着绝热剪切带形核并扩展.抛光、侵蚀前后绝热剪切带呈现不同的状态说明绝

热剪切带是一种典型的微观组织结构,与晶粒形貌、变形孪晶等微观结构相似,其显现状态与侵蚀溶

液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绝热剪切带在不同侵蚀状态下会呈现不同的光学特征[９],因此采用光学观察

无法判断形成的绝热剪切带是形变带还是转变带.
采用FIB对绝热剪切带进行定点轰击,形成的SE像如图２所示.图中可见,经Ga＋ 离子轰击后,

贫铀绝热剪切带中微观组织更加明显,呈现出三个特征:① 绝热剪切带与基体之间界面非常明显,不
存在明显的过渡区;② 绝热剪切带内部主要以细小等轴晶粒组成,与附近基体晶粒尺寸形成了明显的

反差;③ 绝热剪切带在整个延伸过程中,其内部微观组织基本相似.基于绝热剪切带内部组织主要由

细小等轴晶粒组成的特征可以判断贫铀中形成绝热剪切带为转变带[１１],而非形变带.
为了进一步凸显转变带内部的微观组织,采用离子束进行成像,如图３所示.离子束成像可显现

出晶粒取向信息,因为处于硬取向的晶粒与离子交互作用反射较多,在图像上较亮,而软取向晶粒则

相反.从图３中可以看出,转变带内部细小晶粒呈现出不同图像衬度,说明转变带内部细小等轴晶粒

之间的取向差较大.仔细观察转变带内部晶粒尺寸分布,发现转变带中心区域和边沿区域晶粒尺寸

差异不大,即转变带中晶粒尺寸分布较均匀,这与文献[２１]报道不一致.文献[２１]指出,转变带内部

梯度分布的温度场导致转变带内部组织也呈现出梯度分布的特点,即从转变带中心区域到转变带与

基体界面处晶粒尺寸分布呈梯度状.然后贫铀转变带中晶粒尺寸分布的特点与此存在差异,至于该

差异形成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可能与材料本身特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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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贫铀动态加载后显微组织的 OM 照片

图２　 贫铀冲击加载后转变带内部组织的SEM 组合图

图３　 贫铀冲击加载后转变带内部组织的SIM 像

　　贫铀转变带内部组织标定的EBSD照片如图４所示,图中可见转变带内部组织以细小等轴的晶

粒组成,取向差大,具有随机分布特点,与原始未变形的晶粒相比,晶粒尺寸下降了约两个数量级,测
量表明转变带内部晶粒平均尺寸小于１μm,部分晶粒尺寸小于５００nm,属于超细晶组织.由于

EBSD探头分辨率的关系,无法对尺寸小于１００nm 的纳米晶粒进行辨别,导致转变带中没有鉴别出

纳米晶.
转变带内部主要以超细晶组成的情况已在多种材料中发现并证实[６,９,２２].转变带内部超细晶晶

粒的形成一般归结于旋转动态再结晶机制[２２],因为传统的应变诱发晶界迁移机制和亚晶粗化机制在

动力学上无法满足转变带内部晶粒细小、完成时间短暂等问题,计算表明转变带内的冷却速率比晶界

迁移机制和亚晶粗化机制快几个数量级[２３].而旋转动态再结晶机制在热力学和动力学上均能较好地

适应转变带内部超细晶的形成过程[２４],因此有理由推测贫铀转变带内部超细晶的形成可能是旋转动

态再结晶机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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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贫铀冲击加载后转变带内部组织的EBSD图像

３　结论

本文采用 Hopkinson压杆动态撞击的方法研究了贫铀中形成的转变带,并对转变带内部的微观

组织进行了初步分析,获得以下结论:
(１)贫铀冲击载荷下会形成绝热剪切带,绝热剪切带的类型以转变带为主;
(２)转变带内部由细小等轴的超细晶晶粒组成,晶粒间取向差属于大角晶界;
(３)转变带内部超细晶晶粒的形成过程归结于用旋转动态再结晶机制.

致谢:
感谢邱志聪、赵雅文、周萍、刘炎、李朝阳、张雷、法涛、帅茂兵等人给予的帮助和指导.

参考文献:
[１]　俞概．贫铀弹与贫铀装甲[J]．现代兵种,２００１,１１:５３Ｇ５４．
[２]　葛鹏．贫铀材料的工业应用[J]．稀有金属快报,２００４,２３:３６Ｇ３７．

２２



[３]　YangY,WangBF．DynamicrecrystallizationinadiabaticshearbandinαＧtitanium[J]．MaterilasLetters,２００６,

６０:２１９８Ｇ２２０２．
[４]　LiaoSC,DuffyJ．AdiabaticshearbandsinaTIＧ６AlＧ４Vtitaniumalloy[J]．JournaloftheMechanicsandPhysics

Solids,１９９８,４６:２２０１Ｇ２２３１．
[５]　ZurekAK．Thestudyofadiabaticshearbandinstabilityinapearlitic４３４０steelusingadynamicpunchtest[J]．

MetallurgicalMaterialsandTransactionA,１９９４,２５:２４８３Ｇ２４８９．
[６]　XueQ,GrayG．Developmentofadiabaticshearbandsinannealed３１６Lstainlesssteel:PartⅡ．TEMstudiesof

theevolutionofmicrostructureduringdeformationlocalization[J]．MetallurgicalMaterialsandTransactionA,

２００６,３７:２４４７Ｇ２４５８．
[７]　GotohM,YamashitaM．A．AstudyofhighＧrateshearingofcommerciallypurealuminumsheet[J]．Journalof

MaterialsProcessTechnology,２００１,１１０:２５３Ｇ２６４．
[８]　LeechPW．Observationsofadiabaticshearbandformationin７０３９aluminumalloy[J]．MetallurgicalTransaction

A,１９８５,１６:１９００Ｇ１９０３．
[９]　ZhenL,ZouDL,XuCY,etal．MicrostructureevolutionofadiabaticshearbandsinAM６０Bmagnesiumalloy

underballisticimpact[J]．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A,２０１０,５２７:５７２８Ｇ５７３３．
[１０]　ZouDL,LuanBF,LiuQ,etal．Characterizationofadiabaticshearbandsinthezirconiumalloyimpactedby

splitHopkinsonpressurebaratastrainrateof６０００s－１[J]．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A,２０１２,５５８:

５１７Ｇ５２４．
[１１]　XuYB,ZhangJH,BaiYL,etal．Shearlocalizationindynamicdeformation:microstructuralevolution[J]．

MetallurgicalMaterialsandTransactionA,２００８,３９:８１１Ｇ８４３．
[１２]　DandekarDP,MartinAG,KelleyJV．Deformationofdepleteduranium ‐０．７８Tiundershockcompression

to１１．０GPaatroomtemperature[J]．JournalofAppliedPhysics,１９８０,５１:４７８４Ｇ４７８９．
[１３]　AddessioFL,ZuoQ H,MasonT A．ModelforhighＧstrainＧratedeformationofuraniumＧniobiumalloys[J]．

JournalofAppliedPhysics,２００３,９３:９６４４Ｇ９６５４．
[１４]　ZuevYN,SagaradzeV V,PecherkinaNL,etal．PhaseandstructuraltransformationsinUandUＧNballoy

uponseveredeformationandheattreatments[J]．PhysicsofMetalsandMetallography,２０１３,１１４:１１２３Ｇ１１５４．
[１５]　BatraRC,StevensJB．Adiabaticshearbandsinaxisymmetricimpactandpenetrationproblems[J]．Computer

MethodsinAppliedMechanicsEngineering,１９９８,１５１:３２５Ｇ３４２．
[１６]　CadyCM,GrayGT,ChenSR,etal．Influenceoftemperature,strainrateandthermalagingonthestructure/

propertybehaviorofuranium６wt％ Nb[J]．JournalDePhysiqueⅣ,２００６,１３４:２０３Ｇ２０８．
[１７]　王小英,郎定木,任大鹏,等．高应变率下铀铌合金的断裂组织特征[J]．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２００５,３４:

５４６Ｇ１５４９．
[１８]　石洁,王小英,赵雅文,等．热处理对铀铌合金变形局域化的影响[J]．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２０１４,４３:

２８３６Ｇ２８４０．
[１９]　黄海,何立峰,肖大武,等．铀合金动载下绝热剪切研究[J]．工程材料,２０１３,１２:１Ｇ５．
[２０]　OdeshiAG,Bassim M N,AlＧAmeeriS,etal．DynamicshearbandpropagationandfailureinAISI４３４０steel

[J]．JournalofMaterialsProcessingTechnology,２００５,１６９:１５０Ｇ１５５
[２１]　WangXB．TemperaturedistributioninadiabaticshearbandforductilemetalbasedonJOHNSONＧCOOKand

gradientplasticitymodels[J]．TransactionsofNonferrousMetalsSocietyofChina,２００６,１６:３３３Ｇ３３８．
[２２]　MeyersM A,XuYB,XueQ．Microstructuralevolutioninadiabaticshearlocalizationinstainlesssteel[J]．

ActaMaterialia,２００３,５１:１３０７Ｇ１３２５．
[２３]　PerezＧPradoM T,HinesJA,VecchioKS,etal．MicrostructuralevolutioninadiabaticshearbandsinTaand

TaＧWalloys[J]．ActaMaterialia,２００１,４９:２９０５Ｇ２９１７．
[２４]　MeyersM A,CaoBY,NesterenkoVF,etal．ShearLocalization‐ MartensiticTransformationInteractionsin

Fe‐Cr‐ NiMonocrystal[J]．MetallurgicalMaterialsandTransactionA,２００４,３５:２５７５Ｇ２５８６．

３２



Formationoftheultrafinegriansintransformedbands
indepleteduraniumundershockloading

ZOUDongＧli,LUChao,XIAODaＧwu,HELiＧfeng,LIUYan,SHITao
(InstituteofMaterials,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Jiangyou,Sichuan６２１９０７,China)

Abstract:Theformationandmicrostructureofthetransformedbandsindepleteduraniumunder
shockloadingwasinvestigated．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adiabaticshearbandswere
formedindepleteduranium undershockloading,andtheadiabaticshearbands were mainly
distinguishedasthetransformedbands．Thetransformedbands were mainlycomposedofthe
ultrafineandequiaxedgrains,andhighangleboundarybetweentheultrafinegrainswasconfirmed
bythe misorientationanalysis,andtherandom 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 wasobtained．The
formationoftheultrafinegrainsintransformedbandswasattributedtotherotationaldynamic
recrystallizationmechanism．
Keywords:depleteduranium;transformedbands;ultrafineg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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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对铀铌合金组织及碳化物的影响

陈　冬,马　荣,唐清富,苏　斌,王震宏,张新建,蒙大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 江油６２１９０７)

摘要:本论文讨论了碳含量对 Nb２C夹杂物形貌特征以及 UＧ５．５Nb合金组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夹杂物的形貌、成分、

尺寸分布以及形成机制.实验中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扫描电镜、能谱、光学显微镜.结果表明随着碳含量的增加,

UＧ５．５Nb合金晶粒发生了细化,这主要是因为液态中形成的 Nb２C相能起到异质形核作用.碳含量显著影响 Nb２C相

的形貌、尺寸分布以及面分数.研究还表明 Nb２C相在液态中形成,通过长大、碰撞聚集最后形成团聚物.

关键词:UＧNb;夹杂;形貌;尺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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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具有高的密度和特殊的核性能,因此在商业和国防工业中有很多运用.纯铀的耐腐蚀性差,这
限制了它的广泛使用[１Ｇ４].为了改善纯铀的耐腐蚀性,通常在铀中合金化铌[５Ｇ７].铌的熔点很高,为了

使铌在铀中充分均匀熔解,合金化过程通常采用石墨坩埚并在很高的温度(１６００℃)下长时间保温.
然而铀和铌都是非常活泼的元素,很容易和碳、氧、氮结合生成碳化物、氧化物和氮化物等夹杂[８Ｇ１１].

Kelly等[８]指出,在 UＧ６Nb(质量百分数)合金中主要的夹杂物为 U(N,C),Nb２C和 UO２,以及由它们

形成的团聚物[１２Ｇ１３].夹杂物不仅影响材料的机械性能,同时也会在机械加工过程中影响表面质量.
铀的碳化物和铌的碳化物是 UＧNb合金中主要的碳化物夹杂[８,１０].夹杂物通常在断裂过程中引

起材料塑性和强度的降低,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未合金化铀中,碳化物往往表现为长方形

状[１４].但是在高温(７７４~１１３２℃)γ相区热处理过程中,碳化物的分布和形貌会发生变化.Davies
等[１４]指出,在拉伸断裂过程中裂纹起源于碳化物夹杂的破裂或者与基体的分离.同样的结果在 UＧ
Cr[１３]和 UＧ６Nb[１５]合金中也有发现.Zalkind等[１３]发现在 UＧCr合金中延伸率和断裂强度随着碳含量

的增加而明显降低,断口组织分析表明碳化物和基体的分离是导致微裂纹扩展并引起最终断裂的主

要原因.Strum等[１５]也指出铌的碳化物是 UＧ６Nb合金中疲劳断裂的源头.
目前很少有文献报道 UＧNb合金中碳化物的形貌、大小尺寸分布以及分数,也少有报道关于碳化

物对组织的影响.在本论文中,我们研究了碳含量对碳化物形貌、尺寸分布以及组织的影响,并讨论

了碳化物形成机制,该研究可为冶金过程中碳化物控制提供支撑.

１　实验方法

首先采用真空感应熔炼技术制备 UＧ５．５Nb合金(质量百分数),并对制备合金进行取样分析碳初

始含量.然后采用带锯将制备的合金锭切割成大约５０g的小样.通过电弧熔炼制备不同碳含量的铸

态合金锭(名义成分),碳杂质元素通过碳粉添加.采用线切割技术对制备的合金锭进行取样,并保证

金相组织取样部位的一致性.通过冷镶样制备金相组织样品.金相组织制样过程为先在２００号、

６００号、１２００号砂纸上进行粗磨,然后在磨抛机上采用１．５μm 的金刚石抛光剂进行抛光.金相组织

采用电化学腐蚀方式,腐蚀介质为１０％的草酸水溶液,电压为２V,腐蚀时效为８s.采用OLYMPUS
(DSXＧ５００)光学显微镜对碳化物夹杂和组织进行观察.晶粒大小通过截线法进行测定,每个成分统

计不少于２００个晶粒.采用IPP (ImageＧProPlus)软件对夹杂物尺寸分布、面分数、数量进行统计.
采用扫描电镜和能谱(KYKYＧEM３２００)对夹杂物的形貌以及成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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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碳含量对组织的影响

图１为 UＧ５．５Nb合金不同碳含量时的金相组织,在碳含量低时主要为树枝晶,随着碳含量的增

加组织由树枝晶向等轴晶转变.这表明碳能改变 UＧ５．５Nb合金凝固过程中的组织.图２为铸态组

织晶粒尺寸随碳含量变化图,四种不同碳含量样品的晶粒尺寸分别为１０７、９９、２４和２３μm,这表明随

着碳含量的增加晶粒发生明显的细化.晶粒细化主要是因为 Nb２C相在液态中起到异质形核的作

用[１６Ｇ２０].Sunwoo等[１８]也指出在αＧU 中 Si和 C都能和铀反应生成铀的化合物从达到细化晶粒的

作用.

图１　 UＧ５．５Nb合金中不同碳含量金相组织

(a)母合金(１００×１０－６C);(b)２００×１０－６C;(c)４００×１０－６C;(d)６００×１０－６C

图２　 晶粒尺寸随碳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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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碳含量对 Nb２C形貌特征的影响

图３为 UＧ５．５Nb合金中两种代表性碳含量样品中夹杂物的形貌和成分分析结果,在碳含量很低

时(图３(a))主要为 UC和 Nb２C,且碳化物的尺寸较小.当碳含量为４００×１０－６时,主要的碳化物为

Nb２C夹杂,碳含量增加后 Nb２C相尺寸增加,并且碳化物出现团聚.

图３　 不同碳含量 UＧ５．５Nb合金中碳化物形貌及成分

(a)母合金(１００×１０－６C);(b)４００×１０－６C

图４为 Nb２C相尺寸随着碳含量变化的分布图.碳含量为１００×１０－６时,大多数 Nb２C相夹杂物

尺寸小于９μm,并且所有的夹杂物尺寸都小于２０μm,平均尺寸为７．３μm.当碳含量增加至２００×
１０－６时,碳化物的尺寸变化不大,都小于２２μm,平均尺寸为８．１μm.当碳含量进一步增加至４００×
１０－６时,大多数碳化物尺寸小于１４μm,并且所有的碳化物都小于４４μm,平均尺寸增加为１３．４μm.
碳化物平均尺寸的增加表明 Nb２C夹杂物尺寸随着碳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当碳含量增加至６００×
１０－６时,Nb２C夹杂物尺寸都小于３４μm,平均尺寸分别为１０．１μm.另外,Nb２C夹杂物的分布符合

高斯分布,随着碳含量的增加,高斯拟合峰向右偏移,结果表明碳能促进 Nb２C 夹杂物的生成和

长大[２１].
图５为 UＧ５．５Nb合金中主要碳化物 Nb２C的面积分数以及数量随着碳含量增加而变化的关系

图.由图５(a)可知随着碳含量的增加Nb２C夹杂物的面分数增加,这表明碳能促进Nb２C夹杂物的生

成.但 Nb２C夹杂物的数量却未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碳含量增加 Nb２C夹杂物

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聚集,导致数量变化的趋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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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碳含量 UＧ５．５Nb合金中 Nb２C夹杂物尺寸分布及 Gaussian拟合

(a)１００×１０－６C;(b)２００×１０－６C;(c)４００×１０－６C;(d)６００×１０－６C

图５　 (a)Nb２C夹杂物面分数随碳含量变化;(b)Nb２C夹杂物数量随碳含量变化

２．３　Nb２C夹杂物形成机理

基于以上对 Nb２C夹杂物形貌的讨论,表１概括了 UＧ６Nb合金中不同碳添加量夹杂物形貌特征,
主要的夹杂物特征包括四种:

• Type１:团聚物(细小的 Nb２C,UC以及 UO２ 团聚);

• Type２:纯的 Nb２C(长方形);

• Type３:Nb２C团聚物(两个长方形 Nb２C相团聚);

• Type４:Nb２C团聚物(更多 Nb２C相团聚).
在碳含量很低时(１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１０－６)主要为类型１夹杂物,当碳含量增加到４００×１０－６以及

更高时,四种类型的碳化物形貌都有包括.Nb２C相的形貌演变经历了形核、长大以及聚集.Nb２C相

的形核一般通过异质形核的方式进行,通常在液体中以及 UO２ 表面形核[２２],如图６所示.一旦形成,

Nb２C相在液体中很难独立存在,往往通过互相碰撞形成团聚物[２３].因此,团聚物的形成通常在整个

过程的后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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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UＧ５．５Nb合金中Nb２C夹杂物主要类型

Ccontent/×１０－６ Type１ Type２ Type３ Type４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图６　Nb２C夹杂物在 UC/UO２ 上形核

３　结论

(１)碳含量能改变 UＧ５．５Nb合金的组织,随着碳含量的增加,合金组织由树枝晶向等轴晶转变,
并能明显细化晶粒.当碳含量为１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１０－６、４０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０－６时,晶粒尺寸分别为

１０７,９９,２４和２３μm;
(２)Nb２C为 UＧ５．５Nb合金中的主要夹杂物,统计分析表明当碳含量分别为１００×１０－６、２００×

１０－６、４００×１０－６、６００×１０－６时,碳化物的尺寸分别为７．３、８．１、１３．４和１０．１μm.碳化物的面积分数

随着碳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表明碳能促进 Nb２C夹杂物的形成;
(３)Nb２C相在液态中形成,并通过与其他 Nb２C、UC以及 UO２ 碰撞、聚集最后形成团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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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arbononthemicrostructureand
carbidesinUＧNballoy

CHENDong,MARong,TANGQingＧfu,SUBin,
WANGZhenＧhong,MENGDaＧqiao

(InstituteofMaterials,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Jiangyou,Sichuan６２１９０７,China)

Abstract:InfluenceofcarbononthefeatureofNb２CinclusionandmicrostructureofanUＧ５．５Nb
alloy wereinvestigated focusing on the detailed metallographic characterization ofinclusion
concerningtheir morphology,compositionandsizedistributionandformation mechanism．The
methodsusedinpresentstudyarescanningelectronmicroscopy(SEM)withenergydispersiveXＧray
spectroscopy(EDS)andopticalmicroscopy(OM)．Theresultsshowthattheaveragegrainsizeof
theasＧcastUＧ５．５Nballoydecreasesignificantlywiththeincreaseofcarboncontentduetothe
heterogeneousnucleation of Nb２C phase,which can effectively refinethe grain size during
solidification．Meanwhile,carboncontentobviouslyeffects morphology,sizedistribution,area
fractionandnumberdensityofNb２Cinclusions．Inaddition,theresultshowsthatthe Nb２C
inclusionformsinliquid,subsequently,Nb２Cinclusiongrows,collidesandagglomeratestoform
clusters．
Keywords:UＧNballoy;Inclusion;Morphology;Size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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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杂质元素对UＧTi合金显微组织
和电化学腐蚀性能的影响

邬　军１,张广丰２,唐清富１,胡贵超１,刘侠和１,罗　超１

(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 江油６２１９０７;２．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８)

摘要:UＧTi合金具有高密度、较好的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是核工业中应用广泛的一种材料.UＧTi合金中的微量杂

质对显微组织和腐蚀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采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了含典型

杂质Si的铸态 UＧTi合金显微组织,采用电化学工作站测试了含杂质 UＧTi合金的电化学腐蚀性能.结果表明,UＧTi
合金仍以缓慢冷却的片层状结构为主要组织特征,Si杂质则以细小的点状、条状析出相 TixSiy 存在,且随杂质含量增

加,析出相的数量越多,尺寸越大.Si杂质元素可明显降低 UＧTi合金的自腐蚀电阻,恶化其耐腐蚀性能.

关键词:UＧTi合金;杂质元素;显微组织;电化学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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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铀是一种高密度、具有力学和功能特性的材料,在核工业领域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但金属

铀化学活性高,易发生氧化、氢化腐蚀反应,一定程度上制约其材料的使用寿命和推广应用.少量添

加合金元素 Ti可以显著提高铀基材料的抗腐蚀性能,同时也保持其高密度和良好力学性能的优点.
因此,UＧTi合金作为一种重要的铀合金,是核工业中应用广泛的一种材料[１].

由于受加工制备工艺技术水平的制约,UＧTi合金中通常含有一定量的杂质元素,比如常见的C、

N、Si等非金属杂质,Fe、Al等金属杂质.杂质元素将对铀及铀合金的显微组织产生影响,或形成非金

属夹杂物,或在铀基体中形成过饱和固溶体,或在热处理过程中析出第二相.而铀合金的显微组织直

接影响了其力学性能和抗腐蚀性能.因此,微量杂质对铀及铀合金显微组织和腐蚀行为的影响,一直

以来是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问题[２,３].
目前,很少有关于杂质元素对 UＧTi合金中显微组织和腐蚀性能影响研究的报道[４].本文采用放

大法,在 UＧTi合金中人为引入杂质元素Si,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了含杂质 UＧTi合金的显微组织,采
用电化学工作站测试了其电化学腐蚀性能,研究了杂质元素对 UＧTi显微组织和抗腐蚀性能的影响

规律.

１　实验

采用 UＧTi预合金锭和高纯Si颗粒作为实验原料,采用真空感应合金化熔炼的方法,分别按质量

百分比引入不同含量的Si杂质元素.由于Si的饱和蒸汽压较高,添加Si时有一定的挥发耗损.熔

炼后,浇注室温模具中,自然冷却.采用带锯床和线切割机进行金相和化学成分取样.选用的预合金

UＧTi原料名义成分为 UＧ０．８５wt％Ti,各杂质含量均少于２０×１０－６,最终获得不同Si杂质含量的 UＧ
Ti合金样品,其Si杂质含量分别为９９０×１０－６,６３０×１０－６,４３０×１０－６.

金相样品经镶嵌后,采用金相砂纸上从１８０＃到１２００＃进行水磨,采用金相抛光剂抛光.采用

５％磷酸水溶液进行电化学刻蚀.采用 Olympus光学显微镜对金相组织进行观察.在扫描电镜下对

析出第二相进行能谱分析.采用 Parstat４０００型电化学工作站,开展了试样的电化学腐蚀性性能测

试,电化学测试采用铂片作对电极,采用甘汞电极作参比电极,电解液为质量分数３．５％的 NaCl
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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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图１　含Si杂质 UＧTi合金显微组织

(a)小于２０×１０－６Si(腐蚀态);(b)４３０×１０－６Si(抛光态);

(c)４３０×１０－６Si(腐蚀态);(d)６３０×１０－６Si(抛光态);(e)６３０×１０－６Si(腐蚀态);

(f)９９０×１０－６Si(抛光态);(g)９９０×１０－６Si(腐蚀态)

２．１　Si杂质对UＧTi合金显微组织的影响

图１(a)为典型的缓慢冷却的铸态 UＧTi合金显微组织.在浇注冷却过程中,先由液相转变为等

轴的γ晶粒,然后再由 γ相转变为 α相和 U２Ti,呈现片层状组织特点.当含有少量 Si杂质时

(４３０×１０－６),在低倍下观察显微组织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仍以片层组织为主,而在抛光态[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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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示]和高倍下腐蚀态[如图１(c)所示]中,则明显观察到以点状为主的析出物,析出物直径小于

５μm,同时也存在少量、较短的条状析出物,最长约为３０μm.随着Si杂质含量的进一步增加,条状

和点状析出物的数量和尺寸进一步增大,在较低倍数下的抛光态[如图１(d)所示]和腐蚀态[如图１
(e)所示]的显微组织中均能观察到析出物.

图１(f)和(g)分别为含９９０×１０－６Si杂质的抛光态和腐蚀态显微组织.抛光态下,可以观察到数

量众多、细小弥散分布、长短不等的析出物.在较高的放大倍数下,观察到腐蚀态样品的显微组织仍

以片层状为主,条状相与片层组织交叉分布,长度约为６０μm,长径比约为１２∶１,条状相的宽度比片

层组织的片层间距略大.同时,还可以观察到点状颗粒分布的析出相(第二相),颗粒大小约为５~
１０μm.

在图１(g)中虚线框内观察到几条细长析出相几乎平行、沿一个方向优先生长的,可能与析出过程

中母相的晶体取向密切相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为数众多的点状析出相有可能在三维空间就是长

条状,在二维截面上的观察才呈现出点状形貌,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确认.
图２为含９９０×１０－６Si杂质 UＧTi合金的二次电子像,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点状和条状析出物的

形貌.析出物的大小和分布不均匀,有的区域以条状析出物为主,有的区域以点状析出物为主.能谱

分析显示,尽管在基体中几乎观察不到Si、Ti的特征峰,如图３所示,这与合金中平均的 Ti、Si含量较

少有关.而在点状析出物和条状析出物的能谱分析结果接近,Ti和Si含量很高,而U含量很低,如图

４所示.多个析出物点分析的成分结果如表１所示,U、Ti、Si的平均比值为３．２∶６２．１∶３４．７.考虑

到 U峰由基体引入,忽略U的含量,则Ti与Si原子百分比近似为１．８:１,并认为含杂质Si的UＧTi合

金中析出了 TixSiy 中间相.进一步分析 Ti、Si三种元素两两形成的中间相主要有 Ti３Si、Ti５Si３、

TiSi２、TiSi等.其中,只有 Ti５Si３ 的 Ti、Si原子比(约为１．７∶１)与析出相十分接近,且在室温下的吉

布斯生成自由能为－５８９J/mol,为最低值.因此,推断在 UＧTiＧSi合金体系凝固冷却过程中形成的析

出相为 Ti５Si３,但还需要结合微区XRD、TEM 等手段作晶体结构的分析和确认.

图２　 含９９０×１０－６Si的 UＧTi合金的二次电子像

(a)条状和点状析出物;(b)点状析出物富集区;(c)较大析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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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UＧTi基体的 X射线能谱

图４　析出物的 X射线能谱

表１　各析出物点的SiＧTiＧU原子百分比

SiＧK/atm％ TiＧK/atm％ UＧM/atm％

点１ ３３．４６ ６５．８２ ０．７２

点２ ３４．８２ ５９．９１ ５．２７

点３ ３５．１７ ６１．３９ ３．４４

点４ ３５．３ ６１．２３ ３．４７

平均值 ３４．７ ６２．１ ３．２

２．２　Si杂质对UＧTi合金耐腐蚀性能的影响

图５为Si杂质含量不同的 UＧTi合金电化学极化曲线.UＧTi合金(小于２０×１０－６Si)的自腐蚀

电位与点蚀电位之差ΔE 为１．２V,而Si杂质含量为４３０×１０－６和９９０×１０－６的 UＧTi合金ΔE 分别降

为０．５V和０．３V,同时相比前者,后两者的极化曲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钝化区域.表２为不同Si杂

质含量与 UＧTi合金自腐蚀电阻的影响关系.从表２中可以看出,Si杂质元素可显著降低 UＧTi合金

的自腐蚀电阻,当Si含量为４３０×１０－６时,自腐蚀电阻即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自腐蚀电阻越大,则
抗腐蚀性能越好.电化学腐蚀性能的测试结果表明,UＧTi的抗腐蚀性能对Si杂质比较敏感,Si杂质

能显著恶化其抗腐蚀性能,且随着Si含量的增加,抗腐蚀性能下降.此前的氢化腐蚀的研究中也得出

相似的结论,少量的Si杂质能明显降低 UＧTi合金的氢化腐蚀孕育期[４].
含Si杂质 UＧTi合金的耐腐蚀性能明显下降,与其显微组织密切相关.含较多Si杂质的 UＧTi合

金中,生成了富含的 TixSiy 的条状、点状弥散分布的析出相.同时减少基体中 Ti的含量.当Si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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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９９０×１０－６时,若Si元素全部与Ti元素结合生成TixSiy 中间相,则会消耗基体中０．１７％Ti,U基

体中 Ti含量的降低,则会导致 UＧTi合金的抗腐蚀性能下降.同时,TixSiy 相与基体相的电位差,也
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加剧 U 基体的腐蚀.关于杂质元素Si对 UＧTi合金抗腐蚀性能影响的微观机

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图５　Si杂质含量不同的 UＧTi合金极化曲线

表２　不同Si杂质含量对UＧTi合金自腐蚀电阻影响

样品 自腐蚀电阻/kΩ

UＧTi(≤２０×１０－６Si) １３．１３６

UＧTi(４３０×１０－６Si) ３．３３２

UＧTi(９９０×１０－６Si) ２．５４２

３　结论

(１)含Si杂质的UＧTi合金铸态组织仍以片层状形貌为特征,Si杂质在UＧTi合金主要以点状、条
状的 TixSiy 相析出,且随着杂质含量的增加,析出相的数量、尺寸增加.

(２)Si杂质元素明显降低UＧTi合金的自腐蚀电阻,降低其耐腐蚀性,与其显微组织密切相关.Si
杂质元素在UＧTi合金中以TixSiy 形式存在,降低了基体的中Ti含量,同时TixSiy 新相与基体组织又

形成了腐蚀电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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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Jun１,ZHANGGuangＧfeng２,TANGQingＧfu１,HUGuiＧchao１,
LIUXiaＧhe１,LUOChao１

(１．InstituteofMaterials,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Jiangyou,Sichuan６２１９０７,China;

２．ScienceandTechnologyonSurfacePhysicsandChemistryLaboratory,Mianyang,Sichuan６２１９０８,China)

Abstract:UＧTialloyisawidelyusedmaterialinthenuclearindustry,duetoitshighdensityand
goodperformancesintermsofmechanicalpropertiesandcorrosionresistance．Theeffectofimpurity
elementonmicrostrcutureandcorrosionbehaviourofUＧTialloyisfocusedbyresearchers．In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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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钴源生产应用现状及进展

王光德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３１)

摘要:钴源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中起重要作用,在我国已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服务体系,辐射安全也得到很好的管控.

钴源广泛用于仪器仪表、无损探伤、安全检测、辐照加工、辐照灭菌、食品保鲜、癌症治疗等等.本文阐述了钴源生产和

应用技术现状.国内生产的钴源可满足７成工业市场需求,高比活度医用伽玛刀钴源仍需进口.随辐照加工和医疗

照射增加,缺口仍在增加.目前国内钴源生产和应用方面技术水平日益成熟,集装箱安全监测的辐射成像系统和伽玛

刀等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关键词:钴源;辐射加工;同位素应用;辐射成像

钴Ｇ６０放射源已广泛应用于核仪表、辐照加工、工业 CT、无损探伤、灭菌消毒、癌症治疗、辐射育

种、辐射杀虫等领域,它在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据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业协会统

计,实际装源量从２００３年的６．６６×１０１７Bq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７×１０１８Bq,增长量为１５０％[１].钴Ｇ
６０的装源活度居首位,核技术应用产业保持高速发展,本文系统总结近十几年来钴源生产和应用取得

的进展及面临的安全形势.

１　钴源主要应用

１．１　无损探伤和辐射成像

钴源可用于射线无损探伤或辐照成像装置中.射线无损探伤的主要方式有射线照相、实时成像

和层析成像.１９９７年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制成功了６０Co集装箱检测系统,清华大学

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制的６０Co集装箱检测系统采用１．１１~１１．１TBq的高比活度６０Co探伤源,
配合使用高灵敏的气体探测器,对集装箱、货车、货运列车等进行不开箱快速检查,通过射线图像能发

现其中隐匿的走私品、违禁品及危险品等,已大量装备海关口岸、滚装船码头等.该发明打破了国外

在集装箱检测技术垄断,经过近二十年不断努力,６０Co辐射成像检测技术已发展成规模产业,产品畅

销国内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了进一步提高６０Co工业CT的检测性能,２０１１年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采用高比

活度６０Co源和面阵探测器及小像素线阵探测器研制成功了６０Co高精度CT,实现了对等效质量厚度大

于４０cm铁的被测对象中小于４０μm缺陷的检测.６０Co源由于射线能量较高、强度稳定、近似单能、操
作维护方便,十分适合于等效质量厚度约３~１３cm铁工件的检测[２,３].

６０Co集装箱检测系统应用简单、可靠,检测性能优越,且价廉、省地.源活度涵盖３００、１００、３０、８８、

０．８Ci等多个等级,分别属于Ⅱ、Ⅲ、Ⅳ类放射源.６０Co检查系统设置了多重安全措施,可全天候防护

与监控放射源安全.各项辐射安全指标设计与实测值均小于国家标准要求值.检查设备对周围公众

及环境的影响小,可忽略不计[２].

１．２　放射治疗

肿瘤放射治疗是利用放射线治疗肿瘤的一种局部治疗方法.放射线包括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α、

β、γ射线和各类X射线治疗机或加速器产生的X射线、电子线、质子束及其他粒子束等.大约７０％的

癌症患者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需要用放射治疗,约有４０％的癌症可以用放疗根治.放射治疗在肿瘤

治疗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钴源可用于癌症肿瘤的内、外
照射用放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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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疗法虽仅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发展较快.在CT影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帮助下,现在的

放疗技术由二维放疗发展到三维放疗、四维放疗技术,放疗剂量分配也由点剂量发展到体积剂量分

配,及体积剂量分配中的剂量调强.现在的放疗技术主流包括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T)和立体定向

放射外科(SRS).放射性钴源用于医疗照射,常见的治疗装置有钴远距离治疗机,钴后装源治疗机,
伽玛刀治疗机.

伽玛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设备,使用高强度的伽玛射线照射病变组织,一次性毁损病灶组织,具
有创伤小,并发症发生率低和治愈率高等优势.伽玛射线立体定向放疗机自１９６８年被应用于临床,

１９９３年我国首次引进伽玛射线立体定向放疗机(简称伽玛刀)并应用于临床,治疗脑部和体部肿瘤.
伽玛刀技术发展很快,定位精度高和剂量优化,钴源的数量减少.早期使用１７９颗钴源,仅治疗脑部

肿瘤.第五代伽玛刀的自转和治疗头公转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减少了钴源数量,提高治疗精度及可靠

性.有些第五代伽玛刀仅使用３０颗钴源[４,５].伽玛刀所用钴源的出厂活度一般要求达到３７０００
GBq,要求比活度达到１５０Ci/g以上.GB７４６５—２０１５规定了伽玛刀源外形尺寸和源芯尺寸.

１．３　辐照加工

辐射加工是放射性同位素重要的应用之一,在同位素应用产业的产值中占有很大比例.辐射加

工目前的主要应用领域是辐射消毒、辐射改性、环保处理和半导体器件处理[６],钴源常用于前三个

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国设计装源能力３０万居里以上的商用辐照装置已达１２０座,

设计装源能力２百万居里以上的有４２座,设计装源能力４００万居里的４座[１].大型辐照装置绝大多

数选用钴源作为辐照用源.目前全国共有１００多家辐照站,其中民营资本占半数以上.在工业辐照

领域,全国每年钴源的市场需求约为８００万~１０００万居里.
钴源可用于辐射新材料、电缆、热塑管、木材.钴源辐射诱导引发接枝聚合反应,高分子材料受辐

照后具有阻燃,更高的电阻率.与加速器辐照对比,钴源辐照的穿透能力强,可辐照大尺寸和密度的

物件,对包装没有要求.钴源辐照装置不用消耗大量的电能,维护费用也很低.加速器辐照优点能量

注入密度高,照射时间短,停电后装置没有放射性危害.我国辐射加工行业已经初具规模.

１．４　辐射灭菌与食品保藏

食品辐照保藏技术,是将电离辐射对物质的作用．用于延缓呼吸、抑制发芽、延长货架期、杀虫灭

菌、检疫处理等.辐照是一种处理食物的物理过程,如同用加热和冷冻保藏食品一样.食品辐照不同

于化学加工,不属于“添加剂”范畴.“为贮存的目的,任何食物受到１０kGy以下照射量的辐照,不再

需要进行毒物学方面的检验.”日前应用的主要领域是辐照大蒜,抑制发芽,其次是脱水蔬菜、调味品、
营养品、医疗用品等的杀虫灭菌.据北京、上海抽样调查,对一些不宜采用常规高温高压灭菌的传统

食品、风味食品、预冷小包装食品,经辐照处理可以有效地杀灭寄生虫和肠道致病菌,能为人们提供鲜

美可口、富有营养价值的“绿色食品”.
辐照灭菌保藏是利用电离辐射对食品、中药材、医疗器材等进行照射,从而达到保藏目的.它的

技术原理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６０Co或者电子加速器产生的射线照射食品,破坏食品中细菌细胞中

DNA和RNA,受损DNA和RNA分子发生降解失去合成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功能而死亡,从而达到

灭菌目的的一种技术.
与其他的防腐保鲜法相比,用辐照的方法杀灭细菌,操作简单,易于操控,处理量大,杀菌彻底.

由于辐照灭菌技术为冷处理,几乎不引起食品的温度升高,能够较好地保持食品的色、香、味等食用品

质.另外,由于γ射线的穿透力强,可在常温下将食品封装后再进行灭菌,不仅避免了对产品的再次

污染,而且可对杀菌不彻底的产品进行补充灭菌.经过多年的研究证明,辐照后的食品无放射性污染

和微生物变异的危险,也不会生成毒性物质,安全性高.
辐射灭菌属核技术应用与预防医学消毒学相结合的领域.我国已大规模应用钴源辐射方法对一

次性注射器和针头灭菌.我国在辐射灭菌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明显社会经济效益.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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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州大学刘清芳,朱南康等人申报科技成果“医疗保健产品辐射灭菌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及推广应

用”,研制出一套先进的工业辐照装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辐射灭菌工艺.系统的辐射灭菌工艺,主要

包含辐射装置的安装鉴定、辐照产品的加工确定、完善的剂量检测系统、辐射灭菌的日常加工控制、网
络管理和防伪标识、辐射灭菌质量体系.工艺通过美国FDA和德国TUVps审核,均符合国际标准的

要求.在国内外已推广了１８座大型的γ辐照新装置,总收入约为１．８亿元人民币,平均初始装源量

为每座１８．５pBq(５０万Ci)钴源装置,取得了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陈浩等采用钴源辐照法加工山椒凤爪,替代其他防腐保鲜法.自２００７年项

目开展以来,截止到２００９年底,仅四川省就已有２０多家山椒凤爪生产企业采用了新型辐照灭菌技

术.项目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通过本项目的实施以及推广,项目申报单位已建立了目前四川省乃

至西部最大的辐照加工基地.山椒凤爪产品年加工量预计达１００００吨,辐射加工年收入１２００万元,
辐射产品价值达２４亿元.辐照食品延长了保质期、货架期,替代了食品添加剂.由此可见辐照法保

鲜法费用低,绿色环保,技术成熟,市场潜力大.一般大型辐照站项目投资回收期为４~９年[７].

１．５　辐射育种

在自然界中植物自发突变经常发生,但是突发频率很低,高等植物突发频率仅约为１×１０－８.诱

发的突变频率比自发突变频率高几百倍,甚至上千倍,可诱发出自然界罕见的新类型植株.
利用核辐射诱发植物有益突变是作物遗传改进的有效途径.育种和选择优良品种就能以较小的

投资获得最大的利益,对作物生产力的提高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增加作物产量的因素中,作物遗

传改进即品种改良的作用最重要.在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增产技术中,品种改良的作用占

２０％~３０％.核辐射诱变改良作物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有价值的突变体,根据改良作物品种的目标,
培育出新品种在生产上直接利用.

据２００８年不完全统计,我国辐射诱变育成新品种６２３个,占全世界辐射育成新品种总和(２３２０
个)的２６．８５％,年推广种植面积达９００万公顷,每年为国家增产粮食３０亿~４０亿公斤、棉花１．５亿~
１．８亿公斤、油料０．７５亿公斤,创经济效益３３亿~４０亿元[８].核辐射诱发突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重点放在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禾本科和豆科等粮食作物.上海化工院和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等

单位利用伽玛射线对菌种诱变和筛选,培育出高效柠檬酸生产菌,处理淀粉污水的黑曲霉.

２　钴源生产

高纯５９Co(纯度大于９９．４％)微粒或细丝制成钴靶件,放在反应堆中辐照,发生中子核反应５９Co
(n,γ)６０Co,以此原理生产钴源.主要的生产堆堆型有重水堆、快堆、沸水堆,大多数钴源是商业电站

的发电过程的附加产品,少量的钴源在研究堆或者试验堆上生产.如图１,５９Co与低能中子的反应截

面大,为提高产额,需要慢化中子.因５９Co的快中子俘获截面很小,快堆使用氢化锆慢化中子,可明显

提高产额和比活度[９].活度按照下式估算,精细的计算则需要考虑中子分群,材料或屏蔽效应[１０].

A＝NσФ(１－e－λt) (１)
式中:A———产物的活度,秒－１;

N———活化同位素的原子数;

σ———中子反应截面,厘米２;

Ф———中子通量,n/(厘米２秒);

λ＝０．６９３/T１/２———衰变常数;

T１/２———产物的半衰期;

t———反应堆满功率运行时间,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核集团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利用４９３高通量堆最早生产钴源[１１].２０１１年,中核

集团公司自主研发的钴Ｇ６０项目实现工业化生产,利用秦山三期 CANDUＧ６型重水反应堆生产钴Ｇ６０
放射源,设计的钴调节棒组件在反应堆内一般运行１~１．５满功率年(FPY),最大不超过３FPY后,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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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５９Co(n,γ)微观俘获截面

棒中的钴Ｇ５９吸收中子生成比活度约１００~３００Ci/g的钴Ｇ６０γ放射源.秦山三期双堆年产可达６００
万~７００万居里钴源,年均经济效益约１．２亿元人民币,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实现了核技术应用领

域的重大突破,对促进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钴靶件入堆辐照改变了中子通量分布,换料方案也会调整,需要做详细的安全分析、热工流体分

析、辐射防护设计,必须通过安审机构严格的审评.计算产额时需要考虑靶材料对中子的屏蔽效应,
包括自屏蔽效应和互屏蔽效应,屏蔽效应对钴Ｇ６０产额有重要影响,它与材料数量、形状、大小、排布方

式有关.为减少屏蔽效应,提高产额,减少靶材料的外形尺寸.一般钴靶材外形为ϕ１mm×１mm.
钴粒子外面镀一薄层镍,保护钴粒子,以防止钴靶件在堆内破裂和脱落,污染反应堆内设备.

钴源生产主要工艺过程包括:密封源设计,设计验证,内外包壳管及端塞加工,焊接工艺试验,焊
接工艺评定,安全性能分级试验,钴棒束解体,钴棒活度测量,钴棒切割,内包壳封装,外包壳封装,密
封性能检查,表面污染检查,外形尺寸检查,活度测量等[１２].国内生产单位已回收钴源,小批量对退役

回收钴源进行整备、安全评估,重新包装成钴源.某些特殊用途的钴源可能用电镀法工艺,某些仪表

用钴源可能要求细丝状.
如下表,加拿大的产量占全球钴源市场６０％左右,国内中核秦山重水堆生产,年产７００万居里钴

源,可以满足国内需求总量的７~８成.工业辐照源生产方面,国内公司具有价格和服务上的优势.
辐照市场钴源需求量平均年增长达１０％以上.用于医疗肿瘤治疗的高比活度钴源大部分依赖进口.
比活度高于２００Ci/g的钴源单位居里价格明显高于低比活度的钴源.２０１７年２月中核北方核燃料

元件有限公司在工业钴源组件生产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攻克了钴丝挤压、钴芯块制备、电镀工艺等

难题,研制成功了国内首批医用钴调节棒组件,为实现医用高比活度钴Ｇ６０自主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表１　２０１５年主要钴源生产商供应情况

序号 供应商 源型号 生产基地 堆型 年产能(万居里)

１ Nordion(加) CＧ１８８ BarucePower、OPG(７个机组) CANDU ２８００

２ JSCIsotope(俄) GIKＧA６ MAYAK(Rosatom４个机组) RBMKS １２００

３ 中核同兴 CNＧ１０１ 秦山三期核电站(２个机组) CANDU ６００

４ 阿根廷 Embalse CANDU ３００

钴源得以大规模应用是因为它易于批量在反应堆内辐照生产,生产工艺简单,费用较低,半衰期

较长.钴源的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化学提纯,分装和焊接在热室中进行,使用机械手操作,以保证工作

人员吸收剂量低于限值２０mSv.

３　钴源安全与事故

大型辐照装置大多采用６０Co做辐射源,其放射性活度从１０１２Bq量级(１０２Ci量级)至１０１６Bq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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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Ci量级).如果装置的安全措施不完善、不可靠,以及在工作中忽视安全管理,或安全管理制度和

安全操作规程不健全,违章操作,机械失灵,安全装置发生故障,导致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误入正在辐

照中的辐照室,就有可能受到大剂量的射线照射,出现急性外照射放射损伤,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工业用钴Ｇ６０源具有极强的辐射性,能导致脱发,会严重损害人体血液内的细胞组织,造成白

血球减少,引起血液系统疾病,如再生性障碍贫血症,严重的会使人患上白血病(血癌),甚至死亡.

２００９年６月７日,河南开封祀县“利民辐照厂”在装置整改期间进行辐照加工,运行过程中由于

钴Ｇ６０放射源未被成功放入贮存井内,无法进行有效的放射屏蔽,发生了卡源事件.事故发生当天引

起该县数群众恐慌性外逃,事故历时７９天[１３].事故处理过程表明辐射安全事故应急措施准备不充

分,也反映公众对核技术知识匮乏.
钴源辐照站选址值得关注,需预计城市的快速发展.早期辐照站选址在城市郊区,随着城市快速

扩展,辐照站周围变成住宅区或商业区.受政策影响及公众对核辐射安全的担忧,辐照站被关闭而受

到严重经济损失.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２日,天津港危险品仓库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事故后开展了安全

生产大检查,天津某辐照加工企业被迫关停,辐照装置被强制退役,６５枚Ⅰ类钴Ｇ６０放射源被迁移到

外地.
高放射性钴源具有辐射危害,钴源安全涉及到各环节,包括设计、生产、储存、运输、容器、装置、人

员.生产和应用单位必须遵守核与辐射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提高核安全文化,加强人员专业技能培

训考核,设备定期保养维修.大型辐照装置主要事故有１)人员误入辐照室;２)钴源泄露和贮源井水渗

漏;３)卡源;４)爆炸;５)火灾;６)源被盗,丢失[１４].
核技术应用快速发展的同时,放射源得到有效管理,核辐照安全水平得到提高,辐照装置可靠运

行.“２００９年,国家环保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联锁设施的技术升级改造,‘十二五’中期,国内γ辐照

装置数量基本维持在原来水平,部分省份淘汰了安全水平较低的装置,大部分装置加大了设备投入”.

２０１５年环保部开展了全国核与辐射安全大检查及综合督查.重点检查了Ⅲ类以上放射源和Ⅱ类以上

射线装置利用单位、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甲级非密封放射性场所.经过大检查,辐射环境违法行为得

到及时纠正,安全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被检查单位核与辐射安全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６年３月环

保部批准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废旧放射源回收再利用活动.废旧放射源的回收再利用,将减

少放射源辐射事故发生.据环保部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核与辐照安全报告,全年发生３起放射源丢失、被
盗一般事故,事故共涉及１０枚Ⅳ类镅Ｇ２４１放射源.总之,钴源相关生产、运输、应用等方面辐射安全

有保障.

４　钴源质量

钴源设计为双层不锈钢包壳,焊接密封,设计寿命２０年.钴源使用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是包壳

破裂泄露,可能原因有:１)焊接工艺问题,导致焊接不可靠,焊缝没有透;２)钴源长期在有酸碱腐蚀性

环境中,钴源包壳和焊缝受到腐蚀;３)源包壳受到机械磨损.
钴源产品质量必须遵守的重要标准有:GB/T７４６５,GB４０７５,GB１６３５４.国标密封放射源一般

要求和分级 GB４０７５—２００９规定了γ辐射源在温度、压力、冲击、振动、穿刺检验中应该达到的等级.
国标规定Ⅰ类钴源应该４３３２３等级.中核同兴公司生产的Ⅰ类钴CNＧ１０１密封源的安全性能等级及

弯曲性能等级依据 GB４０７５—２００９规定达到E６６６４６７[１２,１５,１６].

５　展望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到“发展非动力核技术.支持发展医用放射性

同位素、中子探伤、辐射改性等新技术和新产品,持续推动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环境保护、
资源勘探、公共安全等领域应用”.非动力核技术应用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我国钴源的应用多样化,发展规模化,应用水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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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国内钴源生产、存储、运输和辐照装置操作安全事故少发,总体上很安全.钴Ｇ６０伽马刀以其定

位精确、无创伤、不流血、副反应轻、疗效好等特点,逐渐成为肿瘤放射治疗主流手段,我国的伽马刀设

备研发和生产能力具于领先地位.但是部分地区医院γ刀的使用率低,且疗效有待提高;在辐照加工

和食品储存保鲜方面,出现滥用辐照灭菌,延长食品药品保存期的现象.主要问题在于辐照剂量超

标,也并非所有的药品可以使用辐照法保存,因为有些食品和药物会发生辐射降解.应该加强监测,
遵守食品辐照生产法规标准,并加大核知识科普,增加公众对此接受度.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完整的钴源及配套应用产供销体系和产业链,钴Ｇ６０辐照检查成像技术国际领

先,食品保藏和辐照灭菌应用非常广泛.工业辐照用钴Ｇ６０源年需求量大概１０００万居里,需求量每年

以１０％以上增加.我国高比活度钴源仍有相当的市场空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依赖

于高新技术应用,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很大.美国已经使用沸水堆批量生产钴Ｇ６０多年了,值得研究利

用压水堆核电机组也可能顺便生产高比活度钴源,以提高机组的经济效益,增加钴源供给和促进应

用,对于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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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baltsourc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applicationofradioisotopes．Acompleted
industrialandservicesystemandsafetycontrolsystem havebeenwelldevelopedinChina．The
Cobaltsourcesare widelyusedin measurementinstrumentation,nondestructivetesting,safety
testing,radiationproduction,irradiationsterilization,foodpreservation,cancertreatment,etc．
Thispaperdescribesthecurrenttechnologysituationofthecobaltproductionandapplication．The
７０％industrialmarketdemandinChinacouldbesatisfiedbydomesticproduction,however,it’s
stillrequiredimportationinhighactivityofgammaknifemedicalsource．Andthegapofimportation
stillgoesup withirradiation processingand medicalradiationincreases．Theproductionand
applicationofcobaltsourcetechnologyinChinaaremature,someapplicationsystems,suchasthe
containersafetymonitoringsystem,gammaradiationimagingsystem,gammaknifecancertreatment
system,havereachedtheinternationaladvancedlevel．
Keywords:Cobaltsource;radiationprocessing;radioisotopeapplication;radiation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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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的UF６ 中铀同位素工作标准物质的制备

张荔生,郝学元,杨文彬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兰州７３００６５)

摘要:本工作制备了一批０．２５％ UF６ 中铀同位素丰度工作标准物质,该工作标准物质主要用于离心级联运行控制分

析料分析和质谱计分析系统参数校准,其主要内容为样品制备、铀同位素丰度定值.

关键词:工作标样;丰度;质谱计;离心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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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铀浓缩生产过程中,UF６ 中铀同位素的质谱在线控制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质谱计是采用工

作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交替进样分析的,UF６ 中铀同位素丰度标准物质主要是用来校正质谱计系统

误差、修正工作曲线、检验分析方法.铀同位素标准物质在作为核燃料的浓缩铀的生产、使用及有关

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浓缩铀的生产过程中需要频繁的测定各种铀同位素丰度

的 UF６ 样品来监视生产工艺和对产品进行质量控制.浓缩铀产品的主要质量指标铀Ｇ２３５同位素丰

度,就更需要进行精密测定.铀同位素丰度的精密测定,必须使用一系列的铀同位素标准物质校正仪

器和测量结果的系统误差.铀同位素标准物质的水平与浓缩铀产品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定

意义上讲也与核燃料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的经济效益直接有关.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试验材料及仪器

试验材料:离心生产中的贫料

试验仪器:MATＧ２８１质谱计,菲尼根Ｇ玛特公司

取样容器:杯型取样器、２S取样器、U型取样器

１．２　样品制备

待离心级联工艺压力处于稳定期时,用杯型取样器从贫料转换台取贫料待测样品,作为制备

０２５％工作标样的试验材料.

图１　取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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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样品的液化

在密闭容器中的 UF６,常温下呈气相与固相并存状态,其三相点为６４℃,因此宜用加热法将 UF６

液化,使同位素混合均匀,将UF６ 样品取入扫描合格的２S容器中,将２S容器在热水浴中加热至９５℃
以上,恒温保持２h,使２S容器内的 UF６ 充分液化,每隔０．５h,人工振荡混合约３min,待２S容器恢

复室温.

２　均匀性检验

用 MATＧ２８１质谱计前级系统,将２S容器中的 UF６ 样品同时分取到 A、B两个 U型新取样器中,
进行均匀性测量,为防止样品沾污,必须使用新的 U型取样器.

图２　分样图

对测量使用的 MATＧ２８１质谱计进行调试,确保仪器处于良好状态(精度u１＝０．０１％).将 A、B
两个样品作为样品对进行测量,若两者的R 比值α＝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则认为样品是均匀的.

表１　 均匀性检验测量数据

次序 RA RB 比值α
１ ０．０２５４２７６ ０．０２５４１８８ １．０００３５
２ ０．０２５３８５４ ０．０２５３７７２ １．０００３２
３ ０．０２５３６２１ ０．０２５３６７７ ０．９９９７８
４ ０．０２５３４５８ ０．０２５３５３０ ０．９９９７２
５ ０．０２５３４４３ ０．０２５３５１０ ０．９９９７４
６ ０．０２５３３６６ ０．０２５３４６２ ０．９９９６２
７ ０．０２５３３５５ ０．０２５３４２９ ０．９９９７１

平均值 － － ０．９９９８９

由测量结果可知,α测量 ＝０．９９９８９在所要求的范围内,认为样品是均匀.

图３　R比值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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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仪器记忆效应的验证

以国标GBW０４２２０(C５＝０．３２４２９％)为标准、国标GBW０４２３３(C５＝０．７１９８３％)为待测,测得结

果与其定值比较,验证仪器的记忆效应.

表２　仪器记忆效应的验证

次序　 C５ 测量值/％

１ ０．７１９５７

２ ０．７１９５２

３ ０．７１９４４

４ ０．７１９４９

５ ０．７１９５２

６ ０．７１９５６

７ ０．７１９６２

８ ０．７１９４２

平均值 ０．７１９５２

标定值 ０．７１９８３

相对误差u２ ０．０４３４

由测量结果可知,在丰度在０．７２％和０．３２％跨度为１２５％时,其记忆效应的偏差为０．０４３４％,仪
器的记忆效应在容许的范围内.

４　定值测量

对样品进行同位素丰度准确测量,是利用与待测样品丰度最为接近的国标 GB W０４２２０(C５＝
０．３２４２９％)作为标样进行测量,以确定其原子丰度.

表３　样品的丰度测量结果(原子丰度)

次序 C４/％ C５/％

１ ０．０００９７ ０．２５６８５

２ ０．０００９６ ０．２５６７４

３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２５６６９

４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２５６６３

５ ０．０００９８ ０．２５６７２

６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２５６７２

７ ０．０００９９ ０．２５６６４

８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２５６５７

平均值 ０．０００９９ ０．２５６７０

相对标准偏差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８(u３)

由表３知,样品的原子丰度为:C４＝０．０００９９％C５＝０．２５６７０％C６≤０．０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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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铀Ｇ２３５丰度

５　结论

标准物质铀同位素丰度定值结果的不确定度来源于三个方面:

１)制备过程中随机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

２)质谱计系统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

３)该物质的不均匀性和物质在有效期内的变动性引起的误差.
由于本工作制备的０．２５％标准物质均匀性检验合格(见表１),此标准物质的不均匀性和物质在

有效期内的变动性引起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标准物质铀同位素丰度定值结果的不确定度主要

由随机因素和质谱计系统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合成.

u＝ u１[ ]２＋ u２[ ]２＋ u３[ ]２ ＝０．０００９２
因此,根据 样 品 的 准 确 测 量 结 果 和 不 确 定 度 估 值,工 作 标 样 的 定 值 (原 子 丰 度)为:C４ ＝

０．０００９９％　C５＝(０．２５６７０±０．０００９２)％　C６＜０．００００６％.

Preparationofuraniumisotopestandard
materidsfor６．２５％ UF６

ZhangLiＧsheng,HaoXueＧyuan,YangWenＧbin
(CNNCLanzhouUraniumEnrichmentCo．,Ltd．,Lanzhou７３００６５,China)

Abstract:Agroupof０．２５％ UF６uraniumisotopestandardmaterialsarepreparedinthiswork,the
workofstandardmaterialismainlyusedtoanalyzethedataanalysis,forthecalibrationofmass
spectrometeranalysissystemoperatingparameterscontrolofcentrifugalcascade,themaincontent
ofsamplepreparation,uraniumisotopevalue．
Keywords:Workprototype;abundance;massspectrometer;centrifugalcascade

１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同位素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性能研究

吴宇轩,梁积新,向学琴,罗志福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为探究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性能,研究了吸附介质、吸附时间、温度等因素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
(Ⅵ)的影响以及 Mo(Ⅵ)在 AG１ＧX８树脂上的吸附与解吸.实验结果表明:在０~５mol/LNH４OH 溶液介质中,AG１Ｇ
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率大于９７％;而在 HNO３ 介质中,吸附率随 HNO３ 浓度的增加而减小;在１mol/LNH４OH
溶液介质中,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吸附１min即可达到平衡,吸附行为符合 Langmuir等温模型,吸附过程为自发、

吸热过程;Mo(Ⅵ)在 NH４OH 体系中吸附和用去离子水淋洗时,未穿透交换柱,用３mol/LHNO３ 解吸 Mo(Ⅵ)时,解
吸率可达９８．５％.

关键词:AG１ＧX８树脂;Mo(Ⅵ);吸附;解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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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技术”资助

９９mTc(T１/２＝６h)药物是目前核医学临床应用最广的放射性药物,全球每年有３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

次核医学显像诊断使用９９mTc标记药物,其用量约占临床SPECT显像药物的７０％以上.９９mTc主要是

由其母体核素９９Mo(T１/２＝６６h)衰变得到.目前,约７５％的９９Mo利用高浓铀(HighlyEnriched
Uranium,HEU)大规模生产裂变９９Mo[１].但由于 HEU 的使用受到«核不扩散条约»的控制,当前世

界各国裂变９９Mo的 HEU生产技术向低浓铀(LowEnrichedUranium,LEU)转化[２,３].与 HEU靶件

相比,生产同等量的９９Mo,LEU靶件中铀的含量约为 HEU靶件的５倍,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增加２~３
倍,生产成本显著增加[４].为保证经济效益,LEU 生产裂变９９Mo的提取工艺须确保９９Mo的回收率

高、杂质核素的去污效果好.
利用２３５U裂变生产９９Mo,对９９Mo产品品质影响较大的核素有９５Zr、１０３Ru、１８９,８９Sr、１３１I、９５Nb以及α

核素等.从２３５U 裂变产物中提取裂变９９Mo的方法有沉淀法[５－７]、强碱性阴离子树脂交换法[８－１０]、溶
剂萃取法[１１,１２]等.由于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对杂质核素的去污能力强,且能实现９９Mo的定量回

收,比利时、南非等国家大规模生产裂变９９Mo的分离纯化工艺中均使用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纯化９９

Mo.AG１ＧX８树脂是以聚苯乙烯二乙烯基苯为基质、具有季胺官能团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在碱

性或弱酸性介质中,钼以 MoO２－
４ 形式可与质子化的胺形成离子对而被其吸附.为探究 AG１ＧX８树脂

对９９Mo的吸附性能,本工作研究了吸附介质、吸附时间和温度等因素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
影响以及 Mo(Ⅵ)在 AG１ＧX８树脂上的吸附与解吸,以期为 AG１ＧX８树脂被用于国内 LEU 生产裂

变９９Mo的分离纯化研究打下基础.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AG１ＧX８树脂:氯型,１００~２００目,BioＧRad公司;Na２MoO４,纯度＞９９％,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

司;钼单元素溶液标准物质:国家标准物质,GBW(E)０８０２１８,１００μg/mL,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硫氰

酸钾(KSCN):纯度＞９９％,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抗坏血酸:分析纯,纯度＞９９．７％,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十二烷基磺酸钠、硫酸、硝酸、氨水: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实验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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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illiＧQ水.

UVＧ２４５０分光光度计[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Millipore纯水系统(德国 Merck公司);
石英比色皿:型号７５１/７２２,规格１０mm,宜兴市伟鑫仪器有限公司;可调式移液器:１００~１０００μL,

５００~５０００μL,Brand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Mo的测量方法

准确移取适量钼标液于２５mL容量瓶中,加入５mL４．５mol/L H２SO４,冷却.依次加入１mL
０４mg/mLCuSO４ 溶液、３mL１００mg/mL抗坏血酸(新鲜配制)、３mL２００mg/mL硫氰酸钾溶液、

１mL１０mg/mL十二烷基磺酸钠溶液,摇匀.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于室温下显色反应１０~１５min.
用１cm 石英比色皿盛装反应液,以不加 Mo的反应液为参比,于４６０nm处测定其吸光度.

１．２．２　吸附介质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的影响

将 AG１ＧX８树脂于５５ ℃下烘干至恒重.室温下,准确称量０．５０g于干净具塞离心管中,加入

５mL含一定浓度 Mo(Ⅵ)、不同浓度氨水或硝酸溶液,密封振荡３０min,离心,收集上清液.按照

１２１测量方法,测定原始溶液和上清液中 Mo(Ⅵ)的浓度,计算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率η.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吸附率η的计算公式为

η＝C０－Ce

C０
×１００％ (１)

式中:C０———原溶液中 Mo(Ⅵ)的质量浓度,mg/mL;

Ce———吸附平衡时溶液中 Mo(Ⅵ)的质量浓度,mg/mL.

１．２．３　吸附时间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的影响

室温下,准确称量０．５０g于干净具塞离心管中,加入５mL含一定浓度 Mo(Ⅵ)的１mol/L氨水

溶液,密封振荡,离心,收集上清液.按照１．２．１测量方法,测定不同振荡时间时原始溶液和上清液中

Mo(Ⅵ)的浓度,计算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率η.

１．２．４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的吸附等温线测定

室温下,准确称量０．５０g于干净具塞离心管中,加入５mL含不同浓度 Mo(Ⅵ)的１mol/L氨水

溶液,于２９０K下密封振荡３０min,离心,收集上清液.按照１．２．１测量方法,测定原始溶液和上清液

中 Mo(Ⅵ)的浓度,计算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量qe.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吸附量qe 的计算公式为:

qe＝
(C０－Ce)V

m
(２)

式中:V———加入含 Mo(Ⅵ)溶液的体积,mL;

m———AG１ＧX８树脂的质量,g;

qe———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吸附平衡时的吸附量,mg/g.

１．２．５　温度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的影响

室温下,准确称量０．５０g于干净具塞离心管中,加入５mL含４．０２２mg/mLMo(Ⅵ)的１mol/L
氨水溶液,分别于２９０K、３０８K、３２３K下密封振荡３０min,离心,收集上清液.按照１．２．１测量方法,
测定上清液中 Mo(Ⅵ)的浓度,计算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分配系数.

Mo(Ⅵ)在 AG１ＧX８树脂上的分配系数Kd 计算公式为

Kd＝
C０－Ce

Ce
×V
m

(３)

１．２．６　AG１ＧX８对 Mo(Ⅵ)的吸附与解吸

配制１００mL含９．８mgMo(Ⅵ)的模拟溶液,加载到ϕ１０mm×２００mmAG１ＧX８色层柱上,分别

用１００mL１mol/LNH４OH 溶液、１００mL去离子水洗柱后,用３mol/LHNO３ 将 Mo(Ⅵ)解吸,控制

流速为３mL/min,绘制 Mo(Ⅵ)的解吸曲线,并计算解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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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分光光度法测定 Mo(Ⅵ)的标准曲线

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Mo(Ⅵ)的浓度,其标准曲线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Mo浓度在０~
１６μg/mL范围内与吸光度成线性关系,符合比尔定律,工作曲线的线性回归方程:y＝０．１０５１x＋
０．０３３７４,相关系数r２＝０．９９７９.

图１　Mo(Ⅵ)含量测定的标准曲线

２．２　吸附介质对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影响

AG１ＧX８在不同介质中对 Mo(Ⅵ)的吸附率如图２所示.

图２　吸附介质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影响

由图２可知,在 HNO３ 介质中,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率随着 HNO３ 浓度的增加而显著

下降.在酸性溶液中,Mo(Ⅵ)在溶液中的化学形态随着溶液pH 的降低,发生如下转变[１３]:

pH＞６ → pH＝２ → pH＝１．０ → pH＝０．１
MoO２－

４ Mo７O６－
２４ H２MoO２－

４ (MoO３)１１ MoO２＋
２

Mo８O４－
２６ Mo３６O２－

１１２

Mo８O２－
２６

MoO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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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 HNO３ 浓度低于０．１mol/L时,Mo(Ⅵ)在溶液中以多聚物 Mo７O６－
２４ 、Mo８O４－

２６ 、Mo３６O２－
１１２、

H２MoO２－
４ (MoO３)１１等化学形态存在,易于 AG１ＧX８树脂中的季胺基团通过静电作用形成离子对而

被吸附在树脂上;然而,溶液中硝酸浓度高于０．１mol/L 时,溶液中聚钼酸将解聚,形成带正电的

MoO２＋
２ ,硝酸浓度越高,MoO２＋

２ 的含量越多,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能力越差.而溶液中

NH４OH 浓度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无影响.本实验中,选取１mol/LNH４OH 溶液作为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吸附介质.

图３　时间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影响

２．３　吸附时间对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影响

离子交换反应发生在固液相之间,反应速率对树脂吸附效率影响较大.吸附时间对 AG１ＧX８树

脂吸附 Mo(Ⅵ)的影响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知,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速率非常快,固液两

相接触１min即可达到平衡,吸附率为９８．５％.

２．４　吸附等温线

当离子交换过程达到动态平衡时,树脂对离子的吸附量qe 同溶液中的离子浓度Ce 成正相关关

系,达到饱和时,保持恒定.对于固－液体系的吸附行为,一般用Langmuir和Freundlich吸附等温模

型描述.

Langmuir吸附等温模型假设离子吸附是表面单分子层吸附,离子吸附结合位点是等量的,吸附

动态平衡时,被吸附在树脂表面的同种分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力且无影响.Langmuir方程式可表

达为:

qe＝qmKLCe

１＋KLCe
(４)

式中:qm———饱和吸附量,mg/g;

KL———吸附平衡常数,mL/mg.

Freundlich吸附等温模型是一种非均一性的基于假设其离子结合位点是否被占据的经验吸附模

型,是表征多层吸附的经验式,其表达式为:

qe＝KFC１/n
e (５)

式中:KF 和n表示树脂对溶液中离子的吸附性能以及强弱的度量,当n大于１表明此吸附过程容易

发生,是“优惠吸附”过程.
对数据进行处理时,通常将Langmuir和Freundlich方程按照表１中的表达式进行线性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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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Langmuir和Freundlich线性拟合方程

吸附等温模型 线性方程表达式 作图

Langmuir qe＝qmKLCe

１＋KLCe

Ce

qe
＝１
qm

Ce＋ １
KLqm

Ce

qe
vsCe

Freundlich qe＝KFC１/n
e lgqe＝lgKF＋１/nlgCe lgqevslgCe

为了评估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容量,在２９０K温度下,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

等温线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溶液中平衡浓度的增加,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量增

加,当溶液中 Mo(Ⅵ)的平衡浓度大于１０mg/mL时,qe 增加趋势减慢,说明在该实验条件下,AG１ＧX８
树脂对 Mo(Ⅵ)的吸附逐渐趋于饱和.分别采用Langmuir和Freundlich等温吸附线性方程对不同温

度条件下的吸附等温线进行线性拟合,如图５所示,其拟合结果见表２.由表２可知,Langmuir拟合

的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９９,说明在实验条件下Langmuir方程能够更好地描述 Mo(Ⅵ)在 AG１ＧX８树

脂上的吸附平衡关系.拟合的 AG１ＧX８树脂在该温度下对 Mo(Ⅵ)的吸附容量qm 为７３．４２mg/g.

图４　２９０K 时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等温线

　
图５　２９０K时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等温线Langmuir和Freundlich线性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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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９０K时Langmuir和Freundlich等温吸附线线性拟合参数及相关系数

温度/K Langmuir Freundlich

２９０ qm/(mg/g)KL/(mL/mg) r２ １/n KF/[(mg/g)(mL/mg)１/n] r２

７３．４２ １．７８５ ０．９９９８ ０．１６７５ ４６．７５ ０．８７９７

２．５　温度对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影响

温度对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Ⅵ)的影响结果见表３.由表３可知,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分

配系数Kd 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增大,表明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是吸热过程,升高温度有利于

树脂的吸附.

表３　在２９０K、３０８K、３２３K下AG１ＧX８树脂吸附后 Mo(Ⅵ)的浓度及分配系数

参数
温度/K

２９０ ３０８ ３２３

Ce/(mg/mL) ０．４１９９ ０．３７１８ ０．３４０３

Kd ８５．６５ ９７．９２ １０７．９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过程中,吸附焓变 ΔH、吸附熵变 ΔS、吸附自由能变 ΔG 可由式

(６)、式(７)、式(８)计算得到[１４]:

Kc＝
Cs

Ce
(６)

ΔG＝－２．３０３RTlgKc (７)

lgKc＝－ ΔH
２．３０３RT＋ ΔS

２．３０３RT
(８)

式中:Cs 为树脂相中 Mo(Ⅵ)的质量浓度Cs,mg/L;R 为理想气体常数,Jmol－１K－１.
以Kc 对１/T 作图,如图６所示,图中拟合直线斜率为－２８６．８,截距为１．９２２.热力学参数 ΔH、

ΔS、ΔG 计算值见表４.由表４可知,ΔH＞０,说明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为吸热过程,升高温

度有利于AG１ＧX８树脂对 Mo(Ⅵ)的吸附;ΔS＞０,该吸附过程为熵增过程;ΔG＜０,说明AG１ＧX８树脂

对 Mo(Ⅵ)的吸附能自发进行.

图６　lgKc 与１/T 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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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吸附热力学参数

ΔH/(kJmol－１) ΔS/(Jmol－１K－１) ΔG/(kJmol－１)

５．４９１ ３６．８０
２９０K ３０８K ３２３K

－５．１８２ －５．８４９ －６．３９５

２．６　Mo的吸附与解吸

根据吸附介质对 AG１ＧX８树脂吸附 Mo的影响结果,选择３mol/LHNO３ 解吸 Mo,解吸曲线如

图７所示.在 Mo料液吸附于 AG１ＧX８色层柱后,用１００mL１mol/LNH４OH 溶液与１００mL去离

子水淋洗,Mo均没有发生穿透,用１００mL３mol/LHNO３ 解吸 Mo,解吸率为９８．５％.

图７　Mo在３mol/LHNO３ 中的解吸曲线

３　结论

(１)AG１ＧX８树脂在 NH４OH 介质中对 Mo(Ⅵ)有良好的吸附性能,吸附率大于９７％,且对 Mo
(Ⅵ)的吸附能快速达到平衡.

(２)与Freundlich等温模型比较,AG１ＧX８树脂对 Mo的吸附行为更加符合Langmuir等温模型,
吸附过程为一个自发、吸热过程.

(３)Mo(Ⅵ)在 NH４OH 体系中吸附和用去离子水淋洗时,未穿透交换柱,用３mol/LHNO３ 为解

吸 Mo,解吸率可达９８．５％.

AG１ＧX８树脂对 Mo吸附性能的研究,为 AG１ＧX８树脂用于９９Mo的分离纯化研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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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adsorptionpropertiesofMo(Ⅵ)
byAG１ＧX８resin

WUYuＧxuan,LINGJiＧxin,XIANGXueＧqin,LUOZhiＧfu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DepartmentofIsotope,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oexploretheadsorption propertiesof Mo(Ⅵ)by AG１ＧX８resin,theeffectsof
adsorptionmedium,adsorptiontime,andtemperatureontheadsorptionofMo(Ⅵ)aswellasits
adsorptionanddesorptiononAG１ＧX８resinhavebeen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
adsorptionrateofMo(Ⅵ)onAG１ＧX８resinwashigherthan９７％intherangeof０~５ mol/L
NH４OHbutdecreasedwithincreasingtheconcentrationofHNO３．Theadsorptionofmolybdenumby
AG１ＧX８resinachievedequilibrium within１ minandfollowedLangmuirisotherm modelin１ mol/L
NH４OH,which process was spontaneous and endothermicin nature． Mo(Ⅵ )could not
breakthroughthecolumnduringasNH４OHandwaterpassedthroughtheAG１ＧX８resincolumn,

and９８．５％ofMo(Ⅵ)couldbeelutedby３mol/LHNO３．
Keywords:AG１ＧX８resin;Mo(IV);adsorption;de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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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离子液体的辐射合成及其应用研究

韩　冬,张　星,王硕珏,李幸晓,彭　静,李久强,翟茂林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重点学科实验室,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聚离子液体是含有离子液体结构的高分子,继承了离子液体优良的电化学等性质,克服了离子液体粘稠但又可

以流动等问题,在智能凝胶、离子交换膜、吸附材料等领域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关注.近年来,课题组使用γ射线辐射引

发聚合、交联的方法合成了多种聚离子液体,并将其应用于金属离子吸附材料、溶剂吸收凝胶等领域.发现γ辐射能

够在室温下,在 DMF溶液中成功引发１Ｇ乙烯基Ｇ３Ｇ丁基咪唑氯盐发生聚合反应,制备了聚乙烯丁基咪唑氯盐线性聚合

物,其分子量可通过剂量率来调控.对于离子液体单体的聚合,化学引发有时较为困难,不易达到较高的聚合度,而辐

射引发聚合则是一种方便有效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辐射引发聚合交联的方法制备了一系列新型聚离子液体吸

附材料.以１Ｇ烯丙基Ｇ３Ｇ乙烯基咪唑氯盐为单体,通过γ辐射引发本体聚合及交联制得聚离子液体水凝胶,可用于 Cr
(Ⅵ)的吸附,吸附量可达２８３mgg－１.将１Ｇ乙烯基Ｇ３Ｇ乙基咪唑溴盐和１,１′Ｇ(１,６亚己基)Ｇ双(３Ｇ乙烯基咪唑)二溴盐

共聚,仅需４０kGy就可以得到９０％以上凝胶分数的聚离子液体凝胶,所得凝胶用于 ReO－
４ 的吸附,吸附量高达

８６５mgg－１.通过进一步引入含疏水链的单体１Ｇ乙烯基Ｇ３Ｇ十二烷基咪唑溴盐,可有效改善凝胶对 ReO－
４ 的选择性,

有望应用于实际废水处理体系中.此外,聚离子液体还可以用作溶剂吸收凝胶材料.通过辐射引发１Ｇ(２Ｇ甲基丙烯酰

氧)乙基Ｇ３Ｇ甲基咪唑溴盐聚合交联制备的聚离子液体凝胶,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并且可用于有机溶剂与水形成的

O/W乳液的吸收.综上所述,通过选择合适的单体和溶剂体系,利用辐射法可成功合成在吸附分离材料领域具有良好

应用前景的聚离子液体.

关键词:聚离子液体;辐射;聚合;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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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液体是在室温或室温附近呈液态的盐类,由库伦引力较小的阴阳离子组成,不易燃、有宽液

体范围(尤其是高温范围)、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常见的离子液体按阳离子分类有咪唑类、吡啶

类、吡咯类、季铵盐类、季鏻盐类和硫鎓类等等[１].包含离子液体重复单元的高分子称为聚离子液体,
它兼备了一些离子液体和聚合物的优势,继承了离子液体的化学性质,同时具有聚合物的机械加工

性、耐用性等,广泛应用于智能凝胶[２]、离子交换膜[３]、固相微萃取[４]、吸附[５]等领域.
聚离子液体既可以直接由离子液体单体聚合得到,也可以先制备含有咪唑等离子液体前体的聚

合物,再通过季铵化等修饰为聚离子液体.然而由于静电斥力的影响,离子液体单体的聚合与普通单

体相比往往较为困难,例如不易得到高分子量的聚合物[６];而后一种方法则难以保证１００％的修饰效

率.因此,需要开发高效、可控的聚离子液体制备方法.与传统化学引发聚合方法相比,辐射引发不

需要化学引发剂、操作方便、辐射条件可控.近年来,我们利用辐射引发聚合、交联的方法成功制备了

一系列聚离子液体,并将其应用于金属离子吸附材料、溶剂吸收凝胶等领域.

１　聚１Ｇ乙烯基Ｇ３Ｇ丁基咪唑氯盐的辐射聚合[７]

我们研究了室温下１Ｇ乙烯基Ｇ３Ｇ丁基咪唑氯盐(BVImCl)在 DMF中的辐射聚合规律,成功地制备

了聚离子液体(PBVImCl).采用核磁共振表征辐照后的聚离子液体DMF溶液,可以观察到随着吸收

剂量上升,BVImCl中乙烯基的信号减弱,并可以由此计算单体转化率.如图１所示,BVImCl单体转

化率随吸收剂量增加而上升,在３０kGy剂量下达到１００％.通过凝胶渗透色谱可以测得产物的平均

分子量,发现在相同的吸收剂量下,剂量率越高平均分子量越低,符合辐射引发自由基聚合机理.例

１



如在３０kGy吸收剂量下,当剂量率为５．４Gymin－１时,数均分子量为９．２×１０４gmol－１;当剂量率

为３９４Gymin－１时,数均分子量为４．７×１０４gmol－１(窄分布聚苯乙烯校准).

图１　BVImCl在不同吸收剂量下的转化率(剂量率１２４Gymin－１)[７]

向辐照后的溶液中加入过量 THF可以将辐射合成的PBVImCl析出,通过其红外光谱可以进一

步确认双键消失,聚合反应成功进行.用DSC表征不同剂量率下所得PBVImCl,发现剂量率越高则

其玻璃化转变温度越低,与平均分子量的结果一致.制得的PBVImCl可以用于辅助水热碳材料的合

成,与非聚合的离子液体或不添加离子液体的对照组相比,其粒径更小,比表面更大.

２　聚１Ｇ烯丙基Ｇ３Ｇ乙烯基咪唑氯盐水凝胶的辐射合成及其对Cr(Ⅵ)的吸附[８]

聚离子液体的阴阳离子结构使其具有离子交换能力,而具有三维交联结构的聚离子液体凝胶可

以在具有亲水性的同时,又不会被溶解流失到水中,因此适合作为离子吸附材料.我们以含有两个双

键的１Ｇ烯丙基Ｇ３Ｇ乙烯基咪唑氯盐为单体,通过γ射线辐射引发本体聚合及交联,制备了亲水的聚离子

液体凝胶.凝胶剂量约为１４０kGy,凝胶分数随着吸收剂量上升而上升,同时平衡溶胀度随之下降(图

２),与此同时SEM 对干凝胶的形貌观察表明凝胶的孔径随之减小.

图２　聚１Ｇ烯丙基Ｇ３Ｇ乙烯基咪唑氯盐水凝胶的凝胶分数与平衡溶胀度随吸收剂量的变化[８]

该聚离子液体凝胶可以用于pH 在１~７范围的水溶液中 Cr(Ⅵ)的吸附.吸附在约１４０min时

达到平衡,吸附动力学符合拟二级动力学模型.吸附等温线符合 Langmuir模型,饱和吸附容量高达

２８３mgg－１.吸附机理为离子交换机理,因此可以通过 NaCl或 NaOH 进行解吸附,实现吸附材料

的再生.
２



３　聚１Ｇ乙烯基Ｇ３Ｇ烷基咪唑溴盐水凝胶的辐射合成及其对ReO－
４ 的吸附[９]

上述工作表明,１Ｇ烯丙基Ｇ３Ｇ乙烯基咪唑氯盐的辐射引发本体聚合交联需要３００kGy才能达到合

适的凝胶分数.后续研究发现,使用乙烯基烷基咪唑溴盐的水溶液进行辐射引发聚合交联,在较低的

吸收剂量下即可达到较高的凝胶分数.当使用１mol/L的１Ｇ乙烯基Ｇ３Ｇ乙基咪唑溴盐(C２vimBr)为单

体,６．３０mol％的１,１′Ｇ(１,６亚己基)Ｇ双(３Ｇ乙烯基咪唑)二溴盐为交联剂,在４０kGy下即可得到凝胶

分数约９５％的PC２vimBr水凝胶.PC２vimBr的凝胶分数随交联剂含量和吸收剂量的提高而上升,与
此同时其平衡溶胀度随之下降,因此可以通过调节交联剂含量与吸收剂量来控制PC２vimBr水凝胶的

平衡溶胀度.
在２５℃下,PC２vimBr对ReO－

４ 的吸附在４h左右达到平衡,吸附等温线符合Langmuir模型,吸
附量高达８６５mgg－１.PC２vimBr对 ReO－

４ 的吸附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与 ReO－
４ 同浓度水平的

NaCl、HNO３ 等电解质溶液中受到的干扰较小,在较高浓度的电解质中会因竞争而降低.IR、XPS分

析表明PC２vimBr对ReO－
４ 的吸附为离子交换机理,可能的吸附解吸过程如图３所示.有趣的是,实

验发现PC２vimBr在吸附ReO－
４ 后会发生强烈的收缩,其平衡溶胀度从纯水中的１８．６降至吸附后的

１．１４,即在吸附过程中,大部分水被排出了凝胶.这可能是由于ReO－
４ 与咪唑阳离子结合后二者不再

是解离的离子,因此该凝胶不再具有聚电解质效应,故而会发生收缩.

图３　PC２vimBr凝胶吸附和解吸附 ReO－
４ 过程示意图[９]

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更加疏水的单体１Ｇ乙烯基Ｇ３Ｇ十二烷基咪唑溴盐,与C２vimBr和１,１′Ｇ(１,６
亚己基)Ｇ双(３Ｇ乙烯基咪唑)二溴盐共聚,制得的凝胶对 ReO－

４ 具有更好的吸附选择性,在０．５ M
HNO３ 中仍然有较好的吸附性能,有望用于实际废水处理体系.

４　聚１Ｇ(２Ｇ甲基丙烯酰氧)乙基Ｇ３Ｇ甲基咪唑溴盐的辐射合成及其乳液吸收性能[１０]

上述工作中的聚合都是通过乙烯基咪唑的乙烯基官能团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酯化等修饰反应,向
传统单体如甲基丙烯酸等结构上引入离子液体官能团,制备可聚合的离子液体单体.通过甲基咪唑

与溴乙醇反应,得到１Ｇ(２Ｇ羟基乙基)Ｇ３Ｇ甲基咪唑,再与甲基丙烯酰氯反应得到１Ｇ(２Ｇ甲基丙烯酰氧)乙
基Ｇ３Ｇ甲基咪唑溴盐,即为可聚合的离子液体单体.在水溶液中该单体与少量聚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

酯交联剂进行辐射引发聚合交联,得到聚１Ｇ(２Ｇ甲基丙烯酰氧)乙基Ｇ３Ｇ甲基咪唑溴盐凝胶.
研究发现,当单体浓度为１mol/L,交联剂浓度为０．０１０mol/L时,５kGy下即可制得高达７４．０％

凝胶分数的聚离子液体凝胶.所得凝胶具有很好的力学性能,最大压缩应力为(３９．３±０．９)kPa,最
大压缩应变为(８３．２±０．６)％,且可以耐受１８０°的弯曲.由于聚电解质效应,该凝胶在水中具有很高

的平衡溶胀度,高达８０．５.以苯、甲苯、对二甲苯等苯系有机溶剂,或二氯甲烷、氯仿、四氯化碳等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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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溶剂为油相,吐温Ｇ２０为乳化剂,配制０．２g/g的 O/W 乳液,聚离子液体凝胶在其中的平衡溶胀

度都在７０以上.通过核磁共振等方法可以测得该聚离子液体凝胶所吸收的乳液中油和水的比例,发
现当乳液浓度小于０．２g/g时,凝胶能够吸收相同水油比的乳液.

５　结论

通过调控离子液体单体的结构,交联剂含量等,利用辐射引发聚合交联的方法成功制备了具有线

型或交联结构的多种聚离子液体,并将其应用于离子吸附、溶剂吸收等领域.研究表明,辐射引发聚

合交联是一种方便、有效的制备聚离子液体的方法,可以通过控制剂量率、吸收剂量等条件调节聚离

子液体的分子量、平衡溶胀度等参数.由此可见,辐射技术在制备功能型聚离子液体方面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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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synthesisofpolymericionicliquids
andtheirapplications

HANDong,ZHANGXing,WANGShuoＧjue,LIXingＧxiao,
PENGJing,LIJiuＧqiang,ZHAIMaoＧlin

(BeijingNationalLaboratoryforMolecularSciences,RadiochemistryandRadiationChemistryKeyLaboratoryfor

FundamentalScience,CollegeofChemistryandMolecularEngineering,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China)

Abstract:Polymericionicliquids(PILs)havebeenattractingmoreandmoreattentionsinthefields
ofsmartgels,ionＧexchangemembranes,adsorbents,etc．Inrecentyears,wehavesynthesiz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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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of PILs by gammaＧradiationtechnique,andinvestigatedtheirapplications．１ＧVinylＧ３Ｇ
butylimidazoliumchloridewassuccessfullypolymerizedinDMF,byusinggammaradiation．The
averagemolecularweightoftheresultedPILcouldbeadjustedbythedoserate,anditindicatedthat
radiationＧinducedpolymerizationisanefficientwayforthepolymerizationofionicliquids．Thena
seriesof PIL geladsorbents for different metalions are synthesized by radiationＧinduced
polymerizationandcrosslinking,andtheyexhibitedhighadsorptioncapacityforCr(Ⅵ)andReO－

４ ．
Ontheotherhand,PILgelssynthesizedbyradiationcouldbeusedassolventabsorbents．NovelPIL
gelpreparedfrom１Ｇ[(２Ｇmethacryloyloxy)ethyl]Ｇ３Ｇmethylimidazoliumbromide,hadgoodmechanical
strengthandwassuitablefortheabsorptionofO/Wemulsion．
Keywords:polymericionicliquids;radiation;polymerization;cross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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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氨甲基吡啶树脂的辐射合成及其在吸附方面的应用

董　珍２,赵　龙１,２

(１．华中科技大学应用电磁工程研究所,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２．上海交通学校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核科学与技术,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辐射接枝技术是开发吸附树脂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采用辐射接枝技术将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单体

接枝到结晶纤维素微球表面,随后通过开环反应将２Ｇ氨甲基吡啶树(２ＧAMP)脂导入,制备得到一种新型的氨甲基吡啶

树脂(２ＧAMPR).通过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了树脂产物２ＧAMPR.考察了２ＧAMPR对不同金属离子的吸附性

能,如重金属六价铬离子(Cr(Ⅵ))、贵金属金(Au)、铼(Re).系统研究了２ＧAMPR在不同条件下(如溶液pH、金属浓

度、吸附时间、共存离子浓度等)对目标离子的吸附行为.结果表明,２ＧAMPR具有合成简单、吸附能力强等优点,在废

水处理和核素回收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辐射接枝;吸附;２Ｇ氨甲基吡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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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工业废水对环境和人们的生活影响也越来越大.工业废水中不仅含

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还存在一些有价值的金属离子如金、银、铼等.因此,亟待开发环保无污染的

方法处理工业废水,降低废水的危害,达到排放标准的同时,回收有价值的物质.
目前吸附法经济环保,选择性高,处理量大,被认为是处理废水最佳的方法之一.该方法的核心

是吸附剂.纤维素具有来源丰富、成本低廉、可再生等优点[１],但是其本身对于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

弱,因此,纤维素被用作吸附剂基材,通过各种方法(氧化[２]、酯化[３]、醚化和接枝共聚[４])对纤维素进

行改性和功能化后,得到纤维素基吸附剂.
辐射接枝法是改性高分子材料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具有简单易操作,不限制基材和单体种类,无

需引发剂,条件可控,适合大规模生产等优点[３].因此,通过辐射接枝技术在纤维素上改性引入具有

吸附能力的功能团,可制备纤维素基吸附剂 [４Ｇ８].氨甲基吡啶含有吡啶和氨基基团,可与多种金属离

子发生阴离子交换和配位反应,从而发挥富集和回收金属离子的功能[９].
本论文采用辐射接枝技术先将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接枝到纤维素上,然后通过环氧开环反应

引入２Ｇ氨甲基吡啶得到２Ｇ氨甲基吡啶树脂.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了树脂产物２ＧAMPR.考

察了２ＧAMPR对不同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如重金属六价铬离子(Cr(Ⅵ))、贵金属金(Au)、铼(Re).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试剂

微晶纤维素购买于日本的 AsahiKasei化学试剂公司,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２Ｇ氨甲基吡啶,重
铬酸钾,四水合氯金酸和高铼酸钾购买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吸附树脂制备

２Ｇ氨甲基吡啶树脂(２ＧAMPR)的辐射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具体合成方法如下:将２g微晶纤维

素粉末(MCC)真空密封于PE袋中,置于干冰上,采用电子加速器预辐照,辐照剂量为３０kGy.然后,
将辐照后的 MCC迅速地放入事先除氧的２０mL 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GMA)乳液(３０％ GMA,

３％ 吐温Ｇ２０)中,５０℃下反应２h.将反应后的颗粒用去离子水多次洗涤,放入真空干燥箱中干燥至

恒重,得到 MCCＧgＧGMA接枝产物.接枝率为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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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２g接枝产物 MCCＧgＧGMA加入３０％２Ｇ氨甲基吡啶溶液中,于８０℃下反应８h.再用乙醇

和水洗涤产物后,放入到真空干燥箱中烘干,得到２Ｇ氨甲基吡啶树脂(２ＧAMPR).

图１　２ＧAMPR树脂的合成路线图

１．３　树脂表征

傅立叶变换显微红外光谱用 NICOLETiN１０MX 红外光谱仪(美国 ThermoScientific)进行记

录,扫描范围４０００~６００cm－１.

１．４　吸附实验

将１０mg的２ＧAMPR 和１０mL 金属溶液,置于恒温震荡器反应,震荡频率１２０r/min,温度

２５℃.一段时间后,取出上清液分析,金属溶液反应前后的浓度采用ICP测试.根据吸附前后溶液

中金属浓度的变化确定金属的吸附量:

Qt ＝
(Co－Ct)V

Mg

Co 和Ct 分别是吸附前和吸附后金属离子的浓度,V 表示金属离子溶液的体积,Mg为２ＧAMPR的

质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２ＧAMPR表征

图２　MCC(a),MCCＧgＧGMA(b),２ＧAMPR(c)的红外谱图

图２给出了各步反应产物的红外光谱图.(a)图中,微晶纤维素(MCC)的特征吸收峰主要在

１０６０cm－１和１３７０cm－１处,分别对应于纤维素环上的CＧO键的伸缩振动和 CＧH 键的伸缩振动[４].
接枝 GMA后产物的吸收峰(b)发生了变化,在８４５cm－１,９０７cm－１处和１１４６cm－１处出现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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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基团ＧCＧOＧC伸缩振动吸收峰;在１７３０cm－１处出现了C＝O伸缩振动吸收峰,表明 GMA已经成

功地接枝到 MCC微球上面.经过开环反应得到的２ＧAMPR树脂(c)在１５９５cm－１和１５７１cm－１处出

现新的吸收峰,对应为吡啶环的伸缩振动吸收峰,且８４５cm－１,９０７cm－１处对应的环氧基团峰消失

了[１０].说明环氧基团与２ＧAMP开环反应,将２ＧAMP成功的引入到基材表面.

２．２　２ＧAMPR的吸附性能

２．２．１　pH 依存性

溶液pH 影响着金属离子的存在形态和吸附剂的表面电荷,直接影响着吸附剂吸附量的大小.
图３是溶液pH 对吸附剂的吸附量的影响.在pH 为２~３时,２ＧAMPR对三种金属离子 Au(Ⅲ),Cr
(Ⅵ),Re(Ⅶ)的吸附量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２．１５８mmol/g,２．８０６mmol/g,０．７２５２mmol/g.pH
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吸附剂对金属离子的吸附.对于Re(Ⅶ)在pH１~１３以 ReO－

４ 形式存在,pH 过

低,体系中用来调节pH 而引入的酸的阴离子对金属离子形成竞争.当pH 增加,溶液中引入－OH
离子,会与对金属离子形成竞争发生离子交换,且会导致吸附剂表面去质子化,不带电荷,也会降低吸

附量.对于Cr(Ⅵ),pH＜２,H２CrO４ 占主导,不便于吸附剂通过静电吸附作用,因此吸附量会降低.
当２＜pH＜６,HCrO－

４ 为主要存在形式,随着pH 的增加,－OH 会参与竞争,导致吸附量的降低.

pH＞６,CrO２－
４ 为主要存在形式,一个 CrO２－

４ 需要两个活性位点,且含氮基团会去质子化,不带正电

荷,从而导致吸附量的下降[４].对于 Au(Ⅲ),以 AuCl－
４ 形式存在,当pH 增加时,－OH 含量增加,

Au(Ⅲ)会以 Au(OH)Cl－
３ ,Au(OH)２Cl－

２ 形式存在[１１,１２],离子尺寸变大,不利于发生阴离子交换,从
而导致吸附量降低.因此,后续的吸附实验均在最佳pH２下进行.

图３　２ＧAMPR在不同pH 下的吸附能力

([Cr(Ⅵ)]＝３．０mmol/L,[Au(Ⅲ)]＝２．５mmol/L,[Re(Ⅶ)]＝１．２５mmol/L)

２．２．２　吸附动力学

为了研究２ＧAMPR对金属离子的吸附速率,确定达到吸附平衡的时间,首先进行了吸附动力学研

究.如图４所示,在反应初期吸附量随时间的延长迅速增长,随后金属离子的吸附速率逐渐降低,达
到吸附平衡.三种金属离子在设定浓度下,均需要１２h才能达到平衡.为了保证吸附剂在不同条件

下都能达到吸附平衡,后续实验中我们设定吸附时间为２４h.

２．２．３　吸附等温线

图５为２ＧAMPR吸附量与溶液中金属离子平衡浓度的关系.２ＧAMPR对金属离子的吸附量随

着平衡浓度的增大而迅速增大,然后趋于平衡.从最大吸附量看,２ＧAMPR对三种金属离子的吸附选

择顺序为Cr(Ⅵ)(４．０１７mmol/g)＞Au(Ⅲ)(２．７４５mmol/g)＞Re(Ⅶ)(１．０５６２mmol/g).

Langmuir吸附模型是最常见的应用到吸附等温线中,主要应用到单分子层表面吸附,Langmu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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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ＧAMPR树脂对Cr(Ⅵ),Au(Ⅲ),Re(Ⅶ)溶液的吸附动力学曲线

(pH＝２,[Cr(Ⅵ)]＝３．０mmol/L,[Au(Ⅲ)]＝２．５mmol/L,[Re(Ⅶ)]＝１．２５mmol/L)

吸附等温式为:

Ce

qe
＝Ce

qm
＋ １

KLqm

式中:Ce 为金属离子的平衡浓度;Qe 为平衡时的吸附量;Qm 为吸附剂的吸附容量;KL 为 Langmuir
常数.

对于三种离子的吸附等温线经过Langmuir等温式线性拟合后,具体拟合结果见表１.拟合相关

系数均大于０．９８,且Langmuir拟合得到的吸附容量与实验最大吸附量几乎相等,这都表明２ＧAMPR
对三种金属离子的吸附遵循Langmuir吸附等温模型.

　　
图５　２ＧAMPR对Cr(Ⅵ),Au(Ⅲ)和 Re(Ⅶ)的吸附等温线和Langmuir模型曲线

表１　２ＧAMPR对Cr(Ⅵ),Au(Ⅲ)和Re(Ⅶ)吸附的Langmuir模型拟合参数和相关系数

R２ Qm/(mmol/g) KL/(L/mmol)

Cr(Ⅵ) ０．９９９９ ４．０３３５ ３７．７４

Au(Ⅲ) ０．９９８１ ２．７２５９ ２０．１１

Re(Ⅶ) ０．９８５４ １．０６５０ ５．４９９

２．２．４　NaCl影响

实际情况中,金属离子都是与其他阴阳离子共存.为了考察２ＧAMPR对上述三种金属离子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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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我们考察了金属离子与不同 NaCl浓度共存时,２ＧAMPR的吸附量.从图６中我们可以看到随

着溶液中 NaCl浓度的增加,２ＧAMPR对金属离子的吸附能力逐渐减弱.加入 NaCl后,溶液中增加

的Cl－ 与金属离子形成竞争的关系,Cl－ 会占据吸附剂的表面会部分吸附位点,从而造成对金属离子

的吸附容量降低.这也间接说明阴离子交换机理的存在.

图６　NaCl浓度对２ＧAMPR吸附性能的影响

(pH＝２,[Cr(Ⅵ)]＝３．０mmol/L,[Au(Ⅲ)]＝２．５mmol/L,[Re(Ⅶ)]＝１．２５mmol/L)

３　结论

采用辐射接枝技术成功地制备了２Ｇ氨甲基吡啶树脂(２ＧAMPR).研究了２ＧAMPR对有害金属

Cr(Ⅵ)和有价金属 Au(Ⅲ)、Re(Ⅶ)的吸附性能.在最佳pH２条件下,２ＧAMPR对三种金属离子的

吸附容量为Cr(Ⅵ)(４．０１７mmol/g)＞Au(Ⅲ)(２．７４５mmol/g)＞Re(Ⅶ)(１．０５６２mmol/g),且符合

Langmuir吸附等温模型.吸附动力学较快,１２h即可达到完全平衡.因此,２ＧAMPR具有合成简单,
吸附容量较高等优点,可以应用到工业废水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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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synthesisof２Ｇaminomethylpyridine
functionalizedadsorbentanditsapplicationforadsorption

DONGZhen２,ZHAOLong１,２

(１．InstituteofAppliedElectromagneticEngineering,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４３００７４,China;

２．SchoolofNuclearScienceandEngineering,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２４０,China)

Abstract:Radiationgraftingtechnologyisoneoftheimportantmeanstodevelopadsorbent．In
currentwork,２ＧaminomethylpyridineＧbasedadsorbent(２ＧAMPR)weresynthesizedbyradiation
graftingofglycidylmethacrylate(GMA)ontomicrocrystallinecellulosemicrosphere,followedby
ringＧopeningprocesseswith２Ｇaminomethylpyridine．Theprepared２ＧAMPRwascharacterizedby
microＧFTIRspectra．Theadsorptionperformanceof２ＧAMPRtowarddifferent metalions was
investigated,suchasheavymetalCr(Ⅵ),noblemetalgold(Au)andrhenium(Re)．Theadsorption
oftargetionshasbeeninvestigatedasafunctionofpH,contacttime,metalionandcoＧexistedion
concentration．Theresultssuggestedthat２ＧAMPRisanexcellentcandidateforpotentialfrom
wastewatertreatment,noblemetalandradionucliderecoverybecauseofitseasypreparationand
highadsorptioncapacity．
Keywords:radiationgrafting;adsorption;２Ｇaminomethylpyri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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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辐照胺化改性苎麻纤维提高Cu２＋吸附性能的研究

凌云龙１,王　荣１,２

(１．北京师范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２．北京市辐射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通过对苎麻纤维预辐照接枝丙烯酸(AA),并用乙二胺(EDA)进行辐照接枝胺化,分别得到了苎麻ＧgＧAA纤维和

胺化后的苎麻ＧgＧAAＧEDA纤维.傅里叶红外光谱(FTＧIR)结果显示:苎麻纤维成功接枝上 AA,并实现了 EDA 的胺

化.在辐照剂量为４０kGy的条件下,AA接枝率随 AA单体浓度和温度的增大而增大,且以水作为溶剂的接枝效果要

比甲醇的好;EDA胺化率随EDA单体浓度和 AA接枝率的增大而增大,当 AA 接枝率为３０％,EDA 浓度为４５％时,

胺化率可以达到３０％左右.在此基础上,还对未接枝苎麻、苎麻ＧgＧAA和苎麻ＧgＧAAＧEDA三种纤维进行了 Cu２＋ 的吸

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改性的苎麻纤维,改性后的苎麻纤维 Cu２＋ 吸附性能得到明显提升.苎麻ＧgＧAAＧEDA
的Cu２＋ 吸附效果最好,吸附量可以达到４００mg/g左右.

关键词:预辐照接枝;苎麻纤维;胺化;Cu２＋ ;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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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重金属污染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有效而又经济地去除重

金属离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天然纤维素具有多孔和比表面积大的特性[１],且分子内含有许

多亲水性羟基基团,对重金属离子具有一定的吸附性,所以利用天然纤维对重金属离子进行吸附是一

种可行且经济的方法.但未处理的天然纤维吸附重金属离子的能力并不强,需要对其进行表面接枝

改性,使其具有优良吸附性能的功能基团,从而提高其对重金属的吸附量.近年来,国内的研究人员

对天然纤维素的接枝改性进行了广泛研究.曾清如等以稻壳纤维素为骨架,通过碱化、环氧化将乙二

胺接枝到稻壳纤维素上,制备出了对Cr６＋ 和Cu２＋ 有较好去除效果的含氮纤维素[２].姬小霞等利用预

辐照方法将丙烯酸与丙烯酰胺接枝到苎麻纤维上,对Cu２＋ 具有良好的吸附效果[３].高雪川等以微晶

纤维素为原料,利用接枝聚合的方法制备出含胺基改性纤维素,这种改性纤维对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效

果显著,且具有良好的再生性能[４].
苎麻价格低廉,且含大量纤维素,是一种理想的天然纤维材料,利用电子束预辐照接枝的方法,可

以高效环保地对其进行改性处理.由于苎麻直接与乙二胺接枝的可能性低[５],所以,本文拟通过电子

束预辐照接枝方法,将丙烯酸(AA)接枝到苎麻纤维上,并用乙二胺(EDA)进行预辐照胺化,对苎麻纤

维进行改性,从而达到提高其Cu２＋ 吸附性能的目的.

１　实验

１．１　材料和试剂

苎麻纤维纺布:５cm ×５cm,湖南益阳棉麻加工公司.
试剂:乙醇(分析纯)、氢氧化钠(分析纯)、丙烯酸(化学纯)、乙二胺(分析纯)、CuSO４(化学纯),均

购自北京化学试剂公司.

１．２　仪器

TG３２８B电子天平,上海精密仪表公司;GWＧ０３电热干燥箱,天津中环实验电炉有限公司;UVＧ
１８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NicoletNexus６７０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FTＧIR),

Nicole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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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样品准备

先将苎麻纤维纺布剪裁为统一规格(５cm ×５cm)的样品,再用超声波清洗３０min,并用质量分

数为５％ 的 NaOH 溶液浸泡３０min,清洗后放入干燥箱内烘干至恒重.然后取出,称重,记录原始重

量后,将苎麻样品装进密封袋充氮气密封.

１．４　预辐照接枝丙烯酸

利用北京师范大学BFＧ５电子直线加速器对苎麻样品进行电子束辐照.电子能量为３~５MeV,
电子束流为２００μA,选取剂量率为５０Gy/s,照射剂量为４０kGy.将辐照后的苎麻样品放入配制好的

丙烯酸溶液中,适当条件下反应２４h.反应完毕后,清洗样品,烘干至恒重,得到接枝了丙烯酸的苎麻

样品,用称重方法测量接枝率.

１．５　预辐照胺化乙二胺

将苎麻ＧgＧAA样品放置于加速器辐照场中,在氮气氛围下进行辐照.电子能量为３~５MeV,电
子束流为２００μA,选取剂量率为５０Gy/s,照射剂量为４０kGy.辐照完毕后,将样品放入预先配制好

的EDA溶液中,适当条件下反应２４h.反应完毕后取出并用乙醇、去离子水洗净,放入烘箱内烘干至

恒重,得到胺化的苎麻样品(苎麻ＧgＧAAＧEDA),并用称重法计算其胺化接枝率.

１．６　Cu２＋ 的吸附实验

将未接枝苎麻、苎麻ＧgＧAA和苎麻ＧgＧAAＧEDA放入配制好的CuSO４ 溶液中,分别在一定的温度、
时间、铜离子初始浓度下进行吸附反应,并取样,用 UVＧ１８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试吸附前后溶

液中Cu２＋ 的浓度.

２　测试及计算

２．１　接枝 / 胺化率G计算

利用 TG３２８B电子天平分别测量样品接枝/胺化前后的质量,并按照下式计算接枝率G:

G＝m１－m０

m０
×１００％ (１)

式中:m０、m１ 分别为接枝/胺化前后样品的质量.

２．２　吸附量Q计算

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吸附前后溶液的Cu２＋ 浓度,再利用下式计算吸附量Q 的值:

Q＝C０－C
Wg

×V (２)

式中,Q 表示纤维对Cu２＋ 的吸附量;C０、C表示吸附前后的Cu２＋ 浓度;V 表示溶液的体积;Wg 表示参

与吸附反应的样品质量.

２．３　IR测试

采用 NicoletNexus６７０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分别分析了未接枝苎麻纤维、苎麻ＧgＧAA和苎麻ＧgＧ
AAＧEDA.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接枝条件对AA接枝率的影响

不同的辐照接枝条件对 AA 接枝率的影响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接枝率随着 AA 单体浓度

的增加而增加,这是由于当辐照剂量一定时,在纤维表面产生的自由基数量也就一定,而单体浓度越

大,则能扩散到苎麻纤维表面,参与接枝反应的单体分子数量也就越多,从而使接枝率增加.同时,也
考察了不同溶剂对 AA接枝率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到,当以水为溶剂时,接枝率的增长比较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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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以甲醇为溶剂时,接枝率的增长趋势则变得平缓.这可能是因为水比甲醇的极性要大,而

AA是一种亲水性的单体,极性越大的溶剂,对它的接枝效果越好.最后,还考察了温度对于AA接枝

率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到,均以水为溶剂时,３１３K下反应的接枝率要比２８３K时的高,且接枝率的

增长趋势也要更加陡急一些.这应该是由于温度增加后,分子热运动加快,有利于单体分子的扩散,
而单体分子扩散速率的增加使得接枝速率也增加,并导致接枝率增大.

图１　单体浓度、溶剂种类及温度对 AA接枝率的影响

３．２　胺化条件对EDA胺化率的影响

由图２可以看到,当EDA浓度为４０％,辐照剂量为４０kGy时,胺化率随着 AA接枝率的增大而

线性增大.这是由于发生胺化反应的活性点主要是在苎麻ＧgＧAA 的羧基上,也就是说,羧基数量越

多,能够进行胺化反应的活性点就越多,胺化率就越高.所以,当辐照剂量一定时,AA 接枝率增大,
则苎麻ＧgＧAA纤维表面的活性点也增多,胺化率也就增大.

图２　AA接枝率对胺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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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是当AA接枝率为３０％,辐照剂量为４０kGy时,胺化率随EDA浓度的变化关系图.由上图

可知,胺化率是随EDA浓度的增大而增大的,这个变化关系与图１的类似,这是由于本文中的胺化,
实际上也是将EDA作为一种单体接枝到苎麻ＧgＧAA上,所以其原理也是相同的:当辐照剂量一定时,
苎麻表面产生的活性点数量也一定,而EDA的浓度越大,则可参与接枝反应的EDA分子数目也就增

多,从而使单体分子与苎麻ＧgＧAA表面的预辐照产生的自由基发生碰撞并反应的几率增大,因而胺化

率也会增大.

图３　EDA浓度对胺化率的影响

３．３　FTＧIR分析

图４是未接枝苎麻、苎麻ＧgＧAA和苎麻ＧgＧAAＧEDA 的FTＧIR谱图.从图４可以看到,未接枝苎

麻的谱线上波数３３３２cm－１处为－OH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１].而苎麻ＧgＧAA 谱线上,由于－OH 与

AA发生反应,导致－OH 的吸收峰有所减弱,同时,波数１７２２cm－１处还出现了新峰,这是羰基(C＝
O和C－O－)的伸缩振动吸收峰,这就说明苎麻成功地接枝了 AA.再比较苎麻ＧgＧAAＧEDA和苎麻Ｇ
gＧAA的谱线,同样在３３３２cm－１处,苎麻ＧgＧAAＧEDA 谱线上的－OH 吸收峰变强,这可能是因为－
NH 和－NH２ 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叠加造成的[６],而在１s５６４cm－１处,发现了酰胺羰基中的 N－H 和

C－N的弯曲振动峰[７－９],从而有力地证明了EDA成功接枝到了苎麻ＧgＧAA上.

图４　未接枝苎麻、苎麻ＧgＧAA和苎麻ＧgＧAAＧEDA的FTＧIR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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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接枝 /胺化率对Cu２＋ 吸附量的影响

在吸附温度３１３K,Cu２＋ 初始浓度为１０００mg/L的条件下,得到吸附量随纤维接枝/胺化率的变

化如图５所示.由图可知,吸附量是随接枝/胺化率的增大而增大的,这应该是由于接枝/胺化率越

大,则纤维表面所引入的吸附活性点越多,对 Cu２＋ 的吸附量也就越大.当接枝/胺化率为０时,苎麻

纤维未改性,此时对Cu２＋ 的吸附量仅为５mg/g左右.相比于未改性的天然苎麻纤维,改性后的苎麻Ｇ
gＧAA、苎麻ＧgＧAAＧEDA纤维对于Cu２＋ 的吸附量均有明显的提升.当 AA 接枝率为４０％左右时,苎
麻ＧgＧAA纤维对Cu２＋ 的吸附量可以达到９５mg/g.而相比于苎麻ＧgＧAA,进一步胺化后的苎麻ＧgＧ
AAＧEDA的吸附效果要更加明显,当胺化率为３６％时,吸附量可以达到４００mg/g左右.由此可见,
预辐照胺化改性后的苎麻纤维对Cu２＋ 具有良好的吸附效果,达到了提高其Cu２＋ 吸附性能的目的.

图５　吸附量随接枝/胺化率的变化

４　结论

(１)辐照剂量为４０kGy的条件下,AA接枝率随 AA单体浓度和温度的增大而增大,且以水作为

溶剂的接枝效果要比甲醇的好;胺化率随EDA单体浓度和 AA接枝率的增大而增大.
(２)相比于未改性的苎麻纤维,辐照改性后的苎麻纤维的Cu２＋ 吸附性能得到明显提高.当Cu２＋

初始浓度为１０００mg/L时,经 EDA 胺化改性后的苎麻纤维对 Cu２＋ 的吸附量可以达到４００mg/g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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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aminatingmodificationoframiefiberby
preＧirradiationtoimprovetheperformanceofthe

Cu２＋adsorption

LINGYunＧlong１,WANGRong１,２

(１．College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５,China;

２．BeijingRadiationCenter,Beijing１００８７５,China)

Abstract:Acrylicacid (AA)wasgraftedontothesurfaceoframiefiberviapreirradiation,then
ethylenediamine(EDA)wasgraftedontograftedramiebypreirradiationtoachieveamination,and
synthesizeramieＧgＧAAandramieＧgＧAAＧEDAfiber．TheresultswithFourierinfraredspectroscopy
(FTＧIR)surfaceanalysisshowthatAAwassuccessfullygraftedontoramiefiber,andEDAwasalso
successfullygraftedontoramieＧgＧAAfibertoachieveamination．Whentheirradiationdosewas４０
kGy,thegraftingrateofAAincreased withtheincreasingofAA monomerconcentrationand
temperature,andtheresultofgraftingratewithwaterassolventarebetterthanmethylalcohol;The
aminationrateincreasedwiththeincreasingofEDA monomerconcentrationandAAgraftingrate,

whenAAgraftingrateis３０％ andEDAconcentrationis４５％,theaminationratereachesabout
３０％．ThentheCu２＋ adsorptionexperimentwascarriedoutwithramie,ramieＧgＧAAandtheramieＧ
gＧAAＧEDAfiber．The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theunmodifiedoframiefiber,themodified
ramiefiberCu２＋ adsorptioncapacityisimprovedsignificantly．TheCu２＋ adsorptioncapacityof
ramieＧgＧAAＧEDAisthebest,itcanreachesabout４００mg/g．
Keywords:preＧirradiationgrafting;ramiefiber;amination;Cu２＋ ;adsorption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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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MeV电子束X射线转换靶的设计研究

刘保杰,朱志斌,李金海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设计了７．５MeV电子束 X射线转换靶.采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计算了几种常用靶材(钨、钽、铜)不同厚度下的

X射线产额,设计了以钨为主靶材料、不锈钢为基底的 X射线转换靶结构.不锈钢基底中设置有冷却水,在冷却的基

础上可减少转换靶的漏电子能量.计算给出了转换靶所产生的X射线能谱分布.实验测量并给出了转换靶产生X射

线的横向剂量场分布.结果表明该转换靶剂量横向分布不均匀性为７．８％,满足实际工程的需要.

关键词:辐照加速器;X射线转换靶;蒙特卡罗方法;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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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加速器已被广泛用于食品保鲜、医疗用品的灭菌、三废处理、材料改性等领域.相比之下,X
射线具有较强的穿透力,适合于辐照密度较高、厚度或体积较大的产品[１].电子加速器 X射线转换靶

的研究与应用不断涌现,转换靶设计的重要指标是X射线的产额及其横向剂量场分布.文献[２]给出

了１０MeV辐照加速器X射线转换靶的设计;文献[３]讨论了７．５MeV 电子束转轫致辐射的理论,但
二者并未给出其相应的实验验证.此外,文献[３]指出２００４年美国食品监督局将转轫致辐射的电子

束能量提升到７．５MeV.本文开展了７．５MeV电子束X射线转换靶的设计研究.

１　X射线转换靶的设计

１．１　轫致辐射的理论分析

高速运动的电子在原子核的电场中掠过时,由于电子和原子核库仑场间的强烈相互作用,电子被减

速,同时将其一部分能量电磁辐射,这就是所谓的轫致辐射,即X射线.轫致辐射能量分布在零到电子

动能之间.在低能时,发射光子相对于入射电子可以取任何方向;在高能时,发射光子强烈地倾向前方.
能量为E的高能电子通过密度为ρ的单位长度介质时由于产生的轫致辐射而平均损耗的能量为:

(S/ρ)辐射 ＝ (dE
dx

)
辐射

/ρ∝ N０Z２E
m２

０A
(１)

式中:N０ 是阿伏加德罗常数,Z、A 分别是介质的原子序数、原子量,m０ 是电子的静止质量.由式(１)
可见辐射阻止本领和原子序数平方成正比,因此产生 X射线多采用高Z材料.对于７．５MeV 电子

束,本文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给出靶厚度与光子能量产额的关系.

１．２　单靶靶厚与光子产额的关系

使用蒙特卡罗方法软件Fluka[４]对７．５MeV电子束轰击不同靶材料(钨、钽、铜)时每个电子产生

的光子能量Ep 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１)电子打靶产生 X射线的效率较低,
钨、钽等适合作为靶的转换材料.钨、钽靶厚度为０．１２cm、０．１５cm时,光子转化效率达到最大,分别

为１４．６６％、１４．６７％;铜靶厚度为０．４cm 时达到最高转化效率为９．１８％.(２)靶前方漏电子能量较

高.钨、钽靶厚度为０．１２cm、０．１５cm 时,其靶前方漏电子能量分别为７．１２％、５．４６％;铜靶厚度为

０．４cm时相应的漏电子能量为５．０９％.漏电子将影响被辐照物品的深度剂量分布不均匀性.(３)转
换靶产热率较高.当电子束功率为２０kW 时,钨、钽靶的热功率分别为１５．６４４kW、１５．９７４kW,对转

换靶的机械结构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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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单靶光子能量随靶厚度变化情况

１．３　转换靶结构设计

本设计中转换靶由靶层板、水层和基板组成,其结构见图２所示.其中靶层使用０．１２cm 厚钨

板,水层为０．６cm,使用０．２cm 厚不锈钢作为基板.该转换靶结构水流量大,当水流速为２．５m/s
(流量为３．２３t/h)时,电子束功率为２０kW 时靶层达到热稳定后的最高温度为３４５．１５K(钨的熔点

为３６８０K),转换靶不会发生熔化等形变.

图２　转换靶结构示意图

１．４　转换靶输出能谱计算

使用Fluka模拟计算得到所设计转换靶的X射线产额为１１．３％,产生的X射线能量微分谱如图

３所示.可见X射线能量在０~７．５MeV内连续分布,与前面分析一致.图中出现了两个峰值分别对

应钨靶的特征谱６０keV以及正负电子湮灭产生的X射线离散谱０．５１１MeV.表１列出了电子打靶

后的主要能量分配.可见冷却水与不锈钢基板使得靶前方漏电子能量降为０．０８％,低于上述相应靶

的漏电子能量７．１２％.可见该结构在冷却的同时减小了靶前方漏电子能量.

表１　电子打靶后的能量分配

参数 量值/MeV

前方光子能量 ０．８０４７５

前方剩余电子能量 ０．００６

反轰光子能量 ０．１９３５

反轰电子能量 ０．０５３０２５

主靶中沉积的能量 ５．４４５

冷却水中沉积的能量 ０．３２４７５

不锈钢基底中沉积的能量 ０．１８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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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转换靶产生的 X射线能量微分谱

２　X射线转换靶的实验测试

转换靶所产生的 X射线剂量场横向分布是转换靶的重要参数,它决定了被辐照物品的均匀性.
本文使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电子加速器对上述a结构X射线转换靶进行了实验验证.该加速器

的电子束能量为７．５MeV,电子束水平扫描宽度为４０cm.
首先将转换靶安置于该电子加速器扫描盒下方并接入冷却水;然后以扫描宽度中心点作为坐标

原点,水平扫描的±２０cm内每间隔５cm 放置１片 GEXB３０００型剂量片,将共计９片固定于有机玻

璃板PMMA上;最后将该有机玻璃板置于转换靶下方.加速器运行后 X射线剂量场横向分布的测

量结果如图４所示.由束流扫描不均匀度:

Ux ＝Dmax－Dmin

Dmax＋Dmin
×１００％

计算得到Ux 为７．８％,满足束流扫描不均匀度≤１０％的要求[５].

图４　X射线剂量场水平分布

３　结论

本文设计了电子加速器X射线转换靶.首先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给出了电子束７．５MeV 能

量下钨、钽、铜等单靶材料的光子产额,设计给出了转换靶结构.转换靶由０．１２cm厚钨、０．６cm水层

及０．２cm 不锈钢基底组成.该转换靶具有机械结构简单、冷却效果好的特点,可保证转换靶的稳定

运行.同时,转换靶还具有漏电子少的优点.实验测试表明该转换靶产生的 X射线剂量场横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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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性为７．８％,满足束流扫描不均匀度的要求.该转换靶可应用于电子辐照加速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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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条件下盘管式换热器问题浅析

郭曙光,李立国,潘太云,杜文忠
(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辽宁 大连１１６３１９)

摘要:核电机组通风系统中换热器几乎全部应用了盘管式换热器,在安装、调试、运行阶段,盘管式换热器经常出现不

同类型的损坏,尤其是位于寒冷地区的核电厂,冬季经常发生大范围的铜管冻裂损坏,严重时将导致系统主要通风风

机不可用,引发IOER事件;加之有些换热器维修困难,难以在规定工期内完成检修,进而发生 LOER事件.本文针对

盘管式换热器的缺陷问题和处理措施进行探讨,并结合实际提出对于寒冷情况下盘管式换热器运行改进,以期对后续

类似问题的分析及处理提供参考.伴随着北方核电机组建设步伐加快,该报告可对寒冷情况下核电厂盘管换热器的

运维提供帮助.
关键词:通风系统;盘管换热器;盘管损坏;维修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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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所使用盘管式换热器主要集中分布在核岛及常规岛通风系统中,是占比最大的换热器种

类.以CPR１０００堆型为例,１台机组核岛厂房共有近５００台盘管式换热器,某核电厂由于独有的冬季

严寒工况,发现有９０台换热器存在过冻裂检修记录,检修比例达２５％,其他厂房同类换热器也普遍存

在相似问题,影响换热器的使用寿命及维修,威胁相关系统安全,增加运行风险.盘管式换热器是该

核电厂目前损坏次数最多、更换维修频率最大的换热器.故本文以该核电厂作为示例,着重介绍寒冷

情况下,盘管式换热器的运行和维修经验,并结合相应的经验作出改进和分析,供后续建设的北方核

电厂盘管式换热器的运行、维护参考借鉴.

１　盘管式换热器的介绍

１．１　盘管式换热器简介

换热器是将热流体的部分热量传递给冷流体的设备,使流体温度达到流程规定的指标,又称热交

换器,是工业生产中满足工艺要求,提高能源利用率的重要设备.换热器在电力、化工、石油、等诸多

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发电厂生产中可作为加热器、冷却器、冷凝器、蒸发器和再沸器等,应
用广泛.

盘管式换热器则多用于通风、空调系统中,主要用于水Ｇ气换热,对外界引进系统中的风介质进行

加热或冷却,以达到工艺规定的要求指标,进而投入使用.
系统冷却或者加热流体介质通过入口法兰管道进入汇集管中聚集,由汇集管道分别进入盘管管

束内进行循环,与空气介质进行热量交换,以达到冷却/加热空气目的.冷却管束的分布排列有着严

格的冗余度要求,主要考虑到管束冗余度对换热效率的影响呈正态分布,冗余度过小难以有效换热,
冗余度过大又会影响空气介质的通过性.外界引入空气通过风管横向冲刷换热器横截面,进入换热

器肋片区域后,受到横向排列分布的冷却水管束的阻挡,形成扰流,进而完成换热做工,空气温度得到

调节,达到规定指标后通过风管送入各厂房.

１．２　盘管式换热器结构

如图１所示,盘管式换热器主要由管板、框板、冷却水进出口汇集管、盘管管束、肋片以及附加加

固件组成.
设备冷却水由进口法兰进入汇集管,从汇集管伸出数条疏水基管与换热器内部换热盘管(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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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通,进行冷却/加热水输送,两排疏水直管之间使用短管弯头进行连接,构成疏水联通回路,再经

由回水直管联通短管与冷却/加热水出口汇集管通过出水法兰排出换热后的冷却水.疏水直管通过

密集排列的紫铜肋片固定加固在换热器框架和管板上面,为风侧与铜管水侧的换热提供通道,直管两

端通过胀接固定于两侧管板之上.
在水侧进口管端口设有排水阀门(堵头),出口法兰端口设有排气阀门(堵头),用于设备疏水时临

时排污、排气或排空管束残水时使用.

图１　盘管换热器结构图

盘管式换热器存在左式换热器与右式换热器之分,确认原则为顺着气流方向观察判断,进出水管

在左侧则为左式,在右侧则为右式.

１．３　盘管式换热器工作原理

盘管式换热器在系统中一般直接安装于风管之中,在进风口管段与出风口管段需要与临时加热

器、调节风阀、风速流量探测单元、温度探测单元配套安装使用,以保证投入使用的空气介质符合工艺

标准,并在参数变化较大时具备一定的报警及自我调节能力.
其中风机处主换热器部分还会增加回流风管管线,由隔离风阀进行控制开关,使得通风系统具备

小循环和过余调节能力,在外界空气指标不符合系统要求(如温度、污染、粉尘等)时,或系统调节能力

无法满足完全使用外界环境空气进行厂房通风情况下(如冬季寒冷天气等),就要开通小循环管线维

持厂房通风可用.但小循环的模式下需要对空气质量严格监控,对调节风阀严密性,调节稳定性严格

把关.
以DVL００４RF为例,在线系统设备情况如图 ２ 所示.此换热器为 DVL 通风 A 列主风机

DVL２０１ZV入口主换热器,此换热器的损坏将直接导致主回路 DVL２０１ZV 风机及小循环回路

DVL２０１ZV风机不可用,进而导致 DVL系统 A 列通风不可用,届时部分 L厂房和 W 厂房将受到

影响.

DVL０１ZV风机持续不断的将外界环境空气抽入系统,经由 DVL２０１VAR调节风阀与循环风混

合后,由滤芯 DVL２０１FP 进行最终过滤后送入换热器 DVL００４RF 进行温度调节,最后经由风机

DVL２０１ZV送入下游系统.在滤芯DVL２０１FP上下游设有压差监测装置DVL２０１LP,同时设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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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DVL００４RF换热器所在系统图

监控装置DVL２２１SD,当滤芯压差过高(通常规定压差不大于１５daPa)或流量过低时会进行报警通知

(通常的处理方式为滤芯的新旧更换),以防止滤芯堵塞严重影响风量输送.在换热器与滤芯之间设

有加热装置２０１RS,其启停由温度测量装置 DVL２０５ST/２２１ST进行信号反馈,主要用于测量换热器

入口的干球温度,当外界环境空气温度过低时对空气进行预加热,以提高换热器的换热效率,同时避

免过冷 空 气 进 入 换 热 器 后 冻 裂 换 热 盘 管,同 时 在 换 热 器 出 口 设 有 出 口 干 球 温 度 测 量 装

置DVL２０１MT.
换热器水侧由 DEL提供冷却水,水温控制在８℃左右.在主风道支路设有小循环风道管线,由

循环辅助风机２０２ZV提供动力,经由２０２VAR风阀后与外界环境空气在滤芯前混合,进入主风道.
系统运行阶段混合循环风量最大占比可以达到９０％,外界引入新风量只有１０％左右.

２　盘管式换热器分布范围

以CPR１０００堆型为例,盘管式换热器几乎应用于所有厂房通风系统,比如:核岛厂房 DVA(废液

贮存空调系统)、DVC(主控制室空调系统)、DVD(柴油机厂房空调系统)、DVG(辅助给水泵房通风系

统)、DVN(核辅助厂房通风系统)、DVK(核燃料厂房系统)、DVL(电气厂房通风系统)等多个重要系

统皆有应用.据不完全统计,在核电厂１台机组核岛厂房内盘管换热器共计５００余台.影响范围几

乎遍布所有机组的全部厂房.

３　盘管式换热器常见问题及检修

盘管式换热器的损坏通常有两种形式:弯管胀裂和直管损坏.

３．１　弯管胀裂

３．１．１　弯管胀裂现象

盘管胀裂是盘管式换热器最常见的损坏方式,目前在红沿河核电厂也出现最多,多数集中在寒冷

冬季,由气温的突然降低所导致.胀裂现象如图３所示.

３．１．２　原因分析

目前通风系统中使用的盘管换热器盘管材质多采用 TP２ＧM(低磷脱氧铜)型紫铜管,这种材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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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盘管胀裂现象图

铜管在大气、海水和某些非氧化性酸、碱、盐溶液中具有良好的耐蚀性,并具有导热性能好等优点,因
此成为换热器材料的首选.通常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温度越低,紫铜管强度越高,所能承受的挤压

强度也就越高.而冬季环境最低温度对紫铜管强度极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者铜管的熔点

高达１０８３℃,热水温度对铜管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这也就说明了温度变化造成弯管强度变化并不

是其发生损坏的根本原因.
盘管胀裂现场多出现在盘管弯头 U 形管段最顶端及进出口汇集管基管弧线处.在 U 形管段最

顶端,盘管铸造壁厚受弯曲拉伸影响有所减薄,所能承受挤压应力的能力最小,在系统工作压力一定

的情况下,弯头处将率先达到疲劳极限而损坏.
在外界环境温度较低的情况下,若没有提前将换热器水侧液隔离排空,或隔离后盘管内存在残

水,在进行水Ｇ气热量交换时,充满水的管束长时间暴漏在零下的冷风之中,管束内冷却水会结冰膨

胀,体积胀大对铜管形成附加挤压应力,使得铜管弯头破损概率增大.

３．１．３　处理措施

铜管弯头胀裂后,换热器损坏不可用,需要重新更换弯管部分.由于盘管换热器弯头胀裂现象的

发生通常是伴随着未损坏弯头的胀大现象,虽然尚未出现破损但实际已经接近损坏的极限,考虑到检

修资源的节约与设备运行的安全稳定因素,通常采用全部更换的方式进行检修.
弯管的更换采用气焊铜管的方式进行焊接,焊接作业需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进行.

３．２　直管损坏

盘管换热器损坏方式多为弯管处破损,直管损坏现象较为少见.由于换热器直管直接镶嵌在换

热器本体之中,对直管的更换需要彻底解体换热器,抽出破损直管更换备件.更换直管检修工期较

长,通常采取整体更换换热器备件,将损坏换热器返厂进行维修的方式进行.
针对换热器直管损坏现场,通常按照损坏程度的大小有着不同的处理措施.
(１)水压试验可以达到保压标准,但直管存在轻微泄露.在出现此种情况时,由于换热器可以正

常承受系统工作压力的工况,泄漏量微小可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以继续投入使用(必要时可以

将水侧隔离排空),以保持风管系统的完整性,避免造成系统整体开口无法投用.待整体备件到货后

进行整体更换.
(２)水压试验无法达到保压标准,直管泄露严重.此种损坏程度换热器既已失去换热功能,若继

续投入系统运行,必须将水侧隔离,换热器检修需要进行直管更换,或者对已损坏直管进行堵管处理.
核电厂由于检修工期紧张、系统长期不投用风险较高,加之检修条件的限制,通常在换热器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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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情况下,采取整体更换的方式优先保证系统整体可用.

４　水压密封实验

４．１　水压标准介绍

盘管换热器的水压密封性试验是在盘管焊接更换检修后,或换热器运行一定时间后,检验盘管

密封性及承压能力是否符合标准的措施.在稳定工况下,按照盘管系统工作压力的１．５倍压力进

行检验,以冷却水 DEL系统工作压力５bar为例计算,换热器检修后水压试验压力应该在７．５bar
(１bar＝１００kPa)左右.

通风系统采用的盘管换热器在出厂设计时设计压力为１２bar,验收水力实验压力１８bar,其泄漏

压力一般高于工作压力的１．５倍.考虑到系统长期运行,水侧湍流对水侧压力波动的影响,在进行盘

管水压试验时,应当将压力控制在工作压力的１．５倍左右,非特殊情况下不应当超过盘管泄漏试验压

力,以免对盘管承压寿命造成影响.
水压试验保压时间则应当根据换热器的尺寸,功能重要性及水侧工作压力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

标准,通常情况下不得少于３０分钟.

４．２　水压试验方法

(１)水压试验使用手动增压泵与换热器冷却水入口法兰相连接,封堵冷却水出口法兰及相关排污

管线、排气口等,保持水侧只有手压泵一条通路;
(２)打开手压泵出口阀门,对盘管进行升压至规定压力,停止升压;
(３)观察压力表示数是否有下降,若有使用检漏液对封堵处检查,适当紧固;
(４)消除泄漏后重新升压至规定压力,保持压力在规定时间内无下降趋势.

５　工艺改进

５．１　工艺分析

某核电厂在进入冬季运行模式后,由于特有的寒冷天气使得换热器盘管冻裂的频率显著增高,即
便是在水侧隔离排空的情况下,盘管内残余积水与系统隔离后失去热源迅速降至冰点,体积膨胀造成

盘管损坏.
以DVL００４RF为例,按照系统工艺要求,与换热器配套使用的前置加热器２DVL２０１RS会在空气温

度较低时启动预加热,按照设计计算加热器温度可以高达１００℃,功率６１．８kW,加热器参数见图４.按

照设计参数允许空气流量 Q＝４７９４５
３６００ m３/s＝１３ m３/s,即 允 许 风 速v＝Q

S ＝ Q
LH ＝ １３m３/s

１．６×１．２m２

＝６．７m/s,单根加热元件加热功率P＝６１．８kW
１８ ＝３．４kW.

图４　２DVL２０１RS加热器运行参数

(１)按照整体设计风速要求来看,前置加热器的整体加热效率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风速要求,现场

实际的换热面只有加热电阻丝外表边,电阻丝之间的巨大间隔并不具备对空气有效加热的能力;
(２)按单根电阻丝加热能力来看,即便是基本风速的情况下,单根加热元件也无法满足实际的加

热需求;
(３)按照加热元件冗余度来看,加热元件之间的巨大孔隙无法对环境新风进行有效加热,而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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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占据了换热器整体换热面积的８０％以上.
系统在运行期间环境新风温度降低时,温度传感器探测新风低温启动加热器后,运行认为系统自

动调节能力启动,便不会立即进行换热器水侧提前隔离,但实际上现场环境新风在经过加热器后温度

几乎没有变化,持续的低温空气高速冷却满水状态的换热器盘管后,管束中低温水迅速降至冰点结冰

膨胀,损坏盘管.

５．２　改进措施

(１)在盘管式换热器增加前置电加热器和对新风风速屏蔽,根据每台换热器,建立最佳的加热器

冗余度与风速调节的方案,并形成运行维修手册;
(２)结合实际工况,在加热器启停信号阈值方面建立冬夏不同运行模式;在循环水侧流量调节方

面作出更为明细的要求规范,并尽快建立冬夏标准模式.

６　运行注意事项

换热器在投入运行使用时,必须优先保证与换热器配套使用的一整套电气、仪控系统已经投入使

用并严格按照要求规定进行操作.其中需要注意:
(１)换热器在投入使用前需检查盘管是否有明显开裂现象,相关零件(如排气堵头等)是否完好;
(２)在换热器风侧阀门打开前需先行打开水侧阀门,并打开换热器排气堵头先行排气,待有水流

出后再关闭排气阀门或堵头;
(３)在水侧流通无异常,已充分将换热器盘管预热后,不要立即将风侧阀门开启过大,应当微量开

启逐步增大到需求开度;
(４)投用过程中需对换热器进行实施巡检查看,观察换热器是否存在异常;
(５)在进入冬季模式后,换热器水侧冷却已不再需要,需要提前将所有换热器液隔离排空(加热水

除外),以避免换热器盘管残水在外界环境温度降低的情况下结冰,胀裂铜管;
(６)进入冬季模式后应当尽量增大循环风量,减少外界新风的引入量;
(７)进入冬季模式后,换热器前侧加热器应当适当调大功率或下调低温启动阈值,加强对低温空

气的预热效果.
(８)进入冬季模式后,换热器水侧隔离后必须迅速将盘管内残余积水排空,避免失去系统加热的

残水迅速降至冰点冻结膨胀;
(９)换热器在运行、隔离阶段,必须严格注意水侧上下游隔离阀是否存在内漏,尤其是在冬季模式

下,否则即便是在水侧隔离排空的情况下,隔离阀的内漏也会造成盘管充水结冰膨胀.

７　结语

核电厂存在大量的盘管式换热器,每两台机组约有１０００台,应用于核岛厂房 DVN、DVL等多个

重要系统,盘管式换热器的损坏多集中在在冬季气温突降阶段.本文针对盘管式换热器结构原理、铜
管损坏等问题进行分析,结合检修经验反馈,设想解决措施.力求换热器质保体系、工艺标准、监造过

程得到重点关注,在换热器系统设计、设备选择方面提供改善,从根本上解决北方核电厂盘管式换热

器频繁损坏的老大难问题.
盘管式换热器在包括红沿河电厂在内的化工、电力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而北方工业冬季寒冷

工况使得盘管换热器铜管冻裂问题尤为严峻.本文的分析结论及处理方法将对后续类似情况的处理

提供必要的参考,为盘管式换热器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１]　张益,张戍．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GB/T１８０３３—２００７[S]．
[２]　库潘,等．换热器设计手册．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２Ｇ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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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hecoldconditionsofcoilheatexchangerproblems

GUOShuＧguang,LILiＧguo,PANTaiＧyun,DU WenＧzhong
(LiaoningHongyanheNuclearPowerCo．,Ltd．,LiaoningProv．１１６３１９,China)

Abstract:theventilationsystemofnuclearpowerplantheatexchangersinalmostallapplicationsof
thecoilheatexchanger,whereintheinstallation,commissioningandoperationstage,coiltypeheat
exchangeroftenappearindifferenttypesofdamage,especiallyinthecoldwinterspecialofnuclear
power,oftenalargerangeofbrassburstdamage,themainventilationsystemthemachineisnot
availablewillleadtoseriouswhentheIOEReventisraised;andsomeheatexchangermaintenance
difficulties,itisdifficulttocompletethemaintenanceinthespecifiedtimelimit,andLOERevents．
Toexploreproblemsandtreatmentmeasuresforthecoilheatexchangerinthispaper,combinedwith
theactualsituationproposedforcoldcoiltypeheatexchangeroperationimprovement,inorderto
providereferenceforthefollowＧupanalysisandtreatmentofsimilarproblems．Withtheaccelerated
paceofconstructionofnuclearpowerunitsinthenorth,thereportcanbeusedfortheoperationand
maintenanceofcoilheatexchangersinvariouspowerplantsundercoldconditions．
Keywords:Ventilationsystem;heatexchangers;coildamage;maintenanceimprovement

１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技术工业应用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福清核电凝结水精处理系统混床氨化运行可行性分析

赖宏宇,陈　勇,程　修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福建 福清３５０３１８)

摘要:本文介绍了福清核电厂凝结水精处理系统(ATE)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树脂床运行周期短、再生频繁、再生剂用

量大、废水产生量大、操作人员工作强度大、频繁的再生操作增大树脂的破损率等,提出了常规火电站使用的一种解决

方案:凝结水精处理氨化运行.最后从离子交换理论角度探讨福清核电厂凝结水精处理氨化运行的主要条件,对氨化

运行过程中的树脂分离度、再生剂用量、再生剂纯度、凝结水水质、凝汽器严密性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给出

福清核电厂凝结水精处理系统不能氨化运行的结论.

关键词:核电;凝结水精处理;混床;氨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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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福清核电ATE系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１．１　ATE系统概述

福清核电厂１~４号机组各配有一套凝结水精处理系统(ATE),其主要由５台前置阳床、５台混

床、３台净凝结水泵及与其相连的管道、阀门所组成,系统流程示意图见图１.

图１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流程示意图

ATE系统被形象的称为“核电厂之肾”,其主要的功能是:去除热力系统中的腐蚀产物和溶解性

物质,减缓热力设备的腐蚀、减少腐蚀产物在蒸汽发生器内沉积、保证蒸汽发生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当凝汽器发生轻微泄漏时,ATE可除去由漏入的微量溶解性物质;当凝汽器发生较大的泄漏且

必须停机时,ATE又可为机组停运提供一定的准备时间.

１．２　福清核电ATE系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福清核电的 ATE系统存在树脂床运行周期短、再生频繁、再生剂用量大、废水产生量大、操
作人员工作强度大、频繁的再生操作增大树脂的破损率等突出问题.

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一台阳床的周期制水量约１２万t,若以目前１ATE单台阳床流量约８５０t/h
计算,约６天失效,失效后再生需要耗费９８％浓硫酸约１．４８t、产生废水约２０７t(厂家设计资料),再
生操作至少需要１．５天.

一台混床的周期制水量约８５万t,若以目前１ATE单台混床流量约８５０t/h计算,约４２天失效,
失效后再生需要耗费９８％浓硫酸约０．４９t、３２％浓氢氧化钠约２．１１t、产生废水约３３５t(厂家设计资

料),再生操作至少需要３天.
以目前１ATE系统投运三列除盐床一个月(３０天)进行计算,需再生阳床１５台次、再生混床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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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次、耗费９８％浓硫酸约２３．２t、耗费３２％浓氢氧化钠约４．４３t、产生废水约３８０９t、再生操作耗时约

２９天.
以上还不包括再生废液的中和以及 ATE系统运行除氨后重新加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
那么是否有一套确实可行的方案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呢? 发达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

始对凝结水精处理氨化运行方式进行研究和推广,目前对于常规火电站,国内外都有文献介绍其凝结

水精处理系统成功实现了氨化运行(如:华电襄樊电厂[１]、大唐长春第三热电厂[２]、厦门嵩屿电厂[３]

等),氨化运行大大延长了树脂床的再生周期、减轻了运行人员的操作负担、减少了热力系统的加氨

量、减少了废水排放量、节约了运行成本.那么福清核电厂的凝结水精处理系统能否参照常规火电站

一样实现混床的氨化运行,从而节省运行成本呢? 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论证.

２　离子交换技术及氨化运行方案

２．１　离子交换技术简介

离子交换技术在众多水处理书籍和文献中均广泛涉及.同一种离子交换树脂,对于水溶液中各

种不同离子其交换能力各不相同,这种性质称为离子交换树脂选择性.离子所带的电荷越高或水合

半径越小就越容易进行离子交换反应,树脂对它的选择性就越强.
强酸性阳树脂,在稀溶液中对常见阳离子的选择性顺序为[４]:

Fe３＋ ＞Al３＋ ＞Ca２＋ ＞Mg２＋ ＞(K＋ ≈NH４
＋ )＞Na＋ ＞H＋

强碱性阴树脂,在稀溶液中对常见阴离子的选择性顺序为[４]:

SO４
２－ (HSO４

－ )＞NO３
－ ＞Cl－ ＞OH－ ＞HCO３

－ ＞HSiO３
－

离子交换反应具有可逆性,但因为树脂溶胀性而使其反应前后体积有所变化,以及对水中溶质有

吸附和解吸的作用,所以它和溶液间的平衡与一般的化学平衡不完全相同.因此,只能用质量作用定

律近似地研究离子交换平衡.现以阳离子交换为例:

nRmB＋mAn＋ mRnA＋nBm＋

树脂对离子的选择性通常用离子选择性系数KA
B表征:

KA
B＝

[RnA]m[Bm＋ ]n

[RmB]n[An＋ ]m

式中:KA
B———离子交换选择性系数;

[RnA]、[RmB]———分别为平衡时,树脂相中 A、B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
[An＋ ]、[Bm＋ ]———分别为平衡时,溶液相中 A、B离子的物质的量浓度.

离子选择性系数KA
B只表示离子交换平衡时,各种离子间一种量的关系.此系数的值会随着溶液

的浓度、组成以及离子交换树脂的结构等因素变化而变化(不是常数).但根据实际测定的数据表明,
在一定的范围内,其值变化并不大,可以测得一些近似值.

表１列出了强酸阳树脂在稀溶液中的选择性系数.

表１强酸阳树脂的选择性系数[４]

KLi
H KNa

H KNH４H KK
H KMg

H KCa
H

０．７~０．８ １．２~１．６ １．４~２．３ １．７~３．１ ２．２~２．６ ３．１~４．９

强碱性阴树脂在稀溶液中的选择性系数见表２.

表２　强碱阴树脂的选择性系数[４]

KNO３Cl KHSO４Cl KHCO３Cl KSO４Cl KCO３Cl KCl
OH

３．５~４．５ ２~３．５ ０．３~０．８ ０．１１~０．１５ ０．０１~０．０４ 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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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１和表２中选择性系数的测定值,还可以按下述公式换算出其他交换离子的选择性系数:
等价离子交换选择性系数的换算,如下式:

KA
B＝KA

CKC
B

式中:A、B、C———１价的不同离子.
不等价离子交换选择性系数的换算,如下式(以１－２价离子交换举例):

KA
B＝KA

C(KC
B)２

式中:A———２价离子;

B、C———１价的不同离子.
离子交换平衡是在某种具体条件下离子交换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情况.应用离子交换选择性系

数,能帮助确定离子交换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

２．２　ATE混床的氨化运行方案

我们知道核电厂一回路化学和容积控制系统(RCV)混床树脂使用前是需要做硼锂饱和的,硼锂

饱和后的树脂不吸收硼锂,但还可以吸收F、Cl、Na、Ca、Mg等其他杂质离子,仍然具有很强的净化能

力.那么 ATE混床能否仿照RCV混床实现“氨饱和”呢?
混床的氨化运行基本原理可以用下列化学反应式来表示(以除去水中 NaCl为例):
氨化运行前混床的离子交换反应式为:

Na＋ ＋RH  RNa＋H＋

Cl－ ＋ROH  RCl＋OH－

生成产物:H＋ ＋OH－ H２O
氨化运行后混床的离子交换反应式为:

Na＋ ＋RNH４ RNa＋NH４
＋

Cl－ ＋ROH  RCl＋OH－

生成产物:NH４
＋ ＋OH－ NH４OH

氨化混床一般均借用运行初期凝结水中的氨来使之转型,其反应式如下:

NH４OH＋RH  RNH４＋H２O
因此混床氨化运行从理论上是可行的.

３　凝结水精处理出水水质与树脂转化率的关系

３．１　福清核电厂对凝结水精处理水质的要求

常规火电站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出口水的水质标准一般参照«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水汽质量标准

DL/T９１２－２００５»执行,详见表３.

表３　«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水汽质量标准 DL/T９１２－２００５»:经过凝结水处理装置后水的质量标准

项　目
氢电导率(２５℃)/(mS/cm)

挥发处理 加氧处理

二氧化硅/
(mg/L)

铁/
(mg/L)

铜/
(mg/L)

钠/
(mg/L)

氯离子注１/
(mg/L)

标准值 ＜０．１５ ＜０．１２ ≤１０ ≤５ ≤２ ≤３ ≤３

期望值 ＜０．１０ ＜０．１０ ≤５ ≤３ ≤１ ≤１ ≤１

　注１: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定期抽查.

福清核电厂对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出口水的水质要求参照«化学和放射化学技术规范»执行,详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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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化学和放射化学技术规范»: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出口的水质要求

参数 单位 期望值 限值 正常频率 注释

阳电导率(２５℃) mS/cm ＜０．０６ ＜０．０８ 连续

钠 mg/kg ＜０．０６ ＜０．１ 连续

溶硅 mg/kg ＜２ ≤１０ 连续

当系统投运时,在混床出口处

加药调节前在线监测

全铜(以Cu计) mg/kg ——— ＜１ 不定期 ———

全铁(以Fe计) mg/kg ——— ≤５ 不定期 ———

氯化物 mg/kg ＜０．１０ ≤０．２０ 不定期 ———

硫酸盐 mg/kg ＜０．１０ ≤０．２０ 不定期 ———

对比表３和表４,可以看出福清核电厂对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出水的水质要求比常规火电厂严格得

多(特别是钠、氯离子).
核电厂对二回路钠、氯离子含量的严格要求主要缘于:
(１)钠是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材料因科镍６９０合金发生晶间苛性腐蚀的主要潜在原因;
(２)氯离子的存在也会增加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材料及不锈钢的应力裂纹腐蚀风险.
而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是核电厂一回路压力边界,一旦发生泄漏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保证其

在水质控制上的“绝对安全”.

３．２　凝结水精处理出水水质与树脂转化率的关系

当凝结水通过混床时,水中所含的 Na＋ 和Cl－ 离子在树脂上层就被交换了,离子的“泄漏”主要是

由于上次再生时在床层底部树脂中有未除尽的 Na＋ 和Cl－ 离子所引起的,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混床

再生时阴、阳树脂的交叉污染、提高树脂的再生度是保证混床出水水质的必要条件,也是混床能否氨

化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３．２．１　混床以氢型运行

氢型混床离子交换反应式为:

Na＋ ＋RH  RNa＋H＋

Cl－ ＋ROH  RCl＋OH－

则 KNa
H ＝

[RNa][H＋ ]
[RH][Na＋ ]＝１．６(取KNa

H ＝１．６进行计算)———公式(１);

KCl
OH＝

[RCl][OH－ ]
[ROH][Cl－ ]＝２０(取KCl

OH＝２０进行计算)———公式(２).

以福清核电厂 ATE混床出口水[Na＋ ]＜０．１μg/L,[Cl－ ]＜０．２μg/L为控制限值,通过公式(１)
和公式(２)可计算出混床中阴、阳树脂需要转化成ROH 和RH 型的百分率.

阳树脂:

KNa
H ＝

[RNa][H＋ ]
[RH][Na＋ ]＝１．６

纯水中[H＋ ]＝１０－７mol/L,水中[Na＋ ]＝０．１μg/L＝４．３５×１０－９mol/L,设[XH]＝[RH]/
{[RH]＋[RNa]},则:

XH＝ １
[RNa]
[RH]＋１

＝ １

KNa
H ×

[Na＋ ]
[H＋ ]＋１

＝ １
１．６×４．３５×１０－９

１０－７ ＋１
＝０．９３４９＝９３．４９％

阴树脂:

KCl
OH＝

[RCl][OH－ ]
[ROH][Cl－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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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水中[OH－ ]＝１０－７ mol/L,水中[Cl－ ]＝０．２μg/L＝５．６３×１０－９ mol/L,设[XOH]＝[ROH]/
{[RCl]＋[ROH]},则:

XOH＝ １
[ROH]
[RCl]＋１

＝ １

KCl
OH×

[Cl－ ]
[OH－ ]＋１

＝ １
２０×５．６３×１０－９

１０－７ ＋１
＝０．４７０３＝４７．０３％

即福清核电厂的 ATE系统混床氢型运行时,其阳树脂转化率达到９３．４９％、阴树脂转化率达到

４７．０３％才可满足水质要求.

３．２．２　混床以氨型运行

氨型混床离子交换反应式为:

Na＋ ＋RNH４ RNa＋NH４
＋

Cl－ ＋ROH  RCl＋OH－

则KNa
NH４＝

[RNa][NH４
＋ ]

[RNH４][Na＋ ]＝
KNa

H

KNH４H
＝１．６
２．３＝０．６９６(取KNa

H ＝１．６、KNH４H ＝２．３进行计算);

KCl
OH＝

[RCl][OH－ ]
[ROH][Cl－ ]＝２０(取KCl

OH＝２０进行计算).

以福清核电厂ATE 混床出口水[Na＋]＜０．１μg/L,[Cl－]＜０．２μg/L为控制限值,另通过取样分析

福清核电１号机组稳定运行期间的凝结水,其pH 一般约为９．５,则[OH－ ]＝[NH４
＋ ]＝１０－４．５ mol/L,

[Cl－ ]＝０．２μg/L＝５．６３×１０－９ mol/L,[Na＋ ]＝０．１μg/L＝４．３５×１０－９ mol/L.

KNa
NH４＝

[RNa][NH４
＋ ]

[RNH４][Na＋ ]＝０．６９６

则:XNH４＝ １
[RNa]
[RNH４]＋１

＝ １

KNa
NH４×

[Na＋]
[NH４

＋]＋１
＝ １
０．６９６×４．３５×１０－９

１０－４．５ ＋１
＝０．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KCl
OH＝

[RCl][OH－ ]
[ROH][Cl－ ]＝２０

则:XOH＝ １
ROH[ ]

RCl[ ]
＋１

＝ １

KCl
OH× Cl－[ ]

[OH－ ]＋１
＝ １

２０×５．６３×１０－９

１０－４．５ ＋１
＝０．９９６５＝９９．６５％

即福清核电厂的 ATE系统混床若要实现氨化运行,其阳树脂转化率至少需达到９９．９９％、阴树

脂转化率至少需达到９９．６５％才可满足水质要求.

４　福清核电ATE混床氨化运行可行性分析

福清核电 ATE系统混床失效后阳、阴树脂被全部送至树脂分离塔进行分离.分离后阴树脂在塔

的上部,而阳树脂则在下部.上部阴树脂送至阴再生塔再生,再生剂为高纯度烧碱(NaOH).底部阳

树脂送至阳再生塔再生,再生剂为硫酸(H２SO４).再生剂通过一定的配药装置分别进入各再生塔.
再生结束后,阳、阴树脂被全部送入树脂混合兼贮存塔中经充分混合、清洗后贮存备用.

若要保证一定的树脂转化率,首先树脂必须保证一定的分离度,然后这些分离度较高的树脂还必

须有较高的再生度,而较高的再生度又受到再生剂纯度、再生剂用量、设备结构等因素制约.再生后

H 型或 OH 型树脂含量是分离度、再生剂用量、再生剂纯度、设备结构等参数的函数:

XH,XOH＝f(分离度×再生度)

＝f(分离度×再生剂用量×再生剂纯度×设备结构)
下面以福清核电 ATE混床氨化运行时阴树脂转化率能否达到９９．６５％进行可行性论证:

４．１　树脂的分离度

树脂分离度是保证树脂转化率的首要前提.如果分离度不好,即使再生度再好,阴(阳)树脂相中

仍有一定量的失效阳(阴)树脂,就会造成树脂的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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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 ATE系统失效混床树脂分离采用国际上先进的高塔分离技术,根据厂家资料,其树脂

分离度理论上可以到达９９．９０％.

４．２　树脂的再生度

若福清核电 ATE混床氨化运行时阴树脂转化率要达到９９．６５％,假设其分离度能达到１００％,则
其再生度还必须达到９９．６５％以上.

福清核电 ATE混床阴树脂再生碱液采用离子膜碱,该碱液的 NaOH 含量可以达到３２．３４％、

NaCl含量低至０．０００２％(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抽样检测结果),以此碱液无限量再生阴树脂:

KCl
OH＝

[RCl][OH－ ]
[ROH][Cl－ ]＝２０

则:XOH＝ １
ROH[ ]

RCl[ ]
＋１

＝ １

KCl
OH× Cl－[ ]

[OH－ ]＋１
＝ １

２０×０．０００２×４０
３２．３４×５８．５ ＋１

＝０．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即混床阴树脂理论上的极限再生度为９９．９９％.但实际上再生用碱都是限量的,根据福清核电

ATE系统厂家资料,混床阴树脂一次再生用离子膜碱量约为２．１t.
另外,福清核电 ATE系统混床使用美国陶氏DOWEXTM MONOSPHERETM５５０A (OH)阴离子

交换树脂,该树脂已在出厂前转型为 ROH 型.根据厂家资料,其出厂时阴树脂再生度只能保证≥
９４．０％.

田湾核电厂在某次机组启动过程中曾发生凝汽器钛管泄漏[５],海水进入凝结水,使混床中的阴树

脂一部分转化为RCl型,经检测,５个混床的阴树脂中 RCl型树脂的比率在３７．５％~１６．９％不等,采
用优级离子膜碱液以正常设计再生剂量的８倍剂量进行再生,使阴树脂再生度达到８９．８％~９４．１％,
仍未达到再生度９９．６５％的水平.

以上数据说明:通过正常的酸碱再生使阴树脂达到９９．６５％以上的再生度是非常困难的.通过使

用无限量的再生剂再生树脂来提高再生度与混床氨化运行提高运行经济性是相矛盾、得不偿失的.

４．３　凝汽器严密性及凝结水水质

除上述“苛刻”的树脂转化率外,凝汽器严密性及凝结水水质也制约着 ATE的氨化运行———从离

子交换的选择性次序可知,氨型阳树脂对 Na＋ 的交换能力比氢型阳树脂小,所以 Na＋ 容易穿透.另

外,由于氨化运行使阴离子的交换处于碱性环境,所以 Cl－ 也容易穿透.在混床氢型运行时,即便凝

结水水质出现恶化(如:凝汽器海水泄漏、补水水质差、化学添加剂品质差等),出水仍旧可以在一段时

间维持水质合格;在混床氨化运行时,凝汽器有微漏或凝结水水质出现轻微恶化时,出水水质也会很

快超限值.

５　结语

(１)为确保核安全,福清核电厂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出水水质要求远高于常规火电站;
(２)福清核电厂 ATE混床实现氨化运行必须解决树脂的转化率问题,采用目前的分离技术和正

常的再生方式无法使树脂的转化率满足氨化运行的要求;
(３)混床的氨化运行是为了提高运行的经济性,为达到氨化运行而无限量的使用再生剂是得不偿

失的;
(４)即使通过无限量的使用再生剂实现了氨化运行,因氨型混床的除盐能力远低于氢型混床,蒸

汽发生器的给水水质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可以说氨化运行违背了凝结水精处理系统设置的

初衷;
(５)福清核电凝结水精处理系统(ATE)混床只能氢型运行,无法氨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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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ationontheOperabilityofMixed
BedAmmoniationofFuqingNuclear

PowerPlantCondensateWaterPolishingSystem

LAIHongＧyu,CHENYong,CHENGXiu
(FujianFuqingNuclearPowerCo．,Ltd．,Fuqing,Fujian３５０３１８,China)

Abstract:ThisthesisfirstintroducessomemainexistingissuesintheCondensatePolishingSystem
(ATE)ofFuqing Nuclear Power Plant:theshortoperationcycleofresin bed;thefrequent
regeneration,thegreatdoseofregenerant,thelargeamountofwastewater,theheavyworkloadof
operatingpersonnel,thehighresindamagerateduetofrequentregeneration;thenitprovidsa
solutionusedinconventionalpowerplants,namely,theammoniationoperationofcondensatewater
polishing．Finally,itdiscussesthepreconditionsofammoniationoperationintheCondensateWater
PolishingSystemofFuqingNuclearPowerPlantfromtheperspectiveofionexchangetheory,and
givesdetailedanalysisandargumentationonthedegreeofseparationofcationＧanionresin,thedose
andpurityofregenerant,thewaterqualityofcondensatewater,andthetightnessofcondenser
duringammoniationoperation;thereforeitcomestotheconclusionthattheAmmoniationOperation
ofCondensateWaterPolishingSystemofFuqingNuclearPowerPlantisinfeasible．
Keywords:NuclearPower;CondensateWaterPolishing;MixedBed;Ammoniation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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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

杨学耕,陈旭敏,吴　勇,周彦伟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第一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５)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用于处理核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液的车载移动式装置.主要应用对象为民用辐照

站、医疗等机构产生的放射性废液,这类机构由于地域分散,废液量相对较少,不适宜建设固定的放射性废液处理设

施.虽然传统固定的放射性废液处理设施可以处理不同数量和成分不一的废液,但投资较大、处理区域相对固定、专

业人员及管理需求大、退役及维护费用高.而本文介绍的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结构合理,适用于各种环

境,能够处理民用辐照站、医疗机构等产生的低放放射性废液,具有机动性强和覆盖范围广等优点,可以减少固定放射

性废液处理装置的重复建设,减少固定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系统的退役和放射性废物的二次产生量.

关键词: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

　　　　　　　　　　　　　　　　　　　　　　　　　　　　　　　　　　　　　　　　　　　　　　　　　　
　

　
　

　 　　　　　　　　　　　　　　　　　　　　　　　　　　　　　　　　　　　　　　　　　　　　　　　　　
　

　
　

　
　

作者简介:杨学耕(１９８５—),男,工程师,２００９年至今一直在核动力院从事反应堆检修及退役工作

目前我国约有民用辐照站３００余家,根据国家规定:对“设计装源量不具备５０万 Ci(包含５０万

Ci)辐照源能力的辐照站”停止颁发营业资格证,并对其逐步实施退役;另外由于城镇扩建,原有的“设
计装源量具备５０万Ci辐照源能力的辐照站”需搬迁到远离市区,也需对原有辐照站实施退役.在对

这些辐照站进行退役或搬迁时,辐照站内有放射性废液(以下简称废液)急需进行处理,另外,辐照站

在异常情况下也会产生一定的放射性废液,这些废液的放射性活度浓度较低,属于低放废液,且数量

较少,如原某农科院辐照站积存的含有核素为６０Co的废液.放射性废液可能对公众环境造成危害,为
了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 GB８９７８—１９９６«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及

GB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低放废液应尽量采用槽式排放,其总α放射

性浓度最高允许排放值应不超过１Bq/L,总β放射性浓度最高允许排放值应不超过１０Bq/L,所以必

须对该废液进行处理.
传统的放射性废液固定处理设施可处理不同数量且成分不一的废液,但投资较大、处理区域相对

固定、专业人员及管理需求大、退役及维护费用高.由于辐照站分布地域较广,废液量相对较少,不适

宜建设固定的废液处理设施处理废液,因此需研制一种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对一些未建

立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的军用、民用核设施(主要针对各地辐照站)的废液进行处理.我所设计制作

了一套车载移动式废液处理装置,该装置既经济适用又安全可靠,并且拥有较高的利用率.
设计开发的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在某农科院放射性废液处理要求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其结构合

理,适合各种环境,能够处理低放射性废液;机动性强,覆盖范围广;减少固定装置的重复建设,减少装

置系统的退役和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

１　设计思路

目前,蒸发、离子交换和过滤等方法已广泛用于处理废液,过滤一般作为废液预处理手段,而蒸发

系统可以处理成分较复杂,活度浓度范围较广的放射性废液,但蒸发系统一般需要投资建设固定且系

统较复杂的设备设施,蒸发处理过程中的能耗较大,某农科院辐照站中的废液结构成分较单一,活度

浓度较低,因此不需要建立复杂蒸发系统来处理此低放废液.离子交换的选择性较高,适用于高纯度

的分离和净化,因此选择离子交换法处理此次的放射性废液.
此装置吸收以往废液处理经验,利用离子交换法进行废液中放射性离子的处理.将现有的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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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施适当的简化,缩小,整合成一种可放置于运输车上的可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该装置

主要利用物理过滤和离子交换的方式处理放射性废液,能处理低放废液,为了便于长途安全运输,因
此将该装置的上料系统、机械过滤系统、树脂交换系统和检测排放系统全部紧固连接安装在同一支架

上,装置可通过公路、铁路或水路整体运输,其中不锈钢管与阀门用于废液输送、调节控制及分段

检测.

２　设计方案

２．１　工艺流程

废液处理系统的工艺流程如图１所示.由于废液处理装置中可能残留一定的水汽,在排气管上

加装扩径管段,其后加装小型的气体过滤器,在废液处理前进行抽真空排气处理,机械过滤器、树脂柱

和检测槽上端接管处均连接有排气管,排气管集中导入到排气槽中,此排气槽直接与检测槽连接.
利用废液处理装置排气完成后,由上料泵将废液送入机械过滤柱,去除废液中的颗粒物,由于泵

的入口及出口有一管道连接,利用管道上安装的调节阀可以调节废液处理系统的处理流量.上料泵

出口连接管道过滤器以过滤较大较多的颗粒进入废液处理装置,废液从机械过滤器柱体流出后再送

入各个树脂柱去除废液中的放射性离子(如送入阳柱则去除废液中的阳离子,进入阴柱则去除废液中

阴根离子,进入混柱使阴阳离子交换反应进行较为彻底后),经过树脂柱后进入检测槽检测.
经检测后废液符合排放标准(总β放射性浓度小于１０Bq/L)时,待处理排放,排放前需调节废液

的pH,使废液pH 为６~９,以弥补树脂装填的不平衡;废液达不到排放标准(总β放射性浓度大于１０
Bq/L)时调节各个控制阀门联通检测槽与上料泵入口,将不合格废液重新返回至废液处理循环系统处

理,直至废液检测合格.在处理前需排除一个离子交换柱时,可通过调节控制阀门将此失效离子交换

柱跳过进行下一阶段的离子交换处理(如图１中,若要排除中间的一个树脂柱,则在处理前关闭F１Ｇ
１２、F１Ｇ７、F１Ｇ８、F１Ｇ１５,并开启F１Ｇ２、F１Ｇ３、F１Ｇ５、F１Ｇ６、F１Ｇ１３、F１Ｇ１４、F１Ｇ９、F１Ｇ１０、F１Ｇ１１).

在机械过滤器与上料泵间、树脂柱与检测槽间的水平直管段上均安装有压力表、流量计及电导

仪,以连续检测废液处理过程中系统的压力变化、流量变化和废液的电导率,防止废液处理过程中产

生通过废液量过大及树脂失效的情况发生,并监测流体压力.出现树脂失效时,停止废液处理,利用

排气系统加压缩空气更换树脂后再进行处理.在整个系统可根据待处理的放射性离子的不同进行树

脂更换和树脂柱排列.

图１　废液处理系统与检测槽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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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主要构件

根据各地辐照站的放射性废液累积量少、放射性较低、产生废液的区域较分散等特点以及对其的

处理要求,对装置的实用性和适应性进行了设计.对于某农科院辐照站的废液情况,初步确定设计的

装置处理量应达到１~３m３/h,由于废液的平均活度浓度约为３４．２５Bq/L,处理后活度浓度应小于

１０Bq/L,设计的处理装置净化系数约为１０.该装置(图２)包括:上料系统、废液处理系统及其车载固

定支架三部分组成.

图２　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示意图

　　１—处理连接系统;２—机械过滤器;３—装置排气系统;４—阴树脂交换柱;５—阳树脂交换柱;６—阴阳混合树脂交换柱;

７—装置短接系统;８—检测槽;９—整体运输支架;１０—上料系统;１１—循环处理系统:１２—排放装置

２．２．１　上料系统

上料系统由上料泵、液体输送管和管道过滤器组成,主要用于废液到废液处理系统的输送,由于

废液多存放于深井中,需用上料泵抽出井中的废液,上料泵的扬程选择在１０~１５m 之间,在泵的进口

处加装引水罐,使泵能够正常运转.由于不同的离子交换系统所需要的交换流量不同,选择自吸泵后

在泵的入口及出口端连接一液体输送管,并在此管上安装一调节阀以调节泵的流量,泵的进口端连接

引水罐抽取废液,使泵具有吸水高度,在连接泵出口管线端安装一个具有两道过滤作用的管道过滤

器.这样可过滤部分深井内沉积杂物,防止较多、较大的颗粒进入机械过滤器或树脂柱将其过滤装置

堵塞.上料系统用紧固件连接在运输支架上,便于整体运输,也便于根据实施现场的操作情况进行

拆装.

２．２．２　废液处理系统

废液处理系统由一个机械过滤器、相对应的若干个树脂柱、一个检测槽以及若干测量仪表、不锈

钢管和相应的阀门组成.根据运输及放射性废液处理辐射防护要求,通过计算,将机械过滤器、树脂

柱以及检测槽选择合适的材质及壁厚.
(１)机械过滤器

机械过滤器用于过滤废液中的颗粒杂物,主要起物理过滤作用.机械过滤器与树脂柱之间通过

钢管联通,过滤器筒体下端都连接有反冲口和排水口,可通过取样检测废液中放射性离子活度浓度,
过滤器筒体间填充过滤砂作为过滤介质.

(２)树脂柱

树脂柱设计数量为三个,设计排列顺序为阳、阴及阴阳混合柱,但在实际使用时,可根据处理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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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所含放射性离子的不同,实时选择各树脂柱中阴、阳及混合柱的数量和处理排列顺序.
(３)检测槽

检测槽用于检测经过废液处理系统处理后的废液放射性浓度,小于１０Bq/L的废液暂存于检测

槽中,废液处理完毕后集中排放;超过１０Bq/L的废液返回,重新采用离子交换法处理.检测槽上设

计装有液位显示器,显示检测槽中的液位,以方便检测废液处理量,防止处理系统超过其处理量而损

坏设备.检测槽上还留有酸碱调和剂加入口,可在处理现场检测废液pH 是否在６~９,若不在规定范

围,则通过酸碱调和剂入口加入调和剂调节废液pH.检测槽通过紧固件与运输支架连接,方便将其

与支架拆除分离,用汽车吊将检测槽吊装在废液排放转运汽车上,方便处理后的废液排放运输.

２．２．３　车载固定支架

车载固定支架主要用于废液处理系统在运输车上的固定放置,支架上配备有阶梯及操作平台,方
便在废液处理时的人工操作,为满足安全运输及交通工具的要求,因此整个装置及支架外形尺寸及重

量可根据运输车辆的尺寸和载重进行调节,装置可用于公路、铁路及水路的运输.考虑到核安全和长

途运输安全,必须要将该装置的三个系统全部安装在同一支架上.此次项目中选择交通工具为箱式

汽车(箱车:箱体净空２８００mm×１７３０mm,箱底板距地面１０２０mm,载重４．５t),因此整个装置及支

架外形尺寸不能超过２６００mm×１６３０mm×３３８０mm.整个系统间由不锈钢管和不锈钢球阀、截止

阀连通;支架的选材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型号的角钢及槽钢拼焊而成.

２．２．４　电气、仪表操作控制装置

在整个处理装置中各安装了一个压力表(测量范围０~０．３ MPa)、一个流量计(处理流量１~
３m３/h)和一个电导仪(电导率的测量范围０~２００μS/cm),现场安装一个就地控制箱.其中压力表

就地显示压力,就地控制箱内包括上料泵(额定电压３８０V、额定功率０．７５kW)的启停控制,流量计和

电导仪二次仪表显示.

３　本装置的特点

３．１　二次废物最小化

装置用于处理非放废水时,其中所用的过滤介质可再生复用,大大减少了二次废物产生.用于废

液处理的树脂在达到饱和状态后,车载装置上设计有用于树脂回收的出料口,方便回取树脂.回取的

树脂可再生后重复使用.再生是用化学药剂将树脂所吸附的离子和其他杂质洗脱除去,使之恢复原

来的组成和性能.

３．２　装置一体化

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将现有的废液处理设施适当的简化、缩小,将上料系统设备、机
械过滤设备、交换处理设备和检测排气设备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形成一整体装置.机械过滤器、树脂柱

均通过法兰组件连接固定在车载固定支架上,检测槽与整套装置紧固连接,可在废液处理完成后单独

从支架上拆卸,方便处理后的废液排放运输.上料系统的泵启动电气设备、检测槽上的液位指示计直

接安装在各机械设备上.各树脂柱与检测槽上的温度检测系统、机械过滤器、各树脂柱和检测槽上的

放射性检测系统均直接安装在各机械设备上,方便检测及移动.

３．３　车载移动性

由于整个装置及支架外形尺寸为２５６０mm×１６３０mm×３１４０mm,可以放置在箱体净空

２８００mm×１７３０mm,箱底板距地面１０２０mm,载重４．５t的箱式汽车上,且为了保证整个系统在运

动中的稳定性,支架选择不同型号的角钢及槽钢拼焊而成,使得整个装置系统可车载移动,与货车紧

凑配合便于公路或铁路运输,且防雨、防水;由于将放射性处理装置都统一放置在一个整体内,设计制

作的装置体积及高度都较小,设计制作的车载固定支架可方便将其放置在运输车上,并可随车可四处

移动,整个装置及支架外形尺寸及重量可根据运输车辆的尺寸和载重进行调节.对于含有不同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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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核素的放射性废液,将该装置的树脂换成相对应的处理树脂,可使装置在不同的区域重复使用.

４　本装置创新性

车载移动式废液处理装置是我国首套车载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该车载移动式废液处理装置的先进性如下所述:
(１)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和检测槽一体,整个装置系统车载移动;
(２)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可在不同的区域重复使用;
(３)装置的使用率较高,减少固定装置的重复建设,减少了装置系统的退役和放射性废物的产生

量;更换过滤介质可处理医疗及工业废水.

５　使用验证

根据某农科院废液的特点,经过计算,将废液处理装置的机械过滤器设计形成的外形尺寸为

ϕ３００mm×１８００mm,每个树脂柱的外形尺寸为ϕ４００mm×２８６０mm,检测槽外形尺寸为ϕ１３４０mm
×１８６０mm的不锈钢罐,整个系统间由ϕ３２的不锈钢管和 DN３２的不锈钢球阀、截止阀连通,该装置

经过一定的试验比对和设备调试改进后,初步呈现稳定安全状态,并在某农科院辐照站进行了现场实

施.由于处理合格后的废液需要运至离现场３０km以外排放,考虑到运输方便,因此将检测槽的内径

及高度设计制作的较小.因此辐照站内的放射性废液需要分批次处理.由于该辐照站的放射性废液

中主要存在放射性阳离子(Co２＋ ),其设计树脂柱数量为三个,排列顺序为阳、阳、混合树脂柱.
设计、加工的废液处理装置系统成功处理了在某农科院辐照站贮源主井内大约３．３３m３,活度为

２４．２Bq/L~４４．３Bq/L的核素为６０Co的放射性废液,处理后的废液经云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进行取

样检测,测量值低于其所用测量设备的检出限(其中６０Co的检出限为１．７Bq/L,总β的检出限为

０．０６１Bq/L,总α的检出限为０．００１６Bq/L),处理后的放射性废液分三罐排放至云南省安丰营的云

南省城市放射性废物库蒸发池内.该装置运行安全可靠,保证了某农科院辐照站的安全运行.

图３　某农科院放射性废液处理前后水质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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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此前,车载废液处理装置在国内处理放射性废液的领域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早在１９８７年,法国

的索马费尔公司就申请过可移动式低放处理装置的专利.其装置是可移动的,将废液调制中性后,通
入雾化器,雾化器有一个涡轮,空气由电加热器加热然后送到雾化器,以提供低放废液颗粒,将此颗粒

封装在树脂中.这套装置可应用于工农业生产的废液处理,但相比本文介绍的车载移动式废液处理

装置,该装置结构及操作都较复杂,废树脂产生量较大.车载移动式放射性废液处理装置是一种吸收

以往废液处理经验,将现有废液处理设施适当的简化、缩小、整合成可放置于运输车上的可移动式处

理装置.减低了建设大型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的投入成本,也降低了安全风险.
本装置可应用于未建立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的医院放疗科室、民用辐照站等产生的少量及区域

分散的放射性废液处理;经过调整该装置的尺寸外形和重量还可应用于未建立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

的核电站等其他核设施的较大量的低放废液处理;同时本装置更换过滤介质还可处理医疗及工业

废水.

AvehicleＧmountedmobileradioactive
liquidwasteprocessingdevice

YANGXueＧgeng,CHENXuＧmin,WUYong,ZHOUYanＧwei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０５,China)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akindofusedtohandlenuclearfacilitiesrunproducesradioactive
wasteliquidintheprocessofvehiclemobiledevices．Mainapplicationobjectforcivilianirradiation
station,medicalinstitutionssuchastheradioactivewasteliquid,suchinstitutionsduetothewidely
scatteredregion,wasteliquidquantityisrelativelysmall,notsuitablefortheconstructionofafixed
radioactiveliquidwastetreatmentfacilities．Althoughthetraditionalfixedradioactiveliquidwaste
treatmentfacilitiescanhandledifferentquantityanddifferentcompositionofwasteliquid,but
investmentislarger,the processing areais relatively fixed,professionals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retired,andthehighcostofmaintenance．Andintroduceditsradioactiveliquidwaste
processingdevicehastheadvantagesofreasonablestructure,isapplicabletovariousenvironment,

abletohandlecivilirradiationstationsandmedicalinstitutionssuchasthelowlevelradioactive
wasteliquid,hastheadvantagesofstrong maneuverabilityand widecoverage,canreducethe
redundantconstructionfixedradioactiveliquidwasteprocessingequipment,reducefixedradioactive
liquidwastetreatmentplantsystemretirementanddischargeofsecondaryradioactivewaste．
Keywords:Vehicle;Portable;Radioactive;Wasteliquid;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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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压器安全阀压力定值整定与超标处理

马少亮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海盐３１４３００)

摘要:在压水堆核电厂中,稳压器安全阀为一回路系统的超压保护设备,对于保护压力边界完整,防止系统超压具有重

要的作用.美国三哩岛事件为稳压器安全阀开启后无法关闭造成一回路压力不断降低而造成.因此必须准确地保证

安全阀的定值,每一循环周期进行压力整定.本文对于开启与关闭压力超出定值范围的原因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的原

因进行不同处理.

关键词:稳压器安全阀;压力定值;压力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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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压水堆稳压器安全阀为先导式,每组安全阀包括保护阀与隔离阀,保护阀在上游,隔
离阀在下游,每台阀门包括阀体与先导控制柜,阀体与控制柜之间通过控制管线连接,传递压力.由

于稳压器安全阀关系到一回路的压力释放与保持,故准确的开启与关闭是至关重要的.若阀门在开

启整定值无法开启,会造成系统的压力不断上升,可能导致稳压器及一回路管道破裂,对核安全造成

极大的影响.若阀门开启后无法关闭,造成一回路蒸汽持续排出,造成堆芯过冷,在没有干预的情况

下,核反应堆功率将持续上升,导致核燃料融化,造成极大的事故.美国三哩岛事故,稳压器安全阀开

启后无法关闭为重要的原因.故需要每个燃料循环后,均需要对压力定值进行校验,压力定值超标

后,必须进行处理.本文介绍了稳压器安全阀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试验方式,并对压力定值的超标处

理进行了说明.

１　稳压器安全阀结构

１．１　阀体结构与原理

　图１　稳压器安全阀阀体结构

阀体结构主要包括阀头、活塞、阀杆、阀座、阀芯等部件(见
图１),保护阀与隔离阀结构基本一致,在自然状态下,隔离阀阀

芯与阀座有５mm 的距离,保护阀保持全关.阀门的开启与关

闭,主要依靠活塞上的水压力与阀芯处的水压力之差.
在系统正常运行,阀头腔室与阀芯相通,其压力均为系统

P,根据力学公式力F＝PS,则阀头腔室的力为F１＝PS,阀
芯前系统产生的力为F２＝Ps,故阀芯所受的压力差值为

F＝F１－F２＝PS－Ps＝P(S－s)
由于活塞的受力面积S 大于阀芯受力面积s,阀门开启之

前,阀门密封力F 随着系统压力的增大而增大,此特性区别于一

般的安全阀.当系统压力达到开启压力时,阀头压力释放,阀芯

依靠系统压力开启,释放系统压力.当系统压力释放至关闭压

力时,阀头与系统相通,依靠压力差关闭.

１．２　控制柜结构与原理

控制柜主要包括过滤器组件、整定组件、控制组件、电磁阀等组成,控制柜与外部连接有三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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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一回路系统相连的管线为脉冲管线,其连接至控制柜过滤器,传递系统压力.控制柜与阀头连

接的管线为控制管线.忽略过滤器等组件,对控制进行简化,安全阀的连接如图２所示.

图２　控制柜与阀头连接图

系统介质压力通过脉冲管线传递至控制柜活塞组件,压缩控制柜弹簧,推动弹簧杆、控制杆移动,
从而带动控制块去打开与关闭２路分流器 R１,R２(其功能相当于截止阀,２路分流打开,通道连通,建
立或释放压力,２路分流器关闭,通道关闭,保持压力),从而控制与阀头腔室的连通与关闭.

１．３　控制柜动作过程

控制柜主要为控制 R１、R２的开启与关闭,故系统、控制柜的状态有３种,分别为 R１开启、R２关

闭;R１关闭,R２关闭;R１关闭,R２开启.

１．３．１　R１开启,R２关闭

正常状态下,控制柜弹簧力大于系统在控制柜活塞处的压力,则控制杆在小弹簧的作用力下,R１
保持开启,R２关闭,此时系统压力通过脉冲管线一路经过过滤器、R１、控制管线进入阀头腔室,另外一

路直接到达控制柜活塞处.

１．３．２　R１关闭,R２关闭

系统压力不断升高,推动活塞、弹簧杆下移,进而推动控制杆下移,带动控制块离开 R１,则 R１关

闭,但还未接触到R２,则R２也依旧保持关闭.由于 R１关闭,阀头腔室与控制管线被完全封闭,其压

力在R２开启之前不会发生变化.

１．３．３　R１关闭,R２开启

当系统继续升高,活塞继续下移,弹簧杆与控制杆不断下移,带动控制块继续下移,直至完全打开

R２.此时脉冲管线、过滤器与控制柜活塞处依据为系统压力,而 R２开启,则阀头腔室通过控制管线、

R２、排水管线与大气相连,阀头腔室的介质压力迅速释放至大气压.此时阀芯前的压力依旧为系统压

力,则阀芯在系统压力的作用下上移开启,进而释放系统介质压力,起到系统超压保护作用.

１．３．４　R１关闭,R２关闭

由于阀门阀芯打开,主系统压力卸压,压力不断降低,作用于控制柜活塞处的压力也不断降低,在
弹簧力的作用下,控制杆与弹簧杆上移,带动控制块上移,控制块离开 R２,但还未接触到 R１,R１、R２
均关闭,阀门与控制柜均保持前一状态,阀头腔室与控制关系被完全封闭,仍旧保持为大气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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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芯前依旧为系统压力,阀门保持开启.随着系统压力的继续降低,控制杆的上移,带动控制块打开

R１,系统压力通过R１、控制管线进入阀头腔室,则阀头腔室与阀芯均为系统压力,回到第一种状态,则
阀门关闭.

２　阀门压力整定

为了确保阀门正常的开启与关闭,需要在每个燃料循环周期后,对控制柜进行压力整定.阀体部

分只是密封作用,控制阀门开启与关闭主要为控制柜.在大修期间,阀芯前对空,压力为大气压,故压

力整定过程中阀芯不会动作,只是控制柜的动作.用试验台模拟系统压力,将脉冲管线隔离线,用试

验台高压管线替代,可以实现压力的缓慢升高与降低.
在试验装置连接中,在试验台出口连接压力变送器 T１,用于测量试验台压力,阀头针形阀座处连

接压力变送器 T２,用于测力阀头腔室的压力,压力变送器系统均传输至示波器显示.试验结果示于

图３.

　图３　试验结果图

第Ⅰ阶段为升压阶段,对应于阀门的第一种状态,R１开启、R２关闭.
第Ⅱ阶段为保持阶段,对应于阀门的第二种状态,R１关闭、R２关闭.
第Ⅲ阶段开启阶段,对应于阀门的第三种状态,R１关闭、R２开启.
第Ⅳ阶段关闭阶段,通过试验台对控制柜进行缓慢卸压到关闭压力时,R１开启、R２关闭,试验台

中剩余介质与阀头腔室连通,故试验台压力陡降,T１曲线突变前的数值为阀门的关闭压力.
图形曲线以及数字显示,可以直接得到开启与关闭压力值,而且根据曲线的趋势,可以判断 R１、

R２的密封性.

３　阀门压力定值缺陷

阀门开启与关闭的理论压力定值为标准确定值,但在现场实施过程中无法同时准确满足,故实际

开启与关闭在标准值的上下公差范围内即可满足要求(见图４).
图４中PT１为开启值的下限,PT２为开启值的上限,PF１为关闭值的下限,PF２为关闭值的上限,PT

为开启标准值,PF 为关闭标准值,最小范围差Δ１＝PT１－PF２;最大范围差Δ２＝PT２－PF１,现场实际试

验结果开启值为P１,关闭值为P２,差值Δ＝P１－P２.根据实际差值与标准的范围之间的区别,试验结

果可以分为３种:Δ≤Δ１;Δ１＜Δ＜Δ２;Δ≥Δ２.

３．１　误差范围过小

Δ≤Δ１,即P１、P２ 压力值落在PT１、PF２之间,根据控制块厚度变化０．１mm,压力变化０．８bar的设

定值,而R１、R２不能同时开启,最大最小台阶差为０．３mm,在考虑０．１mm 的误差,则控制块在 R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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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２之间的移动距离最少０．４,否则在８．６mm台阶面可能导致R１、R２同时开启,则Δ最小为３．２bar,
设备标准定值最小Δ１ 为３bar,Δ≤Δ１ 这种情况在试验中不存在.

图４　压力定值范围示意图

３．２　压力定值范围合格

Δ１＜Δ＜Δ２,开启、关闭压力差在最大、最小范围内,此种状态符合理论要求,开启与关闭压力均可

落在各自标准值的公差范围内.若开启压力P１、关闭压力P２ 不在各自的范围内,通过同步增大或者

减小P１、P２ 使其在标准值范围内.

３．３　压力定值误差范围过大

Δ≥Δ２,即开启、关闭压力差值大于最大的理论范围差,此种情况最为复杂,需要先将Δ 调整至标

准误差范围内(Δ１＜Δ＜Δ２),在根据相应情况进行调整.

４　阀门定值调整分析与方法

标准值及其误差范围为系统规定值,无法进行更改,故需通过调整时Δ、P１、P２ 满足规定范围.
为了更为准确的调整,对控制柜整定组件、控制组件进行模型转换,进行受力分析.

４．１　控制柜模型受力分析

在控制柜中,单独R１、R２开启力、零部件重量与系统压力、弹簧力相比非常小,对压力整定的结

果影响较小,故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忽略.故影响压力定值只有系统压力、弹簧力以及活塞部分的摩擦

力.考虑到活塞的受力面积固定,为了便于分析,将活塞面积固定为单位面积,即压力与活塞所受的

力在数值上一致.
在阀门开启过程中,活塞向下移动,故此时摩擦力方向向上,故开启状态下的受力如图５所示.

图５　开启受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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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受力平衡:

NT＋f１＝P１ (１)
阀门在关闭过程中,活塞向上移动,故摩擦力方向向下,则关闭状态下的受力如图６所示.

图６　关闭受力图

根据受力平衡:

NF＝P２＋f２ (２)

由于开启与关闭时压力相差不多,可以认为密封与活塞之间的摩擦力保持不变,即记为f＝f１＝

f２.其中NT＝kδT,NF＝kδF,k为组合弹簧的弹性系数,与弹簧的特性有关,对于特定设备k保

持不变,δT 为R２完全开启的弹簧压缩量,δF 为R１完全开启时的弹簧压缩量.活塞开始或者停止动

作时,弹簧压缩量为δ,由于阀门关闭时,刚好为活塞停止动作,则δF＝δ.R１完全开启至 R２完全开

启,控制块的移动距离为L,则δT＝δF＋L＝δ＋L.
将以上变化量分别代入方程(１)、(２)得到:

P１＝NT＋f１＝k(δ＋L)＋f (３)

P２＝NF－f２＝kδ－f (４)

Δ＝P１~P２＝(k(δ＋L)＋f)－(kδ－f)＝kL＋２f (５)

４．２　定值调整方式

对于压力定值误差范围过大Δ≥Δ２,需将Δ调整至Δ１＜Δ＜Δ２,根据方程(５),假设摩擦力不变的

情况下,Δ只与控制块移动距离L 有关,要减小Δ,只需要减小L即可.R１、R２的安装位置,按下深度

确定,减小L,则只能通过增大控制块的厚度来实现,控制块有４个可以变换的台阶厚度分别为

８．３mm、８．４mm、８．５mm、８．６mm,厚度增大０．１mm,相应的控制块移动距离减小０．１mm,则Δ的

值减小为０．８bar,故Δ最大可以调整２．４bar.通过计算得出需要将控制块调整的台阶面,松开导向

杆,将控制块调整旋转至需要的台阶.台阶面的选择,满足调整范围Δ后,按尽可能小的原则考虑,为
以后的调整留有余量.

将Δ调整完成后,需要查看P１、P２ 是否在标准值范围内,如在标准值范围内,则压力定值调整合

格,若不在标准值范围内,则通过调整使P１、P２ 合格,由于Δ 满足要求,故一定可以调整至标准值

范围.
对于先决条件Δ满足,则移动距离L无需调整,根据方程(３)(４),需要调整P１、P２,则只能调整初

始弹簧压缩量δ,增大初始压缩量δ,则P１、P２ 同时增大,反之亦然.选取P１、P２ 与标准值范围相差较

大者进行调整,但同时保证另一值不超出范围.调整弹簧的初始压缩量,则只需要调整弹簧调整螺母

即可,螺母旋转一个面 (即 ６０°),弹簧的压缩量变化为螺母的螺距的 １/６,P１、P２ 的 压 力 值 变

化３．２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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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阀门定值特殊缺陷处理

对于特殊的缺陷为Δ超出范围,即Δ≥Δ２,但控制块已然在８．６mm台阶上,控制块厚度达到最大

厚度,制块的移动距离L达到最小,无法进行调整.不能通过增加控制垫片进行调整,其在解体检修

时,已然为最大值,若再增加控制垫片,可能会发生 R１、R２同时开启的情况.在某电厂大修期间,进
行稳压器安全阀压力整定过程中,其中一台阀门出现此情况,其标准值及其误差范围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安全阀标准范围

标准值 误差范围 修正后标准

开启 １６９ １６９±１ １６８．４~１７０．４

关闭 １６３ １６３(＋３/－１) １６２．４~１６６．４

得出:
最小范围差　Δ１＝１６８．４－１６６．４＝２
最大范围差　Δ２＝１７０．４－１６２．４＝８

现场实施时,记录控制块的位置,已然在第４台阶(８．６mm).进行初步压力整定得出:
开启压力 　P１＝１７０．８９
关闭压力　P２＝１６１．６０

Δ＝１７０．８９－１６１．６０＝９．２９
Δ＞Δ２,属于超出范围差的缺陷,但台阶面已然为最大８．６mm,无法通过旋转控制块来调节.
根据方程(５),Δ调整与控制块移动距离L 与摩擦力f 有关,前面叙述为摩擦力不变的情况下分

析.控制块移动距离L无法调整情况下,只有通过摩擦力进行调整.说明在控制柜整个动作过程中

f可以认为不会发生变化,摩擦力为压力与摩擦系数的乘积,压力在动作过程中变化不大,可以认为

摩擦压力不变,只有通过改变摩擦系数进行调整,而摩擦系数只是与两接触物体的材质、表面情况有

关,因此改变整个过程中的摩擦力,只有改变物体的表面接触情况.对于控制柜改变活塞套与活塞密

封面之间摩擦情况即可,这也说明压力定值超标的原因为活塞密封与活塞套之间的接触情况发生恶

化,造成摩擦力变大.根据方程(３)、(４)摩擦力变大,P１ 变大,P２ 减小,此为压力超出范围的表现.
针对此缺陷,分析原因为活塞密封与活塞套的接触恶化,则在不整体解体控制柜的情况下,在线

拆除活塞.为了避免弹簧杆止推垫片的损坏,且活塞套不受弹簧力,拆除活塞时更加容易,需要将弹

簧进行强制压缩.
拆卸活塞与活塞套,发现活塞套有划痕(见图７),证实了此前的分析,活塞套与密封之间的接触情

况恶化,导致摩擦力增大,从而使压力定值超标.

　图７　活塞套缺陷

由于磨损较大,且处于精密设备的关键部位,故采取更换的方式,更换活塞套与活塞密封,重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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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装配后活塞动作数次.回装组件时依旧要强制压缩弹簧,并且需注意的是活塞套压盖垫片需要

用防咬剂粘贴在活塞套压盖上,防止垫片掉落进而损坏.将所有部件回装且紧固力矩后,使用试验台

进行打压试验,以确保更换密封后,控制各个部位无渗漏,合格后重新进行压力整定试验,得出开启与

关闭值:
开启压力值 P１＝１６９．１６
关闭压力值 P２＝１６４．２６

Δ＝１６９．１６－１６４．２６＝４．９
Δ１＜Δ＜Δ２,合格且压力定值在范围内,由于控制块台阶面已处于第４台阶处,无调整余量,且Δ

至距离Δ２ 有一定的余量,故可将控制块的台阶面降至第３台阶面,重新试验后得出试验值:
开启压力值 P１＝１６８．９８
关闭压力值 P２＝１６３．４８

Δ＝１６８．９８－１６３．４８＝５．５
压力定值与误差范围均合格.

６　总结

稳压器安全阀对于主回路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必须确保正常的开启与关闭,对于出

现的缺陷,通过分析,得出可能的缺陷原因,针对此原因进行验证.确定原因,分析处理解决问题的定

量方式,准确地调整处理,消除缺陷,保证设备的可用性,从而维护设备、系统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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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核电站柴油发电机厂房油系统管道清洗技术

钟　萍,李俊明,刘世界,姜　帆,吴　巍,汪先友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AP１０００核岛堆型油系统管道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的辅助润滑油及燃油系统,AP１０００核岛建造过程中对油系统

管道内部的清洁度要求较高,其清洁度的质量也是保证核岛备用电源系统内各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随着

目前国内核电技术日益更新,其油系统管路设计复杂多变,这也提高了对系统清洗技术的难度要求.本文主要针对

AP１０００核电站油系统管道清洁度处理过程的酸洗及油冲洗清洗技术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系统特性方面的分析来确

定在线清洗所需流量及压力等参数,从而确定清洗设备选择的依据.通过清洗过程发现问题的总结,最终确定清洗的

工艺流程.通过分析其操作过程中温度、压力以及流速等因素对清洗效果的影响,确定了清洗工艺的过程控制技术要

求.最后从各个标准及规范要求等角度综合评价,确定了可行性的验收准则,为最终系统清洁度的验收指明方向.本

文的一些研究分析可为后续其他各种堆型核岛油系统清洗提供借鉴,并可适当推广应用到其他工业液压系统的管道

清洗.

关键词:酸洗;油冲洗;清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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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堆型压水堆核岛柴油机厂房内装备了２台额定功率为６６６０kW 的１８PA６B四冲程型柴

油发电机.备用柴油发电机拥有一个重要的非安全功能,为反应堆冷却系统提供后备电源,可将反应

堆堆芯的余热带走,也是核电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
每台发电机直接与柴油机相连,每个柴油发电机组都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并由多个子系统

组成,主要包含启动空气系统、高低温水冷却系统、润滑油系统、燃油系统以及调速器系统等.工艺系

统部分管道均直接与柴油机相连,其清洁度要求比较严格.保证好各个系统的清洁度是整个柴油发电

机组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所以每个系统接机前都必须按要求进行管道清洗处理.其中润滑油及燃油系

统管道的清洗关键工序为化学清洗及油冲洗,高质量的清洗工艺能有效保证柴油机运行过程中管路通

　图１　清洗流程说明图

畅,设备的各个部件运行正常、损伤更少.本文主要从清洗设

备选型、清洗效果影响因素以及最终的质量验收方法等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确定了一些施工方法和原则,从而使管道系统清

洁度达到预期的效果.通过此工艺方法的研究扩展,也可为其

他工程的液压类系统管道清洗施工提供借鉴参考.

１　清洗工艺流程

AP１０００核电站柴油发电机厂房油系统管道具有管道布

局跨度长、高差大、管径不一以及设备接口多等特点,其现场

安装焊接量大、周期长.安装过程中极易造成对管道内部的

污染和锈蚀.核岛建设过程管道系统清洁方式主要包含有

水冲洗、吹扫、化学清洗及油冲洗等.根据各个工艺的不同

特点,应将这几种工艺综合运用,以保证油类管道清洁达到

最佳的效果,主要流程归纳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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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清洗工艺参数及设备选型

２．１　系统特性

管道系统特性应作为清洗工艺参数确定的主要参考依据,AP１０００核电站柴油发电机厂房油系统

主要特性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系统特性表

系统类型 柴油机机带泵参数 介质参数 系统管道特点

滑油 输出流量:１３８m３/h
输出压力:６００kPa

壳牌佳力雅CD４０
运动黏度:１２．５~＜１６．３mm２/s
闪点:＞２２５℃

６″管道为主,管线较短

燃油 输出流量:４m３/h
输出压力:３００kPa

－１０＃ GB２５２—２０００
运动黏度:３．０~８．０mm２/s
闪点:＞５５℃

２″管道为主,管路分支较多,跨度

较长

２．２　水冲洗

水冲洗主要特点有:核岛最常规的冲洗方式,操作简单,安全性高.冲洗效果应以介质在紊流状

态下进行为最佳,更容易冲刷掉管壁附着物.根据流体力学方程,可以通过判断雷诺数来确定是否达

到紊流.

Re＝Dυ/μ
式中:D———管路直径;

υ———流速;

μ———介质黏度.
当雷诺数Re＞Rec(临界雷诺数２０００)时为紊流状态,常规核岛冲洗泵组流量可达１２０m３/h,使

６″管道冲洗流速达１．８m/s,完全满足各规格管道紊流要求.通过利用高压高流量水泵对油系统管道

进行分段冲洗过滤杂质,能够有效清理管内大颗粒杂质等污染物.

２．３　酸洗

酸洗主要是利用酸液对氧化物的溶解以及腐蚀过程产生氢气的机械剥离作用,最终达到除锈和

除去氧化皮的目的,再通过钝化作用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保护性的钝化膜,防止管道进一步腐蚀.由

于 AP１０００核电站油管道焊接连接形式较多,不易拆除,所以应排除槽式酸洗方法,采用在线循环带

压酸洗.
酸洗主要依靠酸液的化学反应作用来达到清洗的效果,所以对管道内的流速和压力等要求不高,

综合推荐使用泵参数DN８０/２８０L/min.
工业上常用酸洗液有如下几种,详见表２.

表２　工业酸洗液对比表

酸液名称 浓度 优点 缺点

盐酸 ３０％ 除锈能力强,速度快,价格适中 易挥发,难操作,可形成带腐蚀性的Cl－

硫酸 ３０％ 稳定不易挥发,价格便宜 需加温处理,易造成过腐蚀

硝酸 ６５％ 可生成氧化亚铁膜,具有耐蚀性 易挥发,与金属反应可产生有害气体

磷酸 １０％ 弱酸,安全性好,可生成磷酸盐保护膜 价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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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分析,由于是针对已安装完成的管道内部进行现场除锈操作,应综合考虑安全性和可操

作性,所以选择低浓度的磷酸溶液更为合适.

２．４　油冲洗

冲洗过程主要是通过泵的带动使管道冲洗介质达紊流状态,不断冲刷管壁,将杂物带出.管道内

介质到紊流状态最小流量计算式如下:

Q＝６VA
式中:Q———冲洗泵最小额定流量,L/min;

A———冲洗管道横截面积,cm２;

V———产生紊流的最小流速,m/s;

V＝０．２μ/D;

μ———冲洗油的运动黏度,mm２/s;

D———冲洗管道内径,cm.
由此可计算出６″润滑油管道冲洗最低流量要求Q＝２０．８m３/h(按４０℃时黏度２４mm２/s计算),

２″燃油管道冲洗最低流量Q＝２．３m３/h.泵选型的过程主要根据系统内管径最大的管道最低冲洗流

量要求以及系统特性情况进行确定.
(１)润滑油泵:根据上述计算及１．１节的系统特性,由于润滑油黏度较高,应选取齿轮油泵,再根

据管路规格以６″为主,泵选型基本参数:流量Q＝１００m３/h,功率P＝５５kW,压力P＝０．６MPa,出口

直径D＝DN１５０.
(２)燃油泵:根据燃油系统特性,燃油管路跨度长,沿程压力损失较大,介质黏度低,且具有易燃易

爆的特性,所以应选择大流量防爆型离心泵,泵选型基本参数:流量Q＝２９m３/h,功率P＝１１kW,扬
程 H＝６０m,出口直径D＝DN６５.

(３)过滤器选取过程应主要从过滤精度和冲洗施工过程需要经过多次拆除清洗的特点考虑,经过

前期水冲洗和酸洗处理管道内部清洁度基本已经达到较高标准,可采用不锈钢滤网的篮式过滤器(燃
油１００~２００目,润滑油２００~３００目)进行过滤.对于跨度较长、高差大的管线还应设置分段过滤点,
防止杂质沉淀管内.

３　清洗过程影响因素控制

３．１　酸洗

通过 AP１０００核电站柴油发电机厂房油系统管道施工经验表明,在线酸洗效果由于现场酸洗操

作手段有限,仍无法避免出现部分酸洗不彻底的后果.影响酸洗效果的主要因素有:(１)酸洗反应过

程产生气体,局部位置无法排出而导致酸洗不彻底;(２)管道管径不一串联成回路使得部分管道限流,
从而导致酸液流动缓慢,氧化物反应不彻底,整体管路的温度也无法得到很好的上升;(３)焊接处氧化

皮太厚,未完全剥离;(４)酸洗时间不够,导致酸洗不彻底,钝化时间不够,钝化膜未完全形成,从而造

成返锈.
通过原因分析,可采取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措施:(１)进出口管道的设置,应按照低进高出,尽量将

同规格管道串联成回路,或按大管到小管的原则进行,保证酸液充满整个管路并有一定流速冲刷管

壁;(２)对于管道系统高点无排气点管线,可设计如图２的排气装置,通过管内加压使气体从１/２″排气

管排出,解决部分气阻问题;(３)在酸洗过程中用木槌沿管线从头至尾进行１次敲打振动.重点敲打

焊口、法兰、变径、弯头及三通等部位,加快氧化铁皮等杂质的剥落;(４)应合理控制酸洗回路大小,管
道长度尽量控制在２００m以内,整体容积在２m３ 以内,使酸洗液得到有效发挥;(５)由于酸洗所采用

的溶液均为低浓度溶液,反应时间应尽量加长,酸洗循环时间应控制在２~４小时,钝化循环时间同样

保持２~４小时,并可利用夜间时间浸泡一整夜,来加强钝化膜的形成效果;(６)应在酸洗槽内设置一

块酸洗试件,通过观察试件的状态来判断和分析系统管路的酸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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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排气装置设计示意图

３．２　油冲洗

３．２．１　冲洗温度控制

润滑油冲洗介质黏度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温度低黏度大的时候较容易将管内杂质随冲洗油带

出,温度高黏度低的时候更容易达到紊流状态,冲刷效果较好.所以在冲洗过程中应持续不断进行高

低温交换冲洗,以达到最佳的冲洗效果.经现场施工经验反馈,润滑油连续冲洗９小时后油温可自然

升温到６５℃,再从６５℃降至３０℃则还需经６小时的自然冷却时间.所以为达到最合理的温度控制

效果,对冲洗回路无需设置加热装置,应增加合适的冷却设备.

３．２．２　冲洗回路管道设置

油冲洗过程回路管道设置示意图如图３,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１)回路中规格不一串联导致

介质限流,泵负载过大,大管冲洗效果不佳.(２)管线较长,AP１０００核岛燃油冲洗管道单回路最长距

离达２００m(包括临时管线),加上管线弯曲部分较多,造成沿程压力损失增加,进出口压降较大.冲洗

测量结果显示压降在０．２~０．３MPa之间,这样回路末端冲洗效果显然会下降,并可能造成杂质沉淀

的后果.(３)临时管线清洁度未达要求,造成冲洗周期延长,影响冲洗效果判断.
通过原因分析,可对回路设置采取如下对应的优化措施:(１)对于管线规格与泵规格差别较大的,

应进行小管与大管并联冲洗,使泵在正常状态下工作.(２)对于较大冲洗回路,应将较长的回路再进

行小回路划分,缩短单回路的长度,或提高冲洗泵的额定出口压力.(３)所有临时管线应采用不锈钢

管道,全氩焊接,并尽量与油冲洗前的酸洗回路连接一同进行酸洗和吹扫.

图３　油冲洗回路设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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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验收准则

经过多道工艺的处理,最终清洁度是否能够满足设计或厂家要求,应主要从冲洗管路内壁清洁

度、过滤器滤网杂质以及冲洗介质油的质量这三方面来判断.综合各个标准及 AP１０００核电站柴油

发电机厂家文件要求,其油冲洗最终清洁度验收的质量方法和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
(１)滤网杂质检测:冲洗后检查滤网,无任何肉眼可见的杂质.
(２)称重法:在滤油器后油路中取样,油样经溶剂稀释后用过滤器或滤纸过滤,经烘干处理后,滤

出物质量小于油样质量的０．０５％则清洁度合格.
(３)系统抽检法:使用内窥镜,选择管路中管径较大,理论上流速较低并易拆卸的部位进行检查,

若抽检部位管道内不存在任何锈迹、焊接氧化皮及其他异物等,则判定整个管道油冲洗质量合格.
验收过程中应先根据检测滤网杂质情况来判断油冲洗的基本状况,若存在较大质量问题,则应在

冲洗一段时间后对冲洗介质油进行取样分析,通过分析判断是否需要更换新的油来重新进行冲洗.
若冲洗正常且满足准则要求,则可结束油冲洗,并在系统恢复前通过系统抽检法对管道内壁进行检查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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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钢制安全壳曲面厚板大直径开孔工艺

杨久贺,尹付军,梁俊松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金山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钢制曲面厚板大直径开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钢板厚度大,二是孔洞尺寸大,三是孔洞尺寸相对于曲面曲率

半径的比值较大.一般情况下,当该比值大于０．２时,孔洞的平面投影轮廓和曲面展开轮廓的差异不容忽视,且影响

程度会随着比值的增大而增大.另外,在曲面曲率的影响下,板厚越大,采用传统方法开孔的尺寸误差也越大.若这

些影响被忽视,将导致孔洞尺寸误差较大甚至不合格.针对曲面厚板大直径开孔,传统的现场加工方法是切割时保留

一定的切割余量,通过反复打磨、比对,以达到合格的尺寸,这种方法的加工时间长,工作量大.浙江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

站是我国首个第三代核电站,其钢制安全壳是立式圆柱形大型压力容器,半径１９８１２mm,最大板厚为４７．６mm,其壳

体上的设备闸门安装孔直径７０１５mm.该孔洞直径与安全壳壳体曲率半径比值达到０．３５,属于曲面厚板大直径开

孔.本文以浙江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站钢制安全壳设备闸门安装孔为例,首先描述了施工现场开孔的一般方法,引出影

响开孔尺寸的四个因素,即曲率偏差、闸门尺寸偏差、板厚和划线方法,分析了各因素对开孔精度的影响,并针对这些

影响因素提出了解决的方法.文章最后描述了三门核电钢制安全壳设备闸门开孔划线、加固和切割的过程.实践表

明,本文所提出的曲面厚板大直径开孔工艺能够满足孔洞尺寸的设计要求.该方法适用于核电钢制安全壳、储罐等容

器的现场大直径开孔,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AP１０００;钢制安全壳;曲面厚板;大直径;开孔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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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核电反应堆厂房采用双层安全壳结构,外层是钢筋混凝土筒体墙,内侧为钢制安全壳

(CV),是核电站反应堆第三道安全屏障.CV属于大型压力容器,由上下两个椭圆封头和圆柱形筒身

组成,设计内径为３９．６２４m,内表面高度为６５．６３３m,设计壁厚为４１．３~４７．６mm.CV上有两个设

备闸门(H０１和 H０２)和两个人员闸门(H０３和 H０４),是CV上尺寸最大的贯穿件.其中设备闸门的

开孔直径为７０１５mm,人员闸门开孔直径为４０４３mm,闸门补强板与CV钢板之间为双面坡口对接

焊缝,允许组对间隙为０~５mm.
闸门补强板和CV钢板之间的焊缝为封闭焊缝,且板厚较厚,焊缝拘束度大,若开孔不精确,焊缝

间隙过大,必然会导致过多的填充金属和焊接热输入,从而产生较大的焊接变形和内应力;CV钢板材

料为SA７３８ＧGr．B,属于低合金高强度钢,内应力过大易导致焊缝出现裂纹.因此准确的开孔尺寸有

利于减小焊接变形和内应力,提高焊接质量;其次,由于开孔尺寸大,开孔尺寸不精确就会增加后续打

磨的工作量;另外,由于闸门补强板的直径误差为０~２０mm,这使得使用直尺和划规直接划线的方法

不能应用于此.此外,划线方法、曲率偏差和 CV 板厚等因素均会对开孔精度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开孔的难度.

其他一些精度较高的开孔工艺,比如线切割、高压水枪切割等,只适用于车间等作业环境良好的

场合,不适用于施工现场的复杂环境.此外,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些精度较高的切割设备采购成本

较大,适用于大批量切割作业,对于闸门这种一次性的开孔作业,经济上非常不合理.
本文以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一期工程CV闸门开孔为例,阐述了影响曲面大直径开孔精度的各种因

素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为曲面大直径开孔提供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工艺.

１　闸门开孔工艺简述

CV上４个闸门(H０１~H０４)的开孔工艺基本相同,现以设备闸门 H０２为例进行开孔工艺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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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H０２重约２５．８t(不含导轨及闸门盖),其位置横跨筒体第１、２圈钢板及底封头钢板,其中筒体

第１圈钢板设计厚度为４７．６mm;筒体第２圈钢板设计厚度为４４．５mm;底封头钢板设计厚度为

４１．３mm;三者以内表面为基准对齐.设备闸门 H０２结构如图１所示.
直径较大的曲面开孔常采用热切割的方法,对于直径２m 以下的开孔,一般采用大圆切割机;而

更大的开孔,通常采用三维轨道切割机,如图２所示,切割机为柔性可调节轨道.切割前,首先在曲面

上划出切割线和轨道线,然后根据轨道线布置切割机轨道,调整割嘴角度,即可切割.

图１　闸门 H０２结构图

１—CV筒体钢板;２—闸门补强板;３—闸门套管;４—C底封头钢板

图２　三维轨道切割机

１—磁铁;２—切割机;３—柔性轨道

２　影响开孔划线精度的原因分析

２．１　曲面大直径开孔划线分析

曲面大直径开孔,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是指开孔的绝对尺寸较大,第二是指开孔直径(d)与曲面

半径(R)的比值较大;当二者比值d/R≥０．２时,而闸门孔洞直径与安全壳壳体曲率半径比值达到

０．３５,属于曲面厚板大直径开孔.因此,孔的平面投影轮廓和曲面展开轮廓的差异不容忽视,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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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会随着比值的增大而增大.对于设备闸门 H０２,开孔位置横跨两种曲率的钢板(CV 筒体与底封

头钢板曲率不同),曲率的影响更加复杂.
其次,闸门补强板制作偏差和曲面曲率的偏差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再次,曲面大直径开孔中,板厚也是影响开孔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板厚越厚,产生的偏差就

越大.

２．２　钢板曲率对开孔精度的影响

对于圆形贯穿件,如果是在平面上开孔,划线作业比较简单,只需确定开孔中心,然后以开孔尺寸

为半径,用画规在平面上画出一个正圆形即可.而对于曲面上的圆形开孔,需要在曲面上画出一个

“在平面上投影为正圆”的空间曲线,因此无法直接在钢板上进行划线操作,具体原因如下.
如图３所示,在曲面上以O 点为圆心,开出一个半径为R 的孔.若将划规的尺寸调整至R,在钢

板上以O 点位圆心画圆,在竖直截面B－B上,实际划线半径为R,但在水平截面 A－A上,由于曲率

的存在,导致实际划线半径为 H,由直角三角形性质可知 H＜R,即实际开孔尺寸小于理论开孔尺寸.
由于各个截面的曲率不同,H 值也各不相同;由B－B向 A－A截面,H 值逐渐减小.

图３　曲率对开孔的影响

１—划线规;２—曲面钢板

２．３　曲率偏差对开孔划线的影响

图４　曲率偏差对开孔的影响

１—补强板;２—套管;３—开孔

除上述钢板曲率对开孔精度有影响外,钢
板实际曲率与设计曲率的偏差,也会对开孔精

度产生影响.
如图４所示,尽管开孔尺寸和补强板尺寸相

同(弦长),但由于CV本身在安装焊接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变形,导致CV钢板实际曲率与设计曲

率相比存在偏差,使得“开孔处截面的弧长”与
“补强板相应截面的弧长”不一致,将使得闸门

安装调整时,若CV开孔位置的实际曲率大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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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曲率,会导致两侧的坡口相互挤压,而中间的错边无法调整,反之,若实际曲率小于设计曲率,则会

产生较大的组对间隙.
解决的办法是:在开孔前实测开孔位置的钢板曲率,根据钢板实际曲率,利用 CAD软件建立模

型,并计算出因曲率变化而产生的开孔尺寸修正值,根据修正值调整划线尺寸.

２．４　闸门补强板制作偏差对开孔精度的影响

贯穿件补强板在预制过程中会产生偏差.对于CV设备闸门 H０２,其补强板设计直径为７０１０．２mm,
设计规定补强板直径的允许误差为０~２０mm,而这个偏差远远大于开孔和焊缝组对间隙允许误差

(组对间隙允许范围０~５mm),故划线时必须考虑.
对于开孔尺寸较小的贯穿件,补强板制作偏差较小,在施工中常以设计尺寸为准直接划线.对于

设备闸门 H０２,需要测量出补强板的实际轮廓,以实际的尺寸为基准进行划线.

２．５　板厚对开孔划线的影响

曲面开孔划线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板厚,如图５所示,R 为划线尺寸,也是开孔目标尺寸,
而L是按照投影线切割的开孔尺寸.很明显,在竖直位置,L＝R;而在水平位置,L＞R.由 BＧB向

AＧA截面,L值逐渐变大.
因此,在划线时必须知道各个位置的δ值(见图５),从而对投影线按δ值向内偏移修正,得出最终

的切割线.修正值δ可用CAD类软件求得.首先用CAD软件建立CV 及贯穿件的模型,再将补强

板边缘等分成若干段,分别在等分点位置截取截面,并在截面上分别计算出修正值δ,如图６所示.

图５　板厚对开孔尺寸的影响

图６　绘图法求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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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划线方法分析

设备闸门 H０２为套管加补强板的结构,无法直接用钢卷尺测量其补强板尺寸,有两种方法可供

选择.
第一种方法为“临摹法”:直接将贯穿件吊装至开孔位置并调整完毕后,按照补强板实际形状,在

曲面上临摹出其实际轮廓曲线.
第二种方法为“测量法”:将补强板沿外轮廓线等分为若干份,借助测量仪器(比如全站仪),实测

出补强板实际尺寸;然后将测量的尺寸转换成曲面上的弦长(即由 H 转换成R,见图３).划线时,需
不断调整划规的长度进行划线(对于相同的 H,不同位置的R 是不同的).

第一种方法比较直接,适合结构简单、有套管的贯穿件,该操作方法相对简单,产生的操作误差较

小.第二种方法适合结构比较复杂,安装及调整较为困难的贯穿件,但该方法由于需要测量和计算,
操作环节较多,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故测量和计算过程需要严谨.对于 CV 而言,结构比较复杂的

人员闸门开孔,可采用第一种方法,结构较为简单的设备闸门可用第二种方法.

３　开孔加固

CV筒体内外直径之比:K＝Do/Di＝１．００２,属于薄壁容器,过大的开孔会导致容器的局部变形;
其次,热切割也会使钢板产生一定的变形;另外,闸门焊接和热处理时,会产生较大的变形,故需要在

开孔前制作加固工装,控制开孔变形和焊接热处理的变形.
首先用全站仪定位出开孔位置,然后在预开孔位置的外侧安装加固工装,开孔加固形式如图７所

示,工装的焊接位置不能影响开孔切割作业.其结构可采用型钢加筋板的形式,也可以全部由钢板焊

接成 H 型钢或槽钢的结构;型钢截面的大小由钢板厚度和开孔尺寸决定,钢板越厚,开孔尺寸越大,
则型钢截面积也要相应增大.其中,环向加固结构的内表面半径与 CV 设计半径相同,这样就能对

CV的实际形状起到纠正作用,提高开孔划线的精度.

图７　开孔加固工装

１—加固工装;２—CV钢板;３—开孔位置线

４　划线工艺

曲面划线的工艺有两种,一是临摹法,二是测量法,下面分别阐述曲面开孔划线的两种工艺.

４．１　临摹法

(１)在闸门上做等分点.在闸门套管的外表面上划出若干条等分母线(等分数量视具体情况而

定,以不影响开孔精度为准),其中一条必须位于套管的０°位置,并做好编号;以同样的数量将闸门补

强板的坡口钝边按弧长等分,如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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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贯穿件等分点

(２)在曲面上用全站仪定位开孔中心,以此中心为基准切割出一个直径略大于套管的临时孔;并
在开孔处安装工装.吊装闸门,将闸门套管插入临时孔,并调整闸门的安装位置.

(３)制作一个如图９所示的直角平板刻度尺,将平板的一条直角边对齐套管上的母线,将另一直

角边缘对齐补强板上的等分点.然后将一直杆贴在平板上,使直杆抵住 CV 内壁并紧靠闸门补强板

的钝边,再使直杆对齐平板上两条刻度尺上相同的刻度,如图９.用划针画出直杆与 CV 内壁相接触

的点,用记号笔作好标记.用同样方法作出其他点,之后将闸门退出孔洞.这样便将闸门补强板的等

分点准确的投影在了CV内表面.

图９　画投影点

１—套管;２—CV钢板;３—补强板;４—平板刻度尺;５—直杆

(４)按２．４修正值δ将上述的投影点向开孔中心移动,并将移动后的点打上样冲,作好标记;然后

用弧形样板将修正后的各点连成弧线,该弧线即是曲面开孔的最终切割线.同时,在切割划线外侧画

出检查线,检查线距开孔的坡口钝边３０~５０mm为宜,方便制备坡口时的尺寸检查.

４．２　测量法

(１)将闸门置于平放在场地上,在闸门补强板坡口钝边向内偏移１００mm 的圆周上作出若干条等

分点(等分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以不影响开孔精度为准,等分点数量宜为４的倍数),同时在套管端

面上标记出四个象限点 A、B、C、D,如图１０.
(２)用全站仪测量出上述等分点４个象限点的相对坐标.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上述等分点对应

补强板边缘到套管轴线间的距离.
(３)然后以上述数据,在CAD软件中建立三维模型,考虑钢板曲率和厚度对开孔的影响,分别计

算出等分点到曲面开孔中心的弦长.
(４)用全站仪在CV表面确定开孔中心,以(３)中弦长为半径,将各等分点移植到开孔曲面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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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０　画测量点

用弧形样板将各点连成弧线,该弧线即是曲面开孔的最终切割线.

５　开孔切割工艺

可以根据钢板曲面上划好的切割线,直接割直坡口,然后再分别切割内、外坡口,但这种方法须进

行３次切割.故推荐采用第二种切割方法:即根据坡口角度及板厚,同时考虑切割风线宽度、打磨厚

度等因素,然后分别在已知的切割线两侧划出内、外坡口切割线,如图１１所示,这样仅需两次切割便

可完成开孔.需要注意的是:在划线之前,首先对划线切割区域进行打磨抛光,去除钢板表面的油漆、
锈蚀,以免影响火焰切割的质量.

沿切割划线布置三维切割机轨道.轨道不可布置过长,长度不宜大于开孔周长的１/１０,以免影响

破口的切割精度.切割前应在不开启热源的情况下沿切割线行走一次,以确保切割作业的准确.
切割时一般先切割外坡口,后切割内坡口.最先切割的坡口采用分段切割,每切割２m 左右,留

出约０．５m,避免切割过程中钢板局部变形过大.
对于火焰切割气体,可选择乙炔或丙烷,二者切割质量都比较好.不同的是乙炔火焰温度高,切

割效率高,而丙烷成本低,相对清洁,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选择.

图１１　坡口切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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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通过对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安全壳(CV)闸门开孔工艺的论述,为压力容器的大直径曲面开孔提供

了一种开孔精度高、施工可行性高的施工工艺.为大直径贯穿件的安装焊接提供了质量保证.该开

孔工艺已经在浙江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站中得到了应用,核电钢制安全壳(CV)４个闸门的开孔精度均

达到了设计要求,目前１号机组４个闸门已全部安装成功,为我国 AP１０００第三代核电建设积累了成

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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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第三代压水堆核电主蒸汽管道安装技术的应用

吴　巍,李俊明,刘世界,石立萍,朱文强,姜　帆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AP１０００核电技术是世界上先进的第三代非能动型压水堆核电技术,其核心部件的安装更是 AP１０００ 核电站从

先进理念向应用实体转化飞跃的关键.主蒸汽管道是电站核心工艺管道,是连接反应堆厂房蒸汽发生器、安全壳贯穿

件和常规岛汽轮机的主要通道.因此,对主蒸汽管道施工工艺的研究和难点突破显得尤为重要,不仅能够解决第三代

非能动压水堆主蒸汽管道安装的问题,同时也能给其他相同特点的工业管道施工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以AP１０００核

电堆型主蒸汽管道安装施工为基础,通过对主蒸汽管道安装施工的特点和难点的分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施工工艺,

同时总结和提炼了主蒸汽管道安装过程中适用于其他领域工业管道安装的施工方法,并重点分析了大口径、大壁厚管

道焊口的组对措施以及三维建模数据设计分析系统在工业管道施工中的运用.通过对这些核电安装技术的总结和推

广,扩大核技术在工业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关键词: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安装技术;工业应用

　　　　　　　　　　　　　　　　　　　　　　　　　　　　　　　　　　　　　　　　　　　　　　　　　　
　

　
　

　 　　　　　　　　　　　　　　　　　　　　　　　　　　　　　　　　　　　　　　　　　　　　　　　　　
　

　
　

　
　

作者简介:吴巍(１９８９—),男,湖南岳阳人,工程师,学士学位,现主要从事三门核电工程现场管道技术与管理

非能动先进压水堆 AP１０００技术属于第三代核电技术,由西屋公司研发.三门核电项目厂址规

划建设的６台 AP１０００核电机组,一期工程建设两台单机１２５０MW 的机组,是我国三代核电技术自

主化依托项目.
AP１０００核电站的主蒸汽管道是连接常规岛汽轮机与核岛蒸汽发生器的主要路径.主蒸汽管道

从蒸汽发生器管嘴引出,通过反应堆厂房安全壳贯穿件进入辅助厂房,最后经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进

入常规岛与汽轮机连接.
单个反应堆共包括两个主蒸汽管道回路,每个回路包含一台主蒸汽隔离阀.核岛区域的主蒸汽

管道设计压力为８．１７MPa,设计温度为３１６℃,设计寿命６０年,质保级别均为 QA１级,其中从反应

堆厂房到辅助厂房主蒸汽隔离阀之间的管道核级别为核２级,主蒸汽隔离阀到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

之间的管道为核３级.主蒸汽管道为非标准管道,直径为９６５．２m,壁厚为４４．２mm,线密度为

１００３kg/m,材质为合金钢SA３３５GRP１１.
AP１０００属于第三代新型核电堆型,其中主蒸汽管道的壁厚大、口径大,组对及安装精度要求高,

因此无法从之前的核电站施工中借鉴技术.为更好地解决主蒸汽管道施工问题,对其施工难点和施

工技术进行分析研究并形成相关施工工艺,可为后续依托项目及示范项目的建设提供一定经验,同时

也可给具有类似特点的工业管道安装提供一定的施工借鉴.

１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安装施工特点和难点分析

１．１　主蒸汽管道的组对难度大

(１)AP１０００堆型主蒸汽管道为非标准管道,规格口径大,壁厚大,坡口加工难度较大,管道组对间

隙要求为１~５mm,错边量要求为０~０．８mm,对中及错边精度要求高.
(２)辅 助 厂 房 墙 体 贯 穿 件 套 管 椭 圆 度 偏 差 要 求 高,其 精 度 为:最 大 外 径 与 最 小 外 径 差 值

≤１９．０５mm;套管外径为７５″,采用厚度为２″的钢板卷制并通过全熔透焊缝焊接形成,焊接变形量大,
椭圆度不易控制,难以满足主蒸汽管道组对及错边精度要求.

(３)反应堆厂房从SG(蒸汽发生器)管嘴到１３５’楼板之间的管段高差跨度达１６m,管道重量较

大,单根最重管段为６．４t,其间并无承重支架,现场组对及施工时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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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辅助厂房主蒸汽隔离阀阀体轴向长度２．２m,径向宽度１．５m,高度２．０m,重量约为１４．５t,
外形尺寸大、重量大,阀门安装区域未设计永久性支撑,现场组对及调整难度较大.

１．２　位置精度要求高,不易控制

(１)主蒸汽管道坐标和标高精度要求高,均为±２５．４mm.
(２)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套管重量约为９．４t,贯穿件两侧混凝土墙体厚度大,钢筋密集,混凝土

浇筑后贯穿件容易产生位置偏差.
(３)辅助厂房内的主蒸汽管道在 Y方向无调整段,现场安装时定位及调整难度大.
(４)CV筒体贯穿件及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同心度要求高,偏差精度为±１２．７mm.

１．３　管道坡度要求严格,控制难度大

(１)主蒸汽管道的坡度要求为１/８″(每英尺).
(２)CV筒体贯穿件与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高差精度为－６~０mm,现场定位、安装时该公差的控

制难度很大.
(３)辅助厂房内的主蒸汽管道标高上无调整段,管道坡度主要通过两个０．６°的单弯实现,现场安

装时控制及调整难度大.

２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安装施工工艺

２．１　主蒸汽管道安装施工逻辑

为更好地解决主蒸管道组对难点、控制管道位置偏差、确保管道坡度满足设计要求,根据 CV 筒

体贯穿件及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的施工布置要求,考虑以CV 筒体贯穿件作为固定支撑及锚固点,总
体上同步进行反应堆厂房和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的施工工作:即反应堆厂房以 CV 筒体贯穿件为起

点,逆流向安装,最后实测蒸汽发生器管嘴坐标,施工现场根据实测值进行S６/S７管段下料、拼装并与

蒸汽发生器管嘴最终连接,有利于调整和控制反应堆厂房管道安装位置偏差;辅助厂房以CV 筒体贯

穿件为起点,顺流向安装,最后进行与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的连接.具体施工逻辑示意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主蒸汽管道施工逻辑示意图

详细的施工逻辑顺序流程图见图２.

图２　主蒸汽管道施工逻辑顺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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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反应堆厂房立管组对措施

根据反应堆厂房主蒸汽管道施工逻辑要求,图１中的S４管段(重量约６．４t)安装前应首先在

CA０１模块(AP１０００堆型反应堆厂房蒸发器和换料通道模块)１５３’标高处焊接临时支撑,同时在临时

支撑上设置吊耳,然后用环吊将管道引入至安装位置.
为避免在管道组对、焊接及焊后热处理过程中焊缝承受管道自身重力,从而造成焊缝由于承受额

外应力而产生变形,影响焊缝质量,管道组对时采用左右２台手拉葫芦、吊装带、管道抱卡、２台拉力器

将管道调整就位并进行组对、调整及焊接,并在组对、焊接及焊后热处理过程中一直保持拉力器指针

维持在设定的位置(见图３).其他管段的施工也可利用该方法进行管口组对,拉力器的设置根据实际

管段重量进行调整.

　　　　
图３　主蒸汽管道组对工装示意图

２．３　主蒸汽管道焊接

AP１０００堆型主蒸汽管道选用的材料牌号为SA３５５P１１(属于铬钼合金钢,钢中添加铬、钼元素来

提高高温蠕变强度,其最高工作温度可达５５０℃),其中最大管径为３８″,最大壁厚为１．７４″.焊接工作

量大,焊接工艺复杂,焊接质量要求高.基于以上材料特性和设计要求,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焊接施

工顺序为:坡口打磨、焊口预热、焊接、后热及焊后热处理.

２．３．１　焊接工艺分析

铬钼钢SA３３５P１１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分别见表１和表２.因钢中添加了铬、钼等合金元素,在
焊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冷裂纹、热影响区的硬化以及焊后热处理或高温长期使用中的消除应

力裂纹(SR裂纹).

表１　SA３３５P１１的化学成分

C Mn P S Si Cr Mo

０．０５~０．１５ ０．３０~０．６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５０~１．００ １．０~１．５ ０．４４~０．６５

表２　钢材力学性能指标

牌号 抗拉强度 屈服强度 延伸率

SA３３５P１１ ４１５MPa ２０５MPa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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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焊接工艺分析

针对合金钢管道焊接,可采用的焊接工艺方法有两种,一种为全氩焊接;另一种为钨极氩弧焊打底加

手工电弧焊填充盖面.根据西屋管道安装技术规格书要求,LBB管线必须采用全氩焊接,故属于LBB管

线中的合金钢管道焊接采用全氩焊接工艺,其余焊口采用钨极氩弧焊打底手工电弧焊填充盖面方式.

２．３．３　管道坡口加工

根据管道技术规格书要求,AP１０００核电站主蒸汽管道焊接采用单面 U＋V 型坡口,并进行内镗

孔处理,具体坡口参数见图４.主蒸汽管道口径大,壁厚大,管道坡口的内径值、内镗孔角度、曲率半径

R 等参数的精度要求较高,加工难度较大.

图４　单面 U＋V型坡口及参数

为确保管道组对工作质量,降低组对工作难度,部分管段需在施工现场进行测量及切割、下料及

坡口加工,可使用便携式切断坡口机进行坡口加工,不仅拆装方便,便于携带,而且需要的作业空间

小,不受现场空间制约,坡口机使用成型刀具,可精确控制坡口数据及加工精度,确保坡口加工质量,
给管道组对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便携式坡口机采用半自动化操作,作业流程简单,施工周期短,能较大

地提高工作效率.

２．４　主蒸汽管道位置精度控制措施

２．４．１　主蒸汽管道三维建模

由于辅助厂房侧主蒸汽管道在Y 方向无调整段,为精确控制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安装位置偏差,
使用激光跟踪仪对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进行整体三维建模,建模过程如下:

(１)利用激光跟踪仪分别测量现场已安装的 CV 筒体贯穿件以及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的内圆柱

及端面圆位置数据,根据两组测量数据得出两个套管的实际位置模型(如图５).

图５　贯穿件单体建模过程

(２)根据主蒸汽管道图纸的设计理论数据输入三维软件,构造出主蒸汽管道的理论模型.
(３)根据主蒸汽管道焊口的理论坐标,结合现场实测的CV 筒体和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的坐标数

据,计算出贯穿件管口到管道焊口的距离,在构造的模型中根据此距离延长两个贯穿件圆柱的中轴

线,得出模拟焊口位置,具体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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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模拟焊接位置

(４)以模拟的焊接位置为起点,以贯穿件中轴线为方向插入管道模型,主蒸汽管道共分四段,核岛

及常规岛端各插入理论模型,从两端插入的模型存在一定偏差,偏差值见表３.

表３　主蒸汽管道接口偏差值

对接位置

房间号

靠近核岛贯穿件

接口偏差量/mm

管段中间接口

偏差量/mm

靠近常规岛贯穿件

接口偏差量/mm

两侧管道中轴线

偏差角度/(°)

１２４０４ ５４．８５ １２４．９５ １４４．４４ ０．４６

(５)进行模型调整,为使两侧管道最终对口,调整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的安装,在模型中通过数据

计算找出辅助厂房墙体贯穿件套管中心,并以此为旋转中心、水平面法线为轴旋转,至最终两段管道

端面中心重合(见图７和图８).

图７　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调整前模型

图８　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管道模型调整后状态

(６)重新进行建模,通过理论与实际数据的对比,调整现场管道和贯穿件的安装位置,直至满足主

蒸汽管道对口要求.

　图９　对称焊示意图

(７)三维建模系统可在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安装过程中(坡口加工、
组对、焊接及焊后热处理)实时监控焊缝的收缩、变形数据及整体管段的

偏移量,并反复修正和完善三维模型数据,为后续管道安装提供理论数据

及处理措施;通过三维建模可给辅助厂房主蒸汽管道安装位置精度提供

有力的技术指导和数据分析,确保将安装位置偏差控制在要求范围之内.

２．４．２　管道焊接变形控制措施

由于主蒸汽管道厚度大,焊缝层数和焊道数较多.焊接过程中采取

双人对称焊,并根据焊接过程中变形的大小,采取合理的焊道布置,同时

在焊接工艺允许范围内适当调整焊接参数(见图９).为有效控制焊缝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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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时的收缩和变形量反应堆厂房S６/S７管段安装时的两道焊口、辅助厂房S１０管段两侧的两道焊口

均应同时进行施焊.

３　主蒸汽管道安装技术的工业应用

３．１　管道焊口组对措施的工业应用

如２．２所述,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焊口组对采用了临时支架和焊口组对工装,该施工方法和措

施可用于其他工业建设项目中大口径、大壁厚管道的立式焊口组对及焊接,不仅能够保证管道的安装

偏差满足设计要求,同时也能够有效避免管道自身重量对焊接的应力影响.

３．２　三维建模数据设计分析系统的应用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辅助厂房到CV筒体贯穿件的管道安装运用了三维建模数据分析系统,保证

了管道的安装精度,同时降低了现场施工的定位难度.同样,该方法也可运用到其他工业管道的安装

中去,主要针对管道尺寸较大,两端连接固定管口,且安装精度较高的管道安装.此外,该数据分析系

统也可用于大尺寸弯管的线性尺寸、起弯点、弯曲半径和弯曲角度的精确测量,从而保证管道下料和

安装过程中的角度控制满足设计要求.具体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大尺寸弯头三维建模示意图

４　结论

２７主蒸汽管道作为 AP１０００核电堆型重要的安装部件目前已经在三门和海阳核电一期项目完成

所有主体部分的施工,其中三门１号机组已经完成了热态功能试验(热试),２号机组也已经完成二次

侧水压试验,主蒸汽管道相关的试验参数满足设计要求,因此施工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施工工艺的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也已经得到了验证,从而为后续开建的类似堆型核电项目的主蒸汽管道施工提供了

经验参考,同时也给该安装技术的工业推广提供了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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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applicationofthe３rdgenerationPWR
nuclearpowermainsteampipeinstallati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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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LiＧping１,ZHU WenＧqiang１,JANGFan１

(ChinaNuclearIndustryFifthConstructionCo．,Ltd．,Shanghai２０１５００,China)

Abstract:AP１０００NuclearPowerPlant(hereinafterreferredtoasAP１０００NPP)adoptsthethird
generationpassivepressurizedwaterreactor(PWR)nuclearpowertechnologywhichisthemost
advancedoneintheworld．ThemainsteampipeisthecoreprocesspipingofNPP,anditisthemain
aisleforconnectingContainmentBuildingsteamgenerator,containmentvesselpenetrationandsteam
turbinein CI．Thisarticlesummarizesandgeneralizestheconstruction methodforinstalling
industrialpipesinotherfieldsbasedontheinstallationofAP１０００mainsteampipe,focusesonthe
fittingＧupmeasuresforlargeＧboreandthick wallpipeweldandthearticlealsodescribesthreeＧ
dimensionalmodelingdatadesignanalysissysteminindustrialpipeconstruction．Bysummingup
andpopularizingthenuclearpowerinstallationtechnology,itisexpectedtofurthertheutilizationof
nucleartechnologyintheindustria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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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TR大尺寸硅单晶辐照概念设计

杨　斌,张　平,向玉新,康长虎,邹　鹏,张明星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４１００)

摘要:为了提高硅单晶辐照生产能力,填补我国在大尺寸硅单晶辐照领域的空白,本文针对山民江试验堆(MJTR)堆芯

特点开展大尺寸硅单晶辐照概念设计,从提高硅单晶辐照准确性、降低辐照不均匀性和提高硅单晶辐照生产效率出

发,对辐照孔道结构及半自动化辐照生产工艺进行了设计,并对辐照期间的热工安全进行了评估.通过分析研究,完

成了 MJTR大尺寸硅辐照孔道结构及半自动化辐照工艺设计,为下一步辐照孔道扩孔改造及后续大尺寸硅辐照试验

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硅单晶;不均匀性;中子屏;辐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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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单晶中子嬗变掺杂是研究堆主要应用之一,其利用中子辐照改变硅晶格结构,实现中子嬗变掺

杂,扩大材料的应用范围.我国高通量工程试验堆(HFETR)和山民江试验堆(MJTR)从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即开展了硅单晶中子掺杂试验及生产,累计产量达到了数百吨.近年来,随着我国在绿色能源、
轨道交通、电网和集成电路产业等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对高功率半导体材料(主要是大尺寸高阻硅)
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当前受国内辐照技术及能力尚未成熟等因素影响,大尺寸硅单晶主要依赖国

外研究堆辐照生产,但国外辐照存在价格昂贵、运输复杂、辐照周期长等缺点,不能及时满足工业用硅

的需求,对我国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为了突破国外辐照技术封锁,实现国内自主

辐照生产大尺寸硅单晶,满足新型市场需求,有必要利用现有研究试验堆开展大尺寸硅单晶辐照技术

研究.

MJTR是游泳池式反应堆,采用 HFETR卸料燃料元件,燃料充足,可持续运行,对于辐照大尺寸

硅单晶,在辐照准确性和辐照控制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加之 MJTR硅单晶辐照具有成熟的辐照工

艺、辐照技术及充足的人员储备,为大尺寸硅单晶辐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采用 MJTR开展大尺寸硅

单晶辐照,不仅可有效利用 HFETR卸料燃料元件,提高反应堆运行经济性,同时可填补国内在大尺

寸高阻硅辐照领域的空白,为我国集成化产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１　硅单晶辐照原理及要求

天然硅包含三种硅的同位素:２８Si(丰度９２．２３％),２９Si(丰度４．６７％),３０Si(丰度３．１０％),其中２８Si
和２９Si吸收热中子变成不稳定同位素,吸收快中子直接或间接变成 Al或 Mg,但吸收快中子的反应概

率非常少,且快中子吸收反应对硅掺杂不宜.硅核素中,３０Si通过热中子俘获反应生成不稳定的
３１Si,３１Si经过β衰变变成稳定核素３１P,实现硅单晶中子掺杂.

３０Si＋n →３１Si →(β－ )３１P
对于硅单晶中子辐照掺杂,快中子和伽马射线是无益的,快中子会导致晶格缺陷损伤,难以通过

高温进行恢复,从而降低了辐照后的少子寿命[１].因此,在硅单晶辐照过程中,为了避免不可恢复的

晶格损伤,要求快中子注量率尽可能低.
硅单晶辐照准确性和辐照硅体不均匀性是影响硅单晶辐照质量的主要因素.硅单晶辐照准确性

主要由辐照时间决定,而辐照时间取决于硅体受照中子注量率水平,因此为获得合适的辐照时间需尽

可能确定辐照位置准确的中子注量率水平.辐照后硅体径向和轴向不均匀性受辐照孔道内中子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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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布影响,为了降低辐照后硅体不均匀性,可通过径向旋转降低径向不均匀性,轴向往复运行、中途

换位和中子屏降低轴向不均匀性.

２　计算程序及方法

MJTR辐照孔道优化设计中子注量率计算采用 MCNP５程序,MCNP程序(MonteCarloNeutron
andPhotoTransportCode)是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制的用于计算复杂三维几何结构中的

粒子输运的大型多功能蒙特卡罗程序,可用于计算中子、光子、中子－光子耦合以及光子－电子耦合

输运问题,也可以计算临界系统的本征值问题[２].
采用 MCNP程序对 MJTR堆芯及硅单晶辐照孔道建模时按照真实尺寸结构进行描述,卸料的旧

燃料元件燃耗输入描述时,采用 WIMS程序计算得出不同燃耗燃料元件中所含的主要核素核子密度

进行表征.

３　辐照孔道设计

３．１　MJTR堆芯及孔道特点

MJTR是一座５MW 游泳池式反应堆,堆芯布置紧凑,设置９个垂直辐照孔道(见图１),每炉运行

积分功率４５MWd左右,目前主要用于低温低注量材料考验、同位素生产、硅单晶辐照及宝石着

色[３].MJTR现有最大孔道为ϕ２２８×６．５mm,可辐照直径１５０mm、长度８００mm硅单晶.本文将对

４＃孔道(ϕ２０３×５mm)结构进行扩孔设计.

图１　MJTR堆芯布置图

３．２　辐照孔道设计及论证

为了降低大尺寸硅单晶辐照径向不均匀性,将辐照孔道外围栅元填充石墨材料,同时在辐照孔道

中子屏外增加石墨慢化层布置,提高辐照孔道的热快比.通过计算分析,增加石墨慢化层厚度布置使

硅径向不均匀性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改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增加石墨层布置后径向不均匀性平均约

１４％,分析可能原因为辐照孔道外围空间有限,石墨慢化层布置不足以使辐照孔道热快比发生较大的

变化.如果进一步提高辐照期间硅桶旋转速度,大尺寸硅单晶辐照径向不均匀有望进一步降低.
结合硅单晶辐照操作和热工水力安全要求,将孔道中心外移１４ mm,孔道最大外径设计为

２８０mm,辐照孔道结构尺寸具体为:硅单晶直径２０４mm、硅桶水隙６mm、辐照桶厚度２mm、孔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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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６mm,孔道及中子屏厚度２４mm,孔道结构设计剖面图见图２.在此基础上根据孔道内中子注量

率分布特点对孔道内壁中子屏结构进行设计论证,主要通过改变轴向不同高度材料布置方式和布置

厚度来降低硅单晶轴向不均匀性.通过大量的设计计算,获得优化后的中子屏结构见图３,轴向中子

吸收材料不锈钢布置厚度为１~５mm.布置中子屏后硅体轴向中子注量率分布与未布置中子屏结果

对比见图４.由图４结果对比可知,中子屏布置对硅体轴向不均匀性改善明显,增加中子屏布置后,８
英寸６００mm长硅单晶轴向不均匀性可降低至５％内,硅单晶平均热中子注量率虽降低约１０％,但考

虑到８英寸硅辐照目标电阻率较高(２００Ωcm以上),中子注量率降低１０％对辐照时间整体影响较

小,而增加中子屏布置可极大改善轴向不均匀性,提高硅单晶的辐照质量.

图２　辐照孔道结构剖面图

　　　　　　

图３　中子屏结构剖面图

图４　中子屏布置前后硅体轴向不均匀性对比

３．３　热工安全分析

采用 MCNP 程序计算得出辐照期间硅体释热率为０．０７ W/g,热工分析时孔道外水流速取

１．５m/s,一次水入口温度取４７℃,对辐照孔道内冷却水和硅体中心温度进行计算.先由强制对流传

热计算得到孔道外表面温度,然后采用多层圆筒壁的导热模型计算硅体表面温度.使用对流换热公

式计算孔道内水温Tf、硅单晶表面温度T１.

Φ＝hA１ T１－Tf( ) (１)

式中:h———孔道内水的换热系数,取５００W/(m２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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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１———硅单晶表面面积,m２.
通过有内热源导热模型得到式(２),由此式计算单晶硅中心温度Tmax

Tmax ＝Φ
•

d２
１

４λ１
＋T１ (２)

式中:d１———单晶硅直径,２０４mm;

λ１———硅导热系数,１５０W/(mK).
热工计算得到孔道内水温６４．４℃,单晶硅中心温度为８３．９℃,均不超过０．１５MPa下水的饱和

温度,辐照过程是安全的.

４　辐照工艺设计

为提高 MJTR大尺寸硅单晶辐照效率,在现有硅单晶辐照工艺基础上,对 MJTR大尺寸硅单晶

辐照工艺进行优化设计,对装硅和出硅操作过程工艺进行优化,并对半自动辐照过程控制工艺进行设

计.通过设计研究确定 MJTR 大尺寸硅单晶辐照总体工艺留存如图５,硅单晶辐照系统示意图见

图６.

图５　大尺寸硅单晶辐照总体工艺流程图

　

图６　大尺寸硅单晶辐照系统示意图

４．１　辐照操作工艺优化设计

MJTR目前装硅和出入堆操作机械化程度较低,人工操作存在效率低、操作过程中易发生硅单晶

磕碰损坏、放射性危害较大等风险.为了改善辐照工艺,拟在保存水池内壁增加装硅格架设计,采用

真空吊装方式在装硅格架上将硅单晶装入或卸出辐照桶,并采用反应堆大厅可移动式吊车将硅桶起

吊至喇叭口正上方,再通过电机带动绳索将硅单晶放入或提出活性区,硅单晶在活性区轴向位置由限

位装置进行确定.

４．２　辐照过程控制工艺设计

为了提高硅单晶辐照效率和辐照质量,拟新增半自动化辐照控制系统对辐照时间、辐照位置进行

精确控制.在硅单晶进入堆芯活性区时,计时装置开始计时,由计算机采集辐照孔道内壁间自给能探

测器测得的电流信号,转换为对应的中子注量率,同时根据辐照所需的中子注量对辐照所需时间进行

实时修正,达到所需的辐照时间后计时装置停止计时,系统自动发出出堆提醒信号,由操作员操作吊

车将辐照硅筒提出堆芯.该自动控制系统的使用不仅可获得辐照孔道实时的中子注量率,同时对辐

照时间进行不断修正计算,可有效提高硅单晶辐照准确度.另一方面系统自动控制也可避免人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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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辐照时间所带来的误差影响.
大尺寸硅单晶辐照工艺的优化设计可有效的提高硅单晶辐照效率和辐照质量,提高了硅单晶辐

照的经济性,同时半自动控制系统的使用也可有效避免硅单晶在辐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磕碰损伤,并
减少放射性对环境和人员的危害,具有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５　结论

本文对 MJTR大尺寸硅单晶辐照孔道结构和辐照工艺进行设计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１)优化辐照孔道周围组件布置,提高辐照位置热快比,可降低大尺寸硅单晶辐照径向不均匀性.
(２)优化设计的中子屏布置可降低硅单晶轴向不均匀性至５％内,可极大的改善大尺寸硅单晶辐

照轴向不均匀性.
(３)通过热工计算分析,大尺寸硅单晶辐照过程是安全的.
(４)装硅、出硅操作工艺优化设计可有效降低放射性对环境和人员造成的危害.
(５)对新增的半自动化辐照过程控制工艺进行概念设计,该系统的设计和使用可有效提高大尺寸

硅单晶辐照效率和辐照质量.
本文研究结果为下一步辐照孔道扩孔改造及后续大尺寸硅辐照试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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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abilityofSiＧingotirradiation,alsotofillthegapoflargediameter
SiＧingotirradiation,thepapergivesconceptualdesign oftheirradiation channeland process
technologydependingonthecorecharacteristicsof MJTR．Fortheimprovementofirradiation
accuracy,thereductionofirradiationuniformityandtheimprovementofirradiationefficienc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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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第三代压水堆核电站爆破阀的施工工艺

刘世界,金　胜,李俊明,石立萍,许　敏,朱文强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第三代非能动先进压水堆(AP１０００)核电厂引入了安全系统非能动理念,其快速降压系统第４级(第４级 ADS)

降压阀所采用的爆破阀是首次在压水堆核电厂中使用.为了爆破阀能够安全有效并且顺利的安装,本文通过现场施

工背景以及爆破阀的施工工艺,详细阐述了爆破阀施工的施工逻辑性以及施工工艺流程.通过解决爆破阀在现场施

工过程中遇到的施工难点,包括爆破阀安装前需要进行的提前吊装引入、现场存储,以及对钢结构平台的加固和补强

措施,不仅保证了现场爆破阀安全、顺利的施工,同时也能为后续同堆型爆破阀施工提供指导和参考.

关键词:非能动;爆破阀;引入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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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非能动先进压水堆(AP１０００)核电厂引入了安全系统非能动理念,所采用的设备和部件大

部分为容器、管道和换热器,其中快速降压系统第４级(第４级 ADS)降压阀采用了爆破阀,爆破阀的

特点是在正常运行期间实现了冷却剂零泄漏,而且在事故情况下能够可靠地开启,并且不会出现误关

闭,还减少了设备维修和相关人员辐照剂量.AP１０００核电站的爆破阀位于反应堆厂房内,在压力容

器两侧的蒸汽发生器A腔室(以下简称SGA腔室)和蒸汽发生器B腔室(以下简称SGB腔室),每个

腔室内分布两台,爆破阀阀体长约０．９m,宽约０．８m,高约１．７m,重量约４．５t.
虽然爆破阀早已在航天、航空领域以及先进沸水堆设计中也得到应用,但是在压水堆核电厂中使

用爆破阀尚属首次,因此爆破阀在 AP１０００核电厂中安装时的施工难点及技术问题尚不明确.本文

通过现场爆破阀的施工工艺,阐述了爆破阀施工时的施工逻辑性以及施工工艺流程,包括爆破阀的吊

装引入、现场存储及安装,通过解决爆破阀在现场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了现场爆破阀安全、顺
利的施工.

１　爆破阀施工逻辑

１．１　施工逻辑分析

根据SG腔室内物项分布,以及现场物项施工顺序,分析爆破阀施工逻辑:
(１)冷试前需完成腔室内的各类现场物项的安装,而SGA、B腔室内空间狭小,为了保证主泵在

引入SGA、B腔室时运输通道通畅,需要拆除腔室内的第一、二、三、四层钢结构平台以及大量预安装

物项,故第一、二、三、四层钢结构平台以及大量预安装物项需要在主泵安装完成后进行施工;
(２)安装完成后的现场物项需要在冷试前进行管道系统流道试验;
(３)爆破阀安装后,腔室内没有足够空间对已安装完成的管道系统进行流道实验,因此爆破阀的

安装需要安排在流道实验之后.
综上所述,爆破阀安装工作需要在系统流道试验之后冷试之前进行.
腔室内物项分布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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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腔室内现场物项分布示意图

１．２　施工措施分析

根据腔室内物项的施工逻辑,爆破阀的安装存在两种有效措施:
(１)在爆破阀安装时拆除爆破阀引入路径上已安装的现场物项,再将爆破阀引入至安装位置;
(２)现场冷试相关物项尚未全部安装前,利用主泵引入通道将爆破阀提前引入至SGA、B腔室内

第一层钢平台现场存储.

１．２．１　安装时引入

路径一:通过货车运至１０７′设备闸门口,使用环吊卸车,通过５t液压手动叉车运输至１０７′SGA、

B腔室外部,再通过手拉葫芦、倒链和吊装带倒入.此法运输路径较长,运输路径上各类拆除物项众

多,且需要焊接大量临时吊耳以支持爆破阀从SGA、B腔室门口倒运至腔室内部安装位置.

图２　爆破阀拆除已安装物项引入路径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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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二:通过货车运至１０７′设备闸门口,使用环吊吊装,从蒸汽发生器顶部吊装引入.此方法相

对路径一节省了运输时间,但是需要拆除已安装的第二、三、四层钢结构平台及已安装物项.

图３　爆破阀拆除已安装物项引入路径二示意图

１．２．２　爆破阀提前引入

在一回路相关物项安装前,主泵安装完成后,通过预留的主泵运输通道将爆破阀引入至第一层钢

结构平台存放,这样既不影响后续第二、三、四层钢结构平台恢复,也不影响冷试相关物项的安装,又
大大缩短了爆破阀安装时需要运输的路程,而且只需要拆除少量物项就可将爆破阀运输至安装位置.

图４　爆破阀提前引入存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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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爆破阀存储

２．１　爆破阀存储位置确定

爆破阀引入后,需要存放于SG腔室内.根据爆破阀存储技术要求,爆破阀必须连同自带的真空

软包装以及外罩木质板条箱一起存放.板条箱尺寸为１８６０mm×１５５０mm×１９８０mm(长×宽×
高),从SG腔室内部空间及物项布置分析,爆破阀只能存放于SG腔室内靠近外墙的区域.

２．２　爆破阀存储分析

SG腔室内第一层钢结构平台的格栅设计活载荷为１００psf,预估爆破阀重量引起的载荷约为

３３０psf,已经超过格栅的设计值.为避免格栅承载超过其设计值,制作普通钢框架放置在爆破阀板条

箱下,使结构梁直接承载载荷.

图５　SGA、B腔室爆破阀存储位置及钢框架放置示意图

SG腔室内第一层钢结构平台的设计作用并不是承载两台爆破阀的重量和过渡期的移动载荷.
为确保安全,需补强、加固第一层钢结构平台的一些承载钢梁和连接点,也需要增加埋板和支架以保

护爆破阀运输路径上的格栅和钢梁.

　
图６　钢平台承载梁和连接点补强、加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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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爆破阀转运

为了方便运输,需要在加固、补强的第一层钢结构平台上铺设钢板,利用工装和液压叉车将爆破

阀从存储位置转运至安装位置.

图７　爆破阀运输装配示意图

图８　SGA、B腔室内爆破阀转运至安装位置示意图

３　爆破阀安装

３．１　爆破阀和管道法兰组对前先决条件

(１)爆破阀吊装前,加工大于３/８″(１０mm)厚的硬质木板对爆破阀法兰面进行保护,中间用橡胶

板隔离.阀门整体需用三防布进行包裹,避免与被禁止的材料接触;
(２)房间内部的障碍已清理完毕并具备充足的照明条件,房间内部应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吊装

调整;
(３)吊装爆破阀的吊装设备和索具需能够承受至少４９６３kg的总重量,吊装阀体采用阀体上配有

三个吊耳,不允许吊挂在阀体其他部位;
(４)螺栓、螺母数量及其他部件与装箱清单一致,螺栓、螺母无锈蚀,并试装螺栓,以检查螺纹受损

情况;
(５)移除爆破阀进口处、出口处和管道法兰处的FME盖,清洁阀体表面并核查所有接触面的清

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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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螺栓杆安装

(１)用手拉葫芦提升PV７０爆破阀,对齐所有的螺栓孔,以保证螺栓自由穿入.
(２)清洁每个螺栓并在螺纹末端至少涂上两层汉高DAG１５６NEOLUBE润滑剂.第一层润滑剂

和之后的 NEOLUBE润滑剂涂层一定要在完全干透后再进行下一步刷涂.最后一层涂层完工后,

NEOLUBE润滑剂必须完全干透才能进行安装.
(３)从最低位置的６个螺栓开始,非六角螺栓端自由穿过法兰进入爆破阀主体,然后小心滑动阀

门主体和进口法兰之间的垫圈使其对中,防止垫圈受损.
(４)将剩余的６个螺栓也自由穿过法兰进入爆破阀主体.
(５)手动拧紧所有螺栓,然后在六角螺栓末端使用２．２５英寸的套筒,用１３５Nm 扭矩将螺栓

紧固.
(６)手动将法兰螺母拧入法兰螺栓直至其接触法兰面.

３．３　用液压螺栓拉伸工具安装爆破阀螺帽

(１)每隔一个螺栓(１２个螺栓内的６个),用带泵的液压螺栓拉伸工具箱安装螺栓拉伸工件和螺栓

拉升螺帽.为了便于辨识,这些螺栓被称为“A”螺栓;剩余的为“B”螺栓.

　　
图９　爆破阀螺栓拉伸分批示意图

(２)液压装载“A”螺栓

a)液压装载“A”螺栓,最终液压值不允许超过８８．９MPa(误差为＋/－０．６９MPa);

b)保持液压,将６个法兰螺帽拧入已拉伸的螺栓,直到接触法兰面,用撬棒拧紧螺母;

c)释放液压;

d)重复a至c的步骤直至达到最终液压值８８．９MPa(误差为＋/－０．６９MPa).
(３)液压装载“B”螺栓

a)从“A”螺栓处移除螺栓拉伸工件和螺栓拉伸螺帽,将它们安装于“B”螺栓;

b)液压安装“B”螺栓,最终液压值不允许超过７４．５MPa(误差为＋/－０．６９MPa);

c)保持液压,将６个法兰螺帽拧入已拉伸的螺栓,直到接触法兰表面,用撬棒拧紧螺母;

d)释放液压;

e)重复b至d的步骤以达到最终液压值７４．５MPa(误差为＋/－０．６９MPa);

f)从法兰螺栓处移除螺栓拉伸工件和螺栓拉伸螺帽.

４　结论

由于蒸汽发生器腔室内空间狭小,加上各种物项分布密集,而爆破阀又无法提前安装,使现场爆

破阀的引入及安装变得被动.而通过大量时间对现场评估、模拟,得出的爆破阀安装施工工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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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了热态功能试验(热试)的三门AP１０００核电站１号机组的实际验证,证明了此施工工艺的可

行性及可操作性,并且完全能够满足爆破阀的安装技术要求,为后续类似堆型爆破阀施工提供了施工

经验和参考,同时也给该安装技术的工业推广提供了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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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aboutthethirdgenerationof
pressurizedwaterreactornuclearpower

plantconstructiontechnologyofsquibvalve

LIUShiＧjie,JINSheng,LIJunＧming,
SHILiＧping,XU Min,ZHU WenＧqiang

(ChinaNuclearIndustryFifthConstructionCo．,Ltd．,Shanghai２０１５００,China)

Abstract:Thethirdgenerationadvancedpassivepressurizedwaterreactor(Hereinafterreferredtoas
AP１０００)NuclearPowerPlantintroducestheideaofpassivesafetysystem,thesquibvalveof
droppingvalveforGradeIV ADS (automaticstepＧdownsystem)isappliedatPRZnuclearpower
plantforthefirsttime．Thisarticledescribessiteconstructionbackground,squibvalveconstruction
technology,constructionlogicandprocessflowindetailstoensurethesafe,effectiveandsmooth
installationofsquibvalve．Inaddition,throughstatingtheconstructionissuesduringsiteinstallation
ofsquibvalve,includesquibvalveshallbelifted,movedＧininadvanceandstoredatsitetemporarily,

andthesteelstructureplatformshallbestrengthenedandprovidedwithreinforcementmeasures,

Notonlytoensurethesafeandsmoothconstructionsitesquibvalve,butalsoasafollowＧupwiththe
heaptypeofsquibvalveconstructiontoprovideguidanceandreference．
Keywords:Passive;Squibvalve;Introductionand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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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管道高压水枪冲洗应用

李　杰,曹　帅,刘世界,李俊明,杨紫宝,吴　巍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金山２０１５４０)

摘要:主要分析和讨论了核电站中的大口径管道采用的高压和分段冲洗方法,利用管道分段、高压水枪后坐力将枪头

自行向前推进,杂物向后排出,利用自制搜集槽盒统一收集排放以及冲氩保护焊接保证管道连接的清洁度,比以往管

道系统冲洗采用的循环冲洗、开式冲洗、人工清洁、空气吹扫等方法,存有优势和较高的冲洗效率和效果.利用该方法

可有效解决管道系统复杂、管路过长等原因造成的冲洗效果不佳这一疑难问题,并对后续工业应用的推广前景进行了

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高压;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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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道系统中的大口径管道,由于部分设备不能参与冲洗,需要在与设备连接前进行冲洗,使
用常规大流量冲洗泵进行循环冲洗时,需要将整个系统联通并铺设大量临时冲洗和排水管道,对于管

道内壁附着的污物,冲洗效果不佳(管道弯头、阀门根部及管道中出现锈蚀的位置,常规循环冲洗难以

达到预期效果).文章主要分析和讨论了核电站中的大口径管道采用的高压和分段冲洗方法,并对后

续工业应用的推广前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１　工程概况

AP１０００是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是一种先进的“非能动型压水堆核电技

术”.与传统的第二代压水堆核电技术相比,AP１０００大量采用了模块化设计.AP１０００核电项目约有

设备模块(由设备、管道、仪表、阀门、支架以及固定用的型钢等组合而成)７０块,大多分布在反应堆厂

房和辅助厂房,安装就位后作为工艺系统的一部分,部分模块内的管道在现场就位时直接和设备管口

焊接连接.

AP１０００核电项目管道冲洗施工在使用常规的冲洗方法(循环冲洗、人工擦洗、临时泵冲洗等)的
同时,根据项目特点、现场施工进展情况、系统循环冲洗制约因素等方面的考虑,对部分管段进行高压

水枪冲洗.

２　高压水枪冲洗技术概述

高压水枪(又名高压水射流)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它以水为主要工作介质,通过增

压设备和特定形状的喷嘴产生高速射流束,具有极高的能级密度.高压水枪可用于清洗、清理、切割、
注水钻孔、喷雾、破碎、研磨等作业,具有清洁、无热效应、能量集中、易于控制、效率高、成本低、操作安

全方便等优越性.
高压水枪冲洗是物理清洗方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新技术,它根据不同的清洗对象和要求,采用适合

的射流形式和执行机构,利用射流很高的冲击动能,连续不断地对被清洗基体进行打击、冲蚀、剥离、
切除以达到清除基体污垢的目的,可用来除去用化学方法不能或难以清洗的特殊垢层.

管道高压水枪冲洗一般是采用软管枪(高压软管上安装喷头)伸入到管道内部,从喷头上的多个

喷嘴向管壁喷射高压水射流,对管道内壁进行清洁.喷头可根据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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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压水枪冲洗示意图

３　AP１０００核电管道冲洗要求及难点

３．１　AP１０００核电主要系统清洁度要求

AP１０００核电管道清洁度是由规格书 APPＧGWＧZ０Ｇ６０２[１]描述清洁度要求,在 APPＧXXS(系统

号)ＧM６XＧ００４中对每一条管道确定清洁度级别.核岛主要系统如RCS(反应堆冷却剂系统)、PXS(非
能动堆芯冷却系统)、RNS(常规余热排放系统)、CVS(化学与容积控制系统)、SFS(乏燃料池冷却系

统)、SGS(蒸汽发生器系统)系统清洁度等级基本上都是B级,要求金属表面呈现金属光泽,系统组件

应基本上无锈迹,除非在任一平方英尺面积上不超过２平方英寸的有限生锈区域,且对材料无有害影

响才可接受[２].而由于核电建设周期长,管道长时间存放或安装后的管道长时间不能投入使用,管道

的清洁和清洁度保护工作存在很大压力.因此,管道系统冲洗时应选用清洗效果好、适用范围广的冲

洗方法.

３．２　AP１０００核电主要系统按常规冲洗方法冲洗的难点

由于 AP１０００核电项目的设计特点、现场施工与调试冲洗逻辑顺序安排、施工进度滞后等原因,
按常规冲洗方法对 AP１０００核电管道进行冲洗,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作如下分析.

(１)模块化施工对系统冲洗的影响

AP１０００核电由于大量采用模块化建造技术,模块内管道安装集成到模块框架后在现场对模块进

行安装.模块化施工给系统冲洗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模块整体安装,且部分模块内管道直接与

设备焊接连接(如 KQ２３模块直接与 CVS热交换器焊接连接,Q６０１模块直接与稳压器焊接连接).
因部分设备不能参与系统冲洗,模块与设备焊接连接,不能安装临时滤网,致使这些管道无法参与系

统循环冲洗,因此,这些模块内管道在模块安装就位前就要冲洗完成,清洁度检查合格.
(２)管径及管道布置对系统冲洗的影响

AP１０００核电管道系统中有部分管道无法使用在线泵冲洗,且管径大,管道所在房间进出路径复

杂,临时管道安装困难.如使用临时泵冲洗,则不但对临时泵流量、扬程要求高,冲洗时排水措施也不

易实施.如管线 PXSＧPLＧL１８０A/B,两端是滤网,无法使用在线泵冲洗,管径１″,且管道所在房间

(１１３０５房间)是受限空间,进出房间要从１１厂房５层通过爬梯进入.如果使用临时泵安装临时管道

进行冲洗管线PXSＧPLＧL１８０A/B,按冲洗流速最低要求１．５m/s计算,泵的流量至少要达到６８０m３/h
才能满足冲洗要求,且临时进水、排水管道安装困难.

(３)现场施工与调试冲洗逻辑顺序对系统冲洗的影响

AP１０００核电工程在乏燃料格架安装就位前,必须将乏燃料池清洗干净,并要做好清洁度保护工

作,避免格架在安装后受到污染.而由于SFS系统及RNS系统在循环冲洗时要使用乏燃料池系统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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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水点及回水点,在循环冲洗时难以保证没有异物进入乏燃料池.因此,SFS系统及 RNS系统的

冲洗方法需要修改,以保证乏燃料格架的清洁度.
(４)施工进度滞后对系统冲洗的影响

由于设计变更频繁、甲供材料到货滞后等因素制约,现场施工及调试进度滞后,许多系统管道无

法安装完整,因此导致系统循环冲洗无法实施.为保证进度,需将一些系统在施工阶段分段进行冲

洗,以减少调试阶段的工作量,缩短调试工期.

３．３　采用新的管道清洁、冲洗方法的必要性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在 AP１０００核电项目实施管道冲洗施工时,如果继续全部使用传统冲洗方

法,已无法满足所有系统管道的冲洗要求,需在继续使用传统冲洗方法的情况下,对一些特殊管道,采
用新的方法进行冲洗.高压水枪冲洗凭借传统冲洗方法不能比拟的优点,成为改进冲洗方法的首选.
与传统冲洗方法比较,高压水枪冲洗有以下优点:(１)选择合适的压力等级,高压水射流不会损伤被清

洗的管道、设备;(２)清洗效果好,不污染环境;(３)冲洗速度快,操作简单;(４)冲洗用水量小,节约成

本,供水、排水措施简单;(５)使用软管枪冲洗,冲洗操作可灵活多变;(６)能在空间狭窄、复杂环境、恶
劣有害的场合方便地完成常规清洗难以完成的清洗作业.

３．４　AP１０００核电主要系统冲洗方法

经过对高压水枪冲洗技术的研究分析和多次讨论,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项目在管道冲洗时将采用

在线泵冲洗和高压水枪冲洗相结合的冲洗方法,核岛主要系统的冲洗方法如下:

RCS系统:RNS在线泵冲洗、高压水枪冲洗;

RNS系统:在线泵循环冲洗、高压水枪冲洗;

PXS系统:RNS在线泵冲洗、高压水枪冲洗;

CVS系统:RNS在线泵冲洗、高压水枪冲洗、临时泵冲洗;

SFS系统:在线泵循环冲洗、高压水枪冲洗;

SGS系统:人工擦洗、主给水泵循环冲洗、启动给水临时泵冲洗.

４　高压水枪设备简介及应用

４．１　高压水枪设备选型

因为管道高压水枪冲洗压力一般在２０００~７０００psig,流量约１５gpm,考虑到长距离软管连接的

压力损失及两把水枪可同时操作的需求,三门核电项目选型采购的高压水枪设备型号最高压力为

１２０００psig,流量为３０gpm.泵体为低转速往复泵.

４．２　高压水枪设备简介

高压水枪主要由以下部件组成:高压发生装置、控制系统、执行系统、辅助机构.
高压发生装置:由电机和高压水泵组成的泵组来产生高压水;
控制系统:由溢流阀、安全阀、脚踏阀、喷枪扳机、电控装置等组成;
执行系统:由喷枪、喷头等组成;
辅助机构:由水箱、高压软管、框架、走行机构及连接管路等组成.
高压泵是高压水枪能量的源泉,高压泵一般采用柱塞泵,考虑到泵的可靠性和寿命的问题,现多

采用陶瓷柱塞.
喷枪和喷头是高压水枪的清洗机构,也是高压水枪清洗的关键技术,作用是将高压水的压力能转

变成射流的速度能,喷嘴出口水射流的速度一般在亚音速与超音速之间即３００~５００m/s,这股射流虽

然质量不大,但其却像子弹一样,具有巨大的打击能量,可以破坏极坚硬的盐碱结垢物及堵塞物.且

喷头种类繁多,如标准喷嘴可适用于常规管道冲洗;纽扣喷嘴容易在弯曲的管道中移动;三槽型喷嘴

可在柔软的材料中移动;抛光型喷嘴可清除坚硬的沉积物并抛光管道内表面;自旋转喷嘴可在管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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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旋转,以使对管道的清洗力度达到最大.可根据使用工况进行选择,适用范围广,能满足各种复

杂工况.

表１　喷嘴型号及适用范围

喷嘴型号 喷嘴直径 最大压力 适用管道直径

PＧ１ ９．５mm ７０MPa ２~３″

PＧ２ １１．７mm ７０MPa ２~４″

PＧ３ １６．０mm ９０MPa ３~６″

PＧ４ ２２．４mm ９０MPa ４~１２″

PＧ５ ２８．７mm ７０MPa ８~２０″

高压软管是包含多层钢丝编织层的特种胶管,可以用快速接头与主机和喷枪相连接,使清洗工作

操作起来更灵活、方便.

４．３　高压水枪设备应用

高压水枪冲洗适用于每段管道１~２５m,管道口径２~２０″的管道分段冲洗,管道分段时要根据管

道的现场布置,管道中阀门、在线部件位置及现场管道施工逻辑顺序来安排.高压水枪设备本体可设

置在厂房外,用高压软管连接至待冲洗管口处,通过脚踏阀进行控制.高压软管与喷头伸到管道内

部,并沿管道走向前进进行冲洗.产生的废水少,可在待冲洗管道两端安装集水盒(图２)将冲洗水收

集起来,用软管连接至厂房内地漏系统,再使用地坑泵或潜水泵将废水抽出,排到厂房外的雨水井中.

图２　排水用集水盒示意图

高压水枪冲洗路径设置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１)每个冲洗路径管段总长度在１~２５m之间;
(２)管径在２~２０″之间;
(３)每个冲洗路径中９０°弯头/弯管数量不能超过１０个;
(４)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等会影响软管在管道内行进的阀门不能包含在冲洗路径中,球阀、旋塞

阀、闸阀不受此限制;
(５)冲洗路径中不能有“U”型管道,以免造成脏水、脏物无法排出,影响最终的清洁度;
(６)进水口和出水口要便于操作水枪,且有地漏、集水坑等方便排水的设施;
(７)冲洗时要遵循先支管后主管,先高后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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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水枪冲洗后可使用目视检查、内窥镜检查及水质取样分析等方法检查冲洗结果是否满足清

洁度要求.

５　AP１０００三门核电高压水枪冲洗应用

５．１　高压水枪在三门核电管道冲洗中的应用范围

在三门核电工程,高压水枪冲洗主要在下面几个主要系统中应用.

CVS系统:KQ２２和 KQ２３模块(见图３)中与热交换器连接的管道及除盐床前后管道.在模块内

管道已组装好,现场安装就位前进行高压水枪冲洗.由于在装置外进行冲洗,解决了模块就位后管道

无法冲洗的难题,同时,冲洗施工空间场地宽敞,排水措施也简单易行.

RCS系统:ADS序列１~序列４管道(包含 Q６０１模块内所有管道),Q６０１模块内的管道(见图

４),在模块就位前进行高压水枪冲洗,模块外的管道在现场安装施工时分段进行高压水枪冲洗.采用

高压水枪冲洗解决了模块就位后管道无法冲洗的难题,同时也减少了高标高层、大口经管道冲洗时对

泵及临时管道的需求.

RNS系统:整个RNS系统２″以上管径的管道,在现场安装时分段进行高压水枪冲洗.因RNS系

统在线泵可用来循环冲洗,安装时可不用高压水枪冲洗,但考虑到循环冲洗时泵出口是与乏燃料池相

连,为减少对乏燃料格架的污染,在施工阶段增加了高压水枪冲洗步骤.

PXS系统:由于PXS系统没有在线泵,且管道口径大,整个PXS系统２″以上管径的管道,在现场

安装时分段进行高压水枪冲洗,以减少高标高层、大口经管道冲洗时对泵及临时管道的需求.

SFS系统:与乏燃料池相连的２″以上管径的管道,从乏燃料池到第一个控制阀处的管段,在乏燃

料格架就位前用高压水枪冲洗,并在SFS系统及 RNS系统回流到乏燃料池的管道上安装临时过滤

器,避免脏水流入乏燃料池,污染格架.

图３　KQ２３模块管道示意图

　

图４　Q６０１模块管道示意图

５．２　高压水枪在三门核电管道冲洗中应用举例

高压水枪冲洗已在三门核电管道冲洗中实际应用,与乏燃料池相连的管道已使用高压水枪进行

冲洗.图５是与乏燃料池连接管道的路径划分情况.绿色表示冲洗路径编号,紫色数字是管道等轴

图编号,蓝色为管道断开点位置.
冲洗路径１２４包含２张图纸,是冲洗路径１２５的支管,管径３″,管道总长７．４m,包含６个弯头.
冲洗路径１２５包含３张图纸,与模块 R３６５中管道图纸 APPＧSFSＧPLWＧ３４０连接.由于模块

R３６５尚未就位,就从与模块接口处作为冲洗进枪口,模块内管道在冲洗完成后再安装就位.该冲洗

路径管径８″,管道总长２１m,包含５个弯头.
冲洗路径０１０包含１张图纸,与RNS系统阀门RNSＧPLＧV０５２相连,因阀门是A１类阀门,尚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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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与乏燃料池相连管道冲洗路径划分

现场不能安装,因此在阀门位置设置进枪口.该冲洗路径管径１０″,管道总长９．８m,包含３个弯头.
冲洗路径１１７包含１张图纸,与模块 R３６５中管道图纸 APPＧSFSＧPLWＧ３５４连接.由于模块

R３６５尚未就位,阀门未安装,因此选取阀门处作为冲洗进枪口.模块内管道不在高压水枪冲洗范围.
此冲洗路径管径２″,管道总长４．７m,包含２个弯头.

冲洗时先从乏燃料池内图纸４４３的两个管口开始冲洗路径１２４的管道;支管冲洗干净后从冲洗

路径１２５中断开点向乏燃料池冲洗主管;然后再分别冲洗路径０１０及１１７的管道.
这４条冲洗路径进水、排水管口分别在１２３６５/１２３５４房间及乏燃料池内.乏燃料池内的管口处

废水通过软管连接到电梯井处集水坑中,１２３６５房间管口处废水通过房间内地漏排到地坑中,再使用

潜水泵排到电梯井集水坑中,１２３５４房间内管口处使用软管直接将废水排到厂房外面雨水井中.电梯

井集水坑中的废水使用潜水泵抽出,排到室外雨水井中.

４条冲洗路径冲洗总用时１．５天,每条冲洗路径冲洗２~３遍.管道冲洗完成后分别使用目视检

查、滤布过滤及白布擦拭来检查管道冲洗效果.经 QC检查,冲洗后管道清洁度完全满足B级清洁度

的要求,冲洗取得成功(见图６).

图６　高压水枪冲洗现场操作

５．３　高压水枪在三门核电管道冲洗中应用的意义

以上这些管道采用高压水枪冲洗,弥补了常规冲洗方法的不足,解决了模块就位后管道不能参与

冲洗的难题,节约了大流量临时泵、临时管道的采购、安装消耗,并解决了乏燃料格架就位后管道冲洗

时对格架造成污染的难题,使现场施工能够合理、有序地进行.而且,高压水枪冲洗速度快,冲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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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对管道内壁附着的铁锈、水垢、沙砾、焊渣等异物都能很好清除,有效地保证了管道清洁度满足设

计要求.

６　结论

通过分析 AP１０００核电管道系统冲洗的要求及难点,论证常规冲洗方法的不足,结合高压水枪冲

洗的特点、优点,分析高压水枪冲洗在 AP１０００核电项目管道冲洗施工中应用的优越性及技术经济优

势,为高压水枪冲洗在核电项目建设中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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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powerplantpipehydrolazingapplication

LIJie,CAOShuai,LIUShiＧjie,LIJUNＧming,YANGZiＧbao,WU Wei
(ChinaNuclearIndustryFifthConstructionCompanyLimited,JinshanDistrict,Shanghai,２０１５４０China)

Abstract:Becausepartialequipmentcannotbeinvolvedinsystemflushingwiththepreviousmethods
includingcirculationflushing,openflushing,manualcleaningandairpurgingetc．,theflushingneeds
tobeconductedbeforeequipmentconnection,thisarticlemainlydiscussesthehighＧpressureand
sectionalflushing methodatnuclearpowerplant．AsforlargeＧborepipe,whennormalflushing
methodisadopted,themassflowflushingpumpshallbeusedandlargeＧboretemporaryflushingand
dischargepipelaid,whileitdoesnotworkwell,thesewageonpipeinternalfacecannotbeclearedout
entirely(therustatpipeelbow,valverootandinsidepipeisdifficulttoberemovedbyflushing)．Withthe
new method,thesystemlargepipelongerthanequipmentcanescapefromindividualflushingbefore
connectionandflushingefficiencycanbeimproved,sothenew methodcanbepopularizedforindustry
application．Thisarticleputsforwardsomeimprovementsforsubsequentconstruction．Byanalyzingthe
problemsduringhydrolazing,wecanforeseetheproblemsthatarelikelytooccurinfollowingflushing,find
andsolvetheminadvanceasmuchaspossible,soastoquickentheconstructionprogressoffollowＧup
projectontheconditionofsafetyandqualityguaranteed．
Keywords:highＧpressure;s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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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顶法兰焊接变形控制技术

周雪刚,王兴华,宋立刚,李俊明,丁　超,罗　川,郭政山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AP１０００顶法兰是由８块法兰板组装焊接而成的正八边形钢结构,外径和内径分别为６０９６mm和５１８２mm,其
作用是支撑核反应堆压力容器.为确保核电站运行过程中压力容器能够正常工作,顶法兰在制造完成后要求整体共

面度达到０．７６mm,制造精度要求极高.由于顶法兰的组装焊接过程中伴随着热胀冷缩的作用,顶法兰将会产生焊接

变形,从而影响到顶法兰的制造质量,而且法兰板的板厚均较厚,焊接变形情况更难控制,因此如何控制焊接变形是顶

法兰组装成败的关键因素.为有效控制AP１０００核电顶法兰制造完成后的整体共面度满足要求,本文通过对顶法兰的

结构特点进行分析,结合焊接过程中的受热情况,采取变形控制工装和合理的焊接施工工艺控制顶法兰焊接变形,使
焊接完成后的顶法兰焊接变形量完全满足要求.此变形控制技术已在工程上进行了成功的应用,同时,也为其他核电

大型结构的焊接变形控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顶法兰;焊接变形;控制措施

　　　　　　　　　　　　　　　　　　　　　　　　　　　　　　　　　　　　　　　　　　　　　　　　　　
　

　
　

　 　　　　　　　　　　　　　　　　　　　　　　　　　　　　　　　　　　　　　　　　　　　　　　　　　
　

　
　

　
　

作者简介:周雪刚(１９９１—),男,江西吉安人,助理工程师,工学学士,现主要从事核电站焊接施工管理工作

AP１０００核电作为我国引进的国际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目前正在三门和海阳进行首批建造.
在 AP１０００核电中,在CA０４结构模块顶部有一正八边形法兰,简称顶法兰,用以支撑压力容器(RV)
支撑,整个结构总重约５．８t.考虑到后续压力容器的支撑和安装精度要求,在组安装过程中,需要严

格控制法兰结构的整体外型尺寸和安装平面位置,其安装精度要求极高.因此,如何控制顶法兰在组

焊过程中焊接变形是顶法兰安装成败的关键.必须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控制顶法兰的焊接变形量.
若不能有效控制其焊接变形量,将无法满足后续安装要求,可能会导致法兰报废,从而延误核电站建

造工期和增加建造成本.

１　概述

顶法兰为正八边形结构(如图１),法兰正面由８块厚度为４４．４５mm 的法兰板拼装而成,背面由

４８块厚度为３８．１mm的加强筋板拼装而成.法兰正面外径为６０９６mm,内径为５１８２mm.顶法兰

组焊完成后需对法兰板支撑面进行机加工,机加工后的厚度和公差要求为３８．１mm＋３．１８mm
－０．００ ,共面度要

求达到０．７６mm,施工难度大.为了保证加工精度及加工后的法兰厚度要求,则要求顶法兰组焊完成

后其整体共面度要控制在３mm范围内方可满足后续安装及机加工精度的要求.因此,顶法兰组焊

的重点就是如何控制焊接变形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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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１　顶法兰结构图

(a)立体图;(b)组成部件

２　顶法兰焊接变形控制难点

焊接过程中被焊工件受到不均匀温度场的作用而产生形状或尺寸方面的变化[１],因此焊接过程

必然会造成工件的变形.为了控制焊接的变形,通常方法有反变形,强制拘束、焊接工艺措施及其组

合的方式.同时,对于不同的构件,因其结构特点各异,因此各种变形控制措施需要针对构件结构特

点设置合适的变形控制措施.顶法兰由于其结构特点,其变形控制难点如下:
(１)顶法兰的法兰板与筋板为 T型接头的焊接结构,即仅在法兰板的一面有焊缝(筋板、剪力钉均

在法兰板的同一侧焊接),焊接过程中由于单面焊接而产生的热胀冷缩作用,极易造成法兰板在焊接

筋板过程中受到复杂的应力作用而产生复杂的焊接变形,如何控制法兰板与筋板焊接后的法兰板的

平面度是法兰焊接变形控制的难点之一;
(２)顶法兰的法兰板厚度为４４．５mm,要求最终机加工后法兰板的厚为３８．１mm＋３．１８mm

－０．００ ,法兰板

的共面度不小于０．７６mm.因此在考虑加工余量的情况,法兰组焊完成后其整体平面度必须控制在

３mm以内方可满足安装要求.因此,如何控制直径约６m的法兰组焊完成后共面度在３mm 是焊接

变形控制的难点;
(３)由于焊接过程中存在收缩,在保证焊接完成后的共面度情况下,同时需满足法兰外形尺寸的

公差要求,在焊接之前如何预留焊接变形量也是顶法兰焊接变形控制的难点.

３　顶法兰焊接变形控制措施

３．１　焊接技术要求

组成顶法兰的法兰板和筋板材质均为 ASTM A３６,所有焊缝均采用手工电弧焊,焊材为 E７０１８,
直径为ϕ３．２.为了控制焊接变形量及便于工装的布置,法兰板与筋板采用横焊位置焊接.８条主焊

缝为X形坡口焊缝,其焊接位置为平焊和仰焊.

３．２　材料准备

３．２．１　下料

根据图纸中各材料规格和数量,对法兰板和零件板的外型尺寸进行严格控制,下料前对原材料板

面进行平面度的调整和固定.法兰板和零件板定位放线时均要预留打磨加工的余量,切割面应无明

显割纹,切割面要求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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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坡口加工

将０１、０５号法兰板坡口加工为X形坡口,将０２、０３号法兰板加工成单侧４５°的 V型坡口,见图２.
坡口要求采用机加工的方式,在加工０１和０５板的 X型坡口时,加工成双面对称坡口,以满足后续焊

接的要求.

(a)

(b)

图２　０２、０３号筋板坡口

(a)０２筋板坡口;(b)０３筋板坡口

３．２．３　组焊平台

为控制法兰板组焊后的平面度,则必须要求法兰板在焊前组对后的共面度满足要求.为此需要

设计一法兰板的组装平台,此平台既能精确的控制法兰板的组对平面度又便于焊接作业.根据顶法

兰结构特点,设计拼装平台,通过平台上的调节螺栓精确调整法兰板的共面度,通过７字卡、楔子等工

装对法兰板进行固定和设置防变形.为保证便于调节法兰板的精度,支撑平台的共面度要求不小于

２mm,以保证焊接前将法兰的共面度在合适的范围内.

３．２．４　法兰板平面度测量

(１)设置测量点

本文中的平面度数值是指将各法兰板上的最低点设为０点(以此点为基准),其他点的测量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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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０基准点的偏差即为共面度.法兰板平面度测量点布置如图３(此测量点也是最终的共面度测量时

的测量点).

图３　法兰板平面度测量点分布图

(a)０１法兰板平面度测量点分布图;(b)０５法兰板平面度测量点分布图

(２)测量平面度

为保证焊接完成后单个法兰板的平面度满足后续法兰焊接施工的要求,在下料完成后对单板平

面度进行测量,要求下料完成后的单板平面度不小于３mm.
由于０１法兰板为不规则形状,且整体尺寸较大.在热切割时造成受热不均匀,同时、热量不能均

匀传递造成扭曲.通过采取变形矫正措施后,０１法兰板的最终平面度在２mm以内.

３．３　焊接施工

３．３．１　施工流程

为了控制焊接变形,合理安排焊接件的各个部分的焊接顺序是关键因素,整体焊接施工流程见

图４.

图４　焊接流程图

３．３．２　筋板与法兰板的焊接

根据法兰板与０２、０３筋板焊接的结构特点,采用刚性固定、反变形和合理的焊接顺序相结合的变

形控制方式.由于０１法兰板与０２和０３筋板焊接结构较复杂,焊接变形更难控制,且０１法兰板尺寸

大,形状不规则,在焊接过程中较难控制焊接变形.因此,下文将详细描述０１法兰板上的０２和０３筋

板的焊接变形的控制措施(０５法兰板与０２、０３筋板的焊接控制措施与此基本相同).
(１)设置焊接变形控制工装

法兰板与０２、０３均为 T型接头,由于焊接的热作用,势必会造成焊接变形(船形和扭曲变形).为

控制焊接变形,根据法兰板的特点及现场条件设置变形固定工装和反变形措施,设计焊接工装如

图５所示[２].该工装由工字钢、７字卡、门型卡、楔子等组成,由工字钢做成的骨架与法兰板形状相似,
便于法兰板的固及变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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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变形控制工装

(２)焊接顺序

为控制焊接变形量,除采用变形控制工装外还需合理安排焊接顺序.将０３、０２筋板按设计的位

置全部点焊固定在法兰板上,然后再按设定的顺序进行焊接.为了增加法兰板的刚性,先焊接０３筋

板,其目的是在０３筋板焊接完成后法兰板起加强作用,可防止焊接０２筋板时产生的波浪变形.０３筋

板的焊接顺序为:在０３筋板的两端和中间分别取３００mm进行焊接(图６中序号１),即采用分段焊接

的方法,以避免因热输入过大造成的焊接变形.此部分焊接完成之后由两名焊工进行同方向分段焊

接(图６中序号２),３筋板上的两侧焊缝进行交替焊接.

０３筋板焊接完成之后,继续焊接０２筋板.采用对称并间隔焊接的方式,两人同时进行焊接,以控

制焊接变形.０２筋板的焊接顺序如图７所示,即焊接顺序为１→２→３→４.对于同一块筋板的A、B两

条焊缝,采用先焊接 A焊缝,再焊接B焊缝的顺序进行交替焊接.

图６　０３筋板的焊接顺序

图７　０２筋板的焊接顺序

(３)焊后平面度测量

通过以上焊接变形控制措施后,对焊接完成的８块法兰板采用 NA２＋GPM３＋２M 铟钢尺进行平

面度测量,测量结果如下表:

表１　法兰板平面度

法兰板编号 设计尺寸/mm 平面度/mm
０５Ｇ０１ １３７２×４５７ １．０８
０５Ｇ０２ １３７２×４５７ １．３
０５Ｇ０３ １３７２×４５７ ０．８９
０５Ｇ０４ １３７２×４５７ ０．７４
０１Ｇ０１ ３３４１×７３１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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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法兰板编号 设计尺寸/mm 平面度/mm
０１Ｇ０２ ３３４１×７３１ ２．４８
０１Ｇ０３ ３３４１×７３１ ２．６１
０１Ｇ０４ ３３４１×７３１ ２．６９

通过以上的焊接变形控制措施,０２和０３筋板焊接完成后法兰板的平面度情况较为理想,０５法兰

板平面度都控制在１．５mm以内,０１法兰板平面度都控制在３mm以内,满足后续法兰板面组装的平

面度要求,说明此控制措施是合理且有效的.

３．３．３　法兰板与法兰板的焊接

(１)组对

法兰组装时依靠组装平台上调节螺栓进行调平、组对,组对间隙控制在５mm 以内.由于主焊缝

的焊接会造成焊缝收缩,从而造成法兰整体尺寸变小.为了控制整体尺寸,组对时预留一定的尺寸收

缩量.通过制作模拟件试验得出数据,厚度为４４．５mm 的焊缝横向收缩量约为２mm,８条法兰板的

主焊缝整体横向收缩量约为１６mm,计算可得法兰板半径的收缩量约为２．５mm.所以组对时法兰整

体外形半径在设计尺寸的基础上扩大２~３mm,为预设收缩量.在组对平台通过调平螺钉和 T型卡

工装进行组对调整后,用楔型铁将整个法兰固定在组装平台上,以避免其他因素造成法兰平面度的变

化.组对完成后８块法兰板的共面度经测量为２．６mm,错边量控制在０．５mm以内.

 

坡口

图８　法兰板组对点固

法兰板主焊缝焊接前需预热,若焊接前处于

自由状态,则加热过程中由于热膨胀的作用,法兰

的整体尺寸及坡口的根部间隙将发生改变.为

此,必须将法兰进一步加固,以防止产生变化.为

此,采用材质为 A３６,直径ϕ３０mm 的圆棒将焊缝

坡口点固.点固方式为沿焊缝长度方向均布５个

点焊点(见图８).由于圆棒的点固作用,法兰在预

热时整体受热进行膨胀,不会造成坡口部分的形

变.点固棒可以点在平焊或仰焊位置的坡口(但
所有的点固棒需在同一侧位置).

(２)设置测半径测量点和测量

８块法兰板在组装平台上按要求组对完成后,按图９所示设置半径测量点.

图９　顶法兰半径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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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法兰半径尺寸(焊前)

法兰板号 点位 实测距离/mm 理论距离/mm 偏差/mm
０１Ｇ０２ A ２５９３．１ ２５９１．０ ＋２．１
０５Ｇ０３ D ２５９３．３ ２５９１．０ ＋２．３
０１Ｇ０３ A ２５９３．３ ２５９１．０ ＋２．３
０５Ｇ０４ D ２５９３．１ ２５９１．０ ＋２．１
０１Ｇ０４ A ２５９３．８ ２５９１．０ ＋２．８
０５Ｇ０２ D ２５９４．２ ２５９１．０ ＋３．２
０１Ｇ０１ A ２５９３．８ ２５９１．０ ＋２．８
０５Ｇ０１ D ２５９３．１ ２５９１．０ ＋２．１

　 图１０　法兰结构主焊缝编号

(３)焊接顺序

为了减小焊接变形对法兰共面度的影响,需要制定合理的

焊接顺序,将８条主焊缝按１和５、２和６、３和７、４和８组合共

分成４组(见图１０).在整个法兰焊接过程中每组中的两条焊

缝要求同时开始、同时完成,以确保在对称面上同步变形.每

条焊缝焊接过程中应上下交替焊接,从没有点固棒的一侧开

始,当焊接熔敷金属厚度约为６mm 时,将点固棒去除并清根.
然后再从清根侧焊接厚度约５mm 时再进行两侧交替焊接.

８条法兰板焊缝每条焊缝最终层道数应不少于５０道,并均采用

分段退焊的方式,以有效控制焊接变形.在焊接过程中对法兰

的共面度和半径尺寸等数据进行监控测量.

３．３．４　焊接完成后的测量

法兰板８条焊缝焊接完成后,待焊缝完全冷却之后,将工

装拆除,测量８个法兰面的平面度和法兰的半径尺寸,见表３、表４.

表３　焊后法兰板平面度

法兰板编号 平面度/mm 共面度/mm

０５Ｇ０１ ２．５８
０５Ｇ０２ ２．１０
０５Ｇ０３ １．０８
０５Ｇ０４ ２．３５
０１Ｇ０１ １．８０
０１Ｇ０２ ２．０９
０１Ｇ０３ １．９６
０１Ｇ０４ １．９４

２．５８

表４　焊后法兰内径尺寸测量

法兰板号 点号 实测距离/mm 理论距离/mm 偏差/mm
０１Ｇ０２ A ２５９０．２ ２５９１ －０．８
０１Ｇ０３ A ２５９０．８ ２５９１ －０．２
０１Ｇ０４ A ２５９１．０ ２５９１ ０．０
０１Ｇ０１ A ２５８９．９ ２５９１ －０．１
０５Ｇ０３ D ２５９０．１ ２５９１ －０．９
０５Ｇ０４ D ２５８９．９ ２５９１ －０．１
０５Ｇ０２ D ２５９１．４ ２５９１ ０．４
０５Ｇ０１ D ２５８９．２ ２５９１ －０．８

７７



通过对焊后法兰共面度和可知,８块法兰板拼焊完成后法兰的整体共面度为２．５８mm,由表８可

知,法兰板半径收缩量为２．２~３．２mm.焊接完成后法兰的共面度及尺寸均满足后续机加工及安装

的要求.

３．４　焊后热处理

为消除法兰板组焊中的应力,对８条主焊缝进行局部焊后热处理,热处理时将整条焊缝的上下表

面均用加热片包裹,以使加热过程能对焊缝均匀加热.同时对于强制变形点采用加热片进行加热并

保温,以消除局部应力.
加热范围以焊缝中心为基准,焊缝两侧各约２００mm,加热时,要保证被加热件的加热部分均匀热

透.加热区以外的不小于２００mm的范围予以保温,防止产生有害的温度梯度.保温温度为(６２０±
１０)℃,保温时间１２０min[３].

３．５　最终的测量

热处理完成后,顶法兰组焊工作全部完成.此时测量组焊完成后的顶法兰共面度和内径尺寸,测
量结果见表５、表６.

表５　热处理后平面度测量

法兰板编号 平面度/mm 共面度/mm

０５Ｇ０１ １．８６
０５Ｇ０２ １．３１
０５Ｇ０３ ０．９８
０５Ｇ０４ １．３０
０１Ｇ０１ １．９８
０１Ｇ０２ １．６０
０１Ｇ０３ １．５８

０１Ｇ０４ ２．２０

２．２０

表６　热处理后内径尺寸测量

板号 点号 实测距离/mm 理论距/mm 偏差/mm
０１Ｇ０２ A ２５９１．２ ２５９１ ０．２
０１Ｇ０３ A ２５９１．６ ２５９１ ０．６
０１Ｇ０４ A ２５９１．４ ２５９１ ０．４
０１Ｇ０１ A ２５９１．９ ２５９１ ０．９
０５Ｇ０３ D ２５９１．１ ２５９１ ０．１
０５Ｇ０４ D ２５９２．２ ２５９１ １．２
０５Ｇ０２ D ２５９２．１ ２５９１ １．１
０５Ｇ０１ D ２５９１．２ ２５９１ ０．２

由表５、表６可知,８条主焊缝焊接热处理后整体平面度有所提高,法兰面的共面度由热处理前的

２．５８mm提高至２．２０mm;法兰半径的收缩量为０．９~２．２mm.由于热处理的作用使焊缝的应力得

到释放,法兰面半径有所膨胀.法兰面的半径尺寸在设计要求的±１．６mm 的偏差范围内,完全满足

后续的安装及机加工的要求.

４　结论

在核电建安工作中,结构焊缝在核电施工现场进行如此高精度的焊接工作在我国尚属首次.通

过制定合理的焊接工艺及相应的焊接变形控制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顶法兰的焊接变形在合理的范围

内,顶法兰焊接变形控制工艺措施已在三门核电一期工程和海阳核电一期工程中成功应用,所有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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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控制均一次性满足设计要求,再次证明了此焊接变形控制措施的可行性.为我国今后核电建造

中相关的焊接施工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也为我国核电建造采用模块化施工技术研究提供有益的

资料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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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topflangeweldingdistortcontroltechnology

ZHOUXueＧgang,WANGXingＧhua,SONGLiＧgang,LIJunＧming,
DINGChao,LUOChuan,GUOZhengＧ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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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P１０００topflangeiscompletedbyeightflangeplate,whichfunctionstosupportR
pressurevessel．Thewholecoplanarityrequired０．７６mm．Astheeffectofheatexpandsandcold
contracts,topflange willbedistorted．Inordertocontrolthe weldingdistorting,throughthe
structuralcharacteristicandheatingcondition,adoptdistortcontroldeviceandreasonablewelding
procedurespecification,assuring the welding distortcompletely meettherequirement．This
distortingcontrolmeasurehavesuccessfullyuseintheproject．
Keywords:topflange;weldingdistort;control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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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技术

宋立刚,许　敏,王兴华,李俊明,丁　超,刘世界,武建勇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AP１０００核电站主蒸汽管道的材质为SA３３５GRP１１,管道外径达到９６５．２mm,管道壁厚达到４４．２mm,属于大

厚壁铬钼合金钢管道.因管道中铬含量较高,焊缝背面容易被氧化,并且焊缝容易产生裂纹,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焊

缝背面进行充氩保护,避免焊缝氧化.但由于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管径较大,管段长度较长以及焊口位置受限等诸多

因素,导致主蒸汽管道焊接时无法在焊缝背面进行充氩保护.通过对主蒸汽管道的安装工艺及铬钼合金钢管道焊接

性进行分析,研究出一套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技术.不同于传统的铬钼合金钢管道焊缝背面充氩保护的焊接工

艺,该技术通过对主蒸汽管道的坡口形式、组对间隙进行调整,对焊接过程中的焊接参数、焊缝的层道分布、焊接顺序

等焊接操作方面进行合理控制,焊接完成之后及时对焊缝进行后热及焊后热处理,使主蒸汽管道免除焊缝背面充氩保

护,焊接完成后焊缝成型良好,焊缝质量合格,避免了焊缝裂纹的产生.该技术在保证主蒸汽管道的焊接质量的同时,

提高了主蒸汽管道的焊接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目前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技术已在三门和海阳 AP１０００核电

项目中成功运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为国内外其他领域类似管道的焊接提供了借鉴经验,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关键词:主蒸汽管道;焊缝背面免充氩;焊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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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核电是先进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对我国未来核电项目

发展有重要意义.主蒸汽管道作为核电站的“大动脉”,将高温高压蒸汽不断地从核岛蒸汽发生器输

送到常规岛汽轮机.AP１０００核电是双环路设计,两条主蒸汽管道回路的结构和功能相同.主蒸汽管

道规格为ϕ９６５．２mm×４４．２mm,设计压力７．５２MPa,设计温度２９２℃,设计寿命６０年,属于核级物

项,作用极其重要.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是规格为ϕ９６５．２mm×４４．２mm 的大厚壁合金钢管道.由于合金钢管道中

铬含量较高,焊接时焊缝背面容易被氧化,并且焊缝容易产生裂纹.通常采用焊缝背面充氩的方式,
保护焊缝.但由于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管径较大、长度较长以及焊口位置限制等因素导致焊缝背面

无法进行充氩保护.通过对主蒸汽管道材质的焊接性分析,运用合理的焊接工艺,使主蒸汽管道免于

焊缝背面充氩保护,焊接质量满足要求.

１　焊接性分析

焊接性是金属材料在一定的焊接工艺条件下获得优质接头的难易程度以及表明焊接接头能否在

使用条件下可靠运行的指标.对于低合金钢,碳当量(CE)常作为评估钢材焊接性的重要参数指标.
钢材的碳当量越大,淬硬倾向越大,焊接接头越容易产生冷裂纹,材料焊接性也越差.通过计算主蒸

汽管道材料碳当量分析其焊接性,制定相应的工艺措施.

AP１０００核电主蒸汽管道的材质是SA３３５GRP１１,属于耐热低合金钢,成分中铬含量较高,抗氧

化性和耐腐蚀性优于普通低合金钢.依据厂家提供的材料质量证明书,其化学成分见表１,力学性能

见表２.

０８



表１　SA３３５P１１的化学成分

C Mn Si P S Cr Mo Cu V Ni

０．１１ ０．５１ ０．７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１．１８ ０．５１ 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５

表２　SA３３５GRP１１的力学性能

屈服强度Rs/MPa 抗拉强度Rb/MPa 延伸率

≥３２９ ≥５３１ ≥３４

采用国际焊接学会推荐的用于评定低合金钢焊接性的碳当量公式[１]:

CE＝C＋Mn/６＋(Cr＋Mo＋V)/５＋(Ni＋Cu)/１５
通过计算,SA３３５P１１的CE 约为０．５５％.
对于低合金钢而言,当钢材CE＞０．４％时,淬硬倾向大,焊接接头易出现冷裂纹.因此SA３３５P１１

的碳当量为０．５５％,焊接性差,焊接时需控制焊接热输入,采取预热、后热措施来改善母材的焊接性,
焊接完成后对焊缝进行热处理,避免焊缝产生冷裂纹.

２　焊接材料选择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材质为SA３３５GRP１１,属于耐热低合金钢,在４５０~５５０℃时有较高的热

强性.反应堆厂房内的主蒸汽管道采用的焊接方法为钨极氩弧焊[２],因此对于SA３３５GRP１１主蒸

汽管道焊接材料,选用型号为ER８０SＧB２的合金钢焊丝[３].焊丝含有一定的Cr和 Mo元素,保证焊缝

的热强性.

３　焊接工艺

３．１　坡口加工

　图１　坡口形式图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坡口加工采用机械加工方法.为了

减少焊接填充量同时保证焊缝熔合良好,将主蒸汽管道坡口加

工成 U＋V组合坡口形式,如图１所示.坡口钝边高度控制在

１．４~１．９mm区间,利于打底焊接时,将钝边熔化,形成良好的

焊缝;坡口根部的圆弧半径在１．６~２．４mm 范围内,下部坡口

角度为３０°±２．５°,高度为１９mm,上部坡口角度为１０°±２．５°.
坡口加工完毕后,将坡口内外表面不少于２０mm 范围内的油

污清理干净,并进行外观检查,坡口表面不得有夹杂、裂纹、分
层等缺陷.

３．２　组对

坡口组对时错边量要控制在０．８mm以内,根部间隙控制在２~５mm 范围内.对于不同的焊接

位置,组对间隙要求有所差别.当焊接位置为５G(管道水平固定放置)时,组对间隙控制在２~
２．５mm范围内;焊接位置为２G(管道垂直固定放置)时,控制在２．５~５mm范围内.

组对间隙和内错边满足要求后进行定位焊.定位焊所采用的点固棒材质要与主蒸汽管道材质相

同,均为SA３３５GRP１１,点固棒的尺寸为ϕ３６mm×５０mm.定位焊的焊接方法为钨极氩弧焊,采用

的焊丝是直径为２．０mm的ER８０SＧB２.定位焊时,将８个点固棒在主蒸汽管道的圆周方向进行对称

点焊固定,每两个相邻点固棒间隔角度为４５°.点固焊缝要焊在坡口外侧,并且点固焊缝长度不小于

２０mm,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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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坡口组对点焊示意图

３．３　焊前预热

主蒸汽管道的预热采用电加热的方式,预热温度范围为１５０~２５０℃.预热前,在坡口两侧分别

分布２个热电偶,热电偶分别布置在管道圆周１２点钟方向和６点钟方向,距离坡口边缘的距离分别

为１０mm和４０mm的位置.热电偶布置好之后,用加热绳(或加热片)对坡口两侧管道进行缠绕,每
侧加热绳(或加热片)缠绕的宽度７５mm,加热绳(或加热片)距坡口边缘１０mm.然后用保温棉对加

热绳(或加热片)进行包裹并用铁丝固定,坡口每侧保温棉宽度至少为１５０mm,且保温棉距坡口边缘

１０mm,以免妨碍焊接操作.保温棉外侧用石棉布对进行包裹并用铁丝固定,避免温度过高,对焊工

操作造成影响,石棉布与保温棉的布置方式保持一致,如图３所示.焊接前用红外线测温仪对焊缝一

周的预热温度进行测量,避免预热温度未达到要求.

图３　预热热电偶、加热绳、保温棉、石棉布布置示意图

３．４　焊接

３．４．１　打底焊接

AP１０００核电主蒸汽管道在焊接时采用双人对称焊的焊接顺序,如图４所示.主蒸汽管道焊接操

作难点在于焊缝打底,现场采用直径为２．０mm的ER８０SＧB２的焊丝进行打底,焊缝成形较好,焊工操

作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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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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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５G位置焊接示意图

对于５G焊接位置,采取立向上的方式进行焊接,焊接时焊接电流和氩弧把的氩气流量范围要根

据表３中参数范围进行.焊接过程中氩弧把的钨极与熔池的角度需保持在７０°~８５°,送丝速度要保

持均匀,确保熔池中的金属可以均匀地包裹住钝边,并将钝边母材熔化,形成良好的打底焊缝.

表３　５G打底焊接焊接电流和氩弧把氩气流量参数范围

方位(按照钟表

方位统计)
６点－４点/

６点－８点

４点－３点/

８点－９点

３点－１点/

９点－１１点

１点－１２点/

１１点－１２点

焊接电流/A １３０~１５０ １２０~１３０ １１５~１２０ １１０~１１５

氩弧把氩气流量/(L/min) ２０~２５ １７~２０ １５~１７ １３~１５

对于２G的焊接位置焊接时,焊接电流保持在１２０~１３０A 的范围内,氩弧把的氩气流量控制在

１７~２０L/min.整个焊口在打底焊接过程中,保证送丝速度均匀,避免出现停顿.对于操作时,可适

当增大焊接电流,并稍稍加快操作速度,避免熔池金属下坠,形成缺陷.
焊缝第一层打底焊接完成之后,焊接第二层时,焊接速度与焊接第一层的速度保持一致的情况

下,焊接电流要比第一层小５A.第二层焊接的过程中,焊道应当分层,如图５所示,避免单道焊接热

输入过大,造成第一层焊缝金属根部熔池塌陷,形成内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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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G打底焊接层道分布　　 　　　　　　　２G打底焊接层道分布

图５　打底焊接层道分布示意图

３．４．２　填充和盖面

在进行填充和盖面焊接时,可根据实际操作情况选用不同直径的焊材,焊接参数范围详见表４.
在填充和盖面焊接时,焊缝的层道分布,如图６所示.每焊完一层,用钢丝刷将层道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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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填充和盖面焊接参数范围

焊接方法 焊材类型 直径/mm 焊接电流/A 焊接电压/V 焊接速度/(cm/min)

钨极氩弧焊

ER８０SＧB２ ２．０ ６０~１８０ ９~３０ ８．１~３０

ER８０SＧB２ ２．４ １００~２２０ ９~３０ ９．９~３０

ER８０SＧB２ ３．２ １１０~２４０ ９~３０ １０．８~３０

５G填充和盖面焊接层道分布　　 　　２G填充和盖面焊接层道分布

图６　层道分布示意图

３．５　后热处理

主蒸汽管道若焊接过程中断或焊接完成后不能立即进行焊后热处理时,要进行后热处理.后热

处理的最低温度为１５０℃,保温时间４h,后热处理的加热方式与焊前预热的方式保持一致.

３．６　焊后热处理

主蒸汽管道焊接完成后需进行焊后热处理,以此来细化焊缝晶粒,改善焊缝组织的力学性能,同
时还可以消除焊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应力,降低焊缝金属的扩散氢含量,起到避免焊接裂纹的产生的

作用.焊后热处理要布置４个热电偶,分别在管道的１２点钟方向上,焊缝两侧距离焊缝边缘１０mm
和４４．２mm 处,管道３点钟方向上距离焊缝边缘１０mm 处和在管道６点钟方向上距焊缝边缘

４４．２mm处.主蒸汽管道的焊后热处理用加热绳(或加热片)进行加热,加热绳(或加热片)缠绕时,以
焊缝中心为基准,距焊缝边缘各自缠绕７０mm,然后用保温棉对加热绳(或加热片)包裹.保温棉包裹

时,每侧超出加热绳(或加热片)边缘１５０mm.最后用铁丝对保温棉进行固定,如图７所示.

图７　热电偶、加热绳、保温棉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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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后热处理的过程中,当温度在４２５℃以上时,升温速率和冷却速率控制在５６℃/h~１１７℃/h之

间,保温温度为(６２０±１５)℃,焊后热处理的最短保温时间为１０５min.实际升温速率/冷却速率＝(实际

保温温度－４２５℃)÷从４２５℃升温到保温温度所用时间(h)/从保温温度降到４２５℃所用时间(h).
焊后热处理的效果,可根据４个热电偶对应的温度曲线紧密程度进行判断.如图８所示,４个热

电偶对应的４条热处理曲线紧密结合在一起,证明在同一时刻４个热电偶温度一致,热处理效果

良好.

图８　焊后热处理曲线

４　结论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合金钢管道的焊接工艺,免去了焊缝背面充氩保护工

序,避免了焊接裂纹等缺陷的产生,不仅保证了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焊接质量,而且降低了施工成

本.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对于石油化工等其他领域类似合金钢管道的焊接具

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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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mainsteampipeweldingtechnique

SONGLiＧgang,XU Min,WANGXingＧhua,LIJunＧming,
DINGChao,LIUShiＧjie,WUJianＧyong

(ChinaNuclearIndustryFifthConstructionCo．,Ltd．,Shanghai２０１５００,China)

Abstract:AP１０００mainsteampipebelongstoachromemolybdenumpipewiththickwall．Since
chromiumcontentsinmainsteampipeishigh,weldbackcanbeeasilyoxidizedandcracked,argon
fillingprotectionisusuallyusedforweldback．WhileduetothelargecaliberofAP１０００mainsteam
pipe,longlengthandweldjunctionpositionetc．,argonfillingprotectionfailedtobeappliedtow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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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AseriesofweldingtechniqueforAP１０００mainsteampipeisinvestigated,suchasadjustthe
groovetypeandfittingＧupgapofmainsteampipe,effectivelycontrolweldingoperationandtimely
performPWHTforthecompletedwelds,allthesecanexemptmainsteampipefromweldbackargon
fillingprotectionandaccountforagoodformedweldafterweldingwithacceptableweldqualityas
wellasnocrackatthesametime．Currently,thistechniqueissuccessfullyappliedinSanmenand
HaiyangAP１０００NPP．
Keywords:Mainsteampipe;Thebackofweldwithoutargonprotect;Welding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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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AP１０００核电焊工资格与质量管理

丁　超,李　勇,王兴华,盛世宝,马　岩,杨　闰,丁军凯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焊接是 AP１０００核电站建设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焊接质量是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关键.焊工资格的管理是焊接质

量控制的源头,是质量管理的重中之重.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站是全球首个第三代非能动核电站,在焊工资格管理中焊

工流动性大、焊工资格种类多而且涉及到的标准种类繁多,主要分为 HAF标准及设计标准两大类,设计标准资格包括

ASME与 AWS两大标准体系,其中单 AWS标准就包括 AWSD１．１等六类标准.相比其他核电项目在焊工资格管理

方面要求更高、更严格、管理难度更大.通过对焊工资格的评定、维护、应用及焊工质量控制四大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最终制定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体系.在资格评定中,确定“资格转化”“双标准评定”的评定方式;在资格维护中,采用

信息技术化管理,建立资格有效期数据库;在资格应用中,制作焊工资格项目简易表与焊工资格手册;在焊工质量管理

中,通过现场监督检查、建立焊接质量月统计报表监控焊接技能水平,依据焊工焊接水平的波动情况,进行资格冻结、

预警和取消.建立焊工奖惩机制,定期组织焊工技能比武,以赛促学.该套管理措施的成功实施,为现场焊接施工提

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体现了焊工资格与质量管理的先进性、准确性、经济性,节约了焊工资格管理成本,产生了显著

的社会经济效益.AP１０００核电焊工资格及质量的科学化管理,促进了核电站管理水平的提高,为核电站的安全运行

提供有力的保障,也为其他核电站的焊工资格及质量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核电;焊工资格;质量管理

　　　　　　　　　　　　　　　　　　　　　　　　　　　　　　　　　　　　　　　　　　　　　　　　　　
　

　
　

　 　　　　　　　　　　　　　　　　　　　　　　　　　　　　　　　　　　　　　　　　　　　　　　　　　
　

　
　

　
　

作者简介:丁超(１９９０—),男,江西上饶人,工学学士,现主要从事核电站焊接施工管理工作

焊接施工质量影响整个核电站的运行及电厂安全,AP１０００核电建造中焊接作业将涉及整个施工

过程.施工的先决条件“人”是焊接质量保证的主要因素,焊工管理主要包括资格管理及焊工质量管

理.焊工资格是焊工技能水平的体现,所以焊工资格的管理是质量控制的源头,是焊接质量管理的重

中之重.同时,焊工质量对焊接质量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必须确保所有的焊接施工按要求执

行,遵循核安全文化原则.

１　概述

在三门 AP１０００核电站(以下简称 AP１０００核电)建造中,焊接质量是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关键.焊

工资格管理的特点是焊工流动性大、资格种类多而且涉及到的标准种类繁多,主要分为 HAF标准及

设计标准(ASME与 AWS系列标准)两大类[１].相比以往核电项目在焊工资格管理方面要求更高、
更严格.

如何做好焊工资格与焊工质量管理,保证焊工更好地服务于核电建造安装现场,这两个方面是安

装建造单位着重努力的方向.

２　焊工及资格评定情况

２．１　评定标准

根据西屋设计方及我国政府的要求,AP１０００核电建造过程中所涉及的焊接标准较多,焊工资格

评定需按照设计标准进行评定.各个标准所评定的资格项目主要应用的方向及资格项目评定量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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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类标准资格应用方向

序号 标准 标准内容 资格评定量

１ ASMEIX 焊接及钎焊评定[２] １５５８项

２ AWSD１．１ 钢结构焊接规范(碳钢) ９９９项

３ AWSD１．３ 钢结构焊接规范(薄板) ４２７项

４ AWSD１．４ 钢筋焊接规范 １８项

５ AWSD１．６ 钢结构焊接规范(不锈钢) ４９０项

６ AWSD９．１ 薄板焊接规范 ２５３项

７ AWSD１４．１ 工厂起重机焊接技术规范 ２项

８ HAF６０３ 民用核安全设备焊接[３] ８０３项

评定资格项目数量较多,主要是由于核电施工周期长、焊工流动性较大、设计方要求资格评定标

准较多、同一资格项目根据不同标准进行评定等造成.

２．２　焊工情况

焊工按照来源单位主要由自有焊工、外聘焊工及技校焊工三大方面组成;按照工种主要分为结构

焊工、管道焊工及技校焊工.各工种焊工人员情况具体见表２.

表２　焊工人员情况

序号 工种 项目至今人员数量 高峰期人数

１ 结构焊工 １７７人 ４３人

２ 管道焊工 １３１人 ７１人

３ 技校焊工 ４２人 ３３人

合计 ３５０人 １４７人

AP１０００核电安装周期较长,焊工流动性较大是造成现场焊工数量众多的原因.
焊工资格管理内容呈现资格项目多、评定标准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如何对现场焊工资格评

定、资格应用及后期维护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将是本文重点描述对象.
根据焊工及资格情况,必须建立有效、健全的管理体系,对焊工资格评定、维护、应用及焊工质量

管理过程中实现层层监控,确保整个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３　焊工资格管理

焊工资格管理是焊接质量管理的源头也是难点,如果过程控制管理不当,极易出现焊工资格管理

失控,同时也会影响到现场焊接产品的质量,影响整个核电的质量控制.

３．１　资格评定管理

焊工资格评定作为资格管理的第一环,通过选定恰当的资格项目、制定合理的资格评定方案、优
化资格评定方式,严格管理资格评定中的每一步.确保焊工资格的真实、有效性,提高焊工资格评定

的效率.

３．１．１　评定流程

焊工资格评定的管理流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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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焊工资格评定流程

３．１．２　评定方案及内容

针对不同工种焊工,制定不同的焊工考试方案,进行相应测评.其中管道焊工进行管道焊接测

评,测评内容包括碳钢管全氩、氩电及不锈钢管全氩焊;结构焊工进行板材焊接测评,测评内容包括碳

钢板手工电弧焊横焊及立焊位置.
技校焊工在进行资格评定时,考虑到技校生的特殊性,其培训考试内容按照项目分类:先考取结

构类资格,再考取管道类资格;按照难易程度:先考取碳钢类资格,再考取不锈钢类资格.按照循循渐

进的方式,达到稳步提高技校焊工技能水平的目的.

３．１．３　优化资格评定方式

由于资格评定所涉及的标准颇多,而且各个标准不通用,焊工资格评定又必须按照每个标准规范

要求进行,因此同一资格项目不同标准评比较困难.
为解决此评定问题,首先对于现场碳钢资格的评定所涉及 ASME与 AWSD１．１两大标准,采用

ASME标准碳钢资格转化为 AWSD１．１碳钢资格;对于现场不锈钢资格的评定,也涉及 ASME标准

与 AWSD１．６标准,鉴于此两种标准不能转化,为简化考试内容,在考取不锈钢资格时,采用同一考试

试件执行两种标准进行.

３．２　资格维护管理

设计标准与 HAF标准资格的连续操作记录均不得超过６个月,其中 HAF资格要求尤为严格.
如未按要求进行资格维护,则资格直接失效,因此资格维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３．２．１　设计标准资格维护

设计标准资格主要通过设计标准连续操作记录进行资格维护,将焊工的施焊记录在资格有效期

内进行收集,途径如下:
(１)各施工队按照规定以月为单位提供焊工的施焊记录;
(２)利用施工过程管理软件“canppe２”对焊工施焊记录进行筛选收集.

３．２．２　HAF标准资格维护

HAF考试周期较长,维护要求非常严格,HAF资格项目一旦失效将影响整个现场的施工进度.
为此技术组采取以下措施对 HAF资格进行维护:

(１)建立 HAF资格有效期数据库,数据库内设置自动提醒功能;
(２)优先采用现场实体焊接进行资格维护.
数据库的建立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焊工资格失效、漏项等情况发生.

３．３　资格应用管理

资格应用的管理,作为管理内容的最主要部分必须要建立更加具体、完善的技术文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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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焊工资格的正确使用,特对焊工资格进行梳理,编制成焊工资格手册.以施工内容命名焊

工资格,贴合现场实际施工,方便焊工班长根据施工班组提供的施焊单及施焊单上的资格项目代号,
确定焊工.

随着焊工技能水平的提高、资格种类的增多,资格卡内容较多,为现场焊工资格的查询、判断带来

困难.为方便焊工现场使用资格,特编制焊工资格项目简易表,将已具备资格进行整理,简化重要信

息.在施工过程中随身携带,简易表内容通俗易懂,查询方便.

４　焊工质量管理

焊工作为焊接施工中的首要因素,通过焊工平时和最终考核进行评判,并依据程序文件对焊工进

行适当激励与处罚,能有效的提高焊工的施工积极性和培养焊工的责任感.达到对焊工的有效管理.

４．１　建立焊工资格预警、冻结、取消机制

焊接技术组加强日常焊工合格率波动情况监控,依统计数据,当某焊工合格率低于９６％时,根据

不同程度,对其进行相应的资格冻结、预警和取消.并安排对该名焊工进行项目资格的培训考核,考
核合格后,方可重新上岗.

４．２　焊工激励机制

为对焊工积极性形成有效的激励,建立焊工奖励机制.对焊工 RT进行考核,对优秀焊工进行奖

励.定期召开优秀焊工表彰大会,评选出“季度 RT优秀焊工”“年度 RT优秀焊工”称号的焊工,对获

得称号的焊工进行适当奖励并颁发质量先进个人奖状.

４．３　举办焊工比武

在 AP１０００核电建造安装过程中,定期举行焊工技能比武活动.以赛促学,增强焊工责任心和荣

誉感,激发焊工学习意识.提高焊接理论水平和焊接操作技能,培育工匠精神.

４．４　组织班组焊工交流

焊接技术组为确保现场典型质量问题得到有效的整改和提升,同时加强对核安全文化的宣贯,每
个月焊接技术人员至少组织两次现场焊工班组班前交流会.至今共组织焊工班组交流会达４８次,交
流会参与人数达５５４６人次.

５　结论

AP１０００核电建造中,通过对焊工资格与质量管理的总结与创新,形成以下管控体系:
在资格评定过程中制定了焊工资格评定方案与内容,为不同工种焊工资格评定明确了方向;采用

资格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力的投入,提高了资格评定的效率.
在资格维护方面,通过对前期资格维护过程中的工作进行总结,优先采用实体进行资格维护,降

低资格维护成本;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进行资格有效期预警,充分利用 HAF资格有效期,减少资格维

护次数.
在资格应用方面,编制焊工资格手册及焊工资格项目简易表等文件提高了焊工资格应用的效率;

通过技术交底,明确施焊单填写要求,保证施工记录填写规范.
在焊工管理方面,通过对焊工平时和最终考核进行评判,并依据程序文件对焊工进行适当激励与

处罚,组织开展技能竞赛,有效地提高焊工的施工积极性和培养焊工的责任感.

AP１０００核电焊工资格及焊工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整个核电建设管理水平的提升,突出了

管理出效益、管理出成绩的理念.通过建立完善的技术文件,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材料的浪费及人

力的投入,使焊接技术人员能更好地执行和发扬创新的精神,更有力地巩固焊接技术.
信息化管理的应用,也体现出焊工资格管理的先进准确性、管理的经济性,核电项目焊工资格管

理水平的提高,为核电站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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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焊工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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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P１０００nuclearwelder

DINGChao,SHENGShiＧbao,LIYong,
XUYuan,MAYan,YANGRun

(ChinaNuclearIndustryFifthConstructionCo．Ltd．,Shanghai２０１５００,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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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过程控制分析

盛世宝,马　岩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１２)

摘要:AP１０００核电站主蒸汽管道是SA３３５GRP１１合金钢大厚壁管道,是连接常规岛汽轮机与核岛蒸汽发生器的主

要路径,承受较大热冲击和热瞬态,疲劳强度大,对焊接质量要求非常高.本文通过对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缝出现的

焊接缺陷进行分析,探究焊接缺陷的产生原因,同时对主蒸汽管道焊接过程中各施工要素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制定

合理有效的措施,保证后续主蒸汽管道的焊接质量.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和探索,对后续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施

工质量控制提供借鉴,逐步完善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焊接质量管理与控制.

关键词:主蒸汽管道;焊接;控制

　　　　　　　　　　　　　　　　　　　　　　　　　　　　　　　　　　　　　　　　　　　　　　　　　　
　

　
　

　 　　　　　　　　　　　　　　　　　　　　　　　　　　　　　　　　　　　　　　　　　　　　　　　　　
　

　
　

　
　

作者简介:盛世宝(１９７９—),男,安徽定远人,工程师,现主要从事核电站核岛建安项目管理工作

AP１０００稳压器主蒸汽管道起到连接蒸汽发生器与常规岛汽轮机的作用,属于超低碳大厚壁管道,
它的空间形式复杂、施工环境恶劣,对焊接施工质量控制要求极高,对焊接变形尺寸控制极严,且三门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焊接施工并无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本文对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的整个焊接施工过

程进行了质量控制分析,提出了焊接质量控制的重点、难点及预制措施,确保焊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１　AP１０００核电站主蒸汽管道简介

AP１０００压水堆核电站的主蒸汽管道是连接常规岛汽轮机与核岛蒸汽发生器的主要路径.主蒸

汽管道从蒸汽发生器排气口出来,经安全壳贯穿件进入核辅助厂房,最终经１１轴贯穿件进入常规岛

汽轮机厂房连接到汽轮机进气口.
每个核反应堆厂房包括两个主蒸汽管道回路.每个主蒸汽管道环路有１３道现场安装焊口,焊接

位置见图１.

图１　主蒸汽管道焊口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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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AP１０００主蒸汽管道焊接工艺分析

２．１　主蒸汽管道焊接工艺介绍

２．１．１　焊接工艺

主蒸汽管道的材质为SA３３５GRP１１,属于合金钢,管道为３８″非标准管道,壁厚为１．７４″,其化学

成分见表１.

表１　主蒸汽管道母材化学成分

C Mn Si P S Cr Mo

０．０５~０．１５ ０．３０~０．６０ ０．５０~１．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１．００~１．５０ ０．４４~０．６５

２．１．２　焊接设备

主蒸汽管道焊接使用的焊机为时代 WSＧ３１５逆变焊机,为钨极氩弧焊、手工电弧焊两用焊机,具
有电流稳定、焊接成型好等特点.因主蒸汽管道为合金钢厚壁管道,焊接热输入大,焊接持续时间长,
为避免对焊把造成损伤,现场使用了水冷焊把.

２．１．３　焊接材料

根据主蒸汽管道母材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确定焊接消耗材料牌号为 ER８０SＧB２(ϕ２．０mm 和

ϕ３．２mm两种规格)和E８０１８ＧB２(ϕ３．２mm).

２．１．４　预热及焊后热处理

AP１０００核电主蒸汽管道材质为SA３３５GRP１１,管道壁厚较大,为防止冷裂纹的产生和减少焊

缝中的焊接残余应力,在主蒸汽管道焊接时要求最低预热到１５０ ℃,并保持层间温度最大不超过

２５０℃.
焊接完成后为进一步消除应力,每道焊口还需进行焊后热处理,热处理参数见表２.

表２　焊后热处理参数

管道规格厚度 ４２５℃以上加热速率(最大) 保温温度 最短保温时间 ４２５℃以上冷却速率(最大)

９６５mm×４４．１９mm １１７℃/h　１１７℃/h (６２０±１５)℃ １０５min １１７℃/h

２．２　主蒸汽管道焊接缺陷分析

２．２．１　主蒸汽管道焊接缺陷

根据主蒸汽管道RT情况,对不合格片位进行分析,统计发现未熔合、圆形/条形显示为主要的缺

陷类型,约占缺陷总数的８０％.

２．２．２　缺陷产生原因分析

根据主蒸汽管道材质特点以及现场施工情况,对上述缺陷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可能

的原因:
(１)焊工操作不当,焊接速度过快、焊条停滞时间短导致熔敷金属未能完全熔化;
(２)焊接过程中层间清理不到位,残留的杂质等会影响母材和焊缝的融合;
(３)焊条摆动宽度和幅度不合理,导致部分焊缝区域熔敷金属未熔化已被覆盖;
(４)焊接操作空间小加之预热温度高,导致送丝不稳定.

２．２．３　焊接控制措施

针对上述焊接缺陷产生的原因,制定了以下控制措施:
(１)对主蒸汽管道焊工进行专项培训,对焊条及焊丝操作明确要求,特别强调焊接速度和焊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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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时间;
(２)加大层间清理力度,每层焊前确保死角打磨清理干净;
(３)受限位置操作焊工进行专项培训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参与焊接施工.
同时针对主蒸汽管道焊接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和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从焊前、焊接过程和焊后等

环节全程控制和提升,确保整个焊接过程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要求执行,将质量隐患提前发现、提前

解决.

３　主蒸汽管道焊接施工前质量控制

主蒸汽管道焊接施工前质量控制表见表３,包括检查要素、验收标准、依据的方案程序、检查时机、
检查方法及工具等.

表３　主蒸汽管道焊接施工前质量控制表

控制要素 验收标准 依据方案/程序 检测时机 检查方法 检查工具 备注

人员

ASMEⅨ[３]

HAF６０３[５]

HAF６０１

— 焊接施工前 检查 — 见３．１节

焊接工机具 APPＧGWＧZ０Ｇ６０２
焊接设备使用及

维护工作程序
焊接施工前 检查 — 见３．２节

焊接材料 APPＧGWＧZ０Ｇ６０２ 焊材复验工作程序 焊接施工前 复检 见３．３节

焊接文件 ASMEⅢ NB
核二/三级管道

焊接工作程序
焊接施工前 检查 — 见３．４节

焊接环境
ASMEⅢ NB

CPPＧPL０１ＧVWＧ２０３

核二/三级管道

焊接工作程序
焊接施工前 检查/检测

风速仪

测温仪

湿度计

见３．５节

３．１　人员资质要求及控制

３．１．１　焊接操作工资质要求及控制

主蒸汽管道焊接时,焊接操作工资质应同时满足设计标准(ASME)及 HAF６０３要求.
(１)HAF及 ASME 对焊工及焊接操作的资质的连续作业均有要求,根据 HAF６０３要求,焊工及

焊接操作工焊接工作中断超过３个月,单项资质中断超过６个月的,所持资格证书自动失效.焊前检

查前复核焊工资质的有效性.
(２)主蒸汽管道焊接施工时,当焊工合格率低于９６％时,QC根据实际情况对责任焊工资质进行

预警、冻结或取消,以保证焊工的操作水平的可靠性,通过焊工 RT 合格率保证工程实体的 RT 合

格率.

３．１．２　NDE人员资质要求

主蒸汽管道无损检测涉及 VT、PT、MT、RT,每种检测方法均需满足设计标准和 HAF６０１要求.

３．２　焊接工机具控制

３．２．１　焊机控制

依据«焊机设备使用及维护工作程序»检查施工队焊机设备的日常维护记录是否符合要求,焊接施工

前需要检查焊机标定是否在有效期之内,焊接施工过程中核实焊工是否对焊机的工作状态进行了检查.

３．２．２　预热及热处理设备控制

焊接施工前需要检查预热及热处理设备是否在有效期之内,热电偶是否正常可用,温度控制仪表

显示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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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焊接材料控制

３．３．１　主蒸汽管道母材控制

AP１００主蒸汽管道材质为SA３３５GRP１１,主蒸汽管道进场后按照«甲供物项接收检查程序»进行

接收检查,包括物项标识、外观、尺寸、质保书等内容,检查合格后方可用于现场施工.

３．３．２　主蒸汽管道用焊材控制

主蒸汽管道焊材进场后按照甲供物项接收检查相关程序进行接收检查,包括物项标识、外观、尺
寸、质保书等内容.主蒸汽管道管安装用焊材应根据焊材复验相关程序进行焊材复验工作.

焊接施工过程中焊材的管理与控制要求应满足«焊接材料的储存、烘干与发放管理程序».

３．４　焊接方案及工作程序控制

主蒸汽管道现场施工前,主蒸汽管道焊接用PQR、WPS、焊工资质胸卡及相关工作程序和方案必

须经SPMO审核批准并正式公布,另外施焊单、焊接记录表格须编制完成.
所有参加主蒸汽管道焊接施工的作业人员、焊接检查员、NDE人员必须参加主蒸汽管道焊接技

术交底,清楚主蒸汽管道焊接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并在交底卡上签字.

３．５　焊接环境控制

根据管道焊接技术规格书、主蒸汽管道施工方案及 ASME 标准要求,主蒸汽管道焊接时焊接场

地(半径１．５mm范围内),风速应小于２m/s,温度大于１０℃.
焊接之前必须严格检查以上要求,确保焊接环境满足焊接要求,焊接环境检查用工具见图２、

图３、图４.

图２　红外线测温仪

　 　

图３　温湿度计

　 　

图４　风速计

４　主蒸汽管道焊接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４．１　组对检查

(１)质量要求:符合焊接工艺规程;
(２)控制方法:检查及测量;
(３)组对点焊过程检查要点:
 吊运和组对时应避免坡口碰伤;
 点焊时应严格检查焊工资质;
 焊接参数与 WPS的符合性;
 组对焊口时不允许强行对口,组对及点固过程中,为调整组对参数需要而进行外力调整时,可

采用橡皮锤从母材侧壁进行敲打,严禁用金属榔头或其他硬物进行调整.

４．２　在役焊缝标识检查

(１)检查时机:组对之后,焊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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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检查方式:检查、测量;
(３)检查要点:
 标识位置在焊缝两侧距离坡口边缘７６．２mm处;
 每间隔９０度分别打一个“＜”形标识,“＜”尖端朝向焊缝,每侧４个,两侧标识应对称;
 标识采用低应力钢印或震动笔,垂直于焊缝方向的标识高度为６~１０mm.

４．３　预热检查

主蒸汽管道焊接要求最低预热温度１５０℃,采用履带式电加热片进行预热.
(１)检查时机:组对之后,焊接之前;
(２)检查方式:检查、测量;
(３)检查要点:
 预热温度满足程序方案、WPS的要求,温度控制设备显示正确;
 热电偶布置是否符合程序要求,能够起到有效的温度监控作用;
 预热记录填写及时、准确.

４．４　焊接过程检查

(１)检查时机:焊接过程;
(２)检查方式:检查、测量;
(３)检查要点:
 现场焊接时焊工资质胸卡(ASME、HAF)、WPS以及施焊单均需放在现场,以便焊工参考,以

备检查及验收需要;
 焊材使用应严格按照焊材储存、烘干、发放程序进行管理,废弃的焊丝头、焊条头及时进行回收处理;
 多层多道焊接施工时应注意检查层道分布情况(见图５),确保符合焊接工艺要求.

图５　焊接接头错开

４．５　焊后热处理

(１)检查时机:焊接完成后;
(２)检查方式:检查、测量;
(３)检查要点:
 热处理设备在标定有效期内,温控设备温度显示正确;
 加热范围应符合程序方案要求,每边的受控加热宽度最小应为焊缝的厚度和２in(５１mm)两者中

的较小值.加热区域以外的不小于１００mm范围应予以保温,避免产生有害的温度梯度(见图６);
 焊接收缩量检查,为主蒸汽管道焊接收缩变形不影响后续管道安装,需监控焊接收缩量.

４．６　在役焊缝标识

(１)检查时机:热处理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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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加热和保温宽度符合要求

(２)检查方式:检查、测量;
(３)检查要点:
 打磨区域为焊缝环向,包括焊缝和焊缝两侧区域的管道表面,打磨宽度＝２T＋４″或６″中的较

大者,主蒸汽管道壁厚为１．７４″,所以打磨区域为１５０mm;
 区域打磨后表面粗糙度要求Ra≤６．３,且每２５．４mm范围内不能出现超过０．７９mm 的凹坑,

在役焊缝打磨过程不能伤及母材.

４．７　目视检查

(１)检查时机:在役焊缝打磨完成后;
(２)检查方式:检查、测量;
(３)检查要点:
 焊缝最终标识应满足程序要求,焊缝标识应与施焊单以及焊接记录相一致,标识应完整、清晰可辨.

５　结论

通过对主蒸汽管道焊接缺陷进行分析,并对焊接过程中各工序和要素进行分析,得出了主蒸汽管

道焊接质量控制重点,完善了主蒸汽管道焊接质量管理措施,不合格焊口返修一次合格.
同时为后续主蒸汽管道焊接质量控制提供了依据性的指导,主蒸汽管道焊口 RT一次合格率明

显提升,２＃NI机组主蒸汽管道在１＃NI机组充分的经验反馈后,焊接过程严格把控,RT一次合格率

由原来的９７．１％提升为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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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能动压水堆储水罐模块组、安装

郑贤龙,朱子坤,李俊明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 金山２０１７００)

摘要:非能动压水堆储水罐(CB２０)大型结构模块作为构成 AP１０００核电站厂房的主体结构,截面形状为梯形的筒形结

构模块,具有子模块、外型尺寸大、结构复杂、防变形难以控制、焊接工作量大等特点.CB２０大型结构模块安装就位

后,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PCSＧPassiveContainmentCoolingSystem)的冷却水储存罐(PCCWST)的理论储水量达到

２９７０t,安装完成后通过内外部混凝土的浇筑与屏蔽墙构成一体,用于储存安全壳过热时喷淋降温用水,储存罐模块储

存水量可保证７２小时不间断喷淋.如何保障模块组装阶段的建造质量,进而确保安装的最终质量,至关重要.本文

对CB２０结构模块主要组装、安装工艺进行描述,对组装过程的难点进行分析,并对储水罐模块组装平台、子模块到货

尺寸、斜向板组装顺序、焊接控制变形、关键尺寸控制、安装要求等施工活动提出一系列解决措施.为在建依托项目及

后续项目的储水罐组、安装提供施工经验,在原有的施工工艺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

关键词:AP１０００;CB２０模块;组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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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核电工程采用 AP１０００模块化设计建造.全球第三代核电非能动压水堆型核电站的一个显

著特点是模块化施工,将以往核电建设中先土建施工、后安装施工的施工逻辑优化,引入了土建、安装

平行施工作业.管道、电气、设备安装等专业交叉平行施工,从而可以大大缩短核电建造工期,提高核

电项目的竞争力.结构模块施工是 AP１０００堆型核电站模块化建造的关键技术之一,且结构模块是

后续管道、电气、通风、通用设备及主设备安装就位的基础,故其施工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核电

站的总体施工质量.
储水罐模块(模块位号:CB２０)就位后形成了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PCSＧPassiveContainment

CoolingSystem)的冷却水储存罐(PCCWST),理论储水量达到２９７０t,安装完成后通过内外部混凝

土的浇筑与屏蔽墙构成一体,用于储存安全壳过热时喷淋降温用水,储存罐模块储存水量可保证７２
小时不间断喷淋[１],重要性可见一斑.

本文通过对三门一期工程CB２０模块组装、安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了优化方

式方法.

１　储水罐模块概述

储水罐模块又称CB２０模块.CB２０模块截面形状为梯形的筒形结构模块,外径２５．９３４m,内径

１０．６４２m,高度１０．２９２m.CB２０模块共有１１２个子模块,分为１７种类型.其中底部环板８个子模

块,斜向板３２个子模块,外墙３２个子模块,内墙８个子模块,顶部盖板３２个子模块.单个子模块重量

分布为１~４t,基本由δ＝１/２″和δ＝３/４″的 A２４０S３２１０１双相不锈钢板、A３６碳钢型钢、A２７６３０４L
型钢和 A１０８剪力钉组成,结构总重约３００t,见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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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２０三维图 　　　　　CB２０安装后剖视图

图１　CB２０示意图

２　施工工艺流程

储水罐(CB２０)模块施工工艺流程如下.

３　组、安装施工简述

３．１　组装场地准备

在平台上组装CB２０模块,首先在组装场地建立水平及标高坐标系,按建立好的坐标系在总装平

台上铺设基础钢板并搭设CB２０模块组装用平台支撑,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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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组装场地准备

　

图３　底板放线示意图

３．２　块底板子模块拼装

在CB２０模块组对钢板上放出R＝１３０６８mm的底部环向板外边缘轮廓线、子模块边界、中线角

度控制线及CB２０_０３８子模块防漏槽中心线,如图３所示;在底部环向板焊接完成后,在底部板上间隔

５．６２５°放出角度控制线,以样冲作为标记,该角度控制线将用于斜向板、外圈板、内圈板的调整组对

(见图４).

３．３　块斜向板子模块拼装

按图５组装顺序进行其余各斜向板子模块组装.如最后组装的CB２０_００９/０１９/０３１子模块根部间

隙不足,则可对子模块坡口进行二次打磨处理,保证各子模块DP点及定位销垂直度相对位置满足要求.

图４　斜板定位梢

　

图５　斜板组装示意图

３．４　３２块外圈环向板子模块地面拼装成１６个组件

将高度方向相邻的两块子模块在地面两两拼装,形成１６个组合件,即同位置每２层外圈板为一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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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改为２层(具体参见图６);组合件在预制平台进行组装、焊接.上部外圈板也按此方式进行组装.

图６　外墙板子模块地面拼装图

３．５　内圈环向板拼装

采用逐层拼装工艺,每层４块子模块.由于第二层子模块中CB２０_７９和CB２０_８０之间设计有人员闸门

孔洞,故在组对调整这两个子模块时必须兼顾该人员闸门孔洞的组对情况满足焊接及相关尺寸要求.

３．６　顶部盖板子模块地面拼装成８个组件

顶部盖板共有３２个子模块,综合考虑现场施工便利性,采用分组件组装工艺.将顶部盖板分为８
个组件,如图７所示.

顶板拼装组件划分图

　

顶板现场组装照片
图７　顶板地面拼装

３．７　CB２０就位安装

吊装前应提前对安装区域进行检查,消除可能产生干涉的因素,保证吊装顺利进行.用La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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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LＧ２６００大型履带吊将CB２０模块吊装至安装位置.

３．８　安装

当CB２０模块吊装至就位基础正上方,下部定位销距套管有１００mm间距时,吊机停止落钩,观察

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通过穹顶周围设置的锚点进行位置调整,确保３个定位销下部同时进入套管后

继续落钩.
当底部板距就位预埋板有１００mm间距时,停止落钩,观察CB２０_３８子模块上的防漏槽地漏孔洞

和穹顶上部的地漏套管位置关系,如有偏差则通过锚点进行调整,当对中后继续落钩直到底部板和预

埋板紧密贴合.
将准备好的千斤顶组件与支撑槽钢相接触,并稍微加载,保证两者紧密接触.在调整过程中,当

模块的标高和平面位置、偏转角度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摘钩.

４　施工问题分析

４．１　组装平台问题

CB２０模块组装施工过程中,发布多份设计变更,在保证变更执行的情况下,对原先的施工平台进

行破坏性修改,目前该施工平台已经满目疮痍.特别是新增的柱脚板焊接以及斜向板与底板之间的

防漏槽焊接施工难度巨大,详见图８.

原设计平台　 　修改后平台

图８　CB２０组装平台对比图片

通过图中施工平台在CB２０模块施工前后的对比发现,原先整洁的钢结构平台,在经历施工过程

后,变得面目全非.对平台造成损坏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１)斜向板与底板环缝背侧防漏槽角焊缝焊接空间不足;
(２)WEC后发布新的设计变更,在底板背侧 T型钢位置增加筋板和柱脚板;
(３)斜向板上口超出内墙约３０mm,并与内墙背侧混凝土钢筋冲突,最终通过斜向板上口切割.

４．２　子模块尺寸不合理

在三门CB２０子模块开始预制之前,宁波华业和CNF关于子模块预制公差如何控制问题进行过

讨论,当时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给出了偏保守的意见,即每条焊缝预留根部间隙４~６mm,满足２号

CB２０自动焊工艺的要求.
从实际施工状态看来,根据到场的子模块尺寸和实际状态,子模块制造水平尚可且变形量对现场

施工影响较小.相反,正公差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根部间隙均出现较小(４~６mm)情况,由于焊工

对自动焊新工艺运用不熟练,焊缝根部间隙由原最小４mm 增加到８~１０mm,焊缝根部间隙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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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导致在斜板全部组对完成后,斜板背部与底板背部三分之一的 T型钢对接产生１０~５０mm 的错边

(见图９、图１０).

图９　斜板根部间隙

　　　　

图１０　T型钢错边

４．３　斜向板施工

海阳项目部组装斜向板组装完成后发现,斜向板上导向销垂直度偏差较大与就位定位套筒无法

匹配,导致组装完成后对此进行返工.而三门１号机组CB２０带有导向销斜向板组装过程中并没有特

殊控制,而仅仅是根据普通斜向板进行控制.为避免出现海阳项目部类似问题,在后期施工及组装中

应着重考虑带有导向销的斜向板(见图１１).

图１１　CB２０斜向板组装完成后现场照片

４．４　焊接变形控制

在进行底部环板和斜向板焊接时对焊接变形估计不足,没有加固底板与平台的连接,在焊接中出

现了严重的上翘变形,使得环板与平台之间的点焊连接出现了崩裂,造成了长时间的校正,耽误了工

期,影响了施工质量.
底部环板焊后中心位置与理论位置出现偏移,应该为８条纵缝非对称焊接,焊接收缩导致了钢板

向先焊接的纵缝方向偏移,影响底板焊接完成后整体成型后半径尺寸.

４．５　底板防漏槽与贯穿件偏差

CB２０就位后角度标高均符合设计要求,但在APPＧCB２０ＧS５Ｇ３０００２图纸[２]中要求贯串件与孔洞对

中偏差不超过±１２．７mm,而现场安装后测量CB２０_０３８底板子模块纵向防漏槽孔洞与底板下贯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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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两者偏差超过设计要求,导致开启了质量文件.由于防漏槽已封堵,现场修理过程相对复杂,因
此影响了CB２０整体安装质量及进度.

５　优化措施

５．１　平台优化

针对４．１中的上述内容,对于后期CB２０模块施工平台提出如下建议:
(１)为防止平台钢板翘曲、移位,对于平台钢板与钢平台采取刚性连接;
(２)平台钢板内径应与CB２０模块底部环板内径一致;
(３)钢结构在设计时应考虑为后续测量在中心位置设置测量平台.
结合上述三点建议后优化后,平台详见图１２.

图１２　CB２０组装平台优化后三维图

５．２　子模块尺寸优化

由于所有CB２０子模块均由SPMO 采购并供货,所以应在子模块预制过程中应满足组装要求.
结合１号堆CB２０模块施工经验,子模块应按照以下叙述预制.

底板:考虑到焊接收缩变形,模块底板拼装时沿半径方向外扩６mm,底板平面度控制在３．２mm
以内;模块底板预制时,圆周方向两边按２mm控制,径向方向按设计要求控制.

斜向板:斜向板拼装时,留对称两块作为调整板,以控制拼装尺寸.斜向板预制时,调整板两侧按

每边－２mm控制,其余按每边－５mm控制,下端按０~１．６mm控制,上端按－６mm控制.
墙板:墙板拼装时径向方向往外扩８mm 比较理想,墙板预制时,长度方向按每边－２mm 控制,

高度方向按每边－３mm控制.同时,子模块接收时,要求对每个子模块的 DP线到模块边缘的尺寸

进行复测,并做好记录,确保尺寸符合要求.
顶板:顶板拼装参考斜向板拼装,预留２块调整版,以控制拼装尺寸;顶板预制时,宽度方向调整

板按原设计控制,其他板按每边－４mm控制,长度方向统一按整体＋１０mm控制.

５．３　斜向板施工优化

由于CB２０_００４/０１４/０２５三个子模块背侧有导向销,所以优先考虑这三个子模块的位置满足设计

要求;也先吊装这三个子模块,调整子模块位置,将径向中线与角度控制线对齐,同时调整斜向板倾斜

角度,另外,由于CB２０模块就位时定位套筒垂直于地面,为保证两者配合,CB２０子模块上的导向销也

应垂直地面,垂直度保证在±６．４mm范围内.同时,精确测量３个导向销相对于测量控制网的平面

坐标.后续的子模块分别基于这三个子模块向两侧延伸,组装顺序见图１３所示.焊接也相当于在同

一时间可有６条纵缝同时焊接,这也将大大缩短工期.(注:图１３中圈示子模块为基准板,框示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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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为调整板,箭头表示组装顺序.)

图１３　CA２０斜向板组对顺序示意图

５．４　焊接控制变形

针对出现的底部环板和斜向板焊接后上翘变形的问题,后期将调整焊接顺序,将该焊缝调整到最

后进行焊接,即内、外墙板,部分顶板都已就位,底部环板承受了一定的荷载之后再进行焊接,可有效

改善焊接变形的问题.
对于底板及斜向板焊接纵向收缩变形,应广泛采用如图１４所示的工装卡具,俗称电话卡.其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好处在于:不仅可以通过龙门卡来调整焊缝间隙,而且可以在焊接过程中控制变

形,不断地对钢板本体进行调整.通过龙门卡,焊缝的实际收缩量可控制在２~３mm 的范围内,并将

焊缝角变形降到最低程度.

图１４　电话卡防变形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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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５　底板子模块中心线及防漏槽放线示意图

５．５　底板防漏槽控制

组装阶段:在CB２０模块底板组对放线时应放出CB２０_０３８子模块防漏槽中心线,如图１５所示.
优先将CB２０_０３８子模块防漏槽中心线与１５图中９２．９３２°角度线对齐;再检查子模块径向中线与

１１８．１°角度线,保证后偏差不超过１２．７mm.另外,为保证防漏槽与贯穿件更好的对中,将防漏槽上

的孔洞中心引至外墙板上作为辅助DP点,并标示清晰可见,便于与贯串件对中.
安装阶段:将贯穿件位置线引至方便对中位置,待CB２０吊装至穹顶上后进行微调阶段后,保证主

控DP点后检查辅助DP是否满足偏差１２．７mm的要求,若不满足应再次调整,直至满足.

６　结束语

CB２０模块组装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后期模块马上接踵而来,在此对CB２０施工中各个环节出现的

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为改进理清了思路和方向.希望本文的梳理和分析为后期模块施工

改进理清思路和方向,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１]　孙汉虹．第三代核电技术 AP１０００[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　CB２０模块S５系列图纸[R]．WestinghouseElectriceCompany,LLC２０１４．１１．

DiscussionontheAssembly&Installationof
PassivePressurizedWaterReactorWaterStorageTank

ZHENGXianＧlong,ZHUZiＧkun,LIJunＧming
(ChinaNuclearIndustryFifthConstructionCo．,Ltd．,Jinshan,Shanghai２０１７００,China)

Abstract:CB２０largestructuralmodulewhichisthepassivepressurizedwaterreactorwaterstorage
tankisthe mainstructureofAP１０００nuclearpowerplantbuilding,anditscrossＧsectionisa
trapezoidalbarrelstructure module．CB２０ modulehasthefeaturesofoverＧsizedsubmodule,

complicatedstructureanddifficultantiＧdeformationcontrolandlargeweldingquantityetc．Afte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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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ationandsettingofCB２０,thetheoreticalwaterstoragecapacityofPCCWST (PCSＧPassive
ContainmentCoolingSystem)willbe２９７０t．Aftertheinstallation,PCCWSTandshieldwallare
integratedbytheconcreteplacement,thePCCWST willbeusedtostorespraywaterforcooling．
Thestoredwatercanensurethe７２hourscontinuingspraying．Therefore,itiscrucialtoensurethe
constructionqualityduringmoduleassembly,soastoensurefinalinstallationquality．Thisarticle
describesthemainassemblyandinstallationprocessofCB２０module,analysesthedifficultiesduring
theassemblyandproposesaseriesofsolutionstowaterstoragetankmoduleassemblyplatform,subＧ
moduledeliverydimension,diagonalplatefittingＧupsequence,weldingdeformationcontrol,key
dimensioncontrolaswellasinstallationconstructionactivitiesetc．,soastosupplyconstruction
experiencefortheotherwaterstoragetankassemblyandinstallationandimproveandinnovate
previousconstructionprocess．
Keywords:AP１０００;CB２０module;assembly;installation

９０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技术工业应用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HTRＧPM一回路氦气流量测量方案研究

熊德桂１,孙艳飞２,李少峰３

(１．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９３;２．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３．河北理工大学智能仪器厂,河北 唐山０６３０００)

摘要:本文从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项目中遇到的实际工程测量问题出发,通过在国内外进行广泛调研,提出了

一种直接测量高温气冷堆一回路氦气流量的方案,即利用一回路布置中原有的弯头,通过精密加工做成弯管流量计,

加上高精度的差压变送器和数据处理装置,组成了一套高精度、无附加压损并易于维护的流量测量系统.通过计算分

析,证明这套系统理论可行.通过数值模拟,对一回路的流场分布有了直观的了解,也看到了该系统的预期测量效果

能较好地满足系统测量要求.通过搭建水介质实流实验模型,并进行多次标定实验,了解模型内的流场分布情况,验
证并优化了数值模拟模型,并对工程实际测量起到优化作用.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测量精度能满足一回路对流量测

量的精度要求.示范工程施工设计中采用该方案进行了一回路氦气流量的测量.

关键词: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一回路;氦气;流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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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HTRＧPM)一回路氦气流量是执行反应堆保护功能以及计算反应堆

热功率不可或缺的热工参数之一.作为商业示范堆,按照 HTRＧPM 仪表系统设计准则,安全级仪表

必须满足单一故障准则.１０MW 高温气冷试验堆通过测定主氦风机参数来测量一回路氦气流量的

间接测量方法已经不适用.为此必须设置直接测量一回路氦气流量的仪表测量系统.
鉴于换热器内高温高压的工况,我们选择机械类传感器.HTRＧPM 一回路氦气循环通道中的冷

氦气上升管较长,流场分布较均匀,具备安装流量孔板或文丘里管类差压流量测量装置的条件,为了

保证流场均衡,需要在每根管道上安装相同的流量测量装置,但这样就会带来额外的阻力,增加系统

压力损失,带来的后果是加大主氦风机的功率.通过调研其他核电站一回路冷却剂流量测量方法,结
合换热器内管道布置,提出一种采用弯管流量计、高精度差压变送器及数据处理系统进行一回路氦气

流量测量的方案.

１　测量方案

图１　一回路氦气循环通道

１—热气导管内管;２—换热管;３—压力容器;

４—冷氦气上升管;５—弯管流量传感器;

６—主氦风机入口联箱;７—主氦风机;８—热气导管外管

１．１　系统简介

HTRＧPM 一回路氦气循环通道如图１所示.来

自高温气冷堆堆芯的高温氦气由热气导管内管１进

入蒸汽发生器,通过换热管２冷却为较低温度的冷氦

气,沿压力容器３内壁向上,通过冷氦气上升管４和

弯管流量传感器５进入主氦风机入口联箱６,经主氦

风机７增压后由热气导管外管８返回堆芯.

１．２　测量方案

从图１可以看出,所有冷氦气上升到管顶部都要

经过一个弯头,然后才能进入主氦风机入口联箱.利

用管道布置中原有的这个弯头,加工成弯管流量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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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从其弯头内外侧引出的引压管贯穿蒸汽发生器壳体和舱室壁后进入一回路仪表间,各连接１台

１E级高精度差压变送器,输出的４~２０mA信号送保护系统计算机计算一回路氦气质量流量,使用同

一时刻测得的一回路压力和冷氦温度值进行压力和温度补偿,就构成了弯管流量计.由于核安全级

参数需要冗余,所以选择了四路上升管道安装弯管流量计.由于利用了原有的弯头,每一管路结构相

同,保证了流场分布均匀,同时不产生额外的压阻,更加节能.但这样直接测量的流量只是支管的流

量,还需要通过数据处理装置,将所测流量乘以修正系数计算出高温气冷堆一回路氦气总质量流量.
在反应堆功率刻度试验过程中进行仪表刻度:当二回路热功率为设计功率、一回路介质为设计压力和

温度、主氦风机为最大扬程且风机挡板全开时,逐台刻度流量计的指示值为一回路总流量的设计值.
综上所述,一回路氦气流量测量系统包括４组弯管流量计和数据处理装置.

２　可行性研究

２．１　弯管流量计工作原理

当介质通过弯管传感器时,由于受到弯管的约束被迫作类似的圆周运动,弯管的约束不断地施加

给流体一个向心力,使流体的流动方向不断地改变.根据牛顿第三定律,流体也施加给弯管一个大小

相等、方向相反的离心力,该离心力使弯管内外侧壁产生一个压力差,其大小与介质速度的平方成正

比.我们通过测量弯管内外侧产生的差压值,就可以计算出流体的平均速度.这就是弯管流量计的

工作原理.

２．２　测量方案可行性

一回路氦气流量测量要求的系统精度为±２％.普通的弯管流量计在不进行修正、补偿的情况下

其测量精度只能在±３％~５％之间;同时弯管流量计只能在进行单台标定的基础上方可使用.而真

正的工业化流量测量装置,尤其是大管径、大流量的流量测量装置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单台标定的模式

进行产品鉴定和检验的.但是经过分析研究发现,精密加工的弯管流量计在进行温压补偿和适当的

系数修正之后,其测量精度可达到±０．５％的水平;弯管流量计的重复性精度优于±０．２％.重复性精

度高的特点,使弯管流量计具备了成为实用型流量测量装置的条件.可见精密加工的弯管流量计可

以满足一回路氦气流量测量的精度要求.而由于弯管流量传感器是纯机械部件,容易通过抗震鉴定

及耐辐照试验.核安全级的变送器也已经有成品.相应的数据处理可在保护系统机柜完成.此测量

方案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弯管流量计测量氦气产生的差压量程是否合适? 现有的１４根入口管道

上并非完全圆周对称分布,对应流量分布的不均匀性有多大? 最佳测点位置在哪里? 最终的测量精

度能否满足系统测量要求? 流量系数如何修正? 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方案验证工作,包括设计计

算,数值模拟和实验模型验证.

３　方案验证

方案的验证先通过设计计算和软件数值模拟计算分析,可行后再建造实体模型验证.

３．１　设计计算

３．１．１　设计参数

测量介质:氦气　 　　　　　　　　与管道连接方式:一体化(冷氦气上升管)
介质温度:２５０℃ 安装状态:垂直向上转水平

工作压力(绝压):７．０MPa 冷氦气上升管尺寸:
氦气工况密度:６．５３４９kg/m３ R＝３６７．５mm
最小流量(单台流量/总流量): D＝２３３mm
２．８６kg/s(４０kg/s) R/D＝１．５７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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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流量:６．８８kg/s(９６．４kg/s) L＝３３２４mm
最大流量:８kg/s(１１２kg/s) 入口直管段长度:
管道直径:外径×壁厚ϕ２４５mm×６mm L１＝３３２４－８８３－４４９

内径２３３mm 　 ＝１９９２mm
管道材料:T２２ 出口直管段长度:
流量测量元件:弯管传感器(９０°弯管) L２＝７４３mm
测量元件材料:T２２

３．１．２　计算公式

G＝１/４πD２V
－
ρ (１)

V
－

＝α(RD) R/D ΔP/ρ (２)
式中:G———质量流量(kg/s);

V
－

———流体流速(m/s);

α(RD)———流量系数(无量纲);

ΔP———差压(Pa);

D———弯管内径(m);

R———弯管弯曲半径(m);

ρ———流体密度(kg/m３).

３．１．３　计算结果

由公式(１),V
－

＝G/(１/４πD２)ρ＝１０．３~２４．７~２８．７m/s

由公式(２),ΔP ＝ (V
－
)２ρ/α２(R/D)＝４３９~２５２７~３４１２Pa(α取１)

３．１．４　计算分析

(１)管径符合弯管流量计测量要求(DN１０mm~DN２０００mm);
(２)流速符合弯管流量计测量要求(气体５~１６０m/s);
(３)工况符合要求(压力０~３２MPa,温度－５０~６００℃);
(３)无附加压力损失;
(４)常用流量对应的差压信号在１３００Pa以上,可选用较高精度的差压变送器;
(５)前后直管段不足,但是参照弯管流量计在其他行业的测量经验,是可以修正的.
通过数值计算来看,用弯管流量计进行一回路氦气流量测量的方案是可行的.

３．２　数值模拟

３．２．１　几何模型

根据 HTRＧPM 工程设计尺寸建立三维CAE几何模型.

CAE分析所用的几何模型与一般意义上的CAD有所区别,CAE几何模型建立时,要在保证能准

确反应实际物理问题的前提下简化几何模型,以便网格划分,减小计算规模.

３．２．２　计算模型

采用 Ansys公司专业的CAE前处理软件ICEMCFD(TheIntegratedComputerEngineeringand
ManufacturingcodeforComputationalFluidDynamics)对几何模型进行网格划分.边界条件的设定

在ICEMCFD中完成.求解控制方程采用Fluent(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商用CFD软件包)求解 NＧ
S方程(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英文名 NavierＧStokesequations,描述黏性不可压缩流体动量守恒的运

动方程).数据处理采用 Tecplot软件(Tecplot系列软件是由美国 Tecplot公司推出的功能强大的数

据分析和可视化处理软件)进行后处理.Tecplot软件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直接读入

Fluent生成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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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网格模型

网格模型是决定计算精度和稳定性的关键技术.在生成上述模型网格时,合理地控制了节点分

布(节点密度和聚集度)、光滑性、以及单元正交性,保证与流场分布规律相适应,提高求解精度,并在

重点研究的弯管区域加密网格.
(１)实际尺寸模型网格形式

见图２.

图２　网格模型

(２)边界层的处理

计算中使用k－ε湍流模型,近壁面采用壁面函数法,在计算时保证所有壁面尺度的y＋ 数值在３０
＜y＋＜１００之间,满足计算的要求.

３．２．４　计算参数设置

(１)密度

在标况下,氦气的密度为０．１６６４kg/m３,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可以计算出２５０℃、７MPa下的

氦气密度:

ρ＝
(２７３．１５＋２０．０)×(０．１０１３２５＋７．０)

(２７３．１５＋２５０．０)×０．１０１３２５ ×０．１６６４＝６．５３４９kg/m３

(２)氦气最大、最小流速

氦气体积流量为:

QVmax＝
Gmax

ρ
＝ ８．０
６．５３４１＝１．２２４２m３/s

氦气最大流速为:

Vmax＝
QV

π D
２

æ

è
ç

ö

ø
÷

２＝１．２２４２×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π×２３３．０２ ＝２８．７１１m/s

同理可以计算出氦气最小流速为:Vmin＝１０．２６５m/s
(３)氦气动力黏度

氦气２５０℃、７MPa下的动力黏度μ为２．７９×１０－５Pas.
(４)雷诺数范围:５．６０２×１０５ ＜Re＜１．５６７×１０６

根据以上计算可知,氦气最大流速为２８．７１１m/s,属于低速流体问题,流动压缩性可以忽略,计算

时采用求解不可压缩 NＧS方程.

３．２．５　边界条件

入口边界条件分为两种情况:
(１)使用速度入口,根据总流量值和施加边界的面积值计算当量流速,在入口边界处施加该平均

流速.
(２)使用压力入口,根据均速入口的等效压力条件施加入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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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边界条件为:压力出口,压力可按管道在下游水箱中的位置确定.

３．２．６　计算结果

(１)压力入口计算模型

压力云图,见图３.

图３　模型整体压力分布图

(２)速度入口计算模型

压力云图,见图４.

图４　模型整体压力分布图

３．２．７　数据分析

实际模型具有轴对称性,取一侧的７根管道进行分析(见图５、图６).

图５　管道编号示意图　 图６　管道内、外侧取压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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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压力入口情况下压力、速度分析

１)压力分布,见图７、图８.

　　图７　管道内、外侧压力分布示意图　 图８　管道内、外侧压差分布示意图

２)各管道内外侧压力极值点见表１.

表１　压力极值点 单位:度

压力极值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外侧 ４２．３０ ５２．３９ ４９．６４ ５２．２９ ５２．２３ ５３．８８ ４１．７７
内侧 ４１．５１ ３４．３３ ３５．２９ ３５．８９ ３２．５０ ３４．２７ ４１．１４

３)各管流速与平均流速(２９．２９５８m/s)的误差见表２.

表２　流速误差

管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流速/m ３０．０１９３ ２９．４８４１ ２８．３０２５ ２８．１１７５ ２９．０８２５ ３０．１５８１ ２９．９０６８
误差/％ ２．４６９５ ０．６４２６ －３．３９０６ －４．０２２２ －０．７２８２ ２．９４３２ ２．０８５７

(２)速度入口情况下压力、速度分析

１)压力分布,见图９、图１０.

　 图９　管道内、外侧压力分布示意图　 图１０　管道内、外侧压差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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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各管道内外侧压力极值点见表３.

表３　压力极值点

单位:度

压力极值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外侧 ４３．２７ ５２．３６ ４９．８１ ５２．４７ ５０．６９ ５４．４９ ４２．４１

内侧 ４１．４４ ３４．２３ ３５．２５ ３４．６９ ３２．６６ ３４．４６ ４０．９５

３)各管流速与平均流速(２８．７９９１m/s)的误差见表４.

表４　流速误差

管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流速/(m/s) ２９．５４７７ ２９．１２１２ ２７．９４２１ ２７．６２９１ ２８．１４１５ ２９．４６４５ ２９．７４７５

误差/％ ２．５９９６ １．１１８４ －２．９７５６ －４．０６２７ －２．２８３４ ２．３１０７ ３．２９３１

通过各管道内、外侧压力、差压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本项目弯管流量计的最佳取压点在３５~４０
度之间.通过各管道流速与平均流速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２号管道和５号管道的流速与平均流速的

误差较小,所以得出流量计安装的最佳位置为２、５、９、１２号管道.

３．３　模型实验

３．３．１　模型的相似性

按照流体力学的相似性原则,要保证实验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除了保证模型和实物的几何相似

外,还需保证二者的雷诺数相等.为保证实验模型和真实工况的几何相似,实验模型按照实物尺寸以

１∶５的比例进行制造.但是,基于现有的实验条件,实验方案只能在小雷诺数情况下进行,通过１∶５
的水介质实验模型取得低雷诺数下的实验数据,利用实验数据验证和修正数值计算模型,由于工况下

的氦气为不可压缩气体,计算模型完全可以扩展到高雷诺数下蒸汽发生器上进行计算,进而得到真实

模型上１４个上升管的流量分布规律.因此,实验方案是合理可行的.

３．３．２　模型设计

完整的实验模型按照蒸发器设计尺寸以１∶５的比例进行制造(见图１１).因为实际工况中前后

直管段长度不足,这种工况会导致测量的系统偏差,为确定偏差的方向及大小,设计标定装置时考虑

了两种情况.先按照实际工况的直管段设计了一个标定装置,然后在其前端加了一段直管段至理想

状态.标定时分别按照实际工况和理想工况进行.

图１１　完整的实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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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模型的实验情况,先对模型进行了初步的数值模拟.通过对理想工况和实际工况标定装

置的数值模拟,发现相同工况下实际工况标定装置上的弯管流量计会出现大约－１．６％的负偏差(见
图１２、图１３).１∶５尺寸完整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也存在同样的偏差.

图１２　实际工况的标定装置　 图１３　理想工况的标定装置

３．３．３　模型实验

实验采用水介质实流标定,质量流量由“称重Ｇ计时法”得出,称重系统精度为０．０５％.在不同流

速下进行多次实流测量实验,将各台流量计的结果相加,与称重法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

计量偏差＝１４台流量计计量流量和－称重标定流量
称重标定流量

理想工况的测量结果如图１４黑色图形部分所示,显示测量流量值比实际流量值偏大,并且有随

着雷诺数Re(流速)的增加而增大,雷诺数Re达到一定数值趋于稳定的规律,最大达到１．２％.但这

是系统偏差,通过修正,测量精度可以达到０．５％.
实际工况的测量结果如图１４下部浅色图形部分所示,实际工况的测量值存在一定的负偏差,与

数值模拟的结果吻合,但比数值模拟的偏差要小,偏差范围在０．５％以内.

图１４　计量总流量随雷诺数Re偏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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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误差分析

通过实验来验证测量准确性时发现,如果不引入综合修正系数对流量测量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

和补偿,则实际流量显示值与理论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值.究其偏差产生原因,主要是以下几

方面:
(１)管道粗糙度的影响

管道的粗糙度会影响介质与管壁接触部分边界层的厚度.我们可以用相对粗糙度的概念来分析

它对流量系数的影响程度.但是通过改进加工工艺,精密控制加工流程,可以将管道粗糙度控制在一

定的范围内,使其对流量系数的影响尽量小.
(２)流体黏度的影响

流体黏度对测量值的影响主要通过雷诺数来体现,当流体的雷诺数达到或者超过某一个数值时,
其流动状态就相对稳定,这时流体的黏度对流量测量的影响也趋于稳定.

(３)二次流

所谓二次流是指处于弯管传感器中的流体由于内外侧有差压存在,在差压的作用下流体会产生

与总流向的方向不一致的附加二次流,二次流的存在对于流量系数的确立当然会产生影响.不过,由
于弯管传感器在一般条件下产生的差压值并不大,由此产生的二次流与流体在弯管传感器中的流速

比较是非常小的,不足以对弯管流量计的正常工作造成威胁.
(４)弯管传感器内流体流动的不稳定性扰流

流体是由于弯管的约束被迫作类似的圆周运动的,对于处于外侧壁附近的流体而言,它们直接与

管壁接触,管壁对它们施加的向心力可以均匀地分布在流体上.处于弯管传感器内侧壁附近的介质,
它们之所以也能够作类似的圆周运动是通过相邻的介质对它施加的向心力.由于介质具有可压缩性

和形状的不确定性(流体与固体的区别),内侧壁附近流体流动的不稳定性对于测量结果会有较大的

影响,它是影响修正系数的主要因素.

５　结论

通过１∶５模型实验数据和相应的数值模拟数据的比较,可以校对数值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而调

整数值模拟的模型及参数.然后再返回优化前面最初建立的１∶１的数值模拟模型,这样优化后的数

值模型就能更真实地反应实际工况下的测量效果.通过优化后的数值模拟数据和１∶５实流模型数

据的比较,发现两者流量分布规律有类似性,但因两者雷诺数不同也存在差异.但波动范围都在±
１％以内,属于可接受误差范围.因而该测量方案是可行的.

目前该测量方案已经获得国家专利.该方案的实施,在解决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工程测量难题的

同时,提高了国内仪表的设计制造水平,填补了国内一回路流量测量仪表依靠进口的空白,形成了较

好的产学研行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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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asuringmethodofheliumgasflowfor
primaryloopofHTRＧPM

XIONGDeＧgui１,SUNYanＧfei２,LIShaoＧfeng３

(１．ChinergyCo．,Ltd．,Beijing１０００９３,China;２．InstituteofNuclearandNewEnergy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China;

３．TheIntelligentInstrumentsFactoryofHebeiPolytechnicUniversity,Tangshan,Hebei０６３００,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measuringmethodofheliumgasflowforprimaryloopofHTRＧPMisput
forward．This measuring methodisbasedonelbow meter,highaccuracydifferentialpressure
transmittersanddataprocessor．Throughcalculationandanalysis,numericalsimulationandthe
experimentalmodel,weverifiedthatthismeasuringsystemishighaccuracy,nomorepressureloss
andeasyＧmaintainability．
Keywords:hightemperaturegasＧcooledreactorcommercialdemonstrationalpowerplant(HTRＧ
PM);primaryloop;heliumgas;flowmeasuring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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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能电子束催熟基酒的研究

靳健乔,张　玥,杨　斌,杨国祥,张　昱,刘　钊
(天津市技术物理研究所,天津３００１９２)

摘要:本论文主要研究辐照对白酒基酒的影响,希望通过这种物理方法缩短基酒窖存时间.选取优质级的清香型基酒

样品对总酸、总酯、总醛等一些具体的理化指标进行研究.辐照范围选取０kGy到８kGy,设计梯度试验,将辐照处理

过的样品进行理化分析及专家品鉴.清香型白酒在辐照剂量１kGy时有一定的催熟效果.分析出了酒中酸、醛、酯在

辐照作用下的转化形式.清香型基酒在辐照催熟方面具有可行性,仍需更精细的辐照条件,才能取得最佳的辐照

剂量.

关键词:高能电子束;基酒;清香型;催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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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酒曲发酵再经蒸馏得到新制基酒,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才能使酒的品质口感变得醇厚、
柔和.根据白酒不同香型和不同质量档次,需要不同的储存期,最长的是酱香型,最优质白酒储存期

在３年以上[１],最普通的白酒最短的存储期也需３个月,可见窖存是白酒生产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耗
时长,不可或缺.

刚蒸馏出的白酒令人感觉比较冲鼻、刺激性大、辛辣等,主要原因是新蒸馏出的酒中自由酒精分

子多,同时含有硫化氢、硫醇、硫醚、二乙基硫等挥发性硫化物,以及少量的丙烯醛、丁烯醛、游离氨等

杂味物质[２].所以新蒸出来的白酒必须经过窖存一段时间.窖存是指将新蒸馏的白酒按出酒时间,
品质分类后,存入容器中,现多以不锈钢桶为主,进行一段时间的存储,降低白酒的辛辣味,使酒变得

更加醇和.容器中的白酒在适宜的温度下主要发生以下三种变化[３Ｇ５]:
(１)挥发作用:刚蒸馏出的白酒中含有大量挥发性物质,如硫化氢、乙醛等.这些物质在窖存过程

中能够自然挥发.经过半年的窖存时间后,这些物质能够基本挥发完.
(２)分子间的缔合:白酒中的乙醇和水都是极性分子,随着乙醇分子和水分子的逐步结合,水分子

开始包裹乙醇分子,加强了对乙醇分子的束缚,降低了乙醇分子的活度,使白酒口感变得柔和,而白酒

中其他香味物质分子也会产生上述缔合作用.当酒中缔合的大分子群增加,受到束缚的极性分子越

多,酒质就会越绵软、柔和.
(３)化学变化:白酒在窖存过程中可以产生缓慢的氧化反应.醛类氧化成酸类,酸类能够增加酒

的口感.酸类再与醇类在酯化过程中生成新的酯类,酯类能够增加酒的香味.窖存的时间越长,生成

的酯类和酸类就越多,酒就越醇香.
窖存时间过长,是每个酒厂都面临的问题,国家优级酒贮存期为３年,优质酒为１年,普通酒至少

３~５个月.这是为了确保陈酿的熟化质量[６].这些都增加了白酒的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力,抑制了

酒厂的发展.所以寻求各种催熟的方法缩短窖存时间,来缩短新酒的陈酿周期,是酿酒行业需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优质级清香型基酒(酒精度６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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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样品保存

取基酒样品５００mL密封保存在玻璃瓶中,在２０℃恒温箱中进行避光密封存储.保留空白对照,
分１０组样品.

１．２．２　梯度辐照

使用１０MeV高能电子加速器进行辐照.辐照梯度为:０kGy,１kGy,１．５kGy,３kGy,３．５kGy,

４kGy,４．５kGy,６kGy,７kGy,８kGy.

１．２．３　检测方法

总酸采用酚酞为指示剂的酸碱中和滴定.
总酯采用酯类与氢氧化钠的皂化反应,再用硫酸滴定剩余的氢氧化钠.
总醛及其他微量成分,采用气相色谱分析.
专家品鉴聘请五位国家三级品酒师对每个酒样进行了综合品评并打分,评酒计分总分１００分(色

１０分、香２５分、味５０分、风格１５分),品评过程采取盲评方式进行.

２　结果及分析

样品在辐照剂量的增加下总酸含量先升后降,见图１,可以看出在辐照剂量１kGy时,清香型基酒

中总酸含量能够达到峰值,说明在总酸含量上,辐照可以起到缩短窖存时间的效果.超过１kGy的辐

照剂量,基酒中的总酸含量会低于对照组样品.

图１　不同辐照剂量下基酒的总酸变化

辐照能够促进酸类物质的生成,而酯类的形成是酸与醇缩合生成,图２中随着辐照剂量增加,酯
类物质的含量先升后降,再结合图１在辐照后总酸含量迅速升高后持续下降,而清香型基酒中乙酸乙

酯含量较多水解得到的酸也多,但酸类物质却是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而快速减少,但酯类的含量并没

有大幅升高.说明缩合反应的同时辐照又造成了酯类的水解反应,而水解后的酸又进一步分解为其

他物质.

图２　不同辐照剂量下白酒的总酯变化

为找到酸又进一步分解成的物质,实验使用了气相色谱技术.该技术可以找出相对于特征峰的

成分含量,酒中各成分极其复杂,且含量极低,而且许多成分的变化并不影响白酒的品质,或是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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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手段及品评技术,无法作出判断.通过前人的数据积累,该实验通过外标法标定了影响白酒风味

品质的几种成分.
基酒中的醛类物质一直呈上升状态,在４．５~６kGy时出现突然增长(见图３),结合图１和图２,

酯类在４kGy时开始下降,酯类的分解,应生成大量的酸类物质,但在该剂量下酸类并没有增长,说明

酸类应该转化成了醛类物质.

图３　不同辐照剂量下白酒的总醛变化

通过辐照作用,白酒中的几大主要物质相互作用关系如图４所示,说明促进氧化还原反应,改变

白酒中的成分比例,是可以提高白酒的品质的.

图４　白酒中主要成分的转化

清香型白酒的骨干成分是乙酸乙酯,未辐照时乙酸乙酯含量为１７３２．３mg/L,见表１,经辐照后

最高可提升到１８１８．８mg/L,提升了５％,说明辐照对清香型白酒有一定的催熟效果.综合总酯总酸

的辐照变化及表２的专家品鉴打分,清香型基酒的最适催熟剂量在１~１．５kGy之间.

表１　清香型基酒(酒精度６８％)其他微量成分变化 单位:mg/L

成分 对照 １kGy １．５kGy ３kGy ３．５kGy ４kGy ４．５kGy ６kGy ７kGy ８kGy
乙缩醛 ２８４．９ ２８３．６ ２９６．１ ３０３．３ ３２４．５ ３３３．１ ３０７．５ ３３６．１ ３５２．７ ３６４．４
乙酸乙酯 １７３２．３ １７４９．２ １８１８．８ １７２５．８ １８１０．２ １８０９．５ １７１１．１ １８３５．２ １７５２．９ １７９７．２
乳酸乙酯 ８２１．６ ８８６．１ ９１３．４ ９２６．４ ９４２．８ ９４６．８ ９６４．３ ９６２．２ ９３８．７ ９３６．７
己酸乙酯 — — — — — — — — — —
异丁醇 ２３６．４ ２３８．８ ２３６．１ ２３５．１ ２３８．６ ２３５．８ ２３７．６ ２３８．９ ２３５．１ ２３３．１
异戊醇 ３４５．２ ３４９．９ ３４６．４ ３４５．３ ３５０．１ ３４７．２ ３５０．５ ３５１．７ ３４７．２ ３４３．９
仲丁醇 １０６．２ ９６．７ ８９．７ １００．３ １３８．２ １２１．６ ９６．６ １２１．８ ９５．５ ９８．６
苯乙醇 — — — — — — — — — —
甲醇 １４０．８ １２７．７ １２９．３ １２８．４ １２６．８ １２７．３ １２５．４ １２８．６ １２９．１ １２８．３
甲酸 ７２．９ ７９．７ ７９．２ ７５．２ ８２．７ ７８．８ ６７．２ ８６．１ ７７．１ ８２．１
乙酸 １７７１．１ １８６１．５ １３７７．３ １２９５．５ １３４８．１ １２７６．８ １１２６．７ １２１５．６ １１０１．７ １２５３．０
乳酸 １０４．７ １１８．３ １１１．７ １０８．４ １２４．６ １１２．１ １００．８ １０９．２ １１９．７ １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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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专家品鉴打分表

辐照强度 品评编号 品评得分 评语

对照 １－１ ８５．５ 清香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绵甜爽净,稍冲辣

１kGy ２－１ ９１．５ 清香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柔和谐调、绵甜爽净

１．５kGy １－２ ８８．３ 清香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柔和谐调、绵甜爽净,有轻微邪

杂味

３kGy ２－２ ８５．０ 清香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柔和谐调、绵甜爽净,有邪杂味

３．５kGy １－３ ７４．５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有刺激性邪杂味

４kGy ２－３ ７３．８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有刺激性邪杂味

４．５kGy １－４ ７８．０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有刺激性邪杂味

６kGy ２－４ ７６．５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有刺激性邪杂味

７kGy １－５ ７４．５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有刺激性邪杂味

８kGy ２－５ ７３．３ 清香较纯正,具有乙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气,酒体醇厚,有刺激性邪杂味

３　结论与展望

本论文主要研究辐照对清香型基酒的影响,通过对新酿基酒进行辐照,利用物理手段达到白酒催

熟,缩短窖存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从另一个角度提高白酒的市场价值.
通过本实验的研究,清香型基酒在剂量１~１．５kGy之间,各项含量都有所变化,证明辐照催熟是

可行的,但在酒型和辐照参数的选择上要进一步细化,而且由于本论文针对的样品只是天津市场上常

见的酒型,所以未来在确定辐照参数方面应扩大样品种类.而且,有研究报道辐照技术对白酒中的氨

基甲酸乙酯、塑化剂等有害成分能起到减少或消除的作用,未来可以研究.采用辐照技术与其他技术

手段联合不仅能催熟,还能生产出安全健康的新产品,为天津本地白酒打入全国市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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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RipeningofBaseLiquorbyUsingthe
HighEnergyElectronBeam

JINJianＧqiao,ZHANGYue,YANGBin,
YANGGuoＧxiang,ZHANGYu,LIUZhao

(TianjinInstituteofPhysicalTechnology,Tianjin３００１９２,China)

Abstract:Theeffectsofirradiationonbaseliquorhadbeenstudied．Throughthisphysicalmethod,

thebasewinecellarsavetimehadbeenshorten．Thisstudyfocusedonthenorthern market,

especiallytheTianjinmarket．Thenewmethodimprovedthequalityofliquor,reducedthecostsand
increasedtheprofits,enhancedthecompetitivenessoftheTianjinliquor．Thephysicalandchemical
indexessuchastotalacid,totalesterandtotalaldehydewerestudiedbyselectingthehighquality
winesamples．Theirradiationrangeselectedfrom０kGyto８kGy,designingthegradienttest,and
theirradiationtreatedsamplesweretestedbyphysicochemicalanalysisandexpertappraisal．The
delicatefragrancebasedwineshowedcertaineffectontheradiationdoseof１kGyonripening．The
conversionformsofacid,aldehydeandesterunderirradiationwereanalyzed．Irradiationwasfeasible
onripeningforthedelicatefragrancebasedwine．Theirradiationconditionsstillneedtobemore
precise,inordertoobtaintheoptimaldosage．
Keywords:highＧpowerelectronbeam;baseliquor;thedelicatefragrance;ri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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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关键设备智能定位与导航系统研制

张　皓,覃　坤,彭　波,陈　明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仿真中心,湖北 武汉４３０２２３)

摘要:本文依据核电厂对于人员日常巡检、就地操作、设备维修、人员培训等工作指导的需求,提出了一种针对核岛内

部设备位置确认的方法及系统实施方案.系统利用了三维仿真技术以及相关智能化计算方法,基于大数据量的核电

厂三维模型、设备清单及区域辐射水平等数据,实现了设备查询、智能定位、路径导航、沉浸式漫游等功能,且具备一定

的二次开发能力,核电人员可自行对系统进行定制与维护,还能够通过轻量化处理,跨平台发布到移动客户端,以满足

核电厂不同环境下的使用要求.本文首先描述了系统开发所用到的关键技术方法及特点,再从系统开发实施角度出

发,介绍其实现流程及系统功能模块组成等.最后,本文还介绍了该系统目前在国内某典型核电厂的使用情况,并对

系统使用效果以及给核电厂带来的效益作出评价.

关键词:设备定位;路径规划;三维仿真;核电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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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核电厂定期维修或设备发生故障和事故时,需要进入带有放射性的核岛厂房内进行设备检查、
拆装和维修工作.核岛内部设备的位置现场确认是一个日常需求较大的工作,由于核岛内部设备数

量大,种类多,分布复杂,且往往电厂运行之后就不便于人员进入花费大量时间去熟悉环境,对某些不

常用设备的位置确认难度较大.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因操作失误,降低受辐射剂量,快速

而准确地找到这些设备显得异常重要.
近年来,虚拟三维可视化仿真及相关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核电厂工作人员岛内设备位置确认方

法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虚拟环境给核电厂运行和维修工作人员提供了可视化的交互式训练手段,便
于相关人员熟悉放射性厂房区域的进出方式和设备布置,以尽量缩短在放射性区域的停留时间,可以

有效、准确地规划现场人员路径,并验证现场工作计划的可行性及合理性.综合以上考虑,核电厂关

键设备智能定位与导航系统开发被提出.

１　总体思路

核电厂关键设备智能定位与导航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基于现场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建立三维数字

化模型,并录入电厂的阀门清单及厂房关键路径点作为后台数据库,功能主要包含设备查询与定位、
路径规划与导航、动态平面图、沉浸式虚拟漫游、系统编辑维护五个模块,使用形式包含桌面式客户端

与手持移动端两个版本.系统总体实施过程分为数据处理、功能开发、系统部署三大阶段,其结构框

架如图１所示.

２　关键技术

２．１　路径规划方法

系统的路径规划采用的是 A∗(AＧStar)算法,A∗是一种求解静态路网中最优路径的常用方法,
是人工智能中最典型的启发式搜索算法.其中∗代表路径点的代价值,A∗是以估算两点之间的代价

值来求解最佳路径,通常情况下代价值为两点间的距离,而本系统针对核岛厂房环境因素,结合核辐

射防护相关的计算方法,加入了两点间的辐射剂量值作为代价值计算因子之一,其原理如下.
假设代价值的估价函数为f(n),即当前路径点 N的代价值,它包括g(n)和h(n)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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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结构框架图

f(n)＝g(n)＋h(n)[１]

g(n)是已经走过的代价,h(n)是n到目标的估计代价.代价计算方法分以下两部

第一步,计算出两点的空间距离,本系统中需计算三维空间距离r.

r＝ (x１－x２)２＋(y１－y２)２＋(z１－z２)２

第二步,假设空间中的放射源是均匀分布,两点的剂量值分别为D１、D２,且两点之间无其他放射

源,根据目标点通量和点源与目标距离的平方反比关系[２],可以得出两点之间行走所受辐射剂量值d
(假设人员行走速度恒定).

d＝∫
D２

D１

１
r２dr

因此可取代价值为d(单纯考虑剂量值)或者d×r(综合考虑剂量值与距离),作为g(n)与h(n)的
计算结果.最后求出两点之间的代价值f(n)[３].

２．２　路径导航

在完成核岛内关键路径点的设置后,系统可在三维场景中对路径进行模拟导航.在系统中,由用

户来指定路径的起始点与目标点.

１)起始点.系统提供“更衣室”“值班室”“０m气闸门”“８m气闸门”等多个固定的起始点,用户也

可以选择上一次路径规划的终点作为当前的起始点.

２)目标点.目标点与选中设备关联,系统会根据设备模型位置计算出与其同房间高、不隔墙、且
距离最近的路径点作为目标点.

指定起始点与目标点,完成路径计算之后,系统将路径包含的所有关键路径点编号依次传入三维

场景,依据路径点在场景中绘制出行走路线,并放置穿有安全服的虚拟人物沿路线行走,进行导航演

示[４].用户的观察视角可位于虚拟人物上方,并跟随人物移动,厂房模型也会随着人物所在层高动态

切换,便于用户查看整个路径导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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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路径导航演示

２．３　路网数据维护

路网维护功能可以让用户在三维场景中编辑关键路径点的属性与状态.路网维护包含新建路径

点、复制路径点、移动路径点、禁用路径点、修改连接点、经用户确认后,所有操作保存并对后台数据库

进行更新[５].
进行路网维护时,开启路网显示,在三维场景中显示路径点、连接点之间的路径.其中路径点默

认为白色,连接点跨层高的路径点为蓝色,无效路径点为红色.两个路径点之间若为连接点,则用绿

线连接,关注的连接线高亮为桔黄色.

图３　可视化路网信息

新建路径点时,可选择复制某个路径点,复制的路径点名称根据当前层高路径点编号自动生成.
复制点位置与被复制点的相同.禁用路径点时,可使路径点无效,此时场景中不显示该路径点的连

线,并且进行路径计算时,将不考虑该路径点.

２．４　设备维护

设备维护功能可以让用户在三维场景中编辑阀门、仪表、管道等设备属性与状态.设备维护包含新建

设备、移动设备、隐藏设备、删除设备等功能,经用户确认后,所有操作保存并对后台数据库进行更新[６].
新增设备时,可选择设备种类(阀门、管道、工具仪表),选择一个设备模板,输入设备编号,所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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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及房间号,确定后,三维场景中新增该设备模型.

图４　新建设备库

移动设备时,利用模型实时拖拽技术,对设备进行坐标轴移动与旋转.针对管道还提供管道直径

与长度调节功能.在移动设备过程中,对每一步操作进行记录,可以进行撤销与重复操作.移动过程

中可以进行撤销与重复操作.

３　实施过程

以国内某典型核电机组为数据参考对象,我们采用上述开发方法进行了虚拟设备定位与智能导

航系统开发.实施过程包含数据库建立、三维扫描与建模、功能模块开发、外设集成与部署等内容.

３．１　数据库建立

系统开发及数据库建立需要输入大量的核电厂数据,需收集的数据包含核电厂阀门清单、系统流

程图、厂房平面图、设备图纸,能体现厂房环境、管道与阀门布置情况的照片,以及核岛内部拍摄的

３６０°全景照片、三维激光扫描点云等.完成现场数据收集后,进行数据录入工作.数据录入包含阀门数

据录入与现场照片录入两部分内容.阀门数据录入是根据电厂提供的系统阀门清单与流程图,将阀门编

号、所处房间号、阀门描述等信息输入系统数据库中,用于阀门建模与阀门搜索查询.照片录入是将现场

拍摄、全景照片与对应的阀门、图纸相关联,并录入到系统数据库,便于后期的三维建模与信息查询.

３．２　三维扫描与建模

三维扫描与建模工作工作量及实施难度较大,系统实现了典型核电机组核岛厂房R、N、K等区域

的厂房与设备三维重构[７].重构范围包含－６．７~２４m全部标高,以及房间３００余间,主系统回路２８
个,阀门５０００余个.三维扫描与建模工作主要包含三维激光扫描、土建结构建模、场景环境建模、阀
门布置几个阶段.

３．３　功能开发

功能主要包含设备查询与定位、路径规划与导航、动态平面图、系统编辑维护等模块

(１)设备查询与定位:通过数据库查询到设备信息,实现三维环境中定位与视角跳转;
(２)路径规划与导航:按照一定的寻路算法,规划找到设备的最优路径并进行行走演示;
(３)动态平面图:依照工程平面图绘制厂房二维地图,对定位与导航进行动态指示;
(４)系统编辑维护:用户二次开发接口,实现设备扩充,路网更改.

３．４　系统部署

系统也实现了与沉浸式虚拟现实外设之间的交互接口.用户可通过穿戴 VR虚拟现实眼镜,身
临其境般在核电厂厂房三维环境中漫游,实现３６０°浏览;结合动作捕捉及手势识别装置,在三维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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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现设备操作模拟,可用于现场人员操作培训与现场工作指导.
系统可支持发布到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可支持 Android、IOS等不同平台.在发布到移动端

时,系统对桌面客户端进行模型轻量化处理,通过减少模型面片数、优化材质、分时渲染等方式减轻移

动终端运行负担.另外对界面进行了 UI优化.采用适合于触摸屏操作方式的界面形式与操作模式.

４　结语

综上所述,核电厂关键设备智能定位与导航系统有如下特点:
(１)国内首次大规模实现了核岛３００余房间、５０００余设备阀门的逆向三维重构.并将３６０°实景

照片与三维模型关联,提供现场实际环境的展示;
(２)建立了核岛内部路网拓扑数据,并开发了先进智能的路径规划算法,为进岛工作人员制定符

合电厂实际情况的巡检路线,提高了系统的实用性;
(３)系统采用平台化的研发思路,提供设备的编辑与扩充接口,以及路网数据的维护接口,使得系

统可根据电厂的实际需要由用户二次定制;
(４)通过开发通用化接口,集成了虚拟现实眼镜及动作识别设备,实现沉浸式虚拟漫游以及现场

操作模拟,增强了培训体验效果;
(５)系统能够部署到普通PC机以及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上,满足日常培训或进岛携带等不同情

况下的使用需求,提高了系统的适用性.
根据以上的设计思路与技术解决方法,以国内某典型核电机组为数据参考对象的核电厂关键设

备智能定位与导航系统完成开发并投入使用,用于核电厂工作人员熟悉厂房环境,辅助相关人员了解

阀门位置,帮助进岛人员制定巡检路线.使用情况表明:核电厂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该系统进行学习与

培训,并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高了人员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员受辐照风险,为核电厂

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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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IntelligentLocationandNavigation
SystemforKeyEquipmentofNuclearPowerPlant

ZHANGHao,QINKun,PENGBo,CHEN Ming
(ChinaNuclearPowerOperationTechnologyCo．,Ltd．,Simulation

EngineeringCenter,WuhanforHubeiProv．４３０２２３,Chian)

Abstract:Basedontherequirementsofthedailyguidance,localoperation,equipmentmaintenance
andpersonneltrainingofthenuclearpowerplant,thispaperputsforwardamethodandsystem
implementationplanforthelocationconfirmationofthenuclearisland．Thesystem usesthreeＧ
dimensionalsimulationtechnologyandrelatedintelligentcalculation method,basedonlargedata
volumeofnuclearpowerplantthreeＧdimensionalmodel,equipmentlistandregionalradiationlevel
andotherdata,toachievetheequipmentquery,intelligentpositioning,routenavigation,immersion
roamingandotherfunctions．Thesystemhasacertainsecondarydevelopmentcapability,nuclear
personnelcancustomizethesystemandmaintenance．Thesystemcanbethroughthelightweight
processing,crossＧplatformreleasedtothemobileclienttomeetthedifferentrequirementsoftheuse
ofnuclearpowerplants．Thispaperfirstdescribesthekeytechnologiesandcharacteristicsofthe
systemdevelopment,andthenintroducestherealizationprocessandthesystemfunction module
compositionfromthepointofviewofsystemdevelopmentandimplementation．Finally,thispaper
alsointroducesthecurrentuseofatypicalnuclearpowerplantinthecountry,andevaluatesthe
effectivenessofthesystemandthebenefitstothenuclearpowerplant．
Keywords:EquipmentLocation;PathＧFinding;３Dsimulation;NPP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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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曲面法优化辐照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研究

刘　伟,徐　涛,张　玥
(天津市技术物理研究所,天津３００１９２)

摘要:利用响应曲面法对影响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主要因素辐射剂量、氯化聚乙烯含量、发泡温度进行试

验设计.以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压缩回弹率为响应函数,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优化试验方法.得到的最

佳试验条件为:辐射剂量为１８．５６kGy,氯化聚乙烯含量５０．６７％,发泡温度１８２℃.此时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

料的压缩回弹率为最大.响应曲面法用于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压缩回弹率的优化筛选是可行的,数学模

型的预测值与实验观察值相符.

关键词:响应曲面法;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压缩回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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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聚乙烯是具有广泛用途的聚合物,是一种饱和橡胶,有优秀的耐热氧老化、臭氧老化、耐酸

碱、耐化学药品性能.发泡材料主要是指橡胶发泡材料以及热塑性弹性体发泡材料,又称为橡胶海

绵、微孔橡胶或泡沫橡胶.它是以弹性体为基础,含有大量气泡的特种结构材料.具有:①密度小、质
量轻;②材料的弹性、柔软性好,缓冲减震性能优异;③有较好的隔音吸声效果;④绝热性能好,可用来

隔热;⑤舒适性好,触感好等优点.广泛地应用于航空、汽车、仪器仪表、家电、包装、医疗器械、体育用

品等方面.
响应曲面法(responsesurfacemethodology,RSM)是采用多元二次回归方程来拟合因素和响应

值之间的函数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分析来寻求最优工艺参数,解决多变量问题的一种统计方法.
近年来,国外常用这种基于二阶模型的优化方法进行试验条件的优化,具体过程包括实验、建模、数据

分析和最优化.RSM 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法有星点设 计 (centralcompositedesign,CCD)、BoxＧ
Behnken设计(BBD)和Doehlert设计(DM).目前最常见的为 CCD,而与 CCD相比,BBD具有所需

的试验次数相对较少、效率更高且所有的影响因素不会同时处于高水平,所有的试验点都落在安全操

作区域内等优点.BoxＧBehnken设计是一种基于三水平的二阶实验设计法,可以评价指标和因素间

的非线性关系,已被较多地用来进行生物过程、化学合成过程以及药物处方筛选和剂型制备过程等的

优化.因此,本实验选取了BoxＧBehnken设计方法来进行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优化设计.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原料与试剂

氯化聚乙烯CPE１３５B,山东维坊亚星公司;发泡剂(AC),天津鼎隆兴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设备与仪器

GJＧ１５型地那米型电子加速器;QUANTA２００型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荷兰 FEI公司;KS２０
型单螺杆挤出机,天津广新盛海塑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将氯化聚乙烯与一定量的补强填充剂共混后,通过单螺杆挤出造粒,在一定的温度、转速下,将造

好的粒料与制备好的发泡剂母粒共混挤出片材.
片材挤出后,利用电子加速器按一定的剂量进行辐照,片材辐照后,要进行热处理.热处理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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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消耗辐照产生的残余自由基,自由基的存在会影响材料的稳定性.在热处理数小时后,以消除

因辐照而产生的残余自由基.最后,在一定温度、一定的发泡时间下放入烘箱中悬挂发泡.

１．４　检测方法

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压缩回弹率按照国家标准 GBT５１７７９４—２００８进行.

１．５　数理统计方法

实验采用响应曲面法来优化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的最佳反应条件.对辐射交联氯化聚

乙烯发泡材料性能影响较大的主要有３个因素:辐射剂量,氯化聚乙烯含量,发泡温度.根据 BoxＧ
Behnken实验方法对实验进行设计,设计完毕根据设计方法进行实验.对最佳实验条件下的预测值

和实际值进行对比,并拟合出二次回归方程,优化出最佳的反应条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实验设计及结果

运用BoxＧBehnken的设计原理,对实验确定的３个显著影响因子各取３个水平.本实验安排响

应面实验各个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

表１　BoxＧBehnken实验设计的参数水平

Variables Level
Code Factors Units Low(－１) mean(０) High(＋１)

A 辐照剂量 kGy １０ ３０ ５０
B 氯化聚乙烯含量 ％ ２０ ４０ ６０
C 发泡温度 ℃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００

根据BoxＧBehnken实验软件设计了３因素３水平共１７个试验点进行响应面分析,实验安排及结

果见表２.１５个试验点分为两类:一类是析因点,共１２个;一类是零点,为区域的中心点.零点重复５
次,用于估计实验的误差.

表２　BoxＧBehnken实验设计表和结果

Run A B C Y/％
１ ０ ０ ０ ７０
２ ０ ０ ０ ７０
３ ０ ０ ０ ７０
４ －１ －１ ０ ６４
５ －１ １ ０ ６３
６ １ ０ １ ７１
７ ０ ０ ０ ７０
８ ０ １ １ ６５
９ １ －１ ０ ６３
１０ －１ ０ １ ６１
１１ ０ －１ －１ ６４
１２ ０ －１ １ ６６
１３ １ ０ －１ ６３
１４ ０ １ －１ ６９
１５ １ １ ０ ６９
１６ ０ ０ ０ ７０
１７ －１ ０ －１ ６１

２３１



２．２　回归分析

利用Statistica６．０软件对表２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二次多元回归模型为:Y＝７０＋２．１２A＋
１．１２B＋０．７５C＋１．７５AB＋２．００AC－１．５０BC－３．６２A２－１．６２B２－２．３８C２

表３为BoxＧBehnken的实验方差分析,通过该表可以看出,“ModelProb＞F”等于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说明模型是非常显著的.同时二次项中的A２ 的偏回归系数达极显著水平,其他各项的偏回归

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回归方程失拟检验不显著,说明未知因素对试验结果干扰很小拟合检验非常

显著,说明该方程与实际情况拟合很好,较好地反映了辐射剂量,氯化聚乙烯含量,发泡温度三个因素

与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性能的关系,因此所得的回归方程能较好地预测辐射交联氯化聚乙

烯发泡材料的压缩回弹率随各参数的变化规律.

表３　BoxＧBohnkon实验方差分析结果

Sumof Mean F pＧvalue
Source Squares df Square Value Prob＞F
Model １８７．３６７６ ９ ２０．８１８６３ ７．７７２２８８ ０．００６６

AＧ辐照剂量 ３６．１２５ １ ３６．１２５ １３．４８６６７ ０．００７９
BＧ氯化聚乙烯含量 １０．１２５ １ １０．１２５ ３．７８ ０．０９３０

CＧ发泡温度 ４．５ １ ４．５ １．６８ ０．２３６０
AB １２．２５ １ １２．２５ ４．５７３３３３ ０．０６９８
AC １６ １ １６ ５．９７３３３３ ０．０４４５
BC ９ １ ９ ３．３６ ０．１０９５
A２ ５５．３２８９５ １ ５５．３２８９５ ２０．６５６１４ ０．００２７
B２ １１．１１８４２ １ １１．１１８４２ ４．１５０８７７ ０．０８１０
C２ ２３．７５ １ ２３．７５ ８．８６６６６７ ０．０２０６

Residual １８．７５ ７ ２．６７８５７１
LackofFit １８．７５ ３ ６．２５
PureError ０ ４ ０
CorTotal ２０６．１１７６ １６

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还表明,一次项和二次项对响应值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交互项的影响不显

著,试验因子与响应值之间不是线性关系.图１为实验预测值和实验值的比较,从图可以得出,实际

值十分接近预测值,测试量接近直线.综上所述,该模型成功体现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过程

中的各个变量对压缩回弹率的影响情况.

图１　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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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利用响应面设计方法,通过方差分析,得到各因素对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材料性能影响的显

著性程度,并确定出预测模型的回归方程,并且通过回归方程得到的最佳试验条件为:辐射剂量为

１８．５６kGy,氯化聚乙烯含量５０．６７％,发泡温度１８２℃.响应曲面法用于辐射交联氯化聚乙烯发泡

材料的优化筛选是可行的,数学模型的预测值与实验观察值相符.响应曲面法对于指导进一步的实

际生产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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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sponsesurfacemethodologywasusedtotestthemainfactorsaffectingtheradiation
crosslinkingofchlorinatedpolyethylenefoam:theradiationdose,thecontentofchlorinatedpolyethyleneand
thefoamingtemperature．Thecorrespondingmathematicalmodelwasestablishedbasedontheresponserate
ofradiationcrosslinkedpolyethylenefoam．Theoptimumexperimentalconditionswereasfollows:the
radiationdosewas１８．５６kGy,thecontentofchlorinatedpolyethylenewas５０．６７％,andthefo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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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tooptimizethecompressionreboundrateofRadiationCrosslinkedChlorinatedPolyethylene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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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ound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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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子加速器辐照处理剩余污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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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污泥是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土壤颗粒、固体残渣及絮状体经过一系列处理而产生的沉淀物,包括初沉污泥、剩余污

泥及其混合污泥.城市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间歇式活性污泥法等微生物处理方法.电子

束辐照法处理剩余污泥,可以使病原菌数量急剧下降、有毒化学物质浓度降低(非生物降解物转变为可生物降解物)及

提高污泥脱水效果等.电子束辐射的另一大优势是剂量率高、处理速度快,能够满足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尤其是目前

面临大量的污泥积压、传统方法无法及时处理的现状,辐照方法更显得意义重大.

关键词:剩余污泥;电子束辐照;微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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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剩余污泥处理现状

污泥是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土壤颗粒、固体残渣及絮状体经过一系列处理而产生的沉淀物,包括初

沉污泥、剩余污泥及其混合污泥.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和处理量逐年增

加,剩余污泥的产量也随之提升.城市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间歇式活性

污泥法等微生物处理方法.因此,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剩余污泥,污泥量占污水处理量的

１％~２％.据环保部统计,２００８年全国产生的污泥量已达１７８０万t(按含水率８０％计),２００９年全国

城镇污水处理量达到２８０亿 m３,污泥(含水率８０％)产生量突破２０００万t.近年来国家对污泥处理相

关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污泥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２００９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规程»(CJJ１３１—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环境

保护部发布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要求以提升我国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能力和水平为总体目标,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的建设任务,提出了保障«规
划»实施的具体措施,成为指导各地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安排政府投资的重要依据.

剩余污泥由多种微生物形成的菌胶团与其吸附的有机物和无机物组成的集合体,含有大量的水

分(脱水污泥含水率也高达８０％[１])、大量致病微生物(主要是寄生虫、致病细菌、病原体、有害虫卵

等)、难降解有机物、重金属(砷、铬、锡、铜等[２])以及植物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直接排放不仅

对生态和人体健康存在极大的潜在危险性,也是一种资源浪费.目前,剩余污泥的处理和排放是一项

棘手的环境问题,在污水处理费用中占了很大比例.有氧或厌氧消解、堆肥及高温处理等传统方法可

以杀灭大量的病原菌,但不能充分杀死寄生虫虫卵和微生物孢子,也不能有效去除污泥中一些非生物

降解的有毒有害有机物[３Ｇ６].因此迫切地需要一种相对清洁、高效、简便同时无二次污染的剩余污泥

处理技术.

２　国内外使用辐照技术处理污泥情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辐照技术开始应用于污水、污泥及其他固体污染物的处理,７０至８０年代,德国、
美国、日本、印度和意大利等都对辐照技术有较多研究,也开展了相应工程应用(表１);国内也进行了

辐照处理的研究应用,但大部分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实际应用较少,规模较小(表２).经过许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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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研究和实际应用发现,采用辐照处理污泥有以下优点[８]:①病原菌杀灭率远远高于传统方法;②
降解部分有毒有机污染物或提高非生物降解物的生化利用性,降低有毒污染物在污泥中的含量;③减

少污泥处理过程中的恶臭气味;④增强污泥的一些特性和生物降解率;⑤操作简便,处理效率高,处理

后的污泥安全性较好.

表１　国外辐照技术处理污泥概况

国家地区 辐照源 辐照剂量/kGy 处理量 建设年代 参考文献

德国 ６０Co& １３７Cs ３ — １９７３ [３]

德国 电子束 ４ ５００m３/d １９８０ [３]

美国新墨西哥州 １３７Cs １０ ８t/d １９７８ [３,７]

美国波士顿 电子束 ４ １５．８m３/h １９７６ [７]

美国迈阿密 电子束 ３．５~４ ６４５m３/d １９８４ [７,８]

日本 电子束 ５ ３００kg/h １９８７ [８]

印度 ６０Co ３~３．５ １１０m３/d — [９]

　注:－表示原文献中未提及.

表２　国内辐照技术处理污泥研究概况

研究单位 辐照源 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北京环境保护研究所 — 污泥中微生物杀灭情况 [３]

南京大学 ６０Co 污泥辐照处理及农用情况 [１０]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电子束 微生物杀灭情况 [１１]

　注:－表示原文献中未提及.

目前,常用的剩余污泥处理辐照源有６０Co和１３７Cs两种放射源材料及电子束.两种源材料产生的

射线性质相似,６０Co产生的射线在水中半穿透厚度约为２８cm,普通剩余污泥中约为２５cm;１３７Cs产生

的射线在水中可达２４cm.但放射源必须进行严格的放射源控制,由国家环保部监管,同时放射源存

在半衰期,因此经过一定时间后辐照强度会下降.相比放射源的穿透力,电子束相对较弱,水中半穿

透厚度只有３mm/MeV,但其辐射密度和处理量大,断电后无放射性,可以随时开关并进行调整.因

此高能电子束辐照污泥作为一种污泥处理的高新技术,发展势头迅猛,更适合实际应用,在剩余污泥

辐照方面的应用研究和发展有更广阔的前景.

３　电子束辐射作用于污泥的效果

经过电子束辐照,剩余污泥的生物及理化特性会发生相应变化,如病原菌数量急剧下降、有毒化

学物质浓度降低(非生物降解物转变为可生物降解物)及污泥脱水效果提高等.电子束辐照引起污泥

特性变化的作用大致分为两类: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直接作用主要是针对病原菌,辐照射线直接作

用于病原菌的遗传物质(如DNA和RNA),导致病原菌死亡.而间接作用致使病原菌死亡的同时也

分解污泥中的有机物,其过程主要是由电子束作用于污泥中 H２O分子以产生自由基,自由基通过与

微生物和有机物反应导致微生物死亡和有机物分解.经过电子束辐射后水分子会发生以下化学

反应:

H２O→[２．７]OH＋[２．６]e－
aq＋[０．６]H＋[２．６]H３O＋ ＋[０．７]H２O２＋[０．４５]H２

可以看出,电子束辐射处理污泥与传统方法相比,优势在于对微生物的杀灭.表３列出了污泥中

各种微生物在不同照射剂量条件下的失活效果[１２].由表３可知,杀菌效果随照射剂量的增加而提高.
但是,由于污泥中微生物各类菌群抗辐射性不同,即使在同一生态环境中,不同强度的辐射剂量、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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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污泥含水率等条件都对污泥中的致病菌群有影响,导致辐射后污泥中各类菌群数量有一定区

别.这是由于技术所限无法在实验室构建微生物菌团及相应的辐照过程,所以对辐照过程中的电子

束及自由基对微生物变化过程还不清楚,无法具体阐明不同剂量对不同微生物的实际作用原理.

表３　辐射灭菌效果

名称 含菌量/(个/mL) １kGy ２kGy ３kGy ４kGy ６kGy

大肠杆菌 １．６×１０２ ７９ ０ ０ ０ ０

沙门氏菌 ３．２×１０４ ６ ０ ０ ０ ０

志贺氏菌 ５．２×１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粪性链球菌 ２．１×１０４ ６１０ ７０ ３１ ０ ０

真菌孢子 ＋＋＋ ＋＋ ６ ４ ０ ０

放线孢子 ９．２×１０２ ８ ５ ０ ０ ０

细菌菌落数 １．６×１０５ ７８０ ２２０ ５６ ７ ０

　注:＋＋＋表示很多,＋＋表示有所减少,但仍难计数.

电子束辐射的另一大优势是剂量率高,处理速度快,能够满足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尤其是面临大

量的污泥积压,而传统方法又无法及时处理的现状,这一方法更显得意义重大.

４　初步试验验证

我单位与某水务公司接洽,其处理污泥的需求主要是杀灭以E．coli(大肠杆菌)为主的菌团,使污

泥的含菌量下降便于下一步处理,现阶段他们采用次氯酸钠(NaClO)进行处理,使镜检无活物.
根据上面文献给出的参数,大致的处理剂量是４~５kGy,由于剂量要求不高,使工业化生产具有

可行性.
材料选用现取的９７％含水量的污泥,使用地纳米加速器进行辐照,辐照剂量是３kGy梯度递增

(３,６,９,１２kGy),但镜检结果不好,视野内出现活的草履虫.对比不同剂量镜检生物碎片在增加,说
明辐照的效果是有的,但未达到文献的结果.可能的原因是污泥的密度过大,加速器能量较低,穿透

效果差.
需要继续调整处理技术来考察辐照前后细菌的变化,降解部分有毒有机污染物或提高非生物降

解物的生化利用性,降低有毒污染物在污泥中的含量,减少污泥处理过程中的恶臭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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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oftreatmentof
excesssludgebyelectronacceleratorirradiation

ZHANGYue,JINJianＧqiao,YANGBin,LIUZhao
(TianjinInstituteofTechnicalPhysics,Tianjin３００１９２,China)

Abstract:Thesludgeistheprecipitateofsoilparticles,solidresidueandflocafteraseriesprocessof
thesewagetreatment,includingprimarysludge,excesssludgeand mixedsludge．Urbansewage
treatmentplantsaregenerallytreatedwithconventionalactivatedsludgeprocess,oxidationditch
method,intermittentactivatedsludgeprocessandothermicrobialtreatmentmethods．Thetreatment
ofexcesssludgebyelectronbeamirradiationcandecreasethenumberofpathogenicbacteria,reduce
theconcentrationoftoxicchemicals(nonbiodegradablematerialsintobiodegradablesubstances),

andimprovetheeffectofsludgedewatering．Anotheradvantageofelectronbeamradiationishigh
doserate,fastprocessingspeed,andcan meettherequirementsofindustrialproduction．The
traditionalmethodcannotdealwiththestatusquo,theradiationmethodismoresignificant．
Keywords:excesssludge;electronbeamirradiation;microbial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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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金属表面的激光去污

高智星１,李　静１,马梅花１,郑佐西１,韩丽璇２

(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２．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３００)

摘要:在核设施退役过程中,激光去污是一种高效的表面去污新技术.在非放金属样品激光去污的实验基础上,针对

中放废液沾染物及中放管道的激光去污,设计了实验装置并开展了去污实验.实验证实激光对于金属类中放废物的

去污系数可达１００倍以上,中低放废液沾染的不锈钢样品在激光去污后的残余放射性接近０．１Bq/cm２,达到放射性废

物清洁解控的国家标准.

关键词:放射性;金属表面;激光;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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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设施运行的过程中,放射性污染物也随之沉积在核设施的表层,因此表面去污是核设施退役

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核设施退役过程的去污,不但可以控制拆解过程对人员和环境的危害,减小放

射性废物的数量和放射等级,还有利于对拆除的废物进行处理、处置和再利用,满足核设施退役对放

射性废物最小化的要求.
目前放射性物质的去污存在多种清洗方法.由于传统的接触式去污会产生一定数量的二次污染

物,而且在复杂表面去污、远距离去污以及非水性介质去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因此需要开发具

备无需接触、定位准确、二次污染少、清洗效率高等特点的新型去污技术.
激光去污技术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综合利用激光在物质表面的辐射、热、振动和光化学

效应实现对物质表面附着的沉积－侵蚀层的有效剥离,是实现核设施退役过程放射性废物最小化的

有效技术手段.尤其是结合激光远距离传输和控制技术的激光去污装置,兼具安全高效和二次污染

物最小化的优点,在放射性沾染清洗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国外一些公司和政府实验室早已开

展了利用激光进行放射性去污的研究.
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能源部就规划利用高功率激光清洗核设施.１９９０年能源部申请了激

光清洗蒸汽发生器内污泥技术的专利[１].美国埃姆斯(AMES)国家实验室[２]和阿贡(Argone)国家实

验室[３]分别对金属和混凝土表面放射性污染进行的激光去污研究证实,利用激光可以有效去除样品

表面沉积的铯等放射性核素.据报道,爱达荷实验室已经开展高放废液罐、热室和乏燃料水池激光去

污的中间验证.
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也相继开展了核污染激光去污的研究[４Ｇ７].１９９５年英国核燃料公司申请了

激光去污的专利[４].法国利用激光去污的原型装置LEXDIN开展了军用堆强辐射设备的去污验证.
日本原子力所(JAERI)利用干法激光去污装置对JRTF反应堆辐射控制区和高放污染区进行了去

污,样品重复处置三次的剥离厚度为１４μm,有效剥离并收集到９０％的污染物,剩余放射性活度达到

解控水平.据报道,日本动燃事业团将激光技术与光纤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相结合,开发出远距离无人

去污法用于结构材料和机械等表面放射性沾染的清洗.此外,俄罗斯、韩国、印度以及南非、德国等国

家近年来也积极开展激光清洗核污染工作[８Ｇ１２],并开发出多款工程样机.

２００９年核学会年会报道了西安交通大学侯素霞等人开展的激光清洗蒸汽发生器内部管道的研究

工作[１３].２００８年起,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针对核设施退役的需要开展了金属表面激光去污的技术

研究[１４].本文主要介绍针对中放废液沾染物、退役设施的中放管道及模拟样品开展的热实验,实验获

得了１００倍的去污系数,激光去污处理过的不锈钢样品表面放射性低于０．１Bq/cm２,满足国标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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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６７—２００９规定的清洁解控要求.

１　实验装置

由于紫外激光光子能量较大,在与材料相互作用过程中电离效应明显,热效应相对较弱,更有利

于污染层的剥离.兼之紫外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较可见－红外波段激光具有更强的耦合系

数,为了实现金属表面污染层的高效剥离,去污装置采用波长为２４８nm 的深紫外激光装置开展去污

实验.
为避免去污过程产生的放射性气溶胶对工作场所造成二次污染,所有放射性样品的激光去污过

程都应在密闭容器中实施.因此金属表面放射性沾染激光去污装置基本结构如图１所示,主要由脉

冲激光光源及光束控制传输系统,清洗过程在线监测及离线评价系统,以及气溶胶及粉尘俘获收集系

统构成.

图１　激光去污装置示意图

１．１　激光传输与控制

激光去污装置采用放电泵浦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器作为辐照光源.激光器输出能量为１５０mJ,
工作频率为１~１０Hz在可调.激光传输路径如图２所示,激光器输出的激光脉冲通过两个４５°反射

镜(M１,M２)的折转至样品表面.其中反射镜 M２安装在沿竖直方向(Y 轴)移动的电控导轨上,实现

对样品在竖直方向上的扫描.同时,该导轨与沿水平(X 轴)方向平移的电控导轨上装载的反射镜 M２
一体移动,从而实现对样品表面的二维扫描,扫描精度约５μm.经反射镜 M１,M２折转后的激光光束

通过等效焦距３３０mm的光束整形聚焦系统L１进行聚焦,在焦平面处形成０．１５mm×０．７mm的椭圆形

光束截面.实验中将待处理样品放置于焦平面前１０mm处,此处光束截面为１．８mm×０．５６mm的准矩

形(图３),相应可实现的最大脉冲辐照强度为１２J/cm２,远大于铁合金的激光损伤阈值(约２J/cm２)和常

见污泥痂层损伤阈值(约０．５６J/cm２).实验过程中,样品表面的激光辐照强度通过调整激光器的工作

电压或在光路中插入中性衰减片进行调节.

１．２　气溶胶－粉尘收集与排放控制

与传统激光去污不同,放射性污染物的去污必须考虑去污过程产生放射性气溶胶/粉尘造成的二

次污染和操作人员风险,因此金属表面放射性的激光去污不能在开放环境实施.如图１所示,整个去

污过程样品放置在５００mm×５００mm×３００mm不锈钢密闭工作箱内的抽屉式样品架上,激光通过面

积为２００mm×２００mm的石英窗照射在样品表面.为控制放射性粉尘的逸散,在密闭工作箱的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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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方１０cm处依次安装由阀门、高效过滤器、抽气泵组成的气溶胶－粉尘收集与排放控制系统.工

作箱顶部安装一套具有监测功能的气压平衡阀以确保箱内气压保持在略低于大气压力的负压状态.
为确保工作场所安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采用便携式射线探测器对工作区的辐射强度进行监测.

　

图２　激光去污实验光路示意图

　　　

图３　样品表面的辐照光强分布

１．３　在线与离线监测

激光击穿光谱分析技术由于不需样品预处理,可实现远距离探测,常被建议用于核材料/设备处

理过程的在线监测[１５].实验装置利用透镜和小型光谱仪构建的等离子体光谱监测系统对激光去污过

程进行在线监控.如图２所示,L１、L２构成透镜组收集激光去污过程中产生的等离子体发光信号并

通过光纤耦合进微型光谱仪(BTC１１１E)进行分析,根据光谱信号强度变化对去污效果进行在线评估.
激光去污过程剥离污染层的厚度通过分辨率为０．０１μm的薄膜测厚仪进行离线测量.放射性污

染的去污效果通过离线测量样品去污前后的面活度进行评价.

２　样品准备

核设施退役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金属材料可以经过去污实现解控和循环利用.不锈钢材料因其

良好的耐腐蚀性广泛应用于核废液贮存容器等设施,也是退役过程中需要大量处置的一种金属材料.
因此,不锈钢材料是开展金属表面激光去污的首选材料.

文献调研和实验研究均证实,金属材料的放射性污染主要以表面放射性氧化－沉积物和侵蚀层

的形式存在,其放射性强度从氧化膜表面到金属基体呈梯度分布.对后处理工艺设备的α/γ能谱分

析结果表明,后处理设施普遍存在的放射性固定污染核素包括１２５Sb、１３７Cs、１０６Ru、１５５Eu、２４１Am等,而且

这些核素大多分布在设备表面数微米厚的污染层中.样品制备所用的放射性废液取自废液存贮罐,
其基本特性见表１.

表１　样品制备所用废液特性

废液含盐量/％ 酸碱度pH 电导率/(μS/cm) 主要核素/Bq 比活度/(Bq/mL)

０．４２５ ９．１７ ６．３５
１３７Cs
６０Co

β∶１０５

γ∶１０２
０．４２５

样品的制备过程尽可能模拟不锈钢设备表面的放射性废液沾染过程,将２０mm×２０mm 的不锈

钢样品在配方溶液中高温、高压浸煮数小时,再用微量取样器将一定浓度的中放废液滴在样片表面后

高温烘烤数小时,冷却至室温后作为模拟靶.通过控制表面浸蚀中放废液的用量,制备出的不锈钢样

品表面活度分别为２Bq/cm２和２０Bq/cm２(图４).此外,为考察激光去污的真实效果,将退役的管网

或管段切割加工成一定尺寸的样片开展热实验验证.
１４１



图４　表面活度２０．５Bq/cm２的放射性清洗沉积不锈钢样品

３　实验结果

在图１所示的实验装置上,针对面活度为２Bq/cm２和２０Bq/cm２的中低放射性沾染不锈钢样品

进行了激光去污.实验考察了在不同辐照强度和光通量条件下激光去污的效果,对表面污染层剥离

厚度、残余放射性、去污系数等衡量放射性去污的关键参数进行评估.

３．１　激光去污效果

放射性污染样品模拟靶分别在强度为１、２、３、４、６、７．５、１０、１２．５J/cm２激光辐照条件下开展了沉

积层剥离实验.由于实验装置的激光脉冲宽度为２０ns,最大工作频率为１０Hz,脉冲间隔远大于冲击

波/热效应耗散的时间尺度,因此辐照频率对样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实验过程中通过调整激

光辐照频率和扫描速率控制样品的辐照通量.实验研究证实,激光去污过程对２Bq/cm２不锈钢样品

的剥离厚度约３０~５０μm,对应剥离物质量接近２．２mg,与沉积在样品表面的污染物质量相当.

图５　激光处理过的放射性沾染样品

图５是强度为１~２J/cm２激光,样品辐照通量为１０~２０J/cm２(即单位区域激光重复辐照１０次)
的激光处理过的样品.由图可知,１J/cm２的激光可以有效剥离样品表面大部分附着物,实验所用样

品(图５,左２)表面沉积污染物的质量为２．４mg,强度为１J/cm２的激光剥离污染物质量(样品质量损

失)为２．０mg,对应附着物剥离率为８３％,对应有效剥离厚度为２０μm.２J/cm２的激光则可以有效剥

离样品表面几乎全部的附着物,有效剥离厚度为２５μm,且基材无破坏和烧蚀现象(图５),激光对处

理后的样品进行二次扫描未观察到明显的等离子发光,也证实激光强度低于铁合金的激光损伤阈值

(２．０J/cm２),不足以对基材形成破坏.

２４１



图６　激光去污过程的等离子光谱在线监测

图６是强度为１J/cm２的激光扫描样品表面过程中观察到的等离子发光强度变化,所用不锈钢样

品表面沉积物质量２．１mg,激光处理后样品质量损失为１．９mg,考察污染物主要成份Sr/Cs的特

征谱线,样品经过激光处理后,锶元素在４０７．７７nm 的谱线强度降低了９５％(从６３１２a．u．降低至

３１２a．u．),铯元素在５２２．７nm的特征谱线强度降低了９６％(从５０００a．u．降低至１８８a．u．),这一结

果与污染层的剥离率大致符合.

(a)剥离质量/污染物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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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污染层剥离厚度

图７　不同强度激光去污的污染物剥离率(a)和剥离厚度(b)

图７(a)是不同条件下污染物剥离质量系数.从图中可以看出,在１~２J/cm２低能区,激光剥离污

染物的质量系数随辐照强度和频次递增,最终接近１００％.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样品的多次处理获得

更好的去污效果.但是,随着激光强度的增加,辐照次数的影响会逐渐减小.随着激光强度进一步增

加,剥离物质质量会大于沉积污染物的质量,这意味着处理过程对基材产生了破坏,造成基材质量的

损失,从图７(b)可以看出,当激光强度大于４J/cm２时,对样品的剥离厚度将大于污染物沉积层厚度的

典型值.

３．２　激光去污的放射性去污系数

去污系数是衡量放射性去污效果的重要参量,其定义为去污对象的初始放射性活度与去污处理

后的残余放射性活度之比.图５所示的第二个样品经强度为１J/cm２激光处理后,其表面放射性活度

从２１．２６Bq/cm２降低到３．５５Bq/cm２,去污系数接近于６,这一结果与样品质量称量的结果接近.样

品经强度为２J/cm２激光处理后,残余放射性活度为０．３５Bq/cm２,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解控水平,对
应去污系数接近６０.

图８　中放样品的激光去污系数与辐照强度和频次的关系

图８是不同辐照强度和通量的激光对中等活度(２０Bq/cm２)不锈钢样品的放射性去污系数.由

图８可知,当激光强度较小时(I＜５J/cm２),去污系数随辐照激光强度指数增长,但是当激光强度增长

至I≥５J/cm２后,去污系数随激光强度的增长减缓.因此,从费效比角度考虑,选择辐照激光强度５~
７J/cm２,即可实现去污系数DF＞１００的预期指标.同样,当重复辐照次数较少时(N＜１０),样品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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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系数也随辐照次数的增加快速增长,随着辐照次数的增加,当表面附着污染物完全剥离(N＞１０)之
后,去污系数的增长随辐照次数的增长也逐渐变缓.当选择辐照强度７J/cm２的激光进行去污时,重
复辐照样品频次２５shots/site,即可满足去污系数DF＞１００的预期指标.从费效比的角度考虑,没有

必要进一步增加辐照频次以获取去污系数的细微增加.

图９　中/低活度样品激光激光处理后的残余放射性活度

实验证实,中等面活度放化废液污染样品经强度为５~７J/cm２的激光连续辐照３０次,可获得１００
倍以上的去污系数,表面残余放射性活度低于０．１Bq/cm２(图９),满足国标GB/T７５６７—２００９规定的

清洁解控指标.利用不同强度的激光对低面活度样品(２Bq/cm２)的样品进行去污,虽然去污系数未

能达到预期,但由于其表面残余放射性活度已经低于０．１Bq/cm２,满足相关的解控标准,从费效比角

度考虑,不需要为追求去污系数而对样品采取进一步处置措施.

３．３　激光去污的剥离产物

实验中,中放废液污染的不锈钢样品经过激光去污后质量损失(相当于剥离物质量)接近２．２mg,
图１０即实验结束后收集的剥离物,从图中可以看出,激光去污剥离物质多以大颗粒物质形式存在,其
粒径不小于百微米量级.由此可以推知,激光去污过程潜在的放射性污染源为样品表面剥离物形成

的放射性粉尘,由于其空气动力学特性,会在较短时间形成尘降,扩散范围非常有限.实验装置配备

了具有高效过滤器的排气系统,运行过程中未监测到工作场所放射性异常.

图１０　激光去污过程剥离物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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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利用自行建立的实验室装置开展了中放废液沾染的金属表面的激光去污实验.该装置可有效剥

离金属表面的附着－沉积层,有效剥离厚度为２０~４０μm.强度为２J/cm２ 的激光可以有效剥离样品

表面金属表面３０μm的污染层,剥离污染物质量接近污染物总量的９９％,且保证基材无破坏.处理后

的样品表面残余放射性活度为０．３５Bq/cm２,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解控水平.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证

实,大部分(＞９８％)的放射性污染分布在样品表面２０~３０μm的沉积层中.
对于退役的中放废液管道样品的激光去污实验发现,即使辐照强度提高到１０J/cm２以上,激光多

次扫描样品也很难实现大于１００倍的去污效果,激光剥离表面沉积层后的样品表面仍残留较强的放

射性.尤其是具有较长运行史的中放管道,不但不同部位管道样品的激光去污系数存在较大的分散

性,而且表面去污的放射活度系数与质量系数也不一致,这说明退役管道沉积层的活度仅仅是退役管

道活度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放射性核素已经迁移至基材的亚表面或者更深.因此,退役核设施的

表面去污,不但需要针对表面沉积层开展去污,还需要考虑放射性核素的迁移.建议在退役工作中,
利用激光剥离厚度可控的特性结合等离子体光谱等分析技术进一步开展放射性活度深度分布截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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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项分层原理的逐层剥离清污技术研究

田自宁,陈　伟,刘文彪,王雪梅,龙　斌,冯天成,欧阳晓平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放射性废物场所进行的场址辐射测量及放射性污染治理清污技术.本文采用面源式网格化测

量分析,然后逐层剥离清污治理的精细化作业.首先进行了沙土衰减层分层实验,确定２４１Am 面源探测效率随衰减层

高度变化的函数关系Ф (h),并验证了理论计算模型的正确性;其次理论计算不同厚度源及不同衰减层双项分层条件

下的探测效率,再结合放射性固体α废物分级标准的活度浓度值计算其计数率;最后根据计数率现场指导逐层剥离的

最佳厚度.精细化作业既严格控制了工作量和废物的产生量,同时也确保了放射性废物能一次性彻底清除,保证了工

程的进度.

关键词:放射性废物;逐层剥离;蒙卡;面源;效率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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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场污染核素分布复杂,尤其是掩埋于沙土下的污染场,沙土衰减层和源项两层的情况

下就地谱仪系统无法准确测量核素的活度浓度,因此,此种情况的污染场处置成为污染治理的关键所

在[１].然而,目前没有很好的技术和方法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将整个治理场先进行网格化处理,将
大的场分成单元小场,针对每个小场开展研究工作,逐个小场进行逐层剥离清污.本文提出使用面源

刻度技术[２Ｇ４],确定２４１Am面源探测效率随衰减层高度的变化关系函数,比较验证了理论蒙卡计算模型

的正确性,然后使用 MCNP模拟计算探测系统对不同厚度源及不同沙土衰减层双项分层条件下关注

核素的探测效率;最后结合放射性废物分类标准的活度浓度值计算出峰计数率值,根据峰计数率确定

了工程上每次剥离的最佳厚度.

１　逐层剥离测量技术

１．１　实验设备

首先使用２４１Am面源进行沙土分层实验,面源实验的目的是验证蒙卡计算模型的正确性,为下一

步理论计算双项分层奠定基础,同时找出面源大小的网格信号随沙土衰减层高度变化的函数关系Ф
(h).采集了戈壁滩上沙土样,对沙土成分进行了外协检定,检定的目的是为了给蒙卡理论计算提供

计算参数,质量百分含量检定报告如表１所示.

表１　沙土样成分检定结果

单位:％

SiO２ Fe３O４ CaCO３ KCl MgCO３ NaCl

３９．４ １．８ １２．１ ２．４ ２．９ ３５．１

由于在工艺上很难制作较大面积的沙土衰减层,因此,选择了将大的衰减层分割成小块,即用３００
个左右的长方形样品盒(见图１)装沙土拼接组装衰减层.样品盒材质为 PP 塑料,轻,密度仅为

０．９１g/cm３(比水小).小样品盒外尺寸８４mm×６３mm×２０mm,去掉壁厚内尺寸为８０mm×
５９mm×１６mm,中间隔段厚２．０mm,实际体积７３．０cm３.大盒子参数:１８３mm×８８mm×４５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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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厚都为２．０mm,体积为６１７cm３.按表１中沙土样成分购置化学分析纯,配比混匀做成模拟沙土,
装进塑料盒内.沙土化学分析纯模拟密度为１．３６g/cm３,沙土密度为１．６０g/cm３.

图１　样品盒

２４１Am面源等效半径为４５．６５cm,总活度为８４３６４００Bq.探测器为就地３９ＧTN２１３３５A 型探测

器,具体优化后的计算参数有[５Ｇ７]:晶体距离镁窗为３．０mm、镁窗厚１．５mm、晶体厚５．９１６cm、晶体半

径为２．６６cm,其中铜冷指半径 ０．４６cm,长 ４．６６cm,前面伸出一半圆帽,晶体侧面包裹铝厚

０．７６mm,晶体前端聚乙烯膜厚０．０５mm.

１．２　沙土分层实验

样品盒测量过程如图２、图３所示,２４１Am面源距离探测器０．４９７m 高度的面源实验结果及理论

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图２　面源测量

　　　　　

图３　面源加衰减层测量

表２　面源实验结果

沙土厚度/cm 测量时间/s 全能峰计数 统计涨落/％ 探测效率 理论计算探测效率 偏差/％

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１２８ ０．２７ ４．９６×１０－４ ４．６２×１０－４ －６．７０

１．６ １００ ７４２９２ ０．４１ ２．４５×１０－４ ２．３６×１０－４ －３．６５

３．２ １０００ ３９９４２６ ０．２ １．３２×１０－４ １．１９×１０－４ －９．７３

４．１ ５００ １３８５０８ ０．３２ ９．１５×１０－５ ９．０１×１０－５ －１．５１

５．７ ２０００ ２７９６２６ ０．２４ ４．６２×１０－５ ４．３４×１０－５ －５．９３

７．３ ２０００ １４９７１１ ０．３５ ２．４７×１０－５ ２．１８×１０－５ －１１．８

９４１



表２中,理论计算结果较实验结果的偏差在１２％以内,证明理论计算模型是正确可行的,根据表

２中面源探测效率和沙土厚度进行曲线拟合,结果见图４和５.

图４　沙土样Ф (h)函数实验结果

(密度１．３６g/cm３)
图５　沙土样Ф (h)函数理论计算结果

(密度１．３６g/cm３)

图５中是按沙土密度为１．３６g/cm３来计算的,而实际沙土样的密度为１．６g/cm３,按此密度重新

进行理论计算,计算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沙土样Ф (h)函数理论计算结果(密度１．６g/cm３)

图４、图５和图６为确定的面源探测效率随衰减层高度变化的函数关系Ф (h).

１．３　应用研究

进行逐层剥离测量技术的应用,首先要清楚放射性固体α废物分级标准:放射性固体α废物分级

标准为大于４×１０６Bq/kg.放射性废物场的源项不可能为一层面源,一般是有一定厚度,因此需要计

算不同厚度体源在不同衰减层下的探测效率及按α废物分级标准产生的计数率.计算模型:HPGe
探测器,探测器距离核材料热区距４９．７cm,探测范围核材料热区半径４５．６５cm,标准土壤密度

１．６g/cm３,计算结果如图７所示.
根据图７中的数据,可以作如下具体分析.逐层剥离放射性污染场,当获得计数率数据时就可以

确定衰减层厚度范围和源厚度范围,优先选择没有衰减层情况,要根据双能峰法判断源项是来自表层

还是来自深层,若来自表层直接挖去表层源项即可,若源项来自深层,则先挖去衰减层再挖源项层即

可(根据双能峰法２４１ Am根据其发射的５９．５４keV和其发射的低能 X射线衰减情况判断源项是来自

表层还是深层),其次若有衰减层情况则要根据双能峰法判断衰减层厚度然后挖去衰减层再挖去源项

层即可.若废物活度浓度比固体α废物分级标准为大于４×１０７Bq/kg或４×１０８Bq/kg,则重新计算

建立比图７高一个或两个量级的新的计数率图表,这样就能尽量覆盖所有计数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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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衰减层和不同源厚下的峰计数率理论计算结果

其次是半衰期大于３０年的放射性核素的废物(不包括α废物),按其放射性比活度水平分为

三级.
第Ⅰ级(低放废物):比活度小于或等于４×１０６Bq/kg.
第Ⅱ级(中放废物):比活度大于４×１０６Bq/kg,且释热率小于或等于２kW/m３.
第Ⅲ级(高放废物):比活度大于４×１０１０Bq/kg,且释热率大于２kW/m３.
高放废物与中低放废物相差４个量级,而图７中最大相差１个量级,上述过程完全可以分辨出高

中低放废物.因此,上述分析过程和结果同样适用于半衰期大于３０a的放射性核素的废物(不包括α
废物)的逐层剥离和清污.

２　结论

本文提供了放射性废物场治理和处置的一种逐层剥离清污技术.由于放射性体源很难获得,本
文先使用了一块大面源进行了分层衰减实验,对建立的理论计算模型进行了验证工作.然后使用该

理论计算模型进行双项分层计算研究,建立了不同源厚与不同衰减层下的探测效率,并根据固体α废

物分级标准确定的活度浓度值,计算出其峰计数率,利用该计数率确定了现场最佳剥离厚度值.该技

术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固体α废物及高放废物量,已经达到实际应用的程度,可以推广使用.下一步可

继续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细化源厚范围和沙土衰减层厚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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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stripawaylayerandcleaning
technologybasedondoublelayeredprinciple

TIANZiＧning,CHEN Wei,LIU WenＧbiao,WANGXueＧmei,
LONGBin,FENGTianＧcheng,OUYANGXiaoＧping

(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an７１００２４,China)

Abstract:Thispaperis mainlyabouttheradioactive measurementandpollutiontreatedonthe
radioactivewastefield．Byusinggridofdisksourcemeasurementanalysis,then,tostripawaylayer
andcleaningtechnologywerecarriedoutonradioactivewastefield．Firstly,thefunctionofФ (h)

betweenthedetectionefficiencyandattenuationthicknesswasfixedby２４１Amdisksourcelayered
experiment,whichwasvalidatedthecorrectofthecalculationmodel;Secondly,thepeakcountrate
wasobtainedatdifferentthicknessofsourceanddifferentattenuationthickness,accordingtothe
activityconcentrationgivenbytheclassificationstandardofradioactiveαwastesolid．Finally,the
bestthicknessofthestripawaylayerwasimplementedbasedonthecountrate．Theworkloadand
theproduceofwastewerestrictlyreducedbythiselaboratetask,meanwhile,theradioactivewaste
wascleanedcompletenessonce,insuredtheprogressoftheengineering．
Keywords:radioactivewaste;MonteCarlosimulation;tostripawaylayer;disksource;efficiencycal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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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高压缸排汽管膨胀节组件整体焊接更换

时宏磊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海盐３１４３００

摘要:某核电厂日常现场巡检中发现４号机组高压缸排汽管膨胀节组件焊缝位置的保温棉处漏水缺陷,为彻底解决此

缺陷而开展了后续的相关检修工作.因管道特殊等备件原因,采用临时方案进行了处理,后续通过制作模拟体,全面

地模拟施工现场的空间及吊装等实况,进而指导编制后续的永久处理方案,并驻厂监督备件的生产和加工质量,利用

大修时机,对高排管膨胀节组件进行了整体焊接更换,彻底解决了焊缝漏水这一重大缺陷,避免了机组发生逼迫降功

率运行或停机的风险,大大提高了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并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前期调研,针

对焊接前的坡口加工工序,现场采用了坡口机加工坡口工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和质量,缩短了大修工期.建议将

该经验进行推广.

关键词:高压缸;排汽管;焊接;更换

　　　　　　　　　　　　　　　　　　　　　　　　　　　　　　　　　　　　　　　　　　　　　　　　　　
　

　
　

　 　　　　　　　　　　　　　　　　　　　　　　　　　　　　　　　　　　　　　　　　　　　　　　　　　
　

　
　

　
　

作者简介:时宏磊(１９８５—),男,陕西汉中人,现主要从事核电厂常规岛维修技术管理和技术改造等工作

核电厂核岛中,汽轮机高压缸做完功的蒸汽,排到高压缸排汽管,再流经汽水分离再热器(MSR),
最终给汽轮机低压缸再次做功.因机组的启停及冷热变形,特在高压缸排汽管内部增加了筋板及膨

胀节,以防移位.此高压缸排汽管道的安危,将直接影响到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本文对高压缸排汽

管焊缝缺陷的发现、方案尝试及现场实施等全过程进行了描述,并建议将该处理工艺和经验予以推

广,以期更好地服务于核电行业的发展.

１　现场缺陷的发现

某核电厂４号机组在功率运行期间,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５日例行巡检时,发现汽轮机高压缸的排汽管

单波膨胀节保温层存在间歇性滴水的现象,漏量大约３分钟一滴.该膨胀节未达到设计伸缩次数(疲
劳寿命为５０００次),即出现渗水现象,初步认为该膨胀节本身有质量缺陷.随即,拆除了管道附近区

域的保温材料,开展查找漏点工作,因漏汽量较少,不能明确观察出具体的漏点位置,但用手近距离接

触时,能感觉到膨胀节电端缝隙有蒸汽漏出,大概位置如图１所示.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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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４０２大修时对现场该区域的保温进行了拆除,并对该管道及膨胀节涉及的焊缝进行了全面的

PT和RT检查,发现管道与波纹管连接位置的焊缝存在缺陷,膨胀节本身没有缺陷.

２　缺陷的原因分析

高压缸排汽管的材质为特殊的１Cr１３马氏体不锈钢,管径ϕ９４１mm、壁厚１３．７mm,要求焊接人

员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经核实,膨胀节为厂家整体焊接供货,高排管为厂家单独供货,后运输到现

场,由施工单位根据现场具体情况进行高排管与膨胀节整体焊接.焊接前,需要对管道与膨胀节尺寸

进行核实,打磨符合焊接质量要求的管道坡口,焊接过程中全程监控焊接温度所带来的热变形,且要

求焊接作业为２４小时不间断作业.分析认为,焊接这一接口时发生了隐蔽质量缺陷,机组的长期运

行加剧了该缺陷,进而导致漏水.

３　缺陷处理方案

利用４０２大修,因备件等原因,取消了高排管的膨胀节,用短管进行临时替代处理.后续,考虑到

机组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加快、提高了备件的驻厂建造进度和质量,并制造模拟体,进行全面模拟吊

装及运输环境,加强施工单位的焊接管理及技能提升等措施,利用４０３大修,对高排管及膨胀节组件

进行了整体焊接更换,作为永久处理.

３．１　临时处理方案

因管道备件为特殊的１Cr１３马氏体不锈钢,且生产管道的厂家不愿为制造近４m 长的管道而开

炉和定钢锭,经大力协调、连夜监督,在４０２大修短工期的压力下,并征询制造厂及设计院意见,制造

出了能够更换膨胀节的短管,可临时应急保证机组安全运行.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将波纹管所在的直

管段选取６６２mm整体切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用没有波纹管的直管段替代,此方案不涉及异种金属焊接,为１Cr１３对１Cr１３管道对接焊,管道

外径９４１mm,壁厚１３．７mm.核实尺寸后,准备焊接设备,编制方案,最终将现场原有的水平管段的

膨胀节进行割除,并用制造的短管进行焊接替代,通过PT和 RT检测,焊缝位置均合格,在没有膨胀

节的情况下保证不漏水而“带病”运行.

３．２　永久处理方案

面对着机组高排管无膨胀节“带病”运行等压力,对高排管及膨胀节组件进行重新制造,并进行整

体更换,割旧换新、恢复原设计,彻底解决漏水缺陷,保证机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将现场水平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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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直管道进行切割,由生产制造厂家进行整体焊接供货,并对水平及竖直管道的两道焊缝进行现场焊

接,确保焊接质量和尺寸的准确性,确保一次成功.

３．２．１　方案的可行性研究

受现场所限,存在高空作业(高度达７．５m左右)、空间极其狭窄(电缆桥架阻挡、阀门阻碍)、吊装

及运输条件苛刻(要将外径为ϕ９４１mm、长度１５００mm的管道从高空运上运下)、大修工期压力大(旧
管的割除及吊运、新管的吊装及焊接)、交叉部门多、密闭容器作业以及高风险长期作业、焊接工作２４
小时不间断作业等特殊要求.为此,开展了涉及施工单位、制造厂、负责人以及制作模拟体等方面的

工作,以期编制完美可行的作业方案,确保一次成功.

３．２．１．１　模拟体制作

机组正常运行期间,无法开展整体更换焊接高排管膨胀节组件的工作,故只能利用大修进行该项

重大缺陷的处理工作.针对现场的特殊条件,以及施工单位的特殊要求,面对着真正大修时要将原管

道进行切割并吊装运走和将新管运输并吊装运输到高空位置供焊接的问题,进行了模拟体加工制作.
自己班组采用了ϕ１６不锈钢管,模拟管道,全部按照按照外径及长度尺寸,自己焊接,并对相关部位进

行加强焊处理,质量较轻,便于模拟和运输.利用机加工,采用厚度为４mm 的钢板进行卷管,并对水

平管与竖直管结合部位进行焊接,质量较重,但能更好地仿真现场管道在狭窄空间的走向,能更好地

满足吊装及运输路径,最终通过交流,决定大修时采用钢板卷制的模拟体进行全程模拟,更逼真.

３．２．１．２　模拟体运输及吊装

通过制作的模拟体,将模拟体装车,运输到厂房位置,从０m起吊到吊装高排管的位置,全面模拟

运输路径,并对吊装到高空的所有障碍进行排查,并在编制方案时予以明确,提前沟通相关部门予以

拆除,针对高空管道的吊装吊点固定进行了受力及位置核实,为大修期间切割和更换提供了极大便

利,在大修前将大件吊装的运输途径、阻碍物项、吊装位置等全面核实,并编制出针对现场实际可行的

作业方案,以期在短工期中提高检修质量.

３．２．１．３　坡口机加工坡口工艺

通过交流,并在生产制造厂家调研,认为管道的焊接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道焊接前的坡口加

工质量,并对后期的管道寿命起到决定作用.为此,深入分析和核实现场,针对大管道、厚壁管的情

况,采用坡口机加工坡口更为适用.面对现场竖直管为厂房８．３m 增加了防震支架而阻挡坡口机工

具的固定,只对水平管段的管道进行了坡口机加工坡口,效果明显.

４　现场缺陷处理

针对前期的分析,对高排管膨胀节组件进行整体焊接更换,派专人驻厂监造具体的管道及膨胀节

组件制造质量,并按照事先模拟的运输及吊装路线,依据现场,提前拆除阻碍吊装的物项,办理各项特

殊作业许可证,准备焊接相关工作,核实好新旧管尺寸,采用坡口机直接割除及加工好水平管坡口,竖
直管受限采用人工磨光机进行切割打磨坡口,最终焊接,通过无损检测PT、RT合格.

４．１　备件的驻厂监造

召集施工单位、焊接监管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对备件的制造进行设置质量计划,并进行制造厂现

场检查,核实尺寸、检查焊接质量,保证水平管及竖直管的尺寸,同时要求厂家加工坡口质量良好,且
膨胀节组件位置准确、质量可靠.

４．２　旧管切割及运输

依据编制的«高排管膨胀节组件整体焊接更换»重大缺陷处理方案、«高排管膨胀节组件吊装及运

输»方案,对到货的厂家高排管膨胀节组件和现场的管道尺寸进行核实,核实完毕对现场管道的水平

管及竖直管的切割位置进行标记,并在水平及竖直管的平行、竖直方向设置百分表,以便于全程监测

切割而产生的热变形影响管道错位.高空作业,严密设置防火网,并搭设脚手架.切割前、中随时监

测管道内氧含量,适当通风.对于水平管及竖直管的切割,要求不得同时进行.对水平管采用坡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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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及加工坡口的PT和 RT检查,均一次合格.对竖直管采用人工磨光机切割打磨坡口的 PT 合

格,RT经返修后合格.切割完毕,沿着前期模拟的吊装及运输路线进行撤离现场.

４．３　新管的运输及焊接

按照模拟路线,提前固定吊点,对新高排管膨胀节组件进行整体吊装.施焊前,全面检查管道内

部的异物,并对水平及竖直管的坡口质量和清洁度进行检查,依据编制的«高排管膨胀节组件整体焊

接更换»方案,做好焊前的热处理,２４小时不间断焊接,最终焊接完毕,水平管PT及 RT均一次合格,
竖直管PT一次合格、RT经返修处理后均合格.

５　结论

该项目实施完毕,彻底解决了４号机组高排管漏水的缺陷,保证了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
对于管径ϕ９４１mm、壁厚１３．７mm的１Cr１３马氏体不锈钢管道,加工成符合焊接质量要求的两

道坡口来说,采用人工切割打磨和坡口机的差异见表１.

表１　采用人工切割打磨和坡口机的差异

加工方式 作业时间/h 花费成本/人民币 加工质量 优缺点

人工切割打磨
切割:４８
加工:９６

３．６万元

(据实计算)
欠佳

作业强度大

产生污染

作业工期长

作业人员多

坡口机
切割:２
加工:１

１．５万元

(厂家报价)
有保证 小管道、薄壁管优势差

　注:人工切割、打磨坡口成本计算:全部采用人工磨光机切割打磨坡口,需要至少１４４h(大修期间２４h连续作业),打
磨及切割作业至少需要２人操作、１人监护、１人指导,估计成本至少需要４人×３班×６天×５００工价＝３．６万元人

民币.

将坡口机与人工磨光机打磨加工的坡口来作对比,全部两道焊口采用坡口机进行加工,可为企业

节省的发电时间为１０８h,机组按６６０MW 满功率发电、电价０．４元/度来算,此项工作可为企业节约

成本至少２８５１．２万元人民币.
实施过程中,采用的焊接前坡口机加工坡口工艺,通过人工、机器加工坡口的对比,发现坡口加工

工艺采用坡口机的优势明显,建议在整个行业进行推广应用.

致谢:
感谢这次改造所有辛勤付出的工人师傅们.从长远角度考虑,彻底解决了机组停机的安全隐患

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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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powerplanthighpressurecylinderexhaust
wholeweldingtubeexpansionjointcomponentreplacement

SHIHongＧlei
(NuclearpoweroperationandManagementCo．,Ltd．,HaiYan,Zhejiang３１４３００,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accordingtothedailyinspectiononsite,FoundNo．４unitofhighpressure
cylinderexhauststeampipeexpansionjointcomponentweldpositionofheatpreservationcotton
leakingdefects,TocompletelysolvethedefectsandcarryoutthefollowＧuprelatedrepairwork．Due
tospecialreasonsparepartssuchaspipethroughthetemporarysolutionfordealingwith,FollowＧup
aftermakingbodycomprehensivesimulationspaceandloadingoflive,suchastheconstructionsite,

Toguidesubsequentpermanenttreatmentscheme,andbuildthesparepartsinfactoryproduction
andprocessingquality,Tookadvantageoftheoverhaulforcomponentshighexhaustpipeexpansion
jointforthechangeofwholewelding,completelysolvetheleakingthisimportantweldingdefects,

Avoidtheunitforceddowntheriskofrunningorstoppingpower,greatlyenhancingthesafeand
stableoperationoftheunitlevel,andbringcertaineconomicbenefitsfortheenterprise．Atthesame
time,usingtheprophaseresearch,inview oftheweldinggroovemachiningprocessbefore,Site
adoptedgroovegroovemachiningprocess,greatlyimprovingtheefficiencyandqualityandtimelimit
foraprojectofoverhaul,recommendationswillbereplicatedintheexperience．
Keywords:Highpressurecylinder;Exhauststeampipe;Weld;Transp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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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测量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路　艳,辛有东,杨　勇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６５)

摘要:本论文对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测量方法进行了试验研究及生产应用.通过工作参数选择试验,确定了 BH１２２７
型低本底α、β测量仪的α阈、βH阈、βL阈、反符合阈、主探测高压及反符合高压等最佳工作参数.在此参数条件下,对

α、β标准源效率进行刻度,并通过加标回收试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准确性,建立了完整的测量方法.采用该方法对老工

艺及新工艺试验产生的含铀石灰渣及放射性棉织物的放射性比活度进行监测,测量结果表明,本项目的分析方法操作

简便,测量结果准确可靠,能满足测量石灰渣及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放射性比活度的需要.

关键词: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试验研究;生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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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对核容器清洗、铀工艺运行产生的放射性废液均采用萃取法、
吸附法、石灰乳沉淀法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回收铀,通过石灰乳沉淀反应使废水中的氟离子、铀离子以

石灰渣的形式存在.石灰渣现暂存于放射性固体废物库内,根据 GB１１９２８—１９８９«国家低、中水平放

射性固体废物暂时贮存规定»相关规定和«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需对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进行分析测量,以便于按照废物处理的要求进行分类存放及后续处理、
处置.另外,掌握石灰渣放射性强度,保证石灰渣贮存的安全性和环保性,为以后石灰渣的清洁解控

提供判断标准.目前,公司尚未建立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的分析测量方法,因此,有必要建立石灰渣

放射性比活度的分析测量方法并应用于今后的生产实际中.

１　试验研究与应用

１．１　主要试剂与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分析用试剂均为确认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试剂.使用如下试剂:蒸馏水;乙醇:
分析纯;丙酮:分析纯.

１．２　主要仪器设备

本方法所用下列设备和仪器均为检定或校准合格的设备和仪器.分析天平:感量０．１mg;马
弗炉:最高温度为１０００ ℃;电热干燥箱;干燥器;样品盘:ϕ４５mm;瓷蒸发皿:ϕ１５０mm;瓷坩埚:

１００mL;红外灯;玛瑙研钵:ϕ１５０mm;分子筛:５００目;烧杯:５００mL;量筒,２０mL;２３９Pu和９０SrＧ９０Y放

射性工作源.

１．３　方法原理

将石灰渣样品按样品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后准确称取待测样品于测量盘中,铺平样品,在低本底

α、β测量仪上分别测量样品的总α、总β计数,通过计算求出样品中的总α、总β的放射性比活度.

１．４　试验研究

１．４．１　仪器工作参数选择

通过条件选择试验,BH１２２７型低本底α、β测量仪的最佳工作参数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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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仪器最佳工作参数

参数项目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主探测器高压/V ６１０．０ ６２０．０ ６３０．０ ６３０．０

α阈值/V ３．７ ４．０ ３．７ ３．７

β下阈值/V １．５ １．６ １．５ １．５

反符合高压/V ６３０．０ ６７０．０ ６５０．０ ６３０．０

β上阈值/V １．２ １．５ １．４ １．２

反符合阈值电压/V ０．２

１．４．２　工作源效率测量

将仪器参数设置为表１中的最佳工作参数,对各路所对应的α放射性工作源(２３９Pu,表面发射率

为１．６６×１０３/２πmin)和β放射性工作源(９０SrＧ９０Y,表面发射率为１．０５７×１０３/２πmin)效率进行

测量,测量次数１０次,单次测量时间６０s.测量结果见表２.

表２　工作源效率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仪器计数平均值(Av) １３５９．９ ６０８．３ １３３８．９ ６５６．０ １３３１．１ ５８７．５ １３４１．８ ６３７．２

工作源效率(ηs)/％ ８１．９ ５７．５ ８０．７ ６１．９ ８０．２ ５５．４ ８０．８ ６０．２

相对标准偏差(r)/％ ０．９ １．３ ０．９ １．２ ０．９ １．３ ０．９ １．３

从表２可看出,α、β放射性工作源效率符合仪器对于２３９Puα源的２π探测效率≥８０％及９０SrＧ９０Yβ
源的２π探测效率≥５０％的要求,且监测结果的标准偏差小于２％.

１．４．３　仪器稳定性试验

１．４．３．１　仪器本底稳定性试验

测量仪器本底１０次,单次测量时间６０００s.测量结果如见表３.

表３　本底长期稳定性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仪器平均计数(Av) ７．２ １７４．１ ６．２ ２３０．５ ９．５ ２３１．７ ７．７ １８８．８

标准误差(σ) ３．０ １４．９ ２．９ １３．８ ２．８ ２２．９ ４．１ １３．７

Av＋３σ １６．１ ２１８．８ １５．０ ２７１．９ １７．９ ３００．３ ２０．０ ２３０．０

Av－３σ －１．７ １２９．４ －２．６ １８９．１ １．１ １６３．１ －４．６ １４７．６

从表３中的实际所测本底计数率和本底计数率变化值(Av＋３σ、Av－３σ)看出,在１０００min的测

量时间内,对于各路α、β本底测量结果,本底计数变化均在(Av±３σ)范围内,表明该仪器的本底长期

稳定性较好.

１．４．３．２　仪器探测效率稳定性试验

仪器工作１h,对α和β放射性工作源进行测量,测量次数分别为６次,单次测量时间为６００s,试
验结果如表４所示;仪器工作６h以上,对α和β放射性工作源进行测量,测量次数分别为１０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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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次,单次测量时间３６００s和３６００s,试验结果见表５.

表４　仪器工作１h工作源效率稳定性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测量结果 平均值

仪器计数
α １３６３４．０ １３４６８．０ １３４８９．０ １３４４８．０ １３４８６．０ １３３４３．０ １３４７８．０

β ６４２０．０ ６３５８．０ ６３１６．０ ６４１０．０ ６３２３．０ ６３２０．０ ６３５７．８

仪器计数的标准偏差(σ)
α ４７．４

β ３２．６

探测器效率变化/％
α －１．０

β －１．１

表５　仪器工作６h以上工作源效率稳定性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测量结果 平均值

仪器计数
α ８１４８１８１３３０８１１７３８１０８５８１６５２８０９９８８０９８０８０８３４８０９６９ ８０５１７ ８１１０１．９

β ３８１８６３７５６７３７８２８３７５２２３７３９４３７６３５ / / / / ３７６８８．７

仪器计数的标准偏差

(σ)

α ９０．１

β ７９．３

探测器效率变化

/％

α －０．８

β －１．０

从表４可看出,仪器工作１h,α和β放射性工作源的探测器效率变化值分别为－１．０１和－１．０６;从
表５可看出,仪器工作６h以上,α和β放射性工作源的探测器效率变化值分别为－０．８１和－０．９６;探测

器效率变化值均在仪器探测效率稳定性规定的范围内(－１０％＜探测器效率变化值＜１０％),因此,该仪

器探测效率稳定性较好.但对比仪器工作１h和６h,发现仪器工作的时间越长,效率稳定性越好.

１．４．４　α、β标准源效率刻度

１．４．４．１　石灰空白样品的制备

从现场取生产所用生石灰,用５００目的分样筛过筛后,称取１５g的生石灰,加入适量蒸馏水后,配
制成石灰乳,放入干净的瓷蒸发皿中在干燥箱内于１０５℃下烘干,冷却后将样品置于研钵中磨细、混
匀,并用５００目的分子筛筛选后放置于干净的试剂瓶中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１．４．４．２　标准源效率测量

(１)天然六氟化铀标准液的配制

天然六氟化铀的α放射性比活度为２．４１×１０４Bq/g[１],β放射性比活度为２．５１×１０４Bq/g[１],根
据所配制的天然铀溶液浓度,换算天然六氟化铀溶液的α放射性比活度为１．１×１０４Bq/mL,β放射性

比活度约为１．２×１０４Bq/mL.试验操作时,将天然六氟化铀溶液稀释１００倍(取１０mL天然铀溶液

于１０００mL容量瓶中),则稀释后的天然铀溶液α放射性比活度为１１０Bq/mL,β放射性比活度

为１２０Bq/mL.
(２)标准源制备及效率刻度

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取８．１g上述１．４．４．１中处理好的石灰样品,另称取０．９g固体氟化钙样品

(因生产所产生的含铀石灰渣中Ca(OH)２与CaF２的混合物的比例约为９∶１),将该两种固体样品均

匀混合(混合物质量为９g),用１∶１乙醇与丙酮的混合液浸没上述制作好的石灰混合样品,向该９g
石灰混合样品中加入５mL天然铀溶液,充分搅拌混匀后,置于烘箱内于１０５℃条件下烘干,后置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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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炉进行灰化(５３５℃)３h后,取出瓷坩埚,将样品置于玛瑙研钵内进行研磨,待样品研细后,采用四

分法,将４个样品分别置于４个测量通道上对四分法均匀性误差进行测量,测量次数为４次,单次测

量时间为３６００s,测量结果如表６.

表６　样品均匀性误差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测量误差/％

样品１ ４．２ ３．８ ３．６ ５．３ ２．９ ２．９ ３．１ ４．５

样品２ ３．６ ５．３ ４．９ ２．７ ２．８ ３．８ ３．８ ４．１

样品３ ２．７ ２．６ ２．８ ３．４ ５．７ ４．９ ２．９ ２．７

样品４ ２．１ ３．７ １．９ ４．５ ４．１ ２．７ ４．６ ２．０

四分法均匀性

误差平均值/％
３．２ ３．９ ３．３ ４．０ ３．９ ３．６ ３．６ ３．３

从上表６的结果可以看出,所配制样品的四分法均匀性误差在５％以下,表明该样品是混合均匀

的,符合放射性均匀性的要求[２].另称取４份１６０mg石灰标准样品(放射性比活度为６１．６Bq/g),分
别置于样品盘内,置于BH１２２７型低本底α、β测量仪上进行测量,测量次数为４次,测量时间３６００s.
测量结果如见表７.

表７　α标准源效率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仪器平均计数(Av) ８１１．５ ２９７６．０ ７６７．５ ３３５８．０ ７９９．３ ３２７３．５ ７３４．３ ２８７０．７

标准偏差(r)/％ １．８ / １．８ / １．８ / １．９ /

α标准源效率(ε)/％ ２．３ / ２．２ / ２．３ / ２．１ /

从表７可看出,测量标准偏差分别为１．７６％、１．８％、１．７７％、１．８５％,均小于２％[２].因此,该α标

准源效率准确可靠,可用于刻度待测石灰渣样品.
将所制备的标准源(β放射性比活度为６６．７Bq/g)置于BH１２２７型低本底α、β测量仪上进行测

量,进行β标准源效率刻度,测量次数为４,测量时间３６００s.测量结果见表８.

表８　β标准源效率刻度测量结果

测量项目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α β α β α β α β

仪器平均计数(Av) ８２１．８ ３１３１．５ ７７１．３ ３４１９．８ ８５７．０ ２９５２．６ ７７７．８ ３０１８．３

标准偏差(r)/％ / ０．９ / ０．９ / ０．９ / ０．９

β标准源效率(ε)/％ / ８．０ / ８．７ / ７．５ / ７．７

从表８可看出,测量标准偏差分别为０．８９％、０．８６％、０．９２％、０．９１％,均小于２％[２].因此,该β
标准源效率准确可靠,可用于刻度待测石灰渣样品.
１．４．５　仪器最低探测限

对于石灰渣样品比活度的测定,按下列公式计算α、β最低探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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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n ＝K× １０３

εS×mb
× Rb

tb
＋Ro

to
(Bqg－１) (１)

式中:Cmin———最小探测限;

K—置信系数;εs———标准源效率,％;

Rb———α、β样品测量计数率,计数s－１;

Ro———本底计数率,计数s－１;

tb———样品测量的总时间,s;

to———本底测量的总时间,s;

mb———被测样品质量,mg.
根据上述１．４．４中相关数据,对仪器四个测量通道的α、β最低监测限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９.

表９　仪器最小探测限测量结果

测量通道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Cmin(α)/(Bq/g) ０．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３１

Cmin(β)/(Bq/g) ０．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６４

１．４．６　方法的准确度

按照上述试验方法,向不同的三个石灰渣样品中分别加入不同体积的天然六氟化铀溶液,并根据

监测结果计算该方法的回收率,分析结果见表１０.

表１０　加标回收率试验结果

序号
石灰渣样品

测量值/(Bq/g)
加标体积/

mL

加标量理

论值/Bq

加标测量值/
(Bq/g)

回收率/
(Bq/g)

平均回收率

计算值/％

１ ２８．１ ０．５ ５５
８２．６、８２．１
８２．１、８２．９

９８．２％、９６．４％
９６．４％、９９．３％

９７．６

２ ２９．７ ０．５ ５５
８５．７、８５．１
８４．７、８４．１

１０３．４％、１０１．３％
１００．０％、９８．０％

１００．７

３ ３０．９ ０．５ ５５
８５．３、８６．２
８５．７、８５．８

９８．１％、１０１．０％
９９．４％、９９．７％

９９．５

从表１０可看出,该方法的回收率在９７％~１０１％之间,满足了常量分析要求.

１．５　生产应用

１．５．１　老工艺产生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的测量

按上述石灰空白样品的制备方法处理９个石灰渣待测样品,称取１６０mg样品置于样品盘内,加
入乙醇与丙酮１∶１混合液全部浸没样品,用回形针使样品均匀平整地铺于样品盘内,再用红外灯烘

干样品,将样品盘置于仪器内进行测量,测量次数１０次,单次３６００s.试验结果见表１１.

表１１　老工艺产生石灰渣样品中总α、总β比放射性活度测量结果

测量通道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一路

样品名称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石灰渣

样品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样品计数平均值 Av(α) ４２６．３ ６７９．７ ４０９．１ ４３２．０ １０８５．０ １２１５．３ １３０１．７ １１０６．２ ５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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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量通道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一路

放射性比活C(α)/(Bq/g) ３２．１ ５４．１ ３１．１ ３５．９ ８１．８ ９７．０ ９９．７ ９２．２ ４５．６

标准偏差Sc(α)/(Bq/g) ０．５ ０．７ ０．５ ０．６ 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相对标准偏差r(α)/％ １．５ １．２ １．６ １．５ １．０ ０．９ ０．９ １．０ １．９

样品计数平均值 Av(β) １６７９３．８４９２２４．８２７９７０．５２４５４８．８４１７７９．５５３４６９．４４８０６９．３４０５３８．７３２４８６．７

放射性比活C(β)/(Bq/g) ３６３．９ ９８０．７ ６４８．１ ５５２．８ ９０７．５ ９０６．５ ９１１．５ ９１３．７ ７５３．２

标准偏差Sc(β)/(Bq/g) ０．９ １．４ １．２ １．１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４ １．０

相对标准偏差r(β)/％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１．５．２　新工艺应用试验产生石灰渣放射性比活度的测量

按上述１．５．１中的相关步骤处理、测量待测石灰渣样品,测量次数１０次,单次３６００s.试验结果

见表１２.

表１２　新工艺产生石灰渣样品中总α、总β比放射性活度测量结果

测量通道 一路 二路

样品名称 石灰渣 石灰渣

样品编号 １ ２

样品计数平均值 Av(α) ３３．７ ３２．８

放射性比活度C(α)/(Bq/g) ２．４３ ２．３９

标准偏差Sc(α)/(Bq/g) ０．１４ ０．１５

样品计数平均值 Av(β) ８６３．９ １０９９．５

放射性比活度C(β)/(Bq/g) １７．３７ ２０．３７

标准偏差Sc(β)/(Bq/g) ０．２１ ０．２１

从表１１、表１２可看出,该方法监测结果的标准偏差均小于２％,误差小,结果准确可靠,因此,可
认为采用低本底α、β测量仪能准确监测石灰渣样品放射性比活度.对于老工艺生产产生的石灰渣样

品,综合对比９个样品的放射性比活度值,α最高值为９９．７Bq/g,最低值为３１．１３Bq/g,β最高值为

９８０．７Bq/g,最低值为３６３．９Bq/g,准确体现了石灰渣贮槽内石灰渣的低放射性水平.新工艺试验研

究产生的石灰渣样品监测结果为:α放射性比活度为２．４３Bq/g,β放射性比活度为２０．３７Bq/g.对比

表１１、表１２中的数据,新工艺试验研究产生的石灰渣样品放射性比活度远小于老工艺产生的石灰渣

样品放射性比活度,这是由于相比老工艺,新工艺的工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产生的石灰渣放射

性比活度偏低.

１．５．３　棉织物放射性比活度的监测

对公司产生的放射性棉织物的比活度进行测量.按上述石灰渣样品的处理及测量步骤监测８个

棉织物样品,测量次数１０次,单次３６００s.监测结果见表１３.

表１３　棉织物样品中总α、总β比放射性活度测量结果

测量通道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样品名称 棉织物 棉织物 棉织物 棉织物 棉织物 棉织物 棉织物 棉织物

样品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样品计数平均值 Av(α) ２４１１．５ ２９７４．０ ２６３４．６ ５７８．１ ７７９．４ ２５２１．５ ３７６９．６ ３３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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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量通道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一路 二路 三路 四路

放射性比活度C(α)/Bq/g) １８１．９ １８８．２ ２０２．１ ３６．９ ４９．８ １５９．１ ２３８．６ ２６４．０

标准偏差Sc(α)/(Bq/g) １．２ １．１ １．２ ０．５ ０．６ １．０ １．２ １．５

样品计数平均值 Av(β) ６０１０．０ ３８５４．４ ６１３１．９ ３７３２．５ ２３５４．１ ７１５４．５ ８５９３．９ ７４８４．１

放射性比活度C(β)/(Bq/g) １２９．３ ７８．６ １４０．６ ６８．４ ５０．７ １５３．５ １７７．４ １４７．８

标准偏差Sc(β)/(Bq/g) ０．５ ０．４ ０．６ ０．４ ０．３ ０．６ ０．６ ０．６

从表１３可看出,该方法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均小于２％,误差小,结果准确可靠.放射性比活度

测量结果为:α最高值为 ２６４Bq/g,最低值为 ３６．８５Bq/g;β最高值为 １７７．３５Bq/g,最低值为

５０．７４Bq/g,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棉织物的放射性水平.

２　结论

(１)该仪器的α最低探测限为０．０００２８Bq/g,β最低探测限为０．０００５１Bq/g,可应用于极低放射

性水平的放射性物质放射性比活度的测量.
(２)该方法标准偏差小于２％,方法回收率９７％~１０１％,方法测量结果稳定、可靠、准确度高,可

准确监测石灰渣及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如棉织物)的放射性比活度.

参考文献:
[１]　张光炎,等．六氟化铀质量标准和分析方法[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　孙福生．环境分析化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Researchandapplicationofthemeasurement
methodoflimemudradioactivespecificactivity

LUYan,XINYouＧdong,YANGYong
(CNNCLanzhouUraniumEnrichmentCo．,Ltd．,Lanzhou,Gansu７３００６３,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commendsexperimental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pplication of the
measurementmethodoflimemudradioactivespecificactivity．Throughlaboratorytestofworking
parameters,determiningtheoptimumworkingparametersofαthreshold,βHthreshold,βLthreshold,

anticoincidencethreshold,maindetectinghighvoltageandanticoincidencehighvoltage．Atthe
workingparameters,theefficiencyofα、βstandardsourcearemarkedgraduatescale,andthroughthe
testofstandardrecovery,determiningtherecoveryofthis method wasdetermined,acomplete
measurementmethodhasbeestablished．Radioactivespecificactivityoflimemudandcottonfabric
fromtheoldprocessandthenewprocessexperimentshasbeenmeasured．Theresultsshow,the
measurementmethodofthisprojectissimpleandeasytooperate,andthemeasurementresultsare
accurateandreliable,thismethodisabletomeettheneedsofmeasuringradioactivespecificactivity
oflimeslagandotherradioactivesolidwaste．
Key words:the lime slag;the radioactive specific activity;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the
produc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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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２８０６９MCU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姚　广,赵武玲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１８０)

摘要:飞轮储能系统利用飞轮加减速来实现电能与机械能的相互转换,是一种新兴的电能存储技术,目前在风力发电、

不间断电源、航天技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设计的飞轮储能系统选取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飞轮的驱动电机,因

此控制系统的核心是对永磁同步电机进行精确控制.本文介绍了飞轮储能系统主回路的结构以及永磁同步电机的矢

量控制原理,设计的控制系统根据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原理,通过矢量控制方式对永磁同步电机的充电和放电进行控

制.在飞轮储能时,电机作为电动机运行,实现电能向动能的转换,使用速度外环,电流内环的双闭环控制,由工频电

网提供的电能经功率器件驱动电机加速,电机拖动飞轮加速储能,能量以动能形式存储在高速旋转的飞轮中.飞轮达

到设定的最大转速后,系统处于能量保持状态,当接收到释放能量的控制信号时,电机作为发电机运行,实现动能向电

能的转换,使用直流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的双闭环控制,高速旋转的飞轮利用其惯性作用拖动电机减速发电,经功率器

件输出适用于负载要求的电能并保持直流电压稳定.为检验飞轮储能控制系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完成了以

２８０６９MCU为核心的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设计,同时搭建了飞轮储能控制系统的试验平台,使用４００W 永磁同步电机

外加自行设计的模拟飞轮做充电和放电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飞轮储能控制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飞轮储能;矢量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作者简介:姚广(１９８３—),男,工程师,学士,现主要从事永磁同步电机驱动控制方面的研究工作

能源作为现代工业的核心因素,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能源需求的多样性、可靠性、稳定性对

储能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飞轮储能作为一种新型的机械储能技术,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速率、使
用范围广、效率高、无污染以及寿命长等优点,目前在风力发电、不间断电源、航天技术等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１].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在研的飞轮储能控制系统,采用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驱动电机,通
过永磁同步电机实现飞轮充电与放电的控制,因此研制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主回路拓扑结构

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主回路如图１所示,电网侧变流器采用二极管整流器方式,由６个耐压

２２００V、最大电流７０A 的二极管模块组成.电机侧 PWM 变流器由６个耐压１２００V、最大电流

２００A的IGBT模块构成.两个变流器通过直流母线上并联的直流电容相互连接,直流电容的作用是

抑制母线电压上的纹波.在两个变流器间设置泄放回路的目的是飞轮放电时,充当直流负载,起到稳

定直流电压的作用.预充电回路中串联电阻的作用是限制上电瞬间电流冲击过大,以免造成功率器

件的损坏.

图１　飞轮储能系统主回路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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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充电时,开关 K１导通,开关 K２断开,电网电压经过二极管整流并通过直流电容变换成稳定

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通过电机侧PWM 变流器的控制变换成三相电压大小可调、频率可调的交流电

压,使PMSM 工作在驱动状态,驱动飞轮转至额定转速.飞轮放电时,开关 K１断开,开关 K２导通,
飞轮在惯性的作用下保持高速旋转,使PMSM 工作在发电状态,感应出的三相电压在电机侧PWM
变流器控制下,使直流电压保持稳定.

２　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策略

永磁同步电机(以下简称PMSM)控制系统的关键是能够实现电机转矩的高性能控制,对电机转

矩的控制最终可归结为对其交轴和直轴电流的控制.对于隐极式PMSM,由于Ld≈Lq,不存在磁阻

转矩,此时电磁转矩Te 只受q轴分量iq 的影响.当三相合成的电流矢量is 与q轴重合,即is＝iq,id＝０
时,电机可获得最大转矩,相应的铜耗也最小.因此本文使用id＝０的控制策略[２].

飞轮储能控制系统实际是对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发电两种状态的控制.飞轮储能时,利用电网电

能驱动电机带动飞轮使其高速旋转,实现电能机械能的转换,这时电机处于驱动状态,电机控制策略

采用转速外环、电流内环双闭环控制,均采用PI控制器,其中转速外环实现电机转速的控制,电流内

环(id＝０控制)实现电机最大转矩控制.飞轮放电时,外部电网电能断电,高速旋转的飞轮带动电机,
实现机械能电能的转换,这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机控制策略采用直流电压外环、电流内环双闭环

控制,均采用PI控制器,其中电压外环保证直流电压的稳定,电流内环(id＝０控制)实现电机最大转

矩控制[３].

３　研制重点及难点

(１)位置传感器的安装增加了控制系统的成本,同时增加了电机与控制系统之间的连接线和接口

电路,使系统易受干扰,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无位置传感器算法获取转子位置和电机

转速.
(２)转子位置和电机转速根据电机相电压、相电流以及直流电压实时估算得到,因此电压、电流的

采集精度决定了是否能精确控制PMSM.
(３)电机充、放电控制各需要两个不同的PI控制环路,两个PI参数的确定和二者之间进行平滑

的切换也是本文的一大难点.

４　硬件电路设计

本文设计的PMSM 控制系统的核心采用２８０６９MCU作为主控芯片,完成所有模拟信号的采集、
数字信号的逻辑控制、电机的充放电控制、转子位置及速度估算等功能,使得整个控制系统具有控制

精度高、硬件简单及可靠性高等优点.
无位置传感器的PMSM控制系统,电机电流、电压等模拟信号的采集精度直接影响转子磁场角度的

准确性,硬件电路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电机的控制性能、电机调试的安全性等.硬件电路主要完成所有

模拟信号的采集和２８０６９MCU处理后信号输出的任务,实际上是主回路与２８０６９MCU的接口.

４．１　电流采集电路

电流采集电路如图２所示,通过２个霍尔传感器分别检测a、b相电流,采样电阻将电流信号转化

为电压信号,然后输入到２８０６９MCU的 AD采集模块转化为数字信号,再经过数字滤波处理,为电流

环调节提供电流反馈信号.
选用 ADCIN０、ADCIN１为电流采集入口,选用电流霍尔传感器的型号为LA２５ＧNP,该型号传感

器的电流值范围为－２０A~＋２０A,在二次侧测量到的电流值范围为－２０mA~＋２０mA.此电流流

经８０Ω的采样电阻将其转化为－１．５V~＋１．５V 的范围左右,然后再经过１．５V 的偏移电压降范

围转化到０~３V,以满足２８０６９MCU的 AD采集模块对输入电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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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电流采集电路图

４．２　电压采集电路

直流电压采集电路如图３所示,母线电压经过运放 TL０７２后,通过 RC低通滤波和 TL０７２构成

电压跟随器,送入２８０６９MCU的 ADCIN６接口.通过改变电阻值的大小,改变运放的放大倍数,使进

入 AD采集模块的电压控制在０~３V.

图３　直流电压采集电路图

相电压采集电路如图４所示,相电压经过运放 TL０７２,通过 RC低通滤波器,输入到 ADCIN３、

ADCIN４、ADCIN５接口,将输入到 ２８０６９MCU 的 AD 采集模块的电压限制在 ０~３ V,以满足

２８０６９MCU的 AD采集模块对输入电压的要求.

图４　相电压采集电路

５　软件设计

５．１　主程序

主程序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保证软件能正常运行,例如,初始化堆栈指针、为各个变量分

配内存空间、检查系统参数的有效性、设置系统的指令周期等;第二,保证控制可以按照需求运行.例

如,清除所有的中断标志位、按需初始化中断寄存器、SCI寄存器、CAN寄存器、设置EPWM 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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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定时器寄存器等.主程序流程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主程序流程图

５．２　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是整个控制软件的核心,核心算法和关键程序均在中断程序中实现,中断程序主要完成

以下两个任务:采集电机相电压、相电流和直流电压,重构出电机电流、速度和位置等状态变量;根据

控制策略完成速度外环和电流内环以及直流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的矢量控制,生产SVPWM 波形,驱
动电机侧变流器正常工作,控制电机转速或稳定直流电压.

中断程序要执行的程序代码多,并且运行周期短,所以必须要对各任务的处理进行非常恰当的安

排,才能实现良好的控制效果.否则,容易出现中断程序没有执行完成,新的中断产生新的问题.以

驱动飞轮充电的中断程序为例介绍中断程序流程图,如图６所示.

６　试验结果分析

基于图１所示的拓扑结构,本文设计研制的双向变流器参数如下:额定容量Pn＝１５kVA,电网

线电压有效值Es＝３８０V,母线电压Udc＝５５０V,电机侧线电压有效值Em ＝０~３８０V,开关频率

fsw＝１５kHz,额定电流In＝２３A.
根据上述设计方案,研制了一套永磁同步电机试验样机,首先驱动４００W 永磁同步电机转至额定

转速３０００r/min,电机运行稳定后,又将电机从额定转速降到１５０r/min,试验的整个过程中,电机稳

定运行,电流基本保持恒定,电压根据转速的变化而变化,三相电压、电流平衡.使用４００W 永磁同步

电机安装自行设计的圆盘模拟飞轮放电试验,电机转至额定转速后,断开电网电压,保持控制系统的

供电,可使直流电压稳定在２００V,维持１５s左右的时间.通过多次的驱动试验和放电试验,可以得

到相同的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结果符合理论分析,基本实现了矢量控制算法,效果比较理想,验证了该

控制系统的可行性.

７　结论

本文以隐极式永磁同步电机为研究对象,为提高转矩控制性能,采用id＝０的控制策略,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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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中断程序流程图

上提出了相应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该方案具有如下特点:
(１)使用无传感器的控制方式,转子位置和转速通过采集的电压、电流估算得到,并且估算的结果

满足控制要求.
(２)在隐极式永磁同步电机中,保持id＝０可以使转矩与iq 呈线性关系,从而保证用最小的电流

得到最大的输出转矩.
(３)充电和放电控制的PI控制环路设计合理,PI参数选取合适,可在二者之间进行平滑切换.
通过搭建永磁同步电机试验样机,进行了相关试验,验证了此方案的准确性,具有很好的控制效

果,同时具有实际的可行性.

致谢:
感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电控技术研究所５０３研究室的同事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彭树

文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高亚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在研制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在此向大家致以最

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１]　杨忠生．飞轮储能控制系统的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２０１４．
[２]　汤新舟．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系统[D]．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５．
[３]　袁凳科,徐延东．永磁同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及其控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４]　汪缉光．电路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６１



The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PMSM
controlsystembasedon２８０６９MCU

YAOGuang,ZHAO WuＧling
(ResearchInstituteofPhysicalandChemicalEngineeringofNuclearIndustry,Tianjin３００１８０,China)

Abstract:Theflywheelenergystoragesystem (FESS)issnewtypeofenergystoragetechnology,

usingtheaccelerationanddecelerationoftheflywheeltoachievetransformationbetweenelectric
energyand mechanicalenergy．Atpresent,FESShasbeen widelyappliedinthefieldsofwind
power,Uninterruptiblepowersupply (UPS)．Thispaperselects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
motor(PMSM)asthedrivemotorofFESS．BecausetheaccuratecontrolofPMSMisthecoreofthe
controlsystem,firstlythestructureandthevectorcontrolprincipleofPMSMhavebeenintroduced．
TheFESSachievescharginganddischargingprocessesthroughthevectorcontrolofPMSM．In
chargingprocess,thePMSM worksasamotor,usingspeedＧcurrentloopcontrolstrategyandthe
FESSrealizestheenergychangefromelectricalenergytomechanicalenergy,andtheenergystoresin
thehighＧspeedrotationoftheflywheel．Iftheflywheelachievesthemaximumspeed,theFESS
maintainsthestatewithoutreceivingthedischargingsignal．Indischargingprocess,thePMSM
worksasageneratorandtheFESSrealizestheenergychangefromkineticenergyintoelectrical
energytokeeptheDCvoltagesteady,usingvoltageＧcurrentloopcontrolstrategy．Inordertotest
thefeasibilityandvalidityoftheFESS,thispaperhascompletedhardwarecircuitdesignand
softwaredesign．Thecharginganddischargingexperimentshavebeencarriedoutthroughthe
experimentplatform,andresultsshowthatthecontrolstrategyachievesgoodcontroleffectin
practicalapplication．
Keywords:Flywheelenergystorage;vectorcontrol;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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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储能系统永磁同步电机充放电控制技术研究

魏　振,高亚男,任祥正,岳金磊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１８０)

摘要:飞轮储能是一种新型机械储能技术,本文介绍了飞轮储能系统的原理、基本结构以及工作方式,由于飞轮储能系

统的充放电均是通过飞轮电机来实现的,因此整个系统的核心是飞轮电机控制.飞轮储能系统采用永磁同步电机作

为驱动电机,本文根据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原理,提出了飞轮充放电的控制策略,通过矢量控制方式对永磁同步电机

的充电和放电工况进行控制,配合电力电子转换器实现能量在直流侧与电机侧之间不断流动.充电和待机时,直流母

线供电,电力电子转换器工作在逆变状态,系统采用速度外环、电流内环的双闭环控制策略,驱动飞轮至额定转速进行

储能.放电时,飞轮在惯性下缓慢降速,电力电子转换器工作在整流状态,系统采用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的双闭环控制

策略,控制飞轮放电对直流侧电压进行调节,实现能量向直流侧回馈,保证直流侧电压稳定.为验证飞轮充放电控制

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文完成了以 TMS３２０F２８３３５为核心的飞轮储能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并完成了控制策略的

软件设计,同时搭建了飞轮储能系统试验平台,利用永磁同步电机对拖平台模拟飞轮进行充放电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飞轮充放电控制策略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飞轮储能;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

　　　　　　　　　　　　　　　　　　　　　　　　　　　　　　　　　　　　　　　　　　　　　　　　　　
　

　
　

　 　　　　　　　　　　　　　　　　　　　　　　　　　　　　　　　　　　　　　　　　　　　　　　　　　
　

　
　

　
　

作者简介:魏振(１９８６—),男,工程师,硕士,现主要从事永磁同步电机控制技术等研究工作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储能技术成为了全球研究的重要课

题.飞轮储能是一种新型机械储能技术,因具有储能密度高、充电时间短、能量转换效率高和使用寿

命长等优点,在风力发电、不间断电源(UPS)、轨道交通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１].本文研究的

飞轮储能系统采用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驱动电机,由于飞轮系统的核心是控制飞轮电机进行充电、放
电,因此研究飞轮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控制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飞轮储能系统

１．１　飞轮储能技术概述

飞轮储能系统作为一种机电能量转换和储存装置,主要包括高速飞轮、驱动电机、电力电子变换

器３个核心部分.飞轮储能系统在充电过程中,电力电子转换器工作在逆变状态,利用外界电能,驱
动飞轮高速旋转,将电能储存在飞轮中.在放电过程中,飞轮依靠惯性带动电机发电运行,电力电子

转换器工作在整流状态,将电机输出的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供负载使用,释放储存的电能[２].

飞轮所能存储或者释放的最大能量如下式所示,式中ω为飞轮转速:

ΔW ＝ １
２J(ω２

max－ω２
min)

在飞轮储能系统当中,驱动电机是能量转换的动力核心,由于永磁同步电机具有结构简单、功率

密度大、无励磁损耗、效率高等优点,选用永磁同步电机作为飞轮储能系统的驱动电机.

１．２　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原理

永磁同步电机通常采用矢量控制技术,矢量控制理论建立在电机电磁转矩方程及d－q(直交轴)

坐标基础上,其核心思想是将定子电流分解为产生磁场的励磁电流分量和产生转矩的转矩电流分量,

实现了解耦.解耦后的交轴电流为转矩电流分量,直轴电流为励磁电流分量,两者互相垂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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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独立,分别调节两者的幅值和相位,便可实现对电机励磁磁场和电磁转矩的独立控制,达到调节电

机转速的目的.在d－q坐标系下,永磁同步电机控制方程表述如下[３]:

定子电压方程为:

ud ＝pψd －ψqω＋Rsid

uq ＝pψq＋ψdω＋Rsiq
{

定子磁链方程为:

ψd ＝Ldid ＋ψf

ψq ＝Lqiq
{

电磁转矩及机械运动方程为:

Te ＝Pn[ψfiq＋(Ld －Lq)idiq]

由于本文的永磁同步电机为表贴式电机,直轴交轴电感相等,电机的电磁转矩只与交轴电流有

关,因此采用id＝０的控制方法,该方式下电机定子电流中直轴电流恒为零只有交轴分量,电机转矩只

有基本转矩分量,实现了电磁转矩的线性化解耦控制.

２　研制重点及难点

(１)永磁同步电机无位置传感器控制算法问题.由于飞轮设计的特殊性,永磁同步电机无法安装

位置传感器,必须采用无位置传感器的技术,因此需要研究相关无位置传感器的算法.

(２)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问题.永磁同步电机采用无位置传感器控制方法时,在电机未启动时无

法准确估算磁极位置,因而无法实现自行启动,同时飞轮对于永磁同步电机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负载,

在带载或重载的情况下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更加困难,因此需要研究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方式.

(３)切换控制问题.永磁同步电机在启动之后,需要切换到转速电流双闭环的控制模式,切换过

程中易造成电机转矩不平衡,冲击电流过大,因此需要研究合适的切换控制策略.

３　飞轮储能系统充放电控制策略

３．１　飞轮充电控制策略

永磁同步电机采用矢量控制技术时需要实时获得电机磁极的位置和速度等信息,由于飞轮无法

安装位置传感器,必须采用无位置传感器的算法.本文选择滑模变结构控制的位置估算方法,滑模变

结构控制是一种解决非线性系统问题的综合方法,对系统参数变化、内部摄动以及外界环境扰动有较

强的适应性,可利用电机绕组中的相关电气信息(如定子电压、电流等),估算出磁极的位置和速度,从

而实现对电机的有效控制.

采用无位置传感器矢量控制算法时,由于电机未启动无法准确估算磁极位置,因而无法实现自行

启动,特别是电机在带载情况下启动更加困难.为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电机启动策略:

永磁同步电机在启动阶段首先给电机定子绕组通以一个足够大的直流电压矢量,使转子定位到给定

初始位置,进行预定位之后,采用IＧF(电流频率)电流闭环矢量控制方式启动,此阶段电机采用模拟位

置角度,速度外环不起作用,IＧF方式可以提供足够大的转矩保证电机启动.

电机启动加速至设定的转速后,若直接切换至速度电流双环控制,容易引起进电机转矩不平衡,

冲击电流过大,造成切换失败.为解决该问题,本文提出了新的切换方法,在设定的转速范围内,采用

平滑过渡的方式,使模拟角度逐步逼近真实位置角度,切换过程中保持电机转矩不变,最终切换至转

速电流双闭环的矢量控制方式.

根据上述控制原理,本文设计的飞轮储能系统充电控制策略框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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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飞轮储能系统充电控制框图

飞轮充电时,电力电子变换器处于逆变状态,系统采用基于id＝０的控制策略,首先永磁同步电机

采用IＧF(电流频率)电流闭环方式启动,此阶段速度外环不起作用,当电机加速至设定的转速后进入

切换区域,在切换区域内采用平滑过渡的方式切换至转速电流双闭环的矢量控制方式,在转速电流双

闭环的控制方式下,永磁电机驱动飞轮至额定转速,完成充电储能.

３．２　飞轮放电控制策略

飞轮储能系统放电时,采用直流母线电压外环、永磁同步电机电流为内环的双闭环控制方式,其
放电控制框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飞轮储能系统放电控制框图

飞轮放电时,永磁同步电机电流和直流侧电流均反向,电力电子变换器处于整流状态,电压电流

双闭环控制方式中,电压环是为了控制直流电压的稳定输出,同时电压环的输出也决定了放电时的最

大输出电流,防止飞轮降速过快和过度放电的情况出现.电流环通过对电压环的实时跟踪,能够快速

响应由于飞轮转速的下降而引起的直流电压变化.

４　系统硬件设计

飞轮储能系统的硬件组成可分为三大部分:整流滤波电路(直流电源)、电力电子变换器、DSP控

制板电路、硬件各电路的设计介绍如下:

(１)整流滤波电路由三个申社二级管模块组成,其型号为 MDC２００１６３４,整流电路将三相交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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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直流电,再对其进行滤波处理,最终输出５４０V的直流电;
(２)电力电子变换器由三个赛米控IGBT模块组成,型号为SKM２００GB１２V,主要完成直流电与

交流电的相互转换功能,实现能量在直流侧与电机侧之间不断流动.逆变时,将直流电转换为电机控

制系统所需要的交流电驱动电机,整流时将永磁同步电机的反电势整流为直流电向负载供电;
(３)DSP控制板为整个系统的核心,DSP芯片选用的是 TI公司的 TMS３２０F２８３３５,主频高达

１５０M,具有强大的信号处理能力,内置ePWM、AD等模块,主要用于实现信号的采集、运算、PWM
信号输出以及电机矢量控制算法等功能[４],控制板主要功能包括:完成电压电流信号的采集、滤波以

及A/D转换,并针对电路中出现的过流、过压、过热等故障,对系统及时实现保护.

５　系统软件设计

飞轮储能系统的控制软件程序包括主程序和定时器 T１中断子程序两部分,其流程图如图３所

示.主程序完成DSP系统的初始化,主要是指对看门狗、时钟及中断向量表进行初始化,同时对定时

器、PWM 寄存器、QEP寄存器及相关IO口的初始化工作.

定时器 T１中断子程序主要完成飞轮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控制策略,其流程图如图３所示,具体原

理如下:启动定时器中断后,首先进行电机数据采集和矢量坐标变换,然后判断飞轮所处状态,若飞轮

未启动,则进行飞轮充电控制,执行电机启动切换策略,进入转速电流双闭环的控制方式,驱动电机将

飞轮带到额定转速,完成充电储能.若飞轮已启动处于待机状态,则判断是否需要放电,若是则进行

飞轮放电控制,执行电压电流双闭环的控制策略进行放电,中断完成后,恢复现场,中断程序返回.

图３　飞轮充放电控制策略软件流程图

６　调试试验

为验证飞轮储能系统充放电控制策略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本文搭建了飞轮测试平台,试验选用

两台 MOTEC有限公司生产的永磁同步电机,进行对拖试验模拟飞轮充放电,电机主要参数如下所

示:额定输出功率１１kW,额定相电流２０A,额定转速３０００r/min,电机转矩３５．８Nm,编码器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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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５００,电机磁极对数为４.

试验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飞轮充电试验,即被试电机进行转速控制,陪试电机进行转矩控制,陪试

电机施加反向转矩模拟飞轮负载,被试电机拖动“飞轮”加速至额定转速的过程;二是放电试验,即陪试电

机拖动被试电机由额定转速缓慢下降,被试电机进行PWM整流控制,保证直流电压稳定的过程.

飞轮充电试验过程中,永磁同步电机启动顺利,切换过程无电流冲击,拖动“飞轮”升速的过程平

稳,最终能够稳定运行在额定速度值.放电试验过程中,“飞轮”拖动被试电机缓慢降速,直流电压可

以保持稳定.因此可以表明飞轮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控制策略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

７　结论

本文根据永磁同步电机的矢量控制原理,提出了飞轮储能系统的充放电控制策略:飞轮储能系统

充电时,采用转速电流双闭环的控制策略,能够保证飞轮电池充电的快速性;飞轮放电时,对电机反电

势进行PWM 整流,采用电压外环电流内环的控制策略,可以保证直流侧电压的稳定输出.试验结果

表明,所提出的充放电控制策略在实际应用中有良好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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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controlstrategyforflywheelenergy
storagesystemwith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motor

WEIZhen,GAOYaＧnan,RENXiangＧzheng,YUEJinＧlei
(ResearchInstituteofPhysicalandChenicalEngineeringofNuclearIndustry,Tianjin３００１８０,China)

Abstract:Flywheelenergystorageisanewtechnologyofstoringthemechanismenergy,andthis

paperintroducestheprinciple,structureandworkingmodeoftheflywheelenergystoragesystem
(FESS)．Thecoreoftheentiresystemisthemotorcontrolduetothecharginganddischarging

processallachievedbythef１ywheelmotor．Thispaperselects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
motor(PMSM)astheflywheelmotor,andanalysesthebasicprincipleofvectorcontrolforPMSM
andputsforwardthecharginganddischargingstrategy,andthenadoptsvectorcontrolmethodto
realizethecontrolofpowerＧdrivenandpowerＧgeneration,andwiththehelpofPWMconverterto
finishtheenergyflowingbetweentheDCbusandthemotorsides．Inthechargingconditionth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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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suppliesthepower,andthePWMconverterworksasaninverter,andthecontrolsystemdrives
thePMSMunderthespeedandcurrentdoubleＧclosedＧloopstrategytoacceleratetheflywheeland
storeenergy．Inthedischargingcondition,theflywheelslowsdownbecauseofitshighinertia,and
thePWMconverterworksasaconverter,andthecontrolsystemgetsenergybacktotheDCside
frommotorsideunderthevoltageandcurrentdoubleＧclosedＧloopstrategy．Meanwhile,thevoltage
regulationloopworkstoensurethatthevoltageoftheDCsidedoesntfall．Toprovethefeasibility
andvalidityofthecharginganddischargingstrategyfortheFESS,thispaperhasfinishedthe
hardwareandsoftwaredesignsbasedonDSP２８３３５,andalsosomeexperimentshavebeencarriedout
throughtheexperimentplatform．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controlstrategyachieves

goodcontroleffectinpracticalapplication．
Keywords:Flywheelenergystorage;PermanentMagnetSynchronousMotor;vector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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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称多处理DSP的飞轮转子振动监测系统设计

赵　楠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１８０)

摘要:本文在参考旋转机械振动监测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飞轮转子振动监测系统软硬件结构,并搭建了一

套试验系统验证其可行性.该试验系统基于 TMS３２０F２８３xD对称多处理结构 DSP,将振动监测系统软件算法细化分

解,分别运行于两个对称C２８x内核与两个对称CLA内核上,最终实现飞轮转子振动信息的监测.由于采用并行算法

进行振动监测,因此能够有效缩短振动信息解算的时间、降低 DSP的应用负载,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与实时性.该

系统中,两个C２８x内核分别运行采样程序和通讯程序,两颗 CLA内核运行振动信息解算程序和输入信号滤波程序.

系统工作时,内核１通过选通采样的方式对各通道传感器数据进行采样,而后将数据发送给 CLA内核１,CLA 内核１
使用FIR滤波器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以后,由C２８x内核１以IPC方式传输到C２８x内核２.C２８x内核２将数据交给

CLA内核２,CLA内核２使用基于汉宁窗校正算法的FFT对振动信息进行解算,最后由C２８x内核２将飞轮转子振动

信息发送给上位机.本文采用设计与试验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制作原型样机并进行了多次试验,验证飞轮转子振动检

测系统的实时性、精准性与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振动监测系统是切实可行的,能够实现振动的实时监

控,同时具有较高的精度.

关键词:飞轮转子;振动监测;对称多处理;并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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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飞轮储能系统而言,其飞轮转子振动信息能够反映大量的机器运行状态信息,已被公认为是

系统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因此在工程化应用中必须配置相应的监控系统[１].随着新技术及新型器

件的出现,现有的监控系统架构已经不能适应这些新特性.本文在德州仪器新型对称多处理

(SynchronousMultiProcessors,SMP)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SignalProcessor,DSP)的基础上,提
出并设计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监测系统,该系统软件采用并行结构,其中振动监测算法使用了基于汉

宁窗校正算法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astFourierTransformation,FFT),充分利用SMP类型DSP的特

性,不但具有较好的实时性,而且具有较高的精度.该项工作对于新型飞轮转子乃至旋转机械振动监

测系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TMS３２０F２８３７xD对称多处理DSP模型

Delfino系列DSP是德州仪器(TexasInstruments)公司为实时应用所设计的一系列高性能、易于

开发的数字信号处理器[２].F２８３７xD 是该系列中的高端型号,它包含了两颗运行于２００ MHz的

C２８x处理器内核,其中每颗内核都有相应的浮点处理单元,同时具备三角法则加速单元、Viterbi复杂

数学计算单元、以及两颗运行于２００MHz的３２位浮点实时控制率加速器(ControlLawAccelerator,

CLA).两颗C２８x内核通过内部总线组成了一个对称多处理结构,而两颗实时控制率加速器也构成

了一个对称多处理结构.

２　设计重点及难点

(１)软件算法的均衡分解问题.并行化算法需要将原有的串行化算法进行分解,分别运行于不同

的核心上.合理分解串行算法,各个核心负载基本相同,可以使运行效率达到最大化.如果算法分配

不均衡,则会产生“木桶效应”,制约系统运行效率.
(２)振动信息解算的校正问题.系统使用FFT处理振动采样信息,它得到的幅值谱是一种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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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如果信号频率在两条谱线之间,由于谱线不在主瓣中心,由峰值谱线反映的频率、幅值和相位信

息都不准确[３].因此,需要通过校正方法进行校正.
(３)通讯调度问题.系统需要将监测的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为了方便后续分析研究,所发送的数

据应尽可能充分,而监测系统与上位机之间的带宽非常有限,通讯部分的程序必须经过精确合理的调

度才能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３　监控系统硬件设计

３．１　总体硬件方案设计

整个振动监测系统设计方案如图１所示.

　图１　振动监测系统硬件设计结构

系统由电涡流传感器、采样电路、系统主控和通讯接口组成,附加部分为电机驱动平台,包括电

机、驱动器和飞轮转子,另外还有信号发生器和频谱仪用于中间调试.

３．２　电涡流传感器选型

根据飞轮转子振动监控系统功能与实际需求,对电涡流传感器的探头、传感器进行选择[４].其中

探头选择松下 GPＧX１０ML,它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量程２mm、最小被测面积３６mm２,检测精度

０．０１mm,最小相应时间０．０７５ms.传感器选择与探头相匹配的GPＧX２０KL,它采用２４V供电,输出

信号范围为０~５V,输出阻抗１００Ω.

３．３　振动监测系统DSP选型

为了利用新技术及新型器件开发高实时性、高可靠性、低成本的振动监测系统,主控 DSP选择 TI
公司的 TMS３２０C２８３７７D浮点数字信号处理器,该器件具有强大的信号处理能力,内置ePWM、

eQEP、AD等模块,兼备了较强的运算能力和控制通信功能.

３．４　电机驱动平台选型

综合考虑平台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电机驱动平台选择TI公司的InstaSPINSolution平台,该平台

以TMSF２８０６９DSP为主控制器,开放全部源代码,可以用于多种电机的驱动控制.平台硬件组成可

分为四大部分:整流滤波电路(直流电源)、逆变电路、DSP控制板以及调理电路.其中整流滤波电路

可以用外部直流电源代替,调理电路包括电流电压采集电路、转子位置信号电路、A/D转换电路以及

硬件保护电路等[５].

４　监控系统软件设计

４．１　总体软件方案设计

整个振动监测系统软件设计结构如图２所示.

８７１



图２　振动监测系统软件设计结构

系统软件采用并行结构,将振动监测任务分解成四个部分分别运行于两对SMP内核上,C２８x内

核１通过 ADC依次采样各个通道的信号,而后对信号进行初步估计,得到合适的预处理滤波参数,而
后将数据打包,通过核内处理器间通信(InterＧProcessorCommunication,IPC)以队列(FirstInFirst
Out,FIFO)的形式发送给CLA 内核１;CLA 内核１根据预处理参数对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待处理完

成后,将数据通过核内IPC以FIFO的形式返回至C２８x内核１;C２８x内核１校验数据无误后,通过核

间IPC以FIFO的形式将数据发送给C２８x内核２;C２８x内核２从FIFO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通过

核内IPC以FIFO的形式发送给CLA内核２;CLA内核２对数据进行基于汉宁窗校正的FFT运算,
计算完成后将数据通过核内IPC以 FIFO 的形式返回至 C２８x内核２;C２８x内核２接收数据后,从

FFT结果中提取出振动信息、转子轴心位置、轴心轨迹等信息,最后将数据通过 CAN 或 RS４８５发送

至上位机.

４．２　C２８x内核１软件设计

C２８x内核１软件主要完成数据采样、采样后的预分析与数据搬运的功能,主程序初始化完成后,
等待 ADC中断和CLAIPC中断.具体流程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C２８x内核１软件流程图

４．３　CLA内核１软件设计

CLA内核１软件主要完成采样信号的预处理,对其进行初步滤波,消除噪声,主程序初始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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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等待主任务中断.具体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CLA内核１软件流程图

４．４　C２８x内核２软件设计

C２８x内核２软件主要完成监测信息提取、数据搬运、外部通讯的功能,主程序初始化完成后,等
待C２８xIPC中断、CLAIPC中断和CAN/UART中断.具体流程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C２８x内核２软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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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CLA内核２软件设计

CLA内核２件主要完成振动信息的解算,对其进行１０２４点FFT运算,并使用基于汉宁窗的方法

进行矫正,主程序初始化完成后,等待主任务中断.具体流程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CLA内核２软件流程图

５　调试与试验

５．１　系统调试

在实验室进行系统调试时,使用信号发生器代替电涡流传感器产生特定的输入信号,并与振动监

测系统的解算结果进行比对.如果解算结果符合预期,则说明系统工作正常.

５．２　实时性测试试验

为了测试振动监测系统的实时性,从CPU 占用率上对振动监测系统进行评估,试验首先测试未

使用SMP结构与并行算法的同规格 DSP运行振动监测系统的CPU 占用率,而后测试使用SMP结

构与并行算法的振动监测系统的CPU占用率.试验结果表明,相比未使用SMP结构与并行算法的

系统,本文所设计的振动监测系统CPU占用率平均降低６８％,能够有效缩短振动信息的解算时间,提
高系统的实时性.

５．３　精准性测试试验

为了测试振动监测系统的精准性,使用电机驱动平台驱动飞轮转子运转,并在不同转速下进行振

动信息的解算,与标准频谱仪分析的结果进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振动监测系统,其
主振动测量误差为０．０６％,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

５．４　稳定性测试试验

为了测试振动监测系统的稳定性,在设备现场对处于典型转速的飞轮转子进行振动信息解算.
试验分别选取３００r/min、４５０r/min、６００r/min、７５０r/min、９００r/min、１０５０r/min、１２００r/min、

１３５０r/min、１５００r/min、１６５０r/min、１８００r/min、１９５０r/min、２１００r/min、２２５０r/min、

２４００r/min、２５５０r/min、２７００r/min、２８５０r/min、３０００r/min等典型转速,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是

在哪种典型情况,本文所设计的监控系统均能够解算出相应的振动信息.

６　结论

本文设计了一种与新型对称多处理DSP相适应的飞轮转子振动监测系统,它使用并行算法将传

统监测系统的软件进行算法分解,并行运行于各个SMP内核上,通过任务均衡化分解来缩短振动信

息的解算时间,提高系统的实时性,降低CPU的负载.试验表明,该系统能够降低６８％的CPU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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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振动测量误差仅为０．０６％,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在设备现场试验中,系统能够在典型情况

下,稳定的解算出相应的飞轮转子振动信息.
因此,本文提出的基于SMP结构的飞轮转子振动监测系统是切实可行的,为其搭建的试验原型

机能够满足实时性、精准性、稳定性的要求.该系统采用新的系统结构和新型芯片,使用与之相适应

的并行软件算法,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设计的软件系统中并没有使用实时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调度,而是使用传

统状态机＋中断调度的方式运行振动解算算法,因此,系统软件算法的并行性还远远没有达到上限,
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实时操作系统进行任务的调度,并将各个部分的软件算法进行进一步分

解,从而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并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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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proposesanew vibration monitorsystemforflywheelinreferencetothe
presentvibrationmonitorsystemofrotatingmachinery．Thenitbuildsatrialsystemtoverifyits
possibility,whichisbasedonaSynchronousＧMultiＧProcessorsDSPnamedTMS３２０F２８３７xD．By
decomposingthesoftwareofvibrationmonitorsystem,andthendistributingittotwoC２８xSMP
coresandtwoCLASMPcores,webringoutanefficientsystem．Thealgorithmcanreducethe
computationtimeofthevibrationinformationandtheloadoftheDSPapplication,soastoimprove
thereliabilityandrealＧtimeperformanceofthesystem．Thesamplingdataofsensorsisreadbythe
firstC２８xcore,andthenFIRfilteringisdonebythefirstCLAcorewhilethesecondCLAcoredoes
theFFTtask．Afterthat,vibrationdataispickedupandoutputbythesecondC２８xcore．Withthe
combinationofdesignandexperimentalmethods,thispaperconductsanumberofexperimentsto
verifytherealＧtimeability,accuracyandstabilityofthesystem．Fromtheexperimentresults,the
systemdesignedinthispaperisfeasibleandcanmeettheneedsofrealＧtimemonitoringinhigh
accuracy．
Keywords:Flywheel;VibrationMonitorSystem;SMP;Parallel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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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干式贮存用混凝土材料耐高温性能研究

陆咸金,郝　奇
(江苏中核华兴特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７８)

摘要:乏燃料干式贮存方式因其具有乏燃料组件保护性好、辐射剂量低、运行和维护费用少、安全可靠性高、放射性废

物少、易于退役等众多优势正被广泛应用于乏燃料离堆贮存设施建设.而混凝土材料作为良好的辐射屏蔽材料,具有

成本低、原料容易取得、制造技术及设备需求简单等特性,常被用于制造干式贮存外屏蔽容器,然而在贮存过程中乏燃

料衰变产生的衰变热长期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却无法忽视.本文基于乏燃料干式贮存用混凝土材料耐高温性能的需

求,从混凝土原材料热膨胀系数的选择、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并提出后续混凝土性能试验的监测

要求,以监测后续混凝土性能试验中混凝土材料在１８０℃、３００℃及８００℃高温性能试验中的性能变化情况,从而研究

出一种适应于核电站乏燃料干式贮存系统使用工况的耐高温混凝土材料.

关键词:乏燃料;干式贮存;耐高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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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核电产业的持续发展,在建和在运核电机组逐渐增多,从堆芯卸出的高放射性乏燃料组

件的数量逐年增加,而国内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将导致乏燃料组件贮存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乏燃料组件离堆中间贮存主要有湿法贮存和干式贮存两种方式.与湿法贮存方式相比较,

干式贮存方式具有乏燃料组件保护性好、辐射剂量低、运行和维护费用少、安全可靠性高、放射性废物

少、易于退役等特点.因此,近二十年来国际上新建的压水堆乏燃料离堆贮存设施大都采用了干式贮

存方式.
混凝土作为良好的辐射屏蔽材料,并具有成本低、原料容易取得、制造技术及设备需求简单等特

性,常被用于制造干式贮存外屏蔽容器,然而在贮存过程中乏燃料衰变产生的衰变热长期对混凝土性

能的影响却无法忽视.

１　混凝土耐高温性能研究

当乏燃料从堆芯卸出时,链式核反应也随之停止,然而由于衰变产物的β衰变,乏燃料在很长的

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放出大量的衰变热量,这不但要求干式贮存容器具有完善的排风设计,而且对乏燃

料干式贮存外屏蔽所用的混凝土材料也提出了一定的耐高温要求.然而由于混凝土材料的自身特

性,长期处于６０~１７７℃受热环境下,混凝土结构性能必定会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在特殊运行工况

时,如排风口堵塞时温度可达３００℃以及火灾工况时甚至可达到８００℃高温,可能对结构造成巨大

损伤.
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及其耐久性主要取决于水泥石、集料及二者的界面结合性能.而各组分

热膨胀的不协调性可能影响混凝土界面性能,所以混凝土结构在大温差条件下有必要考虑各组分热

膨胀行为的相容性[１].因此为了保证结构在该温度条件下的安全服役性能,必须对长时间处于该温

度下的混凝土结构性能进行研究.

１．１　集料的热膨胀系数

对于集料的要求,NUREGＧ１５６７«干法贮存设施标准审查大纲»第６~１６页第６．５．２．３条款中

提出:
当偏离温度超过９３℃但不高于１４９℃时,当使用typeⅡ型水泥和满足要求的粗细集料时,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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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进行升温的影响验证和混凝土强度的降低验证.其中粗细集料应满足 ASTM C３３和 ACI３４９的

相关要求,同时热膨胀系数小于３．３×１０－６℃－１或者是石灰石,白云石、大理石、花岗岩、玄武岩、辉长

岩、流纹岩中的一种或几种.
该文件还明确:
当偏离温度超过９３℃但不高于１０７℃时,还可以使用石英和砂岩两种岩石矿物作为细集料.
混凝土耐高温原料的热膨胀系数与其中所含矿物的晶体结构和化学键强度密切相关.由离子键

或共价键形成分矿物,其热膨胀系数较小;而以分子键结合的矿物,热膨胀系数则较大.化学组成相

同的材料,由于结构的差异,热膨胀系数也不同.通常矿物晶体的结构愈紧密,其热膨胀系数愈大;而
类似于无定形的玻璃,则热膨胀系数往往较小.如SiO２,多晶石英的热膨胀系数为１２×１０－６℃－１,而
石英玻璃则只有０．５×１０－６℃－１,而垂直于C轴的膨胀系数仅为１×１０－６℃－１,这是因为层内结构为

牢固联系,而层间的分子键联系则要弱的多.在结构上高度各向各异的材料,其综合表现出来的线膨

胀系数都很小,比如堇青石作为一种热稳定性优异的材料而在陶瓷窑具行业广泛应用.
热膨胀系数是耐高温原料的重要性能,对所组成的耐高温成品的强度、热稳定性等影响明显.因

此对原料的热膨胀系数调研将对研究耐高温材料的热应力大小与分布、晶型转变、微裂纹的产生与弥

合等非常重要.
常用骨料的热膨胀系数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一些矿物和常用混凝土集料的热膨胀系数

矿物 热膨胀系数/１０－６℃－１ 岩石 热膨胀系数/１０－６℃－１

石英 １１．５~１２ 石英石 １１．０~１２．５

正长石、斜长石 ６．５~７．５ 卵石 １０．０~１２．５

橄榄石 ６~９ 花岗岩 ６．５~８．５

钠长石 ５~６ 玄武岩 ５．５~８．０

方解石 ４．５~５ 大理岩 ４．０~７．０

钙长石 ２．５~３ 石灰石 ３．５~６．０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拟尽可能选用集料质量好,热膨胀系数小的集料如石灰岩或玄武岩作为干式

贮存用混凝土的原料.
对于粗骨料、混凝土的热膨胀系数测定,可以参照 ASTM D５３３５—２０１４«用接合电阻应变计测量

岩石热膨胀线性系数的试验方法»,通过用电阻应变片来测定.应变片测试混凝土热膨胀系数原理

是:测量中将应变片粘贴在被测试件上,在不考虑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当被测试件受力发生拉伸

或压缩变形时,缠绕在应变片内的电阻丝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形,这就会导致应变片的电阻发生变

化,根据电阻的变化以及应变片的参数就可以反算得到被测试件的应变[２].通过被测试件的应变可

以算出混凝土的热膨胀系数.常用的热胀系数有平均线性热膨胀系数与平均体积热膨胀系数[３],可
分别表示为:

αl
－ ＝ １

l０

l－l０( )

T－T０( )
＝ １

l０

Δl
ΔT

平均线性热膨胀系数

β
－
＝ １

V０

ΔV
ΔT

平均体积热膨胀系数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由于金属丝的导电系数受温度影响,同时金属

丝与被测材料线膨胀系数不同,在相同的温度变化条件下会产生不协调变形引起应变片电阻发生变

化.由于这部分应变是由温度引起的,因此被称为热输出.为了使测量更为准确,目前一般采用温度

补偿,主要包括应变片自补偿和桥路补偿[４].最后通过得到的热膨胀系数可以粗略计算出混凝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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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力[５],而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越小,产生的温度应力越小,抗裂性越高,相反则抗裂性越低.混凝

土由水泥浆和骨料组成,其线胀系数为两者线胀系数的加权平均值[６],因此可以通过测定混凝土的线

性热膨胀系数来间接评价混凝土的抗裂性能.

１．２　耐高温混凝土研究

根据耐高温混凝土的制备技术,宜选用一些 AL２O３或 SiO２含量较高的原材料,适当减少使用

CaCO３质的原材料.因为石灰石经过高温环境会生成生石灰并放出 CO２
[７].对于制备耐高温混凝

土,一般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外掺大量矿渣微粉.有文献表示:在室温至１８０ ℃范围

内,集料的适量膨胀对水泥石的膨胀起限制作用[８].
另外在混凝土中掺入一定量的引气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混凝土的热膨胀系数[９],所以可以

考虑在不影响其他性能前提下掺入一定量的引气剂.
待混凝土试块制备完成后,将对养护后的混凝土试件分别进行１８０℃、３００℃和８００℃高温试验,

并采用以下方法对试块进行监测,以了解混凝土在不同温度下的性能变化,从而来间接评价混凝土的

耐高温性能.
(１)针对不同温度下混凝土试件进行受热痕迹的扫描电子显微分析,观察试件在长期处于６０℃、

１２０℃、１８０℃环境下受热后的微观结构变化[１０].从宏观上看,混凝土呈堆聚状结构;从显微结构上

看,则是由石、砂、未水化的水泥颗粒、氢氧化钙晶体、水泥凝胶体、凝胶孔、毛细孔、水及空气泡所组成

的多相材料,起胶结作用的是占总体积１/４的硬化水泥浆体,它将直接影响混凝土的性能[１１].

图１　常温呈纤维状的CＧSＧH 凝胶５００×　 　图２　受热１００℃后Ca(OH)２晶体８００×

　图３　受热３００℃后骨料与胶体的界面５００×　 图４　受热５００℃后CＧSＧH 凝胶结构及晶体８００×

混凝土在受热后内部会发生一些物相与结构变化,比如水的变化:

１００~１５０℃:水泥石毛细孔水和结合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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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２５０℃:水泥石开始干燥收缩并且出现裂缝;

２５０~３００℃:含铝相和铁相的水化产物脱去结合水,混凝土抗压强度开始降低;

４００~５００℃:氢氧化钙分解,生成氧化钙,混凝土强度进一步降低;

５００~６００℃:水泥石中 CＧSＧH 凝胶基本分解完全,强度跌落明显.
另外,P．K．Mehta[１２]曾指出:在干燥环下加热,钙矾石６５℃时稳定,在９３℃就开始分解转变为

AFm,分解过程为:AFt→ AFm＋２CSH＋１９H,钙矾石受热时在１０５~１１０℃发生脱水,剩余(７~８)
H２O;至２００℃剩余(２~３)H２O.AFm一般在１８０~２００℃左右时脱去层间水;２９２℃时,其主层结构

水脱去,层状结构遭到破坏;AFm 在 ３００~４８０ ℃脱水生成无水 AFm,化学组成为 C３ACaSO４;

４８０~１０００℃左右 C３ACaSO４分解为 C１２A７、CaO、CaSO４
[１３].因此在６０~１８０℃温度下,可以研究

下混凝土受热后内部显微结构的变化情况,从而得出混凝土在该温度下结构的破坏机制.
(２)测量混凝土的动弹性模量,超声波在混凝土构件中传播后,会携有构件性能、组成等信息,有

效地分析这些信息,可以确定混凝土构件内部情况.混凝土超声检测是通过超声波穿透构件,超声波

在混凝土构件中传播,在构件的对立面由接收器接收,并得到一些超声的相关参数.混凝土构件由于

存在缺陷,以及在受到荷载后产生损伤,这使得混凝土内部就存在不同的介质,利用超声波在不同的

介质中传播速度不同的特性,在重复的发射和接收的过程中,就会得到混凝土损伤的变化导致超声的

穿透构件的时间不同.由此利用超声在混凝土中传播的时间的长短确定混凝土的损伤程度[１４].
(３)测试混凝土的质量损失,质量损失的情况间接的反应了混凝土试件的失水情况.柳献、袁

勇[１５]等在«高性能混凝土高温微观结构演化研究»一文中通过研究得出:１００℃以下,质量损失来源于

毛细孔中的可蒸发水的散失;１００~２００℃,此阶段质量损失持续增加,主要来源于水分的持续蒸发;

２００~４００℃,质量继续损失,其来源为凝胶水的散失.其实验所得结果大致如图５、图６所示.

图５　热重分析结果

　　　　　

图６　质量损失

另外试件的截面大小也会对实验结构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小截面试块较大截面试块更易内外均

匀受热,内部混凝土更快达到较高温度,质量损失亦较大[１６],这一点在后期试验时需要关注.
由于升温过程中的水分散失,材料中的物相将失水收缩,从而导致各相的分离.即毛细水、凝胶

水和化学结合水的逐步散失和氢氧化钙的分解导致了材料微观孔隙结构持续变化,这一点可以与扫

面电子显微分析结构进行对比验证.

２　总结

通过上述试验前的理论研究,乏燃料干式贮存所用混凝土需满足６０年服役期限,各项性能符合

设计技术指标,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施工性能.这就要求不但在混凝土材料配合比设计时考虑各种

不利因素,还应在后续混凝土试块性能试验中持续对混凝土的长期受热性能和耐高温性能进行监测,
并根据试验结果适时调整配合比,以研究出适应于核电站乏燃料干式贮存系统使用工况的耐高温混

凝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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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hightemperatureresistantperformance
ofconcretematerialfordryspentfuelstorage

LUXianＧjin,HAOQi
(JiangsuChinaNuclearHuaxingSpecializedProjectCo．,Ltd．,Nanjing,Jiangsu２１１１７８,China)

Abstract:Thedryspentfuelstorageiswidelyappliedintheconstructionofspentfuelstorage
facilitiesforitsadvantages,suchasfavorableprotectionofspentfuelcomponents,lowradiation
dose,littlecostforoperationand maintenance,reliablesafety,few radioactive waste,easyto
decommission,etc．Concrete,anexcellentradiationshieldingmaterial,isoftenusedtomanufacture
drystorageshieldingcontainerswithitsbenefits,suchaseconomicalcost,accessibleraw material,

easymanufacturingtechnologyandequipment．However,theeffectoflongＧterm decayheatto
concreteperformanceduringthestorageisimpossibletoignore．Basedonthehightemperature
resistancerequirementsofconcrete materialfordryspentfuelstorage,thispaperstudiesthe
selectionofthermalexpansioncoefficientofconcreteraw materials,concretemixdesignandputs
forwardthe monitoringrequirementsforfollowＧupconcreteperformanceteststo monitorthe
performancevariationofconcretematerialinperformancetestsatelevatedtemperatureof１８０ ℃,

３００℃and８００℃inordertoresearchonehightemperatureresistantconcretematerialfordryspent
fuelstoragesystemofnuclearpowerplant．
Keywords:Spentfuel;Drystorage;hightemperatureresistant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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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放射性废物回取的多功能机械手设计

郝　奇,李　池,陆咸金
(江苏中核华兴特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２１１１７８)

摘要:分析了国内核电市场对放射性废物抓取功能的需求,通过研究和模拟核电站放射性干废物货包的特性,设计了一

种能够适用于多种货包形式的仿生机械手.该机械手采用模拟人类手指的设计,手指能够实现三指同时抓取、两指精确

捏取、单指拨动等动作.同时机械手根据人手特点,腕部可以３６０°自由旋转.机械手通过伺服电机并配合集成的连杆式

共同驱动,控制单个手指的伸和屈,各手指最终通过PLC的程序控制完成捏、抓、拨、松、压等一系列成套动作.产品通过

优化耐辐射选材和屏蔽设计以保障其可靠和稳定性.样机最终通过组建台架和模拟实际运行进行试验验证.

关键词:机械手;放射性废物处理;放射性废物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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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各国核工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核工业应用领域面临着诸多需在放射性等高危环境

下解决的问题,而其中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成为关键.研究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与方法是当前的一

项紧要课题.高危环境中,特种机器人尤其机械手在放废处理技术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国外研究放核设施使用的远距离操控机器人和机械手的厂家主要有瑞典布鲁克公司(Brokk),德

国的托普泰克(TOPTEC)、芬兰的FINMAC公司.布鲁克公司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发、研制、生产

遥控电液式多功能智能工程机器人,经过不断的改进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设计、选材还

是制造水平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是目前最大的智能工程机器人供应商.在核设施高危环境中,

Brokk智能工程机器人可以通过可遥控摄像机进行远距离操作机械手完成搬运、分拣、装运,以及其

他一些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作[１].
我国用于此功能的作业机械手工程化水平不够,多数尚处在基础研究阶段.因此先进的机械手

技术成果的产品化对核技术健康安全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　技术总体路线

在充分吸收国内外机械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内核电站放射性废物回取作业的特殊要求,
进行机器人的本体结构与多功能属具、驱动与控制技术、目标识别与定位技术、环境感知与通信技术

等研究,提出机械手的总体设计方案,进行系统仿真及相关理论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样机设计

研制、测试试验、工业性试验、设计改进与优化及产品定型,使产品主要技术性能满足放射性废物回取

作业的要求.

２　详细技术方案设计

２．１　机械手机构综合与优化设计

依据机械手的具体应用场合,推导机械手的工作空间的数学模型.根据机械手所面临的工作任

务,确定其构型设计.考虑到机械手协作空间的最大化,分配各关节之间的尺寸,初步确定机械手的

三维模型.然后提出结构优化目标和优化流程,给出紧凑、实用、灵巧的整机结构方案,并加以实施.
产品设计组成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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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放射性废物抓取的多功能机械手结构示意图

１－支撑部分;２－驱动部分;３－传动部分;４－执行部分

在结构设计的过程中,使用科学的分析手段,对整机结构进行受力、强度、稳定性等方面的进行

动/静态的仿真和理论分析.运用仿真和动态轨迹分析方法,对整机工作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估,最终

获得功能样机模型,技术路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结构设计技术路线

２．２　机械手本体、关键功能部件的制造与装配工艺

开展机械手本体结构零部件高强度、低成本、轻量化制造工艺和关键功能部件的设计制造.机械

手在现场作业过程中,通常需要长期、稳定可靠的工作,因此对于机械手本体结构的综合性能要求较

高.机械手本体作系统中的重要部分,不仅要承受被抓取物体的重量,而且还要承受末端执行器、腕
部和手臂自身的重量,以及惯性力.经过分析比较,确定机械手本体材料为低碳合金钢,零件毛坯类

型为铸件、焊接件、钣金件等零件.
根据机械手本体的材料和结构,选择合理的毛坯成型方法,进行预处理,减小内应力,调整组织,

然后根据具体的零件结构及应用特性,采用必要的加工工序,完成零件的精加工,最后光整加工,超声

波清洗及调试.

２．３　大负载欠驱动手指属具的设计

为扩大机械手的环境适应性,使其不仅能够完成简单的、机械化的抓持操作,更使其能够真正灵

巧地进行精细的、复杂的操作作业,本项目采用仿生学和欠驱动原理,模仿人手的生理结构,并将欠驱

动机构引入到机械手爪中,基于欠驱动机构的手爪.通过对总体结构的研究,手指机构、数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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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驱动方式、驱动元件数量和功率的确定等内容,以体积最小、重量最轻为优化设计目标,设计

功能完善的机械手指,并完成手指虚拟样机系统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３　手指的虚拟样机

图３为仿形手爪结构示意图,手指每个关节有一个指面,拇指和食指后面集成了两套四边形连杆

机构,中指和小指后面则分别只有一套连杆机构,末关节的一个四边形输入是前一个四边形连杆的输

出,最底部关节靠伺服电机驱动;将基于连杆的平行四边形机构和欠驱动机构集成在一个手指上,采
用弹簧和机械限位实现包络抓取和精确捏取的自动切换.

２．４　机械手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建立CAN总线的机械手分布式控制系统架构,实现产品高效、可靠的控制.设计机械手控

制系统的构成规律,针对系统动态扩展与更新的需求,建立机械手控制体系框架.
根据机械手的分层递阶式运动控制系统,构建组织层,协调层,控制层三层式控制结构;进行控制

系统运动误差、控制策略及其误差补偿分析,建立系统传递函数模型;采用多层、递阶式修正柔顺控制

方法,实现机械手良好的作业性能.基于高性能机载工控机、伺服电机单元等搭建机械手的控制系

统,实现机械手的任务作业.

２．５　核领域设备及元件防护研究

本项目中机械手的本体材质为金属材质,设计选型减少在辐射环境下,耐腐性能差的铝、铜含量.
并且减少核素如钴、锑含量,增强其抗活化能力.

除了增加机器人本体的抗辐射能力之外,其他需要集成的关键零部件如超声波传感器,开关电

源、云台摄像机等没有抗辐射的相关性能,对此类没有抗辐射性能的部件需要进行抗辐射实验以保证

整个系统在辐射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２].
而对于性能不能满足设备整体抗辐照能力要求的关键元件,通过采用屏蔽照保护的方式增强性

能.屏蔽计算和设计后,再次进行辐射试验,逐步改进直至满足整体抗辐射性能.

３　机械手系统集成测试与应用示范

项目采用仿生机理分析、理论计算、计算机仿真与试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国外进口精密大

型三坐标测量机进行本体结构的重复定位精度和绝对定位精度测试,突破课题研究过程中须解决的

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样机设计研制、测试试验、工业性试验、设计改进与优化及产品定型,使产

品主要技术性能达到放射性废物回取作业的要求.完成机械手产品定型后,搭建用于机械手功能测

试和实验的工况环境,进机械手实际作业测试,实现产品的示范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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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样机性能指标

在加工生产出样机的基础上,我们对样机性能进行了检测,其产品性能满足设计要求,具体参数

见表１.

表１　放射性废物回取多功能机械手主要性能试验情况

项目 技术指标 实际测定

最大包络直径 ５００mm ５００mm

传感器功能

腕部正、负限位 正常

腕部回零 正常

手指正、负限位 正常

手指回零 正常

指根旋转限位(０°、１２０°、１８０°) ０°、１２０°、１８０°
手指压力报警 正常

最大抓取重量 １００kg １００kg

３．２　系统试验

通过搭建与实际厂房尺寸一致的试验台架,１∶１模拟核电站运行工况,对放射性回取多功能机械

手进行了系统的模拟试验.

３．２．１　回取试验

回取运行试验旨在验证回取装置的常规运行情况.全过程必须且仅通过控制台CCTV监控画面

进行远程控制完成对模拟袋装干废物的回取作业.需将袋装干废物成功从混凝土桶内抓取出来,并
转移至钢桶中.试验完成后经检查塑料袋表面的完好无损,符合工艺设计要求.试验情况如图４
所示.

从混凝土桶内抓取模拟袋装干废物　　　 转移过程　 将袋装干废物放入钢桶中

图４　回取试验过程

３．２．２　多种部件回取试验

多种部件回取试验旨在模拟现场可能出现的零散部件的抓取情况,如机械零部件、布料等散落在

地面时的抓取情况.在本次试验过程中,分别采用重货包、纸箱、劳保手套、废弃零件等进行了模拟试

验,并成功实现了多种类部件回取作业.试验情况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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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负载抓取—１００kg货包 　　　小载荷抓取—纸箱未破损 　零部件回取—手套 　零部件回取—金属元件

图５　部件回取试验

３．２．３　试验结果

经过设备性能试验和系统联合运行试验,结果表明:放射性废物回取多功能机械手功能及控制系

统工作状态良好.顺利实现了对模拟工况的常规回取作业,以及多种零散部件的回取作业,各项性能

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４　结论

通过研究国内外机器人和机械手技术,设计了放射性废物回取多功能机械手.目前通过系统测

试,验证了设备运行平稳,各项主要技术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证明设计方案可行.随着样机的进一

步运行,设计、工艺和技术还可以随着经验的累积继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改进.例如:抓具结构可以

进一步小型化,以适应更狭小空间的废物回取作业;转运系统的优化,可进一步研发自行功能,便于回

取装置在多种环境和工况下作业.本套放射性回取多功能机械手成功研制,是我国放射性废物回取

装备制造领域的一次探索,为未来放射性废物回取装置设备的改进和升级提供了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１]　王进．Brokk多功能拆除机器人及其应用[B]．建筑机械,２００６．０６(上半月刊):８４Ｇ８５．
[２]　谢云,等．辐射环境下遥控机器人测量及去污系统的建立[C]．全国危险物质与安全应急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２０１１:９２１Ｇ９２５．

Thedesignofakindofmultifunction
manipulatorforactivewasteretrieval

HAOQi,LIChi,LUXianＧjin
(ChinaNuclearHuaxingSpecializedProjectCo．,Ltd．,ofJiangsu,Nanjing,Jiangsu２１１１７８,China)

Abstract:Afteranalyzingthedemandsforactivewasteretrievalofdomesticnuclearpowerplants,

thispaperdesignsakindofbionicmanipulatorwhichcanbeappliedtoavarietyofpackagesthrough
researchandsimulationonthecharacteristicsofactivewastepackagesinnuclearpowerplant．The
manipulator,simulatinghumanfingersindesign,cancompletethreeＧfingergrab,twoＧfingeraccurate
pinchandsinglefingertoggleetc．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humanhands,themanipulator
wristcanrotate３６０°freely．Theextensionandflexionofonemanipulatorfingerarecontrolledby

２９１



servomotorsandintegratedconnectingrods．Aseriesofactions,suchaspinch,grab,toggle,loose
andpressetc．arecontrolledbyPLCprogram．Thereliabilityandstabilityofmanipulatorproductis
ensuredbyoptimizingtheselectionofradiationresistantmaterialandshielddesign．Theprototypeis
testedandverifiedbybuildingplatformandsimulatingtherealoperation．
Keywords:Manipulator;Activewasteprocessing;Activewaste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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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管输送架的研究设计

崔爱军,韩广文,杨京鹤
(核技术应用所)

摘要:为减小焊接完成的加速管转移过程对其物理参数的影响,开展了对加速管输送架的研究设计.加速管输送架主

要有两个工作位置,第一是翻转底板处于竖直位置,实现焊接完成的加速管装夹;第二是将完成装夹的加速管在减速

机的驱动下实现９０°翻转,使加速管水平放置,便于后期实验测试.同时,加速管输送架配备有四个万向轮,可实现装

夹在输送架上加速管任意位置的运输和摆放.为进一步验证设计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对加速管输送架进行了动力学

仿真,以及对翻转底板进行了静力学分析.

关键词:加速管;盘荷波导;输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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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０MeV加速管的设计研制,为保证加速管在输送过程中不变形,将焊接完成的加速管采用

特殊的输送架进行转移输送.１０MeV加速管是由多段盘荷波导经氢炉焊接而成[１Ｇ３],焊接完后总长

约２．１m,总重量约１２０kg.如果依靠人工来转移焊接完成的加速管,容易对焊缝造成破坏,同时产

生弯曲变形,从而使加速管性能难以满足预定的设计参数.因此设计一套可靠的加速管输送架对于

加速管的设计研制具有重要意义.

１　加速管输送架总体结构

加速管输送架总体结构如图１所示,其主要由 V型支撑板、V 型盖板、翻转底板、翻转立柱、减速

机、X型底座、万向轮以及限位挡块组成.加速管输送架的翻转底板主要有两个工作位置,第一是翻

转底板处于竖直位置,实现焊接完成的加速管装夹;第二是将完成装夹的加速管在减速机的驱动下实

现９０°翻转,使加速管水平放置,便于后期实验测试[４].加速管输送架的 X型底座上安装有四个万向

轮,可实现装夹在输送架上加速管任意位置的摆放和运输.

图１　加速管输送架总体结构

１—V型支撑板;２—加速管;３—V型盖板;４—翻转底板;５—限位挡块;６—减速机;

７—翻转立柱;８—X型底座;９—万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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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速管输送架动力学分析

２．１　动力学模型分析

根据加速管输送架的结构设计,当加速管有垂直位置运动到水平位置的过程中,其重心位置是变

化的,因此加速管在整个翻转运动过程中的驱动力矩是变化的[５],输送架的重心位置示意图如图２
所示.

重心位置可有转角φ的大小表示:l＝esinφ;h＝ecosφ,因此加速管输送架在翻转过程中驱动扭矩

有关,其扭矩计算公式如下:M＝mgesinφ.由驱动扭矩公式可以看出,初始重心位置将影响整个翻转

运动过程中的驱动扭矩大小以及平稳变化情况,可以通过调节驱动轴离翻转底板底端距离P 的大小

来改善扭矩的变化曲线.

２．２　动力学模型仿真

首先将由建立的三维模型简化并转导入到adams中,其动力学仿真模型如图３所示,再次给连接

部分添加约束,在驱动轴处添加 motion,其运动函数为y＝２∗times,设定运动仿真时间为４５s,仿真

步数设定为５０００步[６Ｇ７].通过选择不同的距离P 值进行动力学仿真分析,其仿真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２　输送架的重心位置示意图

　　　　

图３　动力学仿真模型

图４　动力学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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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初始条件 P＝９５０mm,得到的驱动扭矩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t＝３６s时驱动力矩变为

０Nmm,然后成线性增加指导水平位置,而我们希望的扭矩变化应该尽量平滑,而且在水平位置时

候扭矩为０Nmm 将有助于加速管的水平定位.因此我们以初始条件为中心分别仿真了 P＝
９００mm,P＝８５０mm,P＝１０００mm,P＝１０５０mm,P＝１０３０mm,P＝１０１０mm时的扭矩变化曲线.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当P＝１０１０mm时扭矩变化平稳,且加速管运动到水平位置时扭矩为０Nmm,
因此本加速管输送架的转动轴定位为P＝１０１０mm处.

３　加速管输送架变形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设计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对加速管输送架的翻转底板垂直位置进行了静应力分析,
其应力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通过分析翻转底板最大应力为４．７５×１０６ N/m２,V形支撑底座最大应

力小于普通碳钢许用应力,加速管输送架的结构设计满足设计要求.翻转底板垂直放置时各位置变

形量分析结果如图６所示,最大变形量为０．２７６mm,发生在最翻转底板的最下端,基本不会对加速管

产生影响.
考虑加速管水平放置时可能会产生变形,因此,对加速管输送架的翻转底板水平位置进行了静应

力分析,其应力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通过分析翻转底板最大应力为６．３３１６６×１０７ N/m２,V型支撑

底座最大应力小于普通碳钢许用应力,加速管输送架的结构设计满足设计要求.翻转底板水平放置

时各位置变形量分析结果如图８所示,最大变形量为０．２９mm.

图５　翻转底板垂直位置应力分析结果

　　　

图６　翻转底板垂直位置变形量分析结果

图７　翻转底板水平位置应力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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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翻转底板水平位置变形量分析结果

４　结论

加速管输送架是加速管设计制造过程中必备的设备之一,能有效保证加速管预期设计的物理参

数.通过对加速管输送架结构的动力学仿真分析和关键部位应力、应变的分析,验证了本设计结构的

可靠性,保证其在加速管设计制造过程中的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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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designofacceleratingtubeconveyor

CUIAiＧjun,HANGuangＧwen,YANGJingＧhe
(DepartmentofNuclearTechnologyApplication)

Abstract:InordertoensurethePhysicalparametersofacceleratingtubearenotinfectedby
transport．Thedesignoftheacceleratingtubetransporttrackiscarriedout．Thetransporttrack
mainlyhastwoworkingpositions．First,thebottomplateoftransporttrackisturnedtotheupright
position,aimingtofixthecompletely Weldingacceleratingtube．Andthentheacceleratingtube
whichhasaccomplishedclampingturned９０degreesunderthedriveofreducer．Itiseasytoplaced
acceleratingtubeonhorizontalposition．Becausetherearefouruniversalwheelsonthetransport
track,itcanplacedinanyposition,InordertoverifythefeasibilityandreliabilityItisnecessaryto
conductdynamicsimulationoftheacceleratingtubeandtoproceedstaticanalysis．
Keywords:acceleratingtube;diaphragmaticwaveguide;transport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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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照相用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

伍春雷,娄本超,胡永宏,李　彦,柯建林,唐　君,刘　猛,王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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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研制了一台小型加速器 DＧT中子源.该中子源为一台高度集成的高压倍加型加速

器,包括离子源、加速管、靶室、电源、控制系统和真空系统,整体长度２．６m,重０．８７t,可移动和运输.采用氘氚反应

产生中子,氘离子由高频离子源产生,氘离子束流可达１．５mA;经三圆筒加速管加速,能量可达２５０keV;轰击新氚靶

产生的 DＧT中子产额可达２×１０１１n/s,束斑直径小于１０mm.目前,该加速器中子源已用于中子照相技术研究(应用

中子产额为５×１０１０n/s至１×１０１１n/s),研发了中子成像检测仪;同时,也能用于核参数测量、中子质询等的教研和工

业应用.

关键词:小型加速器中子源;中子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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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照相作为一种无损检测技术在工业、国防、考古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是最近十多年

来中子应用方面研究较多的方向.由于场地的限制,用于中子照相的中子源体积不能太大,且应具有

可移动性;而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较好的成像效果,要求中子注量率不能太低[１].目前,通常采用

反应堆中子源和固定式加速器中子源或中子管进行中子照相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反应堆中子源和固

定式加速器中子源产额高但体积大、成本高,中子管体积小但产额太低,两者均难以兼顾高产额和小

型化的实用要求,不利于快中子照相技术研究及应用的推广.加速器中子源可随时关断,使用寿命

长,在中子照相、工业物料成分分析、违禁品检测、中子治癌、中子学核参数测量、辐照育种等方面有着

广泛的应用.而小型加速器中子源能够兼顾小型化和高产额,满足中子照相技术发展对中子源的要

求,在中子照相技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应用前景[２Ｇ５].为此,针对中子照相尤其是快中子照相对中子

源的需求,研制了一台产额可达１０１１n/s的小型加速器 DＧT中子源,基于该技术研发了中子成像仪.
同时,该小型加速器中子源也能用于核参数测量、中子质询等的教学、研究和工业应用.

１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的设计与实现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需满足可移动指标(体积小)和中子产额指标(产额高)的兼容,需满足可

移动加速器中子源与照相装置的兼容.将其设计为高压倍加型加速器,采用高频离子源产生氘离子,
氘离子经过引出和预聚焦后进入双间隙三圆筒加速管,氘离子束流在加速管内再次聚焦并被加速至

２００~２５０keV,然后通过漂移段轰击在氚靶上,产生高能 DＧT中子,中子能量为１４MeV.为了提高

其应用性能,在保证稳定可靠中子产额的前提下,尽量减小其长度和重量,基于此确定了各部件的选

型并进行了光学设计和工程设计[６、７].

１．１　离子源

为了降低整器结构尺寸、提高工作效率,要求离子源质子比高、结构简单,因此离子源为电感耦合

型高频离子源.
离子源放电管为石英玻璃圆管,内置钨引出电极.高频源的等离子体密度约为１０１０~１０１２cm－３,

属于等离子体密度较低的离子源,因此采用管道式引出结构,引出束流可以基本无阻拦地沿管道通

过,而气流却受到管道的阻滞,减小气流的损失,提高氘气利用率;另外,在管道式引出系统中,离子发

射面的面积远大于引出口,束流成会聚发射,从而可以在较低的电流密度下引出 mA 级的氘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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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流.
引出系统采用两电极的引出结构,引出束流的发射散角较大,为了与加速管进行匹配,使束流

在靶上的束斑达到设计要求,需要在离子源引出与加速管之间对束流进行聚焦.预聚焦采用不等

径双圆筒结构,间隙两端所加电压０~３０kV可调,离子加速通过间隙时受到的横向力达到聚焦的

效果.
离子源电源采用线性电源,线性电源效率高,可降低功率要求;离子源电源由最高耐压可达

２５０kV的隔离变压器供电,为了减小隔离变压器体积,其频率为１kHz,由相应的１kHz中频电源

供电.

１．２　加速管

加速管类型为卧式、装配式、三圆筒双间隙加速管,耐压可达２５０kV,直径３６０mm,安装总长度

７００mm.其结构及光学设计见图１[６].

图１　加速管结构及其内的束流包络

１．２．１　加速聚焦结构

加速管的绝缘环分为九级,第一级为离子源初聚系统,由离子源引出电极(内径１０mm)和初聚电

极构成初聚透镜,初聚电极内安装有一个可拆卸的限束光阑,用以除去引出束流中的离束轴太远的杂

散离子,光阑可更换,其孔径大小可按需要选取.其他八级通过分压电阻均压,由圆筒形的初聚电极、
中间电极和地电极构成双间隙加速聚焦场.间隙距离为４０mm,筒状电极内径为８０mm,外径

１００mm.
真空中电极间的击穿电压与电极材料,尤其与阴极材料有关,铝的击穿电压低于钛和不锈钢.为

了减轻重量,圆筒电极基本用LYＧ１２硬铝,电极端头用３１６L不锈钢,通过热套的方法将它们连为一

体,端头曲率半径５mm.经锻炼后加速电极端头达到的最大耐电压强度在(１０３~１０４)kV/cm 之间,
而实际出束时电场强度不超过９０kV/cm时,加速管可稳定工作.

１．２．２　绝缘环

加速管的长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绝缘环的耐压性能决定的,由于绝缘环内表面在真空中有足够的

耐压距离,其耐压性能主要取决于在大气中的外表面闪络放电梯度,这与绝缘材料的性质、结构和形

状有关,还与大气状况有关.９５％ Al２O３陶瓷(９５瓷)和９９％ Al２O３陶瓷(９９瓷)的电性能、机械性能、
真空性能都很好,因此绝缘环材料选用性能更好的９９瓷,这是国内首次将这种材料用于装配式加

速管.
绝缘环内表面为圆柱面,内侧分别倒角４５°以防止绝缘环内表面的预放电发生;外部为凹字形,以

增加外表面绝缘距离,外部上釉.两端面刻真空密封凹槽,凹槽尺寸根据气密性要求和９９瓷力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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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设计.

１．２．３　内屏蔽与外均压

加速管内的所有绝缘材料都用金属材料进行不透光屏蔽,以防止运行中不可避免的杂散离子和

次级电子对绝缘材料的轰击,以及少量有机物蒸汽等污染物的进入而导致加速管绝缘环的绝缘性能

和真空性能的变坏.因此在各绝缘环内壁都加了完全不透光的金属屏蔽.真空间隙的放电主要是由

阴极发射电子而引起的,因此击穿电压主要与阴极材料有关.故屏蔽电极的阳极材料用铝合金,阴极

材料用不锈钢.
外均压环处在大气中,其电极间的耐电压特性除了与材料表面粗糙度有关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所处的大气状况,如气压、温度、空气的清洁程度等.外均压环材料选用LYＧ１２铝合金,均压环的端面

曲率半径为７mm,间隙距离３２mm.

１．２．４　二次电子抑制

为了防止后端产生的二次电子返流进加速管,在加速管出口处利用永磁体产生弱磁场使二次电

子偏转,而不对离子束流产生影响.

１．３　靶室及中子产额测量系统

靶室为直筒型设计,长３０cm,外径４２mm.为了避免靶室靶室冷却水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对中子

成像造成影响,对其进行了特殊设计,使其不阻挡主束斑区.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中子产额测量采用伴随粒子法,探测器采用金硅面垒探测器,置于靶室前

端,距靶３４５mm,与束流的夹角为１７７°.探测器前有一直径为０．５mm的光阑,挡住杂散粒子对测量

的干扰.

１．４　高压电源

高压电源采用１kHz中频电源供电,利用四级对称型倍压电路提供最高可达２５０kV 的输出电

压.升压变压器、倍压塔、保护电阻、高压测量阻容分压器和为离子源供电的２５０kV隔离变压器均安

装在一个外径约３６０mm的环氧玻璃布筒内,外有１２级均压环,内充２４号变压器油,有利于绝缘和散

热.倍加筒电源总高度８４５mm,有效绝缘高度约７００mm.高压电源底盘上带有与小型加速器 DＧT
中子源底盘连为一体的紧固结构,方便安装和拆卸.

１．５　其他配套系统

１．５．１　控制系统[８]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的控制系统运用可编程序控制器、计算机网络、光纤通信等先进技术对加

速器进行远程控制.控制系统设备分三个站,其中中央处理处理主站在控制台上,远程I/O子站１在

高压头部内,远程I/O子站２在束线上.三个站点通过光纤交换机以光纤介质相连,远程I/O子站将

采集到的电信号转换为光信号传输回中央处理主站进行逻辑处理,再将中央处理主站处理后发送来

的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送往各个电源.实现控制参数和连锁控制信号的采集、隔离、处理、逻辑运算

和驱动输出.远程I/O子站放在符合EMC要求等级的机箱内,中央处理主站安放在控制台上.控制

系统能实现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监控、远程数据传输、自动连锁保护、远程控制调节等功能,保证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可靠运行.

１．５．２　真空机组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的真空机组由直联泵和分子泵组成,位于加速器出口处的三通下方.直

联泵抽速为１５L/s,分子泵抽速为１６００L/s.设有真空联锁,当真空度低于某一限制将自动切断高

压.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运行时系统本底真空度可达１．６×１０－４Pa,满足运行要求.

１．５．３　冷却系统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却的系统和部件有:光阑、靶室、分子泵、离子

源的放电管和振荡管.离子源的放电管和振荡管利用一台功率为１２０W 的风扇进行风冷,光阑、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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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子泵采用循环水冷却系统.在冷却水出水口设置水流继电器,将冷却水同水泵电源和高压进行

连锁,避免因冷却水管道接头脱落或爆裂造成事故,提高该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１．６　电气结构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的电气结构根据用电设备工作电压的不同分为三相交流３８０V 供电、单
相２２０V供电.由于三相交流３８０V供电设备集中在加速器大厅内,通过一根四芯动力电缆从大厅

配电柜取电;对于大厅内单相交流供电设备,在取电时考虑电网负载平衡,从不同相线上取电.对于

控制室内用电设备,由于其总体功率低,通过接线板从控制室墙壁电源直接取电;加速器主体和控制

台通过两根光纤连接,实现控制功能.小型加速器 DＧT中子源的最大运行功率为约８．６kW,其中加

速器主体功率为８kW.

１．７　整机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安装后的主体实物见图２,主体长２．６１m,束线高度１．５m,宽０．９６m,主
体重量约０．８７t,具备可移动和运输性能.

图２　可移动加速器中子源

２　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试运行与应用

２．１　中子产额

将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的中子产额监测系统在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的KＧ４００中子发生器中子

注量标准装置上进行了标定,然后在可移动加速器中子源上进行出中子测试.测试采用钼底衬氚钛

靶,含氚量４．８Ci,靶直径２８mm,活性区直径２２mm.
经测量,在高压２００kV时,可移动中子发生器最大中子产额为２．０３×１０１１n/s,此时靶上束流为

１．３mA.两小时连续运行中子产额为１．１４×１０１１n/s~１．１９×１０１１n/s.

２．２　中子照相应用

在科技部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基于小型加速器中子源的可移动式中子成像检测仪”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的支持下,基于该小型加速器 DＧT中子源发展了快/热两用型中子成像检测仪(图３).
根据科技部安排,该项目已通过自测试和预验收,热中子、热中子层析和快中子照相的分辨率分别可

达０．０６mm、０．２mm和０．５mm,并已成功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火工品等的中子照相无损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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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于小型加速器中子源的可移动式中子成像检测仪

３　总结与讨论

研制了一台高压倍加型小型加速器DＧT中子源,通过光学系统紧凑性设计、离子源和加速管的适

当选型和设计、倍加电路和隔离变压器的高集成度设计等技术手段,使其具有集成化和小型化的特

点.整体长度２．６１m,总重０．８７t,最大DＧT中子产额可达２．０３×１０１１n/s,目前已成功应用于中子

成像检测仪,也能用于基于中子质询的物料分析和违禁品检测、辐照、中子学核参数测量等的教学、研
究和工业应用.后续将持续发展小型加速器 DＧT 或 DＧD中子源技术,进一步提高技术指标和可靠

性、智能化等实用性能.

参考文献:
[１]　周长庚,唐彬,王新华,等．移动式加速器在快中子照相中的应用[J]．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１０,２２(５):１１１７Ｇ１１２０．
[２]　FujineS,YonedaK,YoshiiK,etal．DevelopmentofimagingtechniquesforfastneutronradiographyinJapan[J]．

NuclearInstrumentsandMethodsinPhysicsResearchA,１９９９,４２４:１９０Ｇ１９９．
[３]　CortesiM,ZborayR,AdamsR,etal．Thesecondinternationalworkshoponfastneutrondetectorsandapplications[C]．

EinGedi,２０１１．
[４]　FranklynC,DanielsGC．Thesecondinternationalworkshoponfastneutrondetectorsandapplications[C]．Ein

Gedi,２０１１．
[５]　ZouYB,WenW W,GuoZY,etal．PKUNIFTY:AneutronimagingfacilitybasedonanRFQaccelerator[J]．

NuclearInstrumentsandMethodsinPhysicsResearchA,２０１１,６５１:６２Ｇ６６．
[６]　伍春雷,柯建林,李彦,等．一台倍压型移动式加速器中子源的设计,第十三届高功率粒子束暨第八届全国高压加

速器学术交流会[C]．贵阳,２０１２．
[７]　柯建林,伍春雷,周长庚,轴对称静电场的束流光学模拟和设计[J]．强激光与粒子束,２０１２,２４(６):１４４５Ｇ１４４８．
[８]　唐君,娄本超,伍春雷,等．移动式加速器中子源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研制[J]．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８Ｇ３０．

２０２



AcompactDＧTneutrongeneratorforneutronradiography

WUChunＧlei,LOUBenＧchao,HUYongＧhong,LIYan,
KEJianＧlin,TANGJun,LIU Meng,WANGSheng

(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Chemistry,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Mianyang,Sichuan６２１９００,China)

Abstract:A compactdeuteriumＧtritium (DＧT)neutrongeneratorhasbeendevelopedandunder
applicationforneutronradiographyby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Chemistry (INPC)．The
neutrongeneratorisanintegration acceleratorincludingion source,acceleratingtube,target
chamber,powersupplies,controlsystem,vacuumandcoolingunits．Acompactconfigurationwith
about２．６minlengthand０．８７Tminweightmakethegeneratorremovableandtransportable．The
neutrongeneratoremploysDＧTfusionreactionfortheneutronproduction．Thedeuteriumionbeam
issupplied byaradioＧfrequencyionsource,thenaccelerated upto２５０ keV inathreeＧtube
acceleratingtube．Theacceleratingvoltageissuppliedbya２５０kV/５mACockcroftＧWaltonhighＧ
voltagepowersupply,whichisplacedinacylindricaltankwith３６０mmindiameterand７１５mmin
height．Deuteriumionbeamupto１．５mAwithspotsizelessthan１０mmimpingesatitaniumtarget
where１４MeVneutronsaregenerated．Theneutrongeneratorisbeingusedforneutronradiography
withneutronyieldof５×１０１０n/sto１×１０１１n/s．
Keywords:compactacceleratorneutronsource;neutronrad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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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核电材料耐辐照试验介绍

王建昌
(苏州中核华东辐照有限公司,苏州大学辐照技术研究所,江苏 苏州２１５２００)

摘要:苏州中核华东辐照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是CNAS和 DILAC双认可实验室,原设置检测领域主要是针对辐射灭

菌配套的剂量设定检测、微生物检验和包装验证试验.利用公司的两座大型钴Ｇ６０辐射装置以及现有的物理、材料力

学实验设备,对外开展核电材料试验,这个工作做了近四年,现将有代表性的一些试验介绍给各位.

关键词:核电材料;耐辐照;试验

１　背景

苏州中核华东辐照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是CNAS和 DILAC双认可实验室,原设置检测领域主要

是针对辐射灭菌配套的剂量设定检测、微生物检验和包装验证试验.利用公司的两座大型钴Ｇ６０辐射

装置以及现有的物理、材料力学实验设备,对外开展核电材料试验,这个工作做了近四年,现将有代表

性的一些试验介绍如下,共同探讨,力图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

图１　辐照装置

　　　

图２　钴Ｇ６０辐照源

２　单纯总辐照剂量试验

这是一类最简单的试验,也分两类,一是只有总剂量要求的试验,在辐照装置上找到一个合适的

点,如果是金属材料就尽量找高剂量点,如果样品含有非金属材料就找一个相对低剂量点,只要确保

剂量均匀,采取中途旋转反面来实现.
实例１: 系列电磁阀减压阀耐辐照试验

图３　电磁阀经过２．６３×１０６ Gy辐照后对比(仪表玻璃发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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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试验目标

利用钴Ｇ６０γ射线对样品组进行不小于２．６３×１０６ Gy的辐照老化.

２．２　试验过程

２．２．１　选定试验点

先使用化学剂量计测量出空场剂量率分布,在辐照室内恒温箱中均匀放置化学剂量计若干组,升
源辐照２４h,取出测量,获得箱内空间各点的实际剂量率,实际空场相关试验点数据如下.

表１　试验位剂量率测量

位置 照射时间 实测剂量 剂量率 达到目标剂量所需时间

辐照试验架１．８m ２４h ４２．８９kGy １．７８７kGy/h １４７２h

２．２．２　样品辐照

将样品放置在预定的位置上,开始升源辐照,并于辐照约一半预定时间(３０天)时,对样品进行换

位,以保证每组样品受照剂量的均匀性.
为了确保样品辐照剂量大于设定的目标剂量值,适当增加辐照时间.
即第二阶段辐照总时间为７小时.
继续辐照,并按照设置总时间,完成辐照.

２．２．３　试验结果

表２　最终试验测量结果

位置 实际照射时间 实际照射剂量 剂量率 目标差

辐照试验架１．８m １４８８h ２６５９kGy １．７８７kGy/h ＞１．１％

３　设定总剂量和剂量率试验

同时设定总剂量和剂量率的辐照试验.
实例:螺栓拉伸机试验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该样品在本次测试中应达到以下技术指标要求:
(１)用CoＧ６０γ射线对该样品进行辐照;
(２)要求:主线束方向正对样品正面;
(３)剂量率:１．５mSv/h±１５％;
(４)总吸收剂量:１２０mSv±１５％.

图４　辐照装置控制台和仪表

　　　

图５　化学剂量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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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辐照试验,利用应急监控轨道,做悬空试验点,离地高度约２．７m.
主要试验设备如下:

SQ(H)Ｇ６４８型γ辐照装置(设计源容量分别为５０万Ci、６．５万Ci);

UVＧ２４０紫外分光光度计、MA１１０电子分析天平、重铬酸钾(银)剂量计;

REN５００型辐射剂量率仪(石墨空腔电离室剂量仪);

LHPＧ１００恒温恒湿箱(用于样品调节)、GJWSＧA温湿度计;
可调节试验平台、试验标杆;
热释光测量系统.

３．１　试验过程

最终判定样品吸收剂量使用化学剂量计进行真实跟踪测量,在辐照室内需找合适的剂量率点时,
使用剂量计每次都需要几百小时,试验时间不允许,所以采用经过计量校准的剂量率仪.剂量率仪在

短时间内测出的剂量率和剂量计长时间测量出的吸收剂量除以时间而得出的真实平均剂量率有一定

的偏差.

３．１．１　先用剂量率仪找出三个相对小剂量率点

REN５００型辐射剂量率仪(石墨空腔电离室剂量仪)的测量范围等于小于１mSv/h,是直读仪器,
先理论确定大概位置,然后不断移动内置探头的位置,逐步逼近,直到找到设定试验剂量点.

表３　剂量率仪测量数值

单位:mGy/h

点位 １ ２ ３

设定值 １．００ ０．１０ １．５

实测值 １．０２ ０．１０ １．５

试验点标 (b) (c) (d)

应用化学剂量计确定１００Gy/h剂量率试验点.先理论计算出该剂量率的位置,然后在计算点附

近,小间距(５cm)布置６组剂量计,测量标高５０cm,实际空场测量点数据如下:

表４　找点(１００Gy/h)剂量计测量结果

单位:Gy/h

点位 a１ a２ a３ a４ a５ a６

结果 １０２．９ １３４．０ ９５．２ １４７．０ １０８．０ １６１．０

选用点 ★

试验点标 (a)

３．１．２　确定试验点位置

整体螺栓拉伸机拉伸量自动测量装置要求在剂量率:１．５mSv/h±１５％
辐射环境下的工作时间为８０h.
所以点位:(d)
将样品安图样摆放在试验台上,进行照射.同时跟随热释光剂量元件.

３．２　试验结果

实测结果如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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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螺栓拉伸机在试验点的示意图

表５　最终试验测量结果(辐照时间:８０h　吸收剂量:mSv)

剂量计编号 １ ２ 均值 实测剂量率/(mSv/h)

样品内 １２３．６ １３１．３ １２７．４５ １．６９

４　恒温(恒湿)辐照试验

此类试验难度较大,主要是在辐照剂量场环境中维持恒温、恒湿的小环境,尤其是在要求剂量率

和总剂量很大的情况下,常规电器都是不耐辐照的,所以,关键技术是设计制造、改造恒温箱(见图７).
样品:核电垫圈、离合器

利用钴Ｇ６０γ射线样品组进行不小于６．１×１０５ Gy(６１０kGy)的辐照老化;
剂量率为１kGy/h±０．５kGy/h.
辐照环境条件:每小时３倍容积的最低速率更新容器内的空气,使容器内环境温度保持在７０℃

±３℃);

图７　经过改造的恒温试验箱

主要试验设备

SQ(H)Ｇ６４８型γ辐照装置(设计源容量为３００万Ci、实际２３０万Ci);

UVＧ２４０紫外分光光度计、MA１１０电子分析天平、重铬酸钾(银)剂量计;

REN５００型辐射剂量率仪(石墨空腔电离室剂量仪);

LHPＧ１００恒温恒湿箱(用于样品调节)、GJWSＧA温湿度计;

DRPＧ８４０４热风循环干燥箱(恒温箱、室内辐照箱)(０．０２级).
恒温箱(烤箱)先进行校准,分别在常规环境和辐射环境中各进行４８h以上的连续通电锻炼,使其

温度恒定在７０℃±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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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试验点

先使用化学剂量计测量出空场剂量率分布,在辐照室内恒温箱中均匀放置化学剂量计若干组,升
源辐照２４h,取出测量,获得箱内空间各点的实际剂量率,实际空场相关试验点数据如表６.

表６　试验位剂量率测量

位置 照射时间 实测剂量 剂量率 达到目标剂量所需时间

恒温箱二/三层 ２４ ３２．１８kGy １．３４１kGy/h ４５４．８８h(６１０kGy)

将样品放置在预定的恒温箱的位置上,开始升源辐照,并于辐照约一半预定时间时(９天,２１６h),
对样品进行换位,以保证每组样品受照剂量的均匀性,再放置剂量计测量２４h,测量结果见表７.

表７　调换位置后剂量率测量

位置 照射时间 实测剂量 剂量率 达到目标剂量所需时间

恒温箱二/三层 ２４ ３０．９９kGy １．２９１kGy/h ２４８．１４h(６１０kGy)

为了确保样品辐照剂量大于设定的目标剂量值,适当增加辐照时间约３１．８６h,即第二阶段辐照

总时间为２８０h.继续辐照,并按照设置总时间,完成辐照.

５　带电在线试验

核电或航天的许多仪表或者遥控安检设备(核电机器人)等,往往需要带电在辐照环境中做试验,
带电包括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样品需要通电(动力电源或者电瓶电源),另外,此类装置还要外接信号电

缆和控制电缆.
该类试验如果样品是固定位置,可以采用预先测量点剂量率办法,也可采用剂量计跟踪方法测

量.如果样品是动态的(例如机器人)要采用剂量计跟踪方式固定在样品上或样品内部.

图８　在线测量

图９　内部探头和外部控制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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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屏蔽材料性能测量

对于新研发的辐射屏蔽材料,在混和钴Ｇ６０γ射线场中和直射线束下,其线吸收系数,和透射系数

测量.
核心是设计试验装置,要保证在辐射场中屏蔽罐对剂量的衰减要大于１００倍以上,这样,测量计

算的误差会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实际测量时,还要先测空腔剂量率,比对真实的屏蔽衰减系数,然后用被测量屏蔽材料替换屏蔽

塞,刨除本底就可计算出被研究材料的屏蔽性能.

图１０　测量装置

　

图１１　剂量计测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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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硅酸锆超细粉加工厂的辐射影响分析

田新珊,陈　洋,严　彦,任子珵,江　君,王　萦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４)

摘要:本文通过获取的检测资料从长期的角度论述某酸锆超细粉加工厂自运营２０多年来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底
泥等环境的辐射影响,特别是对环境的辐射累积效应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也对厂区及其周围敏感点的环境空气

吸收剂量率、车间环境空气中的氡浓度进行了检测和评价.提出严格管理、减少辐射影响的方法,为企业和管理部门

加强辐射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锆英砂;辐射;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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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锆超细粉是陶瓷行业的微量添加剂,起增白作用;也是涡轮叶片、汽车部件等高端精密铸件

的涂料.原生状态下的锆英砂原矿与钛矿或独居石伴生,选矿时不易分离,含有天然的钍、铀、镭及钾

等放射性元素.国内主要分布在华南和海南沿海,国外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巴西和印度

等国,其中澳大利亚占全球储量的７０％左右.
本文所述企业处于农村,紧邻一条小河,采用湿法加工工艺,将从澳大利亚或南非进口的锆英砂

进行碾磨、烘干后制成硅酸锆超细粉产品,所生产的锆英粉产品同原料一样,也具有放射性.该加工

工序为物理加工过程,在加工过程中,锆英砂伴生的天然放射性核素,通过扩散等方式进入大气、土
壤、底泥等环境介质中,对周围环境产生放射性污染.

企业自１９９４年开始运营,目前年生产硅酸锆超细粉１万t.企业的生产废水全部综合利用;废气

采用了布袋除尘器净化后排放;固体废物回收利用.
除了氡气和地下水的放射性核素含量仅有１年的检测资料,其他主要选取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３

年的检测数据,从长期累积的角度评价其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影响.

１　原料和产品的放射性水平

锆英砂中含有低浓度的铀和钍氧化物,企业使用的锆英砂原料是在铀和钍含量尽可能低的协议

基础上购得的:铀和钍含量合计小于５００×１０－６,原料锆英砂中的放射性水平小于５Bq/g.表１和表

２列出了企业先后使用的原料、生产的硅酸锆产品中的放射性水平.

表１　锆英砂原料中放射性核素浓度检测结果

单位:Bq/g

时间 检测单位 ４０K ２２６Ra ２３２Th ２３８U 总α 总β

２００１年１月 上海市辐射环境管理所 ０．０８１ — ０．７２５ ２．９５ — —

２００１年５月 江苏省天然石材放射性监测研究中心 ０．３９４ — ０．７０５ ４．００９ — —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０．００５７ — ０．５９４ ３．１０５ — —

２００５年７月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 ＜０．０３４ ３．４ ０．５８ ０．４８ — —

２０１３年４月 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０．０３３ ２．３９ ０．５４２ ０．４７０ — —

０．０６２８ ３．２０ ０．７３６ ０．８４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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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硅酸锆产品中放射性核素浓度检测结果

单位:Bq/g

时间 检测单位 总α 总β ４０K ２２６Ra ２３２Th ２３８U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中心 — — ＜０．００５７ ３．１０５ ０．５９４

２００５年７月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 ３５ １３ — — — —

２０１０年７月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 ２３ １１ ０．０５８１ ２．７９ ０．７０１ １．３３

２０１３年４月 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 —
０．０４０４ ２．８６ ０．６７０ １．０１

０．０１９２ ２．５５ ０．６１６ １．３０

由表１和表２可知,企业使用的锆英砂原料的放射性水平低于５Bq/g,生产的硅酸锆产品的放射

性水平与原料处于同一水平,从而在源头上降低γ辐射水平,减小对工作人员和环境的影响.

２　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如下:
原料:总α、总β,２３８U、２３２Th、２２６Ra、４０K;
产品:总α、总β,２３８U、２３２Th、２２６Ra、４０K;
土壤:总α、总β,２３８U、２３２Th、２２６Ra、４０K;
底泥:总α、总β,２３８U、２３２Th、２２６Ra、４０K;
地表水:总α、总β;
地下水:总α、总β;
环境空气:氡气、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３　测量取样

企业位于农村区域,厂区周围为农田、河流和少量的居民.测量和采样布点如下:
(１)原料和产品.选取当年生产所用锆英砂原料和当年生产的锆英砂产品,多点样混合.
(２)地表水和底泥.主要在排放口、对照断面的控制断面采集地表水样品和底泥样品.底泥的采

样使用底泥采样器,在取样点周围５m的范围内梅花形布点采集５斗底泥,样品在现场混合均匀,底
泥样品总重量５kg.

(３)环境土壤.主要在厂界外和厂区花坛中取样.在取样点周围取样５m的范围内梅花状布点,
取０~２０cm的表层土壤,５个样品现场混合均匀,土壤样品总重量５kg.

(４)地下水.根据企业所在区域的地下水特征,布置了３个取样点位.
(５)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以生产车间为主,向外延伸至厂界外布点,并对敏感点布点

监测.

４　监测结果

４．１　环境土壤和底泥的放射性水平

企业运营过程中,会有极少量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或原料粉尘沉降于厂址及其周边土地上,在
降雨时随着雨水,通过雨水管网进入厂外紧邻的河流中,对厂区及其周边土壤和河流底泥中的天然放

射性核素浓度产生增量.表３和表４分别给出了土壤和底泥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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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浓度检测结果

单位:Bq/g

时间 样品 检测单位 总α 总β ２３８U ２２６Ra ２３２Th ４０K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

车间北侧土

厂东侧工厂内土

厂东北侧村庄土

浙江省辐射

环境监测中心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２ —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７ ０．５０９

０．７１９ ０．７１９ —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８ ０．５５８

０．６５９ ０．６７７ —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０ ０．５１３

２００５年

７月

厂内花坛土

厂东小路旁土

０．４０ ０．５９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５７０ ０．５９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０ ０．５０

２００６年

７月

厂东北侧村庄土

厂内环境

厂外

江苏省辐射环境

监测管理站

０．５９０ ０．６８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８ ０．６０

０．５６ ０．５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７９ ０．６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２ ０．５３

２０１０年

７月

厂内花坛

厂界北树林

厂界西北侧树林

０．４００ ０．５７０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６０３ ０．５４３

０．５１０ ０．７２０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３５６ ０．０５７７ ０．５３４

０．４８０ ０．５７０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５８２ ０．５６８

２０１４年

５月
广内花坛土

苏州大学卫生与

环境技术研究所
— — ０．０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４６

表４　底泥中放射性现状监测结果表

单位:Bq/g

时间 检测单位 位置 总α 总β ２３８U ２２６Ra ２３２Th ４０K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

浙江省辐射

环境监测中心
排放口底泥 ０．８５３ ０．７１２ —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０．４７６

２００５年

７月

江苏省辐射环境

监测管理站

排放口底泥 ０．６９０ ０．６７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４８０

对照断面底泥 ０．６５０ ０．６７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３ ０．５００

２０１３年

４月

苏州大学卫生与

环境技术研究所

排水口(干) ０．５４４ １．７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６０ ０．０８８７ ０．４４４

排水口下游(干) ０．１２８ ０．８５２ ０．０９６１ ０．３５８ ０．０５５ ０．４７８

厂区及其周围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随着企业运营年限的增长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很小,
可能与公司排放的粉尘颗粒物有关.对比江苏省土壤的放射性本底水平可知,２３８U、２３２Th、２２６Ra在个

别样品中的浓度略高于江苏省土壤的放射性本底水平,但均处于全国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正

常涨落范围内.根据资料,江苏省土壤中２３８U 范围为１４．１~６２．１Bq/kg,２３２Th范围为１７．９~
６７．９Bq/kg,２２６Ra的范围为１３．１~８９．６Bq/kg,４０K 范围为３０２．６~８７６．２Bq/kg.全国土壤中２３８U
范围为１．８~５２０．０Bq/kg,２３２Th范围为１．０~４３７．８Bq/kg,２２６Ra的范围为２．４~４２５．８Bq/kg,４０K
范围为１１．５~２１８５．２Bq/kg.

２０１３年排放口底泥中的２３８U、２３２Th、２２６Ra浓度较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均有所增大,并明显大于同时

检测的排水口下游底泥中放射性核素的浓度,可见原料或产品粉尘落在厂区及其周围后被雨水冲刷

带入河道.由于河道流速缓慢,原料或产品粉尘密度远大于水的密度,故原料或产品粉尘很容易在排

水口处沉积,使该位置处的核素含量超过了江苏省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正常涨落范围,但均处

于全国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正常涨落范围内.

４．２　地表水的放射性水平

企业废水回收利用,不外排,但厂区雨水经过雨水管网流入厂区西侧的河沟中,因雨水中冲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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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能含有锆英粉或硅酸锆粉尘,会对河水水质产生影响.

表５　水样放射性检测结果

单位:Bq/L

时间 采样点 检测单位 总α 总β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

排放口水样

对照点水样
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中心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７

２００５年

７月

排放口

排放口

对照点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

０．０９８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８

２０１３年

４月

排放口

排放口下游
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９０

由表５可见,排放口与对照点(或排放口下游)水体中的总α和总β的浓度比较接近,并均满足«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５７４９—２００６)中的标准要求,说明企业紧邻的河流水体基本没有受到放射性

污染.其原因可能与原料或产品密度远大于水的密度,且各放射性核素不溶于水有关.

４．３　地下水的放射性水平

鉴于企业已经在当地运营２０多年,为了解对地下水的影响,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于

２０１４年２月进行了地下水采样,对水中总α、总β进行环境监测,水质结果见表６.

表６　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表

检测时间 检测单位 位置 总α/(Bq/L) 总β/(Bq/L)

２０１４年２月 江苏省辐射环境监测管理站

厂区办公楼西南侧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９

厂址东北侧村庄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５

厂址东侧的村庄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由表６可见,各采样点水体中的总α和总β的浓度比较接近,并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５７４９—２００６)中的标准要求,说明地下水水体基本没有受到放射性污染.

４．４　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环境γ辐射剂量率通常包括天然本底γ辐射和辐射源所引起的γ辐射增量.原料在加工过程

中,会跑冒散漏到环境中,企业先后于２００２年委托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中心、２００５年委托江苏省辐射

环境监测管理站、２０１３年委托苏州大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检测厂区及其周围敏感点的环境γ辐

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检测结果表明:含天然放射性核素的锆英砂原料及其产品表面空气吸收剂量率较高,但随着与其

表面距离的增加,迅速下降.在车间内有原料或成品堆放及暴露的地方,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比天

然本底水平略高;距原材料或产品较远的地方以及厂界四周和敏感点其环境辐射水平在江苏省环境

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范围内,属正常天然本底水平,其γ辐射增量微乎其微.

４．５　车间环境空气中的氡浓度

氡及其子体作为衰变链中的一个中间产物,往往聚集在空气流通不好的地方,２０１３年５月苏州大

学卫生与环境技术研究所对车间环境空气中的氡浓度进行了检测,检测时在车间的包装区、堆料区、
仓库进行了布点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正常生产时,车间中环境空气的氡浓度在１．５１~２．１８Bqm－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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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略高于环境本底的氡浓度１．１８Bqm－３.
可见,生产车间不仅要考虑封闭以防止噪声污染,还要考虑空气流通,防止氡气体的集聚.

５　结论

根据«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GB２７７４２—２０１１),当天然放射性核

素活度浓度值超过１Bq/g时,要求根据最优化原则对其进行评价.本文中企业原料及产品中的放射

性活度浓度为大于１Bq/g,但低于５Bq/g,因此,审管部门对其进行管理.
企业运营２０多年来,主要对厂址及其周边环境土壤、河流底泥造成了放射性核素浓度的少量增

量,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几乎没有影响,原料或成品表面、堆放及暴露的地方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较

高,距离原材料或产品较远的地方以及厂界四周和敏感点的γ辐射增量被放射性环境本底所湮没.
根据辐射防护最优化的要求,企业配备有布袋除尘器对排放的粉尘进行收集,以降低大气环境中

粉尘的含量.对于底泥中的放射性核素,采取雨水收集池.通过雨水收集池的沉淀作用,回收雨水因

冲刷沉积在地面、屋顶上的粉尘而含有的放射性核素.雨水收集池底泥含有天然放射性,将其收集后

作为原料回收使用.由于在车间内有原料或成品堆放及暴露的地方,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比天然

本底水平略高,因此,企业采用工作场所划区管理,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并尽量采用自动化的设备,
减少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

６　建议

粉尘既作为企业的原料(或产品),又作为大气污染物,在运营中需加强粉尘排放的监督和管理,
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防止二次污染.

参考文献:
[１]　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GB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S]．
[２]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５７４９—２００６[S]．
[３]　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GB２７７４２—２０１１[S]．
[４]　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R]．１９９５．

Studyoftheradiationofa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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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XinＧShan,CHENYang,
YANYan,RENZiＧCheng,JIANGJun,WANGYing

(SuzhouNuclearPowerResearchInstitute,SuzhouJiangsu,２１５００４,China)

Abstract:LongＧterm monitoringdatawascollectedandanalyzedtostudytheradiationeffe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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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yearsoperation．Atthesametime,thedoserateofairabsorbedandtheradonconcentr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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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射线３D实时成像系统的研制

陈欣南,杨　璐,王　强,陈雁南,范澄军,王国宝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传统的γ射线实时成像系统多是二维的,无法给出射线污染物距离探测装置的远近信息,对于前后放置的放射

源不能很好地确定空间位置.３D实时成像系统借助两台扫描仪同时对现场扫描,能够得到不同视角上的射线强度分

布图,再通过三角测量法计算出放射源在空间准确的距离、角度,并应用算法将一个截面的热点图像叠加到另一扫描

截面上.经过对两个前后放置的放射源进行实验验证,３D实时成像系统能够显示出两者在空间的位置,并能给出空

间坐标值.本文还讨论了准直器准直角度与探测灵敏度的关系,给出了优化的快速扫描模式,可以大量节约扫描时间.

关键词:γ射线扫描;３D扫描;γ射线实时成像

在核设施退役去污以及核事故应急中,需要确定场区或事故区域的剂量率分布和“热点”区域.γ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可实现快速检测出放射性污染区域,将热点位置与实际环境图像结合显示,生成热

点的分布图像,并初步进行核素识别,为放射性物质的定位、搜寻及后续处置提供依据.该系统在放

射源的贮藏和运输、核废物处理、反恐怖、交通口岸货物放射性检测、环境辐射污染监测、核电站及反

应堆检测、放射性实验室及医疗部门检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现在,已经有不少厂家生产的γ射线

实时成像系统投入到商业应用中[１Ｇ６].
传统的成像技术大多数是二维的,这种成像技术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法呈现出射线污染物距离探

测装置的远近信息,对于前后放置的放射源不能很好地确定空间位置.另外,放射源前方有薄壁物体

阻挡时,更无法显示其真实位置.３D实时成像系统借助两台扫描仪同时对现场扫描,能够得到不同

视角上的射线强度分布图,根据三角定位法,通过图像处理技术,可以让测量者精确的得到放射源的

距离及角度,并应用算法将一个截面的热点图像叠加到另一扫描截面上.

１　测量原理

首先将两台扫描仪成９０°放置,也就是两个扫描仪的扫描中心线是互相垂直的,示意图见图１.可

以用激光水平仪射出的两条垂直的光束进行定位.把其中一台扫描仪定义为０°扫描仪(０号机),和它

相垂直的扫描仪定义为９０°扫描仪(１号机).两个扫描仪扫描范围重叠的部分为实际的测量区域,见
图２.利用扫描仪自带的测距仪或卷尺测量０号机、１号机分别到激光水平垂直仪的距离a、b,进而可

以得出两扫描仪之间的距离c和夹角β３、β４.

图１　测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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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空间摆放投影图

用两台扫描仪同时对扫描范围内的射线信息进行扫描,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只讨论单点放射源的

情况.扫描结束后得到两幅热点分布图像如图３所示,从０号机的热点图中可以得出热点相对于扫

描仪的垂直夹角α１ 和水平夹角β１,从１号机的热点图中可以得出热点相对于扫描仪的垂直夹角α２ 和

水平夹角β２.由于有这两组角度信息以及两个扫描仪之间的相互位置,放射源在空间的位置就被唯

一确定了.具体推导如下:

图３　两台扫描仪扫出的热点信息

图４　扫描仪放射源空间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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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中β３、β４、c为图２中已知,α１、β１、α２、β２ 在图３中已知分别对应热点相对于测试点的垂直夹角

和水平夹角.d为放射源与０号机的水平投影距离,r为源与０号机的空间距离.
则

Θ d
sin(β２＋β４)＝ c

sin[π－(β１＋β２＋β３＋β４)]＝ c
sin(β１＋β２＋β３＋β４)

∴d＝ csin(β２＋β４)
sin(β１＋β２＋β３＋β４)

∴r＝ d
tan(Ə１)＝ csin(β２＋β４)

sin(β１＋β２＋β３＋β４)tan(Ə１)
(１)

最终放射源的位置可以显示在以两扫描仪中心线交点位置为原点的坐标系中表示出来.

２　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探测系统、控制系统、计算机系统及三脚架几部分组成,见图５.

图５　系统结构图

伽马射线探测器为探测系统的核心部件.伽马射线探测器外部由钨合金作为射线屏蔽层.屏蔽

层过薄会对工作在强射线环境下带来干扰,但是如果屏蔽层过厚会影响扫描台的转动,增加转动轴承

的负载,降低寿命.经过蒙特卡罗计算,屏蔽层厚度最大处为２５cm 左右.准直孔也为钨合金材质,
根据扫描需要有２°、４°、６°、８°几种规格.更换准直孔时只需转动就能快速更换.探测器为１in(英寸)
的溴化镧晶体加小型光电倍增管及前置放大器组成.溴化镧晶体较碘化钠晶体有密度高、能量分辨

率高、其发光衰减时间快等优点.考虑到体积的关系,选用的是滨松小型光电倍增管,该型号具有低

噪声、高分辨率等特点.多道分析器对脉冲波形进行脉冲成型、放大、模数转换等操作,最终将脉冲信

号转为能谱信息传给计算机.激光测距仪为瑞士 Dimetix生产的测距仪,测量精度高、环境适应性

好.工业相机采用的是德国Imagesoure公司的产品,支持 USB３０传输、自动对焦、可变焦的一款相

机,数据传输快且方便处理.
控制系统主要由运动控制卡和电机驱动器组成,在这两个部件的驱动下,旋转云台才能转动.二

维旋转云台采用是定位精度能够达到５‰的光学旋转转台.其中垂直转台由于负载大选取的功率比

水平旋转的转台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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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包括现场处理计算机和远程控制计算机组成.现场计算机收集探测系统发来的各种

信息,并对控制系统发出指令,控制转台转到不同的空间位置.远程控制计算机通过网线与现场计算

机相连,控制其操作,降低工作人员在现场可能受到的辐射.
三脚架采用的是铝合金板材三脚架,重量轻携带方便,承重高.

３　主要技术指标

探测系统重量(含旋转台、屏蔽体):３０kg
视场范围:宽４８°
探测器闪烁体:１in溴化镧晶体

能量响应范围:５０keV~１５MeV
探测下限:能测到距离０５m处,５５５×１０５Bq的１３７Cs源

４　系统工作流程

现场测量开始后,相机拍取现场照片,系统按照预设的扫描范围发出坐标指令给运动控制卡,运
动控制卡控制转台旋转至指定位置.扫描路径为S型,从图像的左上角到右下角覆盖图像整个区域.
探测器晶体接收到从准直孔入射的射线.射线打到晶体发出荧光,经过小型光电倍增管放大成电信

号,传给前置放大器.前置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后传至多道分析器,在分析器中进行脉冲成型、放大、模
数转换等操作,最终将脉冲信号转为能谱信息传给计算机.在得到该空间点的能谱信息同时,激光测

距仪测出该点与探测器的距离传回计算机.距离信息与能谱信息作为同一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
该值作为参考信息,实际剂量估算时以三角定位法算出的距离为准.

单点测量完毕,计算机发出指令进行下一点测量,所有点测量完成后计算机根据测量数据经过插

值拟合给出一个二维的热点图,该热点图与之前照下的照片合并给出现场效果图.由于对每个点都

记录了能谱信息,软件会根据事先设定好的能量窗,给出核素信息.并且结合该点的距离信息,推算

出该点的实际剂量率值.
两台扫描仪扫描后得出点源相对于０号机的垂直夹角α１ 和水平夹角β１(见图３),１号机相对于测

量点的垂直夹角α２ 和水平夹角β２.由公式(１)算出r值,并可算出点源的空间坐标(x,y,z).
以０号机与１号机中心线的交点为零点建立坐标系(如图６).０号机的位置显示在图中X′轴的

零点位置,以距离为坐标值,在空间中做出点源在平行于X′Z′轴平面的热点分布图.１号机的位置显

示在图中Y′轴的零点位置,做出点源在平行于Y′Z′轴平面的热点分布图.这样两个热点截面就很好

地在空间融合了.

图６　三维融合示意图

以上情况讨论仅限于单个点源,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点源的成像,也进行了研究.如果探测空间

中出现两个点源,在每个二维热点图中会出现两个热点,见图７.这样在图像融合过程中会遇到问题,
即０号机中热点图中１点对应的是１号机热点图的哪个热点,是１′还是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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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两个热点的图

由图８可知对于０号机(A点)位置可以扫描出两个热点的坐标(β１A,α１A)、(β２A,α２A),对于１号机

也可得出两组坐标(β１B,α１B)、(β２B,α２B).每组坐标代表的实际上是空间中一条经过扫描仪的指向热点

的射线.对于同一点源,从两个扫描仪扫出的热点射线在空间中必然相交的.经排列后有两种可能,
即(β１A,α１A)与(β１B,α１B)组成一空间四面体,(β１A,α１A)与(β２B,α２B)组成一另空间四面体.现在假设点源

１、点源２、(０号机)A、(１号机)B四点在空间中是不共面的.从几何中可以证明其中只有一个四面体

是成立,这样就解决了０号机与１号机中热点的匹配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如果遇到四点共面的情

况,只要将一台扫描仪前后挪动一下,使其不共面即可.

图８　空间两个点源的图

５　实验情况

５１　单源测试

在实验室内距离扫描仪３m的位置放置一个３mCi的１３７Cs源,另一扫描仪布置自源的右侧,两者

初始角度用激光水平仪找正.经过扫描后分别得到(图９、图１０)位于０°和９０°两个不同角度的热点

图.图１１为调用 matlab的组件制成的三维成像图.在三维成像图中,X′、Y′坐标轴的零点分别对应

着两台扫描仪所处的位置.坐标轴的单位为距离,根据测量数据放射源位于１号机的右侧水平角５°,
垂直角１°左右的位置,距离可以从软件的热点位置计算功能中读出.也就是说放射源在空间的位置

被唯一确定下来了.
表１为软件计算出来的热点相对于扫描仪１的距离、水平角、垂直角以及在X、Y、Z 三个轴向上

的坐标,该坐标系的原点为两扫描仪中心线的交点.为了验证计算的精确性,对这几个量进行了实际

的测量.比较可知,实际值与计算值误差在４cm以内,考虑到距离为２m左右,变换成空间角度在１°
以内.这个误差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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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热点空间位置

距离/m 水平角/(°) 垂直角/(°) X 轴距离/m Y 轴距离/m Z轴距离/m

计算值 ２２６ ５ １ －０３１ －００９ ０３９

实测值 ２３０ ５ １ －０．３３ －０．０７ ０．４２

差值 －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５２　两源测试

在实验室内距离扫描仪２m左右的位置放置废物桶一个,两个３mCi的１３７Cs源成前后位置放于

其中,从０号机的探测角度扫描过去只能在二维图中显示一个热点.这种情况的设置是为了模拟在

二维扫描中遇到的放射源前后放置的问题.经过扫描后得到二维和三维成像图,见图１２、图１３.从

０号机的二维扫描图中只能看到一个热点,后面的放射源被前面的阻挡了.从１号机的二维扫描图中

则可以分辨出两个放射源.从三维图中则可以直观地分辨出两个源的前后位置.
从图１４、图１５中可以看出两个热点如实际情况一致在空间前后错开分布.从X、Y 轴的截面可

以看出两个角度的热点图的中心部分在此重合良好,没有出现上下或左右错位的情况,说明仪器的扫

描定位精度良好,算法正确.图中该射线强度为扣除本底后的值.

图９　０号机二维成像图

图１０　１号机二维成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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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单点源三维图像合成

图１２　两点扫描中０号机二维成像图

图１３　两点扫描中１号机热点图

１２２



图１４　两点扫描中３D成像图－１

图１５　两点扫描中３D成像图－２

６　不同角度准直孔的选用原则

在扫描过程中需要使用到不同角度的准直孔.同等长度的准直孔径越大,准直角度越大,穿过的

粒子数也越多.分别用中心张角６°和８°准直孔对单一点源进行扫描.源为活度３mCi的１３７Cs,距离

为３m.将射线强度热点图中位于峰值的一横行数据取出做成一个随水平角度变化计数强度变化图,
计数数据是经过插值拟合后得出的,见图１６、图１７.８°准直孔计数的峰值为１１２c/s,６°的计数的峰值

为５５c/s.８°准直孔峰的底部宽度为３２０像素,６°准直孔峰的底部为２４０像素.由于图像整个宽度为

１９２０像素,对应着４８°.所以两个峰值的底部宽度分别对着８°和６°.这也验证了准直角度大的准直

器探测灵敏度大于准直角度小的,而准直角度小的准直器的分辨率要高于大准直器.可以预知,减小

准直器的准直角度可以提高分辨率,但也会带来单位时间内采到计数过低的缺点.由于每点测量的

时间很短,对于测量能谱信息会很不利.
在实际应用中,还加工了２°和４°的准直器.扫描过程中将相机的可视范围划分成n×m 个待测

区,对这些区域扫描时使用角度大的准直器(如８°准直器),扫描间隔也比较大.对所有区域进行快速

扫描后再对每个发现污染的区域进行小区域扫描.这时会使用孔径更小(２°或４°)的准直器进行扫

描,扫描间隔也相应减小.这种扫描模式的优点时,如果整个区域里只用一两个污染区域的话,那么

会节约大量的扫描时间.经过实验验证,这种扫描方法在放射源数量较小的情况下能够节省２/３的

扫描时间,并且扫描图像质量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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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计数随X 轴方向变化曲线(８°准直孔)

图１７　计数随X 轴方向变化曲线(６°准直孔)

７　结论

从实测结果中可以看出,本扫描系统对空间不同源之间的远近信息能给出很准确的定位.热点

的不同截面图像在空间重合很好,说明仪器的扫描准确性好,软件算法正确.在实际问题中,常有放

射源前方有薄壁物体遮挡或者放置于薄壁金属桶内的情况,那么用３D扫描的方法能够很好的排除遮

挡物体的干扰,准确的给出定位.但是由于成像原理的限制现在该方法只适用于点源,对于弥散性分

布还不好给出三维图.３D实时成像系统在放射源的定位和强度的测量方面能够提供一条新的检测

方法,为后续处理提供更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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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byalgorithm．Itisprovedbyscanningtworadioactivesourcesplacedbeforeandafter．The
systemcandisplaythespatialpositionsoftwoobjectsandgivethespatialcoordinatevalues．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Collimatorangleandimageresolutionisalsodiscussed．Theoptimizedscan
modeisalsogiven,itcansavealotofscantime．
Keywords:Gamarayscanning;３Dscanning;Gamarayinstantimaging

４２２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技术工业应用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核电汽轮机导汽管安装技术研究

于丽丽,宫联兵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上海２０１５００)

摘要:核电汽轮机导汽管体积大、质量重,且直接与汽轮机高中压缸连接,每一段管段的受力不均都可能造成汽缸的滑

动或变形.与火电汽轮机导汽管相比,核电汽轮机导汽管与汽轮机接口更多,接口管道的口径更大,汽缸受力情况更

加复杂,并且增加了汽水分离器,在导汽管安装过程中要同时考虑对汽缸、汽水分离器的影响,对导汽管的安装要求比

火电机组更加严格.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核电汽轮机导汽管施工逻辑和安装方法进行研究分析,经过福清核电二期

工程的实际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后续导汽管在核电领域中施工提供借鉴.

关键词:导汽管;核电;负荷分配;安装

　　　　　　　　　　　　　　　　　　　　　　　　　　　　　　　　　　　　　　　　　　　　　　　　　　
　

　
　

　 　　　　　　　　　　　　　　　　　　　　　　　　　　　　　　　　　　　　　　　　　　　　　　　　　
　

　
　

　
　

作者简介:于丽丽(１９８８—),女,吉林九台人,工程师,学士学位,现主要从事常规岛管道安装工作

福清核电站位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前薛村,１至４号机组为二代改进型压水堆 M３１０,每
个常规岛厂房均安装一台额定功率１１００MW、转速１５００r/min、单轴、三缸(高中压缸合缸)、四排

汽、冲动凝汽式半转速核电汽轮机,高中压缸外形尺寸大,长约１２．３m,本体重量达４８４．５t.整个高

中压缸以及外接导汽管的重量全部通过搭在前箱和中箱的四只猫爪支撑,导汽管安装过程中不均匀

的载荷直接作用在汽缸上会导致汽缸不均匀沉降和不规则变形.
核电汽轮机导汽管主要与汽轮机缸体(高中压缸、低压缸)以及汽水分离再热器相连,管道划分

如下:
高压主汽管(ϕ６２８mm×３８mm/P２９５GH),具体包括:高压主汽左上、高压主汽左下、高压主汽右

上、高压主汽右下.管道上游和主蒸汽系统管道相连,下游连到高压缸.
再热冷段管(ϕ１２１９mm×１４mm/００Cr１８Ni１０N),具体包括:再热冷段左上、再热冷段左下、再热

冷段右上、再热冷段右下,再热冷段管也叫高压排汽管.管道上游和高压缸相连,下游和汽水分离再

热器相连.
再热热段管(ϕ１３２１mm×１４mm/P２９５GH),具体包括:再热热段左上、再热热段左下、再热热段右

上、再热热段右下,再热热段管也叫中压进汽管.管道上游和汽水分离再热器相连,下游连到中压缸.
中压排汽管(ϕ１９３０mm×１４mm/P２９５GH),具体包括:中压排汽Y形管道,上部中排管及过渡段.
低压连 通 管 (ϕ２５９１ mm×１４ mm/P２９５GH、ϕ１７２７ mm×１２ mm/P２９５GH)、低 压 进 汽 管

(ϕ１７２７mm×１２mm/P２９５GH).上游与中压排汽管连接,下游连接低压缸.

１　导汽管设计特点及施工难点

核电汽轮机导汽管与火电汽轮机导汽管相比,核电汽轮机导汽管与汽轮机接口更多,接口管道的

口径更大,汽缸受力情况更加复杂,并且增加了汽水分离器,在导汽管安装过程中要同时考虑对汽缸、
汽水分离器的影响,对导汽管的安装要求比火电机组更加严格.

汽轮机导汽管左右对称分布在高中压缸两侧,每一组管段的载荷或者受力不均都可能造成汽缸

的滑动或变形,精度要求高.高中压缸下半缸每一组管道连接完毕后都进行一次负荷分配试验,以利于

找出引起高中压缸负荷分配不均的位置.然而,有可能在前几次负荷分配满足要求时,由于偏差累计导

致最后一次负荷分配超差.因此,保证导汽管整体的安装质量是负荷分配顺利完成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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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施工逻辑分析及优化

高中压缸底部空间狭小,而导汽管尺寸较大,各根管线的施工顺序对整个安装过程十分重要.根

据以往机组安装经验,考虑管道空间布置,尤其是下部 Y形管道(属于中压排汽管),形状不规则,体积

大,重量重(约１７．５t),无法临时存放在高压缸底部,若先进行其他管道的安装,会导致下部 Y形管道

无法引入.因此,以往机组在高中压缸本体施工完成以及第一次负荷分配完成后,即进行下部 Y形管

道的安装.为满足现场施工进度要求,在管线与高中压缸连接后,做到第一个弹簧吊架位置即开始进

行负荷分配.
按照如上施工顺序,虽然满足了管道安装的空间布置及解决了临时存放问题,但是在现场安装过

程中,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由于第二次负荷分配前,进行了左右两侧中压排汽管道的安装,根据中压排汽管管段组成(见图

１),Y形三通与气缸连接间存在直管段,而此直管段在安装过程中可以起到过度调节的作用,若中压

排汽管未进行后续配管即进行 Y形三通与直管段的安装,必然将此直管段的作用虚设.

图１　中压排汽管组成

由图１可以看出,中压排汽管段不规则,体积大,重量较重,且只有一个垂直方向弹簧吊架,在高

中压缸未与外部管道连接时,就先进行中压排汽管道安装焊接,可能会拉动高中压缸,导致高中压缸

异常滑动.部分管线仅安装至第一个弹簧吊架,后续管段的安装,仍可能会导致高中压缸受力不均匀.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将施工顺序进行优化.先将高中压缸下半缸的再热冷段、再热热段、高压

主汽管安装,再进行较重的中压排汽管道的安装,此顺序可以降低缸体滑动.而由于与低压缸连接的

低压连通管对高压缸负荷分配无影响,在导汽管开始安装时,即可同时进行低压连通管的安装,在中

压排汽管安装完成后,再与其连接即可,缩短了工期.同时,每次负荷分配前,参与负荷分配的管线所

含各个管段必选全部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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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所提到的 Y形三通临时存放问题,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将 Y形三通在所有下半段安装

前临抛见图２,３,现场制作临时工装将 Y形三通临抛至实际安装位置.

图２　Y形三通临抛前 图３　Y形三通临抛后

３　主要施工方法

导汽管以汽轮机轴线为中心,左右两侧对称分布,汽轮机左右管线两侧必须同时施工、同时焊接,
每条焊缝需要两名焊工沿同一方向对称施焊.

考虑每段管线都直接与汽轮机本体相连,管线较短,为减少管道施焊过程中焊接变形,将左右两

侧管线依次从高中压缸侧开始向汽水分离器依次进行组对、打底焊,直至左右侧两根管线所有焊缝打

底完成.再依次从高中压缸侧开始向汽水分离器依次进行焊接,对于每一个管线最后一道口的焊接,
宜远离高中压缸,以减少焊接变形所产生应力对缸体的影响.焊接时,严格控制焊接层间温度,各层

焊道接头不能重合,应错开５０mm以上,焊层间严格进行清理,药皮打磨干净在进行下一层焊接.
对于部分壁厚不均匀且椭圆度较大的管线,调整组对焊口将其最大错变量均匀分散,局部严重区

域使用千斤顶使其错变量尽量降到最低.采用双面焊接,焊缝与母材要圆滑过渡,不允许有咬边.

４　负荷分配超差情况的分析及处理

高中压缸负荷分配要求左右猫爪负荷分配差值应小于其负荷平均值的５％,若超差,应通过加减

支撑猫爪垫片的厚度来调整,并重新进行负荷分配直至满足要求.垫片调整应遵循同端左右两侧猫

爪“一侧减,一侧加”的等量调整原则,由于偏差的累积最可能导致最后一次负荷分配无法通过垫片来

调整,以下以最后一次负荷分配超差为例,对可能影响符合分配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供建议的处理

措施.
(１)负荷分配所具备的的条件之一是高中压缸所有管道需安装正式支吊架,并且安装位置、垂直

度等需满足设计要求,所有弹簧须全部释放,且弹簧压缩量须在设计冷态值.因此,现场首先对支吊

架进行排查,重新对所有管道支吊架进行检查调整,确保高中压缸管道支吊架调整至设计冷态值,同
时,修改影响管道自由状态的脚手架,并拆除管道内部焊接用脚手架.

(２)负荷分配反应的是四个猫爪的受力情况,也能准确的反应整个汽缸的重量.因此,负荷分配

过程中不允许附加设计载荷以外的其它附加重量,临时吊具需拆除.现场排查搭设的安装脚手架是

否阻碍管道自由伸缩,拆除所有管道上的附加重量,保证管道及支吊架处于自由状态.
(３)高压进汽管为小口径厚壁管,管道规格为ϕ６２６mm×３８mm,在高压进汽管焊接过程中极易

产生焊接应力,并且可能高压进汽管在焊接完成后,热处理温度或处理时间不满足要求,未消除焊接

应力,因此需对高压进汽管道所有焊口再次进行热处理,防止之前热处理不到位,焊接应力未消除.
(４)负荷分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验证导汽管安装是否符合要求,因此,所有管道不得与汽缸强力

对口、调整时不得斜拉,临时吊具、支撑点在焊接和热处理的全过程中不得拆除.所有上半管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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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进行第五次负荷分配,且合格.因此第六次负荷分配不合格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上半管道

安装存在应力.除了高压主汽管以外,其他参与第六次负荷分配的所有管道都有可能存在应力,因
此,对所有管道均进行复查,将上半管所有法兰连接处螺栓松开,检查管道安装过程中是否存在强制

对口,同时,重新测量汽缸猫爪受力情况,上述检查完成后,对高压排汽上半管道、中压进汽上半管道

吊开,再次称出汽缸猫爪受力情况,待高中压缸猫爪负荷受力情况变好时再恢复上半管道.
(５)在高中压缸猫爪上架设百分表,监测导汽管安装全过程缸体位移情况,一般要求高中压缸缸

体滑动位移不应超过１０丝,尽量保证在５丝以内,通过百分表的读数找出前几次负荷分配使缸体滑

动较大管道,或者找出通过调整猫爪垫片而达到要求值管道,将管道与 MSR连接处焊口磨开,再复测

高中压缸猫爪负荷受力情况,待高中压缸负荷受力变好后再重新对口,在重新焊接的整个过程中,安
排专人监视百分表,针对百分表出现变化的同时采取慢焊、停焊等措施有效地控制焊接应力的产生.

５　结论

核电汽轮机导汽管的安装质量直接影响汽轮机的运行及经济效益,因此,在安装过程中要严格按

照逻辑顺序施工,左右两侧导汽管对称施焊,并且通过百分表监测高中压缸受力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保证汽轮机负荷分配符合要求.本文通过对核电导汽管施工经验的总结,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

改进方法,并在施工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以后核电汽轮机导汽管安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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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射线扫描成像系统的研制

陈欣南,杨　璐,王　强,陈雁南,王国宝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在核设施退役去污以及核事故应急中,需要确定场区或事故区域的污染分布和污染程度,而传统的工作人员巡

测的方法不能给出污染分布图.γ射线扫描成像系统以等角度扫描的方式探测区域内各个点的射线强度,形成二维强

度分布图,并将热点位置与实际环境图像结合显示,生成热点的分布图像.通过系统中的激光测距仪测得的距离可以

推测出现场实际的剂量率,并初步进行简单的核素识别,为放射性物质的定位、搜寻及后续处置提供依据.为了提高

探测速度,设计了三种不同准直角度的准直器.在扫描过程中先用大角度准直孔进行快速扫描,发现射线区域,再更

换较小的准直孔对热点区域进行定位扫描.本系统经过实验室和现场验证,都能够准确地显示出污染区域,给出估算

的剂量率值.

关键词:γ射线扫描;二维扫描;γ射线实时成像

在核设施退役去污以及核事故应急中,需要确定场区或事故区域的剂量率分布和“热点”区域,而
传统的工作人员巡测的方法存在很多缺点,如:执行巡测任务的人员会受到照射;部分区域人员无法

进入,由人为误差导致不确定结果,在污染分布较差的区域污染定位不准确等等.

γ射线扫描成像系统可实现快速检测出放射性污染区域,将热点位置与实际环境图像结合显示,
生成热点的分布图像,并初步进行核素识别,为放射性物质的定位、搜寻及后续处置提供依据.该系

统在核废物处理,交通口岸货物放射性检测,环境辐射污染监测,核电站及反应堆检测等领域有广泛

的应用.现在,已经有不少厂家生产的γ射线实时成像系统投入到商业应用中[１Ｇ６].CARTOGAM 探

测系统[１]由法国的 CEA 公司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开发完成,该系统探测器部分结构十分紧凑,为圆筒状.
外径为８cm,长度为４０cm,重约１５kg.外壳材料为钨,准直器为针孔型.探测器还配有一个小型的

摄像头以进行光学成像.RadCam２０００由美国辐射监测设备有限公司(RMD)制造.其伽马成像能

量范围为３０keV 到１．５MeV.该探测器的准直器可以选择使用钨制编码板或者针孔准直器.其后

端由闪烁晶体 CsI(Na)和位置灵敏光电倍增管组成,具有二维位置和能谱分辩能力,成像视野可达

２０°.近些年国内也有部分单位开发出成像系统,多为编码板形式的.

１　成像原理

本系统区别于大多数现有成像系统的是成像方式不同,采用的是等角度扫描方式成像的.首先

系统中相机对现场实景进行拍照.然后将相机的可视范围划分成n×m 个待测区(如图１),通过二维

云台带动探测器对每个待测区域进行逐点扫描并采集数据,发现污染热点后,可对热点区进行下一步

扫描.针对热点区域使用孔径更小的准直器进行扫描,扫描完成后对数据进行插值、拟合,最后得出

软件合成相应图片.例如,初扫过程中发现(３,２)、(３、３)两个区域有污染,则换成孔径更小的准直器

进行定位扫描.这种扫描方法通常能节约２/３的时间.整个扫描路径是个折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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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扫描过程图

具体到某个扫描点是按照如下过程的(见图２):准直孔对准空中的某个方向时,如果该方向有γ
射线经过准直器进入闪烁体时,闪烁体受激而发出荧光,这些光子射向光电倍增管的光阴极.经过多

次倍增,转变成电信号输出.经过前置放大器和线性脉冲放大器放大后,再输入到多道脉冲幅度分析

器中,计算机读取该位置射线的能谱信息,计算出该点的剂量率.在对每个点扫描的过程中,激光测

距仪会记录该点的距离,可以用来推算现场的剂量率.

图２　原理图

２　系统组成

本系统由探测系统、运动控制系统、计算机系统、承载小车、备用电源五部分组成.

２．１　探测系统

探测系统又包括伽马射线探测器、屏蔽体及准直孔、激光测距仪、工业相机、多道分析器等几部分

组成.
伽马射线探测器部分采用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单像元γ探测器,选用直径１in×１in的LaBr３晶

体.溴化镧晶体较碘化钠晶体有密度高、能量分辨率高、其发光衰减时间快等优点.考虑到体积的关

系选用的是滨松小型光电倍增管,该型号具有低噪声、高分辨率等特点.后接前置放大器输出至

主放.
屏蔽体材料根据其屏蔽性能依次是:铀、铂、金、钨、铅.考虑到实际的可获取性、价格以及加工工

艺等因素的限制,选择钨合金作为屏蔽体的材料.该材料既有很好的切割性,又能提供很好的屏蔽性

能.另外,在屏蔽设计过程中既要考虑屏蔽层的厚度,又要兼顾外形的美观和重量的限制.屏蔽层太

薄起不到好的屏蔽效果,屏蔽层太厚又会使探头整体重量增加,提高对旋转云台的要求.使用蒙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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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计算软件,计算得出屏蔽体的适宜厚度,最厚的部分为２．５cm厚,从准直孔入射的射线数与从非准

直孔入射到晶体的比值为１００∶１.为了降低准直器的重量,头部采用锥形的设计.如图３.
准直孔采用的材质同样为钨合金.设计中考虑到现场拆卸的灵活性和准直孔径大小两方面.孔

的前部为普通硬币可拧的缺口,螺纹部分为连接螺纹,保证准直孔用手拧四五圈就能安装或拆下.设

计了多种尺寸的准直孔,如４°、６°、８°准直孔.大尺寸的准直孔用于快速扫描,在定位过程中使用小尺

寸的准直孔.

图３　探头屏蔽体图

１—准直孔;２、３、４—屏蔽体的各个部分

激光测距选用的为瑞士产的测距仪,测量精度高、环境适应性好.工业相机采用的是国产的维视

相机,支持 USB传输,数据传输快且方便处理.多道分析器采用的 Amptek的Dp５多道分析器,目前

最先进的小型化高性能数字多道分析器(MCA).该多道分析器集成了线性放大器和 MCA 两大功

能,线性度好、采传数据方便.

２．２　运动控制系统

如图４,计算机通过 USB接口发送指令给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根据指令转换成相应的脉冲数

发给电机驱动器,电机驱动器带动旋转云台上的电机进行旋转.由于扫描过程中,旋转云台的旋转的

误差会给整个系统造成很大的误差.所以旋转云台的定位精度要求很高,采用是定位精度能够达到

５‰光学旋转转台.

图４　运动控制示意图

２．３　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包括现场处理计算机和远程控制计算机组成.现场计算机收集探测系统发来的各种

信息,并对控制系统发出指令,控制转台转到不同的空间位置.工控机选用的为嵌入式电脑,长期运

行稳定性好,接口丰富,运算速度快.远程控制计算机通过网线与现场计算机相连,控制其操作,降低

工作人员在现场可能受到的辐射.

２．４　承载小车与备用电源

由于整个探测系统加上旋转云台重量很大,设计了可升降双剪式液压小车.能够把探测扫描系

统抬升至１．５m左右的高度.考虑到在紧急情况下可能连接不到电源,本系统还自带备用电源系统.
能够保证系统在无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４．５h.

３　扫描系统控制软件

扫描系统软件采用Delphi语言开发,面对对象式界面,操作方便.图像合成部分运行快速、准确,
占用系统资源很小.软件所完成的功能如图５所示,有几个大的功能模块分别是参数设置、数据采集

分析、自动扫描(扫描控制)、数据查询及成像、其他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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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软件功能框图

软件的主要工作是将探测器、相机、测距仪、旋转云台等设备集成为一体,使其协同工作.现场测

量开始后,相机拍取现场照片,计算机发出指令给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控制转台旋转至指定位置,
探测器开始接受计数并传输至计算机,激光测距仪测出该点距离传至计算机.单点测量后,计算机发

出指令进行下一点测量,所有点测量完成后计算机根据测量数据经过插值拟合给出热点合成图.由

于各个部分所用的接口不一样,需要分别进行编程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在各组件协同工作中会遇到

设备冲突、不兼容等问题,均需用合理的流程解决这些冲突.在软件方面通过大量模拟实验总结出了

优化的测试流程,根据流程编写出控制软件.
自动扫描模式共有快速和全面扫描两种模式,适用于不同需求的用户及场合.快速扫描即采用

大的准直孔以大的扫描间距快速完成对整个区域的扫描,发现污染区的话再使用小的准直孔针对污

染区以小的扫描间隔进行扫描的方式.适用于对现场污染源的快速定位,能够很快的标出污染源的

方位,适用于扫描场景中污染源较少的情况.而全面扫描则是传统按行扫描,耗费的时间相对长一

些,适用于扫描场景中污染源较多的情况.

４　图像融合算法

在测得空间各点的伽马射线计数率后,得到了一个关于计数率的矩阵.实际测量中因为扫描时

间限制,样点的采集不可能很多.如果不加处理直接显示出来,得到的将是一副马赛克图案.而马赛

克图案不能很好的显示出射线强度的分布,也不难很好的界定射线区域的边界,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

拟合或者插值.
首先,对数据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结果由于数据点太少,模拟出的源最强的点与实际不符,效

果不太理想,见图６.只能改用插值的方法.最常用的插值技术包括最近邻插值、牛顿均差插值、拉格

朗日插值、分段低次插值和三次样条插值技术.最近邻插值(NN插值),是用四个相邻格点中最近的

点的灰度值作为该点的灰度值,特点是简单、快速,缺点是误差较大;拉格朗日插值、牛顿插值仅适用

于等距节点下的牛顿向前(后)插值;三次样条插值一阶和二阶连续可导,插值曲线光滑并且过节点,
已成为数值逼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应用广泛.

最后采用的是双三次样条插值.样条曲线通过各型值点处,其一阶导数、二阶导数是连续的.双

三次样条函数的建立过程,可以简化为沿着x、y方向分别建立三次样条函数.首先,沿着x方向确定

∂f(xi,yj)
∂x

;次之,沿着y方向确定∂f(xi,yj)
∂y

;再次之,利用沿着y方向确定∂f(xi,yj)
∂x∂y

.通过对三次

样条的求解就可以得到在二维方向的拟合数值.图６和图７分别显示了插值前和插值后图像的效

果.图１中马赛克部分大且不能很好地看出热点位置,图７为插值后的图像,可以明显地看出插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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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像热点更集中,更能反应出源强的分布.

图６　未经过样条差值得到的图像

　
图７　插值后的图像

５　实验结果

为了测试仪器远距离成像的效果,在距离２０m的距离放置了一个１５mCi的１３７Cs,成像如图８所

示,源的位置很清楚地显示在图中.

图８　２０m距离成像图

在距离仪器３．５m位置放置三个３mCi的１３７Cs放射源,测试的结果如图９显示.

图９　三个点源扫描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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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为在长春某药厂调试辐照加速器出束流时测得X射线的空间分布图,根据该图提供的泄露

射线分布加速器厂家找到了X射线束屏蔽薄弱的位置,重新改进了屏蔽方案,达到了环保设计要求.

图１０　加速器漏出射线分布图

６　主要技术指标

探测下限:探测器距离放射源０．６m,可探测到活度为１５μCi１３７Cs放射源;
空间分辨率:探测器距离放射源２m,两个１３７Cs放射源距离３０cm可分辨出来;
能量分辨率:１０％(６６２keV);
扫描范围:水平方向±４５°,垂直方向±３０°;
能量响应范围:５０keV~１．５MeV.

７　结论

本系统经过在不同现场的一些测试,能够较准确地给出现场的伽马射线分布情况,由于配备了激

光测距装置,能够通过距离反推出现场的剂量率.另外本系统的快速扫描方式在搜索污染区域的时

候效率很高,能够快速判断一个区域是否被污染及污染的程度,相信在核应急事故中能发挥积极的作

用.全面扫描方式则更适合核设施退役等一些对时间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场合使用.但是系统的成像

是通过逐行逐点扫描得出的,即扫描的密度决定了图像的分辨率.由于扫描密度的增加会带来扫描

时间成几何级数的增加,会大大增加扫描时间,这在现实使用中是不太现实的.因此考虑在将来的设

计中用多像元探测器代替现在的单相源探测器,这样在扫描中实际测量的点数能成几倍增加,图像分

辨率会大大提高,并且可以考虑适当地降低扫描的密度,降低扫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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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gammarayimagingsystembyscanningmethod

CHENXinＧnan,YANGLu,WANG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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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Itisnecessarytodeterminethepollutiondistributionorpollutiondegreeduringthe
processofdecommissioningofnuclearfacilitiesandemergencyofnuclearaccidents．Butthemethod
oftraditionalstaffsurveycan’tgiveadistributionofpollutionarea．Gammarayimagingsystemby
scanningmethoddetectgamarayintensityofeachpointwithintheregionbyequalanglescanning．It
formsatwoＧdimensionalintensitydistributionmap．Itcombinesthepositionofhotspotwithactual
environmentimageandgeneratesthedistributionofhotspotimage．Theactualdoseratecanbe
inferredbythedistance measured bythelaserrangefinder ．Thesystem cam make nuclide
identificationandprovidethebasisforthelocationofradioactivematerialandsubsequentdisposal．

Threedifferentkindofcollimatorsaredesignedinordertoimprovethespeedofdetection．The
largeanglecollimatorisusedduringthescanningprocessfirstly．Ifgamarayregionisfound,then
replacethesmalleranglecollimatortoscanthehotspotarea．Tthesystemcanaccuratelydisplaythe
contaminatedareathroughthelaboratoryandfieldverificationandgivetheEstimateddos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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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风险评价法改进与应用

唐　军,司尚斌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兰州７３００６５)

摘要:针对LEC风险评价法仅限于安全风险评价,且L、E、C赋值指标少、不连续、主观性强、风险评价结果差影响实际

应用的问题,本文结合铀浓缩生产实际和安全环保风险评价要求,对LEC风险评价法进行了改进,采用范围赋值代替

了不连续赋值,增加了核安全、工业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等风险评价指标,利用 LEC风险评价法统一了安全环保风险

评价并进行了应用.

关键词:安全环保;风险评价法;改进;应用

LEC评价法是美国安全专家 K．J．格雷厄姆和 K．F．金尼提出的,对作业环境中的潜在危险进行

半定量评价的方法.该方法采用与安全风险有关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

频繁程度(E)和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C)这三种指标的乘积(D)来评价安全危险.D 值越大,表
明该系统安全危险越大.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E)和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C)
分别按表１~表３的规定赋值,根据计算得到的D 值按表４进行安全危险评价.

该方法所选用的评价指标和基本框架很好,但存在以下２个问题,影响了其应用:
(１)L、E、C的赋值规定过粗,指标少、不连续、主观性强,由于D 值为L、E、C之积,L、E、C的小差

距与会造成D 值大差别,故相近的情况可能因赋值稍有不同而评价结果相差较大,影响风险等级

确定.
如对L赋值时,“可能性小”和“可能但不经常”两种情形相邻,前者L 赋值为１,后者L 赋值为３,

对D 值的影响相差３倍.实际上有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相差并不明显,结果由于赋值不同造成计算

结果相差较大,给风险等级的最终确定造成较大影响.E、C赋值也存在相同的情况.
(２)规定指标少,要求不具体,赋值困难.
(３)原LEC法仅针对安全风险评价设计,不涉及环境风险、职业安全、职业健康风险评价,故无法

对这几种风险进行统一评价.
(４)D 值称为安全危险不够合适,应是安全风险的概念.
为了使该法不仅能更好地应用于安全风险评价,同时还能够实现核安全、职业安全、环保风险、职

业健康风险的统一评价,需要对该法进行改进.

表１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L值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１０ 完全可以预料

６ 相当可能

３ 可能但不经常

１ 可能性较小

０．５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０．２ 极不可能

０．１ 实际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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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E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１０ 连续暴露

６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３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２ 每月一次暴露

１ 每年几次暴露

０．５ 非常罕见暴露

表３　事故后果

C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１００ １０人以上死亡

４０ ３~９人死亡

１５ １~２人死亡

７ 严重

３ 重大,伤残

１ 引人注意

表４　危险划分表

D 值 风险程度

＞３２０ 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业

１６０~３２０ 高度危险,应立即整改

７０~１６０ 显著危险,需立即整改

２０~７０ 一般危险,需要注意

＜２０ 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１　LEC风险评价法改进

本文结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风险评价要求和公司生产特点,组织相关人员反复讨论

了L、E、C的赋值问题,对L、E、C的赋值方法进行了改进,增加了核安全、职业安全、环保、职业健康

等指标及赋值规定,将跳跃式、不连续赋值改为范围赋值,不仅使安全风险评价更接近生产实际,还统

一了核安全、职业安全、环保及职业健康风险评价.

１．１　改进思路

(１)通过范围赋值代替不连续赋值可减小L、E、C赋值对D 值计算造成的差距.
(２)安全风险评价指标可增加.
(３)不论是核安全、工业安全风险,还是环保、职业健康风险,在发生的可能性、暴露于危险环境的

频繁程度、事故后果三方面是相同的、可统一的,均可用这三者的乘积得到D 值(风险度),用D 值的

大小统一表征安全环保风险的大小.

１．２　改进方法

以原方法为基础,通过大量的分析、试算,从以下几个方面对LEC风险评价法改进:
(１)将L、E、C的赋值由跳跃式、不连续赋值改为范围赋值.如L值由原来的１０改为８~１２,E 值

由原来的１０改为８~１２,C值由原来的１００改为６０~１４０,并保持各个范围间连续.
(２)参考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风险评价指标和有关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在事故后果表中

增加核安全、职业安全、环保、职业健康方面有关场外放射性后果、核事件分级、辐射事故分级、突发环

境事件分级、工伤事故分级、事故经济损失大小、政治或社会影响、健康影响、生产运行影响等赋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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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统一安全环保风险评价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３)根据事件(事故)分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风险评价等级划分要求和铀浓缩生产实

际,细化了安全环保风险等级划分.
(４)将D 的名称改为风险度.
(５)以上改进不影响原方法框架.

２　改进后的LEC风险评价法

２．１　风险度D 的计算

D ＝LEC
其中: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按表５赋值;

E———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按表６赋值;
C———事故后果,按表７赋值;
D———风险度.

２．２　安全环保风险等级的确定

根据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全环保风险划分要求及兰铀公司多年安全环保风险划分经验,对应

D 值将安全环保风险划分为以下五个等级,并结合安全环保风险管理提出了一些管理要求.
当D＜２０时:稍有风险,可以接受;
当２０≤D＜３５时:为一般安全环保风险(公司三级);
当３５≤D＜５０时:为较大安全环保风险(公司二级);
当５０≤D＜７０时:为重大安全环保风险(公司一级);
当D≥７０时:为集团级安全环保风险.
根据«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安防环保风险管理规定»,集团级安全环保风险也有等级划分,由于对

其划分理解不够,未作对应划分的尝试.

表５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L值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８~１２ 完全可以预料

４~８ 相当可能

２．５~４ 可能但不经常

１．２~２．５ 可能性较小

０．８~１．２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０．３~０．８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

０．１５~０．３ 极不可能

０．０５~０．１５ 实际不可能

备注:L值为８~１２表示８≤L＜１２,其余类推

表６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E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８~１２ 连续暴露

４~８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２．５~４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１．２~２．５ 每月一次暴露

０．８~１．２ 每年几次暴露

０．３~０．８ 非常罕见暴露

备注:E值为８~１２表示８≤E＜１２,其余类推

８３２



３　改进后的LEC风险评价法的应用

按照改进后的LEC风险评价法,组织管理和技术人员根据生产运行实际确定具有一定潜在安全

环保风险的作业场所,对应表５~表７中有关指标讨论确定各作业场所的L 值、E 值、C 值,按照计算

公式计算D 值.根据计算得到的D 值,按表８确定安全环保风险等级.
在确定安全环保风险等级的过程中,可对照实际情况,对认为有问题的评价结果可以反复讨论,

调整不合理的赋值,直到大多数人认为合理为止.根据讨论确定的L、E、C 值,计算各作业场所对应

的风险度D 值,按照安全环保风险等级划分表(见表８)进行安全环保风险分级.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兰铀公司共对３０多个作业场所进行了安全环保风险等级划分,确定了３个作业场

所为集团级安全环保风险点,１９个作业场所分别为公司一、二、三级安全环保风险点.９处作业场所

风险度较低,不作为安全环保风险点管理.划分结果与兰铀公司此前划分的有关风险等级十分吻合,
效果很好,为公司加强安全环保风险点的管理提供了依据.

４　结束语

安全环保风险评价是安全环保管理的基础,评价结果与管理资源的有效调配和使用直接相关,只
有科学辨识评价安全环保风险,才能有效控制事故,确保安全.

安全环保风险评价分级的目的是寻找、确定有关作业场所的风险大小,提高风险认识水平,采取

相应的管理和技术措施,或改变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或减少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或减

轻事故损失,直至达到允许范围内或可接受的范围内.最终目的是消除或减小风险,确保安全.

表７　事故后果

C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６０~１４０

①严重场外放射性后果;

②四级及以上核事件;

③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④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⑤１０人及以上死亡安全事故;

⑥１亿元及以上经济损失事故;

⑦特别重大政治或社会影响的其他安全环保风险

２０~６０

①场外放射性后果;

②三级核事件;

③重大辐射事故;

④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⑤３~９人死亡安全事故,或１０人及以上重伤事故,或１０人及以上急性职业病事故;

⑥５０００万~１亿元经济损失事故;

⑦重大政治或社会影响的其它安全环保风险

１０~２０

①场内放射性后果;

②二级核事件,或核临界安全事故;

③较大辐射事故;

④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⑤１~２人死亡安全事故,或３~９人重伤事故,或３~９人及以上急性职业病事故;

⑥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经济损失的事故;

⑦较大政治或社会影响的其它安全环保风险

９３２



续表

C值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

４．５~１０

①厂房内放射性污染;

②一级核事件;

③一般辐射事故,或意外严重照射;

④环境投诉或纠纷;

⑤１~２人重伤事故,或１~２人急性职业病事故,或３人及以上轻伤安全事故;

⑥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事故;

⑦严重影响生产安全运行

１．５~４．５

①放射性泄漏出第一层屏障但未泄漏至厂房内;

②辐射装置失控导致作业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二分之一的照射;

③重要污染物超标排放,相关方强烈关注;

④１~２人轻伤安全事故,一定健康损害;

⑤１００万~５００万元经济损失的事故;

⑥比较严重影响生产安全运行

０．５~１．５

①需要重视、救护;

②辐射装置失控导致作业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四分之一的照射;

③一定健康影响;

④一般污染物超标排放,相关方一般关注;

⑤１０万~１００万元经济损失的事故;

⑥影响生产安全运行

备注:C值为６０~１４０表示６０≤C＜１４０,其余类推

表８　安全环保风险等级划分表

D 值 风险程度 对应风险点等级

＞３２０

１６０~３２０

７０~１６０

极度风险,不能继续作业

高度风险,应立即整改

重大风险,需要整改或采取严格的安全管控措施,应制定专项事故应急预案

集团公司级

５０~７０ 重大风险,应制订安全管控措施、专项事故应急预案 公司一级

３５~５０ 较大风险,需要制订安全管控措施,现场处置方案或专项事故应急预案 公司二级

２０~３５ 一般风险,需要制订安全管控措施、现场处置方案 公司三级

＜２０ 稍有风险,可以接受 —

备注:D 值为１６０~３２０表示１６０≤D＜３２０,其余类推

LEC风险评价法采用表格的方式对L、E、C的赋值,是一个半定量的方法,无法避免主观性,要确

定一个合理的赋值是相当困难的,但该法仍是安全环保风险评价的好方法.今后可研究采用暴露时

间、事故的概率水平的函数赋值,减少主观性.
安全环保风险评价的几点体会:
(１)抓重点,评价主要危险因素,忽略对评价结果影响较小的可以忽略的危险因素.
(２)安全环保风险评价的保护对象是作业人员、公众、环境生态,主要为人.要充分考虑到对作业

人员、外来人员(检查人员、参观人员、外协人员、无关人员)、周边人员(长住人员、流动人员)及社会公

众各类人员造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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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因安全环保风险一般每年评价一次,故按当年工作计划安排的工作时间考虑暴露频度.同一

工作场所对不同的人员暴露频度可能不同,应考虑取最大值或综合取值.
(４)人员密集场所(如商场、学校等公共活动场所)的风险评价要复杂一些.一般来说,人员多的

场所,事故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都会增加,在赋值时要综合考虑,防止疏漏或重复.
(５)同类作业(如电焊)因作业环境、作业人员、周边情况不同而风险存在差别.
虽然改进后的LEC法仍然无法避免主观因素,分级结果也还比较粗略,但实际应用效果已比原

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善.通过不断的改进完善该方法在安全环保风险评价中将会得到很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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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andapplication
oftheLECriskassessmentmethod

TANGJun,SIShangＧbin
(LanzhouUraniumEnrichmentCo．,Ltd．,Lanzhou７３００６５,China)

Abstract:ForthelimitationsoftheLECriskassessmentmethodthatisonlylimitedtothesecurity
riskassessment,andlessassignment,discontinuity,strongsubjectivityofL,E,C,andpoorrisk
evaluationreseltsthataffectthepracticalapplicationoftheproblem,combiningwiththeactual
productionofuraniumenrichmentandriskassessmentrequirementsofsafetyand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authorofthisarticleimprovedtheLECriskassessmentmethodbyusingrange
assignmentthatinsteaddiscontinuousassignment,andincreasingriskassessmentindexofnuclear
safety,industrialsafety,environmentalptotectionandoccupationalhealth,andunifyingsafetyand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risk assessmentand completing application by usingthe LEC risk
assessmentmethod．
Keywords:safet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riskassessmentmethod;improvement;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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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和
形态学探讨新疆稻麦的起源

蒋　云１,２,陈　谦１,张　洁１

(１．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１;

２．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四川 温江６１１１３０)

摘要:新疆稻麦是我国特有地方小麦品种,关于新疆稻麦的起源一直存在争议,为了探索新疆稻麦的起源,本研究通过

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ＧPAGE)方法对新疆稻麦、矮杆波兰小麦－节节麦人工合成小麦(SHWＧ
DPW)及其他２０余份六倍体、四倍体小麦族物种的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HMWＧGS)组成进行了研究,并辅以形态学

(如:株高、穗长)等性状的分析,构建 UPGMA聚类图,以此对新疆稻麦可能的起源途径进行探讨.本研究结果表明:
(１)新疆稻麦和中国特有小麦地方品种关系较近,新疆稻麦与SHWＧDPW 亲缘关系较远.(２)波兰小麦与新疆稻麦的

８个形态学特征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UPGMA聚类图显示新疆稻麦与波兰小麦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而SHWＧDPW
与新疆稻麦关系较远.(３)本研究结果不支持新疆稻麦起源于波兰小麦与节节麦天然杂交并双二倍化这一假说.

关键词:新疆稻麦;起源;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形态学

　　　　　　　　　　　　　　　　　　　　　　　　　　　　　　　　　　　　　　　　　　　　　　　　　　
　

　
　

　 　　　　　　　　　　　　　　　　　　　　　　　　　　　　　　　　　　　　　　　　　　　　　　　　　
　

　
　

　
　

作者简介:蒋云(１９８２－),男,四川三台人,助理研究员,农学硕士,现主要从事小麦诱变育种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要农作物诱变育种”项目“小麦诱变育种技术创新与品种创制”(２０１６YFD０１０２１０１);四
川省财政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项目(２０１６ZYPZ－００４);“十三五”四川省公益性育种研究专项项目“突破性麦类育种材料

与方法创新”(２０１６NYZ００３０)

新疆稻麦(TriticumpetropavlovskyiUdacz．etMigusch．,AABBDD,２n＝６x＝４２)是四种中国

特有小麦地方品种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里木盆地西部.早期的形态学研究

发现,新疆稻麦与其他六倍体小麦明显不同而与四倍体波兰小麦(Triticumpolonicum L．AABB,２n
＝４x＝２８)相似[１](如:具有宽大柔软的颖壳),故 Yakubziner[２]推测新疆稻麦可能起源于波兰小麦的

突变,是一种四倍体小麦.然而,Udachin等[３]通过细胞学研究发现,新疆稻麦的染色体组成为

AABBDD,是一种六倍体小麦,并将其定名为TriticumpetropavlovskyiUdacz．etMigusch.Wang
等[４]和 Watanabe等[５]对新疆稻麦和波兰小麦的长颖基因进行研究,发现控制该性状的是一对位于

７A染色体的等位基因,并推测新疆稻麦可能起源于波兰小麦的突变.杨瑞武等[６]醇溶蛋白研究表

明,新疆稻麦与波兰小麦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波兰小麦可能参与了新疆稻麦的起源.同时 Yen等[７]

在新疆地区发现了节节麦的天然分布,Yang等[８]和刘光欣等[９]分别报道了新疆地区存在矮秆波兰小

麦,因此,陈庆富[１０]推测新疆稻麦可能是起源于波兰小麦与节节麦(AegilopstauschiiCosson,DD,２n
＝２x＝１４)的天然杂交并双二倍化途径.目前关于新疆稻麦的起源还未有定论,主要有以下３种假

说:(１)新疆稻麦是波兰小麦和普通小麦之间的基因渗入产生的[１１];(２)可能是普通小麦的P１基因突

变产生的[１２];(３)可能是波兰小麦和节节麦自发发生异源多倍化产生[１３].根据新疆稻麦可能起源于

波兰小麦与节节麦杂交并多倍化假说,Kang等[１４]通过秋水仙碱加倍处理,第一次成功获得了矮杆波

兰小麦与节节麦的双二倍体植株,即人工合成六倍体小麦SHWＧDPW.SHWＧDPW 的穗部形态与新

疆稻麦非常相似,对研究新疆稻麦起源和进化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
高分子量麦谷蛋白(highmolecularweightgluteninsubunit,HMWＧGS)是小麦及其近缘种属胚

乳储藏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码 HMWＧGS的基因位于第１同源群染色体长臂上,基因位点分别为

GluＧA１、GluＧB１和GluＧD１,各位点均存在丰富的等位基因变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 HMWＧGS组

１



成[１５].HMWＧGS的电泳图谱的带纹多少及组合方式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且为共显性表达,因此可

利用 HMWＧGS组成进行小麦遗传演化及群体分化研究.张志清等[１６]通过 HMWＧGS组成对四川省

小麦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Lagudah等[１７]通过分析节节麦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遗传变异类

型,发现由四倍体小麦与节节麦天然杂交、自然加倍进化成六倍体普通小麦的过程中,参与普通小麦

起源的节节麦基因型相当有限.Jiang等[１８]通过沙融山羊草 HMWＧGS研究发现S基因组与 D基因

组具有较近的系统进化关系.Wei等[１９],王海燕等[２０],杜金昆等[２１]通过分析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多

样性对中国特有小麦地方品种的多样性或起源演化进行了探讨.
本研究中,我们从 HMWＧGS和形态学特征两方面,将SHWＧDPW、新疆稻麦以及其他多份四倍

体、六倍体小麦进行比较,以期分析明确新疆稻麦与SHWＧDPW 之间的关系并对新疆稻麦起源的可

能供体亲本进行探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材料名称、编号、来源地和染色体组等信息列于表１.其中SHWＧDPW 等１２８４、SHWＧDPW 等

１２８５和SHWＧDPW 等１２８６是 Kang等[１４]利用矮秆波兰小麦与节节麦杂交并加倍合成的六倍体小

麦.PI编号的材料源于美国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NationalGermplasm Repositories,Pullman,

Washington,USA);AS编号的材料源于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SAUTI).中国春(null,７＋８,２
＋１２)和川育１２(１,７＋８,５＋１０)作为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标准对照.以上所有材料由四川农业大

学小麦研究所提供并保存.

表１　参试材料表

序号 材料名称及编号 染色体组 倍性 来源地

１ 中国春 ABD ６× 四川

２ 新疆稻麦 AS３６５ ABD ６× 新疆

３ 新疆稻麦 AS３５８ ABD ６× 新疆

４ 新疆稻麦 AS３６０ ABD ６× 新疆

５ 新疆稻麦 AS３６３ ABD ６× 新疆

６ 圆锥小麦 AS２２５５ AB ４× 新疆

７ 波斯小麦 AS２９３ AB ４× 新疆

８ 硬粒小麦 AS２８１ AB ４× 新疆

９ 野生二粒小麦 AS８３５ AB ４× 新疆

１０ 栽培二粒小麦CItr１４０９８ AB ４× 埃塞俄比亚

１１ 提莫非维小麦 AS２７４ AG ４× 新疆

１２ 阿拉拉特小麦 AS２７０ AG ４× 新疆

１３ SHWＧDPW１２８４ ABD ６× 人工合成小麦

１４ SHWＧDPW１２８５ ABD ６× 人工合成小麦

１５ SHWＧDPW１２８６ ABD ６× 人工合成小麦

１６ 高杆波兰小麦 AS３０２ AB ４× 新疆

１７ 矮杆波兰小麦 AS３０４ AB ４× 新疆

１８ 波兰小麦 AS２２３２ AB ４× 新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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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材料名称及编号 染色体组 倍性 来源地

１９ 波兰小麦PI４２２０９ AB ４× 澳大利亚

２０ 云南铁壳麦 AS３４３ ABD ６× 云南

２１ 西藏半野生小麦 AS１０２６ ABD ６× 西藏

２２ J－１１ ABD ６× 四川

２３ 长宁白麦子 ABD ６× 四川

２４ 开县罗汉麦 ABD ６× 四川

２５ 密穗小麦PI１２４１９８ AB ４× 未知

２６ 密穗小麦PI３５２２９９ AB ４× 瑞士

２７ 印度圆粒小麦PI７０７１１ ABD ６× 伊拉克

２８ 印度圆粒小麦PI１１５８１８ ABD ６× 印度

２９ 斯卑尔脱小麦PI３４７８５２ ABD ６× 瑞士

３０ 川育１２ ABD ６× 四川

１．２　试验方法

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提取及检测参照Pkw 等[２２]报道的方法和步骤.高分子量麦谷蛋白亚基

命名参照Payne和Lawrence[２３]的标准.电泳仪器为北京六一仪器厂生产的DYY ⅢＧ２８B型电泳槽.
电泳图谱按条带的有无对每份材料分别统计,有带赋值为１,无带赋值为０.按 Nei等[２４]的方法

计算品种间相似系数(Geneticsimilarity,GS),GS＝２Nij/(Ni＋Nj),其中Ni 为i品种出现的谱带数,

Nj 为j品种出现的谱带数,Nij为i品种和j 品种共有的谱带数.利用 GS值按不加权成对算术平均

法(UPGMA)进行聚类.统计分析在DPS９．５０软件系统下进行.
田间种植采用顺序排列法,行长１．５m,行距０．２m,株距０．１m.考察各供试材料以下形态性

状:分蘖数、株高、穗长、旗叶长、有无芒、有无宽大颖壳、种子长宽等.成熟后,每行随机选取５株进行

考种,计算各物种的平均值作为性状表现值,比较物种间的形态特征差异.
形态性状聚类分析用DPS９．５０数据处理系统进行处理.采用欧氏距离和不加权成对算术平均

法(UPGMA)聚类分析得到树状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及聚类分析

以中国春(亚基组成:null,７＋８,２＋１２)和川育１２(亚基组成:１,７＋８,５＋１０)作为高分子量谷蛋

白亚基标准,所有材料在同一条件下电泳,结果如图１所示.
供试材料表现出丰富的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类型,３０份参试材料包含了２０种高分子量谷蛋

白亚基组成类型,多样性达６６．７％.４份新疆稻麦中出现了３种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类型.３份

SHWＧDPW 为不同年份收获的材料,均表现为７,２＋１０亚基组成.四川白麦子类群(中国春、J－１１、
长宁白麦子、开县罗汉麦等)、西藏半野生小麦和云南铁壳麦等中国特有地方小麦品种的亚基组成均

为７＋８,２＋１２.其余材料间的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均存在一定的多样性(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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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供试材料的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SDSＧPAGE电泳图谱

注:图１(a)泳道１:中国春;２:川育１２;３:新疆稻麦(AS３６５);４:新疆稻麦(AS３５８);５:新疆稻麦(AS３６０);６:新疆稻麦(AS

３６３)．‘中国春’(亚基组成:null,７＋８,２＋１２)和 ‘川育１２’(亚基组成:１,７＋８,５＋１０)作参考对照.

图１(b)泳道１:中国春;２:川育１２;３:新疆稻麦(AS３６３);４:提莫非维小麦(AS２７４);５:阿拉拉特小麦(AS２７０);６:SHWＧ

DPW１２８４;７:SHWＧDPW１２８５;８:SHWＧDPW１２８６;９:波兰小麦(AS３０２);１０:波兰小麦(AS３０４);１１:波兰小麦(AS２２３２);

１２:波兰小麦(PI４２２２９).

图１(c)泳道１:中国春;２:川育１２;３:新疆稻麦 (AS３６３);４:云南铁壳麦 (AS３４３);５:西藏半野生小麦 (AS１０２６);６:J－１１;７:

长宁白麦子;８:开县罗汉麦;９:密穗小麦(PI１２４１９８);１０:密穗小麦(PI３５２２９９);１１:密穗小麦(PI１２４１９８);１２:印度圆粒小麦

(PI１１５８１８);１３:斯卑尓脱小麦(PI３４７８５２).

图１(d)泳道１:中国春;２:川育１２;３:新疆稻麦 (AS３６３);４:圆锥小麦(AS２２５５);５:波斯小麦 (AS２９３);６:硬粒小麦 (AS

２８１);７:野生二粒小麦(AS８３５);８:栽培二粒小麦(CItr１４０９８).

表２　参试材料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一览表

材料列表 GluＧA１位点 GluＧB１/GluＧG１位点 GluＧD１位点

中国春 Null ７＋８ ２＋１２
川育１２ １ ７＋８ ５＋１０

新疆稻麦 AS３６５ Null ７ ２＋１２
新疆稻麦 AS３５８ Null ７＋１８ ２＋１２
新疆稻麦 AS３６０ Null ７＋１８ ２＋１２
新疆稻麦 AS３６３ Null ９ ２＋１２
圆锥小麦 AS２２５５ ２∗ ９＋８∗ Null
波斯小麦 AS２９３ Null ７＋８ Null
硬粒小麦 AS２８１ Null ７＋８ Null

野生二粒小麦 AS８３５ Null ８ Null
栽培二粒小麦CItr１４０９８ GluＧA１Ｇ１ ７＋９ Null
提莫非维小麦 AS２７４ ２∗ gluＧgxＧa Null
阿拉拉特小麦 AS２７０ ２∗ gluＧgxＧa＋ gluＧgyＧa Null

SHWＧDPW１２８４ Null ７ ２＋１０
SHWＧDPW１２８５ Null ７ ２＋１０
SHWＧDPW１２８６ Null ７ ２＋１０

高杆波兰小麦 AS３０２ Null ７ Null
矮杆波兰小麦 AS３０４ ２∗ ７ Null
波兰小麦 AS２２３２ ２∗ ２０ Null
波兰小麦PI４２２０９ GluＧA１Ｇ１ ２０ Null
云南铁壳麦 AS３４３ Null ７＋８ ２＋１２
西藏半野生小麦 Null ７＋８ ２＋１２

JＧ１１ Null ７＋８ ２＋１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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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列表 GluＧA１位点 GluＧB１/GluＧG１位点 GluＧD１位点

长宁白麦子 Null ７＋８ ２＋１２
开县罗汉麦 Null ７＋８ ２＋１２

密穗PI１２４１９８ １ ７∗ ＋８∗ ５＋１０
密穗PI３５２２９９ １ ７∗ ＋８ ５＋１０

印度圆粒PI７０７１１ Null ２２ ２＋１２
印度圆粒PI１１５８１８ Null ２２ ２＋１２

斯卑尔脱小麦PI３４７８５２ １ ６＋８ ２＋１２

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的 UPGMA方法聚类结果见图２,参试材料聚成了６个小类.４种中国

特色地方小麦品种和圆锥小麦(AS２２５５)聚为一类,其中４份新疆稻麦在遗传距离０．５９处上全部聚

在一起.三份SHWＧDPW 遗传距离为０,可看作同一材料,它们与其亲本矮杆波兰小麦聚为一类.再

与包括新疆稻麦在内的中国特有小麦在遗传距离０．６５处上聚在一起,与其他六倍体和四倍体小麦的

遗传距离更远.其他供试材料与新疆稻麦和SHWＧDPW 的遗传距离更远,被聚为了其余４类.

图２　参试材料的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聚类分析树状图(UPGMA法)

２．２　形态学比较及聚类分析

本研究中２２份材料的８个形态特征数据列于表３,表中可见供试材料在所考察的形态特征上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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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１份参试材料的形态学性状列表

参试材料 分蘖数 株高 穗长 旗叶长
种子长度

(１０粒)
种子宽度

(１０粒)
有无芒

有无宽

大颖壳

波斯小麦(AS２９３) １２ ９７ １２．９２ ２１．５１７ ６．５０ ２．５ １ ０
栽培二粒小麦(CItr１４０９８) ９ ９３．１６７ １１．９０ １８．３５ ６．３０ ２．５ １ ０
野生二粒小麦(AS８３５) １３ ９８．１０ ９．５０ １５．２０ ８．９０ ２．８ １ ０

硬粒小麦(AS２８１) ７ １４４．２０ １３．２５ ２６．７０ ６．８０ ２．８ １ ０
圆锥小麦(AS２２５５) ７ １００．２５ ９．６４ １９．６７ ６．１０ ３．６ １ ０
波兰小麦(PI４２２０９) ６ １２０．５０ １３．９０ ３０．４０ １０．０ ３．０ １ １
波兰小麦(AS３０４) ６ ７２ １２．０３ ２３．６０ ９．５０ ２．９ １ １
波兰小麦(AS３０２) ６ １４５．８０ １３．５０ ２５．１５ ９．２０ ３．５ １ １
波兰小麦(PI２２３２) ５．５ １１９．５５ １４．５５ ２４．７２ １０．３０ ３．３ １ １

长宁白麦子 ８ ９９．９５ ７．８８ １５．７５ ６．１０ ３．１ ０ ０
开县罗汉麦 ９ ９３．２０ ６．８８ ２０．８５ ６．６０ ３．１ １ ０

JＧ１１ ７ １１５．９０ ９．３０ １７．４５ ７．００ ３．５ １ ０
中国春 １３ １０４．６０ ７．９５ １６．０５ ５．９０ ３．１ ０ ０

云南铁壳麦(AS３４３) ５ １１２．４０ １２．０８ １４．８３ ５．８０ ３．０ ０ ０
西藏半野生小麦(AS１０２６) ４ ９３．４０ １１．４５ １０．６７ ５．６０ ２．９ ０ ０

新疆稻麦(AS３５６) ２ １３６．５０ １２．２０ １２．３４ ７．６０ ３．５ １ １
密穗小麦(PI１２４１９８) ５ ８９．６０ ７．５３ １９．１６ ６．４０ ３．５ ０ ０
密穗小麦(PI３５２２９９) ９ １０１．８０ ８．４６ １９．２９ ６．００ ２．９ １ ０
SHWＧDPW(１２８４) ７ ８３．２５ １６．９５ １７．４０ ８．５０ ２．３ １ １
SHWＧDPW(１２８５) ３ ８２ １６．３０ １４．４０ ７．５０ ２．５ １ １
SHWＧDPW(１２８６) ５ ８８．６０ １３．３３ １２．５０ ７．６０ ２．４ １ １

将８个观察记载的形态学性状采用欧氏距离和 UPGMA 法进行聚类分析.２２份参试材料被聚

为５类:Ⅰ类由新疆稻麦、波兰小麦(AS３０２)和硬粒小麦(AS２８１)组成;Ⅱ类则包含了两份波兰小麦

(PI４２２０９和PI２２３２)和云南铁壳麦、JＧ１１;Ⅲ类则是不同年份的三份SHWＧDPW 和西藏半野生小麦;
第Ⅳ类包括了密穗小麦(PI１２４１９８)、开县罗汉麦和栽培二粒小麦(CItr１４０９８);第Ⅴ类则包含了剩余

的供试材料(图３).

图３　基于欧氏距离和类平均法(UPGMA)的形态学性状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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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新疆稻麦和SHWＧDPW 之间的关系

Asmg等[２５]用 AFLP标记分析推测新疆稻麦与普通小麦具有相似的遗传结构.Yang等[８]对四

个中国特有小麦地方品种的起源研究认为中国特有地方小麦品种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类群:一个包

括新疆稻麦;另一个中国春类群包括其他三种小麦,Wei等[１９]和王海燕等[２６]的研究也支持该结果.

Wang等[４]和 Watanabe等[５]研究发现波兰小麦和新疆稻麦的长颖基因为等位基因且均位于７A染色

体,表明波兰小麦与新疆稻麦的亲缘关系可能较近.Kang等[１１]利用单拷贝核基因Acc１、Chen等[２７]

利用Pgk１基因分别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均将新疆稻麦与来自新疆地区的波兰小麦聚在一起.Kang
等[１１]还发现和中国特有地方小麦品种相比,新疆稻麦和外域的普通小麦具有较近的关系.本研究

HWMＧGS聚类图显示新疆稻麦与四川白麦子类群、西藏半野生小麦和云南铁壳麦聚为一类,而与斯

卑尔脱小麦、密穗小麦和印度圆粒小麦等的遗传距离较远,表明新疆稻麦与中国特有地方小麦品种可

能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本研究与 Kang等[１１]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研究材料不同引起的.本研究发现

四川白麦子类群、西藏半野生小麦和云南铁壳麦之间的遗传距离为０,而新疆稻麦与上述三种中国特

色地方品种具有一定的遗传距离,这一结果支持 Yang等[８]的结论.研究发现３份不同世代的SHWＧ
DPW 与其 AB染色体组供体亲本矮杆波兰小麦 AS３０４单独聚为一类,说明SHWＧDPW 与亲本矮杆

波兰小麦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前人结果相似[１１,２７].SHWＧDPW 与全部参试中国特有小麦地方品种在

０．６５遗传距离处聚为一类,表明SHWＧDPW 与包括新疆稻麦在内的４种中国特有小麦地方品种有相

同的遗传距离,与新疆稻麦可能并无特别的亲缘关系.
形态学数据(表３)和聚类图(图３)表明新疆稻麦与全部参试六倍体小麦的遗传距离均较大,而与

硬粒小麦和波兰小麦较为接近,他们的株高、长颖和粒宽等性状具有相同特征,该结果支持新疆稻麦

和波兰小麦亲缘关系较近这一观点.３份不同世代的SHWＧDPW 与新疆稻麦的８个形态特征比较显

示:SHWＧDPW 的平均分蘖数、穗长、旗叶长和种子宽都与新疆稻麦有明显差异,唯种子长和颖壳的形

态特征与新疆稻麦一致,但SHWＧDPW 的长颖壳特征可能源自其亲本波兰小麦.聚类图(图３)中

SHWＧDPW 与西藏半野生小麦聚为单独一类,并未与新疆稻麦聚为一类,表明新疆稻麦与 SHWＧ
DPW 的关系较远.

３．２　从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和形态学讨论新疆稻麦的起源

Ward等[２８]基于 RFLP研究提出新疆稻麦的 D基因组和西亚的节节麦具有高度的遗传相似性.
基于D染色体组配对分析,YEN等[７]提出新疆稻麦可能起源于野生二粒小麦和来自中国的节节麦天

然杂交形成.由于新疆稻麦的穗部形态和波兰小麦相似,Yang[８]提出 AB染色体供体可能是波兰小

麦,新疆稻麦可能是由波兰小麦和节节麦天然杂交而成的.SHWＧDPW 是为验证上述新疆稻麦起源

于波兰小麦和节节麦异源多倍化这一假说而创制的双二倍体材料,Kang等[１１]和Chen等[２７]分别对这

份材料进行了研究,结果均表明SHWＧDPW 与新疆稻麦的亲缘关系较远,新疆稻麦可能并不是起源

于异源双二倍化途径.本文中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组成的 UPGMA聚类分析表明,参试材料中与新

疆稻麦距离最近的是其他３类中国特有地方小麦品种,说明中国地特有方小麦品种可能与新疆稻麦

有类似的起源途径或参与了新疆稻麦的起源,而它们与新疆稻麦存在一定的遗传距离,说明新疆稻麦

的起源可能有其特殊之处.同时本研究的形态学证据表明波兰小麦与新疆稻麦具有较近的亲缘关

系.综上所述,新疆稻麦与人工合成六倍体小麦SHWＧDPW 可能并没有关系,本研究结果不支持新

疆稻麦起源于矮杆波兰小麦与节节麦天然杂交并双二倍化这一途径,新疆稻麦可能起源于中国地方

品种和新疆地区波兰小麦的天然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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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ssibleoriginofTriticumpetropavlovskyiUdacz．et
Migusch．basedonHWMＧGSandmorphology

JIANGYun１,２,CHENQian１,ZHANGJie１

(１．Sichua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iotechnologyandNuclea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Chengdu,

Sichuan,６１００６１,China;２．TriticeaeResearchInstitute,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

Wenjiang,Sichuan６１１１３０,China)

Abstract:T．petropavlovskyiistheuniquewheatlocalvarietiesinChina．Inordertoexplorethe
possibleorigins ofT．petropavlovskyi, High molecular weightgluten subunits(HMWＧGS)

compositionandmorphologyofT．petropavlovskyiandotherhexaploid,tetraploidwheatspecies
wasstudied,andthe UPGMAclusteringtreewasbuilded．Theresultsshowedthat:(１)T．
petropavlovskyiwasclosetotheotherChinalocalwheatvarieties．(２)T．petropavlovskyiwas
similarwithT．polonicumL．inmorphologyandrelativewithT．polonicumL．inUPGMAclustertree．
(３)Theresultsdidnotsuggesttheprobabilityofanindependenthybridizationallopolyploidizationevent．
Keywords:TriticumpetropavlovskyiUdacz．etMigusch．;Origin;HMWＧGS;morp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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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CoＧγ辐照对鹅观草种子发芽的影响

蒋　云３,张　洁１,陈　谦１,郭元林１,宣　朴２

(１．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１;

２．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６１;

３．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四川 温江６１１１３０)

摘要:为了解鹅观草属牧草６０CoＧγ射线辐射诱变育种的适宜剂量范围,以农艺性状优良的鹅观草(Roegneriakamoji)、

纤毛鹅观草(Roegneriaciliaris)、竖立鹅观草(Roegneriajaponensis)３个物种、共６份材料为研究对象进行辐照诱变处

理.设置CK(０Gy)、５０Gy、１００Gy、１５０Gy、２００Gy、２５０Gy、３００Gy和４００Gy８个剂量梯度,对各剂量下的发芽和苗

高进行考察分析.利用多靶单击模型建立发芽势、苗高、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的剂量效应方程,计算６份材料的半致

残剂量.结果表明:鹅观草、纤毛鹅观草和竖立鹅观草的半致残剂量存在差异,分别为:６９．９１~１２１．９３Gy、１４３．２４Gy
和１７２．５１~１７６．８１Gy.本研究可为鹅观草属牧草辐照诱变育种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鹅观草属;牧草;诱变育种;６０CoＧγ射线;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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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诱变是现代植物育种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扩大变异,获得新的育种材料的有效途径,通过直

接和间接的手段,已有６０余个国家育成了２７００余份植物新品种[１－３].６０CoＧγ射线作为一种常用、有效

的诱变技术在牧草育种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牧草品种的辐照敏感性[４－５]、辐射育种的适宜剂

量和辐射诱变生物学效应及规律等课题[６－７].我国牧草的辐射育种始于早熟沙打旺和黑辐系列沙打

旺的选育[１],马鹤林等[８]、张彦芹等[９]针对内蒙古牧草资源开展了一系列辐射诱变育种的研究,此后

全国各地牧草辐射育种工作便广泛开展起来,但针对禾本科牧草辐射诱变育种的研究报道较少[１０].
前人研究表明,不同物种或同一物种不同基因型之间的辐射敏感性差异可能很大,因此,在对某个草

种进行大量诱变和定向选育之前,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个物种的辐射敏感性并提出一个适宜的剂

量范围.
鹅观草属(Roegneria)为禾本科多年生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内蒙古、宁夏和新疆等牧区,具有适

应性广,叶量大的特点,是建植天然与人工草场的重要牧草作物[１１,１２],目前国内对鹅观草属植物的利

用还处于野生驯化选拔和引种阶段,辐射诱变作为创造扩大变异的有力手段,还未在其材料创制和品

种选育上进行利用.目前对鹅观草属植物辐射诱变育种的研究较少,仅于靖怡[１３]和王建丽[１０]在诱变

生物学效应和辐照剂量方面做过相关报道.为探索鹅观草属牧草对６０CoＧγ的辐照敏感性,本研究利

用６０CoＧγ射 线 对 鹅 观 草 (Roegneriakamoji)、纤 毛 鹅 观 草 (Roegneriaciliaris)和 竖 立 鹅 观 草

(Roegneriajaponensis)共３个物种进行了辐射诱变处理,调查研究了辐射当代的发芽势、发芽率、苗
高、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等生物学效应,拟合了发芽势、苗高、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的剂量效应曲线方

程,计算得到各性状的半致残剂量,为６０CoＧγ射线对鹅观草属牧草进行辐射诱变育种的剂量选取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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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本研究选用了经驯化选拔农艺性状优良的３个鹅观草属物种共６份材料.供试材料收获于四川

农业大学温江校区农场,种子脱粒晒干后置于生石灰桶内保存.所有材料均由四川农业大学小麦研

究所提供(表１).

表１　实验材料

编号 中文名 拉丁名 保存号 染色体数目 染色体组 来源

１ 鹅观草 Roegneriakamoji 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 ４２ StYH 日本

２ 鹅观草 Roegneriakamoji 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 ４２ StYH 四川雅安

３ 鹅观草 Roegneriakamoji ZY１００７ ４２ StYH 四川都江堰

４ 纤毛鹅观草 Roegneriaciliaris 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 ２８ StY 四川雅安

５ 竖立鹅观草 Roegneriajaponensis 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 ２８ StY 四川雅安

６ 竖立鹅观草 Roegneriajaponensis 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 ２８ StY 浙江杭州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辐照处理

种子在生石灰桶内存放１个月后进行辐照处理,放射源为四川省农科院生物技术核技术研究所

的６０CoＧγ射线源.照射剂量设５０Gy、１００Gy、１５０Gy、２００Gy、２５０Gy、３００Gy和４００Gy７个梯度,剂
量率为１．１Gy/min,以未辐照的种子作为对照,辐照后立即开展实验.

１．２．２　生物学效应

辐照后每份材料每个处理取１５０粒种子,设３次重复,每个重复５０粒种子.将种子置于铺有湿

润滤纸的培养皿中,４℃处理２４h,再在２１℃恒温、光照条件下进行发芽.以胚芽鞘伸长达种子长度

且胚根出现为发芽标准,每天统计发芽种子数量,当对照种子发芽率达到５０％时计算各处理种子发芽

势,发芽结束后调查统计发芽率和发芽指数.发芽指数(GI)＝∑Gt/Dt,Gt 为在t天的种子发芽数,Dt

为相对应的种子发芽天数.发芽３０天后测量苗高,每处理随机选取３０株幼苗,测量从幼苗基部到第

一叶顶端的高度.

１．２．３　数据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算出各处理的相对性状值,由相对性状值做出各性状的剂量效应曲

线.相对性状(％)＝处理/对照×１００％.
利用多靶单击模型拟合发芽势、苗高、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的剂量效应曲线方程,并根据方程计

算出上述性状的半致残剂量值.模型表达式为S＝１－(１－e－D/D０)N,其中S为存活分数,D 为吸收剂

量,D０ 为辐射敏感系数,N为一常数[１６].
数据统计分析通过Excel(２００７)和SPSS(１７．０．１)完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剂量梯度下各性状的辐照效应

本研究５个性状的剂量效应曲线如图１所示.辐照处理对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辐射剂量提高,各材料的发芽率总体表现为降低,R．kamoji(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的剂量效应曲线呈

直线趋势,其余供试材料的剂量效应曲线呈抛物线,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
２６７)和R．ciliar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的发芽率开始大幅降低的剂量为２００Gy,R．kamoji(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和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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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oji(ZY１００７)此剂量为１５０Gy.
发芽势的变化趋势为低剂量下各处理相对发芽势略有降低或提高,提高剂量到一定量时,相对发

芽势大幅度降低,进一步提高剂量,发芽势平缓降低,剂量效应曲线呈倒S形.发芽势对辐照的敏感

度比发芽率高,说明辐射对种子活力的影响较大,对种子发芽能力影响较小.６份材料发芽势的辐照

敏感性不同,图中可以看出R．kamoji(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相对发芽势随剂量升高下降最快,辐射敏感性

高,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和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相对迟钝,其余材料敏感性居中.

图１　供试鹅观草材料的生物学剂量效应曲线

由图１可见辐照对供试材料苗期的生长抑制非常明显,辐照剂量提高,苗高较对照呈持续降低趋

势,各材料苗高的剂量效应曲线形状较一致,表现为在５０~１００Gy区间苗高大幅度降低,其余区间的

降低幅度较小.其中,R．kamoji(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对辐射最敏感,R．kamoji(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和R．kamoji
(ZY１００７)居中,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和R．ciliar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最迟钝.

在观测发芽率和苗高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材料的发芽指数(表现群体的发芽速度)和活力指数(结
合了发芽速度和苗期的生长速度),以综合直观地反映６０CoＧγ辐照对鹅观草种子生活力的影响.

当剂量低于５０Gy时,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和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的发芽指数有微弱的

提升,此后持续下降,其他４份材料均随辐照剂量提升而持续下降.活力指数方面,５０Gy剂量下R．
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和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与对照接近;５０~１００Gy剂量区间内,表现为急剧下

降;１００~４００Gy剂量区间内,活力指数平缓下降.其他材料在５０~１００Gy剂量区间内,活力指数表

现为急剧下降;剂量超过１００Gy后,则呈平缓下降.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和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
２６７)的曲线几乎一致,敏感性差异不大.其余材料表现为辐照后种子生活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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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通过多靶单击模型计算发芽势、苗高、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的半致残剂量

用多靶单击模型拟合辐照剂量－性状(发芽势、苗高、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曲线的回归方程(表２).

表２　各性状的剂量效应曲线回归方程

供试材料 发芽势回归方程 苗高回归方程 发芽指数回归方程 活力指数回归方程

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

S＝１－(１－e－D/０．３４)３８．３５,

R２＝０．９９８

S＝１－(１－e－D/０．６６)２．８４７,

R２＝０．９８９

S＝１－(１－e－D/１．１８)１．１５０,

R２＝０．９９１

S＝１－(１－e－D/０．４８)２．０１,

R２＝０．９９９

鹅观草

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

S＝１－(１－e－D/０．２０)４２．１１,

R２＝０．９９９

S＝１－(１－e－D/０．２１)１３．０６８,

R２＝０．９９４

S＝１－(１－e－D/０．６６)２．０４,

R２＝０．９８９

S＝１－(１－e－D/０．１７)１２．８９,

R２＝０．９９９

鹅观草

ZY１００７

S＝１－(１－e－D/０．２８)２９８．４１,

R２＝０．９６１

S＝１－(１－e－D/０．５６)３．３８３,

R２＝０．９８７

S＝１－(１－e－D/１．１５)２．０９,

R２＝０．９５９

S＝１－(１－e－D/０．３６)５．７５,

R２＝０．９９９

纤毛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

S＝１－(１－e－D/０．５５)１１．４８,

R２＝０．９２５

S＝１－(１－e－D/０．７８)３．７６２,

R２＝０．９６２

S＝１－(１－e－D/０．５３)１７．５６,

R２＝０．９７６

S＝１－(１－e－D/０．６９)２．７５,

R２＝０．９８１

竖立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

S＝１－(１－e－D/０．２１)１８９８５．６２,

R２＝０．９９４

S＝１－(１－e－D/０．９３)３．０３８,

R２＝０．９６９

S＝１－(１－e－D/０．７３)１０．９２,

R２＝０．９２１

S＝１－(１－e－D/０．７１)３．４１,

R２＝０．９７０

竖立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

S＝１－(１－e－D/０．２６)３７４４．５０,

R２＝０．９９６

S＝１－(１－e－D/０．９６)２．８０９,

R２＝０．９６６

S＝１－(１－e－D/１．０２)５．６３,

R２＝０．９４１

S＝１－(１－e－D/０．７６)２．９４,

R２＝０．９７１

根据表２的曲线方程计算出各性状的半致残剂量,采用Duncan新复极差法对结果进行多重比较

(表３).从表３比较可知本研究６个鹅观草材料的辐射敏感性为R．kamoji(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R．
kamoji(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R．kamoji(ZY１００７)＞R．ciliar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
R．japanesis(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

表３　由多靶单击模型计算而得的各材料４个苗期性状的半致残剂量

物种名称 保存号
半致残剂量/Gy

相对发芽势 相对苗高 相对发芽指数 相对活力指数 平均 ５％ １％

观草 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 ８３．９５ ６３．４１ ８２．１４ ５０．１５ ６９．９１ a A　　

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 １３８．７７ １０１．２７ ９３．５２ ５９．１４ ９８．１８ b A　B

鹅观草 ZY１００７ １６９．８５ ９４．０８ １４５．４７ ７８．３１ １２１．９３ bc B　C

纤毛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 １５７．４５ １３９．５４ １７２．３５ １０３．６０ １４３．２４ c C　D

竖立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 ２１７．６４ １４８．６３ ２０３．５７ １２０．２１ １７２．５１ d 　　D

竖立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 ２２３．４６ １４５．３３ ２１９．８７ １１８．６０ １７６．８１ d 　　D

２．３　致死剂量

辐照剂量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参试材料便不能得到幼苗,苗高值记为０(图１),可认为该剂量达到

了该材料的致死剂量(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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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材料的致死剂量

物种名称 保存号 致死剂量/Gy

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３０４ ３００

鹅观草 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 ２００

鹅观草 ZY１００７ ２５０

纤毛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３６ ２５０

竖立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４２ ３００

竖立鹅观草 ８８Ｇ８９Ｇ２６７ ３００

３　讨论

鹅观草属作为禾本科多年生草种,分布广泛,种类丰富.本研究涉及鹅观草３个物种６份材料,
共２种染色体组构成(表１).从本实验的６份材料可以看出,竖立鹅观草的辐射敏感性显著低于另两

个物种,可见不同鹅观草属物种的辐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鹅观草的其中一份材料(Pr８７Ｇ８８Ｇ３５３)
与另两个材料的辐射敏感性相比也有显著差异,说明同一物种不同基因型间的辐射敏感性也存在

差异.
选用合适的性状指标,是考察植物辐射敏感性和预测适宜辐射剂量的前提.本实验考察了发芽

率,发芽势,苗高,发芽指数,活力指数等５个性状.从实验结果看,苗高、发芽势和活力指数对辐射剂

量表现为敏感且相互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可作为预测适宜辐照剂量和辐射敏感性差异的指标.多

项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辐射当代的苗高与成活率相关性显著[１４－１７],而苗高在苗期测定,实验周期短,
故可用作今后预测鹅观草属物种适宜辐射剂量的参考指标.

本研究发现,发芽率和发芽指数不适合用作研究鹅观草属牧草辐射敏感性的指标.因为经辐射

处理过的部分种子,虽然能够萌动并达到预先设定的发芽标准,但无法进一步生长,直至植入穴盘也

无法出苗,最终死亡,这个现象在高剂量处理中尤为明显.廖飞雄等[１８]、徐冠仁[１９]也报道了这个现

象,徐冠仁认为辐照仅抑制了发芽时的细胞分裂,胚轴细胞仍能机械伸长以达到萌发标准.故本研究

中发芽率不适合作为衡量鹅观草属物种辐射敏感性的指标.因此,和发芽率相关的发芽指数也仅可

作为鹅观草属植物敏感性差异的指标,不适合作为预测适宜辐照剂量的指标.
王建丽[１０]用０~５０Gy剂量范围的６０CoＧγ处理垂穗鹅观草,认为４０Gy是合适的剂量.本研究为

了较准确地了解鹅观草属植物６０CoＧγ诱变的致死、半致死剂量,设置了０~４００Gy的剂量梯度范围,
以全面了解６０CoＧγ射线对鹅观草３个物种的辐射生物学效应,从而预测适宜剂量范围.对适宜剂量

的预测,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学者采用过不同的指标,但大多仍采用半致死剂量作为划分适

宜剂量的依据[２,６,１７].本研究建立模型计算得到苗期各性状的半致残剂量,为适宜剂量的确定提供了

理论依据.但本研究出发点是为获得足量 M２ 代群体和保证一定的突变率,育种实际效果还有待通过

进一步的田间选育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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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CoＧγrayforradioＧsensitivityinRoegneriaseeds

JIANGYun１,３,ZHANGJie１,CHENQian１,GUOYuanＧlin１,XUANPu２

(１．Sichua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iotechnologyandNuclea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

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６１,China;２．Sichua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InstituteofAgroＧproducts
ProcessingScienceandTechnology,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６１,China;３．TriticeaeResearchInstitute,

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Wenjiang,Sichuan６１１１３０,China)

Abstract:inordertoinvestigatesuitabledoseofRoegneria,threespeciesofRoegneria (R．kamoji
RciliarisRjaponensis)wereusedinthisstudy．Mutationtreatmentcontained８doses:CK
(０Gy),５０Gy,１００Gy,１５０Gy,２００Gy,２５０Gy,３００Gyand４００Gy．doseＧresponseequationof
germinationenergy,seedlingheight,germinationindex,vigorindexwassetupby ‘MultiＧtarget
singleＧhit’model,andmediallethaldoseandlethaldosewereestimatedbydoseＧresponseequation
andseedlingheight,respectively．Theseresultsindicatedtherearesomedifferenceofmediallethal
doseamongR．kamoji,RciliarisRandjaponensis．TheirmeanvalueareR．kamoji６９．９１~１２１．９３
Gy,Rciliaris１４３．２４GyandRjaponensis１７２．５１~１７６．８１Gy．Thisstudymayguideformutation
breedingofRoegneriaherbage．
Keywords:Roegneria;herbage;mutationbreeding;６０CoＧγray;suitable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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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同位素标记的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刘　婷,曲云欢,孟　德,张巧娥,宋大虎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人体中叶酸的缺乏及过剩都会引起相应的疾病.孕妇叶酸缺乏可引起新生儿或胎儿神经管畸形,叶酸缺乏还易

诱发急性心脑血管病及高级神经功能受损;还会导致消化不良;若叶酸长期摄入不足或先天吸收利用能力差,则会出

现智力明显低下等症状.未被吸收的过量合成叶酸会进入血液,有可能引起白血病、关节炎等疾病,服用大剂量叶酸

还可能产生一系列毒性作用.天然的叶酸极不稳定,人体真正能从食物中吸收的叶酸并不多,因此目前市售营养素补

充剂几乎均添加了合成叶酸.因此,对人体的叶酸进行快速、准确地检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血清中叶酸含量过

去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和微生物法进行测定,但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叶酸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成为热门

的研究方向.放射性免疫分析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中需要应用到的叶酸单克隆抗体,国内目前对其的研究较少,

仅有的商品化叶酸单克隆抗体价格昂贵,因此开展抗叶酸的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研究采用杂交瘤细胞技术,共获得２１株叶酸单克隆抗体,可用于标记同位素,应用于叶酸的放射性免疫分析和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的诊断和检测.本课题制备的抗叶酸单克隆抗体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保证试剂盒原料的

持续供应,促进叶酸相关试剂盒的国产化.

关键词:同位素标记;叶酸;单克隆抗体

叶酸(FolicAcid,FA)是一种重要的B族维生素,分子量为４４１D.叶酸与维B１２一起合成机体必

须的DNA,叶酸缺乏将产生巨幼红细胞贫血,还易诱发急性心脑血管病及高级神经功能受损[１,２],导
致消化不良和智力明显低下的症状.文献报道,新生儿和老年期的一些脑病变疾病,也与叶酸的缺乏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１,３].叶酸过剩可能产生的毒性作用有:干扰抗惊厥药物的作用;影响锌的吸

收;掩盖维生素B１２缺乏的早期表现,而导致神经系统受损害[４].体内的叶酸水平还可作为肿瘤、恶性

血液疾病、慢性肝脏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监控的指标,因此测定人血清中的叶酸,对于预防、诊断和治疗

疾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常血清叶酸水平为１３．４~４７．７nmol/L(５．９~２１．０ng/mL),如低于

６８nmol/L(３．０ng/mL)即可诊断为叶酸缺乏[５].
目前血清叶酸的检测方法主要有微生物法[６－９]、放射免疫分析方法(RIA)[１０－１２]、色谱分析

法[１３－２０]、克隆酶供体免疫测定法(CEDIA)[２１]、酶联免疫分析(ELISA)[２２]和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２３]等.其中放射免疫分析方法和微生物法是临床常用血清叶酸含量的检测方法,但是放射免疫分析

方法测定步骤繁琐、反应时间长、试剂稳定性差,更重要的是对环境污染大,对人的健康有威胁;微生

物法由于实验周期长、批间差异大、检测结果受样品中所含抗叶酸药物或抗生素成分的影响等,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CLIA)凭借其稳定、无毒性、测量快速、灵敏度高、线
性范围宽等优点已成为放射性免疫分析方法(RIA)和酶联免疫分析(ELISA)的有力竞争者.但目前

市场上叶酸的试剂盒多为配套进口仪器销售的进口试剂,国内对于叶酸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试剂盒

的研究仍很少,而且国内商品化的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厂家少且价格昂贵.因此研发叶酸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试剂盒并制备抗叶酸单克隆抗体,不仅可应用于临床,还可进一步推广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

法在国内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１　仪器材料与试剂

１．１　主要仪器

CO２ 培养箱,日本三洋公司;超净工作台,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光学显微镜,重庆光学仪

器厂;离心机,Sigma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Ｇ９２００),北京瑞利有限公司;酶标仪(MK３),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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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勃公司.

１．２　主要材料与试剂

完全佐剂、不完全佐剂、HAT、HT、PEG１５００等均为Sigma公司产品;酶标二抗IgG由北方所提

供;９６孔、２４孔细胞培养板、细胞培养瓶、离心管均为美国Corning公司产品;Balb/c雌性小鼠由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Sp２/０小鼠骨髓瘤细胞由北方所提供.实验所用化

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标记结合物及酶标抗原的制备

２．１．１　叶酸标记结合物的制备

１０mg/mL的BSA(牛血清白蛋白)、OVA(卵清蛋白)、KLH(血蓝蛋白)各１mL分别与５mg/

mL叶酸１mL和５mgEDC．HCl反应,室温搅拌２~３小时,补加２．５mgEDC．HCl,继续反应约３小

时,对０．０２mol/LpH７．４的PB完全透析.

２．１．２　叶酸酶标抗原的制备

采用高碘酸钠法制备叶酸酶标抗原.称取２０mg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溶于０．０２mol/LpH
５．６NaAc－HAc缓冲液５mL中,将２mL的０．１mol/LNaIO４ 溶液缓慢逐滴加入酶溶液中,４℃搅

拌反应１小时;滴加０．６mol/L的乙二醇１mL,４℃避光反应３０分钟,对０．０１mol/LpH４．２NaAc
－HAc缓冲液完全透析.透析结束后,用１mol/LpH９．５碳酸缓冲液(CB)调酶溶液pH≈９,按照投

料比抗原:酶＝１∶１,将７５０μL酶溶液缓慢逐滴分别加于５mg/mL的三种叶酸标记底物中,４℃避光

反应３小时以上.再分别加入１０mg/mL的 NaBH４１mL,４℃避光反应１小时,对０．０２mol/LpH
７．４磷酸缓冲液(PB)４℃完全透析;透析结束后,加入等体积甘油,－２０℃保存.

２．２　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２．２．１　动物免疫

三种免疫原FAＧBSA、FAＧKLH、FAＧOVA 分别免疫６~８周龄Balb/c雌性小鼠,采用腹腔注射

的方法进行免疫.基础免疫剂量为５０μg/只,两周后第一次加强,加强剂量为４０μg/只,之后隔三周

和隔四周加强一次,加强剂量为３０μg/只.每次加强免疫后１０天左右,小鼠尾静脉取血测定抗血清

滴度.细胞融合前三天,腹腔注射３０μg/只水剂加强免疫小鼠.

２．２．２　小鼠抗血清滴度的测定

采用酶联免疫分析(ELISA)方法进行测定,抗血清作系列稀释,１００μL/孔加于已包被抗原的

ELISA板中(１００μL),３７℃温育１h,洗５次;再加１００μL/孔酶标二抗,３７℃温育０．５h,洗５次,加
显色液,避光显色１０min,加终止液;测定 OD４５０nm.

２．２．３　抗叶酸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

(１)细胞融合:取小鼠脾细胞与Sp２/０细胞在５０％PEG作用下融合.融合后的细胞置于 HAT培

养基中,铺于含有饲养细胞(巨噬细胞)的９６孔板中,于３７℃含５％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
(２)筛选:融合后１０天,待杂交瘤细胞长至１/４孔大小时,取细胞上清液,采用FAELISA方法进

行筛选.
(３)克隆化培养:采用有限稀释法,对筛选的阳性杂交瘤细胞株进行克隆化,待克隆后细胞长至

１/４孔大小时进行再筛选、再克隆化,直至克隆化的所用细胞经筛选后均为阳性为止.

２．２．４　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获得

(１)小鼠腹水的诱发:将正常Balb/c小鼠腹腔注射福氏不完全佐剂,活化一周后,将已扩大培养的

杂交瘤细胞用生理盐水离心洗涤３次,溶于１．５mL生理盐水,注射于３只小鼠腹腔(０．５mL/只),

１０天后收集腹水,３７ ℃温育３０min,４ ℃过夜(以有效去除腹水中的纤维蛋白等杂质),次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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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rpm离心２０min,取上清,分装后－２０℃保存备用.
(２)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纯化:采用辛酸－硫酸铵联合沉淀法对腹水进行纯化.经紫外分光光度

仪测定抗体蛋白浓度,分装后－２０℃保存备用.

２．２．５　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筛选

将获得的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用含２０％小牛血清的PB(０．０２mol/L,pH７．４)配制成０．２５、０．５、１、

２μg/mL,以０．２５μg/mL外购叶酸单抗为对照,建立叶酸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进行测定(包被羊抗

鼠IgG浓度为１０μg/mL,酶标记抗原稀释度为１∶２０００,单抗工作浓度为０．２５μg/mL,反应时间为

３７℃１h,加样体积为５０μL标准品或血清样品＋５０μL酶标记抗原＋５０μL单抗),观察各叶酸单抗

不同浓度对结合率及标准曲线的影响,筛选出可取代外购叶酸单抗的自制抗叶酸单抗,确定其合适的

工作浓度.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小鼠抗血清滴度的测定

经FAELISA法测定,为避免载体蛋白产生抗体对实验的干扰,FAＧBSA、FAＧKLH 免疫产生的

抗血清加于FAＧOVA包被板;FAＧOVA免疫产生的抗血清加于FAＧKLH 包被板,三种免疫原免疫

的小鼠抗血清滴度为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如表１所示,选择抗血清滴度较高的B３小鼠、K１小

鼠和J１小鼠进行细胞融合.

表１　小鼠抗血清滴度测定

No．
滴度

B１
１∶１０w

B２
１∶１５w

B３
１∶２０w

B４
１∶１０w

No．
滴度

K１
１∶２０w

K２
１∶１５w

K３
１∶１０w

K４
１∶１０w

No．
滴度

J１
１∶５０w

J２
１∶３０w

J３
１∶３０w

J４
１∶３０w

３．２　抗叶酸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

本实验经细胞融合、筛选、克隆化培养得到 B４F３、B９H７、B１H１１、B１D１２、B３E９;K３B８、K４E８、

K１０D５、K７F１、K１B１２、K２H８、K８C９、K２F１１、K６H２、K８E８;J１、J２、J３、J４、J５、J６共２１株分泌抗叶酸单

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

３．３　抗叶酸单克隆抗体的初步筛选

采用已建立的叶酸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测定已获得的２１株抗叶酸单抗,其中单抗 B４F３、

B９H７、K２H８、K１０D５的B１/B０和B５/B０与外购叶酸单抗相当,如表２所示.
根据化学发光值和线性选择其各自合适的工作浓度:B４F３单抗的工作浓度为０．５μg/mL,B９H７

单抗的工作浓度１μg/mL,K２H８单抗的工作浓度为２μg/mL,K１０D５单抗的工作浓度为１μg/mL.

３



表２　抗叶酸单抗的初步筛选及工作浓度的确定

单抗 B４F３ B９H７ 外购单抗

单抗浓度/
(μg/mL)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０．２５

S０发光值/

(１０４ 计数/s)
１９８．７ １９２．９ １８４．３ １６２．６ １９３．８ ２２４．６ ２２９．８ ２１９．５ １３１．３

B１/B０/％ ５１．３６ ６４．１１ ５９．８６ ６８．０８ ７４．２３ ８３．５６ ８２．０５ ８４．３２ ７１．２７

B５/B０/％ ５．６７ ６．５８ ７．４３ ９．１６ ７．２８ ９．３４ １１．１８ １４．９３ ７．３８

r值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３６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７

单抗 K２H８ K１０D５ 外购单抗

单抗浓度/
(μg/mL)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０．２５

S０发光值/

(１０４ 计数/s)
９．５ １２．６ １５．９ １６．８ ６５．７ ７４．４ ７１．８ ５６．５ １３１．３

B１/B０/％ ５０．７２ ５２．９５ ５６．１６ ５９．７５ ７２．７９ ６７．７２ ７３．１９ ７３．６９ ７１．２７

B５/B０/％ ４．１２ ４．７９ ５．４１ ６．５４ ４．６５ ５．６７ ６．８９ ７．４０ ７．３８

r值 ０．９６９ ０．９８７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７

４　讨论

４．１　单抗筛选方法中包被抗原的选择

抗血清滴度测定时FAＧBSA、FAＧKLH 免疫产生的抗血清加于FAＧOVA 包被板;FAＧOVA 免

疫产生的抗血清加于FAＧKLH 包被板,这是为了避免筛选时,错误地筛选到针对其各自载体蛋白的

抗体.为了筛选到只针对FA这个抗原决定簇的抗体,以后的筛选实验都采用此模式,以便提高筛选

的准确性.

４．２　单克隆抗体的鉴定

本实验中获得的单抗细胞株有２１株,制备抗体的目的是为了运用于试剂盒以取代外购抗体,因
此应用于已建立的叶酸免疫分析方法中,直接进行功能性实验对抗体进行鉴定,检测其可用性并确定

各自的工作浓度,为后续自制单抗取代外购叶酸单抗奠定实验基础.

５　结论

采用杂交瘤细胞技术,制备得到了２１株抗叶酸单克隆抗体,将其应用于已建立的叶酸酶促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方法中,进行功能性实验,与外购叶酸单抗比较,初步筛选出４株可应用的叶酸单抗并

确定了其合适的工作浓度,为后续通过临床测值和方法学比对,筛选出合适的抗体取代外购叶酸单抗

奠定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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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folicacidmonoclonalantibodies
forisotopelabelling

LIUTing,QUYunＧhuan,MENGDe,ZHANGQiaoe,SONGDaＧhu
(１．NuclearandRadiationSafetyCentre,Beijing１０００８２,China;２．ChinaIsotope& RadiationCorporation

１０００４５,China;３．BeijingNorthInstituteofBiologicalTechnology１０００７６,China)

Abstract:Lackoffolicacid(FA)inthehumanbodyandexcesscancausethecorrespondingdiseases．
ThecurrentcommerciallynutrientsupplementsalmostaddthesynthesisofFA．Therefore,the
quicklyand accurately detection of FA tothe human body hasthe very vitalsignificance．
DeterminationtoSerumFAinthepastuseradioimmunoassay(RIA)andmicrobiologicalmethod,

butthetwomethodsallhavedisadvantages．FA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methodsinrecent
yearsbecomeahotresearchdirection．FAappliedinRIAand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is
lessatpresentthedomesticresearch,onlythecommercializationFA ofmonoclonalantibodyis
expensive,thereforethepreparationofFA monoclonalantibodieshasbroadmarketprospectand
economicbenefit．TwentyＧonemonoclonalantibodiesagainstFAwerepreparedsuccessfullybyusing
hybridomacelltechnique．Itcanbeusedtotagisotopes,RIAand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diagnosisanddetection．TheFA monoclonalantibodyofthisstudycan notonlyreducethe
productioncost,andcansupplyacontinuousofkitmaterials,andpromotethelocalizationofFA
relatedkit．
Keywords:Isotopelabelling;Folicacid;Monoclonal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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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３MHu热容CT用旋转阳极X射线球管研制进展

龙继东,李建北,彭宇飞,秦　臻,刘　平,陈弹蛋,赵　伟,陈德彪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９９)

摘要:X射线CT作为无损检测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医学临床诊断.其中 X射线球管是

CT的核心部件之一,迄今为止,尚无国产的CT球管投入市场.进口及国产CT均采用进口球管,价格高昂,而且需要

定期更换.本文介绍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３MHu热容CT球管研制进展,对CT球管研制中的关键

技术和工艺进行了概括.目前３MHu球管已经完成样管研制,完成了焦点、噪声、二维平面成像、发射特性等性能分析

与测试,基本达到设计指标.正在开展寿命分析和可靠性分析等工程化工作,有望在２０１８年实现商业样管的小批量

研制.

关键词:旋转阳极CT球管;３MHu;X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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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CT(computerizedtomography)作为无损检测重要手段之一,已经广

泛应用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医学临床诊断.其中球管作为X射线源,是CT的核心部件之一.为了满

足使用要求,CT球管对热容、焦斑、寿命等都有较高的要求.
国外CT球管的生产厂家主要有 GE、Philips、Siemens、Toshiba,以及 Varian和 Dunlee等.迄今

为止,尚无国产的CT球管投入市场应用.国内医院所使用的进口及国产CT均采用进口球管,价格

高昂,而且需要定期更换.
针对目前市场容量较大的３MHu热容CT球管,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展开系列

基础与关键技术研究,目前３MHu球管已经完成样管研制,完成了完成了焦点、噪声、二维平面成像、
发射特性等性能分析与测试,基本达到设计指标.正在开展寿命分析和可靠性分析等工程化工作,有
望在近期实现商业样管的小批量研制.本文对３MHu热容CT球管研制进展进行了概括介绍.

１　CT球管的结构与原理、关键技术

CT球管由金属管壳、绝缘、灯丝阴极和旋转阳极靶等构成,示意如图１.

图１　CT球管示意图[１]

阴极组件,也称电子枪,用于产生聚焦电子束.灯丝发射的热电子在高电压的加速下轰击旋转阳

极靶,产生X射线.旋转阳极靶用于将电子束的能量部分转换为 X射线,大部分的电子能量以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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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沉积在靶内.靶的热容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衡量 CT球管在高功率下工作的能力.为了耐受

高功率密度电子束的轰击,靶工作在高速旋转状态,轴承的性能以及靶组件的平衡性能决定了焦斑的

稳定乃至球管的寿命.

CT球管的关键技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阴极(电子枪)结构设计和聚焦结构、旋转阳极靶组件设

计与可靠性、散热与隔热设计等.阴极(电子枪)结构设计和聚焦结构影响焦斑尺寸及形状、阴极的寿

命.聚焦结构设计不合适可能导致束流过聚焦,或者聚焦不够,导致焦斑尺寸大,如果焦斑太小,则可

能导致靶面损伤.旋转阳极靶组件工作在高温下高速旋转状态下,结构设计不当会导致平衡失效,引
起焦点跳动、轴承损坏甚至报废.散热与隔热性能是保证球管长期运行的重要指标,良好的散热与隔

热设计能提高球管平均功率,延长轴承寿命,提高长期运行的可靠性.

２　CT球管研制

针对上述关键技术,流体物理研究所研发团队开展了相应的能力建设,具备完整、完全自主的CT
球管核心研发能力.基于自主研发条件和多学科交叉的研发团队,开展了器件物理设计、研制工艺研

究,完成了３MHuCT球管研制.

２．１　研制能力建设

研发队伍涵盖电真空器件(含X射线管)设计与制造工艺、计算机仿真、粒子源、绝缘物理、诊断技

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研发实验室面积６３００m２,包括４５０m２ 洁净装配间.具备基本完整、信息化的

电真空工艺线,拥有独立的数值仿真平台,建立了X射线球管老练台(图２)、X射线球管测试台、高温

旋转靶平衡测试系统(图３)等CT球管研发专用的研究、工艺系统.

图２　X射线球管老练台

　　　

图３　高温旋转靶平衡测试系统

２．２　数值仿真设计

３MHu样管在设计和工艺改进过程中,采用CST、comsol等仿真软件对其进行温度、热应力、束流进

行数值仿真,有效指导了工艺中的极限温度估算.部分仿真结果及对应的实物示意如图４~６所示.

图４　电子束排气过程中的温度场仿真和靶组件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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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电子束聚焦参数优化仿真和正在装配的阴极组件实物图

图６　靶面上的电子束斑分布

２．３　样管研制

３MHu样管研制经过预处理、组件装配焊接、动平衡校正、整管封接、高温排气封管等多道工序完

成.完成研制的球管还需要进行高压老练和性能测试,带束老练过程中的样管如图７.

图７　CT球管带束高压老练照

３　CT球管的性能

针对完成研制的３MHu球管,对其焦斑、剂量时间特征、噪声、能谱等进行了测量.其中噪声在

６５~７０dB水平,分析认为部分工艺温度过高导致轴承性能下降,平衡性能也有下降.球管样管的小

焦点焦斑约为０．７５mm×１．４mm,大焦点焦斑１．１mm×１．４mm.实测焦斑稍大于指标要求,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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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是由于灯丝装配过程中的形变引起对应束流的聚焦性能变差.目前正结合数值仿真进行

工艺优化工作.经过灯丝装配精度、束流光学参数改进后,测得小焦点焦斑约为０．６７mm(长度)×
１．１３mm(宽度),大焦点焦斑约为０．９８mm(长度)×１．０９mm(宽度),小焦点的长度方向仍然超出约

１０％,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工艺细节.

３．１　焦斑

采用牙科胶片,基于标准小孔成像法获得的某次球管小焦斑成像如图８(测试条件:７５kV,５０mA
几何放大比１．９２).采用焦点测试仪测得的大焦点的长度和宽度方向的分布曲线及测试结果如图９
(测试条件:８０kV,６２mA,０．１s,几何放大比１．９５).

图８　X射线焦斑小孔成像图

图９　大焦点的长度和宽度方向的分布曲线和测试结果

３．２　X射线剂量输出特性

球管在１２０kV/５０mA工作参数下输出的X射线,经过绝缘油等衰减后的实时剂量测量结果如

图１０,可以看出１５０ms以内输出已经基本稳定.

图１０　X射线剂量输出时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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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发射特性

在CT球管专用的测试台上自动测得灯丝的发射特性曲线示意如图１１,对比发现不同球管的发

射特性基本一致.

图１１　小灯丝的发射特性曲线If－It

３．４　成像

采用３MHu球管对部分物体透射成像结果如图１２,由于物体密度小,成像时工作参数选择在

７０kV/４０mA.

图１２　低压射线成像示例(左:猪蹄,右:手机)

４　总结

本文简要介绍了中物院流体物理研究所研制３MHu热容CT球管的进展,介绍了 CT球管研制

能力,设计与实验样品研制过程,焦点、噪声、发射特性、剂量稳定时间、成像效果等性能测试的研究进

展.项目组正在开展焦斑改进、热容测试、寿命测试和可靠性分析等工程化工作,有望在２０１８年完成

工程样管的研制,进入商业样管小批量研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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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proceedingofdomestic３MHuRotatingＧanodeCTtube

LONGJiＧdong,LIJianＧbei,PENGYuＧfei,QINZhen,LIUPing,
CHENTanＧdan,ZHAO Wei,CHENDeＧbiao

(InstituteofFluidPhysics,ChinaAcademyofEngineerPhysics)

Abstract:Asoneoftheimportantmeansofnondestructivetesting,XＧraycomputedtomography
(CT)hasbeenwidelyusedinvariousfields,especiallyinmedicalclinicaldiagnosis．AstheXray
source,XＧraytubeisoneofthemostkeypartsinCT．However,thereisnodomesticCTtube
commerciallytestedsofar．Thoughexpensiveandoffrequentreplacing,bothimportanddomestic
CTuserhavenochoicebutimportedCTtube．ThisreportintroducestheR&Dproceedingof
domestic３MHu RotatingＧanodeCTtubeatIFP,CAEP,andalsosummarizeskeytechniquein
development．UptoNow,３MHuCTtubesamplehasbeendevelopedsuccessfully,withspotsize,

noise,IＧVplotand２Dimagingtestcarriedout．Performanceanalysisincludingreliabilityandlife
analysisareunderway,anduseful３MHuCTtubewithsmallbatchesisexpectedtobedevelop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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