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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测试与分析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球形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装置的 ＤＥＭ 数值模拟研究

李自强ꎬ刘马林ꎬ刘小雪ꎬ张凯红ꎬ赵宏生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作者简介:李自强(１９７６—)ꎬ男ꎬ北京人ꎬ工程师ꎬ从事核材料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基金资助项目(ＺＸ０６９０１)

摘要:在高温堆运行的过程中ꎬ燃料元件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损耗ꎮ 因此ꎬ研究球形燃料元件的摩擦磨损

行为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采用 ＤＥＭ 数值模拟方法对测量球形燃料元件磨损性能的装置进行模拟分析ꎬ为该装置装球

量、转速等工艺参数的优化提供指导ꎮ
关键词:高温气冷堆ꎻ球形燃料元件ꎻ磨损测试ꎻ离散元方法模拟分析

第四代核能系统在安全性、核燃料利用率和防止核扩散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其中基于模块式

设计的高温气冷堆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满足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堆型之一ꎮ 根据燃料元件的形状不同ꎬ
高温气冷堆分为球床式高温气冷堆和棱柱状高温气冷堆ꎮ 球床式高温气冷堆相对于棱柱状高温气冷

堆的优势之一是可采用不停堆换料和燃料多次循环再利用[１]ꎮ
在整个高温堆燃料元件循环过程中ꎬ燃料元件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损耗ꎮ 因此ꎬ对

于球床式高温气冷堆在运行过程中球形燃料元件磨损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２]ꎮ

１　 燃料元件运动分析

在 １０ ＭＷ 高温气冷堆运行过程中ꎬ堆芯内燃料球绝大部分时间均处于静止状态ꎬ在堆芯内部的

球流运动属于重力驱动下的缓慢颗粒流ꎮ 缓慢的稠密流ꎬ由于多体间的相互作用ꎬ使运动具有随机

性、间歇性ꎬ且在宏观上表现出流动的不连续性ꎬ每个球的运动经历静止—运动—再静止的过程ꎮ 燃

料元件的运动主要表现为在燃料元件装卸系统的管道中的运动以及在堆芯内部的流动ꎮ 在堆运行过

程中ꎬ球与球之间、球与管道及设备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碰撞和摩擦现象ꎮ 因此ꎬ这种摩擦主要表现

为石墨与不锈钢、石墨与石墨之间的摩擦[３]ꎮ
球形燃料元件由包覆燃料颗粒弥散在基体石墨中制成直径约 ５０ ｍｍ 的燃料区ꎬ再在燃料区外面

均匀地包裹一层约 ５ ｍｍ 厚的基体石墨外壳(即无燃料区)ꎮ 由于摩擦发生在燃料元件表面ꎬ且元件

表面是石墨材料ꎬ所以ꎬ可认为球形燃料元件的摩擦行为主要由元件表面基体石墨的摩擦行为决

定[４ ꎬ ５]ꎮ 本文以 １０ ＭＷ 高温气冷堆用球形燃料元件相同的原料及相同工艺制造的基体石墨球为对象

表征燃料元件磨损性能ꎮ

２　 燃料元件磨损机理分析

在球流运动中ꎬ球和球之间可能会出现滑动和滚动两种情况ꎮ 球与球之间出现碰撞和摩擦现象

是以切削作用为主的磨料磨损ꎮ 影响燃料球磨损率的直接原因为碰撞过程中石墨材料表面之间的作

用力ꎮ 这种情况下磨料磨损的主要机理为微观切削磨损及微观断裂磨损ꎮ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ꎬ从陈志鹏等人的 ＳＥＭ 实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通过对燃料元件基体石墨

球磨损后的形貌观察表明ꎬ大部分磨损划痕均较浅ꎬ且相比磨损前的表面形貌磨损表面未出现大量新

的凹坑ꎬ划痕集中的区域在高倍放大条件下反而呈现出更加均匀光滑的形貌ꎮ 磨损后的形貌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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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下燃料元件基体石墨球的磨损属于磨料磨损ꎬ摩擦表面未发生明显的黏着和塑性变形ꎬ这与

前文对于堆内燃料球之间磨损机理的分析结果相一致[ ６－８ ]ꎮ 在磨料磨损中ꎬ磨损量由公式表示为[ ９ ]:

磨损量 ＝ Ｗ
ＨＶ

ＡＬ (１)

式中ꎬＷ———载荷ꎻＨＶ———表面的硬度ꎻＡ———沟槽的截面积ꎻＬ———长度ꎮ

磨损率 ＝ Ｗ
ＨＶ

ＡＶ (２)

式中ꎬＶ———速度ꎮ

３　 燃料元件磨损检测装置

１０ ＭＷ 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在堆芯平均停留时间 １ １１５ ９ 天[１ ０ ]ꎬ若正常的工作状况水平下对其

进行可靠性验证ꎬ要耗费很长的试验时间ꎮ 而燃料元件输送过程中ꎬ单个燃料元件循环过程总耗时仅

９ ８ ｓ[１ １ ]ꎮ 尽管不锈钢管对燃料球与石墨材料之间的磨损相比具有较高的磨损率[ １ ２ ꎬ １ ３ ]ꎬ但与堆内球

流运动相比时间太短ꎬ磨损量太小ꎬ忽略了球与管道之间的磨损因素ꎮ
在高温堆燃料球形元件行业领域内ꎬ采用卧式磨损筒装置加速验证验证试验方法检测元件磨损

性能[１４]ꎮ 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装置(图 １)由滚筒、电机、计时装置和控制器、防尘罩、减震架等组

成[ １５ ꎬ １６]ꎮ 该装置的筒体内部光滑ꎬ筒壁中的石墨球之间的摩擦模拟燃料球之间碰撞的摩擦ꎮ 筒体内

壁镶嵌有一肋板结构ꎬ肋板平行轴向方向ꎬ其长度与筒体内壁长度相等ꎮ 增加肋板结构的目的在于促

进基体石墨球之间在滚筒内进行充分摩擦ꎬ提升石墨球自转速度ꎮ 在磨损测试装置转动过程中ꎬ石墨

球受力情况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ꎮ

图 １　 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装置

１—滚筒ꎻ２—电机ꎻ３—计时装置ꎻ４—防尘罩ꎻ５—减震架ꎻ６—控制器ꎻ７—筒盖ꎻ８—筒体ꎻ
９—装卸扳手ꎻ１０—排尘孔ꎻ１１—显示装置ꎻ１２—防尘罩提手ꎻ１３—锁扣

４　 磨损装置模拟计算模型

在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过程中ꎬ元件与元件及元件与磨损筒内壁间力的作用无法精确测量ꎬ
而实验研究方法周期长ꎬ成本高ꎮ 随着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ꎬ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快速、低成本的

建立模型进行模拟[１７ꎬ１８]ꎮ 离散元方法(ＤＥＭꎬ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是用于求解分离复杂离散系统

的运动规律与力学特性的一种新型数值方法ꎮ 它的主要原理是将研究对象划分成很多独立的单元ꎬ
利用单元间接触模型和牛顿第二定律ꎬ根据每个时刻单元间的相互接触模型计算接触力以及其他的

运动参数ꎬ从而得到每个时间步长所有单元的受力和运动参数ꎮ 再根据每个单元的微观运动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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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个宏观体系的运动规律ꎮ 该方法的核心是相互接触模型ꎬ本文采用 ＤＥＭ 软件来实现数值模拟ꎬ
采用的 Ｈｅｒｔｚ－Ｍｉｎｄｌｉｎ 接触模型ꎮ 在 Ｈ－Ｍ 接触模型中ꎬ法向力 Ｆｎ是法向重叠量 δｎ的函数ꎬ可由如下公

式求得:

Ｆｎ ＝ ４
３
Ｅ∗ Ｒ∗ δ

３
２
ｎ (３)

式中:Ｅ∗ꎬＲ∗分别为等效弹性模量和等效接触半径ꎬ且有:
１
Ｅ∗

＝
１ － ｖ２ｉ( )

Ｅ ｉ

＋
１ － ｖ２ｊ( )

Ｅ ｊ
(４)

１
Ｒ∗

＝ １
Ｒ ｉ

＋ １
Ｒ ｊ

(５)

式中:Ｅ ｉ、ｖｉ、Ｒ ｉ和 Ｅ ｊ、ｖｊ、Ｒ ｊ分别是接触颗粒的杨氏模量、泊松比和半径ꎮ
而切向力 Ｆ ｔ则取决于切向重叠量 δｔ和切向刚度 Ｓｔꎬ由下式可得:

Ｆ ｔ ＝ － Ｓｔδｔ (６)
其中ꎬ

Ｓｔ ＝ ８Ｇ∗ Ｒ∗δｎ (７)
１
Ｇ∗

＝
１ － ｖｉ
Ｇ ｉ

＋
１ － ｖｊ
Ｇ ｊ

(８)

式中:Ｇ∗为等效剪切模量ꎬＧ ｉ、Ｇ ｊ为接触颗粒的剪切模量ꎮ
此外ꎬ法向和切向的阻尼力则可分别表达为:

Ｆｄ
ｎ ＝ － ２ ５

６
β Ｓｎｍ∗ ｖｒｅｌｎ (９)

Ｆｄ
ｔ ＝ － ２ ５

６
β Ｓｔｍ∗ ｖｒｅｌｔ (１０)

式中:β、Ｓｎ、ｍ∗分别为阻尼比、法向刚度和等效质量ꎬｖｎ ｒｅｌ、ｖｔ ｒｅｌ分别为法向和切向相对速度ꎬ分别表

示为:

β ＝ ｌｎｅ

ｌｎ２ｅ ＋ π２
(１１)

Ｓｎ ＝ ２Ｅ∗ Ｒ∗δｎ (１２)
１
ｍ∗

＝ １
ｍｉ

＋ １
ｍ ｊ

(１３)

图 ２　 转鼓几何结构

另外切向力受库仑摩擦 μｓＦｎ 限制ꎬ其中 μｓ是静摩擦系数ꎮ 还需要考虑滚动摩擦ꎬ它通过在接触

表面施加一个力矩来考虑ꎮ τｉ ＝ －μｒＦｎＲ ｉωｉꎬ其中ꎬμｒ是滚动摩擦系数ꎬＲ ｉ是接触点到质心的距离ꎬωｉ是

物体在接触点处单位角速度矢量ꎮ 对于任一颗粒在颗粒体系中所受的力和力矩即为以上力和相应力

矩的总和ꎬ分别用于计算颗粒的平动和转动加速度ꎮ
基于上述实验装置分析ꎬ采用的转鼓几何结构如图 ２

所示ꎮ
对于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而言ꎬ在磨损装置和颗粒物性确定

后ꎬ影响磨损最主要的参数是参与磨损的元件数量和磨损装置

的转速两个物理量ꎮ 离散单元法的仿真结果可以为摸清磨损

装置本身的最佳工作条件提供理论指导ꎮ 本模拟中颗粒物性

如弹性模量等均采用文献推荐值ꎬ其他具体模拟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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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模拟参数

参数 数值

颗粒直径 ６０ ｍｍ

颗粒密度 １ ７２ ｇ / ｃｍ３

颗粒数量 (１６~２４)个

转鼓速度 (１０~１５０)ｒ / ｍｉｎ

转鼓尺寸 ϕ２３０ ｍｍ×２２０ ｍｍ

５　 模拟结果与分析

５ １　 磨损装置转速的影响

模拟分析了在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过程中ꎬ在装填元件数量相同的情况下ꎬ磨损装置不同的

转速对元件角速度的影响ꎮ 对磨损装置的转速为 １０~１５０ ｒ / ｍｉｎ 的转速范围进行分析ꎬ图 ３ 为磨损装

置不同转速下的元件平均角速度ꎬ对该数据进行局部多项式曲线拟合ꎬ得到拟合式(１４)ꎮ

图 ３　 磨损装置不同转速下的元件平均角速度

ｙ ＝ － ３ × １０ －０７ｘ４ ＋ ６ × １０ －０５ｘ３ － ０  ００５ ９ｘ２ ＋ ０ ５５１ｘ － ０ ２６６ ３ (１４)
如图 ３ 及多项式拟合方程(１４)所示ꎬ开始时颗粒转动角速度随着磨损装置转速增加时线性增加ꎬ

当磨损装置转速在 １００~１２０ ｒ / ｍｉｎ 时ꎬ获得的元件平均角速度较大ꎬ而转速大于 １２０ ｒ / ｍｉｎ 时ꎬ元件平

均角速度明显下降ꎮ

５ ２　 填装元件数量的影响

模拟分析了在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过程中ꎬ在磨损装置转速不变的情况下ꎬ装填的元件数量

对元件角速度的影响ꎮ 假设分别装入 １６、１８、２０、２２、２４ 个元件进行分析ꎬ图 ４ 为不同数量燃料元件的

平均角速度数据ꎬ并对该数据进行多项式曲线拟合ꎬ分别得到如下所示拟合方程(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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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数量元件的平均角速度拟合曲线图

ｙ ＝ － ０  ００１ ４ｘ４ ＋ ０  １１６ ８ｘ３ － ３  ７３７ｘ２ ＋ ５２ ６３３ｘ － ２４０ ０７ (１５)
图 ５ 为不同数量燃料元件的角速度之和数据ꎬ并对该数据进行多项式曲线拟合ꎬ分别得到如下所

示拟合方程(１６)ꎮ

图 ５　 不同数量燃料元件角速度之和拟合曲线图

ｙ ＝ － ０  ０２１ ３ｘ４ ＋ １  ７５６ ２ｘ３ － ５６  １２７ｘ２ ＋ ８３１ ０６ｘ － ４ １９７ ６ (１６)
如图 ４、图 ５ 及所拟合的多项式方程所示ꎬ随着元件数量的增加ꎬ燃料元件平均角速度在单调递

减ꎻ而随着元件数量的增加ꎬ燃料元件角速度之和却呈现增加趋势ꎮ
图 ６ 是对图 ５ 不同数量燃料元件的角速度之和所拟合的多项式方程进行求导ꎬ得到不同数量燃

料元件的总角加速度数据ꎬ对该数据进行多项式曲线拟合ꎬ得到如下所示拟合方程(１７)ꎮ
ｙ ＝ ０  ０７６ ６ｘ３ － ４  ５２１ ４ｘ２ ＋ ８４ ４９１ｘ － ４７９ ８３ (１７)

如图 ６ 及所拟合的多项式方程(１７)所示ꎬ随着元件数量的增加ꎬ元件平均角加速度越来越小ꎮ 当

元件数量达到 ２４ 个时ꎬ角加速度增量最小ꎮ

６　 结论

在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过程中ꎬ元件的磨损量与划痕长度成正比ꎬ而磨损率与磨损速度成正

比ꎮ 模拟研究了参与磨损的元件数量和磨损装置的转速对元件角速度的影响ꎬ并进行理论分析ꎬ同时

基于模拟结果得出了磨损装置提高元件角速为需要进一步重点关注的方向ꎮ 通过上述分析ꎬ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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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数量燃料元件的总角加速度拟合曲线

出结论:
(１) 在高温堆燃料元件磨损测试过程中ꎬ在装填元件数量相同的情况下ꎬ当磨损装置转速由

１０ ~ １５０ ｒ / ｍｉｎ逐渐增加时ꎬ元件平均角速度值先逐渐递增ꎬ当磨损装置转速在 １００ ~ １２０ ｒ / ｍｉｎ 时ꎬ
获得较大的元件平均角速度和元件角速度之和ꎬ而后开始明显下降ꎻ

(２) 在磨损装置转速不变的情况下ꎬ装填不同数量的元件可以影响元件角速度的大小ꎬ随着元件

数量从 １６~２４ 个逐渐地增加ꎬ元件平均角速度单调递减ꎻ而燃料元件角速度之和却在增加ꎻ而角加速

度增量逐渐变小ꎻ当元件数量达到 ２４ 个时ꎬ燃料元件角速度之和最大ꎬ加速度增量最小ꎮ
以上结论可以看出离散单元法数值模拟可以为探索和优化球形燃料元件磨损装置本身的操作参

数提供改进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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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 Ｘ 射线检查工艺研究

黄　 帆ꎬ杨通高ꎬ齐世金ꎬ曹　 晖ꎬ杨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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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帆(１９８７—)ꎬ男ꎬ助理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从事核燃料棒 Ｘ 射线检测工作

摘要:燃料组件是反应堆中的核心部件ꎬ其焊缝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组件的使用寿命和反应堆的安全运行ꎮ 为了保证

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内部质量ꎬ对接焊缝采用 Ｘ 射线检查技术ꎮ 根据外套管结构尺寸特点并结合技术要求规定ꎬ
主要对透照方法、透照方式以及制定工艺参数等进行了探索研究ꎬ为保证工艺可行ꎬ做了相关工艺验证ꎮ 通过上述工

艺研究ꎬ成功找到了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内部质量的检查方法ꎮ 得出了以下结论: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采用

直接透照法的双壁单影的透照方式ꎬ每 ６０°透照一次ꎬ共透照 ６ 次ꎬ在胶片侧放置铅块ꎻ通过试验ꎬ确定了实验快堆外套

管对接焊缝 Ｘ 射线透照工艺参数ꎻ可用于检出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缺陷ꎬ保证焊接质量ꎮ
关键词:快堆ꎻ外套管ꎻ 对接焊缝ꎻＸ 射线检查

快堆作为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ꎬ代表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ꎮ 国外很

多国家均在研究快堆技术ꎬ作为核大国的中国也确立了自己发展快堆事业的三步走战略目标ꎮ 为了

提高 Ｘ 射线照相检查的灵敏度ꎬ确保外套管焊缝检查质量ꎬ满足检查工艺要求ꎬ是 Ｘ 射线照相检查的

掌握先进核燃料组件制造技术ꎬ公司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合作ꎬ开展了 ＣＥＦＲ 实验快堆燃料组件制造

研究工作ꎮ
本文主要研究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 Ｘ 射线检查工艺ꎮ 选择最佳的 Ｘ 射线照相检查方法ꎬ提

关键ꎮ 本文主要从确定合适的透照方法ꎬ计算透照厚度以及选取工艺参数等几个方面着手ꎬ逐步建立

了我国第一套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的 Ｘ 射线照相检查工艺方法ꎬ实现外套管焊后的内部质量检

查要求ꎮ

１　 外套管对接焊缝结构及技术要求

１ １　 外套管焊缝结构

在进行工艺研究前ꎬ先对外套管的结构进行简要介绍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可以看出实验快堆组件外套

管是一个外部为六边形ꎬ内部空心圆的结构ꎬ不锈钢材料ꎮ 其中本文研究外套管对接焊缝焊后的 Ｘ 射

线检查工艺ꎮ 图 １ 为外套管对接焊缝示意图ꎮ

图 １　 外套管对接焊缝示意图

１ ２　 Ｘ 射线检查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规定:在阶梯孔像质计的两个 ϕ ０ ２５ ｍｍ 孔清晰可见的情况下ꎬ不允许存在未焊透、气
孔、夹钨和夹杂物等缺陷ꎬ有效熔深不小于对接焊后管壁厚度的 ９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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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Ｘ 射线透照方法

２ １　 透照方法

Ｘ 射线透照方法通常包括三种:直接透照法、全补偿法和半补偿法ꎮ 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三种透照方式示意图

这三种透照方法各有优缺点ꎬ在使用过程中ꎬ需根据不同产品结构、尺寸、焊接方式等ꎬ选择更为

合理的透照方法ꎮ 如表 １ 是三种不同透照方法参数优缺点对比表ꎮ

表 １　 三种透照方法优缺点对比表

透照方式 直接透照法 全补偿法 半补偿法

灵敏度 高 低 中

透照厚度 小 大 中

图像清晰度 差 好 一般

有效评定区域 小 大 中

所需射线能量 低 高 中

散射线影响 大 小 中

暗室处理要求 严格 一般 一般

２ ２　 外套管对接焊缝透照方法

根据上述ꎬ首先考虑采用全补偿法ꎬ即利用补偿块或补偿泥等补偿的方法将组件全部包裹补偿

厚度差ꎬ由上述 １ １ 可知ꎬ外套管的剖面为正六边形ꎬ对边尺寸为 ５９ ｍｍꎬ内部为空心圆 ϕ５２ ｍｍꎬ需
要在组件外表面以及空心圆内部同时补偿ꎬ才能使被补偿件厚度均一ꎬ对比度好ꎬ然而组件已完成

焊接ꎬ内部空心圆已经无法进行补偿ꎬ只能考虑在组件外部进行补偿ꎮ 然而仅在外部补偿ꎬ透照厚

度还是同直接透照法一样有较大变化ꎬ没有体现补偿法的优势ꎬ且补偿后其有效透照厚度变大ꎬ至
９



少等于或大于六边形对边尺寸 ５９ ｍｍꎮ 通常透照厚度越大ꎬ就需要越高的管电压才能穿透物体ꎬ由
于组件采用不锈钢材料制得ꎬ至少需要大约 ３００ ~ ４００ ｋＶ 的管电压才能有足够能力穿透组件在胶

片上成像ꎬ穿透物体后到达胶片的能量也较弱ꎬ底片易形成虚像或不成像ꎬ如果继续增加射线机能

量ꎬ即提高管电压ꎬ理论上可以满足穿透物体的要求ꎬ但是由于射线能量越高ꎬ线质越硬ꎬ又会使得

图像清晰度变差和灵敏度急剧降低ꎬ灰雾度加大ꎬ散射线增多ꎬ无法满足技术要求中规定的

ϕ ０ ２５ ｍｍ孔清晰可见的灵敏度要求ꎬ最终影响对接焊缝的焊接质量的评定ꎬ且目前现场使用的标

准射线机最高管电压为 ３２０ ｋＶ(通常只能采用额定最高电压的 ９０％ꎬ否则会极大降低 Ｘ 射线机的

使用寿命)ꎬ无法满足更高的能量要求ꎬ为此采用全补偿法的方法不可行ꎮ 采用半补偿法同全补偿

法理论上都需要厚度补偿ꎬ即增大透照厚度ꎬ也会出现透照厚度过大ꎬ灵敏度难以保证的情况ꎬ为此

半补偿法也不适用ꎮ 采用直接透照法ꎬ每次透照厚度为对边尺寸减去中心圆尺寸ꎬ透照厚度仅为

７ ｍｍꎬ对于现有的射线机可以满足透照要求ꎮ
在确定了直透法后ꎬ由于外套管是六边形ꎬ检测过程中每两条边上下重合ꎬ无论采用何种透照方

法都很难区分上下重合的两条边ꎬ导致无法准确判定重合的两条焊缝哪个有缺陷ꎬ为此需要对透照方

式进行研究ꎮ

２ ３　 外套管对接焊缝透照方式

要确定透照方式首先需要引出一个概念ꎬ在射线透照中灵敏度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ꎬ而对比

度、不清晰度和颗粒度共同决定灵敏度的高低ꎮ 由于 Ｘ 射线管焦点或 γ 射线源都有一定尺寸ꎬ所以透

照工件时ꎬ工件表面轮廓或工件中的缺陷在底片上的影像边缘会产生一定宽度的半影ꎬ此半影宽度就

是几何不清晰度 Ｕｇꎮ 下面分析分别位于胶片侧焊缝和射线源侧焊缝的几何不清晰度 Ｕｇ１和 Ｕｇ２ꎬ计算

公式如下所示:
Ｕｇ１ ＝ｄｆＬ２ / Ｌ１ ＝ｄｆｔ / (Ｆ－ｔ) (１)

Ｕｇ２ ＝ｄｆＬ２ / Ｌ１ ＝ ｄｆＤ０ / (Ｆ－Ｄ０) (２)
式中:

ｄｆ为 Ｘ 射线机管焦点ꎻ
Ｌ１为焦点至工件表面距离ꎻ
Ｌ２为工件表面至胶片距离ꎻ
ｔ 为对接焊缝厚度ꎻ
Ｆ 为焦距ꎻ
Ｄ０为六角管对边尺寸ꎮ
将数值分别代入式(１)、(２)ꎬ可计算出 Ｕｇ１ ＝ ０ ０１ ｍｍꎬＵｇ２ ＝ ０ ０９ ｍｍꎬ从结果可以看出 Ｕｇ２远大于

Ｕｇ１ꎬ因此可以认为当射线束垂直透照下来时ꎬ底片上可见的只有更靠近胶片侧的焊缝ꎬ而靠近射线侧

的焊缝更为不清晰ꎬ或者理解为“看不见”ꎬ可认为底片只成靠近胶片侧焊缝的像ꎬ为此采用双壁单影

的透照方式检测外套管对接焊缝ꎬ每个面透照一次就可以将六边形对应的每条焊缝的影像显示在底

片上ꎬ共透照 ６ 次即可完成外套管对接焊缝的所有透照ꎮ

２ ４　 背散射防护

产生散射线的物体称作散射源ꎬ在射线透照时ꎬ凡是被射线照射到的物体ꎬ例如ꎬ工件、暗盒、桌
面、墙壁、地面ꎬ甚至连空气都会成为散射源ꎬ其中最大的散射源来自工件本身ꎮ 在透照外套管对接焊

缝时ꎬ由于其外表面是六边形ꎬ如果直接摆放胶片ꎬ每个面都会折射出散射线ꎬ从而形成背散射(散射

线中一种)ꎬ过多的散射线会降低灵敏度ꎬ干扰底片的评定ꎬ为此考虑把铅块弯曲成六边形形状ꎬ并将

铅块与胶片紧贴ꎬ这样既可以将胶片紧贴外套管ꎬ用于固定胶片ꎬ同时也可以防护背散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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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Ｘ 射线透照工艺参数

３ １　 焦点及焦距

３ １ １　 焦点选取

在外套管对接焊缝 Ｘ 射线检查中ꎬ使用的是 ＧＥ 公司 ＩＳＯＶＯＬＴ３２０ / ７ 双焦点ꎬ恒功率 Ｘ 射线机ꎬ该
射线机焦点尺寸包括 １ ５ ｍｍ×１ ５ ｍｍ 和 ０ ８ ｍｍ×０ ８ ｍｍ 两种ꎮ 由于焦点尺寸的大小决定了 Ｘ 射线

机的功率ꎬ为了提高检查的效率ꎬ选取了 Ｘ 射线机的大焦点 １ ５ ｍｍ×１ ５ ｍｍꎮ
３ １ ２　 焦距计算

(１)最小焦距计算

外套管对接焊缝尺寸与焦距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ꎬ当焦距小于最小焦距时ꎬ就会造成部分区域在

透照射线外部ꎬ从而发生漏检ꎬ这是不被允许的ꎮ 因为外套管对接焊缝的有效长度为正六边形的单边

长度 ５９ ｍｍꎮ 这就要求一次透照长度 Ｌ 应该≥５９ ｍｍꎮ 在已知一次透照最大长度 Ｌ 等于 ５９ ｍｍꎬ透照

厚度 Ｔ 等于 ７ ｍｍꎬ选取纵向焊接 Ｂ 级透照厚度比 Ｋ 值为 １ ０１[２]ꎬ根据诺模图可以得出最小焦距为

３５０ ｍｍꎮ 诺模图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最小透照焦距诺模图

(２)确定焦距

依据公式计算出的焦距是最小值ꎬ在实际工作中ꎬ往往要选择较大的焦距ꎮ 焦距大ꎬ照射到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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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Ｘ 射线平行性好ꎬ半影区即几何不清晰度就小ꎬ黑度过度快ꎬ黑白反差明显ꎮ 因此ꎬ根据设备现有安

装位置ꎬ兼顾透照场满足要求ꎮ

３ ２　 射线能量研究

３ ２ １　 射线能量选择原则

射线能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主因对比度、固有不清晰度和射线照相颗粒度ꎬ从而决定了射线照相

的灵敏度ꎮ 为保证透照质量ꎬＪＢ / Ｔ ４７３０—２００５[ ３ ] 中规定了不同透照厚度允许的 Ｘ 射线最高透照

电压ꎮ
外套管为不锈钢材料ꎬ透照厚度为 ７ ｍｍꎬ对应图 ４ 中第 ２ 条曲线ꎬ由曲线可知ꎬ最高透照电压应不

大于 １８０ ｋＶꎮ 而为了保证透照质量ꎬ必须尽可能选用较低的射线能量ꎬ但是射线能量过低也可能造成

底片无法成像ꎬ为此必须进行射线能量试验以确定能量选用范围ꎮ

图 ４　 不同材料、透照厚度允许的 Ｘ 射线最高透照电压

１—铜及铜合金ꎻ　 ２—钢ꎻ　 ３—钛及钛合金ꎻ　 ４—铝及铝合金

３ ２ ２　 射线能量试验

由于 ＩＳＯＶＯＬＴ３２０ / ７ Ｘ 射线机没有现成的曝光曲线ꎮ 为此需要固定试验条件ꎬ选取不同的射线能

量ꎬ进行透照试验ꎮ
(１)试验条件

根据多年生产以及检验积累的丰富经验ꎬ配套利用现有的设备、仪器以及工装器具等(其中固定

参数包括了焦点、焦距、补偿块、曝光量、胶片、暗室处理等)ꎬ模拟出符合试验的环境和条件ꎮ
(２)试验方法

试验以透照电压为变量ꎬ最终找到符合要求的射线能量值ꎮ

３ ３　 曝光量研究

曝光量是指射线源发出的射线强度与透照时间的乘积ꎮ Ｘ 射线机是恒功率射线机ꎬ前面已经确

定了的电压值ꎬ从而可以计算出电流值ꎬ为保证射线机使用寿命ꎬ通常必须在其额定功率以下进行工

作ꎬ同时考虑到电流值大ꎬ曝光量大ꎬ灰雾度小ꎬ有利于胶片的评定ꎬ故选取较大固定电流值ꎮ 根据透

照厚度ꎬ大致确定了透照时间范围ꎮ
３ ３ １　 试验条件

根据多年生产以及检验积累的丰富经验ꎬ配套利用现有的设备、仪器以及工装器具等(其中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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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包括了焦点、焦距、补偿块、曝光量、胶片、暗室处理等)ꎬ模拟出符合试验的环境和条件ꎮ
３ ３ ２　 试验方法

试验以透照时间为变量进行透照试验ꎬ最终找到符合要求的透照时间ꎬ确定曝光量ꎮ

４　 工艺验证

４ １　 不清晰度验证

由固有不清晰度 Ｕｉ的计算公式可以算出快堆外套管焊缝射线检测中的最大固有不清晰度为:
Ｕｉ ＝ ０ ００１ ３(ｋＶ) ０ ７９ ＝ ０ ０７３(ｍｍ) (３)

因为 Ｘ 射线机焦点尺寸 １ ５ ｍｍ×１ ５ ｍｍꎬ焦距 １０００ ｍｍ ±１０ ｍｍꎬ补偿块补偿区厚度 ７ ｍｍꎬ可以

算出实际透照中的最大几何不清晰度为:

Ｕｇｍａｘ ＝
ｄｆＴ
Ｆ － Ｔ

≈ ０ ０１１ (ｍｍ) (４)

根据上述两式可以算出总的不清晰度为:
Ｕ＝(Ｕｇ

２＋ Ｕｉ
２) １ / ２

»０ ０７４(ｍｍ) (５)
显然ꎬＵｇｍａｘ远小于国标中规定的最大值 ０ １ ｍｍꎬ因此几何不清晰度符合要求ꎮ 由于总的不清晰

度值 Ｕ 的两倍约为 ０ １４８ ｍｍꎬ从几何投影的关系来看ꎬ直径大于 ０ １４８ ｍｍ 的气孔应该能够被识别ꎬ
这就满足了“可见阶梯孔像质计 ϕ０ ２５ ｍｍ 孔”这一要求的透照需要ꎬ因此ꎬ总的不清晰度完全符合透

照要求ꎮ

４ ２　 灵敏度验证(见表 ２)

表 ２　 阶梯孔像质计重复透照统计结果

底片编号 底片黑度 可见最小孔径 / ｍｍ 底片编号 底片黑度 可见最小孔径 / ｍｍ

１３１２０２０１ ２ ２８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１１ ２ ３７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０２ ２ ３０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１２ ２ １１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０３ ２ ２９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１３ ２ １４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０４ ２ ２８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１４ ２ １３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０５ ２ ３２ ０ ２５ １３１２０２１５ ２ １７ ０ ２５

注:表 ２ 是在多个工作日由多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一部分数据ꎬ因此透照结果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ꎮ

根据结果可以看出射线照相的灵敏度完全到达了外套管对接焊缝 Ｘ 射线检查技术条件要求ꎮ 为

此证明了 Ｘ 射线工艺可以用于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检查ꎮ

５　 结果

采用上述工艺可以很好地检验外套管对接焊缝的焊后质量ꎬ目前已完成了前期 ４ 件外套管对接

焊缝的检验ꎬ其中有部分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入堆考验ꎬ运行结果良好ꎬ后续还将陆续完成多个实验快堆

外套管对接焊缝的 Ｘ 射线检查工作ꎮ

６　 结论

(１)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采用直接透照法的双壁单影的透照方式ꎬ每 ６０°透照一次ꎬ共透照 ６
次ꎬ在胶片侧放置铅块ꎻ

(２)通过试验ꎬ确定了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 Ｘ 射线透照工艺参数ꎻ
(３)可用于检出实验快堆外套管对接焊缝缺陷ꎬ保证焊接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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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倩(１９９０—)ꎬ女ꎬ陕西咸阳人ꎬ助理工程师ꎬ学士ꎬ现主要从事计量检定工作

摘要:骨架组装平台是核燃料组件制造的关键设备ꎬ目前国内外尚无骨架组装平台相关的校准方法ꎬ为保证格架的准

确定位和骨架的外形尺寸质量ꎬ特进行骨架组装平台校准方法研究ꎮ 校准方法研究包括校准项目、校准所需标准器

具、校准方法和直线度替代平面度的可行性分析等内容ꎮ 校准方法确定后ꎬ按照校准方法对骨架组装平台进行校准实

验ꎬ校准结果符合技术条件要求ꎬ同时进行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ꎬ证明校准方法可行ꎬ并推广至核燃料组件制造用

组件组装平台、拉棒平台和胀接平台等平台的校准ꎮ
关键词:校准方法ꎻ平面度ꎻ不确定度　

骨架组装平台主要用于格架的准确定位ꎬ进行骨架的组装和焊接ꎬ是确保骨架的外形尺寸符合技

术条件和图纸要求以及核燃料组件制造质量的关键设备ꎮ 目前国内外尚无核燃料组件制造用骨架组

装平台的校准规范ꎬ为及时解决生产需要ꎬ研究该平台的校准方法ꎬ确保核燃料组件制造质量的高可

靠性、稳定性是十分必要的ꎮ
骨架组装平台由工位Ⅰ和工位Ⅱ两台相同的平台组成(见图 １)ꎬ一个平台由多个 Ｖ 形独立支撑

框架组成ꎬ外形结构极为特殊ꎬ是一种非连续性平面的工作平台ꎮ

图 １　 骨架组装平台结构示意图

１　 校准项目

根据骨架组装平台的用途和外形结构ꎬ结合技术条件要求ꎬ确定校准项目(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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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骨架组装平台校准项目

序号 校准项目

１ 格架夹紧框架两个定位基准面之间的垂直度

２ 下管座相互垂直的定位基准面垂直度

３ 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和 Ｂ 面(８ 层)平面度

４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和 Ｂ 面(３ 层)平面度

５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紧框架两个定位基准面与其他格架夹紧框架两个定位基准面高度差

６ 每层框架到定位基准面的距离

２　 校准环境条件和校准所需标准器具

２ １　 校准环境条件

校准环境温度为:(２０±８)℃ꎬ相对湿度≤８０％ꎬ每小时温度变化<２ ℃ꎬ平衡温度时间不少于 ８ ｈꎮ
测量时应无振动ꎮ

２ ２　 校准所需标准器具

根据骨架组装平台校准项目的要求ꎬ参考现有相关规程规范[１－３] 确定测量设备范围和技术指标ꎬ
选择合理的标准测量器具(标准测量器具见表 ２)ꎮ

表 ２　 标准测量器具

序号 标准测量器具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或最大示值误差

１ 自准直仪 (０~１ ５００)分度 任意 １００ 分度的示值误差应不超过 １ ５ 格

２ 量块 (０ ５~１００)ｍｍ ５ 等

３ 刀口形直角尺 ３１５ ｍｍ ０ 级

４ 深度游标卡尺 (０~２００)ｍｍ ±０ ０３ ｍｍ

５ 带钩深度游标卡尺 (０~１ ０００)ｍｍ ±０ ０７ ｍｍ

６ 平尺 １ ８００ ｍｍ ０ 级

７ 塞尺 (０ ０２~０ ３５)ｍｍ
(０ ０２~０ １)ｍｍꎻ厚度最大误差:±０ ００５ ｍｍ
(０ １~０ ２５)ｍｍꎻ厚度最大误差:±０ ００８ ｍｍ
(０ ３~０ ３５)ｍｍꎻ厚度最大误差:±０ ０１２ ｍｍ

３　 校准方法

３ １　 垂直度校准方法

３ １ １　 格架夹紧框架两个定位基准面之间的垂直度

根据骨架组装平台结构及测量方法要求ꎬ采用光隙法即使用刀口形直角尺和塞尺对垂直度进行

测量(测量示意图见图 ２)ꎮ 测量时ꎬ刀口形直角尺的刀口工作边与被测实际表面对正并轻轻接触ꎬ用
塞尺片塞光隙最大位置ꎮ 测量应至少在三个位置进行ꎬ取其中通不过的最大塞尺片厚度作为被测件

的垂直度误差值ꎮ
３ １ ２　 下管座相互垂直的定位基准面垂直度

采用光隙法即使用刀口形直角尺和塞尺对垂直度进行测量ꎬ测量方法同格架夹紧框架两个定位

基准面之间的垂直度(测量示意图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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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格架夹紧框架两个定位基准面之间垂直度测量示意图

１—塞尺ꎻ２—刀口形直角尺ꎻ３—Ｂ 定位基准面ꎻ４—Ａ 定位基准面

图 ３　 下管座相互垂直的定位基准面垂直度测量示意图

１—塞尺ꎻ２—刀口形直角尺ꎻ３—Ｃ 定位基准面ꎻ４—Ｄ 定位基准面

３ ２　 平面度校准方法

３ ２ １　 格架夹持框架(８ 层)平面度

格架夹持框架(８ 层)平面度的测量是对骨架组装平台校准的最关键问题ꎮ 由于格架夹持框架工

作面不连续ꎬ工作面间距(５２２ ｍｍ、５２３ ｍｍ、６２０ ｍｍ)不完全相等ꎬ工作面窄ꎬ长和宽尺寸为 ２１０ ｍｍ×
３０ ｍｍꎬ且多数工作平面又不水平ꎬ两个互相垂直的工作面又相互影响ꎮ 参考现有平面度和直线度测

量方法[４ꎬ５]ꎬ采用增加测量工作面截面ꎬ用“自准直仪－桥板节距法”进行直线度测量ꎬ并用直线度来代

替平面度ꎮ
３ ２ １ １　 直线度代替平面度可行性分析

在一个工作面截面上ꎬ直线度与平面度误差测量方法相同ꎬ不同之处仅在于平面度评定需要测量

对角线等多个截面上的直线度误差后ꎬ再按照一定的关系进行综合ꎬ求出被测面的平面度ꎮ
所测平面为各层长和宽尺寸为 ２１０ ｍｍ×３０ ｍｍ 隔架组成的平面ꎬ各隔架平面度较好ꎬ优于所测平

面技术要的 １ / １０ꎬ因此ꎬ所测平面的平面度主要由隔架截面直线度影响ꎬ采用增加直线度截面的方法

进行测量ꎬ取最大直线度作为平台的平面度ꎮ
３ ２ １ ２　 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８ 层)平面度

平面度采用自准直仪－节距法ꎬ通过增加直线度截面的方法进行测量ꎮ 测量前ꎬ将自准直仪基准

面牢固定位在 Ｖ 形基准面上即定位在与水平面呈 ４５°的倾斜角上ꎬ调整自准直仪位置ꎬ使其光轴与被

测 Ｖ 形面待测直线方向一致ꎬ测量过程中不允许任何位置变动ꎮ 反射镜安置在桥板间ꎬ并与桥板连成

一体ꎮ 桥板连同反射镜放在骨架平台相邻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上ꎬ其前后支撑的延伸方向应与被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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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方向一致ꎮ 桥板跨距根据相邻格架夹持框架距离确定(尽量减少桥距调整次数)ꎮ
测量时ꎬ将反射镜(连同桥板)移至平台 Ａ 面前端ꎬ开始测量ꎬ记下读数ꎬ此时表示“０－１”的位置ꎮ

然后沿被测直线后移反射镜(连同桥板)ꎬ使其前支撑准确地移到第一测量位置“０－１”的后支撑位置

“１”上ꎬ记下第二个读数ꎬ此读数即为位置“１－２”相对位置“１”以光轴为基准理想直线的倾角ꎮ 依次将

反光镜(连同桥板)移动到“２－３”“３－４”等各测量段上进行同样的前后衔接测量ꎬ并记录各位置读数ꎮ
将获得的读数经数据处理ꎬ求得直线度误差ꎮ

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８ 层)平面度应在位置 １ 和位置 ２ 分别进行测量ꎬ测量示意图见图 ４ꎮ

图 ４　 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８ 层)平面度的测量示意图

１—测量位置上ꎻ　 ２—测量位置下ꎻ　 ３—自准直仪ꎻ　 ４—反射镜ꎻ　 ５—桥板

３ ２ ２　 格架夹持框架 Ｂ 面(８ 层)平面度的测量

自准直仪基准面牢固定位在 Ｖ 形基准面上ꎬ桥板连同反射镜放在骨架平台相邻格架夹持框架 Ｂ
面上ꎬ采用自准直仪－节距法ꎬ通过增加直线度截面的方法进行测量ꎬ测量方法同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８
层)平面度ꎮ
３ ２ ３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和 Ｂ 面(３ 层)平面度

３ ２ ３ １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３ 层)平面度

将平尺工作面放置在高的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基准面上ꎬ用塞尺进行测量ꎬ测量时用塞

尺片塞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基准面间隙最大位置ꎬ取通不过的最大塞尺片厚度作为被测件平面

度误差值ꎮ 测量示意图见图 ５ꎮ

图 ５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３ 层)平面度测量示意图

１—Ａ 基准面ꎻ　 ２—塞尺ꎻ　 ３—平尺

３ ２ ３ ２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Ｂ 面(３ 层)平面度

将平尺工作面放置在高的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Ｂ 面基准面上ꎬ用塞尺测量最大间隙位置ꎬ测
量方法同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 Ａ 面(３ 层)平面度ꎮ
３ ３　 高度差校准方法

３ ３ １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与其他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高度差

将平尺工作面放置在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基准面(Ａ 面)上ꎬ用塞尺片进行测量ꎬ测量时用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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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片塞相邻格架夹持框架基准面 Ａ 面间隙位置ꎬ车间技术图纸或技术要求的最小值应通过ꎬ最大值应

通不过ꎮ 测量示意图见图 ６ꎮ

图 ６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与其他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高度差的测量示意图

２、４、６—中间搅混翼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ꎻ１、３、５、７—其他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ꎻ８—塞尺ꎻ９—平尺

３ ３ ２　 中间搅混翼格架夹紧框架 Ｂ 定位基准面与其他格架夹紧框架 Ｂ 定位基准面高度差的测量

将平尺工作面放置在中间搅混翼格架夹持框架基准面(Ｂ 面)上ꎬ用塞尺测量最大间隙位置ꎬ测量

方法同中间搅混翼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与其他格架夹紧框架 Ａ 定位基准面高度差ꎮ

３ ４　 距离校准方法

每层框架到定位基准面的距离测量存在两大难点ꎬ难点一ꎬ公司现有测量设备无法完成每层框架

Ｕ 形板与格架接触面四点到下管座管脚的定位基准面距离的直接测量ꎬ在保证量值传递准确可靠的

情况下ꎬ用分度值为 ０ ０２ ｍｍ 的(０~１ ０００)ｍｍ 带钩游标卡尺ꎬ使用分段、累计间接测量法ꎬ在现有条

件下既合理又经济ꎮ 难点二ꎬＵ 形板上 ４ 个定位基准面尺寸较小(见图 ７)ꎬ且有 ２ 个定位基准面带钩

游标卡尺测量面无法接触到ꎬ采用五等量块将定位基准面引伸出来ꎬ再用带钩游标卡尺进行测量ꎮ 测

量小于 ２００ ｍｍ 位置时ꎬ使用分度值为 ０ ０２ ｍｍꎬ测量范围为(０~２００)ｍｍ 的深度游标卡尺进行测量ꎮ
测量时ꎬ要保证两测量面充分接触好ꎬ减小测量误差ꎮ

　 　 　 (ａ)　 　 　 　 　 　 　 　 　 　 (ｂ)　 　 　 　 　 　 　 　 (ｃ)　 　 　 　 　 　 　 　 (ｄ)
图 ７　 Ｕ 形板上 ４ 个定位基准面结构示意图

４　 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对骨架组装平台平面度进行校准ꎬ测得各点实验数据见表 ３ꎮ 采用两端点连线法和最小条件法进

行直线度误差评定ꎮ
表 ３　 实验数据表

测量位置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仪器读数 /格 ９１５ ９１９ ９２７ ９１８ ９３５ ９３５ ９０８

４ １　 两端点连线法进行数据处理

两端点连线法计算公式如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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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ｉ ＝ ＬＣ(∑
ｉ

１
ａｉ －

ｉ
ｎ∑

ｎ

１
ａｉ) (１)

式中:Ｌ———桥板桥距ꎬｍｍꎻ
Ｃ———自准直仪的分度值ꎬｍｍ / ｍꎻ

∑
ｉ

１
ａｉ ———从第一个读数差到第 ｉ 个读数差的累积数ꎬ即表 ４ 中 Ａｉ ꎻ

－ ｉ
ｎ∑

ｎ

１
ａｉ ———读数差的累积数的坐标转换量ꎬ即表 ４ 中 Ｂ ｉ ꎮ

将各测量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数据计算和处理ꎬ如表 ４ꎮ

表 ４　 两端点连线法数据处理

测量

位置
读数 ａｉ

与第一点读

数差 ａｉ － ａ１

累积

值 Ａｉ

坐标转

换 Ｂｉ

Δ ｈｉ

＝ Ａｉ ＋ Ｂｉ

桥距 /
ｍｍ

各测量位

置直线度

偏差 Δ ｉ / μｍ

直线度

偏差 Δ / μｍ

１ ９１５ ０ ０ －７ ４３ －７ ４３ ５２２ －１９ ４

２ ９１９ ４ ４ －１４ ８６ －１０ ８６ ５２２ －２８ ３

３ ９２７ １２ １６ －２２ ２９ －６ ２９ ５２２ －１６ ４

４ ９１８ ３ １９ －２９ ７２ －１０ ７２ ５２２ －２８ ０

５ ９３５ ２０ ３９ －３７ １５ １ ８５ ５２２ ４ ８

６ ９３５ ２０ ５９ －４４ ５８ １４ ４２ ５２２ ３７ ６

７ ９０８ －７ ５２ －５２ ００ ０ ００ ６２０ ０ ０

６６

从表 ４ 第 ９ 列中得出ꎬ直线度误差为:６６ μｍꎮ 从表 ４ 第 ８ 列可以看出:各测量位置的直线度误差

并不满足最小条件要求ꎬ最低点－２８ ３ μｍ 不在两最高点＋３７ ６ μｍ 和＋４ ８ μｍ 之间ꎻ最高点 ３７ ６ μｍ
不在两最低点－２８ ３ μｍ 和 －２８ ０ μｍ 之间ꎮ 故须将表 ４ 第 ８ 列的数据经过坐标转换后才能得到符合

最小条件的直线度误差ꎮ

４ ２　 最小条件法进行数据处理

通过转换得到的满足最小条件的直线度误差数据见表 ５ꎮ

表 ５　 符合最小条件直线度误差数据

测量位置 直线度偏差 Δ ｉ 改变符号 坐标转换后 直线度偏差 δ 最小

１ －１９ ４ ８ ９ １４ ２ ２３ １

２ －２８ ３ ０ ７ １ ７ １

３ －１６ ４ １１ ９ ０ １１ ９

４ －２８ ０ ０ ３ －７ １ －６ ８

５ ４ ８ ３３ １ －１４ ２ １８ ９

６ ３７ ６ ６５ ９ －２１ ３ ４４ ６

７ ０ ２８ ３ － ２８ ３ ０ ０

从表 ５ 第 ５ 列中得出ꎬ符合最小条件评定的直线度误差为:５１ μｍꎮ
两端点连线法数据处理得出的直线度误差 ６６ μｍ 与最小条件数据处理得出的直线度误差 ５１ μｍ

比较ꎬ可得两端点连线法数据处理得到的直线度误差大ꎬ若两端点连线法数据处理得出的直线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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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技术要求ꎬ那么最小条件数据处理得出的直线度误差必满足技术要求ꎮ 因此ꎬ实际工作中使用两

端点连线法评定直线度误差ꎬ是对技术条件的加严ꎬ有利于工艺过程控制ꎬ故采用两端点连线法评定

直线度误差ꎮ
经校准实验及数据处理ꎬ所有校准项目实验数据均满足骨架组装平台技术条件要求ꎮ

５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依据 ＪＪＦ１０５９ １—２０１２«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示» «实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ꎬ以校准骨架组

装平台平面度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分析为例[６ꎬ７]ꎬ论证测量方法是否合理ꎬ以保证测量方法的实用性、
正确性和有效性ꎮ 测量不确定度一览表见表 ６ꎮ

表 ６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名称 评定类型 分布类型 相关系数 包含因子 不确定度分量 / μｍ

测量重复性 Ａ / ０ １ ９ １

自准直仪示值 Ｂ 矩形 ０ ３ ４ ５

定位误差 Ｂ 矩形 ０ ３ ４ ２

温度变化 Ｂ 反正弦 ０ ２ ６ ９

表面粗糙度 Ｂ 矩形 ０ ３ ０ ５

桥板跨距过大 Ｂ 矩形 ０ ３ ２ ８

测量方法 Ｂ 矩形 ０ ３ ７ ５

合成不确定度 ｕｃ １５ ２

扩展不确定度 Ｕ(ｋ ＝ ２) ３０ ４

按此测量方法进行测量ꎬ骨架组装平台平面度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３０ ４ μｍꎬ小于骨架组装平台平

面度允许误差的 １ / ４ꎬ该方法合理有效ꎮ

６　 结论

通过骨架组装平台校准方法的研究ꎬ以及对骨架组装平台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ꎬ证明本方法

可行ꎬ该方法已用于校准骨架组装平台ꎬ保证了核燃料组件制造质量ꎮ 本方法也已推广至核燃料组件

制造用组件组装平台、拉棒平台和胀接平台等生产检测中ꎬ保证了格架的准确定位及骨架的外形尺寸

质量ꎬ确保车间生产科研工作顺利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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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Ａ Ｑｉａｎꎬ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ＣＮＮＣ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ｏ ꎬＬｔｄ ꎬ Ｙｉｎｂ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ꎬ ６４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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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ꎬ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ꎬ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ｆｌａ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ꎬ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ｗｏｒｋａｂｌｅꎬ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ｐｕｌｌ ｒｏｄ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ꎬ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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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明(１９８３—)ꎬ男ꎬ湖北人ꎬ工程师ꎬ学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电仿真工作

摘要:核电模拟机开发过程中测试环节尤为重要ꎬ测试阶段工作量大ꎬ含有大量的重复性工作ꎬ需投入大量的人力ꎮ 核

电模拟机的发展过程中ꎬ对模拟机测试能力提升的需求也日益迫切ꎬ在模拟机开发过程中引入自动化的测试工具ꎬ可
以减少重复性劳动ꎬ提高效率和准确性ꎮ 本文通过收集模拟机测试过程中的各种自动化测试需求ꎬ研究开发三种模拟

机自动化测试工具:自动重现测试工具、稳态数据自动化对比工具、实时数据对比工具ꎮ
关键词:模拟机自动测试ꎻ自动重现ꎻ稳态数据自动对比ꎻ实时数据对比

随着我国核电的不断发展ꎬ对核电模拟机的仿真要求也随之提高ꎮ 模拟机开发过程中测试环节

也尤为重要ꎮ 模拟机测试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ꎬ它包含许多核电厂理论知识并要求测试人员具

有一定的模拟机相关知识ꎻ在模拟机开发过程中ꎬ测试阶段工作量大ꎬ含有大量的重复性工作ꎬ需投入

大量的人力ꎮ 核电模拟机的发展过程中ꎬ对模拟机测试能力提升的需求也日益迫切ꎮ 目前模拟机开

发过程中几乎是全部人工手动测试ꎬ在模拟机开发过程中引入自动化的测试工具ꎬ可以减少重复性劳

动ꎬ提高效率和准确性ꎮ
本文通过收集模拟机测试过程中的各种自动化测试需求ꎬ研究开发了三种模拟机自动化测试工

具ꎬ在下文中展开介绍ꎮ

１　 模拟机自动重现测试工具

模拟机自动重现工具是在现有仿真平台上开发出类似重演的辅助程序ꎬ用以实时记录模拟机运

行过程ꎬ此记录文件可以被导出、编辑、再导入同项目环境进行重现ꎮ 此工具在重现情景、自动化测试

均有作用ꎮ
工具分为两个部分:记录和重演ꎮ 记录工具自动记录模拟机变化ꎬ并形成记录脚本文件ꎬ该文件

可根据需要被编辑、修改ꎻ形成的文件可以被重演工具调用ꎬ并根据要求自动执行ꎮ

１ １　 记录模块

记录模块将模拟机人机界面及教控台上的操作自动记录在文件中ꎮ 模拟机测试人员在人机界面

上的操作分为 ＤＩ 和 ＡＩ 量ꎬＤＩ 是数字输入量ꎬ如开关阀门动作指令ꎬ启停泵指令等ꎻＡＩ 是模拟输入量ꎬ
输入设定值类的均为 ＡＩ 量ꎮ 记录模块将这两种指令同时记录下来ꎬ形成可编辑文件ꎻ教控台上的操

作记录也类似ꎮ 详细需求如下:
①可实时记录模拟机运行过程ꎬ包括模拟机运行时间、操作影响变量以及变化值ꎻ
②记录脚本文件可读ꎬ阅读简单的通用说明文件后便可看出记录脚本文件中每一条是什么操作ꎻ
③记录脚本文件可以被编辑(该功能在 １ ３ 章节中详细说明)
④记录脚本文件可被重复执行ꎬ文件作为可存储文件随时被执行模块调用ꎻ
⑤记录脚本文件可以被移植到相同及相似的模拟机环境下执行ꎬ在模拟机软件构架和设备命名

规则相同的模拟机上可以被移植使用ꎮ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在记录过程中ꎬ模拟机做复位 ＩＣ 操作ꎬ将清除该文件中的所有操作ꎻ复位 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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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该 ＢＣ 时间点后的所有操作在该文件中被清除ꎮ 这样避免模拟机时间记录上的混乱ꎬ同时保证记

录时间轴不会乱ꎮ
根据这些需求简单设计及编码后形成简单工具见图 １ꎬ在自动化界面上选择记录模式ꎬ点击“ＯＫ”

按钮ꎬ弹出文件选择框ꎬ输入记录脚本文件名ꎬ人机界面上的操作将记录在该文件中ꎮ

　
图 １　 简单工具

１ ２　 重演 /执行模块

重演执行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将记录脚本按照每条操记录的设置时间执行ꎬ当模拟机运行时间到

该条记录的设置时间时ꎬ该条记录被执行ꎮ
此功能相对记录模块的功能简单ꎬ在上述基本功能外还有以下潜在需求:
①在工具界面中对已经执行的记录脚本条目进行标识ꎻ
②重演 /执行模式时ꎬ此时人机界面上的其他操作不再有效ꎻ
③如重演模块处于执行脚本状态中可以被冻结及提前结束ꎬ当不再需要脚本文件继续执行时ꎬ可

以选择“结束执行”ꎬ模拟机不再处于脚本执行状态ꎬ人机界面操作有效性恢复ꎮ
根据这些需求简单设计及编码后形成简单工具见图 ２ꎬ在自动重现测试界面上选择执行模式ꎬ点

击“ＯＫ”按钮ꎬ弹出文件选择框ꎬ选择执行文件名ꎬ模拟机将按照该文件中的操作执行ꎬ此时人机界面

上的其他操作不再有效ꎮ

图 ２　 简单工具

１ ３　 编辑脚本

在记录模块中提到记录下来的脚本文件有可编辑的需求(见图 ３)ꎬ这样对于脚本的应用有更灵

活的处理ꎮ 具体编辑有以下需求:
１)新建记录条目:选定一条已有的操作记录ꎬ点击“新建”按钮ꎬ将在选定记录后增加一条新纪录ꎮ

选中新增空记录ꎬ点击编辑按钮ꎬ弹出编辑记录窗口ꎮ 按照修改记录要求填写变量名、设置时间、变化

值后ꎬ点击“ＯＫ”按钮ꎬ记录新增完成ꎮ
２)编辑记录条目:选定一条已有的操作记录ꎬ点击“编辑”按钮ꎬ弹出编辑记录窗口ꎮ 按界面提示

修改操作记录ꎬ如下图ꎮ
３)删除记录条目:选定一条已有的操作记录ꎬ点击“删除”按钮ꎬ该条记录被删除ꎮ
４)记录条目前移、后移:选定一条已有的操作记录ꎬ点击“操作前移”按钮ꎬ该条记录与前条记录位

置互换ꎻ选定一条已有的操作记录ꎬ点击“操作后移”按钮ꎬ该条记录与后条记录位置互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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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工具

２　 模拟机稳态数据自动化对比工具

模拟机稳态数据自动化对比工具用于执行稳态数据检查及对比计算ꎬ自动输出记录ꎮ 将需要对

比的稳态数据点预设好ꎬ将数据根据需要取出后与允许误差进行对比计算ꎬ以此判断稳态条件是否建

立合格ꎮ
工具主要原理是将预置好的变量在选定的时间进行取值ꎬ取值后与给定的基准值进行比较ꎬ计算

误差是否超出允许范围ꎬ对超出范围的参数进行标记ꎮ

２ １　 主要功能演示

(１)在 ＩＣ 编辑栏中输入需要与文件对比的 ＩＣ 号ꎬ格式如:Ｉ００１ꎮ
(２)在时间栏中指定模拟机需要检查的时间ꎬ即运行多长时间(单位:分钟)后ꎬ与基准文件进行

对比ꎮ
(３)点击“选择基准文件”按钮ꎬ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ꎬ选择基准文件ꎮ
(４)运行检查界面右上角有模拟机运行时间显示ꎬ模拟机运行到指定的时间ꎬ自动冻结ꎮ 将超出

误差范围的数据用红色“!”标识ꎮ 见图 ４ꎮ

图 ４　 主要功能演示

如果需要ꎬ可以点击左下角“导出文件”按钮ꎬ指定导出文件名称ꎬ将本次检查数据导入该文件中

备份ꎮ 该文件为自动导出ꎬ格式同基准文件格式ꎮ 对于超出误差范围的数据ꎬ在该行结尾以“ｅｒｒｏｒ”标
注ꎬ此文件可转化为 Ｅｘｃｅｌ 文件ꎬ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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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导出原文件

工具还提供一种简便的建立新的数据基线的功能ꎬ点击主界面上刷新基准数据按钮ꎬ弹出文件选

择对话框ꎬ输入需要新建的基准文件名ꎬ新的基准文件将被保存ꎮ 新的基准文件是将当前取值更新到

原文件的基准值中ꎬ其他信息不变ꎮ

３　 模拟机实时数据对比测试工具

模拟机实时数据对比测试工具是将电厂运行过程数据(或有效参考数据)转化为曲线ꎬ将曲线作

为底图ꎬ模拟机上对应的实时数据在参考底图形成曲线ꎬ用以实时对比同样事件下模拟机运行曲线ꎮ
直观的对比模拟机运算的综合场景与实际过程的拟合程度ꎮ

该工具分为两个模块ꎬ一个模块是数据分析工具ꎬ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可以将实际机组 ＤＣＳ 二层上

的历史数据转化为需要的数据表ꎬ该数据表可以直接导入到曲线对比模块中作为底图ꎻ第二个模块就

是曲线对比模块ꎬ可以实时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取值描点ꎬ形成趋势曲线ꎬ对数据分析模块的输出可以

特殊处理成为底图ꎮ

３ １　 数据分析模块

未经处理的电厂历史数据可读性较差ꎬ需要将电厂运行历史数据进行解析ꎬ选取变量名、描述、单
位、最大 /小值等重要信息组合输出为数据表格文件ꎬ见图 ６ꎮ

图 ６　 数据分析模块

可输出为这样的数据表格见图 ７ꎮ

３ ２　 曲线对比模块

曲线对比模块的核心功能是将分析模块输出的数据文件进行取点描线ꎬ作为背景曲线ꎻ同时还要

有对模拟机数据实时取值进行趋势曲线显示功能ꎬ从而达到曲线对比测试的功能(见图 ８)ꎮ
这里介绍的试开发的实时数据对比测试工具是利用原仿真平台中趋势曲线软件补充开发功能模

块ꎬ将数据表格文件转化为曲线ꎬ占用原曲线显示中一半的曲线显示量ꎬ保留另一半的模拟机实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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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显示ꎬ从而达到曲线同时显示对比的功能ꎮ

点名 １ＡＲＥ０１０ＭＮ １ＡＲＥ０５６ＭＮ １ＡＲＥ０６１ＭＮ

描述 ＳＧ１ 窄量程液位 ＳＧ２ 窄量程液位 ＳＧ１ 宽量程液位

单位 Ｍ Ｍ Ｍ

最大值 １ ８ １ ８ ３ ２５

最小值 －１ ８ －１ ８ －１２ ６５

００:００:０２ －１ ２３６Ｅ－０２ －４ ２８５Ｅ－０２ －１ ７６３Ｅ＋００

００:００:０４ －１ ２３６Ｅ－０２ －３ ３５１Ｅ－０２ －１ ６３３Ｅ＋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 －１ ８６８Ｅ－０２ －２ ３６２Ｅ－０２ －１ ６５２Ｅ＋００

００:００:０８ －１ ８９５Ｅ－０２ －１ ５６６Ｅ－０２ －１ ５９５Ｅ＋００

００:００:１０ －１ ５６６Ｅ－０２ －１ ８４０Ｅ－０２ －１ ６８３Ｅ＋００

００:００:１２ －２ ５８２Ｅ－０２ －１ ４８３Ｅ－０２ －１ ６８４Ｅ＋００

００:００:１４ －１ ８６８Ｅ－０２ －２ ５８２Ｅ－０２ －１ ６２９Ｅ＋００

图 ７　 输出表格

图 ８　 曲线对比图

４　 小结

经过对上述三种自动化测试工具的研究及试开发ꎬ从工具适用场景、效率提高点及使用局限性等

方向进行一个总结:
(１)自动重现测试工具:适用于重复性较高的长过程ꎬ如模拟机组启停中的一段过程ꎻ另外还可利

用此功能进行软件不符合项的复现ꎮ 此工具的优点是记录文件可编辑、可移植ꎮ 该工具也有一定的

局限性ꎬ在不同仿真平台尤其是 ＤＣＳ 软件构架不同的话不能通用ꎻ目前多数实现在采用全仿真的模拟

机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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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稳态数据自动化对比工具:适用于模拟机稳态检查测试ꎬ或修改一批不符合项后的确认测试ꎮ
工具优点是快速自动取值计算ꎬ效率极高ꎮ 局限性是各电厂模拟机第一次准备基准文件时有一些额

外的工作ꎮ
(３)实时数据对比测试工具:适用于模拟机瞬态测试ꎬ以及数据更新阶段模拟机的精度检验ꎮ 工

具优点是实时曲线对比ꎬ清晰明了ꎮ 但需要真实机组上的 ＤＣＳ 历史数据ꎮ
模拟机采用自动化测试今后将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ꎬ在这条路上仍有不少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可

供挖掘、研究、实践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ＮＰ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ＺＨＥＮＧ 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ＴＤꎬＷｕｈａｎꎬＨｕｂｅｉꎬＣｈｉｎａꎬ ４３０２２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ｓ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ｌｏａｄꎬ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ｔ ｏｆ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ꎬ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ａ ｌｏ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Ｐ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ꎬ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ｅｓ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ｓｔ ｔｏｏｌ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ｐｅａｔ
ｔｅｓｔ ｔｏｏｌｓꎬ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ｏｌꎬ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ｏｏ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ｅｓｔｉｎｇꎻ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ｐｅａｔꎻ ｓｔｅａｄｙ － ｓｔ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ꎻ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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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化微堆燃料元件焊缝 Ｘ 射线检测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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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涵(１９８５—)ꎬ男ꎬ山东潍坊人ꎬ工程师ꎬ理学学士ꎬ从事无损检测研究工作

摘要:燃料元件是反应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燃料元件端塞与包壳焊接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反应堆的安全运行ꎮ 微堆低浓

化改造后ꎬ每一根燃料元件的直径仅有 ５ ５ ｍｍꎬ包壳厚度仅为 ０ ５ ｍｍꎬ一次装料后ꎬ燃料元件需在反应堆中运行 ３０ 年

以上ꎮ 因此ꎬ对燃料元件端塞与包壳焊接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为了保证燃料元件焊缝内部质量ꎬ必须选择合适

的无损检测方法ꎬ微堆燃料元件使用了 Ｘ 射线检测技术ꎮ 本文对低浓化微堆燃料元件环焊缝和堵孔焊缝的 Ｘ 射线检

测工艺进行了研究ꎮ 研究内容包括透照方式的选择ꎬ有效透照区域的计算ꎬ设计制作补偿块以及试验工艺参数等ꎮ 通

过工艺研究ꎬ成功找到了低浓化微堆燃料元件焊缝的内部质量检测方法ꎬ确定了燃料元件全补偿的透照方式和透照工

艺参数ꎬ并将此检测方法应用于低浓化微堆燃料元件的检测工作ꎬ保证了燃料元件的焊缝质量ꎮ
关键词:微堆ꎻ燃料元件ꎻＸ 射线ꎻ射线检验

电子束焊接是以高能密度电子束作为能量截体ꎬ对部件实现焊接的新型焊接方法ꎮ 它的优点是

焊缝深宽比大、焊接适应性强、焊接环境清洁、工件变形量小ꎮ 在核燃料元件上下端塞环焊缝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ꎮ 但在焊接过程中由于端塞和包壳管杂质未清理干净或电子束受到电磁场的干扰、焊缝

接头配合不当ꎬ容易造成表面凹陷、气胀、气孔、熔深不足等缺陷ꎮ 使燃料元件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ꎮ
燃料元件是反应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燃料元件端塞与包壳焊接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反应堆的安全

运行ꎮ 微堆低浓化改造后ꎬ每一根燃料元件的直径仅有 ５ ５ ｍｍꎬ包壳厚度仅为 ０ ５ ｍｍꎬ一次装料后ꎬ
燃料元件需在反应堆中运行 ３０ 年以上ꎮ 因此ꎬ对燃料元件端塞与包壳焊接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ꎮ 为了保证燃料元件焊缝内部质量ꎬ必须选择合适的无损检测方法ꎮ 微堆燃料元件的生产制造工

艺中使用的 Ｘ 射线检测技术ꎬ有效保证了燃料元件的焊缝质量ꎮ

１　 透照方式的选择

微堆燃料元件上下端塞与包壳管采用真空电子束焊接ꎬ上下端塞和包壳管都为锆合金ꎮ 包壳管

直径 ５ ５ ｍｍ、壁厚为 ０ ５ ｍｍꎮ 组装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对于上端塞焊缝处ꎬ径向剖面为管型ꎬ对于下端

塞径向剖面为棒形ꎬ因此ꎬ需对上下端塞与包壳的焊缝进行分别讨论ꎮ

图 １　 微堆燃料元件组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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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上端塞透照方式选择

参考«ＧＢ / Ｔ １１８０９—２００８ 压水堆燃料棒焊缝检验方法金相检验和 Ｘ 射线照相检验»的全补偿的

检测方法ꎬ对上端塞与包壳管处的焊缝进行全补偿透照ꎮ 参考«ＮＢ / Ｔ ４７０１３ ２—２０１５ 承压设备无损

检测 第 ２ 部分:射线检测»对上端塞与包壳管处的焊缝进行对直接透照ꎮ 透照时ꎬ射线穿透焊缝处时

的径向剖面图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上端塞与包壳管焊缝径向剖面图

分析射线束穿透不同位置时ꎬ射线穿透厚度的变化情况ꎮ 建立以射线穿透燃料元件轴心位置时

(即零位)ꎬ射线穿透厚度随偏移量 Ａ 变化的函数ꎮ
对于图 ２ 中左图全补偿的透照方式射线穿透厚度 Ｔ 为一个随偏移量 Ａ 变化的分段函数ꎬ即:

Ｔ ＝
　 　 ｔ 　 　 ꎻ Ａ ≥ １ 或 Ａ ≤－ １ 时

ｔ － ２ １ － Ａ２ ꎻ － １ < Ａ < １ 时{ (１)

式中:ｔ 为补偿块厚度ꎮ
对与图 ２ 中右图直接透照的方式射线穿透厚度 Ｔ 为一个随偏移量 Ａ 变化的分段函数ꎬ即:

Ｔ ＝
　 　 ２ (５ ５ / ２) ２ － Ａ２ 　 　 ꎻ － ２ ７５ ≤ Ａ ≤－ １ 或 １ ≤ Ａ ≤ ２ ７５ 时

２ ５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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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 ３　 不同透照方式下ꎬ射线穿透厚度随偏移距 Ａ 的变化曲线

通过曲线的形态和数据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ꎬ对于上端塞与包壳管的焊缝采用直接透照的方式

时ꎬ对于有效透照区域ꎬ其射线穿透厚度随偏移距 Ａ 的变化相对补偿透照方式更加平缓ꎮ 因此ꎬ对于

上端塞与包壳管焊缝的检测应采用直接透照的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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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下端塞透照方式选择

对于下端塞与包壳管的焊接ꎬ其焊缝处为棒型ꎬ采用全补偿透照和直接透照的方式进行透照时ꎬ
射线穿透焊缝处时的径向剖面图ꎬ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上端塞与包壳管焊缝径向剖面图

分析射线束穿透不同位置时ꎬ射线穿透厚度的变化情况ꎮ 建立以射线穿透燃料元件轴心位置时

(即零位)ꎬ射线穿透厚度随偏移量 Ａ 变化的函数ꎮ
对于图 ３ 中左图全补偿的透照方式射线穿透厚度 Ｔ 为一常量ꎬ为补偿块厚度 ｔꎮ
对与图 ３ 中右图直接透照的方式射线穿透厚度 Ｔ 为一个随偏移量 Ａ 变化的分段函数ꎬ即:

Ｔ ＝ ２ (５ ５ / ２) ２ － Ａ２ (３)

图 ５　 不同透照方式下ꎬ射线穿透厚度随偏移距 Ａ 的变化曲线

通过曲线的形态和数据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ꎬ对于下端塞与包壳管的焊缝采用全补偿透照的方

式时ꎬ对于有效透照区域ꎬ其射线穿透厚度为常量ꎮ 因此ꎬ对于下端塞与包壳管焊缝的检测应采用全

补偿透照的方式ꎮ

２　 有效透照区域的计算

对于下端塞焊缝的透照ꎬ全补偿后ꎬ射线穿透的厚度为常量ꎬ因此ꎬ可以按照平板对接焊缝的一次

有效透照长度进行计算ꎬ较为简单ꎬ此处不在详述ꎮ
对于上端塞焊缝的透照ꎬ由于采用直接透照ꎬ且透照时考虑检测灵敏度的要求及产品的特性ꎬ焦

距较大ꎬ试验中采用焦距为 ７００ ｍｍꎬ远大于燃料元件直径ꎬ因此ꎬ可将射线束近似看做是平行的射线

束进行考虑ꎮ
对于直接透照的透照方式ꎬ为双壁成像的方式ꎬ此时的有效透照区域一次为两段环缝ꎬ根据公式

(２)ꎬ当偏移量 Ａ 在 － ０ ７ ~ ＋ ０ ７ (ｍｍ) 的区间内时ꎬ厚度差变化约 １１％ꎻ当偏移量 Ａ 在 － ０ ８ ~ ＋
０ ８(ｍｍ)的区间内时ꎬ厚度差变化约 １６％ꎮ 根据试验结果ꎬ此时ꎬ照像的宽容度很难覆盖这个区间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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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次有效透照区域为偏移量 Ａ 在－０ ７~ ＋０ ７(ｍｍ)的区间内ꎮ 综合产品外径为 φ５ ５ ｍｍ 的结构特

点ꎬ需对燃料元件焊缝分 ４ 次进行透照ꎮ

３　 补偿块的设计

对于下端塞焊缝的透照ꎬ需进行全补偿透照ꎮ 参考«ＧＢ / Ｔ １１８０９—２００８ 压水堆燃料棒焊缝检验

方法金相检验和 Ｘ 射线照相检验»此时的补偿块孔径应为 φ５ ５＋０ ２５
＋０ １５ｍｍꎬ补偿块的厚度应尽可能的薄ꎮ

但是结合产品的制造质量特点ꎬ焊缝处允许存在 ０ ０５ ｍｍ 的上凸和 ０ ０５ ｍｍ 的下凹ꎬ如果继续沿用标

准中规定的补偿块孔径的公差范围对补偿块进行加工ꎬ就可能导致部分的燃料元件焊缝补偿后ꎬ焊缝

与补偿块之间存在 ０ ３０ ｍｍ 的间隙ꎬ远大于最大允许的缺陷尺寸ꎬ影响检测结果ꎮ
结合技术要求ꎬ加工不同孔径公差范围的补偿块ꎬ通过多次试验ꎬ最终确定补偿块孔径应为

φ５ ５＋０ １５
＋０ １０ ｍｍ 时ꎬ使用效果最佳ꎮ

４　 工艺参数试验

４ １　 仪器设备

射线机:Ｃｏｍｅｔ Ｘ 射线机ꎬ电压、电流均连续可调ꎬ最高电压均为 ３２０ ｋＶꎬ焦点为(０ ４×０ ４) ｍｍꎻ
胶片:柯达 Ｍ１００ꎻ
增感屏:０ ０３ ｍｍ 铅箔增感屏(前屏)和 ０ １ ｍｍ 铅箔增感屏(后屏)ꎻ
像质计:阶梯孔型像质计(ＧＢ / Ｔ ３３２３—２００５)ꎬ型号为 Ｈ１ Ｚｒ ＥＮꎬ孔径分别为(０ １２５、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００) ｍｍꎮ

４ ２　 曝光参数选择

结合成像特点ꎬ分别选择以下曝光参数(见表 １)对厚度为 ６ ５ ｍｍ 锆板模拟透照ꎬ进行像质计(见
图 ６)灵敏度实验ꎬ试验结果见图 ７ꎮ

图 ６　 像质计实物

图 ７　 最佳灵敏度下的像质计图像

表 １　 曝光参数表

序号 透照厚度 / ｍｍ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时间 / ｍｉｎ

１ ６ ５ １２５ ５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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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透照厚度 / ｍｍ 电压 / ｋＶ 电流 / ｍＡ 时间 / ｍｉｎ

２ ６ ５ １３０ ５ ５ ５

３ ６ ５ １３５ ５ ５ ５

４ ６ ５ １４０ ５ ５ ５

５ ６ ５ １５０ ５ ５ ５

４ ３　 检测灵敏度

根据孔型像质计的等效像质计灵敏度计算公式ꎬＸ 为工件透照厚度ꎬＴ 为像质计厚度ꎬｈ 为像质计

孔径ꎮ 通过试验结果显示ꎬ电压为 １３５ ｋＶ 时ꎬ具有较高的射线检测灵敏度ꎬ可以清晰看见孔径为

０ １６ ｍｍ的孔ꎮ 此时ꎬ等效像质计灵敏度为 １ ２％ꎬ绝对灵敏度约为 ０ ０８ ｍｍꎮ

ＥＰＳ(％)＝ １００
ｘ

Ｔｈ
２

(４)

５　 结论

对于微堆燃料元件焊缝通过理论分析和试验确定了透照方式和最佳的透照工艺参数ꎬ找到了低

浓化微堆燃料元件焊缝的内部质量检测方法ꎬ并将此检测方法应用于低浓化微堆燃料元件的检测工

作ꎬ保证了燃料元件的焊缝质量ꎮ

参考文献:

[１]陈宝山ꎬ刘承新  轻水堆燃料元件[Ｍ]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７:１６５－１９６
[２]　 ＮＢ / Ｔ ４７０１３ ２—２００５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Ｓ]
[３]　 ＧＢ / Ｔ１１８０９—２００８ 压水堆燃料棒焊缝检验方法金相检验和 Ｘ 射线照相检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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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凤娇ꎬ女ꎬ汉族ꎬ内蒙古乌兰察布人ꎬ助工ꎬ学士学位ꎬ现主要从事核化工分析工作

摘要:本文采用脉冲加热－热导法、高频感应－红外吸收法分别对碳化硼粉末中氧氮、碳含量测定方法进行研究ꎬ成功建

立了碳化硼粉末中氧氮、碳含量的测定方法ꎮ 本研究确定了试样称样量ꎬ选择了助熔剂的类型和用量ꎬ考察了仪器条

件的参数ꎬ确定了最佳的分析功率(电流)、比较器水平等参数ꎮ 氧氮含量测定中采用锡囊、高纯镍篮、石墨粉为助熔

剂ꎬ既保证样品充分熔融释放气体ꎬ同时解决了样品熔体崩溅的问题ꎬ降低了仪器损耗率ꎬ提高了测定结果稳定性ꎮ 碳

含量测定中采用铁粒、钨粒叠加的混合助熔剂ꎬ既可导磁又可充分使样品完全熔融ꎬ测定结果准确度提高ꎮ 本研究所

建立的碳化硼粉末中氧氮、碳含量测定方法原理简单ꎬ操作简便ꎬ能快速测定出碳化硼粉末中氧氮、碳含量ꎬ方法测定

的准确度较好、精密度均优于 ５％ꎬ结果满意ꎮ 本方法的建立可为碳化硼粉末及其他工艺的研制提供数据反馈ꎮ
关键词:脉冲加热－热导法ꎻ高频感应－红外吸收法ꎻ助熔剂

碳化硼是一种具有特殊物理化学性质的非金属材料ꎬ颜色为灰黑色ꎬ其熔点高(２ ３５０ ℃)ꎬ强度

高ꎬ抗腐蚀性能好ꎬ理论密度为 ２ ５２ ｇ / ｃｍ３ꎮ 碳化硼有较高的中子吸收能力ꎬ其中子俘获截面高ꎬ俘获

能谱宽ꎬ１０Ｂ 的俘获截面高达 ３４７×１０－ ２４ ｃｍ２ꎬ因此它在核能发电厂里是很理想的中子吸收剂ꎬ主要用

于控制核分裂的速率ꎮ 通过碳化硼在保证核电厂持久安全运行方面、各核能发电厂里、在确保核废物

的处理和处置的安全中的应用可以预测到ꎬ随着世界范围内核能的持续稳定发展ꎬ特别是我国核能战

略的加快实施ꎬ碳化硼为一种广泛被接受的屏蔽和控制材料ꎬ将会在核反应堆中得到很好的应用ꎬ其
前景会愈来愈广阔ꎮ

碳化硼为核反应堆的吸收棒吸收体ꎬ起到了核反应的安全防护作用ꎬ达到了在反应堆内控制反应

程度的目的ꎮ 在碳化硼的原料接收检验或以碳化硼为原料的产品的材料设计以及质量管理中ꎬ气体

元素的定量分析是不可缺少的ꎮ 氧的测定方法有微压法、库伦法、电导法、气相色谱法、红外法等ꎬ氮
的测定方法有惰性气氛脉冲加热色谱法、悬浮熔融气相色谱法以及化学法(凯氏法)ꎮ 在众多方法中ꎬ
发展较快的是还原熔融法ꎬ特别是惰性气氛下的还原熔融法ꎮ 针对这种方法国内外许多学者作了评

述与展望ꎮ 单质或化合物中碳含量的测定常采用气体容量法、管式炉燃烧红外吸收法、库伦法、高频

感应红外吸收法等方法ꎮ 库伦法比高频感应红外吸收法分析时间长ꎬ而气体容量法操作繁琐、耗时ꎮ
高频感应燃烧红外法具有操作简便、检测迅速等优点ꎮ

本文采用脉冲加热－热导法、高频感应－红外吸收法对碳化硼粉末中氧、氮、碳含量的测定方法进

行研究ꎬ确定了最佳的分析条件ꎬ取得了满意的结果ꎮ

１　 实验部分

１ １　 方法原理

试样放入石墨坩埚ꎬ电极加热炉通高电流熔融后试样中氧元素转变为 ＣＯ２ꎬ氮元素转变为 Ｎ２ꎬ氧
含量以 ＣＯ２形式使用无色散红外吸收检测器检测ꎬ氮含量以 Ｎ２形式使用热导检测器检测ꎻ将试样置于

陶瓷坩埚ꎬ通入高纯氧气ꎬ高频感应加热试样燃烧熔融后释放出的碳生成二氧化碳气体ꎬ在载气的载

带下进入红外吸收池进行碳含量的测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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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试剂和材料

１ ２ １　 净化剂:碱石棉、高氯酸镁和氧化铜ꎮ
１ ２ ２　 助熔剂:钨粒ꎬ２０~４０ 目ꎬＷＣ≤０ ０００ ２％ꎻ纯铁ꎬＷＣ≤０ ０００ ２％ꎮ
１ ２ ３　 陶瓷坩埚:φ２５ ｍｍ×２５ ｍｍꎮ
１ ２ ４　 高纯镍篮:氧氮含量小于 ０ ０００ ２％ꎮ
１ ２ ５　 锡杯:氧氮含量小于 ０ ０００ ２％ꎮ
１ ２ ６　 高纯石墨粉ꎮ
１ ２ ７　 石墨坩埚:标准型或专用套坩埚ꎮ

１ ３　 仪器与设备

１ ３ １　 氧氮分析仪:型号 ＴＣ ６００ꎮ
１ ３ ２　 碳硫分析仪:型号 ＣＳ ６００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碳化硼粉末中氧氮含量测定研究

２ １ １　 助熔剂的选择

助熔剂的作用主要是提供试样氧化热量ꎬ改善熔化性能ꎬ使试样能够充分、稳定、无飞溅地燃烧ꎮ
测定氧氮可供选择的助熔剂主要有:镍、锡、铜、石墨粉等ꎮ 镍篮ꎬ主要用于耐热合金和高温合金样品

的分析ꎻ镍囊ꎬ主要用于屑状和粉末状样品分析ꎻ铜屑和锡片主要用于低熔点样品的分析ꎻ石墨粉可以

很好地改善分析结果的回收率ꎬ这主要是因为石墨粉可以增强样品熔融时的流动性ꎬ有助于样品气体

的释放ꎬ还能阻止样品和助熔剂侵蚀坩埚ꎮ 同时ꎬ助熔剂还可作为容器使用ꎬ用来盛装粉末状样品ꎮ
这些浴料可单独使用ꎬ亦可组合成多元浴料ꎮ 根据特殊要求可制备成块、柱、篮、囊和片等形状ꎬ应用

于不同性状样品的分析ꎮ 采用锡杯、锡杯＋高纯镍篮、锡杯＋高纯镍篮＋石墨粉三种助熔剂及组合ꎬ试
验结果如表 １ꎮ

表 １　 助熔剂选择试验

助熔剂及组合 元素 空白值 / (μｇ / ｇ) 氮含量 / (μｇ / ｇ) ＲＳＤ / ％

锡杯
Ｏ ０ ４ ０ ７ ０ ６ ３０５ ３７６ ２９５ １３ ５７

Ｎ １ ０ ０ ７ ０ ９ ２ ０１５ ２ ２１７ ２ １４６ ４ ８２

锡杯＋高纯镍篮
Ｏ ０ ８ ０ ６ ０ ９ ４６０ ４８２ ４００ ９ ４９

Ｎ ０ ８ １ ２ ０ ９ ２ １４３ ２ ０６９ ２ １８７ ２ ８０

锡杯＋高纯镍篮＋０ ０５ ｇ 石墨粉
Ｏ ０ ８ ０ ９ ０ ７ ４６７ ５０３ ５０６ ４ ４１

Ｎ １ １ ０ ９ ０ ９ ２ ２１６ ２ ０４９ ２ １４２ ３ ９２

试验结果表明ꎬ以上 ３ 种助熔剂对氧含量的测定精密度均良好ꎬ采用(锡杯＋高纯镍篮＋石墨粉)
为助熔剂ꎬ样品中氧氮释放完全ꎬ释放峰形良好ꎬ燃烧后的熔体均匀、无崩溅ꎬ因此测定样品时应先将

样品称到锡杯中包裹好后装入高纯镍篮中ꎬ另外在坩埚中加入 ０ ０５ ｇ 石墨粉ꎮ
２ １ ２　 样品量的确定

称取粉末状试样时一般将试样装入锡杯中封口后再装入镍篮中的方法ꎮ 一般要求保证助熔剂与

样品的质量比为 １０ ∶ １ꎮ (镍篮＋锡杯)的重量约为 １ ２ ｇꎬ因此试样应选择样品量为 ０ １０ ｇ 左右ꎮ 因

试样是粉末状且质量较轻ꎬ称取 ０ １０ ｇ 试样装入锡杯无法封口ꎬ无法放入镍篮中ꎬ因此称样量要适当

减少ꎬ通过试验进行样品量的确定ꎬ试验结果如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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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样品量确定试验

序号 称样量 / ｇ 元素 测定值 / (μｇ / ｇ) 平均值 / (μｇ / ｇ) ＲＳＤ / ％

１ ０ ０１
Ｏ ４８９ ４２６ ５０６ ３７２ ４１２ ４８２ ４４８ １１ ７１

Ｎ ２ ０４３ ２ ２１１ ２ ２１６ １ ９２２ １ ７４９ ２ ３４９ ２ ０８２ １０ ６１

２ ０ ０２
Ｏ ５００ ４７８ ３６８ ４２８ ４６５ ４３９ ４４６ １０ ３９

Ｎ ２ ３４３ ２ ０６９ ２ １８７ １ ９２７ １ ８６４ ２ ０９９ ２ ０８１ ８ ３５

３ ０ ０３
Ｏ ４５５ ３９８ ４６８ ４２２ ４１９ ４０６ ４２８ ６ ４７

Ｎ ２ ３４３ ２ ０５９ ２ １８７ １ ７８７ １ ９６４ ２ １８９ ２ ０８８ ９ ３８

４ ０ ０４
Ｏ ４６０ ４８２ ４００ ４３２ ４６５ ４２７ ４４４ ６ ７６

Ｎ ２ ２４３ ２ １５９ ２ １８７ １ ８８７ １ ９６４ ２ １６９ ２ １０２ ６ ７３

５ ０ ０５
Ｏ ４６７ ５０３ ５０６ ４８７ ４６９ ４７２ ４８４ ３ ５９

Ｎ ２ ２１６ ２ ０４９ ２ １４２ ２ ２８９ ２ １４７ ２ ０６６ ２ １５２ ４ ２１

６ ０ ０６
Ｏ ３０５ ３７６ ２９５ ３５９ ３２７ ２９９ ３２７ １０ ３４

Ｎ ２ ０１９ ２ ２１８ １ ８２３ １ ９４６ １ ８７９ ２ ２０６ ２ ０１５ ８ ２４

试验结果表明ꎬ样品量为 ０ ０６ ｇ 以上时ꎬ样品熔融效果较差ꎬ这是由于样品量过大导致样品燃烧

不完全ꎬ从而使得样品中的氧氮释放不完全ꎻ样品量为 ０ ０１~０ ０３ ｇ 时由于样品量过少导致称量误差

较大ꎬ精度较低ꎻ样品量为 ０ ０５ ｇ 时ꎬ样品熔融充分ꎬ结果稳定ꎬ精密度最好ꎮ 因此ꎬ本实验选择样品量

为 ０ ０５ ｇꎮ
２ １ ３　 分析电流的选择

分析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样品中氧氮的释放情况ꎬ高温熔融法测定碳化硼粉末中氧氮含量需

要足够的加热温度ꎬ碳化硼的熔点为 ２ ３５０ ℃ꎬ镍的熔点为 １ ４５３ ℃ꎬＴＣ６００ 氧氮测定仪脉冲电极炉的

最高加热温度可达 ２ ５００ ℃ꎬ所以必须选择合适的温度保证浴料和样品既能够充分熔融ꎬ但不能由于

温度过高发生严重的飞溅现象(对脉冲电极炉损伤)ꎮ 一般的试样在脉冲电极炉电流选择在 ９００ ~
１ １００ Ａ就能获得理想的测定值ꎬ所以在此电流范围内我们进行多次实验分析不同电流对样品测定结

果的影响如表 ３ꎮ
表 ３　 分析电流选择试验

序号 电流 / Ａ 元素 测定值 / (μｇ / ｇ) 平均值 / (μｇ / ｇ) ＲＳＤ / ％

１ ９００
Ｏ １ ６８９ ２ ０１１ １ ９１６ １ ９２２ １ ７４９ ２ ３４９ １ ９３９ １２ ０４

Ｎ ４６２ ４２２ ３７７ ４０２ ４０５ ３６６ ４０６ ８ ４３

２ ９５０
Ｏ ２ ０４１ ２ ０６９ ２ １８７ １ ７２７ １ ８６４ ２ ０８９ １ ９９６ ８ ４５

Ｎ ４５５ ３９８ ４３８ ４６４ ４１９ ４６６ ４４０ ６ １７

３ １ ０００
Ｏ ２ １２９ ２ ０４９ ２ １４２ ２ ０８９ １ ８６９ ２ １０２ ２ ０６３ ４ ８８

Ｎ ４５４ ４８３ ４６６ ４８７ ４２９ ４７２ ４６５ ４ ５８

４ １ ０５０
Ｏ ２ ０４３ ２ ０５９ ２ １８７ １ ８８７ １ ９６４ ２ １８９ ２ ０５５ ５ ８４

Ｎ ４６２ ４５８ ３７８ ４２８ ４７５ ４３９ ４４０ ７ ８９

５ １ １００
Ｏ ２ １４３ ２ １５９ ２ １８７ １ ８８７ １ ９６４ ２ １６９ ２ １４３ ６ ０７

Ｎ ４６８ ４２６ ５０６ ３７４ ４１２ ４８２ ４４５ １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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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试验结果可知ꎬ分析电流为 １ ０００ Ａ 时测定精密度最好ꎬ电流定为 １ ０５０ Ａ 时次之ꎮ 通过观察

释放后的峰形发现ꎬ电流选择 １ ０５０ Ａ 和 １ １００ Ａ 的氧氮释放峰形良好ꎬ但样品熔体不均匀ꎻ电流选择

９５０ Ａ 时释放峰形不平滑ꎻ电流选择 ９００ Ａ 时ꎬ氧氮测定结果偏低ꎮ 因此本实验选择测定电流

为１ ０００ Ａꎮ
２ １ ４　 排气电流的选择

设定排气电流的作用是在样品加热前对石墨坩埚进行加热ꎬ排除坩埚中的干扰杂质ꎬ有效降低坩

埚空白ꎮ 排气电流设定值是否合理可以通过观察坩埚空白值来判断ꎬ只要排气电流设定值能够保证

低而稳定的坩埚空白即可ꎬ较低的排气电流设定值会导致坩埚空白值偏高ꎬ较高的排气电流设定值会

导致炉膛产生较多的石墨粉ꎬ造成气流不顺畅ꎬ因此要通过试验进行选择ꎮ 不同排气电流对坩埚空白

的影响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排气电流选择试验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ꎬ当排气电流≥１ １００ Ａ 时ꎬ其坩埚空白值可以满足试验的要求ꎮ 但过高的脱

气电流设定值会导致炉膛产生较多的石墨粉ꎬ造成气流不顺畅ꎬ因此选择排气电流为 １ １００ Ａꎮ
２ １ ５　 精密度试验

平行称取试样 ６ 份ꎬ按样品测定步骤测定其中氧氮含量ꎬ测定结果如表 ４ꎮ

表 ４　 精密度试验

测定项目 测定结果 / (μｇ / ｇ) 平均值 / (μｇ / ｇ) ＲＳＤ / ％

Ｏ ２ ２２６ ２ ０４９ ２ １４２ ２ １８９ ２ １４７ ２ ０６６ ２ １３６ ３ ２１

Ｎ ４５４ ４８３ ４８６ ４８７ ４２９ ４７２ ４６８ ４ ９１

由试验结果可得ꎬ碳化硼粉末中氧的测定精密度为 ３ ２１％ꎬ氮的测定精密度为 ４ ９１％ꎬ均优于

５％ꎬ符合技术要求ꎮ

２ ２　 碳化硼粉末中碳含量测定研究

２ ２ １　 样品量的确定

试样样品量过大ꎬ样品熔融不好ꎬ导致测定结果释放不稳定ꎬ样品量太小ꎬ试样代表性差ꎬ导致测

定结果精密度差ꎮ 分别称取 ０ ０１~０ ０５ ｇ 碳化硼粉末样品进行试验ꎬ结果如表 ５ꎮ

表 ５　 样品量确定试验

称样量 / ｇ 测定结果 / ％ 平均值 / ％ ＲＳＤ / ％

０ ０１０ ０ ２１ ８ １７ ９ １６ ３ ２１ ２ １８ ９ １８ ２ １９ ０ １０ ９６

０ ０２０ ０ ２１ ５ １９ ８ ２１ ７ １７ ９ １８ ３ １９ ９ １９ ８ ７ ９２

０ ０３０ ０ ２１ １ ２０ ９ ２０ １ ２１ ４ １９ ９ ２１ ５ ２０ ８ ３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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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称样量 / ｇ 测定结果 / ％ 平均值 / ％ ＲＳＤ / ％

０ ０４０ ０ ２０ ３ ２１ ２ １８ ９ １９ ３ ２０ ４ ２１ ４ ２０ ２ ４ ９２

０ ０５０ ０ １９ ８ ２１ ４ １８ ３ ２０ ４ １９ ９ ２０ ８ ２０ １ ５ ２８

由表 ７ 及试验结果表明ꎬ样品量为 ０ ０４ ~ ０ ０５ ｇ 时ꎬ样品熔融效果较差ꎬ这是由于样品量过大导

致样品燃烧不完全ꎬ从而使得样品中的碳释放不完全ꎻ样品量为 ０ ０１~０ ０２ ｇ 时由于样品量过少导致

称量误差较大ꎬ精度较低ꎻ样品量为 ０ ０３ ｇ 时ꎬ样品熔融充分ꎬ结果稳定ꎬ精密度良好ꎮ 因此ꎬ本试验选

择样品量为 ０ ０３ ｇꎮ
２ ２ ２　 助熔剂的选择及用量

若不加入助熔剂ꎬ碳化硼的导磁性不足以本高频感应炉引燃ꎬ此外分析过程中样品、助熔剂的叠

放次序ꎬ直接影响燃烧结果和分析的稳定性ꎮ 碳含量分析中通常使用的助熔剂包括钨粒ꎬ纯铁、锡、
镍ꎮ 试验中ꎬ采用 ５ 种不同的助熔剂组合进行对比试验ꎬ具体的助熔剂条件和分析结果如表 ６ꎮ 其中

镍为镍囊ꎮ

表 ６　 助熔剂选择试验

方法 助熔剂 测定值 / ％ ＲＳＤ / ％

１ ０ ０３ ｇＢ４Ｃ＋１ ５ ｇＷ ２１ ８ １９ ９ １８ ３ ２１ １ １８ ６ １８ ９ ７ ３１

２ ０ ４ ｇＦｅ＋０ ０３ ｇＢ４Ｃ ＋１ ５ ｇＷ ２１ ４ １９ ６ ２１ ７ １８ ９ １９ ３ １９ ９ ５ ７１

３ ０ ４ ｇＦｅ＋０ ０３ ｇＢ４Ｃ ＋０ ３ ｇＳｎ＋１ ５ ｇＷ ２１ １ ２０ ４ ２１ １ ２１ ４ ２０ ６ ２１ ５ ２ ０７

４ ０ ２ ｇＦｅ＋０ ０３ ｇＢ４Ｃ ＋０ ２ ｇＦｅ ＋１ ５ ｇＷ ２１ ３ ２０ ６ １８ ９ １９ ６ ２０ ４ １９ ５ ４ ３６

５ ０ ２ ｇＦｅ＋Ｎｉ＋０ ０３ ｇＢ４Ｃ ＋１ ５ ｇＷ＋０ ２ ｇＦｅ １９ ８ ２１ ４ １８ ３ ２０ ４ １９ ９ ２０ ８ ５ ２８

由表 ６ 结果可见ꎬ方法 ４ 的测定精密度最好ꎬ方法 ５ 次之ꎮ 通过观察释放后的色谱峰发现方法 ４
和方法 ５ 的碳释放峰形良好ꎬ方法 １ 出现色谱峰拖尾ꎬ方法 ２ 和方法 ３ 峰形不平滑ꎻ观察燃烧后的熔

体ꎬ得知方法 ５ 的熔体不如方法 ４ 均匀ꎮ 综上所述ꎬ试验采用方法 ４ 的助熔剂条件测定碳化硼粉末中

碳含量ꎬ即 ０ ２ ｇＦｅ＋０ ０３ ｇＢ４Ｃ ＋０ ２ ｇＦｅ ＋１ ５ ｇＷꎮ
２ ２ ３　 分析功率选择实验

分析功率过低ꎬ样品释放不完全ꎬ导致样品中的碳释放不完全ꎬ测定结果偏低ꎻ分析功率过高ꎬ样
品燃烧容易迸溅ꎬ同时产生较多的粉尘堵塞气路损伤仪器ꎮ 碳化硼熔点比较高(２ ３５０ ℃)ꎬ选择功率

７０％~９０％进行试验ꎬ结果如表 ７ꎮ

表 ７　 分析功率选择试验

分析功率 / ％ 测定结果 / ％ 平均值 / ％ ＲＳＤ / ％

７０ ２１ ６ １９ ９ １８ ３ ２１ ２ １８ ６ １８ ９ １９ ８ ７ ０５

７５ ２１ ４ ２０ ６ ２１ ７ １９ ９ １９ ７ ２０ ９ ２０ ７ ３ ８５

８０ ２０ ４ １９ ４ ２１ ７ １９ ４ １９ ６ ２１ ７ ２０ ４ ５ ３８

８５ ２１ ３ １８ ３ ２１ ５ １９ ６ ２０ ４ １９ ２ ２０ ０ ６ ２２

９０ １９ ８ ２１ ７ １８ ６ ２０ ４ １９ ９ １８ ８ １９ ９ ５ ６９

由表 ７ 试验结果可知ꎬ功率选择 ７５％时测定精密度最好ꎬ功率选择 ８０％时次之ꎮ 通过观察释放后

的峰形发现ꎬ功率选择 ８０％和 ８５％的碳释放峰形良好ꎬ功率选择 ８０％和 ９０％时释放峰形不平滑ꎻ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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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７０％时ꎬ碳测定结果偏低ꎻ观察燃烧后的熔体ꎬ得知功率选择 ８５％和 ９０％时样品燃烧有崩溅ꎮ 因

此本试验选择分析功率为 ７５％ꎮ
２ ２ ４　 精密度实验

平行称取试样 ６ 份ꎬ按样品测定步骤测定其中碳含量ꎬ测定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ꎮ
表 ８　 精密度试验

待测元素 测定结果 / ％ 平均值 / ％ ＲＳＤ / ％

Ｃ ２１ ２ ２０ ２ ２１ ４ ２０ ９ １９ ６ ２０ ８ ２０ ７ ３ ２４

由表 ８ 结果可知ꎬ碳化硼粉末中碳含量测定精密度优于 ５％ꎮ

３　 结论

通过本次项目ꎬ成功建立了碳化硼粉末中气体元素含量的测定方法ꎮ 确定了试样称样量ꎬ选择了

助熔剂的类型和用量ꎬ考察了仪器条件的参数ꎬ确定了最佳的分析条件ꎮ 该方法原理简单ꎬ操作简便ꎬ
能快速测定出碳化硼粉末中氧、氮、碳含量ꎬ方法的测定精密度优于 ５％ꎬ结果满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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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硼粉末中杂质元素含量的测定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马妍琳ꎬ王　 梅ꎬ赵竹霞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理化检测中心ꎬ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１０)

　 　 　 　 　 　 　 　 　 　 　 　 　 　 　 　 　 　 　 　 　 　 　 　 　 　 　 　 　 　 　 　 　 　 　 　 　 　 　 　 　 　 　 　 　 　　
　

　
　 　　　　　　　　　　　　　　　　　　　　　　　　　　　　　　　　　　　　　　　　　　　　　　

　
　

　
　

作者简介:马妍琳(１９９０—)ꎬ性别ꎬ女ꎬ回族ꎬ内蒙古包头人ꎬ助理工程师ꎬ学士ꎬ从事化学分析研究工作

摘要:碳化硼粉末以其优良的高温稳定性、化学稳定性等优良特性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ꎬ并在某些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ꎻ其硬度仅次于金刚石ꎬ且样品溶解困难ꎬ在常温常压下ꎬ即使使用氢氟酸ꎬ碳化硼也难于分解ꎬ由于样品中微量

乃至痕量杂质元素的含量多少都会影响其最终性能ꎮ 为了准确测定碳化硼粉末中的杂质元素含量ꎬ在选择溶解方法

时考虑酸溶和碱溶两种方法ꎬ由于碱溶法会引入大量的溶剂ꎬ影响样品中痕量元素的检测ꎬ且要使样品完全分解也比

较困难ꎬ因此本实验采用酸溶法ꎮ 为了更好更快地将碳化硼样品的溶解ꎬ通过各种对溶样酸的含量、种类与微波消解

仪工作参数的条件试验ꎬ确定了最佳的溶解条件ꎬ采用微波消解仪消解碳化硼样品ꎬ萃取分离 Ｂ 基体后ꎬ用 ＩＣＳ－ＡＥＳ 法

测定了碳化硼粉末中杂质元素的含量ꎮ 建立了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碳化硼粉末中杂质元素含量的方法ꎮ
关键词:碳化硼ꎻ微波消解ꎻＩＣＰ－ＡＥＳ

本论文研究并建立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测定碳化硼样品中杂质元素含量的方法ꎬ本方法

采用微波消解仪溶解样品ꎬ通过各种条件试验ꎬ确定了微波消解仪的最佳工作条件ꎬ在保证样品完全

溶解的同时ꎬ加快了溶解时间ꎬ相对于常规溶解方法ꎬ溶解时间大大减小ꎬ提高了检测速度ꎻ为了消除

Ｂ 元素的干扰ꎬ建立了萃取法分离基体以消除对杂质元素检测的干扰ꎬ同时避免了仪器对 Ｂ 元素的记

忆效应ꎮ 此方法方便操作ꎬ各待测元素的回收率在 ９４％~１０３％ꎬ精密度均较好ꎮ

１　 研究工作的主要过程

试样经硝酸、硫酸和氢氟酸分解ꎬ在稀硝酸介质下经萃硼试剂萃取分离大量的硼元素后ꎬ在方法

选定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量条件下ꎬ以雾化进样方式ꎬ用标准曲线法测得碳化硼中各杂

质元素的含量ꎮ

１ １　 溶样酸的确定

由于碳化硼在高温高压下可溶解于硝酸氢氟酸中ꎬ而硫酸有降低熔点的作用ꎬ因此为了加快

样品的溶解ꎬ溶样酸选择了硝酸ꎬ氢氟酸与硫酸ꎬ为了确定三种酸的配比ꎬ做了以下实验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溶样酸配比的确定

样品 / ｇ 酸 / ｍＬ 温度 / ℃ 时间 / ｍｉｎ 结果

０ １００ ０ １Ｈ２ＳＯ４＋８ＨＮＯ３＋１ＨＦ ２３０ ３０ 溶解ꎬ较多白色沉淀

０ １００ ０ ２Ｈ２ＳＯ４＋８ＨＮＯ３＋１ＨＦ ２３０ ６０ 溶解ꎬ有较少白色沉淀

０ １００ ０ ３Ｈ２ＳＯ４＋８ＨＮＯ３＋１ＨＦ ２３０ ９０ 溶解ꎬ有较少白色沉淀

０ １００ ０ １Ｈ２ＳＯ４＋８ＨＮＯ３＋２ＨＦ ２３０ ５０ 全部溶解

０ １００ ０ ２Ｈ２ＳＯ４＋８ＨＮＯ３＋２ＨＦ ２３０ ５０ 全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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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品 / ｇ 酸 / ｍＬ 温度 / ℃ 时间 / ｍｉｎ 结果

０ １００ ０ ３Ｈ２ＳＯ４＋８ＨＮＯ３＋２ＨＦ ２３０ ５０ 全部溶解

实验表明ꎬ单纯的硝酸、磷酸溶样效果较差ꎬ即使延长时间ꎬ两个小时也不能将样品完全溶解ꎬ由
于受微波消解炉工作时间的限制ꎬ不能长时间将样品放在微波炉内进行消解ꎬ因此实验在选用硫酸和

硝酸的混酸基础上滴加少量氢氟酸即可将试样溶解完全ꎮ 通过以上试验ꎬ最终确定的溶样试剂的加

入量为 １ ｍＬ Ｈ２ＳＯ４、８ ｍＬ ＨＮＯ３和 ２ ｍＬ ＨＦ 和消解参数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微波消解仪工作条件

步骤 功率 / Ｗ 消解时间 / ｍｉｎ 温度 / ℃ 冷却时间 / ｍｉｎ

１ ４００ ５ １８０
２ ６００ ５ ２００
３ ８００ ５０ ２２０

３０

１ ２　 萃取剂的选择

光谱仪对硼有很强的记忆效应ꎬ对低含量硼元素的检测有严重的干扰ꎬ因此须将溶液中的硼分离

彻底ꎮ 目前硼的分离方法主要有离子交换法和萃取法ꎬ离子交换法采用的是硼特效树脂ꎬ在弱碱性条

件下吸附硼ꎬ在稀盐酸介质下洗脱硼ꎬ该方法适用于单质硼的纯化和分离ꎮ 由于碱中杂质含量较高ꎬ
不利于杂质元素的测定ꎬ因此本实验采用萃取法分离硼ꎮ 在合适的稀释剂条件下对溶液中的硼具有

很好萃取效果的试剂有很多种ꎬ根据碳化硼的化学性质ꎬ实验选择了异辛醇(２－乙基己醇)和 ２－乙基－
１ꎬ３－己二醇对溶液中硼的萃取效果进行考察ꎮ

以二甲苯为稀释剂ꎬ分别采用异辛醇和 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按 １ ∶ １、１ ∶ ２、１ ∶ ３、１ ∶ ４、１ ∶ ５ 的配

比比例配制成 ２０ ｍＬ 的萃取剂ꎬ对消解完全的试样分别采用 ０ ５ ｍｏｌ / Ｌ、１ ｍｏｌ / Ｌ、２ ｍｏｌ / Ｌ、３ ｍｏｌ / Ｌ、
５ ５ ｍｏｌ / Ｌ的硝酸溶液进行萃取试验ꎬ将萃取后的水相定容 １００ ｍＬ 后测定硼余量ꎬ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萃取剂与不同萃取酸度下的硼余量 μｇ / ｍＬ

硝酸溶液 / (ｍｏｌ / Ｌ)
异辛醇与二甲苯

１ ∶ １ １ ∶ ２ １ ∶ ３ １ ∶ ４ １ ∶ ５

０ ５ ９ ０２ １０ ８ １２ ４ １１ ３ １３ ０

１ ８ ８７ ８ ９９ ９ ８５ １１ １ １２ ０

２ ９ ０３ ９ ２０ ９ ３０ ９ ５１ １０ ６

３ ９ ０６ ９ ０９ ９ １７ ９ ５８ １０ ５

５ ５ ９ ０５ ９ １４ ９ ０９ ９ ４８ １０ ３

硝酸溶液 / (ｍｏｌ / Ｌ)
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与二甲苯

１ ∶ １ １ ∶ ２ １ ∶ ３ １ ∶ ４ １ ∶ ５

０ ５ １８ ３３ １９ ２４ １８ ４６ ２０ ５７ ２３ １４

１ ２０ ６２ １９ ４８ １９ ６８ ２３ ４８ ２４ ８５

２ １７ ５２ １９ ４０ ２０ ０７ ２２ ９６ ２２ ０４

３ １４ ０１ １９ ３０ ２１ ２４ ２３ ０３ ２０ ９５

５ ５ １２ ４０ ２２ ４０ ２０ ２２ １９ １８ ２０ ８７

结果表明ꎬ异辛醇与二甲苯的稀释比例为 １ ∶ １~１ ∶ ３、硝酸酸度 ０ ５~５ ５ ｍｏｌ / Ｌ 时的硼余量没有明

显变化ꎬ萃取效率基本一致ꎬ稀释比例为 １ ∶ ４~１ ∶ ５ 的硼余量相对要高ꎬ萃取效率偏低ꎬ而酸度的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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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效率没有影响ꎮ 因此选择异辛醇与二甲苯作为萃取剂时ꎬ最佳比例为 １ ∶ ３ꎬ硝酸酸度为 ５ ５ ｍｏｌ / Ｌꎮ
由结果可知ꎬ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与二甲苯的稀释比例为 １ ∶ １ 时的硼余量最少ꎮ 萃取效率随着

硝酸酸度的增大而提高ꎬ因此选择 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与二甲苯作为萃取剂时ꎬ最佳的稀释比例为

１ ∶ １ꎬ硝酸酸度为 ５ ５ ｍｏｌ / Ｌꎮ

１ ３　 萃取剂用量及萃取次数的选择

从表 ３ 的数据看出ꎬ采用 ２０ ｍＬ 的萃取剂萃取一次硼含量由 １ ０００ μｇ / ｍＬ 减少到 ９ ~ ２０ μｇ / ｍＬꎮ
１ μｇ / ｍＬ 的硼对仪器产生的记忆效应强度可达到 ５ ０００ ｃｐｓꎬ严重影响低含量硼的测定ꎬ因此必须将溶

液中硼余量降低到小于 １ μｇ / ｍＬꎮ
采用上述已确定配比的萃取剂和酸度进行萃取剂加入量试验ꎬ选取萃取剂加入量为 ２０ ｍＬ、

３０ ｍＬ、４０ ｍＬꎬ分别进行一次、二次和三次萃取ꎬ对硼余量进行考察ꎮ 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萃取剂用量及不同萃取次数下的硼余量 μｇ / ｍＬ

萃取次数
异辛醇与二甲苯 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与二甲苯

１０ ｍＬ ２０ ｍＬ ３０ ｍＬ １０ ｍＬ ２０ ｍＬ ３０ ｍＬ

一次 ８ ４９ ６ ５２ ６ ４７ １１ ０６ ４ ９２ ４ ７３

二次 ３ ５１ ２ ９７ １ ９４ １ ２８４ ０ ２２８ ０ ０３２

三次 ３ ２７ ２ ７８ １ ３５ ０ ３１３ ０ ２１４ ０ ０２９

结果表明ꎬ异辛醇萃取剂用量为 ３０ ｍＬ 时连续萃取三次硼余量最少为 １ ３５ μｇ / ｍＬꎻ２－乙基－１ꎬ３－
己二醇萃取剂用量为 ３０ ｍＬ 时连续萃取三次硼余量最少为 ０ ０２９ μｇ / ｍＬꎬ采用连续萃取的方法 ２－乙
基－１ꎬ３－己二醇的萃取效果最好ꎬ因此方法选用 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作为萃取剂ꎮ

从表 ４ 数据可看出ꎬ以 ２－乙基－１ꎬ３－己二醇的萃取剂连续萃取二次和三次的硼余量变化不明显ꎬ
２０ ｍＬ 的萃取剂连续萃取二次的硼余量对仪器产生的记忆效应很小(小于 １ μｇ / ｍＬ)ꎬ通过验证ꎬ此含

量的硼对低含量的硼的测定不存在影响ꎻ同时在不影响萃取效率、便于操作的条件下ꎬ有机试剂用量

以最少为宜ꎬ因此方法选择 ２０ ｍＬ 的萃取剂连续萃取二次的方法分离硼ꎮ

２　 精密度、回收率及分析线的选择

２ １　 精密度与回收率

分别称取同一碳化硼试样 １２ 份ꎬ分为两组ꎬ一组加入一倍下限量作为本底ꎻ一组加入各杂质元素

下限的量ꎻ两组试样在相同的处理条件下进行测定ꎬ结果见表 ５ꎮ

表 ５　 方法回收率和精密度 μｇ / ｇ

测量元素 Ｃａ Ｅｕ Ｇｄ Ｈｆ Ｍｇ Ｎａ Ｓｉ Ｓｍ Ｆｅ Ｃｒ Ｎｉ Ｄｙ

本底值 １１５ ５２ ５１ ５０ ４２７ ３２５ ５２４ ５０ ３２１ ３１１ ３３１ ５２

加入量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０

测

量

值

２１１ １０２ １００ ９８ ７３５ ６２８ １０２２ ９７ ６２５ ６１４ ６２１ ９８

２１６ １０６ ９９ １０２ ７４８ ６３４ ９９６ １０１ ６３０ ６０９ ６３８ １００

２２０ ９９ １０５ ９９ ７２１ ６１８ １０１３ １０５ ６２９ ６２２ ６４０ １０１

２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３ １０５ ７３０ ６３４ １０２８ ９６ ６１７ ６００ ６１２ ９７

２１７ １０４ １０６ １０２ ７２８ ６２５ ９８６ １００ ６３２ ５９５ ６３０ ９６

２２５ １０１ １０２ ９７ ７１５ ６１８ １０１５ ９５ ６２１ ６１６ ６２５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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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量元素 Ｃａ Ｅｕ Ｇｄ Ｈｆ Ｍｇ Ｎａ Ｓｉ Ｓｍ Ｆｅ Ｃｒ Ｎｉ Ｄｙ

平均值 ２１６ １０３ １０２ １００ ７３０ ６２６ １０１０ ９９ ６２６ ６０９ ６２８ ９９

ＲＳＤ / ％ ３ ０ ３ ２ ２ ７ ３ ０ １ ６ １ ２ １ ６ ３ ８ ０ ９２ １ ７ １ ７ ２ ７

回收率 / ％ １０１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０ ９７ ９８ １０２ ９９ ９８ ９４

结果表明ꎬ各待测杂质元素的回收率为 ９４％~１０３％ꎬ精密度优于 １０％ꎮ

２ ２　 精密度与回收率

根据各杂质元素的精密度回收率及工作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符合≥０ ９９９)ꎮ 确定了各元素的

分析线ꎬ见表 ６ꎮ
表 ６　 元素分析线及观测方式 ｎｍ

元素 谱线波长 观测方式 元素 谱线波长 观测方式

Ｆｅ ２３８ ２０４ 水平 Ｓｍ ４４２ ４３４ 水平

Ｓｉ ２５１ ６１１ 水平 Ｅｕ ４１２ ９７０ 水平

Ｃａ ３１５ ８８７ 水平 Ｇｄ ３３６ ２３３ 水平

Ｃｒ ２６７ ７１６ 水平 Ｄｙ ３５３ １７０ 水平

Ｎｉ ２３１ ６０４ 水平 Ｈｆ ３２４ ７６６ 水平

Ｍｇ ２７９ ０７７ 水平 Ｎａ ５８９ ５９２ 水平

３　 结论

通过不同试验条件的进行ꎬ避免了碱溶法对检测可能造成的干扰ꎬ确定了使用酸溶法对碳化硼样

品进行溶解ꎬ选择合适种类与含量的酸在微波消解仪一定温度与压力的条件下溶解了碳化硼粉末ꎬ为
了消除设备对硼元素的记忆效应ꎬ选择不同比例的萃取剂对组分元素硼进行分离ꎬ最终通过加标实验

与回收率实验ꎬ完成了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碳化硼中杂质元素的含量检测方法的建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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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组件力学试验应变计的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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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俐ꎬ(１９６５—)ꎬ女ꎬ工程师ꎬ硕士ꎬ主要从事薄膜压力传感器和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设计研究工作

摘要:本文阐述了燃料组件力学试验中一种模拟燃料组件导向管上应变计的粘贴技术ꎮ 通过对燃料组件特殊结构和

装配工艺的分析ꎬ针对燃料组件结构导致的工艺难题ꎬ设计了相应的粘贴方案及实施步骤ꎬ实现了燃料组件导向管上

狭窄空间应变计的粘贴ꎮ 通过试验验证ꎬ应变计测试数据有效、可靠ꎮ
关键词:应变计ꎻ燃料组件ꎻ导向管

燃料组件的力学试验中ꎬ需要对一套模拟燃料组件进行多个不同部位受力点进行应变、力、位移、
加速度等物理参量ꎮ 由于燃料组件是由 ２６４ 根燃料棒、２４ 根导向管等组成ꎬ其结构复杂且紧凑ꎬ导向

管与燃料棒之间只余毫米级间隙ꎬ其中ꎬ受力点应变的测试需要粘贴应变计来实现测试ꎬ如何实施应

变片的粘贴则是试验中的难题ꎮ 这里介绍一种通过实践证明切实可靠的燃料组件导向管上应变计粘

贴技术ꎮ

１　 燃料组件的构成及应变粘贴要求

１ １　 燃料组件的结构

模拟燃料组件的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ꎬ是由 ２６４ 根燃料棒、２４ 根导向管、１ 根仪表管、８ 层结构搅混格

架、３ 层跨间搅混格架、上管座、下管座等组成ꎬ外形尺寸为 ０ ２１４ ｍ×０ ２１４ ｍꎬ总长约 ４ ｍꎮ

１ ２　 导向管上粘贴位置及数量要求

按照试验要求ꎬ需要在燃料组件的 ２４ 根导向管以及上管座、下管座上共贴 １６８ 片应变片ꎬ其中上

管座、下管座上各粘贴 １０ 片应变片ꎮ
２４ 根导向管上的应变片粘贴在各层格架之间的粘贴位置不同ꎬ对于每层格架之间的导向管上的

应变片粘贴位置及数量也不尽相同ꎬ每层导向管上应变片粘贴位置分别如图 ２ 所示ꎮ 上管座、下管座

的应变片粘贴位置如图 ３ 所示ꎮ 图中字母代表相应位置导向管ꎬ字母周围的红点、绿点和黄点均代表

需粘贴的应变片位置及数量ꎮ

２　 燃料组件应变片的粘贴程序

针对上述燃料组件的结构和导向管应变片粘贴的难提ꎬ结合传统应变片的粘贴工艺ꎬ将燃料组件

导向管应变片粘贴工艺流程设计如图 ４ 所示ꎮ
由于燃料组件的特殊结构和特殊装配工艺ꎬ使得导向管装配后ꎬ导向管被分散焊接在几百根燃料

棒的中间ꎬ应变片的粘贴操作变得不可能ꎬ为此ꎬ根据应变片粘贴操作需要ꎬ更改导向管焊接装配工

序ꎬ将原本 ２４ 根导向管一次自动焊接完成的工艺更改为三次手动控制焊接完成ꎬ具体是根据导向管

分布位置划分为三层ꎬ分别是内层导向管、外层导向管、角导向管层三层ꎬ这样导向管管距扩展到 ２５ ４
ｍｍꎬ借助划线工装和粘贴工具ꎬ能完成应变片的粘贴操作ꎮ 三层导向管分层位置图如图 ５ 所示ꎬ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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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位置代表相应导向管位置ꎮ

图 １　 燃料组件结构示意图

(ａ)Ｓｐａｎ１ 贴片位置(２６ 片)

　
(ｂ) Ｓｐａｎ２ 贴片位置(２０ 片)

　
(ｃ) Ｓｐａｎ３ 贴片位置(１４ 片)

(ｄ)Ｓｐａｎ５ 贴片位置(４６ 片)

　
(ｅ)Ｓｐａｎ８ 贴片位置(２０ 片)

　
(ｆ)Ｓｐａｎ９ 贴片位置(２６ 片)

图 ２　 每层格架间导向管上粘贴应变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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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上管座应变测点图

　 　 　
(ｂ)下管座应变测点图

图 ３　 上管座、下管座粘贴位置图

图 ４　 燃料组件导向管应变片粘贴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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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内层导向管位置图

　
(ｂ) 外层导向管位置图

　
(ｃ) 角导向管位置图

图 ５　 导向管分层位置图

３　 技术难点攻关

为了解决燃料组件结构带来的应变计粘贴技术难点ꎬ采取了下述的技术难点攻关ꎮ
３ １　 粘贴专用定位画线工装的设计

为解决应变片在导向管上的粘贴精确定位ꎬ需事先在导向管上画好贴片定位线ꎬ为此针对导向管

及组件结构ꎬ设计了专门的画线工装ꎮ 考虑导向管是分别约束固定在 １１ 层固定的格架中ꎬ导向管外

径小ꎬ管间间距小ꎬ在导向管粘贴部位需要画应变片粘贴定位线ꎬ包括轴向定位线、径向定位线和４５°
角定位线ꎬ并保证每根导向管粘贴的应变片与格架之间位置的准确性ꎬ在工装的设计上必须考虑狭窄

空间中工装的可装、可拆卸、可换格架层位置、可夹持画针、水平画线、４５°角画线和径向画线等的可操

作性ꎬ于是画线工装的结构设计为图 ６ 所示的结构ꎮ

图 ６　 画线工装图

３ ２　 应变片布线设计

合理地设计应变片的粘贴方向和引线布线ꎬ解决了导向管上应变片粘贴后几百根引线顺利引出

燃料组件而不发生混淆ꎮ
位于 Ｓｐａｎ１、Ｓｐａｎ２、Ｓｐａｎ３ 位置的应变片引线分别穿过格架ꎬ导向管同一位置相对应两应变片的四

根引线分别从各自附近的格架缝隙处穿过ꎻ位于 Ｓｐａｎ５、Ｓｐａｎ８、Ｓｐａｎ９ 位置的应变片引线分别穿过格

架ꎬ导向管同一位置相对应两应变片的四根引线分别从各自附近的格架缝隙处穿过ꎬ向下管座方向走

线引出ꎬ详见图 ７ꎮ

３ ３　 应变片的编码设计

由于粘贴应变片的燃料组件可用于多个力学试验中ꎬ有的为轴向压缩、跌落等试验ꎬ有的为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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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应变片走线图

弯曲、弹工等试验ꎬ每种试验使用的应变片及位置都不同ꎬ为了方便试验中的应变片选择及接线ꎬ需对

每个应变片进行独立的位置编码设计ꎮ 应变片编码定义考虑了组件 Ｙ 角定义及加载方式影响ꎬ编码

格式为:导向管编码＋跨数＋Ｙ(轴向压缩)或 Ｗ(侧向弯曲)或 Ｇ(公共片)＋１(离 Ｙ 角近)或 ２(离 Ｙ 角

远)ꎻ例 Ａ１Ｙ１(Ａ 代表 Ａ 导向管位ꎬ１ 代表第一层跨距ꎬＹ 代表轴向压缩ꎬ１ 代表距离 Ｙ 角近ꎮ

４　 结论

１)由于燃料组件装配工序的不可逆性ꎬ本燃料组件导向管上应变计的粘贴工艺是将导向管的焊

接装配工艺更改为分内外三层导向管进行分步焊接装配ꎬ以便为应变计的粘贴提供操作空间ꎮ
２)本工艺设计了可拆卸、可旋转、可换格架层位置、可夹持画针、水平画线、４５°角画线和径向画线

的专用划线工装ꎬ可实现粘贴应变计的准确定位ꎮ
３)本工艺采用的应变计引线走线方式、应变计引线的编号方式ꎬ达到了对每个应变片进行独立的

位置编号设计而不混淆的效果ꎮ
４)正式应变测试试验完成整个试验后ꎬ通过全国核电行业测试专家对该试验数据进行评审ꎬ会上

专家一致认为:测试数据接近理论预算ꎬ数据真实有效ꎬ应变测试试验非常成功ꎮ 因此ꎬ采用本研究工

艺进行的燃料组件应变片粘贴工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ꎬ并且ꎬ以此为基础ꎬ可以推广至燃料组件的其

他测试应用中ꎮ

参考文献:
[１]　 王军  燃料组件侧向弯曲、轴向压缩、跌落试验工作大纲 [Ｒ] ２０１３
[２]　 唐俐  燃料组件应变片现场粘贴方案[Ｒ] ２０１４
[３]　 唐俐  燃料组件应变片现场粘贴工艺规程[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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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Ｒ１０００ 核电厂液态流出物排放系统排放能力探讨 　

　 　 梁昊飞ꎬ温文韬ꎬ周　 素ꎬ等(３１２)

铀转化设施核事件分级 赵善桂ꎬ刘运陶ꎬ杨晓伟ꎬ等(３１７)

核电建设施工设备安全管理 熊双燕ꎬ李　 强(３２２)

如何开展好核电厂的质量保证体系管理 程　 立ꎬ 邵克军ꎬ黄　 辉ꎬ等(３２６)

核电厂非安全级仪控系统软件集成测试 何　 禾ꎬ陈　 涵ꎬ于晓东(３２９)

堆芯流量分配对反应堆热工影响的初步研究 葛　 枫ꎬ王　 岩(３３５)

核电厂冷源取水防堵塞设计优化分析 曾　 伟(３４１)

关于乏燃料管理技术路线的建议 刘新华ꎬ赵善桂ꎬ魏方欣ꎬ等(３４６)

国内一、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构建技术研究 　

　 　 潘玉婷ꎬ曹芳芳ꎬ洪　 哲ꎬ等(３５１)

核设施实物保护系统量化评估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张俊辉ꎬ李峥鸣ꎬ智红强ꎬ等(３６２)

基于运行事件探讨 ΔＩ 的控制方法 张振华ꎬ张　 波ꎬ陈方强ꎬ等(３６８)

ＳＥＣ 泵性能偏差原因分析及排查 杨　 抒(３７４)

ＣＡＰ１４００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事故验证分析 陈丽培ꎬ包预震(３８１)

核电站蒸汽发生器二次侧 ＩＴＶ 视频检查技术的现状 　

　 　 王复晓ꎬ叶　 春ꎬ钟　 越ꎬ等(３８７)

固态燃料熔盐堆选址源项分析 宋大虎ꎬ刘　 婷ꎬ高思旑ꎬ等(３９１)

核电厂 ＳＶＤＵ 的分析及设计研究 马文桂ꎬ刘明星ꎬ马　 权ꎬ等(３９６)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人因失误分析及预防 李可天ꎬ刘　 震ꎬ刘　 鹏(４０３)

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的法规制度建设浅论 孟利利ꎬ宋培峰ꎬ常　 猛ꎬ等(４０８)

可移动核安保门禁系统研究 贺升平ꎬ贺西平ꎬ张　 鑫(４１４)

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目标及应用 申　 红ꎬ杨晓伟ꎬ张　 宇ꎬ等(４１９)

运输核事故应急响应区域撤离疏散决策问题研究 刘　 渊(４２４)
３



再淹没传热试验数据分析及模型评价 吕玉凤ꎬ陈玉宙ꎬ段明慧ꎬ等(４２９)

神龙一号加速器进行核材料检测的可行性初步研究 赵　 伟ꎬ龙继东(４３５)

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的可视化建模软件开发 于　 洋ꎬ王雅峰ꎬ庞　 勃ꎬ等(４４０)

反应堆热工水力精细化计算软件开发与验证 王雅峰ꎬ 闫　 昊ꎬ于　 洋ꎬ等(４４９)

用于钠冷快堆电站中的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研究 杜丽岩ꎬ宋德宽ꎬ侯　 斌(４５８)

浅谈核电厂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 张　 华ꎬ徐润龙(４６３)

基于 ＢＰ－ＳＤＧ 的核动力装置典型故障诊断研究 武茂浦ꎬ刘永阔ꎬ于巍峰ꎬ等(４６８)

压力容器下封头在堆芯熔融物加热作用下的烧蚀过程及热应力分析 　

　 　 张小英ꎬ刘法钰ꎬ陈焕栋(４７７)

落棒事故下反应堆堆外探测器响应模拟 陈飞飞ꎬ曹欣荣(４８７)

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研究与应用 奉光华ꎬ全雄伟ꎬ陈世军(４９２)

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电厂严重事故后早期健康效应研究 张　 琼ꎬ王　 博ꎬ郭瑞萍ꎬ等(５００)

适用于高频小静风厂址的 ＰＡＶＡＮ 程序修正研究 王　 博ꎬ王　 亮ꎬ张　 琼ꎬ等(５０６)

Ｋ１ 类设备事故鉴定热力环境确定方法研究 郑晓威ꎬ何　 凡ꎬ徐教珅(５１３)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建造应急管理体系探讨 徐高雷ꎬ白　 波(５１９)

以核安全文化为核心的核电质量文化建设 唐　 识(５２４)

核安全文化在国核示范电站培育与实践 刘　 非(５３０)

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实践 于　 勇ꎬ陈登科ꎬ韩仁余ꎬ等(５３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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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厂废气处理系统的核级
高效过滤器性能评价的思考与建议

宋凤丽ꎬ刘运陶ꎬ汪世军ꎬ吕　 丹ꎬ赵善桂ꎬ刘新华ꎬ肖　 钧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核级高效过滤器作为空气净化系统的最后一级设备ꎬ是避免放射性气溶胶排入大气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ꎮ 高效

过滤器的效率对整个空气净化系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本文通过调研ꎬ对过滤器的分类、性能评价指标进行了介

绍ꎬ讨论了过滤器失效的原因ꎬ并给出了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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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效过滤器ꎻ空气净化ꎻ效率

乏燃料后处理厂气体废物[１]主要是乏燃料接收、贮存、切断、溶解、硝酸回收、工艺溶液和液态废

物的蒸发浓缩、废物煅烧、融熔等操作过程产生的气体ꎬ以及放射性物质工艺设备的呼排气体ꎮ 气体

废物中的放射性主要来源于３Ｈ、８５Ｋｒ、１２９Ｉ、１４Ｃ 以及 ９０Ｓｒ、１３７Ｃｓ / １４４Ｃｅ、１０６Ｒｕ 等挥发性裂变产物的气溶胶ꎮ
后处理厂的气体废物通常是根据工艺厂房和设备的排布分为几个系统进行处理并排放的ꎬ包括

总体通风系统和工艺气体净化系统ꎮ
总体通风系统负责处理主生产厂房、非放试剂配制厂房以及乏燃料接收和贮存厂房的废气ꎬ该系

统由两套独立的过滤系统和抽风机组成ꎮ 被污染的空气经过四级串联的过滤器:预净化过滤器、粗过

滤器和两个精过滤器处理ꎬ其中直径达 ０.３ μｍ 的气溶胶和粉尘能被有效地除掉ꎮ
工艺气体净化系统包括捕集粉尘的淋洗塔、气溶胶捕集器、冷凝器、氮氧化物的氧化塔、吸收塔、

除碘的吸附塔、将残余氮氧化物转化为 ＮＨ３的催化还原装置、分子筛除水的干燥器、低温蒸馏氢的装

置ꎬ最后为两级高效过滤器ꎮ
核级高效过滤器作为空气净化系统的最后一级设备ꎬ是避免放射性气溶胶排入大气的最后一道

安全屏障ꎬ其过滤效率可达 ９９.９９％ꎮ 高效过滤器的效率对整个空气净化系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本文通过调研ꎬ对过滤器的分类、性能评价指标进行了介绍ꎬ讨论了后处理厂过滤器失效的原因ꎬ并给

出了建议ꎮ

１　 高效过滤器的分类及特点

目前核级高效过滤器[２]主要为折叠型玻璃纤维过滤器ꎬ其特点是采用很薄的滤纸做成折叠型ꎬ过
滤面积比迎风面积大几十倍ꎮ 玻璃纤维过滤器使用的过滤材料为超细玻璃纤维纸ꎬ主要有两种形式ꎬ
即有分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密褶高效空气过滤器(即核级无分隔板高效过滤器)ꎮ

过滤器有如下几个特点[３]:
(１)滤纸易脆且价格昂贵ꎬ制作和安装时要特别小心ꎮ
(２)过滤器前后压力差大ꎬ使用后压力差可增大至原来的 ８~９ 倍ꎮ
(３)负荷容量较低ꎮ

２　 高效过滤器的性能评价指标

高效过滤器的设计、制造、试验和验收的早期标准有 ＥＪ / Ｔ ３６７[４]«高效空气粒子过滤器

技术条件»、ＥＪ ３６８—８９[５]«高效空气粒子过滤器试验方法»ꎬ后被 ＧＢ / Ｔ １７９３９—１９９９[６] «核级高

１



效空气过滤器»代替ꎬ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５ 年对其进行了修订ꎬ形成了 ＧＢ / Ｔ １７９３９—２０１５[７] «核级高

效空气过滤器»ꎬ其规定了核级高效空气过滤器的分类及规格、结构、材料、性能、试验、检验、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ꎬ包括核级有分隔板高效空气过滤器和核级密褶高效空气过滤器ꎮ

过滤器的阻力性能和过滤效率是评价过滤器的两个重要指标[８]ꎮ 国标 ＧＢ / Ｔ ６１６５—２００８[９] «高
效空气过滤器性能试验方法 效率和阻力»规定了高效、超高效滤料及过滤器的效率和阻力检测的试

验方法及其试验装置ꎮ

２.１　 阻力[２]

现场检测过滤器阻力是判定是否更换过滤器的重要依据ꎮ 对高效过滤器而言ꎬ结构设计的终极

目标是维持一定效率下额定风量时通过结构优化得到最小阻力ꎮ 阻力的构成主要包括三部分ꎬ即滤

料阻力、过滤器结构阻力以及过滤器进出口阻力ꎬ其中进出口阻力通常为一恒定值ꎮ
核电站用高效过滤器终阻力一般选择为初阻力的 ２ 倍ꎬ这就要求现场能够准确检测过滤器阻力ꎮ

高效过滤器初阻力出厂值要求不大于 ３２５ Ｐａꎬ核电厂通风系统中安装的过滤器阻力需要现场测试ꎮ
后处理用高效过滤器终阻力选择为初阻力的 ２.５ 倍ꎮ 高效过滤器初阻力出厂值要求不大于

２００ Ｐａꎬ终阻力为 ５００ Ｐａꎮ
以初阻力的测试为例说明调试时采用方案:将系统调到额定风量(偏差在 １０％以内)ꎬ在还没有安

装过滤器之前ꎬ读取一个压差读数 Ｐ１ꎻ安装过滤器后读取压差读数 Ｐ２ꎻ计算初阻力 ΔＰ ＝ Ｐ２－ Ｐ１ꎻ确
定过滤器的更换阻力 Ｐ３＝ Ｐ１＋２ΔＰꎮ 电厂采用这一方案后ꎬ经过长期摸索ꎬ最终能够确定各个高效过

滤器更换终阻力ꎮ

２.２　 效率

ＧＢ / Ｔ６１６５—２００８ 给出三种测定效率的方法ꎬ包括钠焰法、油雾法、计数法ꎮ
一般出厂前使用钠焰法测定过滤效率[１０]ꎮ 系统运行前的验收试验和定期试验ꎬ一般采用 ＤＯＰ 计

数法ꎬ来进行在役检查过滤效率ꎮ
２.２.１　 钠焰法[２]

钠焰法是起源于英国的一种高效过滤器效率测试方法ꎬ它是以单分散相氯化钠粒子(约０.４４ μｍ)
气溶胶为尘源ꎬ按粒子在 Ｈ２中燃烧生产的光焰 ５８９ ｎｍ 的强度转化为电量以计算效率ꎮ 以火焰光度计

为检测仪器ꎮ
氯化钠气溶胶与氢气混合后在燃烧器里燃烧ꎬ产生 ５８９ ｎｍ 的黄光ꎬ经过滤波片以及高灵敏度的

光电倍增管将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ꎬ电信号的强弱与气溶胶的质量浓度成一定比例关系ꎬ通过检测

电信号可以测得气溶胶浓度的大小ꎮ 这就是目前国内核电厂采购高效过滤器时ꎬ技术规格书中出厂

验收试验时采用的效率测试方法ꎬ并要求该值不得小于 ９９.９９％ꎮ
２.２.２　 ＤＯＰ 法[２]

测试方法可概述为:以 ０.３ μｍ 的 ＤＯＰ(邻苯二甲酸二辛醋 )粒子为尘源ꎬ根据试件前后采样空气

浓度(ＤＯＰ 粒子浓度)计算效率ꎮ
由于 ＤＯＰ 含有苯环ꎬ人们怀疑它是致癌物质ꎬ目前在生物、医药等领域避免采用此法ꎬ现在常以

ＤＯＳ(葵二酸二辛醋)及 ＰＡＯ(聚 ａ 烯烃)等代替作为尘源ꎬ但试验方法仍称为 ＤＯＰ 法ꎮ
尘源发生器分为热发生器与冷发生器两种ꎬ热发生器将 ＤＯＰ 液体加热成蒸汽ꎬ蒸汽在特定条件

下冷凝成微小液滴ꎬ去掉过大或过小的液滴后留下 ０.３ μｍ 左右的单分散相气溶胶ꎬ雾状进人风道ꎮ
这是最常用的发生器ꎬ但其设备庞大ꎬ使用前需要预热ꎬ在现场测试时存在诸多不便ꎮ 冷发生器是指

利用压缩空气在液体中鼓泡ꎬ经过 ｌａｓｋｉｎ 喷管后产生多分散相 ＤＯＰ 气溶胶ꎬ但该方法对采样分析仪器

有较高要求ꎬ实际操作也存在不便ꎮ
检测仪也有两种ꎬ一种是气溶胶光度计ꎬ它可以通过与参比物质产生的信号进行对比ꎬ可以直接

测量气体中颗粒物质的质量浓度ꎬ故用途最为广泛ꎮ 另一种是粒子计数器ꎬ通常不在高效过滤器的检

漏中使用ꎬ同时两种仪器的测试结果难以定量对比ꎮ
２



所以在系统设计时ꎬ应考虑到对整个装置进行定期效率试验ꎬ设计应包括在进气侧开一个用以引

入试验气溶胶的进入口ꎬ过滤装置前面和后面的取样孔以及用于检查过滤装置整个排气侧以找出泄

漏位置的孔道ꎮ 为检查安装好的过滤器而设置一个进人的门是很有必要的ꎮ 从过滤器装置排气一侧

设置人能进入的门还能简化泄漏检查工作ꎮ

３　 过滤器失效的因素及建议

３.１　 排气系统的液体夹带

中试厂输送液体的设备有蒸汽喷射泵、计量泵和空气升液器等ꎬ其中使用空气升液器的数量多达

几百处ꎮ 空气升液器的工作原理图见图 １ꎬ其由升液管和吹气管组成ꎬ升液管下部充满液体ꎬ从吹气管

底部送压缩空气ꎮ 在升液管内空气以不同大小的气泡与溶液相混合ꎬ它要比同样高度的液柱为轻ꎬ于
是液体不断地流动ꎬ最后再通过气液分离器ꎬ将气体和液体分开ꎬ其中气体进入排气系统ꎬ而液体被输

送至目标容器ꎮ

图 １　 空气升液器的工作原理图

经过气液分离后的排气经洗涤塔、捕集器后ꎬ再经核级中高效过滤器、核级高效过滤器后排入

环境ꎮ
但是在中试厂调试过程中发现ꎬ经过气液分离后的排气虽然经洗涤塔、捕集器进行净化ꎬ其液体

夹带量仍然远高于设计值ꎬ使夹带的液体进入过滤器ꎬ造成过滤器失效[１１]ꎬ导致排放超标ꎮ 　 　
认为液体夹带量过多主要有以下原因:(１)压缩空气的用量过大ꎬ使排出气体的流量过大ꎬ导致夹

带液体量大ꎻ(２)气液分离罐的设计尺寸和结构不合适ꎬ造成气液分离效果差ꎻ(３)排气净化系统没有

设计加热器或冷却器ꎮ
针对空气升液器排气系统液体夹带量过多的问题ꎬ建议:(１)尽量降低压缩空气的用量ꎻ
(２)增大气液分离罐的尺寸ꎬ罐内设计液滴挡板和筛板ꎮ (３)增加加热器或冷却器ꎬ将夹带的液

体加热或冷却ꎮ

３.２　 过滤器定期试验

按照核安全法规和核行业标准的规定ꎬ核空气净化系统必须经现场试验合格后ꎬ才能投入运行ꎮ
投入运行的系统也需要定期检测以证明其有效性[１２]ꎮ

３



而在后处理厂的高效过滤器仅有出厂证明ꎬ安装后未进行现场试验ꎬ也未进行定期试验ꎬ无法判

断其过滤效率是否符合要求ꎮ 仅通过压差测量及过滤器的外表面剂量当量作为更换过滤器的标准ꎬ
当阻力超过初始阻力的一倍(或小于初始阻力)时ꎬ或过滤器外表面剂量当量率达到 １ ｍＳｖ / ｈꎬ更换过

滤器ꎮ
建议进行现场试验和定期试验ꎮ 安装后系统运行前的验收试验项目包括外观检查、小室承压试

验、小室检漏试验、安装框架检漏试验、风量和气流分布试验、空气和气溶胶混合均匀度试验以及高效

过滤器的效率试验ꎮ
现场试验和定期试验中ꎬ测量高效过滤器效率的方法有多种ꎬ主要采用 ＤＯＰ 法ꎮ 示踪剂的注入

和取样可采用单点注入、单点取样、多点注入、多点取样等方法ꎮ 定期试验中如果净化小室汇集两路

气流ꎬ单点注入的试验试剂不能在需要进行试验的过滤器排架进风面形成均匀分布ꎬ注入的气溶胶无

法在高效过滤器排架前混合均匀ꎬ可在过滤器排架上游设置多点取样装置ꎮ

４　 结论

(１)核级高效过滤器使用过滤材料为超细玻璃纤维纸ꎬ主要有两种形式ꎬ即有分隔板高效空气过

滤器、密褶高效空气过滤器(即核级无分隔板高效过滤器)ꎮ
(２)过滤器的阻力性能和过滤效率是评价过滤器的两个重要指标ꎮ 一般当阻力为初阻力的 ２ 倍

时ꎬ会更换过滤器ꎮ 测定效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ꎬ包括钠焰法、油雾法、计数法ꎮ 一般出厂前使用钠焰

法测定过滤效率ꎬ系统运行前的验收试验和定期试验采用 ＤＯＰ 计数法ꎮ
(３)排气系统的液体夹带会造成过滤器失效ꎬ建议以后在设计空气升液器系统时ꎬ可采取以下措

施:尽量降低压缩空气的用量ꎻ增大气液分离罐的尺寸ꎬ罐内设计液滴挡板和筛板ꎻ增加加热器或冷

却器ꎮ
(４)过滤器必须经现场试验合格后ꎬ才能投入运行ꎮ 投入运行的系统也需要定期检测以证明其有

效性ꎮ 建议对过滤器进行现场试验和定期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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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安全分析技术在我国核电厂
设计过程中的主要应用

宫　 宇ꎬ詹佳硕ꎬ倪　 曼ꎬ钱鸿涛ꎬ郝　 洁ꎬ李　 春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技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分析工具ꎬ在核电厂设计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在核电

厂设计过程中同步开展 ＰＳＡ 工作并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ꎬ能够发现电厂设计中的潜在的薄弱环节、提供基于 ＰＳＡ 的

风险见解并评价对于相关核安全法规的满足情况等ꎮ 国家核安全局在«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ＨＡＦ １０２—２０１６)中
明确了必须在核动力厂的整个设计过程中进行全面的概率论安全评价ꎬ必须考虑核动力厂所有运行模式和所有状态

(包括停堆工况)下的概率安全分析ꎮ 本文总结了国内核电厂在设计阶段及设计变更过程中开展的主要 ＰＳＡ 工作ꎬ论
证了在设计阶段开展 ＰＳＡ 工作对核电厂安全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ꎮ

　 　 　 　 　 　 　 　 　 　 　 　 　 　 　 　 　 　 　 　 　 　 　 　 　 　 　 　 　 　 　 　 　 　 　 　 　 　 　 　 　 　 　 　 　 　　
　

　
　 　　　　　　　　　　　　　　　　　　　　　　　　　　　　　　　　　　　　　　　　　　　　　　

　
　

　
　

作者简介:宫宇(１９８４—)男ꎬ工学硕士ꎬ高级工程师ꎬ现从事核电厂安全审评工作

关键词: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ꎻ核安全

１　 背景

国内外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ꎬ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技术不仅可用于评估核电厂的安全水平ꎬ而且

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核安全问题ꎬ乃至对核安全要求的确定都在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自 ２００４ 年国家核

安全局发布«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ＨＡＦ １０２)起[１]ꎬＰＳＡ 报告已经成为核动力厂许可证基础的一

部分ꎮ 在此基础之上ꎬ国家核安全局在 ２００８ 年发布了«核动力厂概率安全评价报告的标准格式和内

容(一级ꎬ内部事件)» [２]ꎬ为核动力厂内部事件一级 ＰＳＡ 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指导ꎬ被业界广泛接受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了«核电厂设计安全规定»(ＨＡＦ １０２—２０１６) [３]ꎬ用于核动

力厂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阶段的分析、验证和审查技术支持以及核安全监督ꎮ «核电厂设计安全规

定»提出了在设计阶段对核电厂进行全面的确定论安全分析和概率论安全分析(ＰＳＡ)的要求ꎬ必须采

用确定论和概率论的安全分析方法来论证在核动力厂各类状态下是否安全ꎮ
对于概率论方法ꎬＨＡＦ １０２—２０１６ 中要求: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核动力厂所有运行模式和所有状

态(包括停堆工况)下的概率安全分析ꎬ以论证整个设计是平衡的ꎬ确认核动力厂不存在陡边效应ꎬ并
将分析结果和已规定的风险准则进行比较ꎮ

目前ꎬ在核电厂安全分析报告审查过程中ꎬ概率安全分析作为 １９ １ 节的内容ꎬ描述内容为 ＰＳＡ 主

要假设、结果和结论ꎬ包括对两个定量安全目标的符合性ꎮ 各要素详细内容在«概率安全分析专题报

告»中作为支持性材料提供ꎮ

２　 主要应用

２.１　 论证概率安全目标

ＨＡＦ １０２—２０１６ 中要求将 ＰＳＡ 分析结果和已规定的风险准则进行比较ꎮ 同时ꎬ环境保护部等多

部委联合颁布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 [４] 中要求:在核设施

安全水平提高方面ꎬ新建核电机组具应备较完善的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ꎬ每堆年发生严重堆芯损

坏事件的概率低于十万分之一ꎬ每堆年发生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事件的概率低于百万分之一ꎮ 除开

展内部事件一级 ＰＳＡ 外ꎬ针对上述要求ꎬ新建核电厂在设计初期开展了全范围的 ＰＳＡ 分析工作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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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内部事件、外部事件ꎬ分析对象包括反应堆堆芯和乏燃料水池ꎬ以论证新建核电机组对以上

两个定量安全目标的满足情况ꎮ
目前全部新建机组在初步安全分析报告和最终安全分析报告阶段均提交全范围的 ＰＳＡ 分析论

证ꎬ内容涉及内部事件一级、二级 ＰＳＡꎬ外部事件(火灾、水淹、地震)ＰＳＡ 等内容ꎬ所不同的是ꎬ最终安

全分析报告阶段提交的 ＰＳＡ 分析工作更为深入ꎬ减少了不必要的保守性ꎬ更能准确反映电厂实际ꎮ

２.２　 改进电厂设计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核电厂内部事件一级 ＰＳＡ 工作已经非常成熟ꎬ在指导和平衡核电厂设计、提高

核电厂安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基于福岛核事故和其他方面的反馈ꎬ以及 ＰＳＡ 分析的风险见解ꎬ
我国核电机组不同程度实施了一系列改进项ꎮ 以下改进项(不仅限于)对于降低内部事件 ＣＤＦ 有明

显贡献ꎬ而且与 ＰＳＡ 风险见解相一致:
(１) ＳＢＯ 工况下主泵轴封完整性改进ꎮ 主泵增加停机密封设计ꎬ与轴封注入可以在 ＳＢＯ 事故后

保证主泵轴封的完整性ꎬ有效降低电厂风险ꎮ
(２)增设二次侧非能动冷却系统改进ꎮ 瞬态事故发生后ꎬ如果辅助给水系统失效ꎬ将启动二次侧

非能动冷却系统冷却一回路ꎮ
(３)Ｈ４ 管线设计改进ꎮ 小破口和 ＳＧＴＲ 事故后ꎬ如果低压安注失效ꎬ考虑使用安喷直接注入或再

循环注入ꎻ中破口或小破口事故后ꎬ如果安喷再循环阶段失效ꎬ考虑使用低压安注通过安喷热交换器

向一回路注水ꎮ
(４)增设后备柴油发电机改进ꎮ ＳＢＯ 事故后启动后备柴油发电机ꎬ替代应急柴油发电机组为重要

设备供电ꎬ水压试验泵也改由后备柴油发电机供电ꎬ提高了核电厂应对 ＳＢＯ 事故的能力ꎮ
(５)停主泵改进ꎮ 在中 ＬＯＣＡ 事故后ꎬ增设自动信号停主泵ꎬ以降低堆芯裸露风险ꎮ
(６)ＳＧＴＲ 防满溢改进ꎮ 在 ＳＧＴＲ 事故后ꎬ增设自动信号停故障 ＳＧ 的辅助给水ꎬ以降低故障 ＳＧ

满溢风险ꎮ
在预防和缓解放射性释放方面ꎬ除了以上所列的改进措施外ꎬ下面改进项也非常重要:
(１)增设一回路快速卸压系统改进ꎻ
(２)增设堆腔注水系统改进ꎻ
(３)增设严重事故专用 ＵＰＳ 电源改进ꎻ
(４)安全壳临时喷淋改进ꎮ
Ｈ４ 管线设计改进项主要影响小破口事故和 ＳＧＴＲ 事故后低压安注泵失效、一回路丧失注入流量

的事故序列及一回路中小破口后安喷泵失效、地坑水丧失冷却的事故序列ꎮ 小破口和 ＳＧＴＲ 事故后ꎬ
如果低压安注失效ꎬ考虑使用安喷直接注入或再循环注入ꎻ中破口或小破口事故后ꎬ如果安喷再循环

阶段失效ꎬ考虑使用低压安注通过安喷热交换器向一回路注水ꎮ
图 １ 即为考虑了 Ｈ４ 管线设计改进的 ＰＳＡ 事故缓解序列ꎬ分别增加了安喷泵备用低压安注泵及

低压安注泵备用安喷泵的功能事件ꎬ并建立了故障树(见图 ２)ꎮ
经 ＰＳＡ 评价ꎬ该设计改进能够明显降低该事故状态下的堆芯损伤频率ꎬ提高核电厂应对此类事故

的能力ꎮ
电厂采用了该设计修改ꎮ

２.３　 评价长周期换料设计变更

以往在核电厂长周期换料设计变更的申请文件中ꎬ申请者通常针对相关变化内容进行安全论证

分析ꎬ涉及堆芯燃料管理设计、燃料设计、热工水力设计、事故分析、放射性后果评估以及受影响的系

统设计等方面ꎬ缺乏对核电厂改造前后风险变化的定量评估ꎮ 由于将换料周期由 １２ 个月变为 １８ 个

月ꎬ因此换料相关的定期试验周期也随之增加ꎬ势必对核电厂的安全性造成影响ꎮ 近年来ꎬ部分核电

厂采用了 ＰＳＡ 方法对核电厂长周期换料后的安全性开展定量评价ꎮ
设备的定期试验周期延长ꎬ将对核电厂的安全性产生影响ꎬ通过 ＰＳＡ 方法对定期试验周期延长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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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考虑了 Ｈ４ 管线设计改进的事故缓解序列示意图

图 ２　 安喷泵备用安注泵的故障树分析示意图

致的核电厂安全性的变化进行定量分析ꎬ 可对核电厂相关定期试验设备的周期延长可行性进行

论证ꎮ
主要步骤:
第一步:整理核电厂一级 ＰＳＡ 的基本事件清单(见图 ３)ꎮ
第二步:从基本事件中筛选出需要修改失效概率的设备ꎬ依据已经制定的筛选原则进行筛选ꎬ得

到«ＰＳＡ 基本事件筛选报告»(见图 ４)ꎮ
第三步:以 λＴ / ２ 对定期试验周期内的设备需求失效概率进行近似ꎮ 在定期试验周期延长时ꎬ假

设失效率恒定ꎮ 核电厂设备试验周期从 Ｎ 年变换为 Ｍ 年时ꎬ则在故障树模型中ꎬ将设备的需求失效

概率乘以 Ｍ / Ｎꎬ即得到了定期试验设备试验周期延长后的需求失效概率ꎮ
第四步:核电厂设备在原定期试验周期下所得到的 ＣＤＦ 为 Ａꎬ改变定期试验周期后得到的 ＣＤＦ 为 Ｂꎬ

得到 ΔＣＤＦ＝Ｂ—Ａꎮ 根据 ＲＧ１.１７４ 中的相关准则判定 ＣＤＦ 与 ΔＣＤＦ 值是否属于可接受的范围(见图 ５)ꎮ
８



图 ３　 基本事件筛选第一步

图 ４　 基本事件筛选第二步

图 ５　 风险接受准则

使用 ＰＳＡ 方法对定期试验周期延长所造成的核电厂风险的增加进行定量分析ꎬ并选择合理的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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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值作为核电厂风险增加的可接受评价标准ꎬ是一种能够评价长周期换料风险变更可接受程度的重

要手段ꎮ

２.４　 支持独立校核计算

参照美国核管会良好实践ꎬ国家核安全局于 ２０１３ 年开始组织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及其他技术支持

单位建立标准 ＰＳＡ 监管模型ꎮ 内容涉及三环路百万千瓦级核电厂、二环路 ６０ 万千瓦级核电厂以及

ＡＰ１０００ 型非能动先进型核电厂等 ３ 个主流堆型的一级 ＰＳＡ 标准模型ꎬ后续还将逐步扩展到其他堆型

核电厂ꎮ 目前针对三环路百万千瓦级核电厂、二环路 ６０ 万千瓦级核电厂功率工况 ＰＳＡ 标准模型已经

完成ꎮ 建立并使用标准 ＰＳＡ 监管模型ꎬ可加强核安全监管活动的独立性和提高独立核算能力ꎬ进一步

提高监管效率ꎮ 实现对定量化结果及风险结论的独立核算ꎬ有助于增强业内信心ꎬ提高 ＰＳＡ 应用项目

的可接受性ꎮ

３　 结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ꎬＰＳＡ 技术不断成熟完善ꎬ在核电厂设计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ꎮ 其能够

发现核电厂设计中的薄弱环节并提出改进建议、能够评价设计变更对核电厂风险的影响并给出定量

化见解、能够通过开展全面的 ＰＳＡ 工作来评价核电厂的整体风险水平ꎮ
ＰＳＡ 技术的发展对于提高核电厂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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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Ｓ].国家核安全局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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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新增易裂变材料分类方法
及对修订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适用性研究

曹芳芳ꎬ洪　 哲ꎬ张　 敏ꎬ潘玉婷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防止临界发生是装载易裂变材料的货包设计和运输方式的基本要求”ꎬ国际国内运输安全法规标准对易裂变材

料运输有强制性附加要求ꎮ ＩＡＥＡ 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ＳＳＲ６—２０１２)对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及运输要求发生

较大变化ꎬ我国正在修订«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ꎬ修订技术路线为等效采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ꎮ 本

文对比了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易裂变材料的分类方法和运输监管要求ꎬ解析了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变化的例外

易裂变和新增的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的分类准则ꎬ对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新增易裂变内容对修订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的适用性进行

研究ꎬ并引用实际例证ꎬ给出了适用的结论和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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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ＩＡＥＡ－ＳＳＲ６ꎻ易裂变材料分类ꎻ例外易裂变ꎻ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运输

“防止临界发生是装载易裂变材料的货包设计和运输方式的基本要求” [１]ꎮ 由于易裂变材料运输

的潜在临界风险及其辐射特性ꎬ国际国内运输安全法规标准对易裂变材料运输有强制性附加要求ꎮ
实际运输中ꎬ由于对易裂变材料运输的特殊要求ꎬ即使托运货物含有的易裂变核素有限且完全不可能

发生临界ꎬ常常被拒运或过度运输ꎮ 鉴于此ꎬＩＡＥＡ 安全标准丛书第 ６ 号«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
规定了一种排除在易裂变之外的易裂变材料分类———例外易裂变材料ꎬ例外易裂变材料的运输无需

遵守针对易裂变材料的特殊规定ꎬ方便了极少量没有临界风险的易裂变材料的运输ꎮ
经过多年实践反馈和论证ꎬ ＩＡＥＡ 以安全、实用、便捷为目的ꎬ结合主管部门考虑的运输工具上例

外易裂变材料的堆积效应、临界专家考虑的易裂变质量限值设置合理性、工业应用上对没有临界风险

的低富集度易裂变材料的便捷运输等三方面因素ꎬ在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 ＩＡＥＡ 安全标准丛书第 ６ 号«放射

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ＩＡＥＡ－ＳＳＲ６ꎬ２０１２) [２] 中重点修订了排除在易裂变材料之外的易裂变分类准

则及监管要求ꎮ
目前ꎬ我国正在组织修订«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３]ꎬ修订技术路线为等

效采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ꎮ 本文对比了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易裂变材料的分类方法和运输监

管要求ꎬ解析了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变化的例外易裂变和新增的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的分类准则ꎬ对 ＩＡＥＡ－
ＳＳＲ６ 新增易裂变材料内容对修订 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的适用性进行研究ꎬ并引用实际例证ꎬ给出了适用的

建议ꎮ

１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易裂变材料分类方法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将易裂变材料分为豁免易裂变、例外易裂变、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有条件的例外易裂

变材料)和易裂变等四类[４ꎬ５]ꎬ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将易裂变材料分为例外易裂变和易裂变两类ꎮ

１.１　 易裂变材料定义区别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对易裂变材料定义有变化ꎬ首先对易裂变材料进行了合理、明确的定义ꎬ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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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与 ＧＢ １１８０６ 对易裂变材料的定义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２２２)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易裂变核素是指２３３Ｕ、２３５Ｕ、２３９Ｐｕ、２４１Ｐｕꎮ 易裂变材料是指

含有任何上述易裂变核素的材料ꎮ 易裂变材料的这一定

义不包括:
ａ)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ꎻ
ｂ)仅在热中子反应堆内受过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ꎻ
ｃ)易裂变核素总量少于 ０.２５ ｇ 的材料ꎻ
ｄ)上述(ａ)、(ｂ)和(或)(ｃ)的任何组合

易裂变材料是指２３３Ｕ、２３５Ｕ、２３９ Ｐｕ、２４１ Ｐｕ 或这些放射性核

素的任何组合ꎮ 此定义不包括:
ａ)未受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ꎻ
ｂ)仅在热中子反应堆内受过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相比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易裂变材料的定义:①引用了易裂变核素ꎻ②规定了易裂变

核素总量少于 ０.２５ ｇ 的材料不属于易裂变材料ꎬ即为豁免易裂变ꎻ③明确了不属于易裂变的任何组合

仍不属于易裂变ꎮ

１.２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例外易裂变材料分类方法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均定义了例外易裂变的分类ꎬ分类准则见表 ２ꎮ
表 ２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例外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准则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分类说明

４１７ 第 ７.１１.２ 款

(ａ) ２３５Ｕ 富集度≤１％的均匀混合物ꎬ钚和铀

－２３３ 总含量≤铀－２３５ 的 １％ꎮ
(ｂ) ２３５Ｕ 富集度≤２％的硝酸铀酰水溶液ꎻ钚
和铀－２３３ 总含量≤铀－２３５ 的 ０.００２％ꎮ

(ｂ) ２３５Ｕ 富集度≤１％的均匀混合物ꎬ钚和

铀－２３３ 总含量≤铀－２３５ 的 １％ꎮ
(ｃ) ２３５Ｕ 富集度≤２％的硝酸铀酰水溶液ꎻ
钚和铀－２３３ 总含量≤铀－２３５ 的 ０.００２％ꎮ

无变化

主要适用于低富集度

(ｃ) ２３５Ｕ 富集度≤５％:
•每个货包２３５Ｕ≤３.５ ｇꎻ
•Ｐｕ 和２３３Ｕ 总含量≤２３５Ｕ 的 １％ꎻ
•运输时托运货物中易裂变核素≤４５ ｇꎮ
(ｄ) ２３５Ｕ 富集度≥５％:
•每个货包易裂变核素≤２.０ ｇꎻ
•运输时托运货物中易裂变核素≤１５ ｇꎮ
(ｅ)无包装易裂变材料:
•易裂变核素≤４５ ｇꎻ
•运输时托运货物中易裂变核素≤４５ ｇꎻ
•独家使用方式运输ꎮ

ａ)每件托运货物质量限值为:
铀 － ２３５(ｇ)

Ｘ
＋ 其他易裂变材料(ｇ)

Ｙ
< １

•单个货包ꎬ易裂变核素≤１５ ｇꎻ或
•均匀含氢溶液或混合物ꎬ易裂变核素与

氢之比<５％ꎻ或
•每 １０ Ｌ 容积材料内ꎬ易裂变核素≤５ ｇ

有较大变化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严于 ＧＢ １１８０６ 限值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严于上一

版本限值)

(ｆ)经过特殊评定没有临界风险的易裂变核

素ꎬ需主管部门多方批准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新增许可

ｄ)钚≤１ ｋｇꎬ且钚－２３９ 和钚－２４１ 的含量

不超过钚的 ２０％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要求更严

注:Ｘ、Ｙ 为例外易裂变材料货包内容物的质量托运限值ꎬ可从 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表 １２ 获得ꎮ

关于例外易裂变的分类ꎬ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分类仅考虑易裂变核素质量限值ꎬ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考虑了

易裂变核素、富集度、质量限值、有无包装、运输方式等因素ꎬ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比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更严ꎮ 两

者对富集度≤１％的混合物和富集度≤２％硝酸铀铣水溶液的分类一致ꎮ 相比ꎬ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１)针对易裂变材料的不同富集度ꎬ分别规定了单个货包和托运货物易裂变核素限值ꎬ两限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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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ꎬ其限值比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约严 １０ 倍左右ꎮ
(２)明确了对不确定核素和富集度的、无包装的易裂变材料的限值及运输要求ꎮ
(３)取消了“每 １０ Ｌ 容积材料内ꎬ易裂变材料不超过 ５ ｇ 为例外易裂变”的规定ꎮ
(４)增加了“经过特殊评定没有临界风险的易裂变核素ꎬ主管部门多方批准后ꎬ可归类为例外易裂

变材料”的规定ꎮ

１.３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对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材料的分类方法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新增了一类有条件的排除在易裂变之外的易裂变分类———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ꎮ
如果易裂变核素质量超过了例外易裂变的分类限值ꎬ则首先考虑是否满足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准

则ꎮ 表 ３ 归纳了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的分类准则ꎮ
表 ３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对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准则

对应

条款
ＣＳＩ 计算公式及相关限值要求

单个货包内容物

条件
对货包性能及尺寸要求

６７４
(ａ)

ＣＳＩ＝ ５０×５×
２３５Ｕ(ｇ)

Ｚ( ＋其他易裂变核素(ｇ)
２８０ )

ＣＳＩ≤１０

６７４
(ｂ)

ＣＳＩ＝ ５０×２×
２３５Ｕ(ｇ)

Ｚ( ＋其他易裂变核素(ｇ)
２８０ )

ＣＳＩ≤１０

６７４
(ｃ)

ＣＳＩ＝ ５０×２×
２３５Ｕ(ｇ)
４５０( ＋其他易裂变核素(ｇ)

２８０ ) ｖ
货包中易裂变核素不超过 １５ｇ

６７４(ｄ)
单个货包中铍、富

集氚的含氢物质、
石墨和碳的其他同

素异形体的总质量

≤易裂变核素质量ꎮ

货包最小外部尺寸≥１０ ｃｍ

货包最小外部尺寸≥３０ ｃｍ
经受 ＮＣＴ 试验ꎬ保持内容

物完整ꎬ外部尺寸至少为

３０ ｃｍ

货包最小外部尺寸≥１０ ｃｍ
经受 ＮＣＴ 试验ꎬ保持内容

物完整ꎬ外部尺寸至少为

１０ ｃｍ

６７５ ＣＳＩ＝ ５０×２×Ｐｕ(ｇ)
１０００

钚≤１ ｋｇ
且钚－２３９ 和钚－２４１ 的含量

不超过钚的 ２０％　

注:Ｚ 值为计算临界安全指数所用的值ꎬ富集度不同ꎬＺ 值也不同ꎬ可从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表 １３ 获得ꎮ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充分考虑了与临界安全有关的易裂变核素、富集度、质量、包装尺寸和性能

等因素ꎮ
首先ꎬ针对铀、钚等不同易裂变核素给出不同分类准则ꎻ
其次ꎬ针对主要易裂变核素是２３５Ｕ 的材料ꎬ６７４(ａ)－(ｃ)根据货包尺寸以及是否经受了 ＮＣＴ 试验ꎬ

给出了不同的 ＣＳＩ 简便计算公式及限值准则ꎬ并限制了货包中铍、富集氚的含氢物质、石墨和碳的其

他同素异形体等慢化材料的总质量ꎻ
第三ꎬ根据 １.５％、５％、１０％、２０％和 １００％等不同富集度ꎬ规定了五种计算 ＣＳＩ 的 Ｚ 值ꎮ
归纳起来ꎬ根据货包性能选择 ＣＳＩ 计算公式ꎬ选择合适的 Ｚ 值ꎬ以 ＣＳＩ 为 １０ꎬ推出对应的易裂变核

素限值ꎬ判断拟运输的易裂变核素质量是否小于该限值ꎬ如小于ꎬ则可分类为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ꎬ按照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实施运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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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新增易裂变材料分类方法对修订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的适用性分析

２.１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易裂变材料的监管要求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不同分类的易裂变有不同的监管要求ꎬ对排除在易裂变之外的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运输要求差异较大ꎮ 图 １ 解析了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对不同易裂变

分类的不同运输监管要求ꎮ

图 １　 易裂变核素分类及运输要求解析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以保证临界安全为基础ꎬ以便捷运输为目的ꎬ将含有易裂变核素的材料分四类管理ꎬ
比 ＧＢ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的分类更安全、合理、科学ꎮ 新增的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ꎬ是介于例外易裂变和

易裂变之间的一种分类ꎬ对其运输要求也介于二者之间ꎬ无需开展正常运输条件和事故运输工况下临

界安全分析ꎬ运输容器设计无需获得主管部门批准ꎬ仅需在标签上贴上 ＣＳＩ 值ꎬ并使用易裂变材料联

合国编号ꎬ既能预防临界风险ꎬ又能便捷运输ꎮ

２.２　 变化的“例外易裂变”分类限值的适用性分析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和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的例外易裂变材料分类准则ꎬ主要通过单个货包和托运货物两类

限值分类ꎮ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质量限值比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约严 １０ 倍左右ꎬ如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变化的 ４１７(ｃ)ꎬ
适用于２３５Ｕ 富集度≤５％的铀ꎬ允许的单个货包和托运货物易裂变核素质量 ３.５ ｇ 和 ４５ ｇ 远小于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规定的 １５ ｇ 和 ２９０~４００ ｇꎬ主要考虑由于货包和运输工具聚集而导致的潜在积累而引起

的临界安全问题ꎮ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对例外易裂变分类更加具体ꎬ充分考虑保证安全ꎮ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增加的 ４１７(ｄ)ꎬ可用

于运输未辐照的和受辐照的易裂变样品ꎬ对易裂变核素种类和富集度均无要求ꎬ实际使用中ꎬ如２３５Ｕ
富集度>５％ꎬ且希望按例外易裂变材料运输ꎬ可考虑是否满足该条款限值ꎻ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增加的 ４１７(ｅ)
是唯一一款对无包装易裂变材料的规定ꎬ对易裂变核素种类和富集度均无要求ꎬ易裂变核素质量限值

为 ４５ ｇꎬ通过独家使用方式保证来临界安全ꎮ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取消了“每 １０ Ｌ 容积材料内ꎬ易裂变材料不超过 ５ ｇ 为例外易裂变ꎮ 首先ꎬ如需要ꎬ

可考虑采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中 ４１７(ｃ)、６７４ 款等分类准则ꎻ其次ꎬ从安全考虑ꎬ原规定中没有明确容器中

非易裂变材料的质量、体积等因素ꎬ对一大批托运货物是有临界风险的ꎬ例如ꎬ５ ｇ 的易裂变核素装载

在装有 １０ Ｌ 聚乙烯的容器中运输ꎬ而一批托运货物中有多个ꎬ将出现潜在临界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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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新增的“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的适用性分析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第 ６７４ 款根据易裂变核素的临界风险程度ꎬ规定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准则ꎬ根据该

准则ꎬ可推算出不同易裂变核素、不同富集度、不同货包性能的易裂变核素质量限值(见表 ４)ꎮ

表 ４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的易裂变核素质量限值

对应

条款

不同２３５Ｕ 富集度质量限值 / ｇ

≤１.５％ ≤５％ ≤１０％ ≤２０％ ≤１００％

其他易裂变核

素质量限值 / ｇ

６７４ａ)
单个货包 ８８ ３４ ２６.４ ２３.２ １８ １１.２

托运货物 ４４０ １７０ １３２ ２２６ ９０ ５６

６７４ｂ)

单个货包 ２２０ ８５ ６６ ５８ ４５ ２８

托运货物 １ １００ ４２５ ３３０ ２９５ ２２５ １４０

６７４ｃ)
单个货包 １５

托运货物 ２２５

６７５ — １ ｋｇ 钚ꎬ且易裂变的质量≤２０％

注:表 ４ 中不同易裂变核素富集度下单个货包最大质量限值是根据 ＣＳＩ 对应条款的 ＣＳＩ 计算公式及 ＣＳＩ ＝ １０ 推导

出的ꎬ托运货物的限值是根据 ＣＳＩ＝ ５０ 导出的ꎮ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充分考虑了与临界风险有关各种因素ꎬ分层级分类ꎬ是科学合理的ꎮ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材料的运输容器设计无需获得主管部门批准ꎬ其运输能保证临界安全ꎮ ６７４ 款

规定货包 ＣＳＩ 不超过 １０ꎬ是 ＩＡＥＡ－ＳＳＲ 规定的货包 ＣＳＩ 限值的 １ / ５ꎬ已充分考虑了临界风险ꎮ «放射性

物质安全运输规程咨询材料»(ＩＡＥＡ－ＳＳＧ２６)也明确ꎬＩＡＥＡ 成员国曾开展过相关安全评价研究ꎬ假定

易裂变材料和货包满足 ６７４ 规定的质量限值和相关要求ꎬ研究表明即使在运输事故条件下完全丧失

包装ꎬ同获得主管部门批准的装有易裂变材料的货包有相同的安全裕量ꎬ能保证次临界ꎮ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材料运输时ꎬ需使用易裂变材料联合国编号ꎬ贴 ＣＳＩ 标志ꎬ主要考虑运输途中避

免与其他易裂变材料一起运输、堆放而可能的临界风险ꎬ是合适的ꎮ

３　 应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对易裂变分类变化及新的监管要求对易裂变材料的实际运输带来很大影响ꎮ

３.１　 两种托运货物的分类对比

案例概述:第一种托运货物２３５Ｕ 富集度为 ９３％ꎬ单个货包２３５Ｕ 质量 ３.６ ｇꎬ３３ 个货包ꎬ总质量 １１８.８ ｇꎻ
第二种２３５Ｕ 富集度为 １９.７５％ꎬ单个货包２３５Ｕ 质量 ２３.２ ｇꎬ５ 个货包ꎬ总质量 １１６ ｇꎮ

案例分析:
(１)如采用 ＧＢ １１８０６ 分类ꎬ第一种按照 ７.１１.２ ａ)１)分类为例外易裂变ꎬ第二种因单个货包易裂

变核素限值超过 １５ ｇꎬ则分类为易裂变ꎻ
(２)如采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分类ꎬ两种均分类为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ꎮ
第一种托运货物相对于第二种ꎬ其富集度更高、易裂变核素总质量更大ꎬ相对临界风险更大ꎬ运输

应受到更多限制ꎬ如采用 ＧＢ １１８０６ 分类ꎬ第一种为例外易裂变ꎬ而第二种为易裂变ꎬ显然 ＧＢ １１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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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的分类方式是不完全合理的ꎮ

３.２　 含有 １００ ｇ 易裂变核素的总体积为 ２００ Ｌ 的 Ａ 型货包

案例概述:２０ 个体积为 １０ Ｌ 的 Ａ 型货包ꎬ每个货包易裂变核素为 ５ ｇ[ ６ ]ꎮ
案例分析:
(１)如采用 ＧＢ １１８０６ 分类:满足 ７.１１.２ａ)３)款规定ꎬ一批托运货物的易裂变核素 １００ ｇ 小于规定

的 ４００ ｇ 的限值ꎬ分类为例外易裂变ꎮ
(２)如采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分类:单个货包和一批托运货物易裂变核素质量超过了 ４１７ 款限值ꎬ不属

于例外易裂变ꎻ因为是 Ａ 型ꎬ考虑是否满足 ６７４(ｂ)的规定ꎬ假定货包尺寸大于 ３０ ｃｍꎬ根据表 Ｘꎬ富集

度为 １.５％、５％、２０％、１００％分别对应的最大易裂变核素质量为 ２２０ ｇ、８５ ｇ、５８ ｇ 和 ４５ ｇꎬ如果货包的富

集度低于 １.５％ꎬ可划分为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ꎬ否则分类为易裂变ꎮ
ＳＳＲ６—２０１２ 取消了“任何容积为 １０ Ｌꎬ易裂变核素不超过 ５ ｇ 的托运货物为例外易裂变”的分类ꎬ

根据易裂变核素的核临界风险进行分类ꎬ对高风险的易裂变核素趋于更加严格的限制和监管ꎮ

３.３　 含有 ４５ ｇ 富集度为 １００％的易裂变核素的货包

案例概述:一个货包ꎬ富集度为 １００％ꎬ易裂变核素质量为 ４５ ｇꎮ
案例分析:
(１)如采用 ＧＢ １１８０６ 分类:单个货包易裂变核素 ４５ ｇ 超出规定的 １５ ｇ 限值ꎬ分类为易裂变ꎻ则按

照易裂变材料运输ꎬ运输容器需获得主管部门审批ꎻ
(２)如采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分类:有两种分类方式ꎬ一是考虑满足 ４１７(ｅ)ꎬ分类为例外易裂变ꎬ条件

是按照独家使用方式运输ꎻ二是考虑 ６７４(ｂ)ꎬ该案例满足单个货包和托运货物限值ꎬ如果满足货包尺

寸和性能要求ꎬ则也可分类为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ꎮ 两种方式均比 ＧＢ １１８０６ 的运输方式简便ꎮ
ＳＳＲ６—２０１２ 在例外易裂变分类中新增了无包装、无富集度要求的 ４１７(ｅ)款分类ꎬ通过独家使用

控制运输管理的方式来确保临界安全ꎬ大大方便了工业使用ꎮ

４　 结论和建议

ＩＡＥＡ 以安全、实用、便捷为目的ꎬ在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中将易裂变材料分为豁免易裂变材料、例外易裂

变材料、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材料(有条件的例外易裂变材料)和易裂变材料四种类型:
(１)新增的豁免易裂变分类ꎬ适用于含有极微量易裂变核素的物品或仪器ꎬ分类合理、适用ꎮ
(２)变化的例外易裂变分类ꎬ对原有低富集度条款规定的保留ꎬ主要考虑没有临界风险的低富集

度易裂变材料在例外易裂变分类中的便捷应用ꎻ对原有限值的变严ꎬ主要考虑运输工具上例外易裂变

材料的堆积控制ꎮ
(３)新增的 ＣＳＩ 控制的易裂变分类ꎬ充分考虑了运输工具上的潜在堆积控制、易裂变质量限值设

置的合理性ꎬ又充分考虑了在保证绝对临界安全前提下ꎬ尽可能方便工业运输ꎮ
综上ꎬ分析认为 ＩＡＥＡ－ＳＳＲ６ 中提出的新的易裂变材料分类及监管要求是合适的ꎬ建议 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修订中等效采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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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核电厂地震 ＰＳＡ 中 ３８０ Ｖ 交流应急
电气柜地震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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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建峰(１９８６—)ꎬ男ꎬ甘肃人ꎬ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地震等外部灾害 ＰＳＡ 分析工作

摘要:３８０ Ｖ 应急交流电气柜在核电厂安全中有重要作用ꎬ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ꎬ交流应急电气柜是核电厂的抗震薄弱

环节ꎮ 本文从地震下继电器震颤、地震导致电气柜倾覆或功能组件失效和地震后空间相互作用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地

震对核电厂电气柜的影响ꎬ得到定性和定量化的地震风险见解ꎬ从而为核电厂地震 ＰＳＡ 模型的建立和相应抗震措施的

制定提供支持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 地震ꎻ交流应急电气柜

国内某核电厂 ３８０ Ｖ 交流应急电气柜主要包括 ＬＬＡ、ＬＬＢ、ＬＬＣ、ＬＬＤ 系统等(简称 ＬＬ∗)ꎬ由应急

交流母线 ＬＨＡ、ＬＨＢ 供电ꎬＬＬ∗母线按供电方式分成 Ａ 列和 Ｂ 列ꎬＡ 列从 ＬＨＡ 接入ꎬＢ 列从 ＬＨＢ 接

入ꎮ Ａ 列母线上ꎬ除接有同核安全直接有关的设备负荷外ꎬ还接有紧急或重要负荷ꎬ而 Ｂ 列母线则全

部接同核安全有关系统的负荷ꎮ 由此可见ꎬ３８０ Ｖ 交流应急电气柜在核电厂安全稳定运行中起重要作

用ꎮ 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ꎬ交流应急电气柜是核电厂的抗震薄弱环节ꎬ开展电气柜的地震影响分析可

为核电厂地震 ＰＳＡ 模型的建立和相应抗震措施的制定提供支持ꎬ因此ꎬ这项工作的开展也对核电厂安

全分析有着重要意义ꎮ 根据核电厂 ３８０ Ｖ 交流应急电气柜的工作原理、安装位置和运行环境ꎬ地震对

其影响主要包括地震下继电器震颤、地震导致电气柜倾覆或功能组件失效和地震后空间相互作用三

个方面ꎬ以下分别进行详细分析ꎮ

１　 继电器震颤分析

地震可能造成电气柜内开关二次侧控制回路中的继电器震颤ꎮ 继电器震颤指的是地震可能引起

继电器触点的振动ꎬ导致原本触点开 /合状态的改变ꎬ其持续时间超过 ２ ｍｓ 以上ꎬ进而对外发出错误

信号ꎮ 该错误信号可能导致设备的拒动或者误动ꎬ因而可能影响核电厂安全ꎬ所以需要对执行核安全

功能的继电器进行分析ꎬ以便对抗震性能差的继电器进行更换或者对继电器回路设计和运行规程上

进行完善ꎬ来保证反应堆安全ꎮ 继电器震颤分析囊括所有带有触点且在地震可能导致其触点状态发

生改变的设备ꎬ包括辅助继电器、保护继电器、接触器、各类开关和开关量仪表ꎮ
国内某核电厂 ３８０ Ｖ 开关继电器控制回路有 ３ 种ꎬ其示意图分别如图 １ 至图 ３ 所示ꎮ
根据这些电气柜中开关的控制逻辑ꎬ从继电器功能角度进行地震下震颤影响分析ꎬ然后可以筛选

出震颤对控制功能有重要影响的继电器ꎮ 对于这些继电器ꎬ需要进行抗震能力分析和人员复位分析ꎬ
进而判断地震下震颤是否可接受ꎮ 针对地震下震颤可接受准则ꎬ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

１)继电器震颤不会引发系统或设备开关动作ꎬ如一些报警继电器ꎬ或本来停止的设备ꎬ跳闸命令

继电器动作或本来运行的设备合闸命令继电器动作ꎮ
２)继电器震颤导致设备误动作ꎬ但没有自保持、闭锁回路ꎬ有明确的指示、规程指引且操作员有足

够的时间分析判断和执行恢复行为ꎮ 这里设计到操作员的恢复行为ꎬ说明如下:
ａ)可以为操作员提供系统状态特定的指示信号ꎬ包括继电器控制目标指示ꎬ或者主控室仪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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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控制回路 １ 示意图

图 ２　 控制回路 ２ 示意图

显示关键参数(例如所需的电压、电流或者流量参数)ꎻ
ｂ)操作员或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必要的诊断评估ꎬ采取必要的重置行动ꎮ 这是与对应系

统相关的ꎬ但是对于大多数系统ꎬ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足够了ꎻ
ｃ)具备到达对于评估和重置操作必要指示和控制设备的快速路径ꎬ例如主控室或者可以在几分

钟内到达位置的指示和控制设备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ꎻ
ｄ)识别出来的需要进行重置操作的系统数量较少ꎬ使得运行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完成其他任

务的同时能够处理重置操作ꎻ
ｅ)具有详细的规程来帮助操作员诊断对应情况ꎬ开展合理的重置操作ꎻ
ｆ)继电器抗震能力强ꎬ地震不会导致其震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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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控制回路 ３ 示意图

根据以上分析方法和原则ꎬ对于这三种 ３８０ Ｖ 交流应急电气柜的继电器震颤分析结果如表 １~表

３ 所示ꎮ
表 １　 控制回路 １ 继电器震颤分析表

设备 继电器名称 功能 继电器震颤影响
是否

可接受

００１ＸＳ 主回路热继电器 线路短路保护 依据电流热效应工作ꎬ非机电式ꎬ无震颤可能性 可接受

００１ＸＲ 闭合继电器 控制 ００１ＪＡ 的命令闭合

由于自锁回路存在ꎬ备用设备的 ００１ＸＲ 辅助触点 １４－
１１ 震颤误闭合使 ００１ＪＡ 合闸ꎬ设备误启动ꎮ 但主控

室有明确指示ꎬ可在主控室复位

可接受

００２ＸＲ 断开继电器 控制 ００１ＪＡ 的命令断开

运行设备的 ００２ＸＲ 辅助触点 １４－ １１ 震颤误闭合使

００１ＪＡ 分闸ꎬ设备误停ꎮ 但主控室有明确指示ꎬ可在

主控室复位

可接受

００１ＸＤ 跳闸继电器 辅助跳闸
００１ＸＤ 线圈激励ꎬ辅助触点 ２２－２１ 断开ꎬ则 １１０ Ｖ 操

作回路断开ꎬ００１ＪＡ 跳闸ꎮ 但是不影响重新合闸
可接受

００１ＸＫ 故障报警继电器 故障报警 故障报警ꎬ不作用跳合闸 可接受

表 ２　 控制回路 ２ 继电器震颤分析表

设备 继电器名称 功能 继电器震颤影响
是否

可接受

００１ＸＲ 闭合继电器 控制 ００１ＪＡ 的命令闭合

由于自锁回路存在ꎬ设备的 ００１ＸＲ 辅助触

点 １４－１１ 震颤误闭合使 ００１ＪＡ 合闸ꎬ阀门

设备误动作ꎮ 但主控室有明确指示ꎬ可在

主控室复位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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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备 继电器名称 功能 继电器震颤影响
是否

可接受

００２ＸＲ 断开继电器 控制 ００２ＪＡ 的命令闭合

由于自锁回路存在ꎬ设备的 ００２ＸＲ 辅助触

点 ２４－２１ 震颤误闭合使 ００２ＪＡ 合闸ꎬ阀门

设备误动作ꎮ 但主控室有明确指示ꎬ可在

主控室复位

可接受

００３ＸＲ 就地报警继电器 １１０ Ｖ 失电报警
１１０ Ｖ 失电后ꎬ００３ＸＲ 失电ꎬ其触点 １１－１４
断开ꎬ１１－１２ 闭合ꎬ就地故障灯亮

可接受

００１ＸＫ 远程报警继电器 失电故障报警
１２５ Ｖ 的 ００１ＸＫ 继电器线圈失电ꎬ其触点

２１－２４ 断开ꎬ２１－２２ 闭合ꎬ就地故障灯亮
可接受

表 ３　 控制回路 ３ 继电器震颤分析表

设备 继电器名称 功能 继电器震颤影响 是否可接受

００２ＸＲ 断开继电器 控制 ００１ＪＡ 的命令断开

继电器震颤时ꎬ有可能使 ００２ＸＲ 的触

点 １１－１４ 闭合ꎬ导致 ００１ＥＡ 脱扣器励

磁动作ꎬ００１ＪＡ 跳闸ꎬ需要到就地复位ꎬ
复位允许时间为此时蓄电池供电的

１ ｈ

不可接受

００１ＸＫ 远程报警继电器 失电故障报警

１２５ Ｖ 的 ００１ＸＫ 继电器线圈失电ꎬ其触

点 ２１－２４ 断开ꎬ２１－２２ 闭合ꎬ就地故障

灯亮

可接受

根据 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所在的楼层房间的楼层相应谱(见图 ４ 和图 ５)ꎬ以及 ３８０ ＶＤＣ 电气柜的放大

系数ꎬ得到 ００２ＸＲ 地震下的需求抗震能力ꎮ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ＳＤ＝ＥＲＳ×ＡＭＰ ＝ ０.４０５×２×３＝ ２.４３ ｇ>２.０ ｇ

其中ꎬ ＥＲＳ 代表为有效响应谱的峰值ꎻ ＳＤ 代表地震需求能力ꎻＡＭＰ 代表放大系数ꎻ２.０ ｇ 为继电器设

计资料中的易损度中值ꎮ
因此ꎬ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的抗震能力不满足安全停堆地震的抗震需求ꎬ需要进行继电器复位分析ꎮ
经过继电器功能分析和抗震能力计算ꎬ只有 ＤＬ 型断路器机柜中的 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地震下震颤不

可接受ꎮ ００２ＸＲ 震颤后触点误合导致开关跳闸ꎬ主控室会有相应报警ꎬ操纵员可根据报警响应手册采

取相应行动ꎬ但地震下人员的心理压力加大ꎬ以及恢复路径可能被地震损坏ꎬ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否复

位对操作员挑战很大ꎮ 而其他机柜则不存在地震下继电器震颤后果不可接受的情况ꎮ

２　 地震导致电气柜本体失效

分析地震导致电气柜本体失效即开展地震易损度评价ꎬ地震易损度评价的目标是评估给定设备

对地表运动强度的承受能力及相应的不确定性ꎮ 设备的承受能力可根据峰值地面加速度来定义ꎬ在
该值下处于结构中某特定位置的给定设备因其对地震的响应超过其承受能力而失效ꎮ 对设备承受地

表加速度能力是通过电厂设计基准文件、在设计分析阶段基础上进行的响应计算、建造形状和尺寸及

材料性能等信息进行评估ꎮ 由于在评估地表加速度承受能力时涉及多个变量ꎬ因而易损度将会以易

损度曲线族的形式来表示ꎬ并对其中的每条曲线赋予相应的概率值以反映易损度评估中的不确定性ꎮ
特定地震失效模式的易损度曲线族可以利用三个参数来表示:加速度能力中值 αＣꎬＰＧＡꎬ对数标准偏差

βＲ和 βＵꎬ分别表示随机不确定性和认知不确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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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水平方向楼层响应谱ꎬ０.１ ｇꎬ７ ｍ

图 ５　 竖直方向楼层响应谱ꎬ０.０６７ ｇ

地震易损度 Ｐ ｆꎬ可用一定置信度水平 Ｑ 条件下的失效概率 Ｐ 对应地震运动水平的峰值地面加速

度 αＰＧＡ的函数 Ｐ ｆ(αＰＧＡ)来表示ꎮ 影响失效概率 Ｐ ｆ的诸多因素都具有广泛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ꎬ应用

中一般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ꎬ能得到比较好的评估结果ꎮ 多种因素对于失效概率 Ｐ ｆ的综合效应ꎬ通常

按乘积机制累加ꎬ因此可假定失效概率 Ｐ ｆ服从标准对数正态分布ꎬ能得到比较好的评估结果ꎮ 多种因

素对于失效概率 Ｐ ｆ的综合效应ꎬ参考地震导则ꎬ假定失效概率 Ｐ ｆ服从标准对数正态分布ꎬ其概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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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为:

Ｐ ｆ ＝ Φ
ｌｎ(ａＰＧＡ /ａＣꎬＰＧＡ) ＋ βＵΦ

－１(Ｑ)
β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式中:Φ ———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函数ꎻ
αＰＧＡ ———地面加速度ꎬｍ / ｓ２ꎻ
αＣꎬＰＧＡ ———地面加速度能力中值ꎬｍ / ｓ２ꎻ
βＵ ———不确定性标准差ꎻ
βＲ ———随机性标准差ꎮ

３８０ Ｖ 电气柜地震易损度评价可遵循如下分析步骤:
ａ)识别基座载荷条件ꎻ
ｂ)建立基座分析模型ꎻ
ｃ)设备地震反应谱动力学响应计算ꎻ
ｄ)基座力学计算与基座强度分析ꎻ
ｅ)设备需求响应与试验响应分析ꎻ
ｆ)结构失效模式的不确定性分析ꎻ
ｇ)功能失效模式的不确定性分析ꎻ
ｈ)获得地震易损度曲线ꎮ
该核电厂应急低压交流电气柜有 ＬＬ∗多列ꎬ且为多组并肩排列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底板与基础之间都

用 ６ 颗地脚螺钉固定于预埋铁块上ꎮ

图 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盘安装图

根据电气柜的安装和布置条件ꎬ其可能的失效模式有机柜剧烈摇晃导致电缆损坏、机柜倾覆、柜
内功能组件不能正常工作ꎮ 由于电气柜为全钢结构的格架ꎬ底部和楼板中的预埋铁通过多个螺栓固

定或焊接ꎬ整体刚度相当大ꎬ其振动变形主要表现为伴随楼层的整体性摇晃ꎬ相对位移很小ꎮ 并且进

出电缆在柜顶上方的走线槽和柜底下方的走线地沟中都预留足够的伸长空间ꎬ因此可认为无须对摇

晃情况进行量化的计算评估ꎮ 其他两个失效模式的应力计算和不确定性分析方法ꎬ参考上文所述美

国电气研究院的推荐方法进行计算ꎮ
采用 ＡＮＳＹＳ－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 软件建立有限元模型ꎬ分别采用梁单元和壳单元模拟立柜的主要板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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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组件和梁柱式结构组件ꎮ 内部电气元件按质量等效原则赋值于其所在的支撑结构件上ꎮ 对地脚螺

钉、立柜底板上螺孔邻近区域、垫片和指压板等ꎬ建立局部的精细三维实体单元模型ꎮ 以电气柜所在

的房间楼层响应谱(标高 ７ ｍꎬ阻尼比 ２％、４％、５％、７％、１０％)作为地震加速度相应输入ꎬ结合上文提

到的有限元模型和计算方法ꎬ最后分析的地震易损度曲线如图 ７ 所示ꎮ

图 ７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地震易损度曲线

３　 厂房内空间相互作用

地震下厂房内空间相互作用指的是由于设备坠落或失效而影响附近的重要设备ꎮ 通过现场巡

访ꎬ对于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起主要影响的是砖砌隔墙ꎮ 砌体墙的倒塌ꎬ可破坏电气柜结构的

完整性ꎬ使其无法完成功能ꎮ 因此ꎬ在分析电气柜地震影响时ꎬ需要考虑隔墙的倒塌造成其结构损坏

的失效模式ꎮ
对此核电厂机组主要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所在的电气厂房查阅砌体墙建筑图和进行现场

巡防测量确认ꎬ若砌体墙高度小于配电盘到砌体墙的距离ꎬ则认为砌体墙的倒塌不会破坏电气柜结构

的完整性ꎬ否则影响配电柜的功能实现ꎮ 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砌体墙的影响汇总表

设备 房间代码 砌体墙编号 受墙体影响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５ Ｇ５ꎬ 是

ＬＬＢ－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８ Ｃ５ꎬＣ８ꎬＣ１０ 无

ＬＬＣ－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５ Ｇ３ꎬＧ４ 是

ＬＬＤ－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８ Ｃ５ꎬＣ８ꎬＣ１０ 无

ＬＬＥ－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６ Ｃ５ꎬＣ８ꎬＣ１０ 无

ＬＬＩ－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５ Ｇ６ 无

ＬＬＪ－００１ＴＢ Ｌ４４８ Ｃ５ꎬＣ８ꎬＣ１０ 无

表 ４ 看出ꎬ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 ＬＬＢ００１ＴＢ、ＬＬＤ００１ＴＢ、ＬＬＥ００１ＴＢ、ＬＬＩ００１ＴＢ、ＬＬＪ００１ＴＢ 所

在房间虽然有砌体墙所在ꎬ但根据砌体墙与配电柜位置和尺寸的关系ꎬ砌体墙坍塌也不会影响到配电

柜的功能ꎬ因此ꎬ不考虑砌体墙对配电柜的影响ꎮ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和 ＬＬＣ００１ＴＢ 位于 Ｌ４４５ 厂房ꎬ分别受 Ｇ３ /
Ｇ４ 和 Ｇ５ 砌体墙的影响ꎮ 同样ꎬ可利用上文所述地震易损度的计算方法ꎬ对 Ｇ３、Ｇ４ 和 Ｇ５ 砌体墙的地

震易损度进行计算ꎮ 保守认为ꎬ砌体墙地震易损度值同对应电气柜因其坍塌造成失效模式的易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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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ꎮ 因 ＬＬＣ００１ＴＢ 同时受 Ｇ３、Ｇ４ 砌体墙影响ꎬ砌体墙坍塌导致失效模式的易损度取值为这两个砌

体墙地震易损度之和ꎮ

４　 地震影响的定量化分析及结论

完成以上分析ꎬ就可以对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以及配电柜内具体开关进行地震影响的定

量化分析以支持地震 ＰＳＡ 的风险见解ꎮ 在地震 ＰＳＡ 中ꎬ地震危险性曲线表示厂址处不同水平地震动

发生的频率ꎬ地震易损度曲线表示各自的构筑物、系统和部件在特定地震动加速度下的条件失效概

率ꎬ对上面两者进行卷积分处理和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模拟ꎬ则可得到特定核电厂厂址的 ＳＳＣ(构筑物、系统和

部件)的地震失效概率及不确定性分布ꎬ如图 ８ 所示ꎮ 本文采用 Ｈａｚａｒｄ ｌｉｔｅ 软件ꎬ对核电厂厂址多概

率危险性曲线和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对应砖砌隔墙和继电器进行卷积分数值计算和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模拟ꎬ并用 Ｒｉｓｋ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对各失效模式的结果进行故障树计算ꎬ得到地震影响定量化分析结果ꎮ

图 ８　 地震影响定量化过程

经过计算ꎬ该核电厂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中 ＤＬ 开关在地震下年失效频率点估

计值为 １.８６×１０－６ /年ꎬ均值为 ２.４７×１０－６ /年 ꎬ５％分位值为 １.９１×１０－８ /年ꎬ５０％分位值为 ５.５８×１０－７ /年ꎬ
９５％分位值为 １.１８×１０－５ /年ꎮ 其各个割集的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核电厂 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在地震下失效割集

排序
发生频率

/ ( /年)
比例 / ％ 事件代码 描述

１ ７.９８×１０－７ ４２.８９
ＩＥ－ＥＢ２ 发生 ０.２~０.４ｇ 地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ＬＡ００１ＴＢ－２ 地震导致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失败(０.２~０.４ｇ 地震失效)

２ ４.５２×１０－７ ２４.３１
ＩＥ－ＥＢ３ 发生 ０.４~０.６ｇ 地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ＬＡ００１ＴＢ－３ 地震导致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失败(０.４~０.６ｇ 地震失效)

３ ２.３９×１０－７ １２.８７

ＩＥ－ＥＢ３ 发生 ０.４~０.６ｇ 地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４４５－Ｃ５－３
地震导致 Ｌ４４５ 房间 Ｃ５ 砌体墙失效(０.４~０.６ｇ 地震失

效)

４ １.２３×１０－７ ６.６１
ＩＥ－ＥＢ３ 发生 ０.４~０.６ｇ 地震

ＤＬ－００２ＸＲ－ＣＨＡＴＴＥＲ－３ 地震下 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震颤(０.４~０.６ｇ 地震区间)

５ １.０２×１０－７ ５.５

ＩＥ－ＥＢ２ 发生 ０.２~０.４ｇ 地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４４５－Ｃ５－２
地震导致 Ｌ４４５ 房间 Ｃ５ 砌体墙失效(０.２~０.４ｇ 地震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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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序
发生频率

/ ( /年)
比例 / ％ 事件代码 描述

６ ８.３３×１０－８ ４.４８

ＩＥ－ＥＢ４ 发生 ０.６~１.０ ｇ 地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４４５－Ｃ５－４
地震导致 Ｌ４４５ 房间 Ｃ５ 砌体墙失效(０.６ ~ ０.８ ｇ 地震

失效)

７ ６.６９×１０－８ ３.６
ＩＥ－ＥＢ４ 发生 ０.６~１.０ ｇ 地震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ＬＡ００１ＴＢ－４ 地震导致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失败(０.６~０.８ ｇ 地震失效)

８ ４.７９×１０－８ ２.５７
ＩＥ－ＥＢ２ 发生 ０.２~０.４ ｇ 地震

ＤＬ－００２ＸＲ－ＣＨＡＴＴＥＲ－２ 地震下 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震颤(０.２~０.４ ｇ 地震区间)

９ ４.６３×１０－８ ２.４９
ＩＥ－ＥＢ４ 发生 ０.６~１.０ ｇ 地震

ＤＬ－００２ＸＲ－ＣＨＡＴＴＥＲ－４ 地震下 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震颤(０.６~０.８ ｇ 地震区间)

１０ １.４７×１０－８ ０.７９
ＩＥ－ＥＢ５

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ＬＡ００１ＴＢ－５
发生 ０.８~１.０ ｇ 地震

地震导致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失败(０.８~１.０ ｇ 地震失效)

从结果可以看出ꎬ发生 ０.２~０.４ ｇ、０.４~０.６ ｇ 范围的地震ꎬ造成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电气柜失效占的贡献最

大ꎬ占到了 ６７.２％ꎬ同时 ０.４ ~ ０.６ ｇ 范围地震导致 Ｌ４４５ 房间 Ｃ５ 隔墙失效ꎬ０.４ ~ ０.６ ｇ 范围地震导致

００２ＸＲ 继电器震颤ꎬ０.２ ~ ０. ４ ｇ 范围地震导致 Ｌ４４５ 房间 Ｃ５ 砌体墙失效也占了较高比例ꎬ分别为

１２ ８７％、６.６１％和 ５.５％ꎮ 同时ꎬ３８０ Ｖ 应急低压交流配电柜 ＬＬＡ００１ＴＢ 在地震下年失效频率的不确定

性较大ꎬ这主要是地震危险性曲线和易损度曲线的不确定性较大ꎬ计算结果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ꎮ
因此ꎬ可以通过增大电气柜与楼板地面锚固铁轨之间连接焊缝的尺寸ꎬ以增大承受拉力和剪力及

其等效应力的面积或增加锚固的数量ꎬ增强机柜地震下抗倾覆能力ꎮ 同时ꎬ加固部分砌体墙的抗震能

力ꎬ开展 ＤＬ 型开关继电器震颤后的人员就地复位培训ꎬ均可以减小地震对电气柜的影响ꎬ提高核电厂

安全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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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本体
拆除核安全风险分析及监督技术研究

滕　 磊ꎬ文　 静ꎬ张永领ꎬ曹俊杰ꎬ张　 良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第一研究所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５)

　 　 　 　 　 　 　 　 　 　 　 　 　 　 　 　 　 　 　 　 　 　 　 　 　 　 　 　 　 　 　 　 　 　 　 　 　 　 　 　 　 　 　 　 　 　　
　

　
　 　　　　　　　　　　　　　　　　　　　　　　　　　　　　　　　　　　　　　　　　　　　　　　

　
　

　
　

作者简介:滕磊(１９８７—)ꎬ男ꎬ蒙古族ꎬ四川成都人ꎬ研究实习员ꎬ本科ꎬ从事核动力装置检修及退役研究工作

摘要:本文对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本体拆除工艺过程中的核安全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和分析ꎬ对安全

防护措施进行了评价ꎻ根据风险分析和评价结果对反应堆本体拆除现场监督技术进行了初步研究ꎬ对拆除工艺过程设

置了核安全控制点并给出了相应的释放条件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后续压水堆核电厂退役现场核安全监督的研究

和实施提供参考借鉴ꎮ
关键词:核电厂退役ꎻ核安全ꎻ风险分析ꎻ监督技术

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为 １ 台压水堆机组ꎬ预计于 ２０２１ 年达到设计寿期ꎬ是我国自行设计、建
造和运行管理的第一座压水堆核电厂ꎬ也将是我国第一座开展退役处置的压水堆核电厂ꎮ

核电厂在达到规定的设计寿期后ꎬ反应堆终止运行ꎬ进入退役期ꎬ核电厂退役具有技术复杂、涉及

面广、耗资巨大、实施周期长、核安全要求高、社会影响大等特点ꎮ 一般情况下ꎬ核电厂退役活动可以

分为运行阶段、安全关闭阶段和退役实施阶段ꎮ 其中ꎬ退役实施阶段是核电厂退役最重要的阶段ꎬ主
要包括反应堆厂房、一回路辅助系统厂房、燃料贮存厂房内的放射性物项拆除等工作ꎬ其技术难度较

大、涉及风险因素较多ꎬ一旦出现核安全事故ꎬ会造成人身危害、设备损毁、环境污染、延误工作进度等

严重后果ꎮ
目前ꎬ我国已完成多座核动力装置的退役处置工作ꎬ在工程实践中ꎬ已积累了一定的核安全风险

分析和现场监督方法、经验ꎮ 但是ꎬ关于核电厂退役放射性物项拆除现场实施的核安全监督技术的研

究还从未开展ꎮ 随着国内压水堆核电厂陆续进入退役期ꎬ我们应在全面总结核动力装置退役放射性

物项拆除现场核安全监督方法和经验基础上ꎬ针对核电厂系统布置特点和放射性物项拆除实施工艺ꎬ
开展核电厂退役放射性物项拆除现场核安全风险分析及监督技术研究ꎬ进一步提高我国核安全监督

技术水平ꎮ

１　 研究目的

通过对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本体拆除现场可能涉及的各类风险因素预先给予识

别与分析ꎬ并根据分析的后果对安全风险进行评分ꎬ并对各级核安全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核安全监督

技术创新式研究ꎬ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监督程序、方法、手段等监督内容ꎬ使放射性物项拆除现场核安

全监督的工作能满足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ꎬ降低核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或避免事故发生ꎬ确保核电

厂退役放射性物项拆除过程的核安全ꎮ 深入了解核电厂退役放射性物项拆除核安全风险ꎬ研究现场

核安全监督技术ꎬ对确保核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研究方法

为了开展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本体拆除核安全风险分析和监督技术研究ꎬ本文

采用聚类分析和层次分析方法ꎬ对安全风险进行识别ꎻ采用辐射防护计算等数学手段ꎬ定性分析与定

８２



量分析、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相结合的方法ꎬ对安全风险进行分析ꎻ采用 ＰＦＭＥＡ－ＦＴＡ 综合分析方法

对核安全风险开展评价ꎬ进行安全风险分级研究ꎻ根据风险分析结果ꎬ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监督程序、
方法、手段等监督内容ꎮ

３　 反应堆简介[１]

秦山核电厂反应堆厂房大厅高 １８ ｍꎬ其钢筋混凝土楼板厚为 １ ｍꎮ 在大厅平面以下布置有宽为

６ ｍ的换料水池ꎮ 水池下部设有一次屏蔽墙围成的反应堆堆腔室和备用贮存坑ꎬ深 ７.５ ｍꎻ换料水池外

围设置厚 １ ｍ 的钢筋混凝土二次屏蔽墙ꎮ
反应堆布置在厂房中心ꎬ位于换料水池下的一次屏蔽墙围成的反应堆腔室内ꎮ 两条环路分别位

于换料水池两侧的设备间内ꎬ以反应堆为中心水平对称布置ꎮ 每条环路分别为一台蒸汽发生器、一台

主泵和主管道连接而成ꎮ
反应堆本体主要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堆芯组件、堆内构件及控制棒驱动机构等ꎬ这些部件在高

温、高压、高放射性环境下持续运行ꎬ停堆后仍有很高的放射性ꎮ
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主要尺寸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主要尺寸

１.压力容器 ２.堆内构件

型式 圆柱形筒身ꎬ球形封头 ２.１ 吊篮部件

密封型式 两道自紧式“Ｏ”形密封环 吊篮上法兰外径 ｍｍ ϕ３ ５２０

筒身内径 ｍｍ ϕ３ ３７４ 吊篮部件总高 ｍｍ ７ ７０４

筒身壁厚 ｍｍ １７５ 材料 ０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

不锈钢堆焊层厚度 ｍｍ ４ 吊篮筒身外径 ｍｍ ϕ２ ９３０

压力容器总高 ｍｍ １０ ７０５ 吊篮筒身内径 ｍｍ ϕ２ ８００

法兰外径 ｍｍ ϕ３ ９９０ 围板厚度 ｍｍ ４０

筒身保温层厚度 ｍｍ ７７ 吊篮部件总重 ｔ ５５.７８

２.２ 压紧部件 ２.３ 堆内测量

压紧部件外径 ｍｍ ϕ３ ２５０ 指套管外径 ｍｍ ϕ７.５

压紧部件总高(包括限位套筒) ｍｍ ３ ２３０ 导向管外径 ｍｍ ϕ２５.４

压紧部件总重 ｔ １９.３ 热电偶外径 ｍｍ ϕ３.２

４　 核安全风险分析

秦山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放射性物项拆除工艺实施过程中ꎬ我们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主要为辐射

安全、工业安全和环境安全ꎬ引起风险的来源主要为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的不安

全因素ꎮ 反应堆本体拆除是放射性物项拆除过程中最重要的操作之一ꎬ反应堆压力容器体积大ꎬ辐射

水平高(停堆 ５ 年后总活度为 ４.４×１０１４ Ｂｑ)ꎬ拆除技术复杂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４.１　 分析原则

(１)本文在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采取立即拆除策略的前提下开展的研究ꎮ
(２)本文针对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实施阶段反应堆本体拆除进行的核安全风险分析及

监督技术研究ꎮ
(３)本文涉及辐射风险及工业风险的计算ꎬ均是在最保守的条件下开展的ꎮ
(４)本文仅对核电厂退役反应堆本体拆除过程中的核安全风险进行分析ꎬ关于核安全事故发生后

９２



的应急措施不在本文中描述ꎮ

４.２　 工艺过程分析

反应堆本体的主要部件包括:控制棒驱动机构、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堆芯组件和反应堆辅

助设备ꎮ 按照由上至下、由内到外的拆除原则依次拆除ꎮ
４.２.１　 现场实施工艺

４.２.１.１　 反应堆开盖

首先拆除顶盖金属保温层ꎬ然后依次拆除主螺栓ꎬ使用顶盖专用吊具ꎬ起吊顶盖ꎻ将顶盖存放在顶

盖存放支架上ꎻ最后根据污染(活化)情况ꎬ开展去污工作ꎮ
４.２.１.２　 拆吊堆内构件

堆内构件主要包括:吊篮部件、压紧部件、堆内测量装置(包括堆内测温装置和中子通量测量装

置)和辐照监督管ꎮ 拆吊时按照由上至下、由内到外的顺序依次拆除压紧部件(含堆内测温装置)、辐
照监督管(若反应堆卸料时未拆除)和吊篮部件ꎮ 在拆除堆内构件时ꎬ需采用专用吊具ꎬ确保吊装过程

中的水平度要求和对中度要求ꎬ避免在拆吊过程中出现卡涩等异常ꎬ为安全起见ꎬ需实时监督拆吊提

升力ꎮ
４.２.１.３　 拆除压力容器

首先拆除压力容器保温层ꎬ并在换料水池内充满去离子水ꎻ然后设计切割路径ꎬ并对水下等离子

切割机进行编程ꎬ按照设计好的切割路径ꎬ切割解体压力容器ꎻ接着使用吊车、专用吊具将切割块吊运

至废物整备场地进行清理、去污、包装ꎬ最后拆除压力容器支撑、底座ꎮ
４.２.２　 风险因素识别

(１)现场实施工作人员未执行辐射分区管理规定ꎬ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物项交叉污染等ꎻ
(２)现场实施工作人员未按照现场管理规定采取相应辐射防护措施ꎬ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或误吸

放射性微尘ꎻ
(３)现场实施工作人员未按照现场管理规定采取相应高空作业安全防护措施ꎬ造成人员跌落压力

容器内ꎻ
(４)水下等离子切割机、顶盖专用吊具、堆内构件专用吊具、存放支架、吊车等未按要求进行试验、

调试ꎬ使用过程中设备故障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或其他工业安全风险ꎻ
(５)工作场所辐射监测设备故障ꎬ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ꎻ
(６)工作场所通风系统故障ꎬ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或误吸放射性微尘ꎻ
(７)去污系统设备、管道破损ꎬ放射性废液泄漏ꎬ造成工作场所污染扩散ꎻ
(８)吊运过程中对中精度和水平度未满足技术要求ꎬ造成设备损坏引起工作人员人身伤害ꎻ
(９)堆内构件、压力容器筒体切割块拆吊过程中现场失电ꎬ造成高放物项在空气中裸露时间延长ꎬ

引起工作场所辐射水平升高ꎻ
(１０)换料水池充水未满足相关要求ꎬ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ꎻ
(１１)现场用电不满足规定引起的火灾ꎬ造成作业场所和环境污染扩散ꎻ
(１２)拆除过程中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辐射安全风险和工业安全风险ꎮ

４.２.３　 安全防护措施

(１)应对作业场所实行分区管理ꎬ并设立必要的警示带和标识牌ꎮ
(２)操作人员必须正确穿戴辐射防护用品ꎬ佩戴个人剂量计ꎮ
(３)应按照 ＧＢ １８８７１ 的要求ꎬ进行现场辐射水平测量和个人剂量监测ꎬ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ꎮ
(４)辐射防护人员应对操作过程进行全程监督ꎮ
(５)工作场所的临时用电必须符合相关规定ꎮ
(６)作业人员应采取保证高空作业安全的措施ꎮ
(７)起重作业的操作和指挥应分别由有资质的人员专门负责ꎮ
０３



４.３　 风险评价

建立可靠性分析模型:ＰＦＭＥＡ－ＦＴＡ 综合分析方法[２] 模型ꎬ对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

堆本体拆除核安全风险进行评价ꎮ
ＰＦＭＥＡ－ＦＴＡ 综合分析方法中风险顺序数 ( Ｒｉｓｋ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Ｎｕｍｂｅｒꎬ ＲＰＮ) 是事件发生的频度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 Ｏ)、严重程度(Ｓｅｖｅｒｉｔｙꎬ Ｓ)和探测度(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Ｄ)等级三者乘积ꎬ其数值愈大潜在问题

愈严重ꎮ 其中发生频度、检测度、严重度量值均为 ９~１０、７~８、５~６、３~４ 和 １~２ꎬ分为 ５ 级ꎮ
采用 ＰＦＭＥＡ－ＦＴＡ 综合分析方法ꎬ通过对反应堆本体拆除的实施工艺过程中的辐射安全、工业安全、环

境安全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ꎬ专家结合工程实践和计划采取的控制措施得出风险顺序数ꎬ结果见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反应堆本体拆除核安全风险评价

工艺
缺陷

影响
风险描述 溯源 Ｓ 计划采取措施 Ｏ Ｄ ＲＰＮ

反

应

堆

本

体

拆

除

工
作
人
员
受
照
射
︐环
境
污
染

工
作
场
所
污
染
扩
散

工
作
人
员
受
照
射

人员误入高放区域 人因和规程 ８ 加强管理与监督 １ １ ８

辐射监测设备故障ꎬ在放射性物项附

近工作时间过长
人因和设备 ６ 加强设备维修与检查 ２ １ １２

辐射防护用品失效或未采取屏蔽措施 人因和规程 ６ 加强检查与监督管理 ２ １ １２

人员误操作、设备参数设置误差、设备

部件质量不达标等导致重要切割设备

故障

人因和设备 ６

作业前作模拟试验ꎻ加强

检查与管理ꎬ不合格部件

不能使用ꎻ加强管理与检

查ꎬ严格按规程作业

２ １ １２

通风不力或通风系统故障 人因和设备 ６
加强局部通风ꎬ日常注意

设备维护、保养
２ １ １２

操作人员误食、误吸或安全管理意识

淡漠ꎬ在放射性区域饮食
人因和规程 ６

加强管理ꎬ提高个人安全

意识ꎬ加强互相监督
２ １ １２

因失火造成的放射性烟尘扩散 人因 ８
工作前检查ꎬ加强管理与

监督
１ １ ８

拆除物项吊运时跌落ꎬ或堆放不正确 人因 /设备 ８
加强管理、监督检查和试

验ꎬ严格按照规程操作
１ １ ８

废物包装箱、桶破损ꎬ废物散落 设备 /工装 ６ 加强检查与管理 １ １ ６

通风系统管道堵塞ꎬ导致放射性灰尘

扩散
辅助设施 ６ 加强检查与管理 １ １ ６

去污废液管路泄漏或不在指定位置冲洗 人因 ６ 严格遵守规程ꎬ加强管理 １ １ ６

高压线路故障、变电所自动跳闸导致

失电
设备 ６ 加强检查、维修 １ １ ６

放射性物项被操作人员误带出现场 人因 ６
加强管理与检查ꎬ定期核

查放射性项ꎻ提高个人安

全意识

１ １ ６

水池充水未满足要求 人因和规程 ７
加强计算校核ꎬ严格遵守

规程
１ １ ７

１３



续表

工艺
缺陷

影响
风险描述 溯源 Ｓ 计划采取措施 Ｏ Ｄ ＲＰＮ

反

应

堆

本

体

拆

除

工
作
人
员
受
伤
害

人员误操作ꎻ线路老化ꎬ设备漏电ꎻ不
按规程操作ꎬ导致触电

人因、设备 ８
加强检查和维护ꎬ加强培

训、教育ꎬ遵守规程ꎬ加强

监督

１ １ ８

地壳运动ꎬ板块碰撞挤压ꎬ能量释放ꎬ
引起地震

环境 ９
加强气象预报ꎬ地震时不

操作
１ １ ９

气压和温差变化ꎬ造成强对流气团的

生成ꎬ引起台风或海啸
环境 ９

加强气象预报ꎬ恶劣天气

不操作
１ １ ９

注:严重度(Ｓ)、发生频度(Ｏ)、探测度(Ｄ)、风险顺序数(ＲＰＮ)ꎮ

通过对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本体拆除工艺分析可知ꎬ该阶段发生的核安全风险

的严重度均较高(６~９ 分)ꎬ而得出的风险顺序数则较低(６~ １２ 分)ꎬ证明了目前所采取的安全风险防

范措施是合理、可行、有效的ꎮ 因此ꎬ在退役阶段开展的核安全风险监督技术研究可以主要集中在安

全风险防范措施的监督研究上面ꎮ

５　 监督技术研究

５.１　 组织机构及职责

根据我国核动力装置退役现场的监督经验可知ꎬ设立现场核安全监督组是合理和必要的ꎮ 在秦

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拆除阶段ꎬ建议成立现场核安全监督组ꎬ主要由业主单位、现场施

工单位以及核安全监督站的人员组成ꎮ 监督组应设组长 １ 名ꎬ副组长 １ 名ꎬ根据退役现场开展作业点

的情况设置相应组员人数ꎮ
核安全监督组职责为:全面负责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拆除阶段的核安全监督检

查、见证工作ꎻ编制核安全监督检查计划、监督文件等工作ꎻ组织实施核安全控制点释放条件检查ꎻ组
织实施核安全见证点现场检查见证及日常监督检查ꎻ检查核实反应堆拆除阶段核活动中发生的事件

(事故)报告和重大不符合项报告ꎬ监督纠正措施的落实情况ꎻ监督检查责任单位质量保证大纲的执行

情况ꎻ向上级核安全部门报告监督检查情况ꎮ

５.２　 控制点设置及释放

在秦山核电厂 ３２０ ＭＷ 机组退役反应堆拆除阶段ꎬ高放物项拆吊过程中的辐射风险和大件物项

切割、吊运过程中的工业风险是首要关注的核安全问题ꎬ应通过设置必要的核安全控制点ꎬ严格核查

核安全风险防护措施落实情况ꎬ预防和杜绝核事故的发生ꎮ
５.２.１　 控制点设置

压力容器顶盖是 ϕ３ ９９０ ｍｍ×１ ６００ ｍｍ 的半球形结构ꎬ重约 ４３ ｔꎬ需整体拆吊至废物整备区ꎬ其拆

吊过程工业安全风险很大ꎻ堆内构件的污染、活化程度均较高ꎬ围板在停堆 ５ 年后的总活度约为 ２.７５×
１０１６ Ｂｑꎬ其拆吊过程中的辐射安全风险巨大ꎻ压力容器体积大(ϕ３ ９９０ ｍｍ×１０ ７０５ ｍｍ)ꎬ辐射水平高

(停堆 ５ 年后总活度为 ４.４×１０１４ Ｂｑ)ꎬ初步计划采用水下等离子切割拆除ꎬ辐射风险、工业风险均较大ꎮ
因此ꎬ在反应堆拆除过程中ꎬ建议设置如下 ３ 个控制点:

(１)压力容器顶盖吊运前ꎻ
(２)堆内构件吊运前ꎻ
(３)压力容器切割解体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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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控制点释放

５.２.２.１　 压力容器顶盖吊运前释放条件

(１)组织机构健全ꎬ职责明确ꎻ
(２)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有效ꎻ
(３)压力容器顶盖吊运操作程序齐全、人员经过培训ꎬ吊装人员资质满足要求ꎻ
(４)现场分区合理ꎬ标示清楚ꎬ辐射监测设备齐备有效ꎬ辐射防护用品齐全完备ꎬ满足压力容器顶

盖吊运辐射防护要求ꎻ
(５)压力容器顶盖吊运起重设备、专用吊具经过检查和试验ꎬ满足安全要求ꎻ
(６)压力容器顶盖存放支架已就位ꎻ
(７)现场防火、电力、通风等系统配备齐全、运行正常ꎬ并满足要求ꎮ
５.２.２.２　 堆内构件吊运前释放条件

(１)堆内构件拆吊操作程序齐全、人员经过培训ꎬ吊装人员资质满足要求ꎻ
(２)现场分区合理ꎬ标示清楚ꎬ辐射监测设备齐备有效ꎬ辐射防护用品齐全完备ꎬ满足堆内构件拆

吊辐射防护要求ꎻ
(３)堆内构件吊运路径规划完成ꎬ模拟试验完成并满足安全要求ꎻ
(４)堆内构件吊运起重设备、专用吊具经过检查和试验ꎬ满足安全要求ꎻ
(５)堆内构件临时存放支架已就位ꎻ
(６)现场防火、电力、通风等系统配备齐全、运行正常ꎬ并满足要求ꎮ
５.２.２.３　 压力容器切割解体前释放条件

(１)压力容器切割解体、吊运操作程序齐全、人员经过培训ꎬ吊装人员资质满足要求ꎻ
(２)现场分区合理ꎬ标示清楚ꎬ辐射监测设备齐备有效ꎬ辐射防护用品齐全完备ꎬ满足压力容器切

割解体辐射防护要求ꎻ
(３)压力容器切割路径规划完毕ꎬ换料水池充满去离子水ꎻ
(４)等离子切割机、起重设备、专用吊具等经过检查和试验ꎬ满足安全要求ꎻ
(５)现场防火、电力、通风等系统配备齐全、运行正常ꎬ并满足要求ꎮ

６　 结论

本文在对秦山 ３２０ ＭＷ 机组反应堆本体结构、反应堆拆除工艺、核动力装置退役现场监督现状了

解的基础上ꎬ进行了反应堆本体拆除核安全风险分析ꎻ并在风险分析后ꎬ对现场核安全监督技术进行

了研究ꎬ得出结论如下:
(１)反应堆本体拆除阶段面临的核安全风险主要是辐射安全风险和工业安全风险ꎬ次要风险是环

境安全风险ꎻ
(２)反应堆本体拆除阶段发生的核安全风险的严重度较高ꎬ而对应得出的风险顺序数则较低ꎬ证

明了目前计划中采取的安全风险防范措施是合理、可行、有效的ꎻ
(３)优化退役现场监督模式ꎬ根据风险分析结果设置了“压力容器顶盖吊运前、堆内构件吊运前、

压力容器切割解体前”三个核安全控制点ꎬ并给出了相应的释放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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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燃料装卸贮存系统(ＰＭＣ)直接吊装核燃料组件ꎬ而人桥吊车是 ＰＭＣ 系统中的重要设备之一ꎮ 其利用悬挂在

吊钩上的长柄工具ꎬ在各种不同高度位置操作燃料组件及相关组件ꎬ来完成装卸料以及各项工作ꎮ 虽然该设备仅为一

个桥式吊车ꎬ但因为其吊运的设备是燃料组件ꎬ为了保护燃料组件的安全ꎬ人桥吊车的安全保护功能非常完善ꎬ此外ꎬ
人桥吊车与其他设备还有连锁保护功能ꎮ 但在方家山核电的人桥吊车设计说明中ꎬ人桥吊车与新燃料升降机之间是

没有保护连锁的ꎮ 而这两个设备之间的协作存在误操作的可能而导致燃料组件损坏ꎬ为了消除这种可能性ꎬ保障燃料

组件的安全ꎬ方家山 ＰＭＣ 系统新增加了人桥吊车与新燃料升降机之间的连锁ꎬ从而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及燃料组件

的安全性ꎮ
关键词:人桥吊车ꎻ新燃料升降机ꎻ连锁

方家山核电的 ＰＭＣ 系统ꎬ为燃料操作与储存系统ꎬ属于核辅助系统ꎬ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燃料组件

和相关组件ꎮ 主要活动包括新燃料组件入堆前的接受、检查、储存、拆卸和装封反应堆ꎬ堆芯换料以及

燃料组件的运输、储存和发送等一系列工艺操作ꎮ ＰＭＣ 系统设备直接面对核电站三道屏障中的第一

道屏障———燃料包壳ꎬ其安全性是核电站核安全的重要保障ꎮ ＰＭＣ 系统不直接参与反应堆安全运行

方面的任务ꎬ但它在保护现场工作人员的居民免受过量的放射性辐照、防止燃料组件的意外临界和防

止放射性物质不可接受的释放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ＰＭＣ 系统共有包括装卸料机ꎬ燃料转运装置、离线啜吸装置、人桥吊车、辅助吊车、新燃料升降机

等 ２２ 个大项的设备ꎬ本文针对方家山人桥吊车为燃料组件的安全而进行的连锁改进进行分析和

阐述ꎮ

１　 人桥吊车功能及原连锁设计

１.１　 人桥吊车功能概述

人桥吊车ꎬ又称乏燃料水池吊车ꎬ是燃料厂房内的主要燃料装卸设备之一ꎮ 它安装在乏燃料水池

上方 ２８. ７１０ ｍ 标高的轨道上ꎮ
人桥吊车类似于桥式吊车ꎬ用于在燃料厂房中沿 ＸꎬＹꎬＺ 三个方向水下操作燃料组件和相关组件ꎮ

在人桥吊车的小车上装有一台 ２０ ｋＮ(水下操作燃料组件时载荷限制值 １０ ｋＮ) 起升机构ꎬ在大车走台

下悬挂着一个下部走台ꎮ
人桥吊车在充满水的乏燃料贮存水池上方工作ꎬ池中装有直立的乏燃料贮存格架和相关设备ꎮ

人桥吊车利用悬挂在吊钩上的长柄工具ꎬ在各种不同高度位置操作燃料组件及相关组件ꎮ 操作人员

能够在在下部走台上完成以下各项操作:
———吊装和转运新燃料组件和乏燃料组件ꎻ
———更换或抽插控制棒组件、阻流塞组件和可燃毒物组件ꎻ
———适应于各种工具的更换操作ꎻ
———能接近装在乏燃料水池内的设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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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 所示ꎬ该画面为人桥吊车操作人员的人机界面ꎬ通过 ＧＥ 系列 ＰＬＣ 及触摸屏可以将人桥吊

车的运动区域分为如图所示的几个区域ꎮ 在人桥吊车的大车和小车上安装拉绳编码器ꎬ就可以在人

机界面上了解吊钩目前的实际位置ꎬ在如图 １ 中ꎬ吊钩所在位置为大车位置 ８ ０８３.１ꎬ小车位置 ３ ９２０.６
(定义左上角起点位置为 ０ꎬ０ 位)根据各个区域功能的不同ꎬ可以调节该区域上限位ꎬ下限位的不同位

置以及在各个区域的速度保护ꎮ 这样ꎬ既可以有效地保护燃料组件的安全ꎬ又能提高装卸料的速度ꎮ

图 １　 人桥吊车人机界面

１.２　 人桥吊车与其他设备原设计连锁

人桥吊车在新燃料接收和装卸料期间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ꎬ为了防止由于误操作导致的燃料组

件的损坏ꎬ其不光自身有很多的保护功能ꎬ与 ＰＭＣ 其他设备也有很多的连锁保护ꎮ 在设计院出版的

人桥吊技术规格书中ꎬ人桥吊与 ＰＭＣ 系统中的燃料转运装置以及离线啜吸装置存在连锁ꎬ其连锁功

能分别为:
１)与燃料转运装置的连锁:
———当倾翻架处于垂直状态时ꎬ人桥吊车才能在其上方定位ꎻ
———当倾翻架不在垂直位置时ꎬ人桥吊无法运动到倾翻架的正上方ꎻ
———当人桥吊运动到倾翻架正上方时ꎬ倾翻机不能进行水平、垂直运动ꎻ
———当倾翻架的承载器内装有燃料组件时ꎬ禁止人桥吊车再将燃料组件装入腔内ꎮ
２)与离线啜吸检测装置连锁

———当离线啜吸装置的盖打开时ꎬ人桥吊才能移动到离线啜吸装置的正上方ꎻ
———当人桥吊在离线啜吸装置的正上方时ꎬ离线啜吸的盖子不能运动ꎮ

２　 连锁方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设计院出具的人桥吊车设计说明书和人桥吊技术规格书中ꎬ人桥吊车仅与上述提到了两种设

备有连锁ꎬ但是人桥吊车在燃料水池内活动空间非常大ꎬ需要其在很多区域内完成吊装和转运ꎬ其中

就包含了新燃料升降机区域ꎮ
新燃料升降机也是 ＰＭＣ 系统中的一项重要设备ꎬ安装在燃料厂房的乏燃料贮存水池的池壁上ꎮ
新燃料升降机的主要功能是与人桥吊车和辅助吊车配合一起完成新燃料接收的工作ꎮ 当新燃料

升降机的燃料舱处于高位并达到上限位时ꎬ使用辅助吊车及新燃料组件抓具(短柄工具)将新燃料组

件插入燃料舱中ꎬ然后将燃料舱将之燃料贮存水池的池底ꎬ通过人桥吊及乏燃料组件抓具(长柄工具)
将新燃料组件总燃料舱里取出ꎬ并转运至其他燃料操作或贮存设备中ꎬ以完成新燃料的接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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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设计中ꎬ人桥吊车和新燃料升降机是没有连锁的ꎬ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两方面的误操作而导致

燃料组件受到损坏ꎮ
可能的误操作如下:
１)、新燃料升降机带着新燃料组件未处于新燃料升降机最下方ꎬ这时人桥吊带长柄工具移至新燃

料升降机区域ꎬ有可能长柄工具会碰到新燃料造成损坏ꎮ
２)、人桥吊移至新燃料升降机正在抓取燃料ꎬ而新燃料升降机由于人为失误或设备原因导致新燃

料升降机有上升动作ꎬ这时新燃料升降机的燃料篮便会碰到新燃料而造成燃料损坏ꎮ
出现碰撞的情况:
图 ２ 为新燃料接收时的新燃料升降机燃料舱的正常位置ꎬ燃料舱位于最底部ꎬ若燃料舱位于图 ３

的位置时ꎬ人桥吊车带长柄工具移动过来是会和燃料舱的框架发生碰撞的ꎮ 在方家山核电实际的新

燃料接收过程中ꎬ就确实发生过一次类似的误操作:新燃料升降机还没有运动到最下方ꎬ人桥吊带长

柄工具移至新燃料升降机区域ꎬ长柄工具碰撞到了新燃料升降机燃料舱的框体ꎮ 由于当时人桥吊车

运行速度较慢ꎬ通过检查ꎬ燃料组件没有破损ꎮ 虽然可以通过操作指令来防止此类误操作的发生ꎬ但
是这样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ꎮ 为了保证燃料组件的绝对安全ꎬ应该通过电气连锁保护来避免因为此

类误操作而造成的后果ꎮ

图 ２　 燃料舱位于下限位

　 　
图 ３　 燃料舱不在下限位

３　 连锁改进方法

为了防止上诉的两个“可能”误操作而造成燃料组件的损坏ꎬ需要增加人桥吊车与新燃料升降机

这两台设备之间的连锁保护ꎮ 设计方案如下:
新增连锁一:只有新燃料升降机处于最下端时ꎬ人桥吊才能进入新燃料升降机区域:
如图 ４ 所示ꎬ实现连锁方式为:修改新燃料升降机的 ＰＬＣ 程序ꎬ当新燃料升降机接收到燃料舱下

限位信号后ꎬ新增一个输出点到 Ｑ３.４ꎬ并在 Ｑ３.４ 后接入新增继电器 ６６４ＸＲꎬ以 ６６４ＸＲ 的常开点通过

６５３ＢＮ 的 １９、２０ 号端子ꎬ连入人桥吊 ＰＬＣ 程序的“新燃料升降机区域定位”中ꎮ 当新燃料升降机燃料

舱位于下限位时ꎬ触发动作使 ６６４ＸＲ 动作ꎬ常开点闭合连入人桥吊 ＰＬＣ 设为“１”ꎬ人桥吊车发出命令ꎬ
允许人桥吊车进入新燃料升降机正上方区域ꎻ若新燃料升降机燃料舱未至下限位ꎬ６６４ＸＲ 常开点不闭

合ꎬ人桥吊车收到信号为“０”ꎬ人桥吊车无法进入新燃料升降机正上方区域ꎮ 此外ꎬ为了方便人桥吊车

操作人员判断新燃料升降机是否处于最下限位ꎬ还增加人桥吊人机界面的画面ꎬ当新燃料升降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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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位于最下端限位时ꎬ人机界面上显示绿色字体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ｄｏｗｎ”ꎬ表示此时人桥吊可以进入新燃料升

降机正上方ꎬ若燃料舱不在下限位时ꎬ人机界面上会显示红色字体“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ｕｐ”ꎬ表示此时人桥吊不允

许进入新燃料升降机正上方ꎮ 此显示仅为提示操作人员ꎬ因为电气连锁已经存在ꎬ在“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ｕｐ”的
情况下ꎬ就算操作人员误操作ꎬ人桥吊车也无法进入新燃料升降机正上方区域ꎮ

图 ４　 ＰＬＣ 原理图一

新增连锁二:当人桥吊车位于新燃料升降机的正上方时ꎬ新燃料升降机不允许动作:
如图 ５ꎬ实现连锁方式为:当人桥吊车位于新燃料升降机正上方区域时ꎬ人桥吊车的 ＰＬＣ 程序发

出闭合指令的干接点ꎬ通过新燃料升降机端子排 ６５３ＢＮ 的 １８ 及公共线进入新燃料升降机 ＰＬＣ 程序

内部(Ｉ２.７)发指令为“０”ꎬ这样的状态下不允许新燃料升降机进行上升或下降的动作ꎬ当人桥吊不在

新燃料升降机正上方区域时ꎬ人桥吊车的 ＰＬＣ 程序在该状态下发的指令为“１”ꎬ新燃料升降机 ＰＬＣ 程

序接收到信号后可以进行上升和下降的动作ꎮ 这样就保证了人桥吊车在取出新燃料的过程中ꎬ不会

因为人为的误操作使得新燃料升降机燃料舱的外框碰撞到燃料组件而造成燃料组件的损坏ꎮ
完成这两项新增连锁后ꎬ彻底消除了人桥吊车与新燃料升降机之间发生碰撞的风险ꎮ

４　 结语

人桥吊车与新燃料升降机这两个设备单从控制原理来说并不复杂ꎬ但由于这两个设备要直接参

与操作燃料组件ꎬ为了保障燃料组件的绝对安全ꎬ这两个设备的安全可靠性便显得非常重要ꎮ 在实际

操作中ꎬ发现了这两个设备没有连锁保护ꎬ而这个连锁保护的缺失ꎬ恰好可能导致燃料组件的损坏ꎮ
所以ꎬ新增这两个设备的连锁保护也就非常必要了ꎮ 完成改造后ꎬ可以消除这两个设备的误操作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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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ＰＬＣ 原理图二

致的燃料组件损坏ꎬ也为以后核电厂的人桥吊车设计提供了参考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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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ＥＪ－ＴＳ０１－１９９３ꎬ核电厂专用其中设计准则[Ｓ].
[３]　 朱齐荣.核电厂机械设备及其设计[Ｍ]. 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４]　 张全福.核电站 ＰＭＣ 中的起重设备[Ｊ].机械工程师.　 ２０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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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曲云欢ꎬ(１９８１—)女ꎬ山东蓬莱人ꎬ高级工程师ꎬ主要从事核安全政策与规划研究

摘要:核安全监管是核与辐射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确保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的重要保障ꎮ “十二五”期间ꎬ核与

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初显成效ꎮ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核与辐射环境监测

网络ꎬ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水平有所提升ꎮ “十三五”时期ꎬ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快速发展的形势对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提出了严峻挑战ꎮ 本文深入分析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ꎬ坚持 “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根本方针ꎬ
从核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安全审评、监督执法、监测和应急、研发创新、人才培养、公众宣传、国际合作等方面ꎬ全面提升

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ꎮ
关键词:核与辐射ꎻ安全监管ꎻ“十三五”规划ꎻ基本思路

１　 “十二五”期间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现状与问题

“十二五”期间ꎬ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体系、形成了覆盖全

国的核与辐射环境监测网络ꎬ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ꎬ监管能力稳步提升ꎮ

１.１　 “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１]

(１)国家级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取得进展ꎮ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取得重大进展ꎮ 取得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

(以下简称“基地”)整体项目立项批复ꎻ顺利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ꎻ成功申请前期建设经费ꎬ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正式开工建设ꎮ

各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已基本配备了必要的现场检查和执法技术装备ꎮ 在现场监测方面ꎬ
均已配备各类便携式测量仪器及采样设备ꎬ具备一定的现场监测能力ꎻ在应急监测方面ꎬ现配备有应

急监测车、车载巡测谱仪及必要的个人防护和通讯设备ꎬ具备应急状态下的监测能力ꎮ 目前ꎬ地区监

督站均设立了辐射监测与督察处ꎬ人员编制在 ４~６ 人左右ꎮ 华北站开展了无损检验监督能力建设、辐
射监测与应急监测能力建设两个项目ꎻ东北站建设核与辐射应急信息平台ꎻ华东站的执法仪器和装备

配套开展能力建设ꎬ购置了 ３ 辆应急监测车及其车载监测设备ꎬ建设“环保信息系统”ꎻ华南站开展辐

射环境监测能力及核与辐射应急信息平台建设ꎻ西北站开展核与辐射应急信息平台建设ꎻ西南站开展

核与辐射应急信息平台建设ꎮ
(２)全面推进辐射环境监测能力达标工作ꎮ
完成全国 ３１ 个省(市、区)的辐射监测能力评估ꎮ 根据能力评估结果ꎬ全国 ３１ 个省站(其中浙江

省辐射环境监测站同时作为环境保护部的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中ꎬ全国共有 ２４ 个省达到了能力

建设标准ꎬ占 ７７％ꎮ
(３)全国辐射环境监测体系进一步完善ꎮ
“十二五”期间ꎬ通过中央财政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项目、中央本级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及运行

建设项目ꎬ在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及快速应急监测系统建设、大气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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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本级实验室分析、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及核安全中心建设监管技术支持系统等方面累计投入约 ４
亿元ꎮ 环境保护部通过年度全国核与辐射监管项目ꎬ落实国控点监测的工作经费ꎮ 地方政府也加大

核与辐射安全能力建设投入力度ꎮ
基本建立了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组织体系ꎮ 分别在政府层面与企业层面建立了辐射环境监测组织

体系ꎮ 在政府层面ꎬ已初步建成了 ８ 个国家、３１ 个省级和 １０６ 个地级市三级机构组成的辐射环境监测

组织体系ꎮ 在企业层面ꎬ核电厂、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铀矿冶水冶系统和部分核技术利用单位均

建立的辐射监测机构ꎬ对核与辐射设施内及周边附近区域辐射环境情况及放射性排放情况进行监测ꎮ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进一步完善ꎮ 加强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ꎮ 共布建国控辐射环境质

量监测点位 １ ５３４ 个ꎬ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６７４ 个ꎬ其中新增 ２５ 个自动监测站ꎬ包括 １６１ 个辐射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站ꎬ３２８ 个陆地辐射水平监测点ꎬ３５９ 个土壤监测点、５２１ 个水体放射性水平国控监测断面(包括

１０１ 个地表水监测点ꎬ３４２ 个饮用水源地水监测点ꎬ３１ 个地下水监测点和 ４７ 个海水监测点)ꎬ３４ 个海

洋生物点ꎬ８５ 个电磁辐射监测点ꎮ 国控网监测点位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省)ꎬ包括各直

辖市、省会城市、重要江河、湖泊和国际河流等环境敏感点ꎮ
强化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ꎮ 发布«核电厂辐射环境现场监督性监测系统建设规范»ꎬ指导和规

范核电厂辐射环境现场监督性监测系统的建设ꎬ开展全国 ４２ 个重要核设施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

工作ꎮ
构建了国家—省—地市三级核与辐射应急监测体系ꎮ 为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环境保

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环境保护部 ６ 个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和 ３１ 个省级辐射环境监测机

构各建设了一套核与辐射应急监测调度平台ꎬ为相关省市配备了 １９７ 套快速应急监测系统ꎬ并为重点

地市配置了 ２８８ 辆应急监测车ꎬ各省环保部门也提供相应配套资金支持ꎮ 在应急监测工作中坚持“平
战结合ꎬ常备不懈”的方针ꎬ以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的应急监测及准备工作为切入点ꎬ成功完成日本福

岛核事故及境外核试验对我国环境影响的预警监测ꎬ南京丢源等若干突发辐射事件的应急监测ꎬ同时

圆满完成了“十八大”、ＡＰＥＣ 峰会、上海亚信峰会和南京青奥会等各项重大活动场所环境的应急监测

和应急备勤工作任务ꎮ

１.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２]

虽然“十二五”期间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但国家在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仅占核安全方面中央投资总额的 ５.６％ꎬ与核能发展投资力度相比差距很大ꎬ难
以为核与辐射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ꎮ 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快速发展的形势对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提出了

严峻挑战ꎮ 核安全监管缺乏独立的分析评价、校核计算和实验验证手段ꎬ缺少预警监测能力ꎬ监督执

法装备不强ꎬ核与辐射环境监测体系和应急能力尚不完善ꎬ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建设不足ꎬ人才培养、公
众宣传与国际合作能力有待加强ꎮ

技术研发创新与基础能力建设不足ꎮ 核安全监管技术研发条件较为匮乏ꎬ研发基地部分建设内

容尚未落实ꎮ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 ９.３ 万平方米ꎬ仅涉及实验和

业务用房ꎬ建设资金只支持基本建设费用ꎬ未包含基地内核电厂安全验证能力建设项目等 ６ 大科研验

证实验室及核与辐射安全监控与应急响应能力建设项目等 ４ 项共用配套设施的试验设备购置及运行

等内涵建设经费ꎮ 同时ꎬ目前尚有约 １０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没有落实ꎬ影响了基地核与辐射安全分析

评价、校核计算和实验验证能力的形成ꎮ 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ꎬ缺乏专业的核与辐射安全科研开发队

伍ꎬ研究开发能力差ꎬ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可用性差ꎮ 核安全监管的方法和模式落后ꎬ不能满足新

一代核电厂监督检查的需要ꎮ 核安全审评手段单一ꎬ监管缺乏必要的试验验证手段ꎬ无法开展独立的

审核、计算、试验研究工作ꎬ所得结论缺乏足够的计算和试验依据ꎮ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执法手段尚不完备ꎮ 地区监督站辐射监测与督察的人员编制距离地区监督

站建站标准的要求有一定差距ꎮ 各地区监督站基本没有专门的实验室ꎬ实验室分析能力尚处于起步

阶段ꎻ核安全监管缺乏有效和必要的预警监测应急系统ꎬ现有信息网络渠道难以满足国内高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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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与核技术利用的安全监管需要ꎬ影响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及时性ꎻ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检查方法和手段仍需完善ꎮ
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尚不完善ꎮ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尚不健全、尤其是大气辐射环境自动监测

国控点位较少ꎬ尚有 ４００ 个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未落实ꎬ尚未覆盖到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及边境等敏

感地区ꎬ具有较强环境本底参考值的区域还未设立背景监测点位ꎬ省级辐射环境监测网络处于刚起步

建设阶段ꎬ目前我国的辐射环境监测还不能全面系统、连续地说明我国整体层面和区域层次的辐射环

境空气状况、变化趋势以及对自然资源和公众的影响ꎮ
核与辐射设施的监督性监测未完全覆盖ꎬ流出物监督监测存在空白ꎮ 目前已建成的监测系统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监督性监测要求ꎬ但大部分站点设备故障率较高、运行维护困难ꎬ导致核设施周围辐

射环境失去了有效监督ꎬ不能及时发现环境异常并进行预警ꎻ缺乏对核设施流出物的有效监督ꎮ 对核

设施的监督性监测流出物分析测试能力不足ꎬ不能涵盖所有关键核素ꎮ
应急监测能力不足ꎬ应急系统功能有待加强ꎮ 应急监测仪器装备十分缺乏ꎬ大部分省级辐射应急

机构仅配置了简单的便携式监测采样仪器ꎬ人员防护装备简陋ꎬ没有专用的核污染事件应急监测车ꎬ
快速移动监测能力匮乏ꎮ 应急监测队伍标准化建设、应急监测方法规范化建设比较薄弱ꎮ 部分省份

修订预案缓慢ꎬ未能及时进行预案培训和开展演练ꎮ 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平台在应急基础数据、事故进

程和源项、后果评价、防护措施分析系统、事件调查与信息等各方面均缺少相应的功能与模块ꎻ同时目

前的辐射环境监测系统数据交换时效性差ꎬ且国控点实验室监测数据无法同步到应急平台ꎬ未对全国

辐射环境监测系统数据进行整合ꎮ
国际合作与公众参与能力有待加强ꎮ 核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研究、信息共享、应急响应与援助能力

有待提高ꎮ 核安全公众宣传和教育力量薄弱ꎬ公众参与机制需要完善ꎮ 缺乏必要的人员和手段开展

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公众舆论引导、科普教育等工作ꎬ应对公众事件能力不足ꎮ

２　 “十三五”期间我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需求

核与辐射安全是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的生命线ꎬ是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十
三五”期间ꎬ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仍将高速发展ꎬ对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必须进一步提高监管装备水平ꎬ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业务用房和研发基地等基础设施建设急需加强ꎮ
进一步提高加强核安全监管体系建设ꎬ提高核与辐射安全审评、预警监测能力ꎬ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

督执法能力ꎬ巩固和健全辐射环境监测、应急能力ꎬ提高研发创新能力ꎬ加强人才培养、培训能力ꎬ建立

公众宣传和舆论导向能力ꎬ提高国际合作能力ꎮ 推进核安全监管两个现代化建设ꎬ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能力与核能、核技术同步发展ꎮ

３　 规划目标

构建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ꎬ逐步引入风险指引型监管模式ꎬ建设现代化核安全监管能力ꎬ建成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ꎬ具备较强的校核计算和实验验证能力ꎬ中央本级和地方辐射环

境监测能力明显提升ꎮ 核安全国际合作交流广泛深入ꎬ对国内工作的支持和服务更加有力ꎬ中国在国

际核安全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参与规则指定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ꎬ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与核能、
核技术同步发展ꎮ

４　 主要任务[２ꎬ３]

加强核安全监管体系建设ꎮ 推进核安全监管体系现代化和核安全监管能力现代化ꎬ夯实核安全

监管法规制度、机构队伍、技术能力、精神文化四块基石ꎬ构筑审评许可、监督执法、辐射监测、事故应

急、经验反馈、技术研发、公众沟通和国际合作八项支撑ꎮ
提高核与辐射安全审评、预警监测能力ꎮ 优化 Ａ / Ｂ 角审评制度ꎬ完善技术审评机制ꎮ 借鉴国际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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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经验ꎬ推进标准化审评方式ꎬ完善适用于我国安全监管需要的审评方法体系ꎮ 着力提高独立验证与

校核计算、核设施概率安全分析、核电厂安全性能试验、研究堆安全评价、核设施反恐应急和事故后果

评价预测等能力ꎮ 创新行政许可改革方式ꎬ不简单“取消”或“下放”许可权利ꎬ进一步优化审批许可

程序ꎮ 以推进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为重点ꎬ提高国家核安全监管能力ꎮ ２０１８ 年

底前完成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土建工程ꎬ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

术研发基地ꎮ
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执法能力ꎮ 强化监督站现场监督执法能力建设ꎬ改善监督站业务用房、现

场检查和执法的技术装备ꎮ 建立完善的执法工作程序ꎬ坚持依法从严的原则ꎬ对于带有主观故意倾向

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ꎮ 合理利用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技术ꎬ加大 ＰＳＡ 技术成果应用ꎬ研究并试点

开展风险指引型监督检查ꎬ提高监管效率ꎮ 规范职业照射剂量管理ꎬ统一各类核设施、铀矿冶设施职

业照射剂量统计标准ꎬ实现归口化管理ꎮ
完善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ꎮ 建成约 １ ７８０ 个监测点位构成的国家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网ꎬ建设

３４６ 个大气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ꎬ其中新建站点 ３２５ 个ꎮ 加大饮用水源地和土壤的放射性监测力度ꎬ
开展近岸海域的相关放射性监测工作ꎬ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的国控点覆盖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八大

江河、五大湖泊和重要的国际河流等重要环境敏感点ꎮ 督促各省级环保部门做好省控网的建设和运

行管理ꎬ布设的监测点位逐步覆盖至县一级ꎮ 推动新建自动站项目的申报工作ꎬ做好选址等前期工

作ꎮ 做好已建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维护工作ꎮ 开展三峡库区等重点地区水体放射性水平

调查ꎮ
加强重要核设施等的监督性监测ꎮ 做好国家重点监管核设施外围监督性监测系统升级改造及后

续运维管理工作ꎬ提高系统监测预警能力ꎻ做好核电厂辐射环境现场监督性监测系统建设工作ꎬ确保

新建核电厂外围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监测数据及流出物监测系统监测数据在核电厂投运前实时传输到

国家数据汇总中心ꎻ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做好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维护ꎻ推进研究堆、
实验堆ꎬ核燃料循环设施和铀矿冶系统的监督性监测工作ꎬ确保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方法的科学性ꎮ

提升应急监测能力ꎮ 加强省、地市级辐射监测应急能力建设ꎬ推进省级及其地级市辐射监测单位

快速应急监测系统建设ꎬ使核与辐射应急监测快速响应能力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ꎮ 开展东北边境及

周边地区的核与辐射应急能力建设ꎬ建立有效应对东北边境及周边地区突发核污染事件的预警、应急

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ꎮ 定期修订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方案(程序)ꎬ加强应急监测能力建设和应急监测

人员培训ꎬ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监测演练ꎮ
提高研发创新能力ꎮ 重点开展核电厂安全技术研究ꎬ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技术研究ꎬ核

安全设备安全技术研究ꎬ放射性废物安全技术研究ꎬ核技术利用安全技术研究ꎬ核材料管制和放射性

物品运输安全技术研究ꎬ辐射防护技术、辐射影响和评价以及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研究ꎬ辐射环境监

测技术方法研究ꎬ应急响应技术研究ꎬ核反恐怖技术研究ꎮ 夯实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活动技术支持基

础ꎬ培育和奠定核与辐射安全关键技术的科研能力ꎮ
加强人才培养、培训能力ꎮ 开展人才培养的政策研究ꎬ实施人才规划ꎬ建立人才培养体系ꎮ 优化

人才的选拔、任用和管理机制ꎬ优化人才交流机制ꎬ从政策、待遇、发展等各方面培养和吸引人才ꎮ 加

强人才培训基础条件建设ꎬ通过政、学、研、产相结合等多种模式ꎬ切实推进人才培养基地及培训中心

建设ꎬ建立培训平台ꎬ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展人才培训工作ꎮ 建立核与辐射安全知识管理体系ꎮ 建立

国家核与辐射安全培训基地ꎬ开展全方位的技术技能培训ꎮ 建立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人员技术资质管

理与培训体系ꎬ建立注册核安全工程师管理、培训体系ꎬ建立核反应堆操纵员人才库及动态管理系统ꎬ
建立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验证中心、核安全设备焊接特种人员考官培训示范中心ꎮ

建立公众宣传和舆论导向能力ꎮ 积极推进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公众宣传ꎬ借鉴国际先进经

验ꎬ开展公众宣传的国家政策研究ꎬ积极推进公众宣传基础条件和能力建设ꎮ 建立核与辐射公众事件

应对机制ꎬ加强突发核事故对环境、人口、经济、社会运行影响的快速评估和预警能力建设ꎬ加强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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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影响下人员恐慌等社会舆情的监控能力建设ꎬ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能力ꎮ
提高国际合作能力ꎮ 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设立核安全国际交流机构ꎬ进一步加强同国际原子能

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合作ꎮ 加强合作研究、信息共享、经验反馈、培训交流、同行评估、应急响应与援助

的国际合作ꎮ 加强核安全技术引进与合作开发ꎮ 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和区域核安全交流与合作ꎮ 提

高核安全领域相关国际公约履约能力ꎮ

参考文献:
[１]　 «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终期评估报告[Ｒ].
[２]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十三五”规划[Ｒ].
[３]　 “十三五”辐射环境监测体系实施方案[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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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因失效分析对核电厂系统失效概率预计的影响

李朝君ꎬ左嘉旭ꎬ宋　 维ꎬ陈　 妍ꎬ郑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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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朝君(１９８６—)ꎬ男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概率安全分析及可靠性技术研究工作

基金项目: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厂重大专项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ＺＸ０６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８)

摘要:在核电厂系统中ꎬ由于冗余系统和设备较多ꎬ共因失效是一个普遍的特征ꎮ 但是由于不同位置的同类阀门所处

环境的压力、温度等不同ꎬ是否应考虑共因失效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在串联系统或并联系统中ꎬ是否考虑共因对结果有

不同的影响ꎬ经过分析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ꎬ并联系统考虑共因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会增大ꎻ串联系统考虑共因时ꎬ系
统的失效概率会减小ꎮ 串联或并联系统ꎬβ 因子在小于 ０.０１ 时对系统失效概率影响较小ꎬ在 ０.１~１ 范围内对失效概率

影响较大ꎮ
关键词:共因失效ꎻ串联系统ꎻ并联系统ꎻβ 因子

ＰＳＡ 作为核电厂安全分析的有效工具ꎬ其开发和利用代表了未来核安全技术的发展方向ꎬ已经并

将为确保核能安全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核电厂安全分析研究中ꎬ在 ＰＳＡ 及共因失效分析方面ꎬ国际上已

经积累了多年的 ＣＣＦ 分析经验ꎬ但是共因失效分析对串联和并联系统的系统失效概率的影响研究较

少ꎮ 本文是在对新建核电厂概率安全评价报告的安注系统故障树模型进行校核计算过程中ꎬ发现报

告中同一列不同位置的同类阀门考虑了共因失效ꎬ但是由于不同位置的同类阀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温
度等不同ꎬ是否应考虑共因失效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现将共因失效分析对核电厂串联和并联系统失效

概率的预计影响进行讨论研究ꎮ

１　 共因失效

核电厂中很多系统都采用冗余技术来保证可靠性ꎬ它们都工作在极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条件下ꎬ由
于空间上、环境上、设计上以及人的因素所造成的失误等原因ꎬ使得部件的失效不能再认为是独立的

失效事件ꎮ 通常某一外部事件可能使 ｎ 个部件同时不正常ꎬ乃至发生故障ꎮ 实际上是它们最终为相

同原因的失效ꎮ 高可靠性系统ꎬ尤其是在安全系统中ꎬ共因故障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ꎬ有些情况ꎬ它对

系统失效概率的贡献占 ２０％~８０％[１]ꎮ 许多严重的恶性事故的发生ꎬ都可能是由于某种共同的因素

导致ꎬ因此共因故障分析的研究是系统可靠性分析不可缺少的部分ꎮ

１.１　 共因失效的定义

为增加系统的可靠性ꎬ经常对系统中的设备进行冗余配置ꎮ 在多个设备构成的冗余结构中ꎬ往往

存在独立失效和相关失效两种情况ꎮ 相关失效是指在同一时间或规定时间段内ꎬ由于系统间或元件

间的空间、环境、设计、人为失误等原因而引起的 ２ 个或多个设备失效的状态ꎮ 共因失效是相关失效

的一种ꎬ是由一个以上的组件、模块或者设备因为具有相同的原因而导致的失效ꎮ 导致共因故障的原

因有很多ꎬ比较常见的有[２]:
(１)设计上的错误ꎻ
(２)相同的制造和加工缺陷ꎻ
(３)储存、运输以及安装方面的失误ꎻ
(４)运行人员的错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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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共同原因的影响ꎮ
当设备之间存在共因失效时ꎬ设备之间的失效不是相互独立的ꎮ 此时ꎬ可以将设备失效原因分为

两类:一类是由于设备各自的独立原因引起的失效ꎻ另一类是共同原因引起的失效[ ３ ]ꎮ
«共因失效数据库及分析系统»(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２６８)报告[ ４ ]中对 ＰＷＲ 辅助给水系统气动阀统计

结果也表明ꎬ对 ＰＳＡ 所考虑的失效模式(如ꎬ拒开、拒关、不能保持关闭位置)ꎬＰＷＲ 辅助给水系统气动

阀总共发生独立失效事件 １９７ 起ꎬＣＣＦ 事件 ４２ 起ꎬＣＣＦ 事件占到了 １７％ꎮ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ꎬ对
于某些系统设备ꎬＣＣＦ 事件也可占到一定的份额ꎬ考虑到 ＣＣＦ 直接导致系统冗余功能丧失ꎬ其故障后

果严重ꎬ为此必须对 ＣＣＦ 事件加以重视ꎮ

１.２　 共因失效模型

对存在共因失效的系统进行定量分析时ꎬ常用的模型有:基本参数模型、α 因子模型、ＭＧＬ 模型、β
因子模型、β 二项式失效率(ＢＦＲ)模型[ ５ꎬ６ꎬ７ ]ꎮ

基本参数模型是用基本事件发生概率表示的 ＣＣＦ 模型ꎬ此基本事件是指在系统逻辑模型中代表

部件或部件组处于失效状态的事件ꎮ
根据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２６８ 中的定义ꎬ用一系列失效的比率和部件总的失效概率来确定共因失效频

率的模型称 α 因子模型ꎮ
ＭＧＬ 模型采用多个希腊字母作为共因参数ꎬ这些多个希腊字母参数组成了一个部件失效的总的

部件失效概率ꎮ
β 因子模型是 ＭＧＬ 模型的特例ꎬ或将 ＭＧＬ 模型可简化为 β 模型ꎬ即将失效分成独立失效和共因

失效两部分ꎬ其中独立失效部分占的份额为 １－βꎬ剩下的则为两个或更多部件共因失效所占的份额

β[ ８ ]ꎮ 利用 β 因子模型计算一个由 ｎ 个部件组成的共因失效组ꎬ其中 Ｑ１ 为独立失效概率ꎬＣＣＦ 事件失

效概率如下[ ９ ]:
Ｑ１ ＝ (１ － β)Ｑｔ (１)

Ｑｋ ＝ ０(ｋ ＝ ２ꎬ３ꎬꎬｎ － １) (２)
Ｑｎ ＝ βＱｔ (３)

式中:Ｑｋ ———ＣＣＦ 组中 ｋ 个部件由于共因而发生失效的概率ꎻ
ｎ———ＣＣＦ 组中基本事件的数目ꎻ
Ｑｔ ———ＣＣＦ 组中每一个基本事件的总的失效概率ꎮ

２　 串联系统的共因失效分析

串联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 ｎ 个单元中任何一个单元失效则系统就失效的一种系统ꎮ 换句话说ꎬ
必须全部单元完好ꎬ系统才算完好[１０]ꎮ 图 １ 为串联系统的示意图ꎬ图 ２ 为单元 Ａ 和 Ｂ(串联系统分析

过程中ꎬ将新建核电厂安注系统中 Ａ 列的 ０２８、０２９ 分别由单元 Ａ 和 Ｂ 代替)组成的串联系统不考虑共

因失效的故障树ꎮ 目前 ＲＩＳＫ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软件在处理共因失效时ꎬ多采用一阶近似ꎬ这是因为二阶近

似处理的值相比于一阶要小的多ꎬ可以忽略不计ꎮ 所以本文在理论推导中也采用一阶近似处理ꎮ
不考虑共因失效ꎬ此时单元 Ａ 和 Ｂ 独立失效ꎬ串联系统故障树顶事件发生的概率如公式(４)所示ꎮ

Ｆ１(ＴＯＰ) ＝ Ｆ(Ａ ∪ Ｂ) ＝ Ｆ(Ａ) ＋ Ｆ(Ｂ) － Ｆ(ＡＢ) ≈ Ｆ(Ａ) ＋ Ｆ(Ｂ) (４)
式中:Ｆ１(ＴＯＰ) 为不考虑共因故障时ꎬ串联系统故障树顶事件发生的概率ꎻ Ｆ(Ａ) 为单元 Ａ 的失效概

率ꎻ Ｆ(Ｂ) 为单元 Ｂ 的失效概率ꎮ
其中ꎬ Ｆ(Ａ) 、 Ｆ(Ｂ) 均为包含共因失效因素的失效概率ꎬ两失效概率的值较小时ꎬ才能近似为式

(４)的结果ꎮ

图 １　 串联系统可靠性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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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Ａ、Ｂ 串联系统不考虑共因失效的故障树

图 ３ 为 Ａ、Ｂ 串联系统考虑共因失效的逻辑图ꎮ 当考虑 Ａ、Ｂ 的共因失效时ꎬ根据 ＲＩＳＫ ＳＰＥＣＴＵＲＭ
软件对共因模型的处理ꎬ故障树中: Ｆ(Ａ) ＝ Ｆ(Ａ' ＋ ＣＣＦＡＢ) ꎬ Ｆ(Ｂ) ＝ Ｆ(Ｂ' ＋ ＣＣＦＡＢ) ꎬ可以得出:

图 ３　 Ａ、Ｂ 串联系统考虑共因失效的故障树

Ｆ２(ＴＯＰ) ＝ Ｆ(Ａ' ∪ Ｂ' ∪ ＣＣＦＡＢ) ＝ Ｆ(Ａ') ＋ Ｆ(Ｂ') ＋ Ｆ(ＣＣＦＡＢ) － Ｆ(Ａ'Ｂ') － Ｆ(Ａ'ＣＣＦＡＢ) －
Ｆ(Ｂ'ＣＣＦＡＢ) ＋ Ｆ(Ａ'Ｂ'ＣＣＦＡＢ) ≈ Ｆ(Ａ') ＋ Ｆ(Ｂ') ＋ Ｆ(ＣＣＦＡＢ)

(５)

式中:Ａ' 为单元 Ａ 独立失效事件ꎻ ＣＣＦＡＢ 为单元 Ａ 和单元 Ｂ 共因失效事件ꎻ Ｂ' 为单元 Ｂ 独立失效事

件ꎻ Ｆ２(ＴＯＰ) 为考虑共因失效时ꎬ串联系统故障树顶事件发生的概率ꎻ Ｆ(Ａ') 为单元 Ａ 独立失效概

率ꎻ Ｆ(Ｂ') 为单元 Ｂ 独立失效概率ꎮ
公式(５)为考虑共因失效时ꎬ串联系统的顶事件失效概率ꎮ 由于共因失效多发生在冗余或表决系

统中ꎬ而这些系统的组成单元多为相同的单元ꎬ因此本文假设单元 Ａ 和 Ｂ 具有相同的失效概率ꎮ 综合

公式(４)和(５)对比可以看出: Ｆ１(ＴＯＰ) > Ｆ２(ＴＯＰ) ꎬ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元组成

的串联系统ꎬ失效概率的预计值在考虑共因失效时比不考虑共因失效时偏小ꎮ

３　 并联系统的共因失效分析

并联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 ｎ 个单元中ꎬ所有单元失效系统就失效ꎮ 如图 ４ 所示ꎬ考虑一个由 Ａ、Ｂ
两单元(并联系统分析过程中ꎬ将新建核电厂安注系统 Ａ / Ｂ 两列的阀门 ０２８Ａ 和 ０２８Ｂ 分别由单元 Ａ 和

Ｂ 代替)构成的并联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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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并联系统可靠性框图

　 　
图 ５　 Ａ、Ｂ 并联系统不考虑共因失效的故障树

以单元 Ａ 和单元 Ｂ 的并联系统为例进行共因失效分析ꎬ不考虑共因失效的故障树如图 ５ 所示ꎬ图
６ 为共因失效的等效图ꎮ

假设系统在某环境下工作时有三类独立环境因素ꎬ它们的出现会分别导致某些单元失效ꎮ 设第 ｉ
类因素出现的事件为 Ｕｉꎬ服从参数为 λＡ、λＢ 的指数分布ꎬ它的出现会导致单元 χ

ｉ 失效ꎬｉ ＝ １ꎬ２ꎮ 第三

类因素出现的时间为 Ｗꎬ服从参数为 λＣ 的指数分布ꎬ它的出现会导致两个单元同时失效ꎮ 记设备 χ
ｉ

的随机寿命为 Ｘ ｉꎮ

图 ６　 Ａ、Ｂ 并联系统共因失效模式等效图

如图 ６ 所示ꎬ共因失效模式的 Ａ、Ｂ 两单元组成的并联系统等价于三个独立单元组成的一个串并

联系统ꎬ单元 Ａ′、Ｂ′、ＣＣＦＡＢ的寿命分别服从参数为 λＡ、λＢ、λＣ 的指数分布ꎮ Ａ、Ｂ 两单元组成的系统寿

命为 Ｘꎬ则有可靠度为:
Ｒ(ＴＯＰ) ＝ Ｒ(Ｘ > ｔ) ＝ Ｒ(ＸＡ > ｔ或 ＸＢ > ｔ) ＝ Ｒ[(Ａ′∪ Ｂ′) ∩ＣＣＦＡＢ] ＝ Ｒ(Ａ′∪ Ｂ′)Ｒ(ＣＣＦＡＢ) ＝

Ｒ(ＣＣＦＡＢ)[Ｒ(Ａ′) ＋ Ｒ(Ｂ′) － Ｒ(Ａ′Ｂ′)] ＝ ｅ －λＣｔ(ｅ －λＡｔ ＋ ｅ －λＢｔ － ｅ －(λＡ＋λＢ) ｔ)ꎬｔ ≥ ０ (６)
式中:Ｒ(ＴＯＰ) 为并联系统顶事件的可靠度ꎻ Ｒ(Ａ′) 为单元 Ａ′的可靠度ꎻ Ｒ(Ｂ′) 为单元 Ｂ′的可靠度ꎻ
Ｒ(ＣＣＦＡＢ) 为单元 ＣＣＦＡＢ的可靠度ꎮ

定义共同失效因子为:

β１ ＝
λＣ

λＡ ＋ λＣ
ꎬ β２ ＝

λＣ

λＢ ＋ λＣ
(７)

式中:β１ 为单元 Ａ 的共因失效因子ꎻ β２ 为单元 Ｂ 的共因失效因子ꎮ
本文中ꎬ单元 Ａ、Ｂ 均为同种单元ꎬ所以 β１ ＝ β２ ＝ β ꎮ 式(６)可以进一步转化为:

ＲＳ( ｔ) ＝ ｅ －λＡ
β

１－βｔ(ｅ －λＡｔ ＋ ｅ －λＢｔ － ｅ －(λＡ＋λＢ) ｔ) (８)
由公式(８)可以看出ꎬ当不考虑共因失效ꎬ即 β＝ ０ 时ꎬ系统可靠性明显增大ꎮ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并联系统考虑共因失效比不考虑共因失效时系统的故障事件发生概率偏大ꎮ

４　 β 因子对共因分析的影响

考虑到 β 因子模型是 ＭＧＬ 模型的简化ꎬ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本文以 β 因子模型为例进行分析ꎬ研
究共因模型对串并联系统的影响ꎮ

４.１　 β 因子对串联系统的影响

为研究 β 因子对串联系统的影响ꎬ分别在单元 Ａ、Ｂ 失效概率为 １.３１×１０－２、１.３１×１０－３、１.３１×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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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１０－５的情况下ꎬ对串联系统在不同的 β 因子下进行计算分析ꎬ计算结果如图 ７ 所示ꎮ

(ａ)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２

　
(ｂ)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３

(ｃ)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４ 　 　 　 　 　 　 　 　 　 (ｄ)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５

图 ７　 串联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变化趋势图

图 ７ 为串联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变化趋势图ꎮ 由此可以看出:串联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增大而减小ꎮ 单元 Ａ、Ｂ 在不同的失效概率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变化基本一致ꎮ 在

此例中 β 因子在小于 ０.０１ 的情况下ꎬ对系统失效概率的影响很小ꎬ而在 ０.１~１ 的情况下对系统的失效

概率影响很大ꎮ 在考虑共因失效时ꎬ当 β 因子低于 １.３×１０－４ꎬ系统的失效概率值基本一致ꎬ近似等于

２.６１８×１０－３ꎮ 在 Ａ、Ｂ 相同的失效概率下ꎬ不考虑共因失效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为 ２.６１８×１０－３ꎮ 因此可

以看出ꎬ考虑共因失效当 β 因子低于 １.３×１０－４ꎬ与不考虑共因失效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基本一致ꎮ
β 因子在一定的范围内ꎬ串联系统在考虑共因失效时ꎬ使得系统的可靠性计算结果偏大ꎮ 但是在

一条支路中ꎬ由于同一类单元所处的环境不同(温度、压力等)会使得单元的失效相关性降低ꎬ因此在

考虑串联系统的共因失效时要考虑上述因素ꎮ

４.２　 β 因子对并联系统的影响

为研究 β 因子对并联系统的影响ꎬ在单元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２、１.３１×１０－３、１.３１×１０－４、
１ ３１×１０－５的情况下ꎬ对并联系统在不同的 β 因子下进行计算分析ꎬ计算结果如图 ８ 所示ꎮ

图 ８ 为并联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变化趋势图ꎮ 由此可以看出:并联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增大而增大ꎮ 设备 Ａ、Ｂ 在不同的失效概率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变化基本一致ꎮ β
因子在小于 ０.０１ 的情况下ꎬ对系统失效概率的影响很小ꎬ而在 ０.１~１ 的情况下对系统的失效概率影响

很大ꎮ 在 Ａ、Ｂ 相同的失效概率(１.３１×１０－３)下ꎬ不考虑共因失效时系统的失效概率为 １.７１６×１０－６ꎬ与
考虑共因失效时 β 因子低于 １.３１×１０－７时系统的失效概率值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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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２ (ｂ)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３

(ｃ)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４ 　 　 　 　 　 　 　 　 　 (ｄ)　 Ａ、Ｂ 失效概率均为 １.３１×１０－５

图 ８　 并联系统的失效概率随 β 因子的变化趋势图

β 值在一定的范围内ꎬ并联系统在考虑共因失效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增大ꎮ

５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串联或并联系统中ꎬ是否考虑共因失效对结果有不同的影响ꎮ 一般情

况下ꎬ并联系统考虑共因失效比不考虑共因失效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增大ꎻ串联系统考虑共因失效比

不考虑共因失效时ꎬ系统的失效概率减小ꎮ
在设备 Ａ、Ｂ 失效概率相等时:在统计到共因失效因子小于 ０.０１ 时ꎬ可以考虑不进行共因失效分

析ꎬ相反则必须采用共因失效模型进行分析ꎮ 因此在进行共因失效分析时ꎬβ 因子的取值要慎重ꎬβ 因

子的数值取决于系统和单元的具体情况ꎬ可以通过实验数据和经验反馈获得ꎮ 在核电厂概率安全分

析过程中ꎬ要经过分析ꎬ选出适合本系统设备的 β 因子ꎬ以使 ＰＳＡ 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ꎮ
在新建核电厂安注系统校核计算过程中ꎬ是否考虑共因失效对系统的失效概率影响不大ꎬ但是考

虑到在整个 ＰＳＡ 报告中还有很多系统(例如 ＣＭＴ 系统等)考虑了共因失效ꎬ因此最终共因失效对整个

电厂的 ＰＳＡ 结果有多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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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彦(１９７６—)ꎬ男ꎬ内蒙古兴和人ꎬ工程师ꎬ博士ꎬ现从事核与辐射应急工作

摘要:对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的准确评估是检验演习效果的主要依据ꎬ文章分析了演习评估过程中涉及的基本要

素ꎬ包括与法规预案的衔接一致性、指挥体系的健全顺畅性、情景设计的逻辑合理性、各单位部门的配合协同性、响应

行动的规范有效性、后勤保障的完备可用性等内容ꎬ同时对评估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原因进行了分析ꎬ为做好演习评估

工作ꎬ充分发挥评估作用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核与辐射ꎻ应急演习ꎻ评估ꎻ要素

近年来国际上涉核事件频发ꎬ特别是我国周边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朝鲜多次核试验等事件带

来的影响ꎬ以及国内核设施的不断增加和核技术利用水平的不断提高ꎬ都给我国辐射环境应急工作带

来严峻挑战ꎮ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核与辐射突发事件ꎬ做好应急响应工作ꎬ提高应急能力水平ꎬ就必须

高度重视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工作ꎮ
演习是维持应急响应能力的必要手段ꎬ通过演习ꎬ可以检验相关应急预案和程序、锻炼应急队伍、

磨合应急管理机制ꎬ使应急响应人员保持时刻警惕ꎬ熟悉应急设施、设备情况ꎬ掌握应急响应程序ꎬ真
正做到常备不懈ꎬ同时通过演习也可以查找各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ꎬ进行持续改进ꎮ 为真正达到演习

的目的ꎬ就必须扎实做好演习评估工作ꎬ通过评估反映出演习中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假象ꎬ不断提高核

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的检验效果[１]ꎮ

１　 演习的种类

核与辐射事故种类繁多ꎬ根据法规定义ꎬ核事故是指核设施内的核燃料、放射性产物、废料或运入

运出核设施的核材料所发生的放射性、毒害性、爆炸性或其他危害性事故ꎬ或一系列事故[２]ꎻ辐射事故

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ꎬ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照射[３]ꎮ

１.１　 核事故应急演习

按照定义ꎬ核事故是特指核设施内发生的ꎬ因此根据我国核设施的种类ꎬ对应的演习可分为核电

厂核事故应急演习、研究堆核事故应急演习和核燃料循环设施核事故应急演习[４]ꎮ 其中ꎬ根据事故可

能达到的级别ꎬ核电厂核事故应急演习可以发展到场外应急ꎬ其他两类仅达到场区应急级别ꎮ 除了核

设施自行组织的核事故应急演习ꎬ国家相关管理部门ꎬ如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国家核安全局、
卫计委、各省级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等都可以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的核事故应急

演习[５－７]ꎮ

１.２　 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对辐射事故来说ꎬ仅按照辐射来源ꎬ就包括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ꎬ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

设施发生的辐射事故ꎬ铀矿冶及伴生矿开发利用中发生的环境辐射污染事故ꎬ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发生

的辐射事故ꎬ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境外核试验、核事故及辐射事故ꎬ国内外航天器在我国

境内坠落造成环境辐射污染的事故ꎬ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等种类[８]ꎬ因此可依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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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类别开展相应的辐射事故应急演习ꎻ同时ꎬ对于可能涉及辐射事故的各级管理机构ꎬ如国家核安全

局、卫计委、省级地方政府和辐射管理机构、地市级政府和辐射管理机构、质检、海关、运输、边检口岸、
核技术利用单位等都可以组织开展相关辐射事故应急演习[９－１２]ꎮ

１.３　 演习的形式

对核事故或辐射事故应急演习ꎬ根据演习规模ꎬ都可以分为专项演习、综合演习[４]、联合演习等形

式ꎮ 专项演习是为了检验、巩固和提高应急组织或应急响应人员执行某一特定应急响应技能而进行

的演习ꎮ 参加专项演习的可以是担任某个岗位的个人ꎬ可以是一个应急组ꎬ也可以是多个应急响应

组ꎬ专项演习可以单独进行ꎬ也可以作为较大规模应急演习的组成部分来进行ꎮ 综合演习是为了全面

检验、巩固和提高本系统内应急组织体系下各应急响应组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ꎬ同时检查应急计划

和程序的有效性而举行的演习ꎮ 联合演习是由多个单位或不同系统、不同行业的部门ꎬ在国家或省、
市级地方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开展的演习行动ꎬ以检验多部门联合协同性和整体应急响应能力ꎮ

此外ꎬ按照演习目的ꎬ还可分为检验性演习、示范性演习和研究性演习等形式[１３]ꎮ

２　 演习评估要素分析

尽管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种类繁多ꎬ各种演习开展的规模、人员、范围、特点等也各不相同ꎬ但
在演习涉及的基本要素上ꎬ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致性ꎮ 为做好演习评估工作ꎬ评估人员一方面要

尽可能完整地对演习过程进行全面评价ꎻ另一方面演习评估人员更应集中有限的时间和精力ꎬ重点抓

住演习的关键环节和基本要素开展评估工作ꎮ 演习过程中的评估要素主要包括与法规预案的衔接一

致性、情景设计的逻辑合理性、指挥体系的健全顺畅性、各单位部门的配合协同性、响应行动的规范有

效性、后勤保障的完备可用性等ꎮ

２.１　 与法规预案的衔接一致性

演习行动与法规预案是相互作用的ꎬ一方面ꎬ法规预案可以指导演习响应等行动的有序开展和正

确实施ꎬ确保演习响应行动有据可依ꎬ以避免行动中出现的盲目性和无序性ꎻ另一方面ꎬ通过演习响应

等行动的开展ꎬ经验的总结交流ꎬ可以及时发现现行法规预案中的不足之处ꎬ是否与实践脱节等问题ꎬ
为法规预案的修订提供实践依据ꎬ确保法规预案等纲领性文件能够与时俱进ꎬ进一步促进其发挥出有

效的指导作用ꎮ
对一致性的评估ꎬ应从以下几点关注:首先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都应满足国家相关法规预案的

基本要求ꎬ核事故可主要依据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及有关导则等法规ꎬ辐射事故可主要依据突

发事件应对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法规ꎻ其次ꎬ核事故应急演习主要应该考

虑与该设施应急计划的一致性ꎬ辐射事故应考虑与本省、市等相关辐射应急预案或突发事件预案ꎬ以
及本单位自身应急预案、方案等的一致性ꎻ第三ꎬ在具体的演习响应行动中ꎬ参与的各相关单位、专业

组也应注意所采取的响应行动与具体的事故处置规程和相关实施程序的一致性ꎮ 实际演习中ꎬ有时

会出现相关预案修订不及时、文件失效ꎬ实施程序处置规程不完整、缺项较多的情况ꎬ这样的演习就不

能充分发挥出预案程序的指导作用ꎬ也不利于检验相关文件的有效性ꎮ

２.２　 情景设计的逻辑合理性

在演习准备阶段ꎬ一般要对演习方案和情景设计ꎬ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审查ꎬ对其逻辑性和合理性

进行重点分析[１４]ꎮ 在演习开始后ꎬ方案已经定型ꎬ不会再有大的变化ꎬ但对于演习评估人员ꎬ在评估

过程中ꎬ仍然需要将演习情景设计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作为评估的重点之一ꎮ 因为尽管经过演习前审

评ꎬ在演习中仍然可能会出现情景设计上与实际应急响应工作不相符合的情况ꎬ这种不符合可能会影

响演习的连贯性和响应动作的协调一致性ꎻ同时对于出现的这种不符合情况ꎬ应急指挥员应该不拘泥

于演习情景和脚本ꎬ对其进行及时纠正ꎬ确保演习过程能够顺利进行ꎬ这也是对指挥员应急指挥能力

的检验ꎮ 例如ꎬ某单位在某次辐射事故应急演习中ꎬ为确保模拟的事故能够达到一定的等级ꎬ情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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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叠加了多个较低等级的辐射事故ꎬ但在实践中该单位的这种响应情况基本不会出现ꎬ这样的演习

就可能成为“为演习而演习”ꎬ不能充分达到演习的检验效果ꎮ 此外ꎬ在演习后的总结评估中ꎬ评估人

员也应根据演习情况及时指出情景设计中的存在问题ꎬ通过这种实践反馈ꎬ可以纠正情景设计中存在

的有时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ꎬ为今后的演习和响应工作提供经验指导ꎮ

２.３　 指挥体系的健全顺畅性

应急指挥体系的健全高效是确保演习和响应行动成败的关键ꎮ 由于应急指挥体系多数是兼设机

构ꎬ因此只有通过演习才能起到检验指挥体系的作用ꎬ做好对指挥体系的评估对演习的成功评估至关

重要ꎮ 首先要确保指挥体系完整健全ꎬ合理高效ꎮ 在应急指挥上ꎬ要形成高效的替代人机制ꎬ任何时

候应急指挥都不能断档ꎬ同时也要防止出现指挥人员过多ꎬ出现推诿扯皮ꎬ导致决策效率低下的情况ꎻ
在业务分组上ꎬ要根据各单位实际情况合理设置ꎬ既要避免响应组织职能重叠ꎬ又要防止专业组设置

不完整ꎬ出现有活无人干的现象ꎮ 其次是指挥部与现场各专业组之间的信息沟通应保证及时高效ꎬ畅
通无阻ꎮ 一方面ꎬ各专业组要将从演习起始的人员到位情况直到后续每一步应急行动、处置应对等情

况都及时上报指挥部ꎬ确保指挥员能够及时掌握一手事故信息ꎬ为开展指挥决策提供依据ꎻ另一方面ꎬ
指挥员应根据事故全局的进展情况及时下达相关指令到每个专业组ꎬ切勿产生遗漏导致现场人员无

所适从的情况出现ꎮ 第三评估人员还应高度关注应急指挥的决策过程ꎮ 指挥员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

掌握事故信息ꎬ听取专家技术研判ꎬ依据法规预案、事故规程等指导文件ꎬ结合事故进展ꎬ经过指挥部

成员间一定的讨论和分析后ꎬ及时下达相关行动指令ꎮ 实际演习中有时会出现个别指挥人员按照脚

本念课文的情况ꎬ这样的演习仅仅起到了熟悉演习流程的作用ꎬ对提高指挥人员实际响应能力的意义

不大ꎮ

２.４　 各单位部门的配合协同性

在日常工作中ꎬ各单位都按照编制建制有序开展工作ꎻ而在应急响应时ꎬ往往需要多单位、多部门

配合协同开展事故响应工作ꎮ 为提高组织效率和节约资源ꎬ大多数应急组织都是采用“专兼结合”的
方式编成的ꎬ应急人员来自众多单位和部门ꎬ因此单位和部门间的协同对事故的快速和正确处置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ꎬ也是演习评估检验的重点ꎮ 评估中ꎬ一方面要关注主演单位与外部的协调配合ꎮ 如在

核事故演习中ꎬ特别是当涉及场外应急时ꎬ事故的响应处置往往会达到省部级层面ꎬ政府间各部门如

环保、公安、卫生、交通、通信、消防、民政、宣传等多部门都会参与其中ꎬ主演单位应积极加强与政府各

部门的协同ꎬ确保事故响应顺利进行ꎻ而在辐射事故演习中ꎬ也经常需要联动环保、公安、卫生、宣传、
通信等部门ꎬ协同的一致和有效同样至关重要ꎮ 另一方面ꎬ也要关注主演单位各部门间的协同配合ꎮ
根据分工不同ꎬ演习单位的响应组织往往有多个专业组ꎬ少的 ３~５ 个ꎬ多的十余个ꎬ这些专业组之间的

协同配合ꎬ对迅速处置事故同样十分重要ꎬ特别是响应行动密切关联的分组之间ꎬ采取动作的先后顺

序和协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差错ꎬ各组之间应有专人负责相关的接口联络ꎬ确保行动的一致性ꎮ

２.５　 响应行动的规范有效性

在演习中ꎬ对具体的响应行动应重点进行评估ꎬ其中主要需关注应急监测行动、防护行动、处置行

动、事故分析与后果评价、舆情应对与信息发布等内容ꎬ要特别注意相关行动是否规范有效ꎮ 例如ꎬ在
应急监测行动中ꎬ应重点关注监测行动是否及时有效ꎬ监测方案是否完整ꎬ监测布点是否合理ꎬ各种采

样、测量、记录等行动是否按照规范正确实施ꎬ所得数据是否可靠ꎬ尽量避免人为偏差的出现等ꎻ在防

护行动中ꎬ应重点关注控制区和监督区的设置是否合理规范ꎬ是否满足标准要求ꎬ现场各专业组相关

人员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必要防护措施ꎬ有无实施人员剂量监测ꎬ有无相关去污措施ꎬ根据事故的进展

情况ꎬ对受影响地区和人员有无采取服碘、隐蔽、疏散等相应的防护行动ꎻ在处置行动中ꎬ应重点关注

处置方案是否合理ꎬ是否考虑了实际情况ꎬ处置行动是否切实可行ꎬ行动步骤是否到位ꎬ是否能有效控

制事故进展ꎬ尽量考虑按照真实事故场景来采取实际处置行动ꎬ达到“练为战”的目的ꎬ避免出现为了

演习而演戏ꎬ处置行动华而不实的情况ꎮ 此外还有安全保卫行动、医疗救护行动等ꎬ都应按照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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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操作规范开展ꎬ评估人员可以根据演习目的对其进行相关检验评估ꎮ

２.６　 后勤保障的完备可用性

应急设施设备、指挥信息系统、文件资料、物资耗材等是日常应急准备中需要重点落实的内容ꎬ也
是应急响应行动开展的重要后勤保障ꎮ 在演习中ꎬ对这种保障的完备性和可用性的检验也是演习的

主要目的之一ꎮ 在应急设施设备方面ꎬ主要在演习中考查其是否配备完整ꎬ是否能够满足实际响应工

作的需求ꎬ是否能在演习中被正确和充分使用ꎬ是否发挥了其应有作用ꎬ有无设置配备不合理之处等ꎻ
在指挥信息系统方面ꎬ要特别关注内外联络手段是否多样ꎬ通信手段是否可靠有效ꎬ信息传输是否完

整高效ꎬ以确保应急指令传达和信息上报能够及时通畅ꎻ在文件资料方面ꎬ需关注是否准备合理齐全ꎬ
是否能够取用方便ꎬ能够及时满足指挥员开展指挥决策和响应人员开展响应行动的要求ꎬ是否存在文

件效力过时和遗漏之处ꎬ特别是在事故处置和环境监测等关键岗位ꎬ各种作业书和程序是否准备充

分ꎬ能够随时使用等ꎻ在物资耗材方面ꎬ重点应关注是否准备充分ꎬ对响应行动是否能给予充分的保

障ꎬ是否能够正确使用等ꎮ

２.７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以上评估要素中ꎬ法规预案的衔接一致性与情景设计的逻辑合理性是评估演习意义的基础性

要素ꎮ 若演习与法规预案完全脱节、情景设计完全不符合实际ꎬ则演习将完全变成演戏ꎬ演习的目的

将无法实现ꎮ 无论演习中其他要素评估效果如何ꎬ总体看整场演习都将是无源之水ꎬ无本之木ꎬ演习

效果再好ꎬ都无法有效地指导实际应急响应工作的开展ꎬ甚至有时还会起到反作用ꎬ导致错误地评价

参演单位的应急响应能力ꎬ不能有效指导参演单位日常应急工作的开展ꎬ给后续面对真正应急响应事

件时埋下隐患ꎮ 其他要素如指挥体系的健全顺畅性、各单位部门的配合协同性、响应行动的规范有效

性、后勤保障的完备可用性等都属于对参演单位应急响应能力的检验ꎬ演习单位可根据实际条件ꎬ通
过综合或单项演习ꎬ制定合理的演习规模ꎬ在以上要素中选择部分或全部进行检验ꎬ通过层次递进的

方式ꎬ逐步提高本单位的应急响应能力ꎮ

３　 评估偏差

３.１　 评估主体的不同

根据评估人员来源是参演单位还是外部第三方ꎬ可将演习的评估分为内部自评估和外部评估两

种ꎮ 由于评估人员的来源不同ꎬ对评估的目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ꎬ同时会因各自出发点的不

同ꎬ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评估意见ꎬ甚至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意见ꎬ从而导致评估偏差的出现ꎮ 因此ꎬ
在多数演习中ꎬ都会同时采用两种评估方式ꎬ综合各方意见ꎬ互相补充ꎬ避免单一评估出现的片面性ꎬ
最后汇总形成的评估意见才能全面完整评价演习效果、检验演习单位的应急响应能力ꎮ

３.２　 演习行动与实际情况的不同

演习在情景设计上尽可能地模拟真实事故的发生ꎬ但两者存在的差距是无法绝对避免的ꎮ 首先

由于演习都是事先有所准备的组织活动ꎬ演习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信息一般都会提前告知相关人员ꎬ
即使对有些核事故应急演习是临时在三种情景中选择其一开展的情况ꎬ也是设定了一定的范围ꎬ因
此ꎬ在演习行动初始时ꎬ为减少响应的忙乱ꎬ应急人员往往会采取一定的提前行动ꎬ准备相关动作内

容ꎬ这与真实突发事故条件下ꎬ完全未知的突发响应行动是不同的ꎬ参演的应急人员、装备等在心理准

备和状态设置上都要好于真实响应ꎮ 其次ꎬ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ꎬ演习时间一般都会有较大的压缩ꎬ
比同样事故的真实响应时间缩短很多ꎬ由此会导致在事故响应的各环节上ꎬ有时采取的应急行动不能

完全到位ꎬ有些行动只是简单的模拟ꎬ甚至有些真实响应中的应急行动会被忽略ꎮ 第三ꎬ由于对演习

的预知性ꎬ参演人员大多比较熟悉相关的情景设计ꎬ在演习中ꎬ有时会出现事故还没有发展到某个阶

段ꎬ但应急人员却按照情景设计的时间节点开始采取该阶段行动的情况ꎬ甚至提前完成某些事故响应

动作ꎮ 由于演习与实际差距的存在ꎬ导致对参演单位应急响应水平的评估会与实际响应能力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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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偏差ꎮ

３.３　 评估人员能力的不同

除了以上因素ꎬ评估人员的个人能力水平的高低、评估经验的不同ꎬ也会导致对演习得出的评估

意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观片面性ꎬ评估意见有时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演习单位的应急能

力和水平ꎮ 对此评估人员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ꎬ不能脱离实际一味强调评估意见的正确性ꎬ在可能的

情况下应尽力减小主观意见对评估的影响ꎮ

４　 小结

评估工作是检验核与辐射事故应急演习效果的主要手段ꎬ对提升应急响应人员的能力也起到重

要的作用ꎮ 由于评估人员主观性、评估偏差和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ꎬ有时得出的评估意见并不能完

全客观全面ꎮ 因此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ꎬ演习评估人员应根据演习目的ꎬ尽可能对演习涉及要素进行

全面评估ꎬ及时发现问题ꎬ提出改进建议ꎬ汇总形成评估意见ꎻ在演习评估时间短ꎬ总结不够充分时ꎬ评
估人员也应注意抓住要素中的关键环节ꎬ及时反映演习中出现的重点问题ꎬ提出针对性意见ꎬ这样才

能确保评估的质量和效果ꎬ充分发挥评估对演习行动的反馈作用和对演习效果的检验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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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秋良(１９７２—)ꎬ男ꎬ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质量保证工作

摘要: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核安全文化建设ꎬ核安全文化的目的是确保核安全ꎬ核电项目建造阶段的核安全

文化缺失和弱化值得关注ꎮ 海外核电建造阶段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是国家义务ꎬ也是国际义务ꎬ需要政府、总承包及分

包单位共同合作形成合力ꎬ以监管、市场为手段ꎬ从法规、质保体系及队伍建设上落实ꎬ探索一条适合建造阶段的评估

方法、手段ꎮ 　
关键词:核安全文化ꎻ海外建造ꎻ弱化ꎻ建设ꎻ评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国家核安全局发布«核安全文化手册»ꎬ为培育和引领全行业的核安全文化做好充

分的准备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和国防科工局联合发布«核安全文化政策申

明»ꎮ 在声明发布的同时ꎬ国家核安全局正在全行业开展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专项行动ꎮ 此次专项活

动ꎬ做到两个覆盖ꎬ一是覆盖全体持证单位ꎬ二是覆盖所有骨干人员ꎮ 同期ꎬ恰希玛项目开展了核安全

文化宣贯推进活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在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的协调下ꎬ恰希玛项目接受了 ＷＡＮＯ 的核安全文化评估ꎮ

此次评估采用核电厂运行的评估指标ꎬ不适用于建造阶段的核安全文化评价ꎻ且评价仅仅深入到总承

包层面ꎬ没有深入到分包商层面ꎬ评价范围局限于海外施工现场ꎬ没有覆盖国内设备制造、设备运输等

领域ꎮ 评估深度与广度的不足ꎬ评估效果结论未能真实反映海外项目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水平ꎮ

１　 核安全文化与核安全的关系

１９８６ 年ꎬＩＡＥＡ 在总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基础上提出了核安全文化理念ꎬ强调它是存在于组织

和员工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ꎬ是建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概念ꎬ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

要性要得到应有的重视ꎮ ２０１１ 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福岛核事故ꎬ核安全文化建设的呼声高涨ꎬ国际

社会决定由 ＩＡＥＡ 牵头ꎬ各国共同合作ꎬ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ꎮ
核安全文化是核安全的基础ꎬ是核安全“纵深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屏障ꎬ培育核安全文化的目的是

保障保证核安全ꎮ 在海外建设建造一座高质量的、符合法规要求的核电厂ꎬ可以从源头上保证核电厂

运行安全ꎬ它关系到国家的核能“走出去”战略能否实现ꎬ既是一项国家义务ꎬ也是国际义务ꎮ 总承包

在输出核技术的同时ꎬ将核安全文化这一管理原则ꎬ在工程所在国得到实施和推广ꎬ在运营中得到

继承ꎮ

２　 海外核电项目核安全文化弱化的表现

核电建设项目具有投资额度大、建造周期长、技术含量高、专业分工细、质量标准严、管理难度大

的特点ꎬ此外还受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ꎬ通常将这一高度复杂的工程ꎬ委托给设计、制造、土建、安
装、调试等下一级的分包商ꎬ参建单位多ꎬ人员组成复杂ꎮ 在建造阶段ꎬ模块化及自动化程度不高、劳
动力密集ꎬ个体之间文化差别较大ꎮ 且随着工程的进展ꎬ工种与专业的比重、数量动态变化ꎬ因此核安

全文化建设尤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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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ꎬ核电厂建造阶段 ６０％的质量问题源于人的失误ꎬ深层次的原因是核安全文化弱化

或缺失ꎬ其具体表现在以下 ４ 个方面:
(１)组织问题

ａ)解决问题不恰当:制造厂的总装水平与国际有差距ꎻ制造厂经营思路存在问题ꎬ为了追求利益ꎬ
忽视设备质量ꎬ为核安全埋下了隐患ꎮ

ｂ)观念狭隘:不接受外来管理思想ꎻ为对监查发现问题的数量ꎬ讨价还价ꎮ
ｃ)开放性差:获取信息不全ꎬ知情不报ꎻ瞒报虚报ꎮ
ｄ)体系建设不健全:质量手册 /质保大纲及管理程序不一致ꎬ质量管理手册没有反应企业的实际

情况ꎻ项目管理薄弱ꎬ质量手册没有反映项目管理的内容ꎬ没有明文规定的项目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和

接口关系ꎻ项目经理没有足够的授权ꎬ项目运作不顺畅ꎮ
(２)管理问题

ａ)纠正行为不力:反复出现问题ꎬ纠正措施积压ꎬ纠正行动不能保证优先ꎬ对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分析出现失误ꎮ
ｂ)难题的解决模式不佳:隐瞒质量缺陷ꎬ设备带病出厂ꎻ装箱单与实际装箱不符ꎬ甚至发错货ꎮ
ｃ)程序不完善:程序的指导性与可操作性差ꎮ
ｄ)分析和改正问题的质量差:不能找到深层次的原因ꎮ
ｅ)独立评审的不足或失效:自我评估流于形式ꎮ
ｆ)真实性不符:人力动员、施工装备与经批准施工组织设计中的要求差距大ꎻ质量文件与实物不

符ꎻ质量记录不能反映现场情况ꎻ质量资料不齐全ꎻ过程资料不明确ꎬ不能追溯或验证质量控制过程ꎮ
ｇ)违章:工作人员未按程序办事或质保意识不强ꎻ操作人员贪图省事ꎮ
(３)雇员问题

ａ)过长的工作时间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承包商工人每周至少工作 ６ 天ꎬ每天约 １０ 小时ꎬ工作时间

过长ꎻ宗教文化的差异ꎬ在斋月期间ꎬ当地劳工白天不进饮食ꎻ热季温度高达 ４５ 度ꎮ
ｂ)未受过适当培训的人数比例偏高:在福岛事故后ꎬ核电建设再次并入规模化发展的轨道ꎬ核能

技术利用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ꎬ核设备建造单位人才稀释、人员流失、后备人才不足和大量

的非核领域的人员的加入ꎻ在施工现场表现为大量雇佣当地劳工ꎬ受教育程度不高ꎬ劳动技能差ꎮ
ｃ)在使用合适的、有资格的和有经验的人员方面失误:表现为实施过程中ꎬ填写不及时ꎻＨ 点未签

字就进入下一道工序ꎻ不符合项控制不严格ꎬ不符合项分类不正确、标识、隔离、跟踪出现问题ꎮ
ｄ)对工作的理解差:技术管理或检查计划实施不利ꎻ贮存或成品保护不利ꎻ材料管理不力ꎻ成品保

护清洁度保持不力ꎻ需要充氮运输的设备ꎬ到现场后氮气压力表没有指示ꎻ盗取备品备件、电缆的事件

时有发生ꎻ控制盘的模拟流程图错误ꎮ
ｅ)对承包人的管理差:国内设备供货商往往同时生产核电厂与常规电厂的设备ꎬ缺少核安全文化

的理念ꎻ项目经理的管理业绩直接与进度、成本控制挂钩ꎬ这难免会对项目经理制定决策产生影响ꎬ在
核安全与经济效益冲突时ꎬ决策者的默许使得核安全不再是核电厂工作中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ꎻ核
电厂的部分配套设施分包给当地分包商ꎬ当其从常规电厂带来的经验与现有的核安全文化冲突时ꎬ不
知如何应对ꎮ

(４)技术问题

ａ)资料室温度、湿度控制、防火措施不到位ꎻ记录和存档或缺乏管理ꎻ质量保证文件到场时间滞

后ꎻ安装、操作、维护说明书过于简单ꎬ或实用性不强、针对性不强ꎬ无法满足业主维护需要ꎻ文本翻译

不规范ꎬ不专业ꎬ甚至采用电脑翻译ꎬ业主无法理解ꎻ编排不规范ꎬ无统一目录ꎬ无统一装订ꎬ业主不接

收ꎻ资料包装运输不合理ꎬ随设备到场的资料受潮发霉无法使用ꎮ
ｂ)施工工艺或方案不佳ꎻ特殊工艺控制欠缺控制措施ꎬ如射线探伤胶片或焊材贮存材料不合格ꎻ

焊工不遵守程序施焊ꎻ焊机、无损检测、热处理仪表未按要求标定ꎻ对适用标准不熟悉ꎬ在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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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偏差ꎻ质量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存在缺陷ꎬ如编写格式和内容不符合要求ꎮ
ｃ)物流处理不当:物项包装方式不当ꎬ导致包装破损、货物散件、零部件碰坏、设备生锈ꎻ箱内部件

固定不当ꎬ到场后箱子是好的ꎬ设备已经损坏ꎮ
ｄ)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体质不健全ꎮ
承包商对上述问题ꎬ认为是小事ꎬ不会影响核电厂的质量ꎬ更不会影响核电厂的安全ꎮ 这反映了

核电厂的制造 /建造者核安全意识淡薄ꎬ也反映了核安全文化的欠缺ꎮ
可以看出ꎬ在海外核电项目建造阶段ꎬ核安全文化的缺失与弱化严重ꎬ既要在国外培育核安全文

化ꎬ又在国内培育核安全文化ꎮ 这需要政府、总承包及分包商共同努力ꎬ加强对组织及个人的教育ꎮ
核安全文化既是体制问题ꎬ也是态度问题ꎬ既和组织有关ꎬ又和个人有关ꎮ

３　 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推进

３.１　 核安全局发挥引领作用

国家核安全局对全国民用核设施实施统一监督ꎬ独立行使核安全监督权ꎮ 核设备制造严格的核

安全监管是对被监督者最有力的支持ꎬ从严监管对核安全文化具有引领作用和促进作用ꎮ
(１)核安全文化以各项规章制度为载体ꎬ核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ꎬ法规

也应不断更新和完善ꎬ以此作为规范ꎬ日常监管才有序有力ꎮ 国家核安全局应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标准ꎬ结合我国的实际ꎬ陆续颁布核安全法规和标准ꎬ并不断对已公布的核安全法规和标准加以修订

和完善ꎮ
(２)核安全监管具有强制性ꎬ核安全监管部门对核电建造企业有较强的影响力ꎬ可以引导将核安

全文化建设培育、评估向建造阶段延伸ꎬ推动建立建造企业的文化评估体系ꎮ
(３)在审批核设备制造 /安装许可证的审批与延续时ꎬ可以将核安全文化水平作为一个评价要素ꎮ

将核安全文化评估逐步纳入国家核安全局的工作范围ꎬ使政府更能准确地把握核电厂的建造情况ꎬ将
极大推进核安全文化的发展ꎮ

(４)完善的监督监查程序ꎬ用强制性手段推行同行评估和经验反馈ꎬ将成熟的经验固化到法规和

技术要求中ꎮ
(５)组织行业协会、核电总承包、施工单位、制造企业举办核安全文化研讨活动ꎬ充分总结和交流

建造阶段的核安全文化建设相关经验ꎮ
核安全监管的理念、思路、方法和手段影响着企业安全管理的思路和做法ꎬ核安全监管部门对核

安全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核安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ꎮ

３.２　 总承包加大对承包商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推进

总承包单位应根据项目的特点ꎬ改变单纯以质保大纲和合同为纽带的质量管理体系ꎬ在加强自身

核安全文化建设的同时ꎬ强化大工程大团队意识ꎬ将核安全文化建设延伸到下一级分包商ꎮ
３.２.１　 抓好国外施工现场的核安全文化建设、培育和发展

(１)组织学习 ＩＡＥＡ 的相关法规以及工程所在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质保大纲与程序ꎮ
(２)开工前ꎬ派工作队对承包单位的项目团队进行核安全文化宣讲ꎬ覆盖管理层和工人ꎻ组织案例

分析、讨论ꎮ
(３)开展质量月活动ꎬ全体动员ꎬ进行宣传教育ꎬ聘请讲师ꎬ组织各承包单位宣讲ꎬ针对各自单位存

在的问题进行剖析ꎬ找出根源ꎬ采取措施ꎮ
(４)监查中ꎬ以同行评估、经验反馈及核安全文化建设带来的效益作为考核内容ꎮ
(５)强调文明生产ꎬ安排工作时要保障适当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ꎮ
(６)推行 ＱＣ 小组活动ꎬ开展课题攻关ꎮ

３.２.２　 做好设备制造质量控制ꎮ
设备制造是核电项目的一个核心环节ꎬ对核电厂质量也举足轻重ꎬ设备成套及设备单体质量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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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项目质量和可靠度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１)评定潜在供方的质保大纲及其实际情况的履行能力、生产能力、质量管理情况与供货能力ꎮ
(２)将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水平作为市场准入的指标ꎮ
(３)将质量经验反馈及同行评估的执行情况纳入考核和延期的指标ꎮ

３.３　 各组织的自身建设

３.３.１　 建立并维护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管理体系是核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发展并使用核安全质量保证体系是为了应对可能

的人为失误ꎬ但实践证明核安全质量保证没有解决如何使人主动按正确的行动去做的问题ꎬ培育核安

全文化就是要弥补质量保证的缺陷ꎬ培育一种普遍的、重复出现的、相对稳定的有利于核安全的行为

心理状态ꎬ从而减少人为失误带来的安全问题ꎮ
在建造阶段ꎬ首先要建立以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管理体系ꎬ健全规章制度ꎬ编制大纲程序、管理程

序、工作程序ꎮ 明确责任ꎬ通过建立清晰的汇报渠道ꎬ尽量简化接口ꎬ明确权限ꎬ并认真贯彻落实ꎮ 做

到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依、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ꎬ凡是有据可查ꎮ
３.３.２　 做好质量控制、建造质量优良的核电厂

建设符合法规要求的核电厂ꎬ并移交给业主是核电厂建造合同的目标ꎮ 建造期间ꎬ必须由合格的

人员ꎬ按照认可的图纸、安装程序、标准、规范ꎬ使用合格的设备ꎬ在符合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施工ꎬ经过

检验合格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ꎮ 对工程的结果进行检查验收ꎬ对整个工程进行验收ꎬ确保核电厂

的建造质量ꎮ
凡事有人检验ꎬ即要求核电建设每一个环节处于受控状态ꎬ在建造、制造、调试阶段ꎬ有监督部门

和监督负责人ꎮ 落实自检、互检和专检制度ꎬ严格质量监督ꎬ对不符合的环节绝不放过ꎬ堵住每一环节

的漏洞ꎮ
３.３.３　 落实核安全文化对组织与个人的要求

人的意识与思想是核安全文化的主要覆盖领域和主流阵地ꎬ是核安全文化的主旨内容ꎬ存在于员

工的意识中ꎬ看不见、摸不着ꎬ但通过组织行为和个人行动表现出来ꎬ是渗透到员工精神血液内“核安

全第一”的意识ꎬ定位于政府监管要求、法律法规、程序规范之外的自我约束ꎮ 核安全文化对组织的决

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提出了具体的要求ꎮ

３.４　 核安全文化的内化于心

人是创造的主体ꎬ是建造电站ꎬ保证核安全直接责任者ꎮ 人ꎬ既可能各种错误的催化剂或诱因ꎬ也
能发现并改正错误ꎬ因此应加强队伍建设ꎬ核安全文化需要内化于心ꎬ安全高于一切的核安全理念成

为组织的自觉行动ꎮ
(１)宣贯质量成本知识ꎬ鼓励决策层向管理要效益ꎻ教育员工ꎬ做好先决条件的检查ꎬ预防问题的

发生ꎻ注重细节ꎬ防止某个部件或环节的质量问题导致最终的失败、甚至灾难ꎻ普及核电厂与反应堆基

础知识ꎬ掌握反应性控制、持续堆芯冷却、核裂变产物的屏障等特征ꎻ培训核电厂安全文化、质量管理

体系、质保分级与核安全分级ꎮ
(２)发挥榜样力量

将建造活动中严格执行程序、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工作效率高的、施工中未发生质量事故的人员

树立为榜样ꎬ立为标杆ꎬ作为其他人学习的楷模ꎮ
(３)宣传教育

举办质量知识竞赛、答题ꎻ举办培训、研讨会、工作技能竞赛等活动ꎮ
(４)惩罚奖励措施

鼓励提出任何与质量相关的问题ꎮ 对质量贡献大的予以鼓励、赞赏和实质性的奖励ꎬ出现差错

的ꎬ予以通报ꎮ 应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ꎬ发现人因上的不足ꎻ对于重复发生的问题ꎬ应采取措施ꎬ使他

们接受教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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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弘扬透明文化

强调信息公开ꎬ在国内ꎬ核电设备制造企业对国家监管机构实行透明、开放的政策ꎬ严格遵守法

规ꎬ主动报告ꎻ在国外ꎬ以业主组织的质量协调会议为平台ꎬ做好与核安全当局的沟通ꎬ积极整改质量

问题ꎬ解决质量争议ꎮ 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科普宣传ꎬ赢得工程所在国、业主和民众的信任ꎮ
(６)培育质量责任感

每个员工都应树立对核安全高度的责任感ꎮ 如果没有责任感ꎬ质保体系如同虚设ꎬ要意识到:危
机可能存在任何一道工序中ꎬ需要每个人发挥应有的作用ꎬ以工作质量来保证工程质量ꎬ从源头保证

核电厂的运行安全ꎮ
(７)养成习惯

要鼓励员工树立个人的优良品质和端正的态度ꎬ将预防问题、正确工作、一次做好、精益求精作为

自觉行为和良好的工作习惯ꎮ 开始工作之前ꎬ要有书面的程序、细则和图纸作为依据和支持ꎬ读懂程

序ꎬ按照程序办事ꎬ习惯性地多问几个为什么ꎬ将工作内容、面临的风险及应对的措施了解清楚ꎬ严谨

认真ꎬ不图省事ꎮ
在核电厂建设中ꎬ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ꎬ培育以核安全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ꎬ

形成一系列卓越的质量管理理念ꎬ实现核安全文化内化于心ꎮ

４　 核安全文化活动的评估

核安全文化的评价由两部分组成ꎮ 第一部分是考核建造单位的质量管理机制是否健全ꎮ 第二部

分是评估各级员工对自己所在的单位和组织的质量管理机制的态度ꎬ及用核安全文化建设来保证员

工能够自愿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质量工作做好ꎮ
目前ꎬ我国已经开展了针对运行核电厂的核安全文化评估活动ꎬ并取得成效ꎬ但针对核电厂建造

企业的文化评估尚在起步与探索阶段ꎬ实践成熟度不高ꎮ 需要政府ꎬ行业、所有参与核电建造的企业

齐头并进ꎬ形成合力ꎬ共同推进ꎮ

４.１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１)参考运行阶段评价体系的成熟经验ꎬ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ꎬ筛选适合建造阶段的核安全文化

原则ꎬ制定适合于建造阶段的核安全文化特性ꎮ
(２)组织专家ꎬ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ꎬ找出建造阶段影响核安全文化的因素ꎬ然后确定评估核安全

的指标ꎮ
(３)建立核安全文化评价体系ꎬ体系应当科学、全面、可行ꎬ指标全面、可比、稳定ꎮ

４.２　 信息采集与分析

评价需要的信息可以主要从组织、管理、雇员和技术 ４ 个方面采集与分析ꎮ
(１)组织方面

ａ)解决问题积极性:提升技术水平、质量管理水平的能力与态度ꎮ
ｂ)观念开放性:支持监查、持续改进的态度ꎻ对待同行评估的态度ꎮ
ｃ)开放性程度:记录、报告的真实程度ꎮ
ｄ)体系健全性:体系的有效性ꎻ文件的完整性ꎻ制度执行的力度ꎮ
(２)管理方面

ａ)纠正行为的力度:经验反馈的有效性ꎻ对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分析的正确率ꎮ
ｂ)解决问题的态度: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技术方案的正确性ꎮ
ｃ)独立评价与自我评估的充分性:自我评估的真实性、监查的频次ꎮ
ｄ)真实性ꎮ 记录、报告与过程记录的正确性、时效性ꎮ
ｅ)违章:对违章是否教育ꎻ 违章是否重复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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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雇员方面

ａ)工作时间与工作环境:最长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工作环境ꎮ
ｂ)人员资格:有经验人员的比例ꎻ持证人员的数量ꎻ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的

课时ꎮ
ｃ)人员稳定性:在核电项目工作时间ꎻ在本项目工作的时间ꎻ离职率ꎮ
ｅ)对承包人管理:承包商工作的质量、工程质量ꎻ沟通效果ꎻ指令执行的力度ꎮ
(４)技术方面

ａ)文件的有效性: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程序、设计图纸、标准的适用性ꎮ
ｂ)对工作的理解:技术管理、计划实施情况ꎻ材料管理、贮存或成品保护ꎻ材料管理不力ꎻ现场清

洁度ꎮ

４.３　 开展核安全文化评估活动

评价核安全文化水平的手段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ꎮ 定性法包括对员工进行观察、深度访谈、
集体讨论、资料、案例分析ꎮ 定量法则是通过数字化的度量或标准化程序对核安全文化打分ꎬ如标准

化面试、问卷调查法ꎬ找出影响核安全文化的因素ꎬ进而确定核安全文化的指标ꎬ以识别强项和弱项ꎬ
进行改进ꎮ

５　 结束语

核安全文化建设是长期的过程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更高的要求来建设和培育核安全文化体系ꎬ
充分发挥政府、社会、行业的效能ꎬ形成合力ꎬ通过培育实践、监督等有效手段ꎬ把核安全文化培育工作

做实ꎬ把核安全文化评价工作做好ꎮ
在核电厂建造期间ꎬ警惕核安全文化缺失和弱化的问题ꎬ将核安全文化建设自上而下延伸到基

层ꎬ延伸到各个阶段与各层级ꎬ动态进行培育、创新、发展、评估与改进ꎬ避免自满与盲目自大ꎬ追求

卓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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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逯馨华(１９８４—)ꎬ女ꎬ吉林长春人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

摘要:核安全和公众接受度ꎬ是世界公认的核电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两大主要顾虑ꎮ 高度的核安全是实现公众接受的

重要基础ꎻ而公众对于核能利用方面的顾虑ꎬ也能促使核电工业部门在面对核安全问题上极度小心谨慎ꎬ增加核电发

展的安全性ꎮ 公众参与作为提高公众接受度的直接途径ꎬ是提升核电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ꎬ也是核电安全监管的重要

方式ꎮ 本文研究了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 ４ 个核电大国公众参与主要组织者的角色定位和不同的公众参与方式ꎬ重
点考察了各国的政府监管部门、核电企业以及相关第三方的公众参与方式方法ꎬ分析了这 ４ 国核电公众参与工作的架

构和特点ꎮ 在此基础上ꎬ提出了政府监管部门和核电企业在核电公众参与中应持的不同角色定位:政府及相关监管机

构在公众参与中的定位应是信息收集者ꎬ以公众为监察手段ꎬ实现有效监督ꎻ核电运营公司在公众参与中的定位应是

信息传播者ꎬ以公众为争取对象ꎬ实现舆论引导ꎻ相关第三方应该作为独立的机构ꎬ提供准确公正的信息ꎬ利于公众进

行正确的判断ꎮ 最后ꎬ本文结合我国实际ꎬ给出了进一步做好核电公众参与工作的建议ꎮ
关键词:核电ꎻ公众参与ꎻ角色定位

核安全和公众接受度ꎬ是世界公认的核电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两大主要顾虑ꎮ 高度的核安全是

实现公众接受的重要基础ꎻ而公众对于核能利用方面的顾虑ꎬ也能促使核电工业部门在面对核安全问

题上极度小心谨慎ꎬ增加核电发展的安全性ꎮ 而公众参与作为提高公众接受度的直接途径ꎬ是提升核

电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ꎬ也是核电安全监管的重要方式ꎮ 通过公众参与ꎬ一方面可以使公众了解核电

知识ꎬ避免谣言和各类虚假信息传播ꎬ另一方面借助公众监督ꎬ也可以确保核电建设与地方民众和谐

共赢ꎮ
以目前核电项目中最为成熟的环境影响评价领域为例ꎬ针对“目前核电环评中公众参与是否发挥

了作用”进行社会调查ꎬ结果显示:只有 ７.３５％的公众认为发挥了作用ꎬ２０.６９％的被调查者认为公众参

与正在进行中ꎬ但有 ７１.９６％的被调查者认为环评中公众作用没有发挥ꎬ从中可以反映出大部分公众

对公众参与作用具有很低的认受性[１]ꎮ
提高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ꎬ首先要明确公众参与的各实施主体在公众参与中的角色定位ꎬ这决定

了各实施主体组织公众参与的目的和诉求ꎬ也决定了各实施主体组织公众参与的方式ꎮ 本文调研了

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四个核电大国公众参与的各组织方和其组织的公众参与形式ꎬ从其参与效果

来看ꎬ其体系设计、参与方式和实施管理值得我国借鉴ꎮ

１　 各国核电公众参与情况

１.１　 美国

美国核电领域公众参与的组织者包括美国核管会(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ＮＲＣ)和各核电运营公司ꎬ如爱克斯龙(Ｅｘｅｌｏｎ)核电公司、Ｄｏｍｉｎｉｏｎ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公司、ＦｉｒｓｔＥｎｅｒｇｙ 公司、南
方核电公司等ꎮ
１.１.１　 美国核管会

美国核管会是核电厂环境评估中公众参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责任人ꎮ 美国核管会成立于 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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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机构ꎬ旨在保护核能领域的公众健康和安全ꎮ 其职责包括监管核反应堆安

全ꎬ核电厂的批准和更新ꎬ核燃料的批准ꎬ核废料的存储、安全、循环和处理等ꎮ
美国核管会既对核电建设项目中的各种环境问题给出权威评估ꎬ也对公众每条意见给出公开应

答ꎬ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疑虑ꎬ这是美国公众接受核电的重要保证[２]ꎮ 美国核管会的公众参与方式包

括:公共会议、综合调查(包括电话、信件、电子邮件、面谈等方式)、信息会议、教育和商业推广、媒体推

广、公众意见反馈、裁决听证、网站、社区的居民检查员、联邦法规第 １０ 题条第 ２.２０６ 款关于请愿、顾问

委员会会议、公共档案室、讨论会、应急准备、公共媒体、开放日、国会听证、指控、行政立法请愿、联邦

注册通知等[３]ꎮ
具体方式上ꎬ如公众会议:ＮＲＣ 官网会将公众会议议程安排提前通报ꎬ有兴趣的公众可与会务方

联系参会ꎮ 会议视频和音频资料上传至 ＮＲＣ 网站和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个人频道ꎬ网络会议材料和会议记录会

在 ＮＲＣ 网站上公布ꎬ以供公众参考ꎮ 此外ꎬＮＲＣ 网站上开设“公众会议和参与”专栏ꎬ专栏中对公众如

何参与 ＮＲＣ 的管理程序给出了相关信息ꎮ
１.１.２　 各核电公司

各核电公司从提升公司公众形象出发组织各类公众活动ꎬ活动方式包括设立公众参与日、开放研

究中心、开展学校讲座、进行公益活动、设立奖学金、组织环保集会、成立公益救援队等ꎮ
如爱克斯龙(Ｅｘｅｌｏｎ)核电公司 Ｇｉｎｎａ 核电厂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 日组织公众信息日活动ꎮ 活动包括

核电厂员工讲解核电厂运行管理和维护、辐射防护、应急措施等信息ꎬ公众参观核电厂模拟控制

室等[４]ꎮ
１.１.３　 小结

总体上看ꎬ美国核管会在公众参与的视角上主要作为检查者组织公众对核电企业的建设和运营

行为进行监督ꎻ各核电公司在公众参与的视角上主要以宣传本企业的社会效益为公众参与的主要目

的ꎬ这两者之间的根本目的的不同导致其组织的公众参与活动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ꎮ 美国核管会组

织的公众参与项目主要以检查和监察为主ꎬ如各类信息反馈ꎬ各类公众会议ꎬ各类请愿方式和听证质

询ꎬ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公众参与尽可能使公众对核电公司及核电法规的意见和建议得到表达ꎻ核电

公司组织的公众参与项目主要以提升企业形象为主ꎬ其具体内容不限于核电宣传ꎬ如设立奖学金、环
保集会、公益活动等ꎬ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公众参与ꎬ尽可能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承担者的企业形象

和核电企业环境友好的行业形象ꎬ以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ꎬ以利于企业发展ꎮ

１.２　 法国

法国核电领域公众参与的组织者包括法国核安全局(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ＡＳＮ)、地方信息委

员会(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ＣＬＩ)和法国电力公司(ＥＤＦ)ꎮ
１.２.１　 法国核安全局

法国核安全局是 ２００６ 年成立的独立监管机构ꎬ负责管理法国境内的核电安全和辐射防护ꎬ以保

护核电厂员工、利益相关者、公众和环境免受核电活动的影响ꎮ 同时其负有公开信息的职责ꎮ
法国核安全局组织的公众参与形式主要为公众听证会、网络公众咨询会、全国辩论会等形式ꎮ 如

核设施修改或核设施运行条件发生变化时ꎬ核安全局将针对核设施的水取样和向环境的排放量是否

明显增加开展公众听证ꎮ 此外ꎬ核安全局制定、修改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决议草案时ꎬ会通过网络举

办公众咨询会ꎮ 核安全局在其官网上制作专题ꎬ对公众介绍草案发布的背景、意义和设计内容ꎬ公众

可以在其官网上留下自己的意见和看法ꎮ 此外ꎬ在每年五月每个周四举行的法国议会辩论会上ꎬ核安

全局局长将被邀请参加议会ꎬ就能源利用方面接受各方质询ꎮ 核安全局会在网络上传辩论会视频

录像[５]ꎮ
１.２.２　 地区信息委员会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起ꎬ法国就出现了地区信息委员会ꎬ之后 ＣＬＩ 被吸纳进«核电安全与信息透

明法令»(称为 ＴＳＮ 法)以加强信息透明度ꎬ促进公众辩论ꎮ 早期的 ＣＬＩ 既不是官方组织ꎬ也不是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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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存在的机构ꎬ到 ２００６ 年 ＴＳＮ 法律颁布之后ꎬ才要求每个地区都必须有地区信息委员会ꎮ 如今ꎬ法国

全国有 ３８ 个这样的委员会[６]ꎮ ＣＬＩ 的职责为:负责所在厂址的核设施在核安全、辐射防护以及核活动

对人员和环境的影响领域的所有跟踪、通告和协调任务ꎮ
对于各类核设施ꎬ都成立了 ＣＬＩ 进行核安全的信息跟踪和咨询ꎬ包含核活动对人和环境的影响ꎮ

每年委员会都会编写一份公开的活动报告告知公众ꎬ核电厂也需要向委员会提供与核安全及环境相

关的必要信息ꎮ 这些委员会的成员由当地“知名人物”组成ꎬ如当地政治家、职业联合会代表、环保协

会、地方政府人员等等ꎮ 这个委员会的经费是政府和地方组织各承担 ５０％ꎬ其中最主要一部分来自法

国核安全局ꎮ
１.２.３　 法国电力公司

全法核电厂的运营均由 ＥＤＦ 负责ꎬＥＤＦ 主要通过透明的方式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决策制定过程

中ꎬ从而更大程度上争取到公众的支持ꎮ ＥＤＦ 通过网站每月公布情况、设立免费呼叫电话、成立信息

中心(访问量每年达到 ５ ０００ 万次)ꎬ组织核电厂参观(每年 ２ ０００ 次)ꎬ每周邮件信息简报、周期性媒体

信息公布、与地区信息委员会合作等方式与公众建立联系ꎮ
对于核电厂参观方式ꎬＥＤＦ 建立参观中心向公众展示核电技术和核电安全信息ꎮ 同时所有核电

厂均免费开放公众参观ꎬ个人和团体均可以预约核电厂址的参观项目ꎮ 如 Ｄｕｎｇｅｎｅｓｓ Ｂ 核电厂的参观

有专人引导ꎬ大约需 １ ｈ ３０ ｍｉｎꎬ包括反应堆观景长廊、轮机厅、冷却水进水口等ꎮ
此外ꎬＥＤＦ 在网站上设立媒体中心ꎬ通过视频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什么是核电、核电的优势、如何确

保核电安全、核电的未来等核电知识[７]ꎮ ＥＤＦ 公司的核电厂遍布法国各地ꎬ每年还会给当地带来大量

的就业岗位ꎬ而低廉的电价也使核电厂周围的居民深深受益ꎮ
１.２.４　 小结

总体上看ꎬ与美国的公众参与方式类似ꎬ法国核安全局在公众参与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组织公众监

督核电企业的公众利益代表方ꎮ 法国核安全局所具有的立法和行政审查职能ꎬ确保了它所组织的公

众参与能够使公众诉求在核电的建设和运营决策中得到体现ꎮ 与美国不同的是ꎬ法国核电公众参与

的另一个实体ꎬ地区信息委员会ꎬ在公众参与活动中扮演了第三方信息收搜集的角色ꎬ虽然其 ５０％的

拨款来自法国政府ꎬ但其作为第三方信息收集者的角色保证了法国核电决策所需的信息来源的多样

性和客观性ꎮ 法国核电运营方虽只有法国电力公司一家企业ꎬ但 ＥＤＦ 非常重视公众的信息宣传和公

众参与ꎮ 与美国类似ꎬＥＤＦ 在公众参与的角色扮演上ꎬ是站在提升行业形象ꎬ创造良好行业发展环境

的角度上的ꎬ所以 ＥＤＦ 组织的公众参与活动以传播信息为主ꎬ公众在参与方式上以接收信息为主ꎬ反
馈信息为辅ꎮ 而公众参与的内容多以企业直接宣传核电安全为主ꎬ而开展那些与核电关系不大的ꎬ仅
为提升企业形象的活动不如美国企业积极ꎮ 但 ＥＤＦ 实实在在地提供了就业ꎬ还有低廉的电价ꎬ有益周

边民众ꎮ

１.３　 加拿大

加拿大的核电管理部门为核安全委员会(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ＣＮＳＣ)ꎮ 主要的核

电运营商为安大略省发电公司(Ｏｎｔａｒｉｏ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布鲁斯电力公司(Ｂｒｕｃｅ)、新不伦斯维克电

力公司(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等ꎮ
１.３.１　 核安全委员会

ＣＮＳＣ 是加拿大联邦政府负责核电和核材料的管理部门ꎬ同时负责核电厂和核电研究机构的监

管ꎮ ＣＮＳＣ 是加拿大国会授权监管加拿大核电工业的独立机构ꎬ通过资源环境部向国会汇报工作情

况ꎬ但资源环境部在 ＣＮＳＣ 中没有表决权ꎬ核安全委员会的决议只有联邦法院有权复审ꎮ
ＣＮＳＣ 在公众参与方面设立了独立委员会、参与者资金支持计划、独立环境监测计划等方式加强

公众参与核电安全管理的力度ꎮ
独立委员会(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是一个独立的裁决管理机构ꎬ保持和联邦政府的一定距离ꎬ

同时与核电企业也没有联系ꎮ 独立委员会 １ 名永久成员的简历在网站上向公众公布ꎮ 独立委员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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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其裁决的透明公正ꎬ保证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参与ꎬ开放了公共听证会ꎬ听证会日期计划表在

ＣＮＳＣ 网站上公布ꎬ感兴趣者可在网站上报名参加ꎬ听证会经常在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召开ꎬ并全程在网

络上现场直播ꎬ以保证当地居民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参与ꎮ ＣＮＳＣ 的决议确定方式向公众公开ꎬ一般不

仅参考 ＣＮＳＣ 资深专家的意见ꎬ同时也考虑公众的反馈ꎮ
参与者资金支持计划(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ＰＦＰ)建立于 ２０１０ 年ꎬ由联邦政府拨款ꎬ旨

在使公众、土著团体和利益相关者能够从 ＣＮＳＣ 申请到资金参与到 ＣＮＳＣ 的管理过程中ꎮ ＰＦＰ 的目标

是提高土著居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 ＣＮＳＣ 的安全评估和管理进程的能力ꎬ帮助利益相关者能

够更好地在安全评估和管理中获取有用信息ꎮ
独立环境监测计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ＩＥＭＰ)开展于 ２０１４ 年ꎬＣＮＳＣ

的员工从核电厂周围提取土样、水样、食物和空气样本等信息进行监测ꎬ监测结果做成地图上传到

ＣＮＳＣ 网站上向公众公布[８]ꎮ
１.３.２　 核电公司

安大略省发电公司(ＯＰＧ)是加拿大主要核电公司ꎬＯＰＧ 的公众参与手段主要集中于提升公司的

公众形象ꎬ公司首页上专门开辟“社会和合作”专栏ꎬ开展的内容包括生物多样性、厂址所在社区、原住

民社区、师生、奖学金等板块ꎮ 开展的活动包括保护环境、能源安全教育、社区的健康与安全、社区运

动等ꎮ 此外各厂址所开展的社区活动均在网站上公布ꎬ部分厂址还成立了社区咨询委员会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ＣＡＣ)ꎬ成员来自社区不同阶层ꎬ如地方政府官员、商务人士和青年人ꎬ负
责提供社区对厂址管理和发展所关心的问题ꎮ 每年各电厂的社会工作均形成报告向公众宣传ꎮ 各电

厂组织的社区活动均在网站上提前预告ꎬ活动内容包括体育比赛ꎬ音乐会ꎬ郊游等ꎬ通过各种方式和社

区居民取得联系ꎮ 此外ꎬ电厂还组织各学校学生开展课外专题研究ꎬ如核电退役后如何继续服务社

区ꎬ电力工业未来发展方向等ꎬ从各个角度培养企业的良好形象ꎬ资助培育未来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公

众意见领袖[９]ꎮ
１.３.３　 小结

总体上看ꎬ加拿大的核电行业监管部门与美国和法国类似ꎬ但更倾向于独立机构而不是政府部

门ꎬ体现在核安全委员会的决议只受联邦法院制约ꎬ且独立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方式明确避免了政府

部门的参与ꎮ 加拿大的核电行业监管部门比较强调第三方的属性ꎬ但其公众参与的角度立场和美法

相似ꎬ均是通过公众参与起到对核电企业的监管作用ꎬ从公众参与方式上是打开公众提供信息的渠

道ꎬ接受公众信息为主ꎮ 加拿大的核电运营方开展的公共宣传的角色定位与美法类似ꎬ均为提升企业

公众形象ꎬ创造良好行业发展环境ꎮ 方式上更类似于美国核电运营方采取的方式ꎬ即不限于宣传核电

知识ꎬ而是以更广泛的活动形式提升企业人文环境责任感的企业形象ꎬ资助培育未来的公众意见领

袖ꎬ为企业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社会舆论ꎮ

１.４　 日本

日本涉及核安全问题的管理机构包括日本环境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

会(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ＮＲＡ)、日本原子能机构(Ｊａｐａ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ＪＡＥＡ)、原子能

委员会(ＡＥＣ)、核安全委员会(ＮＳＣ)等ꎮ 行业协会为原子能产业协会ꎮ 日本的核电运营公司包括东

京电力公司(ＴＥＰＣＯ)、九州电力公司、关西电力公司、日本原子能株式会社等[１０]ꎮ
１.４.１　 组织架构

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１６ 条规定项目提议者(一般为核电公司)应当在向有关政府机构或长

官提交相关材料后ꎬ公告环境影响评价草案和其他材料ꎬ并且自公告之日起ꎬ接受公众为期一个月的

公开审查ꎻ«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１７ 条规定在公开审查期间ꎬ项目提议者应当在相关地区举行听证会

以使公众了解环境影响评价草案ꎬ而且至少在举行听证会一周前公告其时间、地点ꎮ
在具体操作上 ＮＲＡ 官方页面上设置有专门的核安全意见和问题箱ꎮ ＮＳＣ 在官方页面中提到其

“采取多种办法与公众沟通”其中包括核安全研讨会ꎮ 其他管理机构、协会和各电力公司的网站上未

８６



见明确的公众参与的内容ꎮ
１.４.２　 小结

总体上看ꎬ日本的公众参与体制与欧美的体制有较大不同ꎬ日本的核电企业作为公众参与的组织

主体ꎬ不仅负责行业的形象宣传ꎬ同时也具有组织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草案进行监督的职责ꎮ 日本的

核电行业管理机构所负有的公众参与职责与欧美核电行政管理机构类似ꎬ为组织公众对核电企业的

管理和运营进行监督ꎮ 但日本相关网站上关于公众参与的内容建设和活动信息逊于相应的欧美行业

网站ꎮ

２　 我国核电公众参与角色定位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我国共有 １７ 个核电厂、共计 ３５ 台机组建成并投入运行ꎻ在建核电机组 ２２ 台[ ]ꎬ
是世界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ꎮ 目前ꎬ按照我国的环评制度规定ꎬ我国核能项目公众参与的主体单

位多为项目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ꎮ 作为公众参与的组织者和实施者ꎬ其公正性、公开性、客观性是否

能得到保证存在质疑ꎮ 社会公众怀疑建设单位背后的企业利益ꎬ以及项目对所在地政府的投资和税

收诱惑ꎬ其“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降低了公众参与的权威性和信任度ꎮ ２０１７ 年开始ꎬ新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ＨＪ２.１—２０１６)出台ꎬ公众参与与环评正式脱钩ꎬ按此法律规

定ꎬ企业成为了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的唯一责任主体ꎮ 这虽然有助于解决目前公众参与中出现的因为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两家的主体责任不明确ꎬ公众参与造假发现后ꎬ双方互相推诿ꎬ难以问责的问题ꎻ
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法律赋予环境管理责任的行政部门ꎬ也有组织专家对公众的意见焦点

进行论证ꎬ借由公众监督实现有效监管的义务和责任ꎮ 而且企业作为利益相关方ꎬ得出的公众参与结

果公众可能难以信服ꎬ还应在基础上发挥辐射监督站、技术中心和环保组织等第三方的作用ꎬ站在监

督检测角度客观公正地给出环境影响结果ꎮ

３　 分析及总结

根据我国及以上四国核电行业内不同公众参与组织者的角色定位和参与方式比较分析ꎬ可以得

出ꎬ不同的公众参与角色主体定位不同ꎬ也有着不同的职能ꎬ而不同的职能其最终要实现的公众参与

目的也不尽相同ꎮ 目前公众参与的角色主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ꎬ政府监管部门、核电运营公司和独立

第三方组织ꎮ 每个主体各在其职能下ꎬ开展公众参与活动ꎮ
(１)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能主要是行使环评报告的审查职能ꎬ并在审查的过程中进行信息公开ꎬ以

及根据需要开展相应的公众意见调查、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会等公众参与工作ꎬ其目的是通过监管手

段ꎬ保障公众的决策权ꎮ 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在公众参与中的定位应是信息收集者ꎬ以公众为监察手

段ꎬ实现有效监督ꎮ 公众参与的目的应是通过公众力量收集信息ꎬ协助监管ꎮ
(２)核电运营公司主要负责在环评过程中ꎬ进行信息公告发布及公众意见的调查和沟通反馈工

作ꎬ同时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核电知识的宣传ꎬ以及组织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工作ꎬ其目的是加强对自身

形象的宣传ꎬ从而提高企业形象ꎬ使公众更加信服信赖ꎮ 核电运营公司在公众参与中的定位应是信息

传播者ꎬ以公众为争取对象ꎬ实现舆论引导ꎮ 公众参与的目的应是提高核电行业形象ꎬ创造良好的核

电发展环境ꎮ
(３)独立第三方ꎬ主要是根据其独立的特性ꎬ为公众提供公平透明的信息ꎬ协助公众进行意见决

策ꎬ加强对核电企业的监督ꎮ 独立第三方在公众参与中的定位应是信息收集者ꎬ以公众为服务对象ꎬ
实现广泛监督ꎮ 公众参与的目的应是通过广泛收集各方意见ꎬ为政府及公众决策提供信息支持ꎮ

(４)不同的公众参与决策主体由于不同的目的ꎬ开展的公众参与方法也应有所侧重ꎮ 各角色主

体ꎬ应研究各类参与方法的适用范围及影响深度ꎬ有的放矢地选择合适的公众参与方法ꎬ提高公众参

与效率ꎮ
(５)政府监管部门应发挥政府主导优势ꎬ邀请相关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ꎬ对于核电影响及公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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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进行深刻论证ꎬ也可根据需要ꎬ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讨论ꎬ从政府监管角度出发ꎬ监督核电安全发展ꎬ
保障民生ꎮ 而核电运营公司公众参与方式应不限于狭义的核电教育和安全性宣传ꎬ应拓展领域ꎬ以广

义的社会责任为落脚点ꎬ创新公众参与方式ꎬ拓展企业与公众的交流渠道ꎬ创造良好的行业形象ꎮ 独

立第三方ꎬ则应在其关注的领域内通过组织公众公益活动ꎬ邀请专家学者ꎬ或广泛建立信息发布平台ꎬ
尽可能多的为公众提供公正透明的信息ꎮ

(６)最根本的参与是决策的参与ꎬ最根本的支持来自于切身利益诉求的实现ꎮ 合理平衡个人利益

和群体利益ꎬ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ꎬ实现核电发展中的利益共赢、协调发展ꎬ才是赢得公众支持ꎬ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的基本条件和最有效的方法ꎮ

４　 结论

公众参与是提升核电公众形象的重要手段ꎬ也是核电安全监管的重要方式ꎮ 良好的核电公众参

与能为公众的意见传达及反馈建立一个畅通的渠道ꎬ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ꎬ促进社会稳定ꎮ 而不

同的公众参与责任主体ꎬ可以立足自身的需求ꎬ明确定位ꎬ各司其职ꎬ共同搞好核电公众参与工作ꎬ使
核电公众参与真正落到实处ꎬ真实反映公众的意见和声音ꎬ为国家进行决策ꎬ保障公民权益ꎬ社会稳定

提供基础ꎮ 尤其是在 ２０１７ 年新的环评技术导则出台ꎬ核电公众参与与环评脱钩后ꎬ如何借鉴国外的

经验ꎬ发挥各主体的不同作用ꎬ明确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及角色定位意义重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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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事故情况下核电厂应急环境监测准备与响应探讨

刘　 刚ꎬ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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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刚(１９８２—)ꎬ男ꎬ山东沂水人ꎬ工程师ꎬ硕士研究生ꎬ从事核电厂辐射环境监测工作

摘要:核电厂发生堆芯融化事故后ꎬ就进入严重事故状态ꎮ 严重事故情况下ꎬ核电厂会发生堆芯失去冷却、堆芯融化、
压力边界失效、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情况ꎮ 由于期间环境烟羽扩散方向不稳定ꎬ污染区域扩散广ꎬ核电厂需要开

展快速响应行动ꎮ 本文介绍了 ＩＡＥＡ 推荐的应急行动分区和防护行动ꎬ并详细介绍了事故早、中、晚期时段的污染风

险、应急环境监测任务和行动ꎬ对严重事故情况下核电厂应急环境监测工作准备与响应进行了探讨ꎮ 严重事故情况

下ꎬ核电厂应基于堆芯状况ꎬ减少对评价系统和会议决策的依赖性ꎬ优先在所有周边区域采取防护行动ꎬ降低人员辐射

危害ꎬ尽可能保证公众的健康和安全ꎮ
关键词:严重事故ꎻ应急环境监测ꎻ应急防护行动

我国“十三五”核电规划目标为“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５ ８００ 万千瓦ꎬ在建达到 ３ ０００ 万千瓦以

上”ꎮ 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ꎬ核电的发展是中国积极应对环境形势变化、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果的具体体现ꎮ
苏联切尔诺贝利和日本福岛发生的严重核事故ꎬ对全球人类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影响ꎮ 严

重事故情况下ꎬ从堆芯失去冷却剂开始ꎬ大约 ２０~４０ ｍｉｎꎬ即可发生堆芯融化ꎬ压力边界失效ꎬ放射性物

质大量向环境释放的事故发生ꎮ 由于核电厂严重事故发生时间快、破坏影响力大ꎬ因此针对严重事故

不同进程、环境和应急行动特征ꎬ需要开展相应的应急防护行动和应急环境监测工作ꎮ

１　 严重事故进程分析

目前世界上核电厂类型主要是轻水堆ꎬ压水堆占 ６０％ꎬ沸水堆占 ２０％ꎮ 核电厂运行阶段分为运行

状态(正常运行、预期事件运行)和事故状态(设计基准事故、超设计基准事故)ꎬ堆芯融化即进入严重

事故情形ꎮ 堆芯严重事故一般发生在 ２ 个位置:反应堆堆芯和乏燃料水池ꎮ
核电厂燃料事故进程分为 ４ 个阶段ꎬ分别为初始燃料损坏、堆芯融化迁移、一回路压力边界失效、

反应堆失控ꎮ 随冷却剂失效ꎬ温度上升ꎬ堆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ꎮ 设计基准和超设计基准事故阶段ꎬ
堆芯温度为 ３００~１ ２００ ℃ꎬ危害局限于燃料芯块破裂ꎬ燃料包壳氧化率低ꎬ８００ ℃时控制棒发生融化ꎬ
这个阶段堆芯几何依旧维持ꎻ严重事故阶段ꎬ堆芯温度大于１ ２００ ℃ꎬ此时燃料芯块破裂氧化产生的热

量大于衰变热ꎬ产生高能氢气ꎬ堆芯发生融化ꎻ温度高于 １ ４００ ℃时ꎬ发生锆水反应ꎻ温度大于 １ ８００ ℃
时ꎬ堆芯与反应堆底部混凝土反应ꎬ融化并穿透反应堆ꎮ 从堆芯失去冷却剂开始ꎬ大约 ２０ ~ ４０ ｍｉｎꎬ即
可发生堆芯融化ꎬ压力边界失效ꎬ放射性物质大量向环境释放的事故发生[１]ꎮ 因此ꎬ严重事故情况下ꎬ
进程发生时间快、破坏影响力大ꎬ需要尽快执行应急防护行动ꎮ

２　 严重事故情况下应急环境监测工作准备和响应

２.１　 严重事故情况下环境和应急行动特性

环境烟羽扩散方向不稳定ꎮ ＩＡＥＡ 对烟羽扩散和风向跟踪进行了一定研究ꎬ在扩散过程中ꎬ烟羽

难于探测和跟踪ꎮ 同一时间不同高度的风向是动态变化的ꎬ因此烟羽扩散没有固定的下风向ꎬ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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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ＩＡＥＡ 对福岛核事故不同方位ꎬ不同距离和时间剂量率的变化ꎬ进行了调查ꎬ沉降区域剂量率水平

影响也证实了这一点ꎮ 在烟羽沉降过程中ꎬ降雨是最大的影响因素ꎬ沉积易造成当地剂量水平的

升高ꎮ

图 １　 烟羽扩散随沉降高度的有效性

核事故污染扩散区域广ꎮ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污染扩散区域远达 ３００ ｋｍꎬ食品、牛奶和饮用水需要

在大范围的面积内进行限制(降雨因素影响严重)ꎮ ＩＡＥＡ 食入限制区范围为 ３００ ｋｍꎬ并建议此范围

内进行食物的全面控制ꎮ
热点不断出现和行动ꎮ 在屋槽、低洼、排水沟、树叶上等会出现高剂量率的热点ꎬ而且同一个监测

位置ꎬ监测数据差别可能会很大ꎬ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ꎮ 需要仔细监测并识别潜在热点ꎬ超出控制标

准的地区ꎬ需要进行地区出入限制ꎬ并对人员开展相应防护ꎮ
应急防护行动的全方位开展ꎮ ＩＡＥＡ 对福岛核事故影响区域的分析得到ꎬ由于风向变化和烟羽沉

积的不可预测性ꎬ剂量预测模型与实际沉积剂量数据会有很大差别ꎬ因此事故后果等相关评价ꎬ仅可

作为应急行动建议参考ꎮ 早期应急防护行动ꎬ应该尽早阻止确定性效应的发生和降低随机效应的风

险ꎬ因此需要尽快在核电厂的全部方位的地区(除海域)开展紧急防护行动(服碘、撤离、隐蔽、食物限

制等)ꎮ

２.２　 ＩＡＥＡ 应急行动分区和防护行动推荐

严重事故情况下ꎬＩＡＥＡ 应急行动区划分为 ４ 类ꎬ分别为预防行动区(ＰＡＺ－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紧急防护行动计划区(ＵＰＺ－Ｕ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ｚｏｎｅ)、扩展计划区(ＥＰ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食品摄入和商品计划区(ＩＣＰＤ－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ꎮ ＩＡＥＡ
推荐应急行动分区设置见图 ２ꎮ

图 ２　 ＩＡＥＡ 推荐应急行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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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事故情况下ꎬ应急防护行动过程有:
第一阶段:ＰＡＺ 和 ＵＰＺ 区域人员在厂 /家服用碘片ꎻＰＡＺ 人员撤离到 ＵＰＺ 之外ꎻＩＣＰＤ 区域内进行

食物和商品控制ꎻ通知 ＵＰＺ 人员准备撤离ꎮ
第二阶段:ＵＰＺ 人员撤离到 ＵＰＺ 之外ꎻ病人撤离到 ＥＰＤ 之外ꎻ
此时烟羽扩散沉降ꎬＥＰＤ 部分区域需要进行人员撤离ꎮ
第三阶段:对 ＥＰＤ 区域进行监测和取样分析ꎬ验证超标准区域并执行人员撤离ꎮ
第四阶段:监测和取样分析结果ꎬ若超过 ＯＩＬ２ 操作干预水平ꎬ验证超标准区域并执行人员撤离ꎮ

２.３　 严重事故下应急环境监测工作探讨

核电厂事故按照辐射风险来源和监测任务ꎬ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ꎮ ①事故早期为从出现明显的

放射性物质释放的先兆到开始释放后的几个小时[２]ꎮ 该阶段主要环境辐射风险来源于放射性烟羽外

照射和放射性吸入内照射ꎬ监测范围一般不超过核电厂 ５ ｋｍꎮ 事故早期应急环境监测任务如下:确定

烟羽特征ꎬ如方向、放射性水平以及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ꎻ核实辐射后果评价结果ꎻ关键区域的污染评

价ꎮ ②事故中期为从放射性物质开始释放后的几小时到几天或几周ꎮ 在中期阶段ꎬ大部分的放射性

物质已经沉积于地面ꎬ同时放射性释放可能仍在持续ꎬ该阶段辐射危害主要来自烟羽放射性外照射、
地面沉积外照射、放射性物质的吸入以及污染食品和水的摄入造成的内照射ꎮ 该阶段环境监测任务

的重点对下风向污染区空气、水、食物进行监测ꎮ 事故后期(恢复阶段)为从事故中期以后可能延伸几

周甚至几个月或若干年ꎮ ③事故后期阶段核电厂放射性释放已经停止ꎬ但照射途径基本同于事故中

期ꎬ主要是地面沉积外照射和食入、吸入放射性造成的内照射ꎮ 事故后期应急环境监测任务在于确定

整个事故释放所造成的污染水平及范围ꎬ事故后期环境监测数据为决定去污范围、是否采取避迁或永

久再定居等中长期防护措施、或是否解除防护措施、恢复到正常状态等提供依据ꎮ
严重事故情况下ꎬ事故进程快、严重且复杂ꎬ应急环境监测工作ꎬ需要针对性的进行相关调整:

①严重事故早期ꎬ在机组不可控制和预测情况下ꎬ核电厂应优先由运行操作员ꎬ根据堆芯状况等级决

定应急防护行动ꎮ 早期环境监测工作应在机组状态可控情况下全方位开展ꎻ重点参考核电厂气象与

辐射监测系统和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的实时监测数据ꎬ以及 ＤＣＳ(数据采集系统) / ＫＮＳ(实时信息

监控系统)实时显示机组状态参数ꎬ为应急行动提供相应建议ꎮ ②严重事故中期ꎬ要全方位开展取样

监测工作ꎮ 特别要关注车载巡测、航测、环境取样监测过程中发现的热点ꎬ并根据现场情况和操作干

预水平修正采取紧急的防护行动ꎮ ③严重事故后期ꎬ也要全方位开展取样监测工作ꎮ 环境监测数据

为决定去污范围、是否采取避迁或永久再定居等中长期防护措施、或是否解除防护措施、恢复到正常

状态等提供依据ꎮ 本阶段需要对热点区域进行去污ꎬ还应重点关注和跟踪核辐射对陆地、海洋的污染

影响ꎮ ④严重事故中ꎬ还可能叠加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ꎬ造成部分监测站点故障失效ꎬ环境实验室不

可久留无法开展监测等ꎮ 此时ꎬ则需要应急环境人员布放移动组网系统替代监测ꎬ并由事故协议核电

厂开展支援监测分析ꎮ
对一般事故和严重事故情况下的应急环境监测行动ꎬ进行区别梳理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一般事故和严重事故下应急环境监测行动

阶段 一般事故下应急环境监测工作 严重事故下应急环境监测工作

事故

早期

①开展环境监测车巡测(大气环境 γ 剂量率监测ꎻ空
气中气溶胶和放射性碘的监测ꎻ环境 ＴＬＤ 的布放)ꎻ
②开展流出物监测(核岛流出物泄漏取样监测ꎻ安全

壳内大气和厂房通风系统监测)

①环境监测车巡测根据情况开展(在机组状态

不明情况下暂停开展ꎬ重点参考监测子站数据ꎻ
涉及公众辐射安全或其他特殊情况下除外)ꎻ
②流出物监测不开展(重点参考机组实时状态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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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阶段 一般事故下应急环境监测工作 严重事故下应急环境监测工作

事故

中晚期

①开展环境监测车巡测(大气环境 γ 剂量率监测ꎻ空
气中气溶胶和放射性碘的监测ꎻ环境 ＴＬＤ 的布放ꎻ地
面污染监测ꎻ水库水和饮用水的取样监测ꎻ食物样品

采集)ꎻ②海域巡逻监测根据情况开展(核岛流出物泄

漏到海洋中开展)ꎻ③移动组网设备根据情况开展(监
测子站故障替代监测时开展)ꎻ④应急协议电站支援

根据情况开展(应急环境实验室不可居留时开展)

①开展环境监测车巡测(重点关注环境热点识

别和控制)ꎻ②开展海域巡逻监测(监测评估对

海洋影响)ꎻ③开展移动组网设备根据情况(全
方位开展监测需求)ꎻ④开展应急协议电站支援

(应急环境实验室不可居留ꎬ无法使用)

３　 结论

严重事故情况下ꎬ核电厂需要针对严重事故情况事故进程、环境和应急行动特性ꎬ做好的应急准

备和响应ꎬ以降低辐射危害可能性ꎬ尽可能保证公众的健康和安全ꎬ相关结论有:
(１)核电厂严重事故情况下ꎬ由于堆芯损失状态、源项释放途径、释放时间、释放距离和烟羽扩散

方向都是无法预测的ꎬ因此核电厂应优先由运行操作员ꎬ根据堆芯状况优先在所有周边区域采取防护

行动ꎮ 同时建议国家核应急相关部门ꎬ参考 ＩＡＥＡ 严重应急事故应急行动分区ꎬ统筹考虑合适严重事

故情况下的应急行动分区ꎬ以事故时及时开展防护行动ꎮ
(２)严重事故情况下ꎬ由于评价系统的不可模拟性ꎬ获取数据的有限性和时间的急迫性ꎬ核电厂应

尽快采取应急防护行动ꎬ减少对评价系统和会议决策的依赖性ꎻ
(３)严重事故情况下ꎬ事故早期烟羽扩散期间环境监测工作应在机组状态可控后再稳妥开展ꎮ 此

期间ꎬ主要依据核电厂实时监控系统、辐射与气象监测系统和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的监测数据ꎬ为
应急防护行动提供参考建议ꎮ

(４)严重事故中后期ꎬ需要开展全面的应急环境取样、监测分析工作ꎬ并进行操作干预水平修正ꎬ
为决定去污范围、是否采取避迁或永久再定居等中长期防护措施、或是否解除防护措施、恢复到正常

状态等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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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核安全公众参与研究

李光辉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核安全事关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ꎬ事关环境安全ꎬ事关公众利益ꎮ 核安全的公众参与是普及安全知识ꎬ消
除公众疑虑的重要手段ꎮ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ꎮ 利用社会心理学分析核安全

公众参与中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与想法ꎬ可以有效增强公众参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因此开展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核安

全公众参与研究非常重要ꎮ 本文首先调研当前核安全公众参与现状ꎬ分析当前公众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ꎬ基于社会心

理学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ꎬ提出后续加强公众参与工作的建议ꎮ

　 　 　 　 　 　 　 　 　 　 　 　 　 　 　 　 　 　 　 　 　 　 　 　 　 　 　 　 　 　 　 　 　 　 　 　 　 　 　 　 　 　 　 　 　 　　
　

　
　 　　　　　　　　　　　　　　　　　　　　　　　　　　　　　　　　　　　　　　　　　　　　　　

　
　

　
　

作者简介:李光辉(１９８５—)男ꎬ山东滨州人ꎬ硕士ꎬ工程师ꎬ主要从事核安全政策与规划研究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ꎻ核安全ꎻ公众参与

核安全事关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ꎬ事关环境安全ꎬ事关公众利益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ꎬ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安全意识不断增强ꎬ对核安全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ꎬ
尤其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后ꎬ公众对核安全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ꎬ出现了许多要求核电发展

速度放缓甚至取消的声音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几次重大核事故给公众心理留下了难以

愈合的伤疤ꎬ生怕未来自己身边的核电站可能发生类似的核事故ꎬ“恐核、畏核、惧核”心理仍然广泛存

在ꎻ另一方面核能与核技术利用领域仍然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ꎬ公众对核方面知识知之甚少ꎬ对我国

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的安全状况存在着较大的疑惑ꎮ 社会上出现的 “反核”声音ꎬ就是公众对核安

全疑惑的一种具体体现ꎮ 未来制约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不是技术问题ꎬ而是公众可

接受度问题ꎬ核安全的“答疑释惑”工作亟待开展ꎬ公众参与就是“答疑释惑”的一种良好手段ꎮ 公众

参与是满足公民知情权ꎬ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手段ꎬ也是公众了解和掌握更多关于核的知识ꎬ进
一步督促核安全落实的必要途径ꎬ推动核能和核技术利用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ꎮ

１　 核安全公众参与和社会心理学的关系

核安全公众参与即利害关系人和一般社会公众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调试、运行及退役过

程中ꎬ就决策所涉及的与利益相关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ꎬ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
阐述利益诉求等方式参与决策过程ꎬ提升决策公正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ꎮ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ꎬ它所研究的是和社会有关的心理

学问题ꎮ 社会心理学从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ꎬ研究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个体心理活动发

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ꎮ 社会心理学强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ꎬ重视关于社会情境的探讨ꎬ重
视个体的内在心理因素ꎮ

核安全公众参与归根到底是一种集体活动ꎬ是公民融入核安全ꎬ参与核安全的一种集体活动ꎬ
究其理论根源是社会心理学ꎮ 社会心理学强调理由不充分的禁止反而会更加激发人们强烈的探究

欲望ꎬ所以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核安全公众参与ꎬ尤其是核工程立项时和发生核事故时ꎮ 通过

政府部门、核设施营运单位、公众之间的良好沟通ꎬ有效防止和化解政府机构、营运单位、公众之间

的冲突ꎮ

２　 核安全公众参与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民用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起步较晚ꎬ与起步较晚的核能与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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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事业相比ꎬ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起步更晚ꎬ直到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开始之前几乎为零ꎮ
虽然起步较晚ꎬ但是发展比较迅速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海盐秦山基地、田
湾核电站还被列为“工业旅游示范点”ꎬ有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核电、理解核电ꎮ 同时三哩岛、切尔诺

贝利等几次重大核事故的发生ꎬ尤其是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ꎬ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越来越得到重

视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ꎮ

２.１　 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的现状

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主要采取主动参与的形式ꎬ公众参与的阶段包括核设施从选址到退役的全

寿期ꎬ参与的内容在核设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ꎮ 在核设施选址阶段ꎬ公众可以根据政府和核设施营运

单位公开的核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报告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ꎻ在建造阶段ꎬ公众可以了解核设施环

境保护的初步设计方案ꎬ并对初步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ꎻ在运行阶段ꎬ公众可以了解核设施的最

终设计与建造及对环境的影响ꎬ了解核设施环境保护相关设施的运行情况和环境保护的落实情况ꎬ并
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ꎻ在退役阶段ꎬ公众可以了解核设施退役的时间、退役的方法、退役的用途及最

终的去向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ꎮ
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的主要组织机构包括政府机构、营运单位和核能协会等ꎮ 政府机构包括环

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各涉核地方政府ꎻ营运单位包括中国

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等ꎻ核能协会

包括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中国核学会等ꎮ
核安全公众参与的方式包括电话、传真、信件、电子邮件、网站、展会、讲座、公众开放日、调查问卷

等ꎬ政府部门还会组织新闻发布会、听证会ꎬ发放调查表、座谈会、接待中心等ꎬ公众可将自己关心的问

题反馈至政府部门或营运单位ꎬ由其做出解答ꎮ 目前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核电企业做得相对较

好ꎬ部分政府和营运单位建立了专门的公众参与队伍ꎬ有的营运单位还建立了周边关系委员会ꎬ专门

处理厂址周边公众关系ꎮ
目前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的法规导则还比较缺乏ꎬ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提出“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

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ꎮ «环境保护法»提出“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ꎬ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ꎬ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

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ꎮ”
２００８ 年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核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稿)ꎬ强化了核电厂厂址审批、建造和运行阶段的公众参与的要求ꎬ明确了核电厂公众参与相关工作的

实施规定ꎬ包括公众参与方式、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公众参与的时间要求和被征询意见公众的选择

原则ꎬ并提出了公众参与具体组织形式的相关要求ꎬ此外还明确了项目建设单位是开展核电厂环境影

响评价活动公众参与工作的主体ꎮ 核电厂厂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主要步骤如图 １
所示ꎮ

２.２　 核安全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ꎬ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区ꎮ 利

用社会心理学找出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的不足之处ꎬ分析误区存在的原因ꎬ对未来做好核安全公众参

与具有重要意义ꎮ 经分析ꎬ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存在以下误区:
误区 １:公众参与要提高公众知识水平ꎬ知识水平越高越支持核能ꎮ 目前几乎所有的核安全公众

参与人员都感觉到公众普遍对核能知识知之甚少ꎬ并且将这种知识缺乏的现象作为公众不支持甚至

反对核能的重要原因ꎮ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正确ꎬ并不是一个人掌握知识越多就越支持核能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法国电力公司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ꎬ对核能的支持程度与教育水平并无关联ꎬ具体调查数据如

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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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核电厂厂址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主要步骤

表 １　 公众知识水平与核能态度的比例

知识水平 反对核能 支持核能

知识水平少 ３８％ ３１％

知识水平较高 ５３％ ５３％

知识水平高 ９％ １６％

总计 １００％ １００％

其实这一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是广泛存在的ꎬ社会心理学认为ꎬ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越

高ꎬ就倾向于按照自己的独立价值观行事ꎬ而不是服从人们所认为的权威ꎮ 而价值观一旦形成具有稳

定性和持久性ꎬ所以需要在人的价值观形成的阶段灌输核能的相关知识ꎬ而不是在价值观形成以后ꎮ
误区 ２:公众必须在支持核能或者反对核能中做出选择ꎬ没有第三条路可选ꎮ 根据人们以往的经

验ꎬ对核能只能有支持或者反对两个态度ꎬ没有“没有态度”这个立场ꎮ 但据法国电力公司民意调查显

示ꎬ公众对于核能发展的态度ꎬ坚决反对的占 ３２％ꎬ支持核能的占 ２３％ꎬ而 ４５％的人则“没有态度”ꎮ
但正是这“没有态度”的 ４５％才是决定核能有没有公众基础的关键ꎬ才是公众参与应该大力争取的

力量ꎮ
其实这是社会心理学上讲的群体参照的观点ꎬ即公众对不熟悉和神秘的领域ꎬ不知道如何选择ꎬ

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信息是模糊的ꎬ不清楚自己的态度选择ꎬ更多的是等待政府的决定ꎬ等待着权威人

士的解答ꎬ等待新知识的普及ꎬ即为从众ꎮ
误区 ３:公众不支持核能是因为公众参与工作不到位ꎮ 众多核行业从业人员认为之所以出现不支

持核能的现象是因为公众参与工作做得不到位ꎬ只要加大参与力度ꎬ会得到公众支持ꎮ 但据法国电力

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ꎬ公众对核电经济性的关注远远大于对核电安全性的关注ꎬ这对于以往的观点是

颠覆性的ꎮ 目前公众中绝大多数不接受核能的不是核能项目拆迁范围以内的和远离核电项目的公

众ꎬ而是距离核能项目较近但未在拆迁距离内的公众ꎬ他们普遍存在建设核能项目可以ꎬ但“不要建在

我家后院”的观点ꎬ如何针对“邻避效应”是公众参与工作的难点ꎮ
这是社会心理学上普遍存在的理论决策论ꎬ理论决策论强调人们在做出选择时ꎬ会估计不同利益

及代价ꎬ选择对自己风险最小ꎬ利益最大的行为ꎬ如何在公众和营运单位之间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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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接受这种平衡才是公众参与的重中之重ꎮ
误区 ４:错误论调应该冷处理ꎬ时间久了就过去了ꎮ 现在部分政府机构和营运单位的人员仍然抱

有一种侥幸心理ꎬ对于现实中或者网络中的错误论调ꎬ最好的方法就是冷处理ꎬ不用搭理ꎬ过一段时间

就会消失了ꎮ 根据社会心理学上的“墨菲定律”:①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ꎻ②所有的事都

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ꎻ③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ꎻ④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ꎬ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ꎮ
当选择冷处理的时候ꎬ就会发现这种错误论调会长时间地存在着ꎬ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ꎬ并且

反复被人提及ꎬ波及面也会越来越广ꎬ再想去处理付出的代价比原来要大得多ꎮ 社会心理学认为ꎬ越
早的说服效果越良好ꎬ等到事情发生了ꎬ再来就事论事地讲道理ꎬ进行教育ꎬ只能暂时起一点作用ꎮ

误区 ５:公众参与不是人人参与ꎬ有专人负责就可以了ꎮ 部分营运单位人员认为我做好分内之事ꎬ
保证核设施安全运行就可以了ꎬ剩下的事情我不用管ꎬ公众参与还是政府部门出门更好ꎮ 社会心理学

认为ꎬ群体规模越大ꎬ赞成某一观点或采取某一行为的人数越多ꎬ则群体对个人的压力就越大ꎬ个人就

越容易从众ꎮ 群体凝聚力越强ꎬ群体成员之间的意见越一致ꎬ从众倾向就越强烈ꎮ “物以类聚ꎬ人以群

分”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经济收入、籍贯、职业、社会地位、社会价值、资历等方面越相似的人越容易

相互吸引ꎮ 只有核行业从业者都参与到核安全公众参与中ꎬ影响到更多与你相似的人ꎬ核安全公众参

与工作才能越做越好ꎮ

３　 下一步工作建议

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ꎬ同时存在着较多的误区ꎬ为了提高公众参与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ꎬ促进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更好更快发展ꎬ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

建议:
(１)利用公众从众心理ꎮ 社会心理学强调愈是神秘的领域ꎬ从众现象愈明显ꎬ个体之所以从众ꎬ一

是想被群体接纳ꎬ二是信息有限ꎮ 由于历史原因ꎬ核能目前对公众来说ꎬ仍然具有非常浓重的神秘色

彩ꎬ尚有许多公众对核能相当不了解ꎬ从众现象非常明显ꎮ 所以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要充分利用

公众从众心理ꎬ做好以下两点:
一要充分利用政府的权威性ꎮ 增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ꎬ政府作为权威部门ꎬ建议“十三五”期间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核项目可接受性调查ꎬ调查的范围应包括核设施周围的不同距离的公众和距离

较远的公众ꎬ调查的形式可以采取实地调查和网络两种ꎬ调查应以调查问卷为主ꎬ调查的参与者应覆

盖社会各阶层ꎬ应确保调查问卷回答者的正式性ꎬ而不是随意答题ꎮ 对核能坚决支持者要继续保持沟

通ꎬ对坚决反对者改变比较困难ꎬ可缓慢图之ꎬ对“没有态度者”可以尽量争取ꎬ没有态度就是等待政府

的态度ꎬ政府所做的决定就是他们的态度ꎮ 同时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ꎬ充分利用政府的权威性ꎬ
适时引导ꎬ使原本对核能“没有态度”转而支持核能ꎬ促进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ꎮ 在发生谣言或

舆情时ꎬ政府要适时的发声ꎬ发布权威的观点ꎬ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核安全观ꎬ减少不良舆论的影响ꎮ
二要大力培养公众榜样和意见领袖ꎮ 越是神秘的东西越容易引起公众重视ꎬ传播速度越快ꎬ“冷

处理”已经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ꎬ要大力树立榜样和意见领袖ꎮ 榜样的行为就是公众行为的参

照ꎬ要努力培养核工业项目周边有威望的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ꎬ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好的从众行为ꎻ要
培养新媒体范围内的意见领袖ꎬ占领舆情高地ꎬ好的舆情要及时引导ꎬ错误苗头及时应对ꎮ

(２)不同层次的公众采取不同的参与方法ꎬ增强公众参与的有效性ꎮ 针对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高

的公众ꎬ他们知识水平较高ꎬ会充分利用资源ꎬ获取相关知识进行判断ꎬ采用媒体和讲座相结合的方

式ꎬ在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上灌输核能的相关知识ꎬ采取面对面座谈ꎬ以实际数据促使其支持核能ꎻ针对

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学生团体ꎬ要采用学术科普的方法ꎬ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ꎬ是学生的观念

转变为支持核能ꎬ从而使整个家庭支持核能ꎻ针对一般公众ꎬ要利用好政府权威性ꎬ他们关于核能的知

识水平偏低ꎬ需要借助政府的引导ꎬ更多时候政府所做的决定就是他们的态度ꎮ
针对地方不同的公众ꎬ进行侧重点不同的参与ꎮ 对核能建设所需拆迁区以内的公众ꎬ要加强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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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合理性ꎬ对未在拆迁范围以内ꎬ但据核能项目较近的公众ꎬ要避免“邻避效应”ꎬ一方面加强营运

单位透明度ꎬ使公众了解关于核能的尽量多的信息ꎬ减少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ꎻ另一方面

要加大项目周边的补偿力度ꎬ不但要给予物质补偿ꎬ实实在在让周围群众得到真正利益ꎬ更要加大精

神补偿力度ꎬ开展心理辅导ꎬ消除公众紧张情绪ꎮ
(３)共同参与ꎬ形成合力ꎮ 核安全是一荣俱荣ꎬ一损俱损ꎬ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或者单位可以独善其

身ꎮ 核安全公众参与工作是整个核行业的事ꎬ需全行业共同努力ꎬ形成合力ꎬ持续推进ꎮ 未来要加强

政府机构和营运单位间的协调ꎬ做到没有问题大家齐心协力抓安全ꎬ出现问题大家齐心协力搞应急ꎮ
同时核安全的公众参与工作ꎬ又不仅仅是整个行业的事ꎬ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ꎬ共同参与ꎬ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ꎬ努力减少来自公众的抵触情绪ꎬ促进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的发展ꎮ
(４)加强国际合作ꎬ共同提高公众参与水平ꎮ 法国是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大国ꎬ法国核能发展不但

依靠先进的技术ꎬ完善的管理ꎬ还有透明的公众参与机制ꎮ 法国颁布了«核透明与安全法»ꎬ作为公众

参与的特定法律ꎬ我国要加快推进«核安全法»立法工作ꎬ将公众参与以法律的名义固化下来ꎮ 核安全

无国界ꎬ我国应与国际核安全公众参与先进国家合作ꎬ注意他国公众参与中出现的问题ꎬ及时发现以

前公众参与工作中存在的误区ꎬ共同做好公众参与工作ꎮ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ＬＩ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０８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ｕｂ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Ｕ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 ｉｔ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ꎻ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ꎻ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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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 ＰＳＡ 中地震设备清单的筛选方法研究

杨建峰ꎬ张晓明ꎬ杨志超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６)

　 　 　 　 　 　 　 　 　 　 　 　 　 　 　 　 　 　 　 　 　 　 　 　 　 　 　 　 　 　 　 　 　 　 　 　 　 　 　 　 　 　 　 　 　 　　
　

　
　 　　　　　　　　　　　　　　　　　　　　　　　　　　　　　　　　　　　　　　　　　　　　　　

　
　

　
　

作者简介:杨建峰(１９８６—)ꎬ男ꎬ甘肃人ꎬ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核电厂地震等外部灾害 ＰＳＡ 分析工作

摘要:地震设备清单(简称 ＳＥＬ)包含了所有地震 ＰＳＡ 易损度评估和地震电厂响应分析中要考虑的构筑物和设备ꎮ
ＳＥＬ 清单筛选的目的在于限制需要进行详细易损度分析的设备数目ꎬ以及限制需要整合进地震 ＰＳＡ 逻辑模型的地震

失效模式ꎮ 本文对文献 ＥＰＲＩ ＮＰ－６０４１－ＳＬ 和地震 ＰＳＡ 开发导则推荐的两种筛选方法进行研究后ꎬ提出了一种建立初

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ꎬ以迭代的方式进行定量筛选的方法ꎬ并对各种方法进行对比ꎬ以确定最佳的地震设备清单的筛选的

方式ꎮ
关键词:地震设备清单ꎻ筛选ꎻ核电厂

地震设备清单是地震 ＰＳＡ 中需要考虑的所有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列表ꎬ代表了地震 ＰＳＡ 分析

的核电厂物项范围ꎬ也是后续开展地震易损度分析和系统分析的基础ꎮ 由于核电厂的设备有成千上

万个ꎬ在系统分析中模化所有电厂设备是不切实际的ꎬ且地震易损度评估计算量庞大ꎬ计算过程复杂ꎬ
所以地震设备清单的筛选过程非常重要ꎮ 地震设备清单的筛选是将抗震能力足够强ꎬ且对电厂风险

贡献足够小的设备筛除ꎮ 合理的通过筛选降低地震设备清单中的设备数量ꎬ可以更有效地开展易损

度分析和地震 ＰＳＡ 逻辑模化建模工作ꎬ同时也保证了地震 ＰＳＡ 分析的完整性ꎮ 目前国内外研究结构

给出了多种筛选方法ꎬ任何筛选方法都应该确保筛选掉的设备不会对地震导致的 ＣＤＦ 产生大的影响ꎬ
本文对文献 ＥＰＲＩ ＮＰ－６０４１－ＳＬ 和 ＥＰＲＩ－３００２０００７０９ 推荐的两种筛选方法进行研究后ꎬ提出了一种建

立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ꎬ以迭代的方式进行定量筛选的方法ꎬ并对各种方法进行对比ꎬ以确定最佳的地

震设备清单的筛选的方式ꎮ

１　 方法 １:根据物项 ＨＣＬＰＦ 值进行筛选

在美国早期的地震 ＰＳＡ 实践中ꎬ与抗震裕度评价(ＳＭＡ)的分析过程类似ꎬ根据构筑物、系统或设

备(ＳＳＣ)的高置信度低失效概率能力(ＨＣＬＰＦ)值进行筛选ꎮ 文献 ＥＰＲＩ ＮＰ－６０４１ 中表 ２－３ 和表 ２－４
中分别对构筑物和设备的筛选标准、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ꎮ 采用 ５％阻尼的加速度谱ꎬ以 ０.８ｇ ＳＡ
(对应 ０.３ｇＰＧＡꎬ满足第一列要求)和 １.２ｇ ＳＡ (对应 ０.５ｇＰＧＡꎬ满足第二列要求)作为筛选标准ꎮ

此处的筛选标准是以美国东部地区的地震数据作为依据ꎬ由于地壳活动的地区差异性ꎬ对于其他

国家的核电厂厂址不一定适用ꎮ 且随着科学家对地震危险性分析的重新认识ꎬ以上的筛选的标准需

要进行调整ꎮ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ꎬＮＲＣ 在导则 ＪＬＤ－ＩＳＧ－２０１２－０４ 中建议筛选标准应满足 ＨＣＬＰＦ 值

至少为 ２.５ 倍的地面运动反应谱(ＧＭＲＳ)或失效概率低于 ５.０×１０－７ /年ꎬ以便于充分识别电厂的实际

地震风险ꎮ
为了满足特定核电厂址的实际特征ꎬ近些年在地震 ＰＳＡ 开发过程中ꎬ国内外的一些核电厂的对以

上方法进行了改进ꎮ 地震设备清单筛选时ꎬ保守假设某个设备失效将直接导致堆芯损坏ꎬ该设备在地

震条件下的失效频率就是其对地震 ＣＤＦ 的贡献ꎬ即 ΔＣＤＦꎮ 如果 ΔＣＤＦ 足够小ꎬ则意味着该设备对核

电厂的安全影响可以忽略ꎮ 根据经验确定 ΔＣＤＦ 的大小ꎬ然后反推得出对应物项 ＨＣＬＰＦ 的大小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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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筛选标准ꎮ 具体计算过程和原理见图 １ 和公式(１)、(２)、(３)所示ꎮ

图 １　 方法 １ 改进后的筛选准则确定过程

Ａｍ ＝ ＨＣＬＰＦｅｘｐ(２.３３βｃ) (１)

Ｆ(ａ) ＝ Φ[
ｌｎ(αＰＣＡ / Ａｍ)

βｃ
] (２)

ΔＣＤＦ ＝ － ∮Ｆ(ａ) ｄＨ(ａ)
ｄａ

ｄａ (３)

式中: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函数ꎻＡｍ为易损性中值加速度ꎻβｃ 　 为不确定性标准差ꎻＨ(ａ)为地震危

险性曲线ꎻＦ(ａ)为地震易损性曲线ꎮ
国内某核电厂厂址地区的基岩水平峰值加速度 ＳＳＥ 设计值取 ０.２０ｇꎬ取不确定性标准差 βｃ 等于

０.４ꎬ不同筛选 ＨＣＬＰＦ 值及对应的 ΔＣＤＦ 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筛选 ＨＣＬＰＦ 值及对应的 ΔＣＤＦ 关系表

序号 选取 ＨＣＬＰＦ 值 ΔＣＤＦ / ( /堆∙年)

１ ０.２６ １.０×１０－６

２ ０.２９ ５.０×１０－７

３ ０.３８ １.０×１０－７

４ ０.４２ ５.０×１０－８

５ ０.５２ １.０×１０－８

该厂处于厂址地区地震活动性弱的地区ꎬ为保证筛除的设备风险贡献足够低ꎬ采用 ΔＣＤＦ 为 ５.０×
１０－８ /堆∙年的筛选值ꎬ对应的筛选 ＨＣＬＰＦ 值为 ０.４２ｇＰＧＡ 的筛选标准ꎮ 此标准的筛选值满足 ＥＰＲＩ
ＮＰ－６０４１ 筛选表 ２－３ 和 ２－４ 第二列的要求(小于 ０.５ｇＰＧＡ)ꎬ因此结果较为保守ꎮ

２　 方法 ２:根据物项在地震条件下的条件失效频率进行筛选

地震 ＰＳＡ 开发导则推荐使用物项在地震条件下的条件失效频率进行筛选ꎮ 其分析假设与改进后

的方法 １ 相同ꎬ即假设某个设备失效将直接导致堆芯损坏ꎬ该设备在地震条件下的失效频率就是其对

地震 ＣＤＦ 的贡献ꎮ 但具体筛选方法和分析过程又有不同ꎮ 其 ＳＥＬ 筛选的一般步骤如下:
①对完整 ＳＥＬ 中的 ＳＳＣ 进行分类ꎻ
②为每一类 ＳＳＣ 指定代表性的地震易损度值ꎻ
③通过厂址地震危险性曲线和代表性易损度值ꎬ计算每类 ＳＳＣ 的地震失效频率ꎻ
④设定筛选标准ꎬ进行初步筛选ꎻ
⑤电厂巡访ꎬ进行筛选确认ꎮ
根据地震 ＰＳＡ 开发导则对 ＳＥＬ 中的 ＳＳＣ 进行分类ꎮ 在对完整 ＳＥＬ 中的 ＳＳＣ 进行分类之后ꎬ为每

一类 ＳＳＣ 制定一个代表性的地震易损度值ꎬ以支持后续的定量化筛选过程ꎮ 见表 ２ 参考导则中的通

用数据ꎬ选取其中的 ５ 类设备指定代表性地震易损度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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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ＳＥＬ 设备分类及代表性地震易损度值

设备分类 ＳＳＣ
代表性易损度值

Ａｍ βｒ βｕ 失效模式

１ 厂外电 ０.３~０.２ ０.３ ０.４５ 功能失效

２ 低压配电盘 ０.７~２.０ ０.３ ０.３５ 功能失效

３ 应急柴油发电机 １.０~２.０ ０.３ ０.３５ 功能失效

４ 电缆桥架 １.５~２.５ ０.３５ ０.５ 支撑失效

５ 就地传感器 /传送器 ３ ０.３５ ０.５ 功能失效

通过已开发的厂址地震危险性曲线ꎬ与每一类 ＳＳＣ 的代表性地震易损度值进行卷积分计算ꎬ既可

以得到每一类 ＳＳＣ 地震失效筛选频率ꎮ 通常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专用计算机软件完成ꎬ对以上各类

ＳＳＣ 地震失效频率进行计算后ꎬ数量级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不同设备类对应的地震失效频率

设备类 设备类描述 地震失效频率 / (年)

ＣＯＭＰ１ 厂外电 １.０×１０－６ ~１.０×１０－５

ＣＯＭＰ２ 低压配电盘 １.０×１０－６ ~１.０×１０－５

ＣＯＭＰ３ 柴油发电机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１０－６

ＣＯＭＰ４ 电缆桥架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１０－６

ＣＯＭＰ５ 就地传感器、变送器 １.０×１０－９ ~５.０×１０－９

通过以往的工作经验ꎬ初步估计电厂号机组的地震 ＣＤＦ 数量级在 １.０×１０－６ /堆∙年左右ꎬ则一般

根据单类该设备地震失效频率不超过 ＣＤＦ 的 １％的假设ꎬ可以初步筛选掉地震失效频率<１.０×１０－８ /年
的设备类ꎬ根据此筛选标准ꎬ上表中就地传感器、变送器则可以被筛掉ꎮ 通过电厂巡访ꎬ对初步的筛选

结果进行确认ꎬ核实筛选准则的符合性ꎮ 如果在电厂寻访过程中发现某些筛选掉设备存在与初步筛

选假设不一致的地方ꎬ或者寻在特定的抗震薄弱环节ꎬ则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ꎬ必要情况下需要将其

恢复到地震设备清单中ꎮ

３　 方法 ３:建立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ꎬ以迭代的方式进行定量筛选

在方法 １ 和方法 ２ 中ꎬ筛选的标准无论是取 ＨＣＬＰＦ 值还是 ＣＤＦ 值ꎬ都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和假设ꎬ
没有基于核电厂厂址和系统配置的实际情况ꎬ且被删掉单个设备对 ＣＤＦ 的贡献也不明确ꎮ 为解决上

述不足ꎬ可采用建立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ꎬ以迭代的方式进行定量筛选的方法ꎮ 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的

模化方法见图 ２ꎬ即根据地震危险性曲线、通用 ＳＳＣ 地震易损度参数建立地震前端树(ＳＥ－ＰＲＥＴＲＥＥ)
模型ꎬ通过地震前端树模化地震导致的始发事件或直接导致堆芯损坏ꎬ然后对地震导致的始发事件开

发功能事件树ꎬ将上述两部分的堆芯损伤结果相加ꎬ则可以得到核电厂总的地震影响定量化结果ꎮ
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以内部事件一级模型为基础开发ꎬ由于此时尚未开展地震易损度分析ꎬ设备地

震失效概率采用地震危险性参数和设备抗震能力通用值的卷积分结果ꎮ 此方法最大的挑战是由于在

项目初期ꎬ项目成员可能对于电厂的系统配置和电厂的地震影响理解不够深入ꎬ建立的初步模型和定

量化结果不够完善和准确ꎮ 因此ꎬ随着工作的深入ꎬ采用迭代的方法ꎬ对前期模型建立时考虑不周的

地方进行追溯修改ꎬ使分析结果更为符合电厂的实际情况ꎮ 而且ꎬ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可为后期详细地

震 ＰＳＡ 的模化提供基础ꎬ将大大减轻整个项目后期详细模化的工作量ꎮ
国内某核电厂通过建立地震 ＰＳＡ 初步模型得到的 ＣＤＦ 值为 １.０×１０－６ /堆∙年左右ꎬ其中共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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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化的流程图

手动阀 ３１ 个ꎮ 经计算ꎬ单个手动阀对 ΔＣＤＦ 的最大贡献小于 １.０×１０－１１ /堆∙年ꎬ且所有手动阀总的

ΔＣＤＦ 贡献小于 １.０×１０－１０ /堆∙年ꎬ远小于方法 １ 和方法 ２ 中假设的筛选 ΔＣＤＦ 值 １.０×１０－８堆∙年ꎬ因
此ꎬ手动阀可以被删选掉ꎬ不用做详细地震易损度分析ꎮ 其他类设备的删除方法类似于手动阀ꎮ

４　 总结

将以上三种方法从是否需要地震危险性结果ꎬ筛选标准的确定和工作量三个方面进行比较ꎬ得到

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地震设备清单筛选方法的综合比较

方法类 是否需要地震危险性结果 筛选标准的确定 工作量

方法 １
改进前 否 依靠导则通用值 小

改进后 是 依靠以往经验 小

方法 ２ 是 依靠以往经验 小

方法 ３ 是 基于核电厂实际情况 前期工作量大ꎬ但后期工作量小

由此可见ꎬ采用方法 ３ꎬ通过建立初步地震 ＰＳＡ 模型ꎬ以迭代的方式进行定量筛选ꎬ可基于核电厂

厂址和系统配置的实际情况ꎬ明确被删掉单个设备对 ＣＤＦ 的贡献ꎬ准确性强ꎮ 虽然项目前期工作量

大ꎬ但后期可为详细地震 ＰＳＡ 模化提供基础ꎬ减轻详细 ＰＳＡ 模化的工作量ꎬ总的项目工作量不会有太

大的增加ꎮ
因此ꎬ本文推荐采用方法 ３ 开展地震 ＰＳＡ 中地震设备清单的删选ꎮ

５８



参考文献:
[１] 　 ＡＳＭＥ / ＡＮＳ ＲＡ－Ｓａ－ ２００９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ｌ １ / Ｌａｒｇ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Ａｄｄｅｎｄａ ｔｏ ＡＳＭＥ / ＡＮＳ ＲＡ－Ｓ－２００８[Ｓ].ＡＳＭＥ / ＡＮ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９.
[２]　 ＮＢ / Ｔ ２００３７.５－２０１３ꎬ应用于核电厂的概率安全评价ꎬ第 ５ 部分:地震[Ｓ].２０１３.
[３]　 ＥＲＰＩ ＴＲ—１００２９８９ꎬ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ｉｓｔ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ＳＡ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
(Ｓｕｚｈｏｕ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５１８０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ｉｓｔ ( ＳＥ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ｉｓ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Ｓ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ꎬ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ｍｏｄｅｌ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ｏｒｅꎬ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ａｋｅ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ｎ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ｌｔｅｒｅ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ＤＦ ( ｃｏ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ｗｏ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ＰＲＩ ＮＰ － ６０４１ － ＳＬ ａｎｄ ＥＰＲＩ － １００２９８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ａｎｄ ｔｈｅｎꎬ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ＳＡ ｍｏｄｅｌꎬ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ａｎ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ꎬ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ｉｓ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ｌｉｓｔꎻ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ꎻ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６８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利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模拟核电厂消防喷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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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向啸晗(１９９１—)ꎬ女ꎬ四川人ꎬ助理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内部灾害方面的概率安全分析工作

摘要:ＣＦＡＳＴ 软件是最成熟的区域模型软件之一ꎬ可以用该软件模拟核电厂房间发生火灾时的详细情景ꎬ得到发生火

灾房间的环境参数变化ꎮ 根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相应条款要求:除吊顶型喷头及吊顶下安装的喷头外ꎬ其
溅水盘与顶板的距离ꎬ不应小于 ７５ ｍｍꎬ不应大于 １２０ ｍｍꎮ 本文以核电厂电动泵间为模拟区域ꎬ设定 ４ 组消防喷头位

置ꎬ其中包含规范中提及的两个位置ꎬ利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模拟消防喷头高度ꎬ并根据高度不同对消防喷头玻泡破裂(破
裂温度 ６８ ℃)时间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ꎬ探讨目前规范的合理性及保守性ꎬ得出结论:规范中的规定是合理且保

守的ꎬ在空间位置不够或足够充足的情况下存在优化空间ꎬ可以减少或增加喷头和天花板直接的间距ꎮ
关键词:ＣＦＡＳＴ 软件ꎻ消防喷头ꎻ设计规范

火灾可能导致核电厂各厂房、系统、设备损坏ꎬ从而影响堆芯安全ꎮ 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已成为

核电厂安全管理的重要技术ꎬ为了提高核电厂的核安全水平ꎬ补强火灾 ＰＳＡ 模型ꎬ已然成为一种必然

趋势ꎮ
而火灾情景分析则是 ＰＳＡ 分析的重要环节之一ꎬ在火灾 ＰＳＡ 初步定量筛选过程中ꎬ保守假设火

灾发生后ꎬ火灾隔间内的所有设备均不可用ꎮ 该假设较保守ꎬ可能高估了电厂的实际风险ꎮ
为了降低 ＰＳＡ 模型保守程度ꎬ可利用区域模型对火灾风险较大房间进行火灾情景模拟ꎮ ＣＦＡＳＴ

软件是由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ＮＩＳＴ)建筑研究实验室开发的最成熟的区域模型软件之一[１]ꎮ 最终

能得到该房间在火灾情景下的火势发展、蔓延、烟气温度、烟气高度、烟气浓度、有毒气体高度等指标

的变化情况ꎬ其中ꎬ上层烟气温度、上层烟气下降高度、烟气浓度三个指标变化可以判断核电厂发生火

灾后的一系列问题ꎬ包括房间内设备及电缆是否可用、人员是否需要撤离等ꎮ

１　 ＣＦＡＳＴ 软件介绍及原理

ＣＦＡＳＴ 软件属于区域模型软件ꎬ而区域模型模拟方法通常会将发生火灾的区域分成上下两个控

制体(即区域)ꎬ上层部分为热烟气区ꎬ下层部分为冷空气区ꎬ且假设两个区域的物理参数是均匀分布

的ꎬ针对两个区域分别列出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方程ꎬ每一个方程都可以根据质量流量和能量流量

表达[２]ꎮ
假定一个建筑物ꎬ 被分成两个控制体ꎬ一个相对热的上层和一个相对冷的下层ꎬ分别用 ＭＵ和 ＭＬ

表示流入上层和下层的质量ꎬ用 ＳＵ和 ＳＬ表示流入上层和下层的热量ꎮ 两层中气体的参数有质量、内
能、密度、温度和体积ꎬ分别用 ｍｉ、Ｅ ｉ、ρｉ、Ｔｉ和 Ｖｉ来表示ꎬｉ ＝ Ｌ 表示下层ꎬｉ ＝ Ｕ 表示上层ꎮ 而房间作为

一个整体ꎬ假定上下两层的压力相同ꎬ具有的属性是压力 Ｐꎮ 这 １１ 个变量通过约束方程联系起来ꎬ具
体方程参见参考文献[３]ꎮ

２　 背景介绍

利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做火灾详细情景分析ꎬ既能降低 ＰＳＡ 模型保守程度ꎬ又能验证解决核电厂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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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ꎮ 本文应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ꎬ以核电厂电动泵间为模拟区域ꎬ分别以电动泵电机和油箱为点火

源(两类点火源燃烧参数不同ꎬ使结果差异大ꎬ更具参考性)ꎬ再设定离顶板距离不同的 ４ 组消防喷头

位置ꎬ旨在探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４](以下简介«规范»)中对消防喷头位置的相应条款规

定是否合理ꎮ «规范» [４]中规定:除吊顶型碰头及吊顶下安装的喷头外ꎬ直立型、下垂型标准喷头ꎬ其溅

水盘与顶板的距离ꎬ不应小于 ７５ ｍｍꎬ不应大于 １２０ ｍｍꎮ
因此本文设定 ３ 组消防喷头离顶板距离:除了«规范» [４]中提及的 ７５ ｍｍ、１２０ ｍｍꎬ再设置 ２ 组不

符合«规范»的距离ꎬ分别是 ５００ ｍｍ 和 ２０ ｍｍꎮ 将核电厂电动泵间的相关信息代入 ＣＦＡＳＴ 软件进行

情景模拟ꎬ验证消防喷头安装位置比规范规定的最低位置更低或最高位置更高的情况下ꎬ发生火灾时

是否会延长或减短上层高温烟气接触消防喷头热敏元件的时间(即与消防喷头玻泡达到破裂温度的

时间进行对比)ꎬ得到 ４ 组数据ꎬ从而探讨«规范»的合理性和保守性ꎬ且论证在空间位置不够或足够充

足的情况下存在优化空间ꎬ可以减少或增加喷头和天花板直接的间距ꎮ 其分析流程见图 １ꎮ

图 １　 分析流程图

３　 详细火灾情景模拟

收集该电动泵间的相关参数如下:

３.１　 送风条件

由该电动泵房通风系统参数可知送风条件见表 １ꎮ
表 １　 通风计算表格

ＲＯＯＭ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ＩＲ ＩＮＬＥＴ ＡＩ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ＳＵＭＭＥＲ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Ｔ ＲＨ Ｔ ＲＨ ＦＬＯＷ ＦＬＯＷ

℃ ％ ℃ ％ ｍ３ / ｈ ｍ３ / ｈ

模拟区域 ４０ ７０ ５ － ２ ３９０ ２ ３９０

３.２　 点火源参数设置

前文提及要设置 ２ 个点火源ꎬ分别是电动泵电机和油箱ꎮ 本节主要介绍两类点火源的燃烧参数

差异ꎮ
３.２.１　 电机起火

通过查询火灾 ＰＳＡ 开发导则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８５０ 附录 Ｇ(Ｈｅａ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ｓ) [ ５ ]ꎬ电动泵的电机发

生电气火灾后的热释率为 ２１１ ｋＷꎬ参考数据见表 ２ꎮ
表 ２　 建议的有关电气火灾的热释率值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ＲＲｋＷ/ (Ｂｔｕ / ｓ) Ｇａｍｍ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ｆｉｒｅｓ) ６９(６５) ２１１(２００) ０.８４(０.８３) ５９.３(５６.６)

同时ꎬ附录 Ｇ 中表下方备注中注明ꎬ电机的火灾数据参考电气柜类的火灾试验数据结果ꎮ 而对于

电气柜类的火灾ꎬ根据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８５０ 附录的实验经验ꎬ电气柜特性符合 Ｔ 方火ꎮ
根据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８５０ 中对于电气柜的燃烧过程采用以下主要参数:
火焰成长到峰值热释率的时间为 １２ 分钟ꎻ持续时间为 ８ 分钟ꎻ衰退时间为 １９ 分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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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油泄漏起火

根据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８５０ 附录 Ｇ[ ５ ]可知一些固定点火源(如泵、柴油发电机、主厂用变电器等)含
有可燃液体作为燃料或润滑油ꎬ且可燃液体火灾会迅速发展至火势峰值ꎬ因此可合理假设 ＨＲＲ 值为

固定常数ꎮ 可燃液体火灾 ＨＲＲ 值计算公式为:
燃料的热释率(ｋＷ)＝ 燃料的燃烧热值(ｋＪ / ｋｇ)×燃料的燃烧率[ｋｇ / (ｓ∙ｍ２)]×燃烧面积(ｍ２)ꎻ
下面是附录 Ｇ 中提供的几种可燃液体的燃烧特性见表 ３ꎮ

表 ３　 可燃液体的燃烧特性表

Ｆｕｅｌｓ
Ｈｅａ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 (ＭＪ / ｋｇ)
Ｉｄｅａｌ Ｍａｓｓ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

[ｋｇ / (ｓ∙ｍ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ｋｇ / ｍ２)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２０.０ ０.０１７ ４９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ｏｉｌꎬ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４６.４ ０.０３９ ７６０

Ｘｙｌｅｎｅｓ ４０.８ ０.０９ ８７０

由表 ３ 可知最接近泵润滑油的类别为变压器油ꎬ烃类(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ｏｉｌꎬ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ꎮ 假设漏油后

占地面积为 ０.１ ｍ２ꎬ计算得热释率为:４６.４×１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１ ＝ １８０.９６ ｋＷꎮ 在进行火灾情景模拟时ꎬ假
设初始热释率即为最大的火灾热释率ꎮ

３.３　 情景分析假设

３.３.１　 情景 １ 假设

由核电厂电动泵房通风系统描述可知为防止火灾蔓延ꎬ防火风阀必须立即关闭ꎮ
因此设定情景 １:不模拟通风系统ꎮ 此种情景较保守ꎮ

３.３.２　 情景 ２ 假设

根据消防行动卡和现场巡访可知ꎬ起火后要求现操在 ５ ｍｉｎ 内到达现场确认起火情况ꎬ确认火情

后立刻关闭到达通风系统就地控制屏ꎬ运行人员执行上述过程保守估计需 ８ 分钟ꎮ
因此分析后可假设情景 ２:考虑通风系统且通风系统在 ８ 分钟后处于关闭状态ꎮ

３.４　 模型建立

根据所知的泵电机、油箱、消防喷头位置信息ꎬＣＦＡＳＴ 模型建立后见图 ２(数字为分区号)ꎮ

图 ２　 模型图

４　 结论分析

４.１　 模型中需关注参数

起火点:
本次模拟中ꎬ起火点为电动泵电机或油箱ꎬ电机位置在 ２５ 区域ꎬ油箱位置在 ３５ 区域ꎬ即点火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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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电机起火ꎬ点火源 ２ 设为油箱漏油起火ꎮ
目标物:
由于点火源均设定在房间右半区域ꎬ因此主要关注右半房间的喷头能否及时启动进行喷水ꎬ主要

目标物为右半区内的喷头ꎮ 假设右半区的所有分区都有一个喷头ꎬ因此右半区每个分区都将作为目

标物ꎮ 另ꎬ设各个喷头离顶板距离分别为 ２０ ｍｍ、７５ ｍｍ、１２０ ｍｍ、５ ００ ｍｍꎮ
由核电厂消防系统的描述可知当周围气温达到 ６８ ℃时消防喷头的玻泡破裂ꎮ 因此需记录高温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４ 组距离时的时间及周围温度达到 ６８ ℃的时间ꎮ

４.２　 情景 １(无通风)结果

点火源 １ 电机起火结果见表 ４ꎮ
表 ４　 电机起火结果(１)

消防喷头位置(分区号) １４ １５ １６ ２４ ２５ ２６ ３４ ３５ ３６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２ ５ １２ ６ １ ６ １２ ５ １２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７５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５ ７ １５ ８ １ ８ １５ ８ １５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１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８ ９ １７ １０ ３ １０ １７ ９ １７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５０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３０ １９ ２７ ３５ ６ ２８ ２９ １８ ２７

烟气温度达到 ６８ ℃时间 / ｓ ７９５ ５９２ ６６５ ６８６ ４３５ ５９６ ７９１ ５８９ ６６３

点火源 ２ 漏油起火结果见表 ５ꎮ
表 ５　 油燃烧结果(１)

消防喷头位置(分区号) １５ ２４ ２５ ２６ ３４ ３５ ３６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４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７５ ｍｍ 时间 / ｓ ５ ３ ２ ３ ２ １ ２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１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５ ４ ２ ４ ２ １ ２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５０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２ １３ ９ ９ １１ １ ６

烟气温度达到 ６８ ℃时间 / ｓ １９ １１ ４ １３ ６ ０ ５

４.３　 情景 ２(８ 分钟后手动关闭阀门停止通风)结果

点火源 １ 电机起火结果见表 ６ꎮ
表 ６　 电机起火结果(２)

消防喷头位置(分区号) １５ ２４ ２５ ２６ ３５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２ ６ ２ ６ ６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７５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６ ９ ３ ９ ８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１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８ １０ ４ １２ ９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５０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３１ ３７ ７ ２９ １９

烟气温度达到 ６８ ℃时间 / ｓ ５９２ ６８７ ４３５ ５９７ ５８９

点火源 ２ 漏油起火结果见表 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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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油燃烧结果(２)

消防喷头位置(分区号) ２４ ２５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７５ ｍｍ 时间 / ｓ ４ ２ ４ ２ １ ２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１２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４ ２ ６ ２ １ ３

烟气高度下降至 ５００ ｍｍ 时间 / ｓ １４ １０ ２０ １１ １ ６

烟气温度达到 ６８ ℃时间 / ｓ １１ ４ １９ ６ １ ６

５　 结论

以某核电厂电动泵间为模拟区域ꎬ验证该电动泵间 ４ 组消防喷头与顶板距离不同时(其中 ２ 组高

度在«规范» [４]中提及)ꎬ烟气温度达到玻泡破裂温度的时间与烟气高度下降到喷头位置的时间进行

对比ꎮ 对比以上情景 １ 和情景 ２ 数据可知:
１)针对该电厂的电动泵间ꎬ无论有无通风影响ꎬ在电机起火时ꎬ参考表 ４ 和表 ６ 数据可知:烟气高

度下降至 ４ 组喷头位置时ꎬ烟气温度还远未达到使喷头玻泡破裂的温度ꎬ因此消防喷头设置在规范规

定范围内、更保守以及更乐观位置时ꎬ均不会影响上层高温烟气接触消防喷头热敏元件的时间ꎻ
２)针对该电厂的电动泵间ꎬ无论有无通风影响ꎬ在油箱起火时ꎬ由于油起火后火势发展较快ꎬ烟气

温度能迅速达到使喷头玻泡破裂的温度(６８ ℃)ꎬ且参考表 ５ 和表 ７ 数据可知:烟气高度下降至 ４ 组喷

头位置的时间与达到破裂温度的时间相近ꎬ由此可见消防喷头设置在规范规定范围内、更保守以及更

乐观位置时ꎬ会延迟火灾发生后消防喷头的灭火动作时间ꎬ但 ２ 组数据显示喷头均能在较小时间差内

达到玻泡破裂温度ꎬ时间影响非常小(最多相差 ７ ｓ)ꎮ
总结:针对本文所模拟核电厂电动泵间ꎬ首先ꎬ«规范» [４] 中规定的离顶板最高高度和最低高度是

合理的ꎬ且保有一定的裕量ꎬ存在一定的保守性ꎻ当离顶部距离高于«规范» [４] 中最高高度或低于最低

高度时ꎬ对喷头玻泡达到破裂温度的影响很小甚至没有ꎬ因此在空间位置不够或足够充足的情况下存

在优化空间ꎬ可以减少或增加喷头和天花板直接的间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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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业主调试
质保监督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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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著(１９７６—)ꎬ男ꎬ山西大同人ꎬ高级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从事核电质保工作

摘要:核安全法规要求ꎬ为了验证调试质量保证大纲的实施情况和有效性ꎬ业主单位应有计划地、系统地实施质量保证

监督活动ꎮ 在总包模式下ꎬ业主单位对方家山核电工程开展了一系列有计划的调试质保监督活动ꎬ并根据实际情况对

监督方式进行了改进ꎬ确保了调试工作质量ꎮ
关键词:调试ꎻ监督

方家山核电工程建设两台百万千瓦级(２×１ ０００ ＭＷ)二代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机组ꎮ 工程单台机

组建设总工期计划为 ６０ 个月ꎬ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正式开工ꎬ采用业主负责下的工程公司总承包的建

设模式(ＥＰＣ)ꎮ 业主单位秦山核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ＱＮＰＣ)委托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ＣＮＰＥ)作为工程总承包单位ꎬ承担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责任ꎬ完成从设计、采购、土建、安装、调试、移
交运行并通过临时验收等全过程的工程总承包工作ꎬ并对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服

务等ꎮ ＣＮＰＥ 将调试工作分包给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ＣＮＮＯ)负责ꎮ
对于调试活动ꎬ方家山核电工程现场构建了“二级质控、三级质保”的质量控制和质保监督体系:

ＣＮＮＯ 质控部门及其质保部门作为一级质控和一级质保ꎬＣＮＰＥ 调试管理部门及质保部门作为二级质

控和二级质保ꎬＱＮＰＣ 质保部门作为三级质保ꎻ调试后期根据方家山工程的实际情况ꎬ对调试质保监督

采取了业主与总包方和分包方联合监督的模式ꎮ

１　 调试概况

核电厂调试阶段包括从核电厂安装完成到满功率商业运行期间为确保电站满足设计参数和性能

指标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ꎬ其中包括非核试验和带核试验ꎬ是验证核电厂能够安全、可靠运行的过程ꎬ
是联接核电厂建造、运行的重要、关键的阶段ꎮ 方家山核电工程的调试过程按其工艺要求的顺序ꎬ依
次分为阶段Ⅰ(初步试验阶段)、阶段Ⅱ(功能试验阶段)、阶段Ⅲ(初始启动试验阶段)等三大调试阶

段ꎬ各主要试验阶段又可分为冷态功能试验、热态功能试验、装料准备、首次临界、功率提升等若干子

阶段(见表 １)ꎮ
方家山核电工程 １ 号机组及两台机组公用系统调试大纲试验项目共计 ６７８ 项ꎬ其中装料准备阶

段(Ⅱ.４ 阶段)的试验项目最多ꎬ达 ２１６ 项ꎬ各阶段试验项目统计占比见图 １ꎮ

２　 监督方式

«秦山核电厂扩建项目调试质保大纲»要求ꎬ业主单位应有计划地、系统地实施质量保证监督监查

活动ꎬ以验证调试质量保证大纲的实施情况和有效性ꎮ 而且ꎬ由于调试时间相对较短以及调试工作的

复杂性ꎬ必须进行足够频度的监督ꎮ 业主单位对方家山核电工程的调试质保监督主要以专项监督、一
般项目监督、随机监督等方式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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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方家山核电工程调试阶段

阶段

预运行试验阶段 初始启动试验阶段

阶段Ⅰ
初步试验

阶段Ⅱ功能试验 阶段Ⅲ初始启动试验

分阶段
各系统

独立试验

无核试验

Ⅱ.１ Ⅱ.２ Ⅱ.３ Ⅱ.４

冷态功能

试验

热态功能

试验准备

热态功能

试验
装料准备

初始启动与核功率提升试验

Ⅲ.１ Ⅲ.２ Ⅲ.３ Ⅲ.４

首次装料

试验

临界前

试验

首次临界与

低功率试验

功率

提升试验

图 １　 调试试验统计

２.１　 专项监督

专项监督项目一般选取调试中的重要里程碑节点(如一回路水压试验、首次装料、首次临界、首次

并网等)或公司管理层的关注点(如成品保护、安装向调试的移交、首次装料前的准备情况等)作为监

督对象ꎬ列入业主单位年度质保监督计划ꎮ 此类项目一般以专项监督组的方式开展ꎬ由 ＱＮＰＣ 安全质

量处负责实施ꎬ监督组成员主要是 ＱＮＰＣ 内部有资质的质保人员ꎮ 在监督工作开展前ꎬ由主监督员编

制专项监督方案ꎬ监督人员在主监督员的安排下ꎬ从“人机料法环”等环节对调试活动的准备情况(包
括人员资格、文件、工器具和材料准备等)以及调试活动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ꎬ向主监督员汇报信息ꎮ
监督工作完成后ꎬ主监督员负责编制监督报告ꎬ将发现的问题通过正式渠道发被监督单位要求整改ꎮ

２.２　 一般监督

一般监督项目在选取时按照调试质保大纲评审时明确的要求ꎬ覆盖了核与环境保护部华东监督

站的监督项目ꎻ此外重点选择了装料准备阶段及机组初始启动阶段重要性较高、风险较大、技术性较

复杂的调试试验项目ꎮ 此类项目由质保人员按相关管理程序的要求开展监督ꎬ监督工作完成后填写

见证记录表格ꎮ 发现的问题通过正式渠道发被监督单位要求整改ꎮ
监督人员在调试项目质保监督过程中至少需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１)试验负责人及 ＱＣ 人员是否经过相应等级资格授权ꎻ
(２)检查确认现场使用的规程是否是生效的文件ꎻ
(３)试验使用的需要标定的工器具、仪器仪表是否在有效期内ꎻ
(４)试验实施前ꎬ试验的必要条件是否满足ꎻ
(５)是否按照规程规定的步骤实施试验ꎻ
(６)对试验过程中的试验步骤变更是否按调试管理程序的要求实施ꎬ并对试验步骤的变更是否恰

当地从技术上进行评价ꎻ
(７)是否按规定如实记录试验参数和收集试验数据ꎻ
(８)对试验负责人做出的试验结果评价进行认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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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随机监督

由质保人员以现场巡检的方式开展ꎬ重点关注厂房清洁、设备成品保护、人员安全等ꎬ发现的问题

主要通过现场与施工人员沟通、发状态报告、录入管理行动系统跟踪等方式处理ꎮ

３　 监督实施及改进

对调试试验的质保监督实施分为两个阶段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以前ꎬＱＮＰＣ、ＣＮＰＥ、ＣＮＮＯ 三家单位的

质保部门分别进行各自独立监督ꎮ 在各自独立监督阶段ꎬ为使调试监督有计划、规范地进行ꎬＱＮＰＣ 编

制了“调试试验项目质保监督计划”ꎬ并根据调试监督的需要修订了“质保监督管理程序”ꎬ以加强对

工程现场调试质量的监控力度ꎮ
为了更好地统一利用三家单位的质保资源ꎬ减轻调试接口负担ꎬ２０１３ 年底ꎬＱＮＰＣ 组织 ＣＮＰＥ 及

ＣＮＮＯ 三方ꎬ协商明确采取联合监督模式ꎬ由 ＱＮＰＣ 负责编制“调试质保联合监督”管理程序ꎬＣＮＰＥ 负

责编制监督计划并由三方会签(监督计划示例见表 ２)ꎮ 针对每个调试试验项目ꎬ由 ＱＮＰＣ 安全质量

处、ＣＮＰＥ 及 ＣＮＮＯ 安全质量处派员组成联合质保监督小组ꎬＣＮＰＥ 负责与 ＣＮＮＯ 调试队接口ꎬ在接到

ＣＮＮＯ 调试队通知后再通知相应的监督小组开展工作ꎬ主监督员在监督工作完成后ꎬ组织提交调试试

验见证记录表给 ＣＮＰＥꎮ 监督结果各方共享ꎮ
表 ２　 调试项目联合质保监督计划示例

序号 规程代号
试验

名称

控制

方式

主监

督员
电话 监督员 电话 见习监督员 电话 系统负责人 电话

１ ＴＰ－２－ＥＰＰ－１０
安全壳强

度试验
Ｈ

２ ＴＰ－１－ＢＡＳ－５３
柴油发电机

重新加载试验
Ｈ

３ ＴＰ－２－ＲＩＳ－６０ 安全注入试验 Ｈ

４ ＴＰ－１－ＣＯＲ－５１ 首次临界 Ｈ

５ ＴＰ－１－ＢＡＳ－５７
正常电源至

柴油机切换
Ｈ

ＱＮＰＣ 共计完成专项监督项目 ２０ 余次ꎬ完成百余项一般项目的监督ꎬ有效地履行了业主单位对在

建项目的监督责任ꎬ提升了方家山核电工程的调试质量ꎮ

４　 体会

４.１　 调试监督项目的选择应有针对性

质保监督工作是业主单位强化对调试质量监控的有效手段ꎮ 调试工作具有时间短、任务多的特

点ꎬ应根据现有的资源条件ꎬ尽可能将调试监督活动安排在关键路径上ꎮ

４.２　 提前准备、主动监督、有的放矢

调试质保监督的准备工作应及早开展ꎬ监督人员不仅应熟悉质保大纲、调试管理程序ꎬ还应该熟

悉调试大纲及技术导则的有关要求ꎮ 在 ＥＰＣ 总承包模式下ꎬ由工程公司对现场质量进行全面管理ꎬ业
主公司不存在与调试单位的直接沟通的渠道ꎻ另一方面ꎬ调试工作具有时间紧、任务多、变化快的特

点ꎬ为了减少信息传递环节ꎬ确保监督的有效性ꎬ业主调试监督人员应靠前监督ꎬ主动与调试人员沟通

了解相关信息ꎮ 调试试验项目监督工作涉及“人、机、料、法、环”等方面ꎬ范围较广ꎬ通过对方家山工程

调试监督发现问题的统计分析ꎬ问题主要集中在调试报告编制、调试程序修改及成品保护等方面(见
图 ２)ꎬ监督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加强对这些方面的监督ꎮ

５９



图 ２　 发现问题统计

４.３　 提高监督效率

在 ＥＰＣ 总承包模式下ꎬ业主公司与总承包公司可以采用联合工作的模式开展调试监督ꎻ可以使用

同一个经验反馈平台ꎬ方便跟踪处理现场发现的问题ꎬ达到闭环管理的效果ꎮ 为了促进承包单位对监

督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充分地整改ꎬ增加监督人员的话语权ꎬ可以在工程合同中增加一些相应的考

核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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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不能导出
断流后的堆芯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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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骆邦其(１９５２—)ꎬ男ꎬ四川人ꎬ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安全分析工作

摘要: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导出堆芯热量的前提条件是:反应堆冷却剂系统中的冷却剂不能断流ꎻ注入二次侧

的给水温度低于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循环流动的冷却剂温度ꎮ 在全厂断电情况下ꎬ首先失去电源的反应堆冷却剂泵大

约在 １ ８００ ｓ 以后停止驱动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内的冷却剂在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内流动ꎮ 同时ꎬ由于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与安全壳和反应堆冷却剂泵的轴封水回收系统之间存在较大压差ꎬ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内的冷却剂必然通过反应堆冷

却剂泵的轴封系统泄漏进入安全壳或者轴封水回收系统ꎬ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冷却剂装量减少ꎬ使得采用倒 Ｕ 型

传热管的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顶部首先断流ꎻ然后随着水温低于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冷却剂温度的二次侧非能动给水

注入蒸汽发生器的二次侧ꎬ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内的一次侧上升段和下降段同时受到冷却而收缩ꎬ加剧了蒸汽发生器传

热管内的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ꎮ 当堆芯得不到及时冷却ꎬ堆芯温度骤然上升使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超过稳压器

安全阀开启整定值并打开ꎬ冷却剂大量喷放进入安全壳ꎬ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装量大量减少并完全断流ꎬ再强大的

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都不能导出断流以后的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堆芯热量ꎬ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ꎮ
关键词:二次侧ꎻ非能动ꎻ余热导出系统ꎻ堆芯热量ꎻ 轴封系统泄漏

全厂断电事故发生后ꎬ由于反应堆冷却剂泵失去电源而停止运行ꎬ安注泵和二次侧给水泵也不能

运行ꎮ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因为失去内外部冷却而导致堆芯温度和系统压力骤然升高ꎬ当反应堆冷却

剂系统的压力高于稳压器安全阀压力整定值时ꎬ安全阀自动打开ꎬ大量冷却剂通过打开的安全阀喷放

进入安全壳ꎮ 堆芯因失流而裸露并熔化ꎮ
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通常安装在安全壳外ꎬ由冷却水(或气体)箱、热交换器、管道和阀门

组成(见图 １)ꎮ 事故发生后ꎬ首先关闭主蒸汽隔离阀、给水阀和排污阀ꎬ(理论上)打开二次侧非能动

余热导出系统的进气阀和冷凝水阀ꎬ蒸汽发生器上部的蒸汽通过进汽阀进入热交换器的上部管道内ꎬ
被管道外部的冷却水箱内的冷却水冷凝成冷凝水ꎬ然后依靠重力通过冷凝水阀和管道注入蒸汽发生

器二次侧ꎬ被加热为蒸汽以后ꎬ再次进入蒸汽发生器的蒸汽空间和热交换器的上部管道内ꎬ形成汽－液
自然循环ꎮ 源源不断地在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外导出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热量ꎮ

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内的冷却剂被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注入二次侧的冷凝液体冷却后ꎬ密
度降低ꎬ并依靠重力从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内注入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过渡段、冷管段、压力容器下

降段和堆芯ꎬ被堆芯加热以后ꎬ进入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热管段和蒸汽发生器的传热管ꎬ再次被二次

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注入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的冷凝液体冷却ꎬ依靠重力的方式形成反应堆冷却剂

系统的热－冷冷却剂自然循环ꎬ导出堆芯热量ꎬ保证堆芯燃料的完整性ꎮ

１　 汽液转换的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形成自然循环难

通过二次侧热交换器把蒸汽冷凝为液体的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要在短期内形成自然循

环ꎬ导出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热量是比较困难的ꎮ 因为失去电源以后ꎬ蒸汽发生器失去驱动头ꎬ蒸汽

发生器的上部空间很快达到压力平衡ꎬ特别是冷水(或气)箱的液(或气)体被蒸汽加热以后ꎬ会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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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

入热交换器的蒸汽流量降低ꎬ流出的冷凝水减少ꎬ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形成自然循环导出反应

堆冷却剂系统的热量难ꎮ

２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不能形成自然循环

在全厂断电的情况下ꎬ如下三种情况都会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ꎮ

２.１　 轴封泄漏形成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主冷却剂泵因失电而停止运行以后ꎬ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与安全壳压力

和轴封水系统之间存在较大的压差ꎬ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冷却剂自然会通过轴封和轴封水回收系统

流入安全壳和核岛疏水系统ꎬ减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装量ꎬ使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ꎮ

２.２　 稳压器安全阀自动卸压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

当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导热不及时以及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轴封系统泄漏太小或者无轴

封泄漏时ꎬ堆芯在失去冷却的情况下ꎬ３ ６００ ｓ 左右堆芯温度和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骤然上升ꎬ反应

堆冷却剂系统的压力超过稳压器安全阀整定值而自动打开卸压(见图 ２)ꎬ大量反应堆冷却剂通过安

全阀喷放进入安全壳ꎬ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装量大量减少致使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完全断流ꎮ

２.３　 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的冷却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

在传统倒 Ｕ 型蒸汽发生器安装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ꎬ通过蒸汽发生器下降段进入蒸汽发

生器二次侧上升段的冷凝水ꎬ同时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内的上升段和下降段中的冷却剂进行冷却ꎮ
由于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已经停止流动ꎬ所以传热管内的上升段和下降段中的反应堆冷却剂被同时被

冷却收缩导致倒 Ｕ 型顶部出现断流(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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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稳压器安全阀卸压

图 ３　 传热管上升段和下降段管内的冷却剂同时受冷收缩断流

３　 结束语

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是全厂断电事故理论上的堆芯热量导出系统ꎬ但要导出反应堆冷却

剂系统的热量ꎬ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就必须快速形成汽－液自然循环流动环路和反应堆冷却剂

系统的热－冷冷却剂自然循环流动环路ꎮ
全厂断电事故时ꎬ要在二次侧和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形成自然循环是困难的ꎬ特别要在反应堆冷却

剂系统形成自然循环不断流更困难ꎬ因为:
(１)反应堆的衰变热功率高达数十兆瓦ꎬ如果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的冷却速率低于堆芯衰

变热的产生速率ꎬ堆芯即使非常短暂的失去冷却ꎬ堆芯的温度和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会快速上升ꎬ
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压力会超过稳压器安全阀的整定值ꎬ稳压器安全阀会自动打开使反应堆冷

却剂装量减少ꎻ
(２)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内的上升段和下降段中的冷却剂同时冷却会导致传热管内顶部断流ꎻ
(３)轴封泄漏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装量减少ꎮ
以上三点都是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发生断流的重要原因ꎮ
以正常停堆工况的 Ｍ３１０ 堆型为例ꎬ从蒸汽发生器传热管顶部到堆芯活性区底部(冷端)的冷却

剂体积大约是 １２６ ｍ３ꎬ从堆芯底部到传热管顶部(热端)的冷却剂体积大约是 １６０ ｍ３ꎮ 每台蒸汽发生

器需要以 ０.０１２ ５ ｍ３ / ｓ 的注入速率注入 ５０ ℃的辅助给水ꎬ以理想同等受热方式计算ꎬ大约需要 ２.８ 小

时才能完成 １２６ ｍ３冷却剂的冷却并保证堆芯安全ꎮ 全厂断电事故状态下ꎬ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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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失去动力驱动ꎬ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冷端体积 １２６ ｍ３<热端体积 １６０ ｍ３ꎬ且堆芯压力高于压力容器

入口压力ꎬ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即使具有与正常停堆的冷却 １２６ ｍ３冷却剂的冷却能力ꎬ也无法

在 ３ ６００ ｓ 之前把冷却剂以自然循环流动的方式流入堆芯并导出堆芯热量ꎮ
加拿大花了几十亿美元建立一座由卧式改为竖式的重水堆核电厂ꎬ建成后调试阶段不是次临界

就是超临界ꎬ没有投入商运就用水泥把这座核电厂变为一座 ３０ 多米高的水泥墩ꎬ 结论就是:比例实验

不能表征全尺寸的几何和状态特征ꎮ
对于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ꎬ用简单的电热方式或者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来模拟堆芯发热是达不

到实际的堆芯状态的ꎬ因为:
(１)反应堆停堆以后堆芯的发热方式ꎬ不会按照安全分析报告提供的以正常核功率停堆模式计算

的剩余衰变热曲线变化ꎮ 因为ꎬ堆芯除了燃料发热以外ꎬ还有 ２６％的热量来自堆内构件和裂变碎片ꎬ
它们不包括在剩余衰变热曲线内ꎬ电热方式或者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都是无法模拟的ꎻ

(２)堆芯的热量产生与热量导出与注入堆芯的冷却剂流量、速度密切相关ꎻ
(３)事故停堆状态下的堆芯热量产生、注入冷却剂流量和速度是不可控的ꎬ能够注入反应堆冷却

剂系统的流量也不一定能够到达堆芯导出热量ꎻ
(４)轴封系统的泄漏状态是变化的ꎻ
(５)ＲＥＡＬＰ５ 程序没有进行过自然循环实验验证ꎬ用于计算自然循环是没有意义的ꎮ
反应堆安全与否ꎬ与使用能动或者非能动专用安全装置无关ꎮ 对使用传统倒 Ｕ 型蒸汽发生器传

热管的核电厂来说ꎬ如果没有解决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发生断流的特别措施和二次侧的特殊冷却方式ꎬ
二次侧非能动余热导出系统是不能导出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以后的堆芯热量的ꎬ是没有任何使用

价值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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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骆邦其(１９５２—)ꎬ男ꎬ四川人ꎬ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ꎬ大学ꎬ现主要从事安全分析工作

摘要:核电厂安全(确定论)分析不是研究核电厂是否会发生事故或者堆芯熔化与放射性释放ꎬ而是分析当发生不可预

计的设计基准事故或者严重事故时ꎬ有足够的系统、设备、部件和操作规程来预防和缓解事故与事故后果ꎮ 如大破口

失水事故从未发生过ꎬ但核电厂必须以大破口失水事故为基准ꎬ进行具有满足单一故障准则要求的、能够确保堆芯燃

料和安全壳完整的高低压安注、安注箱和喷淋泵(或装置)的注入与喷淋流量分析ꎮ 当大破口失水事故由失去安注或

者喷淋等演变为严重事故时ꎬ通过堆腔充水、高压熔堆预防、氢气复合器消氢、安全壳超压排放、淹没安全壳等设备的

安全能力和缓解措施分析ꎬ以预防和缓解高压熔堆、压力容器失效、氢气爆燃、安全壳超压与放射性释放ꎮ 因此ꎬ核电

厂安全分析是以确保堆芯燃料、压力容器和安全壳完整性以及缓解放射性释放为目标的完整的核电厂的专用安全设

施的安全能力和安全裕量分析ꎮ
概率评价应该是以有限个事件或者事故结果和每个事件或者事故出现的结果可能性一致为基础的推断性评价ꎮ

但遗憾的是:核电厂发生的事件或者事故非常有限ꎬ不足以作为概率评价的基准ꎮ 概率评价是人为假定的事件树和故

障树造出的事故发生概率、堆芯损坏和放射性释放频率与核电厂的安全是毫不相干的ꎬ如大破口失水事故ꎬ通过假定

失去安注造出堆芯损坏和放射性释放频率既不能说明安注系统的不可靠ꎬ也不能提供预防或者缓解堆芯损坏与放射

性释放的措施ꎮ 北京核安全审评中心明确要求秦山三期核电厂提供概率安全评价找出没有按照 ＡＳＭＥ 规范设计的秦

山三期核电厂的二次侧系统的薄弱环节ꎬ秦山三期核电厂运行后发生了蒸汽发生器安全阀卡开事故ꎬ这个事故并未在

概率评价的初因事件和事故发生概率之列ꎮ 铁的事实说明ꎬ到现在为止ꎬ概率评价既不完整也不成熟ꎬ加之缺乏安全

常识ꎬ仅通过要多大就造多大的堆芯损坏与放射性释放频率数字游戏来评价核电厂事故与安全是没有价值的ꎮ
关键词:安全分析ꎻ大破口失水事故ꎻ安注系统ꎻ概率ꎻ数字游戏

核电厂安全分析的目的:提供足够参与预防和缓解事故与事故后果的系统、设备、部件和操作规

程以满足法规要求的足够的可靠的安全能力与安全裕量ꎮ

１　 核电厂安全分析

１.１　 设计基准事故分析

设计基准事故以大破口失水事故为例ꎮ 大破口失水事故从未发生过ꎬ选择大破口失水事故分析

的目的不是分析大破口失水事故是否能够发生或者是否发生堆芯熔化ꎬ而是分析当发生这样的稀有

事故事时ꎬ在各种不同的破口尺寸、燃耗周期、轴向功率偏移的保守条件下ꎬ满足单一故障准则的高低

压安注泵、安注箱和喷淋泵是否能够供足够的安注流量以及喷淋流量ꎬ保证堆芯燃料和安全壳的完整

性ꎮ 因此ꎬ大破口失水事故分析的目的是提供在发生大破口失水事故这样的极端事故时ꎬ能够保证堆

芯燃料和安全壳完整的高低压安注泵、安注箱、喷淋泵和辅助给水系统在内的专用安全设施ꎮ

１.２　 严重事故分析

严重事故分析同样不是研究会不会发生严重事故ꎬ而是研究当发生不可预测的严重事故时:
(１)具有严重事故后果的严重事故主导序列ꎻ
(２)放射性(源项)释放区域以及对环境居民的影响程度以及需要应对的措施ꎻ
(３)在现有条件下ꎬ有哪些系统、设备和部件可以用来缓解严重事故后果和放射性释放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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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压熔堆的预防ꎻ
２)非能动氢气复合器或者氢气点火器ꎻ
３)堆腔注水ꎻ
４)安全壳注水或者淹没安全壳ꎻ
５)安全壳超压过滤排放ꎮ
等严重事故缓解措施的可用性和有效性ꎮ
(４)严重事故缓解操作规程(严重事故管理导侧)编写ꎮ
严重事故管理导侧是通过包络性的严重事故谱分析以确定严重事故缓解措施的使用方法和进入

严重事故缓解操作规程的入口条件ꎮ 当发生严重事故时ꎬ操纵员可以根据发生的严重事故类型和相

应的严重事故缓解措施进行有效的严重事故缓解操作ꎮ 以 Ｍ３１０ 堆型的大破口失事故＋失去喷淋严

重事故分析为例ꎬ分析两种工况:
(１)安注箱可用ꎬ低压泵故障时ꎬ采用 ３ 台高压(ＲＣＶ)时的堆芯后果ꎻ
(２)安注箱可用ꎬ高压泵故障时ꎬ采用 １ 台低压泵时的堆芯后果ꎮ
从图 １ 可用看出ꎬ当低压泵故障ꎬ３ 台 ＲＣＶ(高压)泵可用时ꎬ堆芯燃料熔化ꎻ当 ３ 台 ＲＣＶ(高压)泵

故障ꎬ１ 台低压泵可用时ꎬ堆芯燃料是安全的ꎮ 当安全壳压力升达到设计值时ꎬ通过打开超压过滤喷放

系统或者淹没安全壳来降低安全壳压力和缓解放射性释放ꎮ
根据以上两个严重事故工况ꎬ在编写严重事故缓解操作规程(管理导则)的“向反应堆冷却剂系

统注水”的缓解操作规程中ꎬ在“识别可用的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路径”步骤中ꎬ对确定可用注水

泵的选项中就给出了:高压(上充)泵、低压安注泵、除盐水输送泵、硼酸泵、污水滞留水泵和消防水泵

等选项ꎬ给操纵员提供足够的选项来保证堆芯完整性ꎮ
因此ꎬ严重事故缓解操作规程是通过严重事故分析确定的能够保证堆芯安全的缓解操作规程ꎮ

图 １　 堆芯燃料温度

２　 概率评价方法缺乏科学依据

用于核电厂安全分析的计算机程序是通过实验验

证的程序ꎮ 概念评价的核心是堆芯损坏和放射性释放

频率ꎬ但用于核电厂概率评价的程序既没有通过能够导

致堆芯损坏或者放射性释放的设备或者系统损坏后能

够导致堆芯损坏的实验验证ꎬ也没有足够的核电厂发生

堆芯损坏或者放射性释放事故作为堆芯损坏和放射性

释放的频率计算的依据ꎬ因此ꎬ概率评价程序在核电厂

安全分析中应用缺乏实验验证的科学规范依据ꎮ

３　 概率评价是一种没有安全概念的数字游戏

３.１　 大破口失水事故事

图 ２ 给出是岭澳二期核电厂大破口失水事故的事件树ꎬ在图 ２ 中失去冷段低压安注和失去喷淋

导致堆芯损坏的序列 ２ 和序列 ４ 是毫无根据的ꎮ 因为:
(１)失去喷淋不会导致堆芯熔化(见图 １)ꎻ
(２)在低压安注阶段ꎬ上腔室不会满流ꎬ操纵员可以把安注泵切换到热段注入ꎬ进入上腔室的冷却

剂不会完全直接旁通通过破口进入安全壳ꎬ部分冷却剂通过上腔室的冷却剂注入侧进入堆芯并完全

可维持堆芯完整性ꎮ

３.２　 小破口失水事故

图 ３ 给出的是岭澳二期核电厂小破口(１５ ~ ５１ ｍｍ)失水事故的事件树ꎬ图 ３ 中导致堆芯熔化的

序列 １５ 和序列 ２３ 同样是毫无根据的ꎮ 因为:
３０１



图 ２　 岭澳二期核电厂大破口失水事故事件树

图 ３　 岭澳二期核电厂小破口失水事故事件树

(１)二次侧冷却不能导出失水事故导致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断流的堆芯热量ꎻ
(２)当发生 ９.５~２５ ｍｍ 小破口时ꎬ安注泵在 １５０ ｓ 左右就可以自动投入确保堆芯安全ꎮ 图 ４ 中给

出的是破口直径为 ９.５ ｍｍ 时的小破口失水事故的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ꎬ当破口直径>９.５ ｍｍ 时ꎬ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更快速ꎬ安注投入更早ꎬ堆芯更安全ꎮ 因此ꎬ序列 １－１５ 根本不存在ꎻ序列 ２３ 也

是不存在ꎬ更不可能启动 Ｕ１ 规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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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岭澳核电厂 ９.５ ｍｍ 小破口时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

４　 结束语

对核电厂而言ꎬ不管是采用能动还是非能动专用安全设施的核电厂ꎬ如果发生:
(１)多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断裂＋安全阀卡开事故ꎻ
(２)多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断裂＋主蒸汽管道在安全壳外断裂ꎮ
都会发生后果严重的堆芯熔化和放射性释放ꎬ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压水堆核电厂的堆芯熔化和放射

性释放频率都在一个水平或者量级上ꎬ根本不存在采用非能动专用安全设施的核电厂就比采用能动

专用安全设施的核电厂的堆芯熔化与放射性释放频率低的问题ꎬ更不应该有所谓的堆芯损坏和放射

性释放频率低于某个 １０ 负方幂就是 ３ 代ꎬ反之就是 ２ 代的核电厂的荒唐代分说ꎮ
图 ２ 和图 ３ 给出的所谓的“堆芯熔化频率”与秦山三期核电厂发生的蒸汽发生器安全阀卡开事故说明:
(１)概率评价没有事故发生概率的依据与选择标准ꎮ 无法确定或者证明那些系统、设备与部件发

生故障会导致事故发生ꎻ
(２)概率评价没有堆芯熔化与放射性释放频率事故选择依据与标准ꎮ 无法确定或者证明那些系

统、设备与部件发生故障会导致堆芯熔化或者放射性释放ꎻ
(３)概率评价不能说明采用那些系统、设备与部件可以预防事故发生或者堆芯熔化或者放射性

释放ꎻ
(４)概率评价也没有选择或者确定堆芯熔化(或者放射性释放)主要事故序列的依据ꎮ 给出的所

谓堆芯“熔化”或者“放射性释放”频率是随心所欲编造出来的ꎬ既不完整也不成熟ꎬ到今天为止ꎬ也没

有找出能够导致堆芯熔化和放射性释放的主要事故序列ꎻ

图 ５　 稳压器卸压阀打开卸压时稳压器卸压间内的氢气浓度

(５)从业人员素质低ꎬ如在«地震概率安全评价开发方法»中给出的外部灾害清单中就有霜、雾、
干旱、飞机撞击、卫星撞击等ꎬ地震能够把卫星和飞机震下来吗? 如此低劣的垃圾却要进入核能行业

标准研究序列ꎬ这无异于祸害核电ꎮ
图 ２ 和图 ３ 中的“堆芯损坏频率”是由一些毫无核电安全常识的人员臆造的要多大就造多大的堆

芯损坏与放射性释放频率数字游戏ꎬ它不但

与核电厂的安全无关ꎬ可能会祸害核电厂ꎮ
Ｕ１ 规程是有实验和安全分析结果作为使用

前提和条件的ꎬ确定论的安全分析已经确定

小破口失水事故无需使用 Ｕ１ 规程完全可以

确保堆芯的安全ꎮ 如果岭澳二期发生小破

口失水事故ꎬ操纵员按照概率评价启动 Ｕ１
规程打开稳压器安全阀ꎬ不但缓解不了堆芯

后果ꎬ反而在稳压器卸压间形成高达 ３５％左

右的氢气并发生氢气爆轰ꎬ威胁安全壳的完

整性(见图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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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ｌｌｏｃｃｕｒｓ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ｏｒ ｃｏｒ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ꎬ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ｗｈｅｎ ａｎ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ｉｓ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ｂｒｅａｋ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ＬＢＬＯＣＡ)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ｍｕｓｔ ｔａｋｅ ＬＢＬＯＣＡ ａｓ ａ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ꎬ ｔｈ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ａｙ ｆｌ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ꎬ ａ
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ꎬ ａｎｄ ａ ｓｐｒａｙ ｐｕｍｐ (ｏｒ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ＢＬＯＣＡ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ｃａｖｉｔｙ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ꎬ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ｒｅ ｍｅｌ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ꎬ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ｒｅ ｍｅｌｔꎬ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ｄｅｆｌａ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ｃｏｒｅ ｆｕｅｌꎬ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ｓｓ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ｒｇ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ｖｅｎｔ 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ｓ ｆｏｒ ＬＢＬＯＣＡꎬ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ｃｏ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ａｎ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ｎ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ｃｏ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ａｓ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ｓ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ｌｉｎｋ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ｔ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ＳＭ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Ｑｉｎｓ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ｖａｌｖｅ ｓｔｕｃ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ｎｓｈ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ｒｏｎ ｆａｃｔｓ ｓｈｏｗꎬ ｕｎｔｉｌ ｎｏｗ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ｏｒ ｍａｔｕｒｅꎬ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ｏｎｌｙ ｂｙ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ｔ ｍａｄｅ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ａｍｅ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ｓ ｎｏ 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ｌａｒｇｅ ｂｒｅａｋ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ꎻ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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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论核电厂临时用电的安全性

徐　 鹏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４)

摘要:在核电检修安装施工过程中ꎬ工人要围绕着建筑物或构筑物上上下下进行各种作业ꎮ 由于这些特点ꎬ决定了核

电检修安装施工中主要的伤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触电、机械伤害、坍塌五类伤害事故ꎮ 据统计ꎬ五大伤

害事故中高处坠落居第一位占总数的 ３５％~４０％ꎻ居第三位的是触电事故ꎬ占总数的 ８％左右ꎬ但近几年已高于物体打

击事故ꎬ跃居第二位ꎬ占总数的 １８％~２０％ꎮ 由此可见ꎬ触电类安全事故仍然是施工的主要安全事故之一ꎮ 虽然施工现

场在施工用电设施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投入ꎬ力求满足规范标准要求ꎬ防止和减少触电事故的发生ꎬ但是施工过程中仍

然存在用电设施不规范甚至出现错误的情况ꎬ造成操作人员发生触电事故ꎮ 为了在施工中降低触电事故发生的概率ꎬ
本文将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４６—２００５)(以下简称“«规范»”)中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基本规定进

行简要分析ꎬ并简述对三级配电二级保护的理解、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不规范的情况及临时用电监管的重点ꎮ
关键词:施工现场ꎻ临时用电ꎻ基本规定及监管重点

核电检修安装施工离不开电力ꎬ这不仅指施工中的电气照明ꎬ更主要的是电动机械和电动工具ꎮ
施工中的所有人员都接触电ꎬ触电事故是多发事故ꎬ临时用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ꎬ通过强化现场管理

来降低触电事故的发生ꎮ 规范施工现场临时用电ꎬ是保障施工现场正常施工的基本要求ꎮ 为此ꎬ１９８８
年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批准发布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４６—８８)ꎬ２００５ 年建设部

将上述规范进行了修改ꎬ发布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ＪＧＪ４６—２００５)ꎮ «规范»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施工临时用电的行业标准ꎬ也就是说ꎬ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最低标准ꎬ其他的

地方标准(规定)、企业标准(规定)均不得低于此标准ꎮ 为了更好地实施该标准ꎬ应正确理解总则中

关于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 ２２０ Ｖ / ３８０ Ｖ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的有

关规定:(１)采用三级配电系统ꎻ(２)采用 ＴＮ—Ｓ 接零保护系统ꎻ(３)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ꎮ

１　 准确、合理进行施工现场三级配电

«规范»中第 ８.１.１ 条明确:施工现场实行配电柜或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三级配电ꎮ 配电箱

分为第一级的总配电箱、第二级的分配电箱ꎬ第三级即末级只能称为开关箱ꎮ
总配电箱以下可设置若干分配电箱ꎻ分配电箱以下可设置若干开关箱(见图 １)ꎮ 按照«规范»的

要求ꎬ有下列两种设置情况:第一种ꎬ对于现场设备较少的现场可采用下列最基本的三级配电设置ꎻ第
二种ꎬ对于施工现场机械设备较多ꎬ线路设置较长的施工现场若采用上述基本设置ꎬ将造成配电柜或

总配电箱、分配电箱体积很大ꎬ甚至需要设置多个配电箱组合起来才能满足分路数量的要求ꎻ线路所

用的电源线截面很大ꎬ甚至多根电源线还难满足用电负荷的要求ꎬ这就要求在满足«规范»要求的基本

情况下进行更加准确的分别设置多级、多路分配电箱ꎬ即合理进行施工现场用电设备的布置ꎬ将适当

功率的设备安装在一起ꎬ保证设备负荷、线路设置、场地布置的合理ꎬ在分配电箱的下方可设若干分配

电箱ꎬ并进行明显的标识(见图 ２)ꎮ
目前存在下列不规范的情况:
(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配电系统未采用三级配电ꎬ只有第一级、第二级ꎬ致使用电回路的数量与

设备数量不匹配ꎬ造成“一闸多用”ꎬ控制开关的型号与设备的额定功率不匹配ꎬ当发生过流、过载、短
路的情况下ꎬ不能自动、及时断开ꎬ造成事故发生ꎻ

(２)由于设备未设置专用开关箱ꎬ当某一台设备出现故障ꎬ进行断电检修时ꎬ易影响其他设备的正

常运行和使用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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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开关设置图

图 ２　 分配电箱图

２　 正确采用 ＴＮ—Ｓ 保护接零系统

ＴＮ 系统就是将电气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的系统ꎬ又分为 ＴＮ—Ｃ、ＴＮ—Ｓ、ＴＮ—Ｃ—Ｓ 三

类ꎬ保护零线回路中不允许装设熔断器和开关ꎮ 接零保护系统(ＴＮ—Ｓ 系统)是适合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工程的基本形式ꎬ现场严禁采用 ＴＮ—Ｃ(即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共用)系统ꎬ严禁现场 ＴＮ 与 ＴＴ(保
护接地)系统混用ꎮ 因此ꎬ施工现场必须正确采用 ＴＮ—Ｓ 系统(可以参照«规范»的第 ５ 节的接地与防

雷章节的图例)ꎮ
目前现场主要存在下列不规范的情况:
(１)由于现场电工对«规范»不了解ꎬ进行现场配电的时候仍然采用 ＴＴ 保护接地系统ꎬ将每台设

备单独进行接地ꎮ 由于设备的接地电阻值不能满足要求ꎬ易造成设备操作人员的直接触电事故或者

跨步电压触电事故ꎮ
(２)对于三相四线制供电时ꎬ局部 ＴＩＮ—Ｓ 接零保护系统的接零保护线引出不符合规范要求ꎬ当出

现零线断线的情况下ꎬ造成保护零线带电ꎬ三相四极的漏电保护器不能正常的发挥漏电保护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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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保护零线未联结到设备ꎬ而设备单独进行接地保护ꎬ形成现场 ＴＮ 与 ＴＴ(保护接地)系统混用

的情况ꎬ更易发生触电事故ꎮ

３　 正确采用二级漏电保护

首先了解漏电保护装置ꎬ漏电保护装置可以按照动作原理、中间机构、执行机构、功能、极数、安装

接线方式等予以分类ꎮ 按照动作原理分为电压型、电流型ꎻ零序电流型有纯电磁式和电子式ꎮ 考虑施

工现场的工作环境及漏电装置的价格和灵敏度等因素ꎬ施工现场一般采用电子式的漏电保护装置:电
子式漏电保护装置的主要特点是灵敏度高ꎬ动作电流可以设计到 ５ ｍＡꎬ整定误差小ꎬ动作准确ꎬ容易

取得动作延时ꎬ动作时间容易调节ꎬ便于实现分段保护ꎮ 电子式漏电保护装置ꎬ由于有电子放大环节ꎬ
对其检测元件(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执行元件(脱口电磁铁或继电器)的要求大大降低ꎮ 但电子式漏

电保护装置引用元件较多ꎬ可靠性较低ꎬ工作环境对灵敏度有影响ꎮ 但由于安装方便ꎬ成本较低ꎬ仍然

广泛使用ꎮ
施工现场二级漏电保护是指在第一级(配电柜或总配电箱)、第三级或者末级(开关箱)设置漏电

保护装置ꎬ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ꎮ
目前存在下列不规范的情况:
(１)第一级漏电保护装置的漏电动作电流、动作时间与第二级的漏电保护装置的参数不匹配ꎬ第

一级的漏电动作灵敏度高于第二级ꎬ造成误动作ꎮ 关于第一、第二级的漏电保护器的型号、参数可以

参照«规范»的要求进行设置ꎮ
(２)第一、第二级漏电保护装置的设置位置不当ꎬ造成现场配电线路的局部无保护ꎮ
(３)在第二级配电箱(分配电箱内)也设置漏电保护装置ꎬ形成三级甚至更多级的漏电保护ꎮ 此

种形式从表面上看漏电保护装置设置多ꎬ更能够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ꎬ但是漏电保护装置多ꎬ漏电保

护装置的灵敏度很难保证一定的顺序(要求从第一级往后逐步升高)ꎬ当发生设备漏电的情况下ꎬ可能

末级漏电保护装置未动作ꎬ上一级的漏电装置已经动作ꎬ影响其他设备的运行ꎬ甚至因为正在运行的

设备意外停电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ꎮ
采用三级配电ꎬＴＮ—Ｓ 配电ꎬ二级漏电保护系统ꎬ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基本要求ꎬ当然只有完全

执行«规范»的其他要求ꎬ才能更加规范、完善施 工用电ꎬ进一步防止和减少事故的发生ꎮ
对于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监管应重点强化以下方面:
(１)施工单位健全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管理措施ꎬ落实岗位责任制ꎮ 为满足工程进度的要求ꎬ一

个工程项目一般均有多个施工企业参与ꎬ总承包单位经常顾此失彼ꎬ力不从心ꎬ对各分包企业的日常

管理松懈ꎬ以包代管ꎬ施工人员进场无实在的安全教育ꎬ电气基本知识缺乏ꎮ 从对项目部的监管上ꎬ应
配备有责任心、懂规范要求的电工和管理人员ꎬ制定岗位责任制ꎬ落实岗位责任制ꎬ加强施工现场临时

用电的管理ꎮ
(２)施工单位根据产品技术要求正确使用电气设备ꎬ提高施工现场在用电气设备安全技术水平ꎻ

强化对施工单位现场临时用电的管理ꎬ建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档案ꎮ 开展对现场电工巡视记录和

用电档案的检查ꎮ
(３)施工单位为从事电气作业的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ꎮ 施工单位应

针对气候(如高温与潮湿)与工程特点对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有针对性的临时用电安全教育和交底ꎬ
让其了解电的基本知识、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ꎮ 具体到项目部还要根据施工

项目及工种的特点ꎬ为在施工现场有可能直接使用电动设备人员配备合格的防触电方面的防护用品

(如绝缘手套、绝缘鞋等)ꎬ并督促操作工人按规定正确使用劳防用品ꎬ教育操作人员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ꎬ杜绝违章操作ꎬ严禁在无监护人员的情况下带电操作ꎮ

４　 结论

本文主要是对现场临时施工用电进行一些探讨ꎬ主要描述配电装置的接地防护措施ꎬ并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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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Ｓ 系统进行简要的描述和分析ꎮ

参考文献:
[１]　 ＵＧＪ４６—２００５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Ｓ].
[２]　 电力安全工程[Ｓ].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ＸＵ Ｐ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ｉｎｔｏｎａｎｃｏ Ｃｏꎬ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Ｇ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５１８１２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ꎬ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ｂｙ ｗｈｉｃｈꎬ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ꎬ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ｏｃｋꎬ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Ｔｈｕｓꎬ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ꎻ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０１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电厂火灾风险管理研究

朱姚瑶ꎬ王李娟ꎬ向啸晗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目前ꎬ核电厂消防管理大多限于确定论以及其他设计分析评价工作ꎬ且消防管理工作任务繁重ꎬ管理人员在决策

时缺乏充分判断依据ꎬ导致消防管理难度大、效率低ꎮ 本文简要分析目前核电厂的消防管理现状ꎬ结合概率安全评价

(ＰＳＡ)方法提出核电厂火灾风险管理的建议ꎬ以火灾载荷精细化、智能化管理为例进行探讨ꎬ提升和优化消防管理工

作ꎬ实现核电厂火灾风险指引型管理ꎬ达到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相统一ꎮ

　 　 　 　 　 　 　 　 　 　 　 　 　 　 　 　 　 　 　 　 　 　 　 　 　 　 　 　 　 　 　 　 　 　 　 　 　 　 　 　 　 　 　 　 　 　　
　

　
　 　　　　　　　　　　　　　　　　　　　　　　　　　　　　　　　　　　　　　　　　　　　　　　

　
　

　
　

作者简介:朱姚瑶(１９８８—)女ꎬ四川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学士ꎬ现主要从事概率安全评价、核电消防安全管理相关工作

关键词:风险管理ꎻ火灾ꎻ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

核电发展历史表明ꎬ火灾是核电厂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ꎬ核电厂的危害是不可忽视的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５ 年美国 Ｂｒｏｗｎｓ Ｆｅｒｒｙ 核电厂发生了电缆火灾ꎬ持续 ７ 个小时ꎬ造成 １ ６００ 多根电缆受损ꎬ其中 ６００
多根与安全系统有关ꎮ 为了控制电站火灾的风险ꎬ并将后果减到最小ꎬ核电厂设置了一系列措施ꎬ从
防火控制、探测到灭火ꎬ包括消防设备和功能等一系列消防设计ꎮ 同时ꎬ消防安全工作对于核电厂安

全也十分关键ꎮ 为加强核电厂消防安全监督管理ꎬ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ꎬ加强应急求援工作ꎬ维
护核电厂安全ꎬ国家能源局制定了«核电厂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规定»ꎮ 目前核电厂消防安全工作贯彻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ꎬ并有一套成熟的管理程序和制度ꎮ
但是ꎬ目前国内核电厂消防管理ꎬ大多限于确定论以及其他设计分析评价工作ꎬ且消防管理工作

任务繁重ꎬ管理难度大、效率低ꎬ存在较多不足ꎮ 因此ꎬ在当前核电快速稳定发展的形势下ꎬ有必要通

过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分析方法ꎬ弥补和完善确定论方法的不足ꎬ有效地识别核电厂火灾风险ꎬ降低

内部火灾对电站的安全威胁ꎻ另一方面ꎬ应用风险结果对核电厂火灾相关的安全管理实现风险指引型

(Ｒｉｓｋ－ｉｎｆｏｒｍｅｄ)的安全监管ꎬ将以风险信息为导向的火灾风险管理覆盖到核电厂每个消防管理领域ꎬ
提升和优化消防管理工作ꎬ为提升电站的运行效益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１　 国内核电厂消防管理现状

目前ꎬ核电厂的消防管理涉及大量的电站消防基础信息及工作内容ꎬ包括防火、探测、报警、灭火、
非能动消防设施管理等各方面工作ꎬ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ꎮ 经调研ꎬ国内核电厂消防管理主要存在以

下几点不足:
１)核电厂消防管理工作需要大量的消防基础数据作为工作输入ꎬ包括消防探测系统(设备)、防火

区、防火屏障等大量信息ꎮ 大部分基础数据来源于出版的报告ꎬ在工作中部分数据需要翻阅原始报告

进行查找ꎬ效率低ꎻ
２)运行电厂多存在因为改造等原因导致的数据变更情况ꎬ而消防相关基础数据常常无法及时更

新ꎬ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或信息不完整的情况ꎬ影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ꎻ
３)消防相关票证管理工作未实现全面信息化ꎬ部分工作还是通过纸质单据进行传递和审批ꎬ且作

业相关信息无法及时关联起来和完整反馈ꎬ审批效率低且管理难度大ꎻ
４)消防相关审批流程主要依靠消防管理者的经验判断ꎬ缺乏量化的判断标准和数据支持ꎬ存在管

理者难以决策、审批依据不足的情况ꎻ
５)消防管理大多限于确定论以及其他设计分析评价工作ꎬ其评价结果并不能有效地确定火灾风

１１１



险ꎬ进行风险跟踪与监管ꎮ

２　 消防风险管理

基于以上消防管理现状ꎬ需要优化日常消防管理工作ꎮ 以核电厂火灾风险管理为核心ꎬ开展火灾

风险评价ꎬ掌握电站火灾风险动态ꎬ将核电厂消防安全管理向精细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ꎮ ３.１
节将以火灾载荷精细化管理为例ꎬ进行介绍ꎮ

２.１　 火灾载荷精细化管理

核电厂火灾载荷管理是电站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重要的一项ꎮ 目前ꎬ大部分核电厂对于在现场

临时存放物料的数量ꎬ仅由消防管理者凭借现场经验进行审批ꎬ没有特定标准进行控制ꎬ导致火灾载

荷可能超过某些重要区域的耐火极限ꎬ增加了火灾风险ꎬ并且一旦发生火灾ꎬ后果十分严重ꎮ
针对火灾载荷管理中的不足ꎬ可通过以下三方面的优化ꎬ达到较好的火灾载荷精细化管理效果:
１)建立完善的核电厂火灾载荷数据库

目前核电厂的火灾载荷数据ꎬ多来源于危害性分析报告ꎮ 但危害性分析的范围往往仅限于防火

区或安全相关重要设备ꎬ存在大量区域缺失火灾载荷信息的情况ꎬ需要进行完善ꎮ 另外ꎬ火灾载荷数

据的信息化ꎬ可便于管理者快速查询、及时更新载荷数据ꎬ大大提高了管理工作效率ꎮ
２)针对物料存放区域的火灾载荷进行再次评估

根据核安全导则 ＨＡＤ１０２ / １１«核电厂防火»(１９９６)要求ꎬ“为了确定防火区边界所需耐火极限和

确定灭火系统的要求以及为满足第 ２ 章的要求所必需的其他防火设施ꎬ必须在反应堆首次装料之前

作进一步火灾危害性分析ꎬ在运行期间要修订此分析”ꎮ 火灾载荷的评估方法参照 ＥＤＦ 程序: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Ｅ ＩＮＣＥＮＤＩＥ Ｃａｌｃｕｌ ｄｅｓ “Ｃｈａｒｄｅｓ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ｑｕｅｓ”ＥＬＰ ＥＭ / ９１ １２１ Ａ ꎮ 图 １ 为火灾危害性

分析流程图ꎮ

图 １　 火灾危害性分析流程图

２１１



以某核电厂 Ｎ２３４ 房间(辐射控制区)为例ꎮ 曾经某电站在在该区域长期存放约有 ７００ Ｌ 油ꎬ超出

了电站的期许ꎬ造成火灾载荷增加ꎮ 虽然电站在该存放区贴有一个许可证ꎬ但许可证上并没有火灾载

荷上限的要求ꎮ 接下来ꎬ针对此案例进行火灾载荷评估ꎮ
首先ꎬ根据火灾载荷数据库可查询到该房间所在防火区的火灾载荷信息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防火区的火灾载荷信息

防火空间

编号
可燃物 质量 / ｋｇ

单位火荷载 /
(ＭＪ / ｋｇ)

火灾荷载 /
ＭＪ

备注

８ＺＦＡＮ０２０４ 电缆 — — ６７ ４５９.８７

３ＺＦＳＲ０１８０Ｂ 电气设备 — — ６ ０４０

３ＺＦＳＲ０１８０Ｂ 油漆 ６９８.７ ２１ １４ ６７２.７

３ＺＦＳＲ０１８０Ｂ 油 — ４２ —

３ＺＦＳＲ０１８０Ｂ 活性炭 — ３５ —

３ＺＦＳＲ０１８０Ｂ 其他 — — —

由于改造 ８×２３５ ９０１
增加 ０.８ ｋｇ 电缆

合计 — — — ８８ １７２.５７ —

防火空间总面积 / ｍ２ ３４９.３５

火灾总荷载 / ＭＪ ８８ １７２.５７

火灾荷载密度 / (ＭＪ / ｍ２) ２５２.３９

火灾持续时间 ｔ / ｍｉｎ １２.１４

火灾最高温度 Ｔ / ℃ ７０７.１３

设计耐火极限 / ｈ １.０

耐火极限符合性 符合要求 √ ꎬ不符合要求 　

根据常用可燃物燃烧热值的查询ꎬ得知常见油的热值为 ４２ ＭＪ / Ｌꎮ 通过火灾载荷计算ꎬ ７００ Ｌ 油

约为 ２９ ４００ ＭＪ 火灾载荷ꎬ存放物料后ꎬ区域总载荷为 １１７ ５７２.５７ ＭＪꎬ载荷密度为 ３３６.５５ ＭＪ / ｍ２ꎮ
根据查询火灾历时时间－温度标准曲线ꎬ得到防火区火灾持续时间 ｔ 为 ２０ ｍｉｎꎬ并未超过设计耐

火极限ꎮ
另一方面ꎬ根据«反应堆临界前安全检查规程» [ １ ] 要求ꎬ在燃料厂房、核辅助厂房、电气厂房临时

存放品的热量势能ꎬ必须小于 １０ ＭＪ / ｍ２ꎮ 经火灾载荷评估ꎬＮ２３４ 房间放入 ７００ Ｌ 油后ꎬ新增火灾载荷

远大于 １０ ＭＪ / ｍ２ꎬ不符合要求ꎮ
可见ꎬ在日常的物料存放环节中ꎬ存在审批漏洞ꎬ给核电厂带来极大地安全隐患ꎮ 对电站各项作

业进行火灾载荷评估ꎬ提供量化的标准和依据ꎬ完善火灾载荷安全监管ꎮ
３)采用火灾 ＰＳＡ 评价进行风险评估

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作为传统确定论安全分析的重要补充ꎬ是核电厂火灾风险评估的有效工具ꎮ
核电厂火灾 ＰＳＡ 是一种系统的分析手段ꎬ能够处理确保防火安全方面需要考虑的复杂问题ꎬ发现核电

厂火灾情况下的薄弱环节及设计管理缺陷ꎬ以期不断改进ꎬ提高核电厂的防火安全水平ꎮ
核电厂新增物料将直接影响区域的点火源(临时性点火源、固定点火源)ꎮ 在火灾 ＰＳＡ 中ꎬ通过

点火频率分析ꎬ可反映出电站某区域实时的情况ꎬ得到该区域新增物料后的点火频率ꎮ 建立火灾 ＰＳＡ
模型ꎬ得到新增物料后的火灾风险ꎮ 通过对风险增量的分析ꎬ找出薄弱环节ꎬ可有效地对火灾风险点

进行管控ꎮ
如机组正常运行期间的基准风险水平(堆芯损坏频率)为 ＣＤＦ０ꎬ在 ｔ１ 时刻临时存放物料 Ａꎬ直到

ｔ４ 时刻恢复ꎮ 在这期间 ｔ２ 时刻又存放物料 Ｂꎬ到 ｔ３ 时刻恢复ꎮ 在这一过程中有 ２ 个组态ꎬ其一为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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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 Ａ 的组态ꎬ风险水平为 ＣＤＦ１ꎬ持续时间从 ｔ１ ~ ｔ４ꎻ其二是同时存放物料 Ａ 和物料 Ｂ 的组态ꎬ风险水

平为 ＣＤＦ２ꎬ持续时间从 ｔ２ ~ ｔ３ꎮ 需要对这 ２ 个组态的风险进行评价和管理[ ２ ]ꎮ
组态 １(存放物料 Ａ) 的风险水平增量:ΔＣＤＦ ＝ ＣＤＦ１ －ＣＤＦ０ꎬ对应的条件堆芯损坏概率增量:

ＩＣＣＤＰ １ ＝(ＣＤＦ１－ＣＤＦ０)×( ｔ４－ｔ１)ꎮ
组态 ２(同时存放物料 Ａ 和物料 Ｂ)的风险水平增量:ΔＣＤＦ２ ＝ ＣＤＦ２－ＣＤＦ０ꎬ相应的条件堆芯损坏

概率增量:ＩＣＣＤＰ ２ ＝(ＣＤＦ２－ＣＤＦ０)×( ｔ３－ｔ２)ꎮ

图 ２　 组态风险的评价与管理的示意图

可见ꎬ一个组态持续时间越长ꎬ或其 ΔＣＤＦ 越大ꎬＩＣＣＤＰ 也就越大ꎬ即机组所积累风险也就越大ꎮ
因此ꎬ在安排和进行消防相关工作时ꎬ需要把 ΔＣＤＦ 和 ＩＣＣＤＰ 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ꎮ

４)开发包含以上功能的智能化系统

在以往的核电厂火灾载荷管理中ꎬ多依赖于管理者的知识技能及现场经验ꎬ没有一套标准的体系

执行ꎮ 火灾载荷管理信息化系统ꎬ是以核电厂火灾载荷数据库、火灾 ＰＳＡ 模型、危害性分析数据为基

础ꎬ实现在线查询、物料存放审批、风险评估的功能ꎮ 可对物料存放过程中火灾载荷的增加情况进行

风险评价ꎬ对区域内火灾载荷增量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判断ꎮ 通过对现场火灾载荷实施定量评价和控

制ꎬ为管理人员提供风险结果ꎬ加强了对火灾风险引入的管控ꎬ达到信息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火灾载

荷风险管理ꎮ 图 ３ 为火灾载荷管理信息化系统功能:

图 ３　 火灾载荷管理信息化系统功能

２.２　 核电厂火灾风险管理

基于对传统核电厂消防管理缺陷越来越清晰的认识ꎬ对消防管理进行了创新ꎬ引入风险指引型火

灾风险管理理念ꎮ 根据电厂状态实时评价核电厂的火灾风险水平ꎬ为消防工作提供风险指引型的决

策建议ꎮ

４１１



风险指引型方法是在传统工程分析(确定论分析、工程判断等)的基础上ꎬ补充概率安全评价

(ＰＳＡ)分析结果所形成的一种涵盖风险信息的分析、决策与管理的方法ꎮ 与以前的传统方法相比ꎬ它
综合了确定论和概率论两种分析方法的优势ꎬ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ꎬ为安全有关问题提供综合的

决策建议ꎮ 这种方法可对风险进行量化管理ꎬ在不降低电厂安全水平的基础上ꎬ减少不必要的保守规

定所带来的资源浪费ꎬ减轻核电厂的负担ꎬ提高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效率ꎮ 国际上已应用 ＰＳＡ 技术改善

核电厂火灾风险管理ꎬ通过对核电厂火灾相关的安全实现风险指引型的安全监管ꎬ提高核电厂的安全

水平ꎮ 图 ４ 为针对消防相关设备物资的维修管理风险趋势案例ꎮ

图 ４　 消防设备及物资的维修管理

火灾风险管理平台是核电厂风险指引型火灾风险管理的应用工具ꎬ是一个集合火灾数据库、消防

安全管理、ＰＳＡ 风险评价的工作平台ꎮ 火灾风险管理平台的开发ꎬ可用于电站消防相关工作人员便捷

地进行消防数据查询ꎬ并实现电厂消防安全相关工作流程的信息化ꎬ优化电厂防火管理的工作效率ꎮ
同时ꎬ可通过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的评价方法ꎬ为相关安全决策提供技术支持ꎬ有效地对火灾风险进

行管控ꎮ 主要可用于:
(１)电厂人员便捷地进行电厂消防数据查询ꎻ
(２)实现电厂消防安全相关审批工作流程的信息化ꎬ优化工作方式ꎬ提高工作效率ꎻ
(３)对工作环节中可能引入的风险进行评估ꎬ为审批环节人员提供风险水平指示ꎬ为管理者提供

审批量化依据ꎬ提醒风险薄弱环节ꎻ
(４)通过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的评价方法ꎬ有效地对电厂火灾风险进行管控ꎻ
(５)现场工作单的信息化ꎬ便于工作数据的统计、存档、查询及趋势分析ꎬ实现智能化消防管理ꎮ
火灾风险管理平台可提供准确完整的电站消防数据ꎬ实现消防相关工作过程的线上管理ꎬ并通过

概率安全评价的方法ꎬ有效地对消防安全进行风险管理ꎮ 火灾风险管理平台以消防数据库和火灾

ＰＳＡ 模型为基础ꎬ针对电站目前的主要消防安全工作ꎬ实现火灾风险管理ꎮ 参考火灾载荷风险管理的

方法ꎬ将风险指引型管理理念覆盖到动火证办理、防火屏障管理、消防重要设备管理、消防经验反馈管

理、电缆路径管理等日常消防工作中ꎬ以风险动态指示模块为窗口ꎬ进行全厂火灾风险管控ꎮ 图 ５ 为

火灾风险管理平台结构ꎮ

３　 结论

火灾是核电厂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ꎬ其风险不仅在于工业安全风险ꎬ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带来核

安全风险ꎬ这使得核电厂的消防管理工作责任重大ꎮ 当前ꎬ我国核电厂消防管理工作依然存在工作量

大、效率低、缺乏审批等问题ꎬ无法真正地实现对火灾风险的可知可控ꎬ也无法确定在发生火灾情况下

的安全水平及所面临的风险大小ꎮ 国际上已广泛应用 ＰＳＡ 技术ꎬ改善核电厂火灾风险管理现状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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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火灾风险管理平台的功能结构图

风险指引型火灾风险管理为理念ꎬ开发一个包含核电厂准确完整的消防数据、整合所有消防管理工作

并实现线上工作流程、风险管控的消防管理平台ꎬ是很有必要的ꎮ 通过对核电厂火灾相关的安全实现

风险指引型的安全监管ꎬ使得核电厂消防安全管理向信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ꎬ可大幅度优化电厂

防火管理的工作效率ꎬ并有效地对电厂火灾风险进行管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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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ｆｉｒｅꎻ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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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研究

杨安义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ꎬ核电厂信息安全变得日益重要ꎬ对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开展风险评估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本文结合«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ＧＢ / Ｔ ２０９８４—２００７)有关要求ꎬ全面阐述了信

息安全风险评估的方法、目的和相关要求ꎮ 对核电厂开展信息安全风险评估的过程进行论述ꎬ并指出开展风险评估是

保障核电信息安全的重要基础ꎮ

　 　 　 　 　 　 　 　 　 　 　 　 　 　 　 　 　 　 　 　 　 　 　 　 　 　 　 　 　 　 　 　 　 　 　 　 　 　 　 　 　 　 　 　 　 　　
　

　
　 　　　　　　　　　　　　　　　　　　　　　　　　　　　　　　　　　　　　　　　　　　　　　　

　
　

　
　

作者简介:杨安义(１９７３—)ꎬ男ꎬ山西闻喜人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信息化工作

关键词:信息安全ꎻ工业控制系统ꎻ风险评估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发展ꎬ信息技术在核电领域得到广泛应用ꎮ 特别是随着 ＴＣＰ / ＩＰ 技术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的广泛应用ꎬ使得工业控制系统具备了互联互通的特性ꎬ降低了系统研发成本ꎬ节
省了人力物力ꎬ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ꎮ 同时ꎬＴＣＰ / ＩＰ 技术的使用ꎬ也给核电厂带来了新的安全隐

患ꎬ核电厂信息安全事件时有发生ꎬ轻则影响核电厂的正常运行ꎬ重则毁坏设备ꎬ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ꎮ 根据美国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应急响应小组( ＩＣＳ－ＣＥＲＴ)统计[１]ꎬ２０１５ 年度 ＩＣＳ－ＣＥＲＴ 共响应处

置了 ２９５ 起工控信息安全事件ꎬ从安全事件发生的行业分布来看ꎬ其中能源行业 ４６ 起ꎬ核电行业 ７
起ꎬ如图 １ 所示ꎮ 能源行业已经成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重灾区ꎬ已引起国内外相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ꎮ

图 １　 ＩＣＳ－ＣＥＲＴ ２０１５ 年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事件行业分布

在工业控制系统的生产过程中ꎬ生产安全是第一安全ꎬ信息安全作为生产安全的一部分ꎬ其解决

方案同传统生产安全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ꎮ 由于工业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ꎬ通过单一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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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技术或解决方案无法有效保护工业控制系统的信息安全ꎬ需要一种包括两个或多个不同安全机

制的纵深防御策略来抵御外部威胁ꎮ 而风险评估则是形成信息安全纵深防御策略的基础ꎮ 通过风险

评估ꎬ能够客观地评估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存在的主要信息安全问题和潜在威胁ꎬ帮助制定相应的防

御策略并尽可能降低风险ꎬ对保障核电厂信息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本文对核电厂信息安全风险评

估工作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ꎮ

１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介绍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就是从风险管理角度ꎬ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ꎬ系统地分析信息系统所面临的

威胁及其存在的脆弱性ꎬ评估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ꎬ提出有针对性的抵御威胁的防

护对策和整改措施ꎬ为防范和化解信息安全风险ꎬ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ꎬ最大限度地保障信息

安全提供科学依据[２]ꎮ 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是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环节ꎬ贯穿于信

息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运行维护以及废弃各个阶段ꎬ是我国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设的重

要科学方法之一ꎮ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风险评估[３]ꎬ是依据有关信息安全技术和管理标准ꎬ考虑工业控制网络的特殊

性ꎬ对工业控制网络及由其处理、传输和存储的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安全属性进行评价

的过程ꎮ
风险评估的基本原理如图 ２ 所示ꎬ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过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处置ꎮ

其核心思想都是依据威胁出现的频率和脆弱性的严重程度来确认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ꎬ依据资产

的价值和脆弱性的严重程度确认安全事件会造成的损失ꎬ最后通过对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造成

的损失来判断系统面临的风险值ꎬ以此作为后续风险处置的依据ꎮ

图 ２　 风险分析的一般原理

在进行风险识别时ꎬ要明确系统的评估范围ꎬ对评估对象进行资产识别、威胁识别、脆弱性识别ꎬ
摸清系统现状底数ꎻ第二步进行风险分析ꎬ根据威胁的频率和脆弱性的严重程度分析判断安全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ꎬ根据脆弱性的严重程度及安全事件所作用资产的重要性计算安全事件的损失ꎮ 然后根

据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安全事件的损失ꎬ计算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对组织的影响ꎬ即系统面临的风

险值ꎻ第三步进行风险处置ꎬ在这一步要综合考虑组织使命、资产价值、损失影响等诸多因素ꎬ编制风

险管理计划ꎬ实施安全改进ꎬ必要的情况下可进行再评估ꎮ
风险评估的主法主要可分为定性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ꎮ 定性风险评估方法是在确定风险时采用

高、中低等定性的分级方法ꎬ操作相对简单、容易掌握ꎮ 但分级评价结果多依赖评估专家的经验和学

识ꎬ具有主观性ꎮ 定量风险分析方法是使用数值定量计算的评估方法ꎬ也称为概率风险评估ꎬ具体评

估方式包括故障树分析、攻击树分析、事件树分析、漏洞树分析、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因果分析等ꎮ
定量风险评估能从数量上评估对象的危险程度ꎬ精确度较高但实施技术难度较高ꎬ是当前工业控制系

统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研究方向ꎮ 在对一个信息系统进行风险评估时ꎬ需要考虑主要安全因素[ ４ ] 如

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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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风险评估考虑因素

序号 影响因素 说　 明

１ 组织使命
即一个单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的工作任务ꎮ 对信息系统和信息的依赖程度越高ꎬ风
险评估的任务就越重要

２ 资产 通过信息化建设积累起来的信息系统、信息、生产或服务能力、人员能力和信誉等

３ 资产价值 资产是有价值的ꎬ资产价值可通过资产的敏感程度、重要程度和关键程度来表示

４ 威胁 一个单位的信息资产的安全可能受到的侵害

５ 脆弱性 信息资产及其安全措施在安全方面的不足和弱点ꎮ 脆弱性也常常被称为漏洞

６ 事件 威胁主体利用资产及其安全措施的脆弱性实际产生危害的情况称之为事件

７ 风险 由于系统存在的脆弱性ꎬ人为或自然的威胁导致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造成的影响

８ 残余风险 采取了安全措施ꎬ提高了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后ꎬ仍然可能存在的风险

９ 安全需求 为保证单位的使命能够正常行使ꎬ在信息安全保障措施方面提出的要求

１０ 安全措施
对付威胁ꎬ减少脆弱性ꎬ保护资产ꎬ降低意外事件的影响ꎬ检测、响应意外事件ꎬ促进灾难恢

复和打击信息犯罪而进行的各种措施和实践

从评估模式上来看ꎬ风险评估大致可分为自评估、检查评估与委托评估几种类型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风险评估的类型

评估模式 方式方法 优点 缺点

自评估

信息系统拥有者依靠自

身力量ꎬ对自有的信息系

统进行的评估活动

保密ꎻ有利于发挥行业和部门内

的人员的业务特长ꎻ费用低ꎻ提
高本单位的风险评估能力与信

息安全知识

缺乏统一的规范和要求ꎬ评估结果可能不深

入ꎬ不规范ꎬ不到位ꎮ 存在某些不利的干预ꎬ
影响风险评估结果的客观性ꎬ置信度较低

检查评估

由信息安全主管机关或

业务主管机关发起ꎬ旨在

依据已经颁布的法规或

标准进行检查评估

通过行政手段加强信息安全的

重要措施ꎬ具有权威性

需要被评估单位的配合ꎻ间隔时间较长ꎬ一
般是抽样进行ꎬ难于贯穿信息系统的生命

周期

委托评估

指信息系统使用单位委

托具有评估能力的专业

评估 机 构 实 施 的 评 估

活动

拥有专业人才ꎬ评估经验丰富ꎬ
对共性技术风险了解深入ꎬ评估

过程较为规范ꎬ评估结果客观性

较好ꎬ置信度较高

评估费用较高ꎬ可能会难以深入了解行业应

用服务中的安全风险ꎬ委托评估容易发生评

估风险

不论采用何种模式ꎬ信息系统的安全评估往往依据既定的标准展开ꎬ检查信息系统的安全是否达

到了这些标准ꎮ 在实践上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评估模式和方法ꎮ

２　 核电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实施

目前国际上指导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工作的比较权威的标准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ＥＣ ６２４４３) 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ＩＣ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ＩＳＴ ＳＰ ８００－８２)等ꎮ 在核电行业领域ꎬ相对成熟的信息安全规范文件有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

(ＮＲＣ)发布的 « Ｃｙｂ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ＲＧ ５. ７１) 和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ＲＧ １.１５２)等ꎬ在我国ꎬ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

护等级划分准则»(ＧＢ １７８５９—１９９９)为核心的一系列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标准ꎬ是我国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强制性标准ꎮ 因此ꎬ在我国核电领域开展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工作ꎬ就必须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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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标准ꎬ发展出一套具有核电特色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方法ꎮ 一个具体的风险评

估框架模型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风险评估框架模型

２.１　 风险评估准备

风险评估准备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有效性的保证ꎮ 在进行风险评估准备时ꎬ应当根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和安全需求ꎬ明确风险评估目标ꎬ确定风险评估范围ꎬ组建由管理层、相关业务骨

干、信息技术人员组成的评估小组ꎬ选定评估工具和评估方法ꎬ制定风险评估方案并获得批准ꎮ 工业

控制系统与传统 ＩＴ 环境存在着关键性的不同ꎬ因此ꎬ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ＩＴ 系统的安全技术和解决方

案应用到工业控制系统中去ꎮ 必须综合采用多种安全技术ꎬ分层分域地部署各种安全防护措施ꎬ才能

提升系统的整体安全能力ꎮ
在进行核电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时ꎬ评估范围应包括工业控制网络的各个逻辑层(现场设备层、

过程监控层、企业管理层)ꎬ应将核电厂的数字化仪控系统作为评估的重点ꎬ确定评估目标ꎬ细化评估

范围ꎮ 数字化仪控系统主要包括反应堆保护系统和核电厂控制系统两大部分ꎮ 系统接口主要包括与

堆外监测系统的接口、与核反应堆保护系统的接口、与地震监测系统的接口、与全厂辅助系统(ＢＯＰ)
的接口、与电厂监控信息系统(ＳＩＳ)的接口等ꎮ 这些接口的类型主要包括:堆芯控制专用的数据接口ꎬ
专用的 ＭＯＤＢＵＳ 接口ꎬ标准 ＯＰＣ 接口、标准 ＰｒｏｆｉＢｕｓ 接口、Ｍｏｄｂｕｓ 接口等ꎬ都属于评估的范围ꎮ

２.２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包括资产识别、威胁识别和脆弱性识别三个部分ꎮ
资产识别是进行风险评估的第一步ꎬ资产的价值是从资产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三个安全属

性的达成程度或未达成时所造成影响的程度来决定的ꎮ 资产识别包括资产分类和资产赋值两个步

骤ꎮ 通过资产分类ꎬ根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要求的不同ꎬ进行分等级赋值ꎬ以此确定关键资产ꎮ
进行核电厂风险评估资产识别时ꎬ要结合核设备的核安全分级制度来对资产进行识别ꎮ 根据核电厂

发生事故严重程度ꎬ将核电厂内部设施的安全性分为四级:核安全 １ 级 ~核安全 ４ 级ꎮ 核安全 １ 级设

备指发生事故后产生后果最严重、对安全性要求最高的设备ꎮ 核安全 ４ 级设备为一般性设备ꎬ发生故

障后不会引起核事故的发生ꎬ因此也称非核级ꎮ 反应堆压力容器、反应堆冷却剂泵、主冷却管道、稳压

器等属于核安全 ｌ 级ꎬ余热排除系统、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等属于核安全 ２ 级ꎮ 核安全 １ 级、２ 级部件对

核电厂整体的安全性至关重要ꎬ是监测和维护的重点ꎮ 在进行资产识别时应予以重点考虑ꎮ
威胁识别是指对所要保护资产面临威胁的分析与判断ꎮ 包括对威胁进行分类和赋值ꎮ 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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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来源、表现形式等多种方式对威胁进行分类ꎮ 分类完成后ꎬ评估者应根据经验或有关的统计数据

进行判断ꎬ对威胁进行赋值和等级化处理ꎬ不同等级分别代表威胁出现的频率的高低ꎮ 等级数值越

大ꎬ威胁出现的频率越高ꎮ 威胁识别中ꎬ对威胁进行赋值和等级化处理是重点ꎬ也是难点ꎮ 在实践中ꎬ
对威胁频率的判断要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是以往历史安全事件中出现的威胁及频率统计ꎻ二
是通过检测工具以及日志发现的威胁及频率统计ꎻ三是要结合国际、国内相关机构或组织发布的威胁

预警等相关内容ꎮ 表 ３ 提供了一种威胁频率出现的赋值方法ꎮ
表 ３　 威胁分级表

等级 标识 定义

５ 很高 出现频率很高(大于等于 １ 次 /周)ꎬ或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可避免ꎻ或可以证实经常发生

４ 高 出现频率较高(大于等于 １ 次 /月)ꎬ或在大多数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ꎻ或可以证实多次发生

３ 中等 出现频率中等(大于等于 １ 次 /半年)ꎬ或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ꎻ或被证实曾经发生过

２ 低 出现频率较小ꎻ一般不太可能发生ꎻ或没有证实发生过

１ 低 威胁几乎不可能发生ꎻ仅可能在非常罕见和例外的情况下发生

脆弱性是资产本身存在的ꎬ任何威胁总是要利用资产的脆弱性才可能造成危害ꎮ 同时ꎬ资产的脆

弱性具有隐蔽性ꎬ有些脆弱性只有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才能显现ꎬ这也是脆弱性识别中最为困难的

一部分ꎮ 脆弱性识别是风险评估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ꎬ脆弱性的识别要以资产为核心ꎬ针对每一

项需要保护的资产ꎬ识别可能被威胁利用的弱点ꎬ并对脆弱性的严重程度进行赋值评估ꎮ 脆弱性识别

的依据可以是国际或国家安全标准ꎬ也可以是行业规范、应用流程的安全要求ꎮ 脆弱性识别主要从技

术和管理方面进行ꎬ技术脆弱性涉及物理层、网络层、系统层、应用层等各个层面的安全问题ꎮ 管理脆

弱性又可分为技术管理脆弱性和组织管理脆弱性两方面ꎬ前者与技术活动有关ꎬ后者与管理环境相

关ꎮ 在进行脆弱性识别时ꎬ要广泛收集整理已发布的工业控制漏洞信息ꎬ形成漏洞库ꎬ依据漏洞库进

行逐项检查ꎮ 脆弱性识别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工具检测、人工核查、文档查阅和渗透性测

试等ꎮ 在识别脆弱性的同时ꎬ评估人员应对已采取的安全措施进行有效性确认ꎬ即是否真正降低了系

统的脆弱性ꎬ抵御了威胁ꎮ 对有效的安全措施应继续保持ꎬ避免重复实施ꎬ对确认不适当的安全措施

应核实是否应取消或对其进行修正ꎮ

２.３　 风险分析

在完成资产识别、威胁识别、脆弱性识别以及已有安全措施确认后ꎬ将进入风险分析阶段ꎬ所谓风

险分析ꎬ是指采用适当的方法和工具研究确定威胁利用脆弱性导致安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ꎮ 同时综

合安全事件所作用的资产价值及脆弱性的严重程序ꎬ判断安全事件造成的损失对组织的影响ꎬ既组织

面临的安全风险ꎮ 风险计算的原理可用下面的范式形式化加以说明:风险值 ＝ Ｒ(ＡꎬＴꎬＶ)＝ Ｒ(Ｌ(Ｔꎬ
Ｖ)ꎬＦ( ＩａꎬＶａ))ꎮ 其中ꎬＲ 表示安全风险计算函数ꎻＡ 表示资产ꎻＴ 表示威胁ꎻＶ 表示脆弱性ꎻＩａ 表示安全

事件所作用的资产重要程度ꎻＶａ 表示脆弱性严重程度ꎻＬ 表示威胁利用资产的脆弱性导致安全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ꎻＦ 表示安全事件发生后产生的损失ꎮ
为实现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ꎬ可以对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等级化处理ꎮ 一般将风险划分为五级ꎬ

等级越高ꎬ风险越高ꎮ 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风险分级表

等级 标识 描述

５ 很高
一旦发生将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或社会影响ꎬ如组织信誉严重破坏、严重影响组织的正常

经营ꎬ经济损失重大、社会影响恶劣

４ 高 一旦发生将产生较大的经济或社会影响ꎬ在一定范围内给组织的经营和组织信誉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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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级 标识 描述

３ 中等 一旦发生会造成一定的经济、社会或生产经营影响ꎬ但影响面和影响程度不大

２ 低 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程度较低ꎬ一般仅限于组织内部ꎬ通过一定手段很快能解决

１ 很低 一旦发生造成的影响几乎不存在ꎬ通过简单的措施就能弥补

在进行风险分析时ꎬ威胁－风险模型的选择、风险分析算法的选择ꎬ传统的信息系统风险分析多采

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ꎬ如采用矩阵法、相乘法和图形化评估等方法ꎬ在实际应用中ꎬ可以多种方

法结合起来使用ꎮ 针对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的信息安全风险分析ꎬ文献[６]提出了一种基于 ＰＳＡ 的

概率风险分析的风险分析思路ꎮ 将 ＰＳＡ 的成熟分析技术应用于核电领域的信息安全ꎮ 这将有利于进

一步加强系统的风险评估的精度ꎮ

２.４　 风险处置

风险处置是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风险管理的核心和关键ꎮ 在进行风险处置时ꎬ一是要根据国家

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ꎬ结合核电厂的目标和使命ꎬ对那些可能给核电厂生产带来严重危害的威胁和风

险要进行分析和排序ꎬ根据轻重缓急制定风险处置方案ꎮ 方案中要明确所采取的安全措施、预期效

果、进度安排、残余风险的处置和责任部门等ꎬ必要时ꎬ处置方案须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审评认可ꎮ 二

是要贯彻纵深防御的理念ꎬ结合核电厂信息安全需要ꎬ将核电厂工控系统划分为不同保护区域进行防

护ꎬ针对各区域特点采用不同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进行防护ꎮ 确保即使控制网络的某个局部存在病毒

或其他不安全因素时ꎬ不会向其他网络或设备扩散ꎮ 如针对操作工程师站ꎬ由于在项目实施和维护阶

段通常需要接入第三方设备(Ｕ 盘、笔记本电脑等)ꎬ是病毒感染和木马入侵的入口和“跳板”ꎬ安全隐

患较高ꎬ因此在实际过程中ꎬ可将操作工程师站单独隔离进行防护ꎬ以保证网络安全ꎮ 三是要加强信

息安全领域的经验反馈工作ꎮ 在核电厂信息安全方面ꎬ我们面临“抄不到ꎬ不敢抄”的尴尬境地ꎮ 因

此ꎬ要提高我国核电厂的信息安全水平ꎬ就必须自力更生ꎬ树立以我为主的观念ꎬ内部的信息互通和经

验反馈工作尤其重要ꎮ

３　 小结

随着三代核电技术国产化进程加速进行ꎬ全国在建核电厂多达 ５０ 多座ꎮ 加强核电领域的信息安

全研究ꎬ积极推进相关标准制度建设ꎬ适时开展核电厂信息安全风险评估ꎬ对做好核电厂信息安全工

作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相关核电企业定期开展安全测试、风险评估、安全检查和安全评估ꎬ可以及时发

现网络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ꎬ有针对性地采取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ꎬ预防和减少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

发生ꎮ 核电行业主管部门、核安全监管部门以及网络安全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核电工业控制系统信息

安全工作的指导监督ꎬ加强安全自查、检查和抽查和经验反馈ꎬ确保信息安全落到实处ꎮ 是当前和今

后核电领域开展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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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被测源某支能量的计数率数学模型ꎬ分析相应的不确定度来源ꎬ对 γ 谱仪活度标准装置测量结果

的不确定度进行评定ꎬ评定结果扩展不确定度为(４.６~ ５.４)％(ｋ ＝ ２ꎬＰ ＝ ９５％)ꎬ选１３７Ｃｓ 点源分别在本标准装置和国防

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检定ꎬ采用传递比较法ꎬ评定结果得到验证ꎮ 本文结论可以对如何降低测量不确定度提

供指导ꎬ从而对放射源检定检定装置测量误差进行更准确的判定ꎮ
关键词:γ 谱仪活度标准装置ꎻ测量不确定度ꎻ评定

测量不确定度概念:

测量不确定度是指根据所获信息ꎬ表征赋予被测量值分散性的非负参数ꎮ
计量测试技术与仪器、产品质量检验技术、质量工程等质量技术监督工作都是以保证量值准确可

靠为前提的ꎬ而“准”的定量表示就是误差和测量不确定度ꎬ由于测量误差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ꎬ实际

中难以准确定量确定ꎬ加之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在某些情况下界限不是十分清楚ꎬ使得同一被测量在

相同条件下的测量结果因评定方法不同而不同ꎬ从而引起测量数据处理方法和测量结果的表达不统

一ꎬ影响国际间交流ꎮ 鉴于测量误差实际评定中存在的难以克服的缺陷ꎬ一些学者提出用“测量不确

定度”作为测量结果质量高低的指标参数ꎬ随后国家计量部门相继接受并使用不确定度[１]ꎮ 测量结果

的不确定度表示在重复性或复现性条件下测量结果的分散性ꎬ因此测量不确定度仅与测量方法有关ꎬ
而与具体测量的数值大小无关ꎮ 测量方法包括测量原理、测量仪器、测量环境条件、测量程序、测量人

员以及数据处理方法ꎮ

测量不确定度主要分为:

(１) 标准不确定度

以标准偏差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ꎬ用符号 ｕ 表示ꎮ 有绝对不确定度和相对不确定度两种形式ꎮ
(２) 测量不确定度的 Ａ 类评定

对在规定测量条件下测得的量值ꎬ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ꎮ 规定测

量条件是指重复性测量条件、期间精密度测量条件或复现性测量条件ꎮ
(３)测量不确定度的 Ｂ 类评定

用不同于测量不确定度 Ａ 类评定的方法进行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ꎮ Ｂ 类评定依据有关信

息评定ꎬ诸如权威机构发布的量值、标准证书给出的结果、仪器的漂移、经检定的测量仪器准确度等

级等ꎮ
(４)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测量不确定度一般由若干个分量组成ꎬ将若干个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合成为一个总的标准不确定

度称为合成标准不确定度ꎮ 用符号 ｕｃ 表示ꎮ
(５)扩展不确定度

由于标准不确定度和合成不确定度包含概率通常还不够高ꎬ在正态分布情况下仅为 ６８.２７％ꎬ因
此还规定测量不确定度也可以用标准偏差的倍数来表示ꎮ 用大写英文字母 Ｕ 表示ꎮ 则 Ｕ ＝ ｋ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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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γ谱仪活度标准装置组成及工作原理

计量法规明确规定用于产品性能评定、定型鉴定和保证安全的工作计量器具ꎬ必须按规定实行计

量检定 /校准ꎬ保证这些设备测量数据的准确与可靠ꎮ 本公司在反应堆运行、核设施退役和环境辐射

监测等领域中ꎬ使用了 γ 谱仪进行各种样品的核素分析和放射性活度测量ꎮ 为保证其测得值的准确、
可靠ꎬ建立了 γ 谱仪活度标准装置ꎬ用于 γ 谱仪及放射源的检定及校准ꎬ保证公司的辐射安全和人员

的健康与安全ꎮ
１.１　 γ谱仪活度标准装置组成

本标准由高纯锗探测器、ＯＲＴＥＣ ＤＳＰＥＣ－ＬＦ 数字谱仪和多道谱仪分析软件组成ꎮ
探测器:由 ＨＰＧｅ 半导体探测器及相应的前置放大器组成ꎮ 将入射的 Ｘ、γ 光子转换成电压脉冲

信号输出ꎮ
ＯＲＴＥＣ ＤＳＰＥＣ－ＬＦ 数字谱仪由主放大器、ＡＤＣ 变换器、高低压电源等组成ꎬ探测器输出信号的进

一步放大、成形、模—数转换ꎬ并实现谱数据存储、传输等功能ꎮ
多道谱仪分析软件:多道谱分析软件主要用于参数设置、测量控制、谱数据获取及谱数据分析ꎮ

１.２　 标准装置的工作原理

辐射粒子射入半导体结区后ꎬ与结区物质相互作用ꎬ损失能量ꎬ使电子由满带进入空带ꎬ于是ꎬ在
空带中有了电子ꎬ在满带中失去电子留下空穴ꎮ 在电场作用下ꎬ电子和空穴分别向两极漂移ꎬ于是输

出回路中形成电信号ꎬ输出该信号的幅度与带电粒子在结区内消耗的能量成正比ꎮ 如果带电粒子的

全部能量都消耗在结区ꎬ则通过测量信号脉冲幅度ꎬ就可以测量带电粒子的能量ꎬ从而判断其相应于

该能量的核素ꎻ若已知探测器的探测效率ꎬ就可以确定某种能量的 γ 射线强度进而可知道样品放射性

核素的的活度ꎮ 活度除以样品的质量ꎬ即可求得样品放射性的比活度ꎮ
实际测量时ꎬ只要用标准源对装置校准后ꎬ得到装置对于特征 γ 射线探测效率ꎬ通过测量一定时

间内核素的某一特征 γ 射线全吸收峰的净面积ꎬ可根据下式计算待测样品(放射源)的活度ꎮ

Ａ ＝ Ｎ
εＰｔ

(１)

式中:Ａ ———放射源活度ꎬＢｑꎻ ε ———被测放射源的某支能量的效率ꎻ Ｎ ———γ 全能峰净计数ꎻ Ｐ ———
被测样品特征 γ 射线发射概率ꎻ ｔ ———测量时源的活时间ꎬｓꎮ

本标准装置的主要检定项目为点状及体状 γ 射线源和 γ 谱仪ꎻ
对于点状及体状 γ 射线源的校准ꎬ采用直接测量法ꎬ即将点源或体源置于离探测器一定的距离

上ꎬ用本标准测量被测核素的全能峰ꎬ通过效率、γ 跃迁几率等参数计算出被测样品的活度ꎮ

２　 测量模型[２]

ｎ ＝ Ｎ
εｔ

(２)

式中:ｎ 为被测源某支能量的计数率ꎬｓ－１ꎻｔ 为测量源的活时间ꎬｓꎻＮ 为全能峰面积净计数ꎻ ε 为被测放

射源某支能量的效率ꎮ
２.１　 不确定度来源

测量不确定度的主要来源包括:
①重复性的影响ꎬ ｕ１ꎻ②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ꎬ ｕ２ꎻ③堆积漏计的影响ꎬ ｕ３ꎻ④峰分析法的影响ꎬ

ｕ４ꎻ⑤效率的影响ꎬ ｕ５ꎻ⑥源位置的影响ꎬ ｕ６ꎻ⑦定时不准的影响ꎬ ｕ７ꎮ

２.２　 不确定度评定[３]

２.２.１　 重复性 ｕ１

采用 Ａ 类评定ꎮ 将６０Ｃｏ－７ 点源置于距探测器端面 １５ ｃｍ 处ꎬ重复测量 ２０ 次ꎬ每次测量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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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００ ｓꎬ取能量 １ ３３２.５ ｋｅＶ 点的净计数ꎬ其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净计数

净计数 平均值

１８１ ３００ １８０ ８６７ １８３ ６７６ １７９ ６６１ １８０ ５６４ １７９ ７１１ １７９ ７６８

１８０ ４５５ １７９ １１９ １７９ ６６９ １７９ ２６１ １８３ ７２２ １８０ ６２６ １８２ ５２０

１８０ ３１４ １８２ ０８０ １７９ ４８０ １７９ ２８４ １７９ ９３２ １７９ ８５１ —

１８０ ５９３

单次测量实验标准偏差为:

Ｓｎ(ｘ)
ｘ

＝ １
ｘ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 ２

ｎ － １
＝ ０.７７％ (３)

谱仪测量一般为单次测量ꎬ因此ꎬ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ｕ１ ＝ ０.７７％
２.２.２　 环境温度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ｕ２

采用 Ｂ 类评定ꎮ 温度在 １８~２２℃范围内变化ꎬ实验测定了６０Ｃｏγ １ ３３２ ｋｅＶ 全能峰面积ꎮ 结果为:
峰面积的相对变化 ０.０８％ / ℃ꎬ在测量过程中ꎬ温度变化<２℃ꎬ并按均匀分布估算ꎬ则:

ｕ２ ＝ ０.０８％ × ２
３

＝ ０.０９％ (４)

２.２.３　 堆积漏计引入的不确定度 ｕ３

采用 Ｂ 类评定ꎮ 由 γ 谱仪说明书可知ꎬ仪器脉冲分辨时间为 ５００ ｎｓꎬ因此ꎬ在计数率为 １０４ ｓ－１的

情况下ꎬ堆积损失为 ５ × １０ －７ × １０４ ＝ ０.５％ ꎮ 按均匀分布ꎬ

ｕ３ ＝ ０.５％ / ３ ＝ ０.２９％ (５)
２.２.４　 峰分析方法引入的不确定度 ｕ４

采用 Ａ 类评定ꎮ 在无干扰源的情况下ꎬ测量１３３Ｂａ ３５５.４１ ｋｅＶ 能量 γ 射线的净峰面积 ａ１ ＝ １２ ０２４
时ꎬ取走１３３Ｂａ 源后再放入干扰源６０Ｃｏꎬ继续进行测量ꎬ当１３３Ｂａ ３５５.４１ ｋｅＶ 能量 γ 射线的峰总面积达到

３６ ０６６ 时停止测量ꎮ 此时ꎬ１３３Ｂａ 的峰净面积 ａ２ ＝ １１ ９２７ꎮ 则 ａ１与 ａ２的相对偏差为(１２ ０２４—１１ ９２７) /
１２ ０２４＝ ０.８１％ꎬ在区间内认为服从均匀分布ꎬ则由峰分析方法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ｕ４ ＝ ０.８１％ / ３ ＝ ０.４７％ (６)
２.２.５　 效率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ｕ５

采用 Ｂ 类评定ꎮ γ 谱仪用不同能量核素的标准源进行效率刻度ꎬ校准证书给出 ε 的不确定度为

３.０％~４.０％(ｋ＝ ２)ꎬ即:
ｕ５ ＝ １.５％ ~ ２.０％ (７)

２.２.６　 源位置引入的不确定度 ｕ６

采用 Ｂ 类评定ꎮ 样品架径向和横向的最大偏差分别为 １ ｍｍꎬ实验表明ꎬ当源距探测器为 １５ ｃｍ
高时ꎬ源位置在径向向上偏 １ ｍｍ 和横向偏 １ ｍｍ 时ꎬ峰面积最大偏差为 ２.４％ꎬ在区间内认为服从均匀

分布ꎬ包含因子为 ３ ꎬ则由源位置不一致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ｕ６ ＝ ２.４％ / ３ ＝ １.４％ (８)
２.２.７　 输入量 ｔ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谱仪定时精度小于 １ μｓꎬ对测量结果不确定贡献可忽略

３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将以上不确定度评定中各项综合考虑ꎬ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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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项综合考虑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 ％

ｕ１ 重复性 ０.７７

ｕ２ 环境温度变化 ０.０９

ｕ３ 堆积漏计损失 ０.２９

ｕ４ 峰分析方法 ０.４７

ｕ５ 效率刻度 １.５~２.０

ｕ６ 源位置 １.４

ｕ７ 定时不准的影响 ０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２.３~２.７

４　 扩展不确定度

本标准装置测得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Ｕｒ ＝ ｋｕｃｒ ＝ ２ × ２.３％ ＝ ４.６％(ｋ ＝ ２) (９)
Ｕｒ ＝ ｋｕｃｒ ＝ ２ × ２.７％ ＝ ５.４％(ｋ ＝ ２) (１０)

５　 验证

选编号为 １５ＣＳ４Ｒ１０２１ 的１３７Ｃｓ 点源ꎬ分别在本标准装置和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检

定ꎬ采用传递比较法验证计量标准的不确定度ꎮ
本标准得到的１３７Ｃｓ 点源活度为 ６.７２×１０３ Ｂｑꎬ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５.２％ (ｋ＝ ２)ꎬ不确定度为 Ｕ 为

３４９.４４ Ｂｑ (ｋ＝ ２)ꎮ
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站得到１３７Ｃｓ 点源活度 Ａ０为 ６.９３×１０３ Ｂｑ(半衰期修正后为 ６.８８×１０３ Ｂｑ )ꎬ相

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１.８％ (ｋ＝２)ꎬ不确定度 Ｕ０为 １２４.７４ Ｂｑ (ｋ＝２)(半衰期修正后为 １２３.８４ Ｂｑ)ꎮ
两个实验室检定的活度差为:

｜ Ａ － Ａ０ ｜ ＝｜ ６.７２ × １０３ － ６.８８ × １０３ ｜ ＝ １６０ Ｂｑ (１１)

测量结果 ｜ Ａ － Ａ０ ｜ ≤ Ｕ２ ＋ Ｕ２
０ ＝ ３７０.７３ Ｂｑ (１２)

满足不确定度验证要求ꎮ

６　 结论

本文对 γ 谱仪活度标准装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结果为:扩展不确定度 ４.６％~５.４％( ｋ ＝ ２ꎬ
Ｐ＝ ９５％)ꎬ验证评定结果符合实践要求ꎮ 由评定结果可知 γ 谱仪活度标准装置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程

度ꎬ并可预先判定检定过程与检定结果的误差来源及其对检定结果的影响程度ꎮ 本文研究结论可以

对如何降低测量不确定度提供指导ꎬ从而对 γ 谱仪活度标准装置测量结果的误差进行更科学、准确的

判定ꎮ
参考文献:
[１]　 李金海ꎬ等.测量误差与测量不确定度评定[Ｓ].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２]　 李嫣禄ꎬ叼立军ꎬ等.γ 谱仪检定规程[Ｓ].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３]　 ＪＪＦ １０５９.１－２０１２ꎬ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Ｓ].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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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γ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ＤＵＡＮ Ｙｕ￣ｑ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 ＣＮＮＣꎬ Ｇｕａｎｇｙ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６２８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γ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ｓ (４.６~ ５.４)％(ｋ＝ ２ꎬＰ＝ ９５％) ｂｙ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３７Ｃｓ 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ｅ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ｍｅ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ｅｔ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γ ｒａｙ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ｃｅꎻ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ꎻ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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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直径为 ８.２ ｍｍ 的均匀加热圆管上对强迫流动沸腾工况下的临界热流密度进行了试验ꎬ共获得 １０１ 个数据ꎬ覆
盖的参数范围为:压力 ３~２１ ＭＰａꎬ质量流率 ９６３~３７７６ ｋｇ / ｍ２ｓꎬ进口含汽率－２.７９~ －０.０８ꎬ欠热度 １９~３３７ ℃ꎬ出口含汽

率－０.９７~０.７８ꎬ加热长度 ２.４ ｍꎮ 研究发现:次临界压力区域(Ｐ>１８ ＭＰａ)ꎬ临界热流密度随着压力的增加明显减小ꎮ
临界热流密度随质量流率、进口含汽率(进口欠热度)的增加而呈线性增加ꎮ 出口过冷工况ꎬ临界热流密度依赖于局部

条件ꎻ出口含汽工况ꎬ入口条件对临界热流密度有很大影响ꎬ表现为总功率控制效应ꎬ即随预热功率的增加ꎬ所需临界

功率随之减小ꎬ而二者之和变化很小ꎮ 试验数据分别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陈玉宙提出的计算公式和 ２００６ 临界热

流密度查询表(ＣＨＦ ＬＵＴ)进行了比对ꎮ 在欠热及低含汽率范围内试验数据与陈玉宙关系式预测符合较好ꎬ但当含汽

率大于 ０.１ 之后ꎬ陈玉宙关系式预测偏小ꎮ 中低含汽率范围在(０~ ０.６)内ꎬ试验数据与查询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ꎮ 过

冷区域ꎬ查询表预测偏大ꎮ
关键词:临界热流密度ꎻ次临界压力ꎻ过冷 /饱和沸腾ꎻ２００６ 查询表

临界热流密度(ＣＨＦ)是反应堆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限值因素ꎬ发生 ＣＨＦ 现象会导致燃料元件烧

毁ꎬ威胁反应堆的安全ꎮ 在过去六十年间ꎬ全世界范围内从试验和理论上对 ＣＨＦ 现象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ꎬ提出了各种计算 ＣＨＦ 的方法ꎬ如依赖于数据为基础的经验公式和半经验公式、基于临界机理提

出的机理模型[１－７]ꎮ 据统计ꎬ目前文献中经验公式已不下 ５００ 个ꎬ由于临界试验难度大且耗资大ꎬ各研

究者一般只是在各自关心的条件下进行试验ꎬ其参数范围非常有限ꎬ将其扩展到其他范围会造成很大

的误差ꎮ 近年来ꎬ查表法(Ｌｏｏｋ－ｕｐ ｔａｂｌｅ)以其准确性高、适用范围广且易于改进等优点而得到迅速发

展ꎬ并已被用于反应堆系统分析程序 (如 ＣＡＴＨＡＲＥꎬＲＥＬＡＰ５ꎬＴＨＥＲＭＯ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ＫꎬＡＳＳＥＲＴ)
中[８]ꎮ 临界热流密度查询表是以压力、流量和含汽量为参量将 ＣＨＦ 数据列成表ꎬ查询表是基于出口

局部参数整理得到的数据库ꎬ未考虑上游进口流道累积效应的影响ꎬ而一些研究者发现上游进口有一

定的影响ꎮ 近年来ꎬ超临界水堆作为第四代先进堆的代表具有显著优势ꎬ然而关于次临界压力下的临

界热流密度的研究非常少ꎮ
本文在直径为 ８.２ ｍｍ 的圆管上开展了临界热流密度试验ꎬ共获得 １０１ 个数据ꎬ压力范围从 ３ ~

２１ ＭＰａꎬ在广泛试验数据基础上研究各种参数对临界热流密度的影响趋势ꎬ将试验数据与经验公式和

查询表进行了比对和分析ꎮ

１　 试验装置及试验方法

试验装置回路流程如图 １ 所示ꎬ整个回路系统由屏蔽泵、稳压器、预热器、流量计、试验段、热交换

器、调节阀门组成ꎮ 试验工质为去离子水ꎬ由图 １ 可见ꎬ试验过程中流体从屏蔽泵流出后ꎬ经调节阀

门、流量计、预热器后ꎬ进入试验段ꎬ然后经热交换器冷却后流回屏蔽泵ꎮ 试验中稳压系统调节系统压

力ꎬ各调节阀开度来调节流量ꎬ预热器调节试验段入口温度ꎬ调节试验参数为预定值ꎮ
试验段如图 ２ 所示ꎮ 保持出口压力恒定ꎮ 试验段直径为 ８.２ ｍｍ 的圆管ꎬ加热段长度为 ２.４ ｍꎬ材

料为因科镍管ꎮ 预热段由 １６０ ｋＷ 交流变压器通过直接加热管道进行预热ꎮ 试验段以可控硅直流电

源加热(最大电压 ７５ Ｖꎬ电流 １５ ０００ Ａ)ꎮ 试验段出口采用凹凸面结构的法兰ꎬ选用聚酰亚胺为绝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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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试验回路

图 ２　 试验段

密封材料ꎮ
对于上升流动ꎬ临界一般发生在加热段出口附近ꎮ 试验中ꎬ先调节压

力和流量达到试验工况值ꎬ然后调整预热段的功率ꎬ调节入口温度ꎬ待上述

入口条件达到规定值以后ꎬ通过缓慢提升试验段可控硅加热功率达临界ꎮ
采用硅光电池检测临界的发生ꎮ 当壁温飞升或超过 ６００ ℃时ꎬ硅光电池产

生信号触发控制电路ꎬ在 ０.１ ｓ 之内切断电源ꎬ避免发生试验段烧毁ꎮ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图 ３ 所示为临界热流密度 ｑＣＨＦ随进口欠热度的影响ꎮ 可以看出ꎬ随着

质量流率的增加ꎬ临界热流度显著增加ꎮ 当压力相同质量流率 Ｇ(ｋｇ / ｍ２ｓ)
相同时ꎬ随着进口欠热度(ＤＴｉ)的增加ꎬ临界热流密度值 ｑＣＨＦ随 ＤＴｉ 基本上

是线性增加ꎮ 当进口欠热度相同ꎬ质量流率相同时ꎬ压力接近次临界区域

临界热流密度明显减小如图 ３(ｂ)所示ꎮ 压力接近次临界压力时ꎬ由于汽

化潜热的降低ꎬ进口欠热度的影响趋势减弱ꎬ这在如图 ４ 所示的临界热流

密度 ｑＣＨＦ随进口含汽率 Ｘ ｉ 的趋势图中表现更加明显ꎬ表现为次临界压力下变化斜率更加平缓ꎮ
试验过程中ꎬ在压力和流量一定的情况下ꎬ首先给定一个确定的预热功率(０~９０ ｋＷ)来达到进口

温度ꎬ然后通过逐步增加试验段功率达临界ꎮ 处理试验数据发现ꎬ对于出口达饱和和含汽的工况ꎬ在
不同的预热功率下ꎬ达到临界时所需的总功率(预热段＋试验段)几乎不变ꎬ如图 ５ 所示为预热功率

(ＰＷＥＯ)、试验段功率(ＰＷＥ)和二者之和的变化趋势ꎮ 比如:图 ５(ａ)中压力 Ｐ(１４.４ ~ １４.８ ＭＰａ)ꎬ流
量 Ｇ(２ ２３１ ~ ２３２３ ｋｇ / ｍ２ｓ)时ꎬ预热功率从 ０ 增加到 ８２.１ ｋＷꎬ相应的试验段功率从 １７８.１ 减小到

１１０.６ ｋＷꎬ而二者之和从 １７８.１ 增加到 １９２.７ ｋＷ 只增加了 １４.６ ｋＷꎮ 该现象说明对于出口饱和和含汽

工况ꎬ临界热流密度受上游条件的影响较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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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压力 １８.９~１９.９ ＭＰａ (ｂ)Ｇ＝ ３ ６８４~３ ７６５ ｋｇ / ｍ２ｓ

图 ３　 不同压力、质量流率下进口欠热度对临界热流密度的影响

(ａ)Ｇ＝ ３ ６８４~３ ７６４ ｋｇ / ｍ２ｓ

　 　
(ｂ)Ｇ＝ １ ２６２~１ ４３５ ｋｇ / ｍ２ｓ

图 ４　 不同压力、质量流率下进口含汽率对临界热流密度的影响

(ａ) (ｂ)

图 ５　 饱和和含汽工况下预热功率、试验段功率和二者之和的变化规律

１３１



３　 试验数据的比较

３.１　 陈玉宙关系式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陈玉宙研究员ꎬ基于直径 Ｄ ＝ ４.６２ꎬ７.９８ꎬ１０.８９ ｍｍꎬ加热长度 ０.５ꎬ０.８ꎬ
１.１ ｍ[９]上获得的大量试验数据ꎬ该公式适用于含汽率为负的工况ꎬ其几何条件和试验参数见表 １ 所

示ꎮ Ｄ 为直径(ｍｍ)ꎬＬ 为试验段长度(ｍ)ꎬＰ 为压力(ＭＰａ)ꎬＤＴｉ 为进口过冷度ꎬ ＤＴｉ 为进口过冷度ꎬ
ｑＣＨＦꎬＭ临界热流密度值ꎮ

表 １　 试验工况

Ｄ / Ｌ /
(ｍｍ / ｍ)

Ｐ /
ＭＰａ

Ｇ /
[ｋｇ / (ｍ２ｓ)]

ＤＴｉ /

℃

ＤＴｏ /

℃

ｑＣＨＦꎬＭ /

(ＭＷ / ｍ２)
数据个数

４.６２ / ０.５ １.８ ~２０.６ ５５６~４０５５ １１０~３５４ １~１６９ ０.７７~９.３ １１８

７.９８ / ０.８ ２.０~２０.４ ４７６~１６５３ ５３~３６１ ３~１５８ ０.２６~４.９５ １９３

１０.８９ / １.１ １.７~２０.０ ４５４~１１４４ １６９~３４５ ４~１４１ ０.９２~３.３ ７４

陈玉宙关系式如下: ｑＣＨＦ ＝ ｃｑＳ (１)

ｑＳ ＝
(Ｈｓ － Ｈｉ)ＧＤ

４Ｌ
(２)

ｃ ＝ Ｍｉｎ ２ ３５０ １ － ０.０３０ ７Ｐ( ) Ｇ Ｈｓ － Ｈｉ( )( ) －０.３５ Ｄ / ０.００８( ) －０.３５ꎬ１[ ] (３)
式中 ｑｓ 为出口达到饱和温度所需要的加热热流ꎬＨｉ 为进口焓ꎬＨｓ 为饱和液体焓ꎬＪ / ｋｇꎻＤ 为试验

段直径ꎬｍｍꎻＬ 为试验段长度ꎬｍꎻＧ 为质量流率ꎬｋｇ / ｍ２ｓꎮ 上述陈宇宙试验中ꎬ长径比 Ｌ / Ｄ 约为 １００ꎮ
因此ꎬ为了将本次试验数据与该关系式比较ꎬ取 Ｌ / Ｄ＝ １００ 处ꎬ即距离出口 Ｌ ＝ ０.８２ ｍ 处的进口焓 Ｈｉꎬꎬ
ｑＣＨＦꎬＣ为计算临界热流密度ꎬｑＣＨＦꎬＥ为试验值ꎮ

图 ６　 试验数据与关系式计算结果的比较

图 ６ 为试验数据与计算数据的比值ꎬ可以看出临界热流密度小于 ３ ＭＷ / ｍ２ 之前ꎬ计算临界热流

密度 ｑＣＨＦꎬＣ偏小ꎬ大于 ３ ＭＷ / ｍ２ 之后ꎬ试验数据与计算数据具有很好的趋势重合ꎮ 图 ７ 为临界热流密

度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比值随含汽率的变化ꎬ可以更直观地看出对于过冷和低含汽率工况ꎬ本次试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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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与陈玉宙关系式符合较好ꎬ两者的偏差在 ２０％以内ꎮ 而当含汽率大于 ０.１ 之后ꎬ偏差逐渐增大ꎬ计
算临界热流密度值小于试验值ꎮ 产生上述偏差主要是因为陈玉宙关系式适用于含汽率为负的工况ꎬ
而对于饱和和含汽工况临界热流密度体现为上游条件影响的总功率控制机理ꎬ因此陈玉宙关系式不

适用ꎮ

图 ７　 计算与试验数据比值随含汽率的变化

３.２　 临界热流密度查询表

临界热流密度查询表(ＣＨＦ ＬＵＴ)由于其应用范围宽ꎬ预测精度高ꎬ被广泛应用于核反应堆热工水

力的设计和安全分析程序(如 ＲＥＬＡＰ５ꎬＣＡＴＨＥＮＡ)中ꎮ ２００６ ＣＨＦ ＬＵＴ 是最新版本ꎬ其临界数据库是

基于 ８ ｍｍ 圆管做出来的ꎬ覆盖的参数范围:压力 Ｐ(０.１ ~ ２１ ＭＰａ)、含汽率 ｘ( － ０. ５ ~ １)、质量流

速Ｇ(０~８ ０００ ｋｇ / ｍ２ｓ)ꎮ
图 ８ 为计算与试验值之比随含汽率的变化ꎬ可以看出在过冷区域(含汽率 ｘ<０.２)下ꎬ本次试验数

据基本都偏小 ２０％以上ꎮ 含汽率接近 ０~０.６ 的范围内ꎬ试验数据与计算数据偏差在 ２０％以内ꎬ具有良

好的一致性ꎮ 图 ９ 为 ＣＨＦ 表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随不同压力的变化ꎬ含汽率范围 ｘ<－０.１９ꎮ 当质量

流速相同时ꎬ随着压力的增加 ＣＨＦ 表计算与试验的比值偏差逐渐减小ꎬ当压力大于 １９ ＭＰａ 时偏差以

在 ２０％以内ꎮ 整体来说ꎬＣＨＦ ＬＵＴ 表在过冷区域(尤其是高过冷区)预测偏高ꎬ含汽率在 ０ ~ ０.６ 范围

内与试验数据一致ꎮ

图 ８　 ＣＨＦ 表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随含汽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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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ＣＨＦ 表计算值与试验值之比随不同压力的变化

ＣＨＦ ＬＵＴ 是基于局部条件假设得到的ꎬ认为圆管 ＣＨＦ 与上游条件和其他次要因素无关ꎬ只与压

力 Ｐ、质量流速 Ｇ、含汽率 ｘ 和直径 Ｄ 有关ꎮ 而从试验结果分析中发现ꎬ不能忽略上游条件对临界热流

密度的影响特别是饱和和含汽工况ꎮ 此外ꎬ目前 ２００６ ＣＨＦ ＬＵＴ 表中过冷区(尤其是高过冷区)没有

足够多的试验数据ꎮ 上述因素是造成过冷区域偏差的原因ꎮ

４　 结论

在直径 ８.２ ｍｍ 的均匀加热圆管上对欠热及含汽率强迫流动沸腾工况下的临界热流密度进行了

试验ꎬ共获得 １０１ 个数据ꎬ覆盖的参数范围为:压力 ３~２１ ＭＰａꎬ质量流率 ９６３~３ ７７６ ｋｇ / ｍ２ｓꎬ进口含汽

率－２.７９~ －０.０８ꎬ欠热度 １９~３３７ ℃ꎬ出口含汽率－０.９７ ~ ０.７８ꎬ加热长度 ２.４ ｍꎮ 研究了各种参数对临

界热流密度的影响ꎬ得出以下结论:
(１)临界热流密度 ｑＣＨＦ随质量流率和欠热度的提高而提高ꎻ过冷工况ꎬ临界热流密度依赖于局部

条件ꎻ含汽工况下ꎬ临界热流密度受上游条件影响较大ꎬ表现为总功率控制效应:随预热功率的增加ꎬ
所需临界功率随之减小ꎬ而二者之和变化很小ꎮ

(２)次临界压力区域(Ｐ>１８ ＭＰａ)ꎬ随着压力的增加ꎬ临界热流密度明显减小ꎮ
(３)在欠热及低含汽率范围内试验数据与陈玉宙关系式预测符合较好ꎬ但当含汽率大于 ０.１ 之

后ꎬ陈玉宙关系式预测偏小ꎮ 中低含汽率范围在 ０~０.６ 内ꎬ试验数据与查询表(ＣＨＦ ＬＵＴ)表具有良好

的一致性ꎮ 过冷区域ꎬ查询表预测偏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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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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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波堆堆芯瞬态安全特性研究

乔鹏瑞ꎬ林　 超ꎬ张　 坚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作者简介:乔鹏瑞(１９８９—)ꎬ男ꎬ河南郑州人ꎬ研究实习员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反应堆安全分析工作

摘要:行波堆是一种革新概念式反应堆ꎬ可以通过一次通过式深度焚烧ꎬ实现燃料增殖ꎬ提高铀资源利用率ꎮ 行波堆的

物理特性使其具有寿期长、燃耗深以及防核扩散的特点ꎬ是一种具有相当吸引力和研究价值的创新概念快堆ꎮ 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基于原位增殖－焚烧的原理ꎬ设计了一个考虑当前钠冷快堆工艺水平的百万千瓦的行波堆堆芯ꎮ 本文

基于该堆芯设计方案ꎬ在燃料组件、中子学、热工水力设计的基础上ꎬ使用 ＳＡＳ４Ａ 程序ꎬ对该堆芯进行了无保护失流事

故(ＵＬＯＦ)和无保护超功率事故(ＵＴＯＰ)的分析ꎬ研究行波堆堆芯的瞬态安全特性ꎮ 分析表明ꎬ在无保护失流事故和无

保护超功率事故下ꎬ行波堆堆芯能够通过自身设计的负反馈ꎬ使得燃料峰值温度、包壳峰值温度和冷却剂峰值温度都

距离安全限值有一定的裕度ꎬ堆芯在事故中表现出了很好的安全性ꎮ
关键词:行波堆ꎻ堆芯瞬态ꎻ安全特性

行波堆又称为增殖－焚烧堆ꎮ 堆内燃料从自点火区开始燃烧ꎬ易裂变核素发生裂变的同时ꎬ多余

中子将周围的可裂变核素转化为易裂变核素ꎬ新生成的易裂变核素继续裂变ꎬ从而推动增殖－裂变反

应的进行ꎮ 这一概念于 １９５８ 年由 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１] 提出ꎬ之后由 Ｄｒｉｓｃｏｌｌ 等[２]、Ｆｅｏｋｔｉｓｔｏｖ[３]、Ｔｅｌｌｅｒ 等[４ꎬ－５] 和

Ｓｅｋｉｍｏｔｏ 等[６]从反应堆物理的角度对行波堆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ꎬＤａｍ[７]、Ｃｈｅｎ 等[８ꎬ９] 和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０]

求得了行波堆的孤立波解ꎬ从数学上证明了行波的存在ꎮ Ｔｅｒｒａ－Ｐｏｗｅｒ 公司[１１ꎬ１２]将行波的概念用于钠

冷快堆ꎬ并采用 ＭＣＮＰＸ＋ＣＩＮＤＥＲ９０ 程序分析了行波堆的行波基本特性ꎮ 迄今为止ꎬ行波堆仍处于概

念研究之中ꎮ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基于典型的行波堆设计理念ꎬ结合当前钠冷快堆的工艺水平ꎬ给
出了一个百万千瓦的行波堆堆芯概念设计方案ꎮ 本文以该反应堆堆芯概念设计为原型ꎬ采用 ＳＡＳ４Ａ
程序ꎬ对百万千瓦行波堆堆芯进行堆芯瞬态安全特性研究ꎮ

１　 百万千瓦行波堆堆芯设计方案

１.１　 堆芯中子学设计方案

堆芯方案的轴向剖面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ꎬ堆芯燃料区采用不同的分区设计ꎮ 内点火区和内增殖区的轴

向结构对应于 １ 区和 ２ 区燃料组件ꎬ外点火区和外增殖区的轴向结构对应于 ３ 区和 ４ 区燃料组件ꎮ
燃料区采用 Ｕ－Ｐｕ－Ｚｒ１０ 合金作为驱动燃料ꎬ为了提高点火区泄漏出的中子利用效率ꎬ点火区布

置在堆芯轴向中间位置ꎬ高度为 ８０ ｃｍꎮ 径向点火区分内外区布置ꎬ点火区内区与点火区外区采用不

同的燃料有效密度设计ꎬ内区有效密度较小为 ６２％ＴＤꎬ以适应较大的燃耗积累ꎬ外区有效密度较大为

６８％ＴＤꎮ 考虑降低点火阶段的燃耗反应性变化ꎬ点火区内区轴向设计成为“夹心”形ꎬ中心区富集度较

低轴向厚度为 ２０ ｃｍꎮ 点火区燃料共有两种富集度ꎬ内区燃料中 Ｐｕ 占重核的质量份额为 １４.１％ꎬ内区

中央区及外区燃料中 Ｐｕ 占重核的质量份额为 １２.６％ꎮ
增殖区位于点火区的两端ꎬ总长度为 １２０ ｃｍꎮ 径向上ꎬ转换区也采用内外分区设计ꎬ内区燃料采

用天然铀 Ｕ－Ｚｒ１０ 合金ꎬ外区重核采用模拟的乏燃料组成的 Ｚｒ１０ 合金ꎮ 增殖区燃料的有效密度设计

比点火区大ꎬ并且增殖区内区采用较小的有效密度 ７０％ＴＤꎬ外区采用较大的有效密度 ７８％ＴＤꎬ以适应

燃耗的径向不均匀特性ꎬ并且延缓随着燃耗时间增加功率密度延径向向内移动的趋势ꎮ

６３１



图 １　 堆芯材料分区示意图

堆芯组件布置如图 ２ 所示ꎬ堆芯燃料组件由内到外分为 ４ 区ꎬ其中燃料组件共 ５５２ 盒ꎮ 为满足反

应性控制及停堆安全需求ꎬ共设计 ３１ 盒控制棒组件位置ꎬ其中补偿棒 １９ 盒ꎬ调节棒 ２ 盒ꎬ安全棒 １０
盒ꎮ 堆芯燃料区等效直径约为 ４.９２ ｍꎮ 第 ４ 区燃料组件外面为反射层组件ꎬ用于提高堆芯中子性能ꎮ
本方案中的行波堆寿期内不考虑换料ꎬ不设乏燃料储存位置ꎮ 堆芯初步方案设计当前不考虑屏蔽组

件的设计ꎬ建议堆本体设计考虑采用固定屏蔽的设计ꎮ

图 ２　 堆芯布置图

主要堆芯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ꎬ堆芯额定热功率 ２ ５００ ＭＷꎬ初步设计的堆芯运行寿期为 ６ ０００ 有效满

功率天(ＥＦＰＤ)ꎮ 堆芯初始装载 Ｐｕ 质量 ７.９ ｔꎬ总重金属(ＨＭ)质量 １６１.３ ｔꎬ燃料区总高度为 ２００ ｃｍꎬ
燃料区等效直径约为 ４.９２ ｍꎮ

表 １　 堆芯主要设计参数

参数 数值

堆芯热功率(ＦＰ) / ＭＷ ２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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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 数值

堆芯寿期ꎬＥＦＰＤ ６ ０００

点火区:

燃料类型 Ｕ－Ｐｕ－Ｚｒ１０ 合金

燃料有效密度:

内区 ６２％ＴＤ

外区 ６８％ＴＤ

增殖区:

燃料类型:

内区 Ｕ－Ｚｒ１０ 合金(天然铀)

外区 Ｕ－Ｚｒ１０ 合金(模拟乏燃料成分)ｂ

燃料有效密度:

内区 ７０％ＴＤ

外区 ７８％ＴＤ

冷却剂材料 Ｎａ

１.２　 堆芯组件设计方案

由于行波堆对于堆芯中子经济性要求比较高ꎬ在行波堆中用 Ｕ 作为增殖燃料的同时最好用 Ｐｕ 作

为驱动燃料ꎬ同时在其中加入 Ｚｒ 可以提高合金的熔点和固相线ꎮ Ｚｒ 的含量应该不高于 １０％ꎬ因为 Ｚｒ
含量太高金属燃料的增殖比会逐渐减少ꎬ而且加工难度会增加ꎮ 同时合金中 Ｐｕ 的含量对金属燃料的

固相线温度有很大影响ꎬ燃料的固相线温度随 Ｐｕ 含量的加大而减少ꎬＰｕ 的含量应该不大于 ２０％ꎮ
根据行波堆的技术特点ꎬ并适当参考国际上行波堆的组件设计ꎬ给出了本文的行波堆组件设计ꎬ

基本设计参数如表 ２ 所示ꎬ燃料组件结构如图 ３ 所示ꎮ
表 ２　 燃料组件参数

参数名 参数值

组件

全长 ４ ９１０ ｍｍ

外套管外对边距 １９０ ｍｍ

外套管内对边距 １８４ ｍｍ

组件内燃料棒数 ２１７ 根

燃料棒直径(Ｄ) １０.５ ｍｍ

相邻两棒中心距(Ｐ) １２.２０ ｍｍ

燃料棒径向定位方式 螺旋金属绕丝

绕丝直径 １.６５ ｍｍ

燃料棒

燃料棒全长 ２ ７５０ ｍｍ

包壳管外径 １０.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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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名 参数值

包壳管内径 ９.３ ｍｍ

燃料芯体高度 ２ ０００ ｍｍ

燃料采用通气式设计ꎬ以降低高燃耗下燃料包壳内的裂变气体压力ꎮ 燃料段高度为 ２ｍꎬ高于传

统快堆燃料组件的设计参数ꎮ 燃料芯块为环形燃料设计ꎬ降低燃料有效密度ꎬ芯包结合设计采用新型

结合层ꎬ降低燃料组件栅元内 Ｎａ 的体积份额ꎬ硬化中子能谱ꎬ降低堆芯的钠空泡引起的正反应性效

应ꎮ 为应对高的中子辐照损伤ꎬ包壳材料采用先进耐辐照的 ＯＤＳ 不锈钢材料ꎮ

图 ３　 燃料组件结构

２　 程序与模型

２.１　 程序简介

本文采用 ＳＡＳ４Ａ 程序作为模拟分析的工具ꎮ ＳＡＡ４Ａ 程序是由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开发并经过

多个试验验证的液态金属冷却快堆严重事故确定论分析程序[１３ꎬ１４]ꎮ ＳＡＳ４Ａ 程序主要用于分析由大量

能量释放引起反应堆主容器完整性破坏并导致公众健康和安全风险的严重事故现象ꎮ 基于 ＳＡＳ４Ａ 程

序详细的物理热工等模型ꎬＳＡＳ４Ａ 可以对快堆的正常运行工况、设计基准事故和超设计基准事故进行

模拟分析ꎬ还可以模拟非能动余热排出以及自然循环流动ꎬ并且能够分析严重事故下的钠沸腾、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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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化等现象ꎮ ＳＡＳ４Ａ 具有广泛的模拟能力ꎬ包括多通道和子通道堆芯热工水力模型ꎻ点堆动力学和空

间动力学能力包含衰变热和反应性反馈模型ꎻ氧化物燃料和金属燃料以及包壳详细的机械模型ꎻ低压

钠沸腾下冷却剂两相热工水力模型ꎻ燃料棒内氧化物燃料融化和再分布模型ꎬ燃料和冷却剂反应模

型ꎻ反应堆一、二回路冷却剂系统模型ꎻ蒸汽发生器热工水力模型ꎻ反应堆控制系统模型ꎮ

２.２　 堆芯建模

百万千瓦行波堆堆芯布置 １ / ４ 扇区图如图 ４ 所示ꎮ 本次研究重点是堆芯燃料区ꎮ 反射层组件和

钢屏蔽组件等功率很小ꎬ不是研究重点ꎮ 堆芯从里到外共有四个燃料区ꎬ分别是燃料 １ 区ꎬ燃料 ２ 区ꎬ
燃料 ３ 区和燃料 ４ 区ꎮ 整个堆芯燃料区共分为 ９ 个流量区(在图 ４ 中以数字标出ꎬ流量分区的原理是

匹配堆芯功率分布ꎬ使整个堆芯的换热更加均匀化)ꎮ 此次计算模拟 １０ 个通道ꎬ通道 １ 对应最热组

件ꎬ来自燃料一区的流量区 ２ꎬ最热通道具有最大的功率ꎮ 通道 ２~１０ 分别对应堆芯的 ９ 个流量分区ꎮ
１０ 个通道的功率、流量数据见表 ５ꎮ

图 ４　 堆芯流量分区设计

表 ３　 堆芯燃料组件和转换区组件流量分区参数

通道序号 燃料区 流量区 平均功率 / ｋＷ 组件盒数 分配流量 / (ｋｇ / ｓ)

１ 最热通道 流量区 ２ ６ ２７２.０００ ６ ２９.９３

２

３
燃料 １ 区

流量区 １ ５ ６８６.４７７ ７８ ２８.１６

流量区 ２ ６ ０７５.３８３ ６０ ２９.９３

４

５
燃料 ２ 区

流量区 ３ ４ ５７２.８５２ ８４ ２２.９６

流量区 ４ ５ ２０６.３４９ ９０ ２６.０７

６

７

８

燃料 ３ 区

流量区 ５ ３ ３０８.４４７ ６０ １７.１１

流量区 ６ ３ ９９１.９９３ ３０ １９.８６

流量区 ７ ４ ５２３.４２０ ６０ ２３.１３

９

１０
燃料 ４ 区

流量区 ８ ２ １６８.９３９ ３６ １１.１０

流量区 ９ ２ ５５７.５７５ ４８ １３.３５

２.３　 物理计算

快中子反应堆通常结构紧凑ꎬ中子通量密度的时间－空间分布更易分离ꎮ 因此采用点堆动力学

模型:

φ( ｔ) ＝ φ( ｔ) δｋ( ｔ) － β
Λ

＋ ∑
ｉ
λ ｉＣ ｉ( ｔ) (１)

缓发中子先驱核的净改变率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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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ｉ( ｔ) ＝ βｉφ( ｔ) / Λ － λ ｉＣ ｉ( ｔ) (２)

其中ꎬ Ｃ ｉ(０) ＝ βｉ / λ ｉΛ ꎬ β ＝ ∑
ｉ
βｉ

其中ꎬ δｋ( ｔ) 是总的反应性ꎬβ 是总的有效缓发中子份额ꎬΛ 是中子代时间ꎬλ ｉ 是缓发中子先驱核

的衰变常数ꎬｉ 是缓发中子组的编号ꎮ 本工作采用 ６ 组缓发中子ꎬ考虑燃料多普勒效应、冷却剂密度改

变、轴向膨胀、径向膨胀带来的反应性反馈ꎮ
ＳＡＳ４Ａ 中ꎬ不同的通道具有不同的衰变热特性ꎬ在不同的通道中采用不同的衰变热曲线ꎮ 每种衰

变热特性由以下方程给出:
ｄｈｋ

ｄｔ
＝ βｈｎφ( ｔ) － λｈｎｈｎ (３)

其中ꎬ βｈｎ 是衰变热先驱核的份额ꎬλｈｎ是相应的衰变热先驱核的衰变常数ꎮ φ 是归一化的功率水

平ꎮ 在本次计算中ꎬ选取 ６ 群典型衰变热模型ꎮ 具体物理计算参数见表 ４ꎮ

表 ４　 物理计算参数

缓发中子先驱核份额 βｉ 衰变常数 λｉ 衰变热先驱核份额 βｈｎ 衰变常数 λｈｎ

８.７６Ｅ－０５ １.３０Ｅ－０２ ２.２０Ｅ－０２ ６.５６Ｅ－０２

８.８４Ｅ－０４ ３.１２Ｅ－０２ １.９０Ｅ－０２ １.７８Ｅ－０３

７.９３Ｅ－０４ １.３３Ｅ－０１ ９.９３Ｅ－０３ １.３７Ｅ－０４

１.６９Ｅ－０３ ３.４８Ｅ－０１ ５.２５Ｅ－０３ ６.０８Ｅ－０５

８.１１Ｅ－０４ １.４１Ｅ＋００ １.９３Ｅ－０３ ２.２５Ｅ－０７

２.３０Ｅ－０４ ３.８２Ｅ＋００ １.６７Ｅ－０３ １.８９Ｅ－１８

２.４　 热工水力计算

燃料和包壳基本的瞬态热传输方程如下:

ｒｃ ｄＴ
ｄｔ

＝ １
ｒ ｒ

(ｋｒ ｄＴ
ｄｔ

) ＋ Ｑ (４)

其中ꎬｋ 是热导率ꎬｃ 是比热

冷却剂的基本的热传输方程如下:

ｒｃＡｃ
ｄＴ
ｄｔ

＋
ｒ
(ｗｃＴ) ＝ (Ｑｃ ＋ Ｑｅｃ ＋ Ｑｓｃ)Ａｃ (５)

其中ꎬ Ａｃ 是冷却剂流动面积ꎬ在几何建模中给出

Ｑｃ 是在冷却剂之间产生的热量ꎬ由总的能量产生中用于加热冷却剂的份额计算得出: Ｑｃ ＝

ｇｃ Ｐ( ｊ)
－

ＡＤｚ( ｊ)
ꎬ其中 Ｐ( ｊ)是轴向节点 ｊ 处产生的总热量ꎬＤｚ( ｊ)是轴向节点的高度ꎮ

３　 模拟计算与分析

３.１　 稳态计算结果

针对 ２.２ 中建立的堆芯模型进行稳态计算ꎮ 稳态计算输入见表 ５ꎮ

表 ５　 稳态计算的宏观输入参数

参数名称 单位 数值

堆芯热功率 ＭＷ ２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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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名称 单位 数值

堆芯冷却剂平均入口温度 ℃ ３６０

堆芯冷却剂平均出口温度 ℃ ５１０

稳态计算结果见表 ６ꎮ

表 ６　 百万千瓦行波堆 １００％额定功率运行时堆芯稳态计算结果

燃料中心线最高

温度 / Ｋ
包壳最高

温度 / Ｋ
冷却剂出口

温度 / Ｋ

通道 １(最热组件) ８８３.５５ ８１１.８０ ７９６.２１

通道 ２(燃料区 １ 区) ８６８.６０ ８０３.５０ ７８９.９７

通道 ３(燃料区 １ 区) ８７６.１３ ８０６.０６ ７９０.９７

通道 ４(燃料区 ２ 区) ８４７.０３ ７９６.６５ ７８７.７６

通道 ５(燃料区 ２ 区) ８５９.１２ ８００.２４ ７８８.７３

通道 ６(燃料区 ３ 区) ８１０.６６ ７８３.９５ ７８３.５９

通道 ７(燃料区 ３ 区) ８２４.８２ ７９０.０６ ７８９.５８

通道 ８(燃料区 ３ 区) ８２９.０２ ７８５.２０ ７８４.６０

通道 ９(燃料区 ４ 区) ７９４.６１ ７８５.１３ ７８４.９４

通道 １０(燃料区 ４ 区) ７９７.５４ ７８２.４２ ７８２.１２

计算结果表明ꎬ１００％稳态运行时ꎬ通道 １(最热组件)具有最高的燃料温度ꎬ为 ８８７.４８ Ｋꎻ通道 １
(最热组件)具有最高的冷却剂出口温度ꎬ为 ７９７.２７ Ｋꎮ 稳态计算的各通道的冷却剂出口温度符合堆

芯设计参数ꎬ各通道的温度分布也与各通道的功率流量分布相匹配ꎮ 初步验证了堆芯建模的正确性ꎮ

３.２　 瞬态计算结果

３.２.１　 ＵＬＯＦ 事故瞬态计算结果

本次计算选取的 ＵＬＯＦ 事故描述如下:在反应堆 １００％额定功率运行期间ꎬ５ ｓ 时刻失去全部厂外

电ꎬ造成所有一次泵惰转ꎮ 且由于失去厂外电ꎬ紧急停堆系统不动作ꎮ
该事故为无保护事故ꎬ即紧急停堆系统不动作ꎬ因此不考虑反应堆保护及限值准则ꎮ
事故采用的主要假设为:
(１)５ ｓ 时刻失去全部厂外电ꎻ
(２)事故发生时ꎬ反应堆处于 １００％额定功率运行状态ꎬ反应堆流量为 １００％额定值ꎻ
(３)事故过程中ꎬ紧急停堆系统不动作ꎻ
(４)一回路流量衰减半时间为 ８ ｓꎻ
流量衰减规律根据公式 Ｗ＝Ｗ０ / (１＋ｔ / ｔｈ)计算ꎬ其中ꎬＷ 为 ｔ 时刻流量ꎬＷ０为初始流量(即 １００％堆

芯流量)ꎬｔｈ为一回路流量衰减半时间ꎮ
本文计算的事故为无保护失流事故ꎬＵＬＯＦ 事故的计算边界条件为堆芯冷却剂入口驱动压头(归

一化值)随时间变化对应的表值ꎮ
经过计算ꎬ得到百万千瓦行波堆发生无保护失流情况下相对功率、相对流量及相对功率流量比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反应性变化示于图 ７ꎮ 最热通道内燃料、包壳、冷却剂峰值温度随时间

变化示于图 ８ꎮ
从图 ６ 可以看出ꎬ在事故瞬态初期ꎬ由于泵停止运转ꎬ堆芯流量迅速降低ꎬ导致功率流量比上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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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堆芯冷却剂入口驱动压头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于金属燃料具有很好的导热性ꎬ堆芯温度迅速升高ꎬ反应堆引入负反应性ꎬ导致堆芯功率下降ꎮ 在

３５.２５ ｓ 达到最大值 ２.７４２ 倍额定功率流量比ꎬ之后由于堆芯功率下降速度大于堆芯流量下降速度ꎬ功
率流量比降低ꎬ最终趋于稳定ꎬ稳定在约 １.６ 倍额定功率流量比ꎮ 在 ４９.５ ｓ 的时候ꎬ净反应性反馈达到

最大值(－０.２０６ ＄ )ꎬ最终净反应性反馈逐渐减小ꎬ最终趋向于零ꎮ

图 ６　 归一化功率、流量、功率流量比随时间变化曲线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ꎬ在整个瞬态过程中ꎬ钠密度变化带来了较大的正反应性反馈ꎬ轴向膨胀和径

向膨胀带来了较大的负反应性反馈ꎬ在事故初期ꎬ由于燃料温度升高ꎬ带来了负的多普勒效应ꎬ事故后

期ꎬ多普勒效应变为正ꎮ 在所有负反应性反馈中ꎬ径向膨胀带来的反应性反馈最大ꎮ

图 ７　 反应性反馈随时间变化曲线

从图 ８ 中可以看出ꎬ燃料、包壳、冷却剂峰值温度随着功率流量比的变化先升高ꎬ然后降低ꎬ最终

趋于稳定ꎮ 燃料峰值温度在 ３６.７５ ｓ 达到最大值 １ ０９３ Ｋꎬ远小于燃料熔点 １ ４２２ Ｋꎮ 包壳峰值温度在

４２.２５ ｓ 达到了 １ ０８２ Ｋꎬ低于包壳熔点 １ ７００ Ｋ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包壳峰值温度此时已超过了燃料与包

壳的共晶熔化温度 ９２２ Ｋꎮ 但是ꎬ整个瞬态过程中ꎬ包壳峰值温度超过共晶熔化温度的时间不超过

２６０ ｓꎬ远小于燃料包壳共晶熔化需要的时间ꎬ并不会发生燃料破损燃料不会发生破损ꎮ 冷却剂峰值温

度在 ４２.７５ ｓ 达到最大值 １ ０８２ Ｋꎬ小于钠沸点 １ １５６ Ｋꎬ没有发生钠沸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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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最热通道燃料、包壳及冷却剂峰值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３.２.２　 ＵＴＯＰ 事故瞬态计算结果

本文计算的 ＵＴＯＰ 事故描述如下:在反应堆 １００％额定功率运行期间ꎬ两根调节棒位于堆芯中平

面以上的位置ꎮ 一根处于自动调节状态ꎬ另一根处于备用状态ꎮ 假设处于自动调节状态的调节棒失

控提升到顶ꎻ处于备用状态的调节棒转入自动调节状态ꎬ并接着提升到顶ꎮ 可能引入的最大反应性相

当于一根调节棒从底部失控提升到顶引入的反应性ꎬ该事故可以包容一根调节棒的各种位移事故ꎮ
该事故为无保护事故ꎬ即紧急停堆系统不动作ꎬ因此不考虑反应堆保护及限值准则ꎮ
事故采用的主要假设为:
１)事故发生时ꎬ反应堆处于 １００％额定功率运行状态ꎻ一根调节棒失控非规定提升触发事故ꎬ
２)事故过程中一次泵正常工作ꎬ堆芯流量保持不变ꎻ
３)事故过程中ꎬ紧急停堆系统不动作ꎻ
４)一根调节棒在反应堆平衡态时的价值为 ３７１.２３ ｐｃｍꎻ
５)调节棒行程为 ２ ０００ ｍｍꎮ 在计算方案中ꎬ调节棒以 ２００ ｍｍ / ｓ 的速度提升ꎬ反应性持续引入 １０ ｓ

(其引入特性曲线见图 ９)ꎮ
表 ７　 计算初始条件和主要假设

参数 取值

反应堆初始功率 １００％功率水平

堆芯初始流量 １００％流量

一根调节棒在反应堆平衡态时的价值 ３７１.２３ｐｃｍ (０.８２５ ＄ )

调节棒开始提升时刻 ０ｓ

调节棒行程 ２ ０００ ｍｍ

调节棒提升速率 ２００ ｍｍ / ｓ

调节棒提升时间 １０ ｓ

经过计算ꎬ得到百万千瓦行波堆发生无保护超功率情况下的归一化功率随时间的变化ꎬ如图 １０
所示ꎮ 最热通道内燃料、包壳、冷却剂峰值温度随时间变化示于图 １１ꎮ 反应性变化示于图 １２ꎮ 由图

１０ 可见ꎬ在事故瞬态的前 １０ ｓꎬ反应性的引入导致堆芯功率迅速升高ꎮ 在事故后 ４.２ ｓ 堆芯功率上升

到 １１５％额定功率ꎬ８ ｓ 堆芯功率上升到最大值 ２７４％额定功率ꎮ 之后由于反应堆温度升高导致引发负

的反应性反馈ꎮ 堆芯功率在 １１ ｓ 下降到 ２３０.６％ꎮ 在事故后期ꎬ堆芯反馈反应性与引入反应性几乎相

等ꎬ堆芯功率又缓慢上升并逐渐稳定在 ２６０％额定功率ꎮ
由于堆芯功率上升且最终稳定ꎬ而且堆芯流量不变ꎬ所以堆芯内燃料、包壳和冷却剂温度也随之

有所上升ꎮ 由图 １１ 可见ꎬ在瞬态过程中ꎬ最热通道燃料峰值温度在 ８.５ｓ 达到最大值 １ ２４０ Ｋꎬ小于燃

料熔点 １ ４２２ Ｋꎬ之后最终稳定在 １ ２３０ Ｋꎮ 包壳峰值温度在 ８.５ ｓ 达到最大值 １ １０６ Ｋꎬ低于包壳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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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反应性引入特性曲线

图 １０　 归一化功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１ ７００ Ｋꎬ之后最终稳定在 １ １００ Ｋ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包壳温度已经达到了燃料与包壳的共晶熔化温度

９２２Ｋꎬ包壳温度虽然没有达到熔点ꎬ但是ꎬ如果长时间维持在 １ １００ Ｋ 左右ꎬ燃料与包壳有可能发生共

晶熔化ꎮ 冷却剂峰值温度在 ９.０ ｓ 达到了最大值 １ ０５４ Ｋꎬ之后最终稳定在 １ ０５２ Ｋꎮ 冷却剂温度低于

钠沸点 １ １５６ Ｋꎬ没有发生沸腾ꎬ但裕度较小ꎮ

图 １１　 最热通道燃料、包壳和冷却剂峰值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图 １２ 可见ꎬ在事故过程中ꎬ反应堆带来很大的负反应性反馈ꎬ其中径向膨胀带来的负反馈最

大ꎬ轴向膨胀带来的负反馈次之ꎬ然后是多普勒效应带来的负反馈ꎮ 在瞬态过程中ꎬ钠密度改变带来

了一定的正反应性反馈ꎮ
图 １３ 给出了不同通道燃料峰值温度随时间变化ꎮ 计算了从堆芯中心到堆芯外围的燃料组件峰

５４１



图 １２　 反应性反馈随时间变化曲线

值温度变化ꎬ覆盖了整个功率分布范围ꎮ 由于行波堆功率分布不均匀ꎬ计算得到的燃料温度分布也极

不均匀ꎮ

图 １３　 不同通道燃料峰值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４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百万千瓦行波堆的堆芯设计ꎬ使用 ＳＡＳ４Ａ 程序对堆芯进行建模ꎬ对无保护失流事

故和无保护超功率事故进行计算分析ꎬ得到如下结论:
１)发生无保护失流事故后ꎬ燃料、包壳和冷却剂温度迅速上升ꎬ然后下降并最终趋于稳定ꎮ 燃料

温度最大值为 １ ０９３ Ｋꎬ远小于燃料熔化温度ꎻ包壳温升较大(１３３％)ꎬ虽然仍低于熔化温度ꎬ但安全裕

度较小ꎬ且有可能发生共晶熔化ꎮ
２)无保护失流事故发生后ꎬ引入较大负反应性反馈ꎬ使得堆芯功率迅速下降ꎬ反应性反馈对堆芯

安全起关键作用ꎬ其中ꎬ轴向膨胀和径向膨胀带来了负反应性反馈ꎬ钠密度变化带来了正反应性反馈ꎬ
未来还应考虑控制棒驱动机构膨胀带来的负反馈ꎬ甚至考虑设置液体悬浮式非能动停堆系统引入较

大的负反应性来应对无保护失流事故ꎮ
３)发生无保护超功率事故后ꎬ燃料、包壳和冷却剂温度迅速上升ꎬ然后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并最终

趋于稳定ꎻ燃料温度最大值为 １ ２４０ Ｋꎬ小于燃料熔点 １ ４２２ Ｋꎬ没有发生燃料熔化ꎻ包壳温度最大值为

１ １０６ Ｋꎬ低于包壳熔点 １ ７００ Ｋꎬ包壳温度已经达到了燃料与包壳的共晶熔化温度 ９２２Ｋꎬ可能发生共

晶熔化ꎻ冷却剂温度最大值为 １ ０５４ Ｋꎬ低于钠沸点 １ １５６ Ｋꎬ没有发生钠沸腾ꎮ
４)无保护超功率事故发生后ꎬ引入较大正反应性ꎬ堆芯功率迅速上升至 ２７４％额定功率ꎬ堆芯温度

上升带来了很大的负反馈ꎬ使得堆芯功率下降并最终稳定在 ２６０％额定功率ꎮ 其中ꎬ堆芯轴向膨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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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膨胀以及多普勒效应带来了负反应性反馈ꎬ钠密度变化带来了引入正反应性反馈ꎮ
５)行波堆内功率分布不均匀ꎬ计算了无保护超功率事故下不同燃料区的燃料温度随时间变化ꎬ覆

盖了整个功率分布范围ꎬ计算得到的燃料温度分布也极不均匀ꎮ 这将会对材料性能带来很大考验ꎬ未
来需要重点考虑ꎮ

６)总体来讲ꎬ行波堆堆芯在发生无保护失流事故和无保护超功率事故下ꎬ能够通过自身的负反

馈ꎬ降低堆芯功率ꎬ防止堆芯熔化ꎬ堆芯表现出了很好的固有安全性ꎮ

致谢

在相关的计算分析工作中ꎬ得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堆芯设计室各

位同志的大力支持ꎬ受到了堆芯室安全组胡文军同志的悉心指导以及安全组其他同事的诸多帮助ꎬ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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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ＶＥＲ 机组安全壳喷淋试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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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添舟(１９８６—)ꎬ男ꎬ四川巴中人ꎬ副研究员ꎬ工学博士ꎬ现从事反应堆热工水力研究

摘要:为克服安全壳喷淋试验时对厂内设备带来的腐蚀性风险ꎬ同时缩短调试工期ꎬ针对 ＶＶＥＲ 机组提出了新的喷淋

试验方法ꎬ通过试验分别获得了单喷头及喷淋管路的阻力特性ꎬ耦合计算得到了实际喷淋时的喷淋参数ꎬ试验结果表

明ꎬＶＶＥＲ 机组安全壳喷淋系统在设计基准事故条件下喷头喷淋状态、喷淋泵流量及喷头前端压力等参数满足设计

要求ꎮ
关键词: ＶＶＥＲ 机组ꎻ喷淋试验ꎻ喷淋参数ꎻ

安全壳喷淋系统是核电站安全系统ꎬ在发生一回路泄漏或安全壳内蒸汽管线破裂的设计基准事

故下ꎬ喷淋系统向安全壳内喷注硼酸溶液和化学试剂ꎬ降低安全壳内环境温度和压力ꎬ并抑制安全壳

地坑中碘的同位素[１ ꎬ２ ]ꎬ在核电厂调试期间ꎬ需要进行安全壳喷淋试验以检验喷淋系统的功能[ ３ꎬ４ ]ꎮ
对于 ＶＶＥＲ 型机组ꎬ当采用常规现场喷淋方法时ꎬ需在试验前对厂内设备采取复杂的保护措施ꎬ同时

试验后厂房内湿度大ꎬ对设备带来了腐蚀性风险ꎮ
本文提出了新的喷淋试验方法ꎬ在不改造厂内原有结构的基础上ꎬ分别获得了单喷头及喷淋管路

的水力特性ꎬ耦合计算得到了实际喷淋时的喷淋特性ꎬ为国内某 ＶＶＥＲ－１０００ 型机组安全壳喷淋系统

功能验证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ꎮ

１　 ＶＶＥＲ 机组反应堆安全壳喷淋系统简介

俄罗斯 ＶＶＥＲ 机组安全壳喷淋系统为 ４×５０％结构[ ５ ]ꎬ两个系列可以完成设计的安全功能ꎬ在开

展功能验证时ꎬ需保证每条环路功能均满足设计要求ꎮ 如图 １ 所示ꎬ安全壳喷淋系统包含 ＪＭＮ１０ / ２０ /
３０ / ４０ 等 ４ 个喷淋环路ꎬＪＭＮ１０ 和 ２０ 环路共用水箱 １ꎬＪＭＮ３０ 和 ４０ 环路共用水箱 ２ꎬ每个环路配有喷

淋泵、止回阀、循环回路及喷淋环管ꎮ 在发生一回路泄漏或安全壳内蒸汽管线破裂的设计基准事故

下ꎬ水箱内除盐水由喷淋泵驱动ꎬ经过止回阀从顶部喷淋环管喷入安全壳ꎬ后经地坑收集后流回水箱ꎬ
采用实际喷淋进行功能验证时系统流程和上述一致ꎮ

每路喷淋环管上安装有 ２８ 个喷头ꎬ其中编号为 １４ 的喷头为离入口管最远端的喷头ꎬ该喷头封堵

并接压力变送器用于监控喷头前端压力ꎮ 喷头结构如图 ２ 所示ꎬ喷头内含水力旋流器ꎬ用于将除盐水

雾化并喷入安全壳内ꎮ

２　 喷淋试验方法及原理

新的喷淋试验方法总体思路为:采用软管将需验证的喷淋支路环管上喷嘴与另一喷淋支路环管

的喷嘴相连ꎬ使除盐水不直接喷淋到安全壳内部ꎬ而是由另一支路收集并返回水箱ꎬ由于试验过程中

需拆除喷头ꎬ因此为了获得真实喷淋时的喷淋参数ꎬ还需对所有喷头开展单体试验ꎮ
通过该方法可将直接喷淋转化成三个步骤: (１)喷头单体特性试验ꎻ(２)喷淋管路水力特性试验ꎻ

(３) 耦合计算喷淋系统实际喷淋特性ꎮ 通过该方法ꎬ可避免试验时对厂内设备带来的腐蚀性风险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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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ＶＶＥＲ 机组安全壳喷淋系统示意图

图 ２　 喷头示意图

大幅缩短了厂内试验前保护及试验后现场恢复的时间ꎮ

２.１　 喷头单体特性试验

喷头单体性能试验目的是获得喷头流量－压差特性ꎬ同时检验喷头喷雾效果ꎮ 试验在厂外开展ꎬ
试验时将喷头安装的喷头试验装置上(见图 ３)ꎬ试验装置由水箱、主泵、调节阀、流量计、温度测点、压
力测点、喷头及高速摄像仪组成ꎮ 除盐水由水箱经主泵输送至喷头ꎮ

试验时ꎬ启动主泵ꎬ调整调节阀 ２ 开度ꎬ使喷头流量达到预定值ꎬ测量喷头前压力、温度及喷头喷

淋状态ꎬ每个喷头在 ２５ ~４０ ｔ / ｈ 流量范围内平均测量 １０ 个点ꎬ测量参数采集存储后获得喷头流量－压
差关系式ꎬ同时高速摄像仪拍摄喷头喷淋状态ꎻ完成一个喷头试验后ꎬ将调节阀 ２ 关闭ꎬ更换喷头进行

下一个喷头试验ꎬ直至完成所有 １１２ 个喷头单体特性试验ꎮ

图 ３　 喷头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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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喷淋管路水力特性试验

喷淋管路水力特性试验目的是获得喷淋管路的水力特性ꎬ试验在场内开展ꎬ以 ＪＭＮ１０ 环路为例ꎬ
试验流程见图 ４ꎬ试验前将 ＪＭＮ２０ 环路止回阀抽芯ꎬ拆除 ＪＭＮ１０ 和 ＪＭＮ２０ 通道所有喷头ꎬ在 ＪＭＮ１０ 环

路 １４ 号喷头处安装临时压力表ꎬ封堵 ＪＭＮ２０ 环路 １４ 号喷头ꎬ将两通道其余喷头按照编号使用两端带

密封接头的耐压软管连接ꎬ试验过程中ꎬ如箭头所示ꎬ除盐水由喷淋泵 １ 注入 ＪＭＮ１０ 环路顶部环管ꎬ并
经软管通过 ＪＭＮ２０ 环路循环回路管道直接回到水箱ꎬ形成开式回路ꎮ

图 ４　 ＪＭＮ１０ 通道喷淋试验流程示意图

试验时启动喷淋泵 １ꎬ脉冲调节 ＪＭＮ２０ 环路闸阀开度使喷淋泵流量达到预设值ꎬ测量 ＪＭＮ１０ 环路

１４ 号喷头处压力、喷淋泵流量及喷淋泵进出口压力ꎬ每个喷头在 ７５０~９５０ ｔ / ｈ 流量范围内平均测量 １０
个点ꎬ测量参数采集存储后获得喷淋泵流量－１４ 号喷头压差关系式ꎮ

２.３　 实际喷淋特性耦合计算方法

１) 喷淋泵流量－１４ 号喷头处压差关系式

由于开展喷淋管路水力特性试验时试验装置为开式回路ꎬ可认为喷头出口为大气压ꎬ因此 １４ 号

喷头处测得表压可等效为实际喷淋时的喷头进出口压差ꎮ 则通过喷淋管路水力特性试验可以测量得

到编号为 ｍ 的喷淋管路喷淋泵流量和该管路 １４ 号喷头压差:Ｗｍ１、ΔＰｍ１ꎻ Ｗｍ ２、ΔＰｍ ２Ｗｍ ｉ、ΔＰｍ ｉꎻ其
中ꎬｍ 为喷淋环路编号ꎬｍ＝ １ꎬ２ꎬ３ꎬ４ꎻｉ 为编号为 ｍ 的喷淋环路中的数据点数ꎮ Ｗｍ ｉ为编号为 ｍ 的喷淋

环路第 ｉ 个数据点中的喷淋泵流量ꎬΔＰｍ ｉ为编号为 ｍ 的喷淋环路第 ｉ 个数据点中 １４ 号喷头压差ꎮ
考虑到喷淋泵流量－扬程特性ꎬ对喷淋泵流量和 １４ 号喷头处压差按照二项式拟合ꎬ则拟合得到环

路喷淋泵流量－１４ 号喷头处压差关系式如下:
Ｗｍ ＝ Ａｍ ΔＰｍ( ) ２ ＋ ＢｍΔＰｍ ＋ Ｃｍ (１)

式中　 Ａｍ、Ｂｍ和 Ｃｍ为拟合系数ꎮ
２)喷淋系统实际运行参数计算

假定第 ｍ 个喷淋环路中喷头编号依次为 １ꎬ２ꎬ３ꎬＮꎬ依据喷头单体试验结果ꎬ每个喷头的流量－
压差关系式为:

Ｗ１ ＝ Ｅ１ ΔＰ１ ＋ Ｆ１

Ｗ２ ＝ Ｅ２ ΔＰ２ ＋ Ｆ２

......

ＷＮ ＝ ＥＮ ΔＰＮ ＋ ＦＮ

(２)

前期通过 ＣＡＴＨＡＲＥ 流体力学计算软件对 ＶＶＥＲ 机组喷淋管路进行了水力特性计算ꎬ结果显示

运行时喷淋环管各喷头处压力偏差在±３％以内ꎬ因此假定运行时喷淋环管各喷头压差相等ꎬ即 ΔＰ１ ＝
ΔＰ２ ＝＝ΔＰＮꎬ而 Ｗ１＋Ｗ２＋＋ ＷＮ ＝ Ｗｍꎬ则对于编号 ｍ 的环管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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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 ＝ ∑
Ｎ

ｎ ＝ １
Ｅｎ Ｐ ＋ ∑

Ｎ

ｎ ＝ １
Ｆｎ (３)

联立式(１)和(３)ꎬ即可求得喷淋系统实际运行时喷淋泵流量及 １４ 号喷头压差ꎮ

３　 试验结果及分析

采用上述安全壳喷淋试验方法ꎬ对国内某 ＶＶＥＲ 机组开展了试验研究ꎬ结果如下ꎮ

３.１　 喷头单体特性试验结果

以 ＪＭＮ３０ 环路 １６ 号喷头为例给出了喷头单体特性试验结果ꎬ该喷头不同流量时雾化效果如图 ５
所示ꎬ可以看出ꎬ在不同流量下ꎬ喷射角均在 ７５°左右ꎬ且喷射截面成锥形ꎬ满足设计要求ꎮ

(ａ)２５.１ｔ / ｈ　 　 　 　 　 　 　 　 　 (ｂ)３０.７ ｔ / ｈ　 　 　 　 　 　 　 　 (ｃ)３８.３ ｔ / ｈ
图 ５　 ＪＭＮ３０ 环路 １６ 号喷头图像

采集获得了不同流量时该喷头进出口压差及水温如表 １ 所示ꎬ对于喷头等阻力件ꎬ其压损与流量

平方成正比ꎬ因此按 Ｗ~ ΔＰ 形式进行拟合ꎬ结果如下:

Ｗ ＝ ９６.４７ ΔＰ ＋ ２.４８６２ (４)

表 １　 ＪＭＮ３０ 环路 １６ 号喷头试验结果

序号 流量 / ( ｔ / ｈ) 压差 / ＭＰａ 水温 / ℃

１ ２５.１ ０.０５６ ４ ２１.４

２ ２７.７ ０.０６９ ０ ２１.４

３ ２９.２ ０.０７６ ６ ２１.４

４ ３０.７ ０.０８４ ６ ２１.４

５ ３１.８ ０.０９１ １ ２１.４

６ ３３.１ ０.０９９ １ ２１.４

７ ３５.１ ０.１１２ １ ２１.４

８ ３６.４ ０.１２２ ３ ２１.４

９ ３８.３ ０.１３８ ８ ２１.４

１０ ４０.２ ０.１５８ ０ ２１.４

按照上述方法ꎬ对所有喷头开展了单体特性试验ꎬ获得了全部喷头的流量－压差关系式ꎻ采用高速

摄像仪对不同流量时各喷头喷淋状态进行了拍摄ꎬ结果表明在额定流量范围内喷头喷射角均在 ７５° ~
７６°之间ꎬ且喷射截面成锥形ꎬ满足设计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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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喷淋管路水力特性试验结果

以 ＪＭＮ１０ 环路为例ꎬ对喷淋泵流量和 １４ 号喷头压差按二项式拟合ꎬ有:
Ｗ ＝ － ５５.９１３ ΔＰ( ) ２ － ２３４.２６ΔＰ ＋ ９７２.５１ (５)

对 ＪＭＮ１０ 环路所有喷头单体试验数据进行汇总ꎬ可以得到实际喷淋时 ＪＭＮ１０ 环路喷淋泵流量和

１４ 号喷头压差有如下关系:

Ｗ ＝ ２ ４９２.８２６ ΔＰ ＋ ３７.６２９ ２ (６)
联立方程(５)和(６)ꎬ求解得到 Ｗ＝９４０.８ ｔ / ｈꎬ ΔＰ ＝ ０.１３１ ３ ＭＰａꎮ 则实际喷淋时ꎬＪＭＮ１０ 环路喷淋

泵流量为 ９４０.８ ｔ / ｈꎬ喷淋环管最远端喷头前端压力为 ０.２３１ ３ ＭＰａꎮ
按照上述方法ꎬ对 ＪＭＮ２０ / ３０ / ４０ 环路试验数据均进行了处理ꎬ并与验收准则进行了对比ꎬ结果如

表 ２ 所示ꎬ从表中可以看出ꎬ各环路实际运行时喷淋泵流量及喷头前端压力均满足设计要求ꎮ
表 ２　 试验结果与验收准则对比

喷淋环路编号 参数 试验结果 验收准则 是否满足

ＪＭＮ１０
喷淋泵流量 / ( ｔ / ｈ) ９４０.８０ >７５０ 是

喷头前端压力 / ＭＰａ ０.２３１ ３ >０.２ 是

ＪＭＮ２０
喷淋泵流量 / ( ｔ / ｈ) ９４５.５０ >７５０ 是

喷头前端压力 / ＭＰａ ０.２３２ １ >０.２ 是

ＪＭＮ３０
喷淋泵流量 / ( ｔ / ｈ) ９４８.１５ >７５０ 是

远端喷头压力 / ＭＰａ ０.２１３ ４ >０.２ 是

ＪＭＮ４０
喷淋泵流量 / ( ｔ / ｈ) ９６７.６７ >７５０ 是

喷头前端压力 / ＭＰａ ０.２１９ ７ >０.２ 是

４　 结论

针对 ＶＶＥＲ 型核电机组ꎬ本文提出了一种减小试验时腐蚀性风险及缩短调试工期的安全壳喷淋

试验方法ꎬ并在国内某 ＶＶＥＲ 型核电机组调试中进行了应用ꎬ获得结论如下:
１)额定流量范围内ꎬＶＶＥＲ 型机组喷头喷射角均在 ７５° ~ ７６°之间ꎬ且喷射截面成锥形ꎬ满足设计

要求ꎮ
２)实际喷淋时 ＪＭＮ１０ / ２０ / ３０ / ４０ 各喷淋环路喷淋泵流量及喷头前端压力均满足设计要求ꎬ为该机

组安全壳喷淋系统功能验证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ꎮ

参考文献:
[１]　 国家核安全局.ＨＡＤ１０２ / ０６ 核电厂反应堆安全壳系统的设计[Ｓ].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２]　 孔昭育等.核电厂培训教程[Ｍ].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３]　 审查核电厂安全分析报告的标准审查大纲[Ｍ].北京:核工业部科技核电局ꎬ１９８５.
[４]　 莫国钧.调试和启动[Ｍ].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５]　 蒋国元.ＷＷＥＲ－１０００ 核电站设备与系统[Ｍ].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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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电厂火灾情景分析方法概述
及在主控室火灾中的应用

王李娟ꎬ黄立华ꎬ向啸晗
(苏州热工院有限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火灾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定量筛选过程中保守假设隔间发生火灾后所有设备均不可用ꎮ 这种保守假设可能高

估电厂的实际风险ꎮ 本文基于火灾区域模拟软件(ＣＦＡＳＴ)在民用建筑火灾分析中的广泛应用ꎬ将 ＣＦＡＳＴ 分析工具应

用于核电厂主控制室的火灾情景模拟分析ꎬ降低分析的保守性ꎬ得到可信的火灾后设备的可用性和人员可居留性结

果ꎬ为后续的火灾 ＰＳＡ 分析提供输入ꎮ

　 　 　 　 　 　 　 　 　 　 　 　 　 　 　 　 　 　 　 　 　 　 　 　 　 　 　 　 　 　 　 　 　 　 　 　 　 　 　 　 　 　 　 　 　 　　
　

　
　 　　　　　　　　　　　　　　　　　　　　　　　　　　　　　　　　　　　　　　　　　　　　　　

　
　

　
　

作者简介:王李娟(１９８２—)女ꎬ高级工程师ꎬ硕士研究生ꎬ现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核电厂灾害 ＰＳＡ 模型开发、核电厂日常

生产 ＰＳＡ 风险评估、核电厂设备 ＰＳＡ 数据采集与分析等

关键词:火灾ꎻ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ꎻ火灾情景模拟分析

火灾可能导致核电厂构筑物、系统或设备损坏进而影响堆芯安全ꎮ 在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技术

已日益成为核电厂安全管理的重要技术的同时ꎬ开发火灾 ＰＳＡ 模型、评估火灾风险成为核电厂不断提

高安全管理水平的必备工作ꎮ 我国核安全法规要求核电厂逐步开展并完善包括火灾在内的 ＰＳＡ 模

型ꎬ并鼓励核电厂应用 ＰＳＡ 提高核电厂运营管理水平与核安全水平ꎮ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是核电厂火灾 ＰＳＡ 分析的一个重要环节ꎮ 在火灾 ＰＳＡ 初步定量筛选过程中ꎬ

保守假设火灾发生后ꎬ火灾隔间内的所有设备均不可用ꎮ 该假设较保守ꎬ可能高估电厂的实际风险ꎮ
通过火灾情景模拟分析ꎬ可以减少火灾 ＰＳＡ 分析中的保守程度ꎬ使得分析结果更为接近电厂实际情

况ꎬ因此需要对火灾 ＰＳＡ 初步定量筛选后风险较高的火灾隔间进行火灾情景模拟分析ꎮ
开展火灾情景模拟分析工作需要收集火灾隔间内的点火源、可燃物、消防设施、通风设施、隔间区

域特征等信息ꎬ运用火灾情景模拟分析工具建模ꎬ模拟隔间内火灾的发展、蔓延过程ꎬ根据模拟计算结

果ꎬ得到隔间内不同区域温度和烟气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ꎬ并根据设备不可用准则和人员可居留性

准则ꎬ确定火灾是否导致设备损坏及人员的后撤时间窗口ꎬ并将分析结果应用到后续的火灾 ＰＳＡ 分

析中ꎮ

１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软件简介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ꎬ欧美等国家开始材料燃烧特性、火灾发展模式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ꎮ
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ꎬ基于各种火灾分析模型的软件也被开发和应用于火灾科研及安防工程实践

中ꎮ 世界各国针对区域模型而开发的应用软件很多ꎬ由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ＮＩＳＴ) 建筑研究实验室

开发的火灾区域模拟软件(ＣＦＡＳＴ)是其中最成熟的软件之一ꎮ ＣＦＡＳＴ 软件的计算结果能够满足一般

工程设计的要求ꎮ 美国核监管委员会(ＮＲＣ)认可使用 ＣＦＡＳＴ 模拟核电厂火灾ꎮ
ＣＦＡＳＴ 软件将火灾现场中的每一部分均匀分成上下 ２ 个区域(即上部的热空气层和下部的冷空

气层)ꎬ并假设在控制体内各参数ꎬ如温度、密度、气体浓度等状态参数都是均匀的ꎮ ２ 个区域分别列

出质量守恒与能量守恒方程ꎬ结合火源、烟羽流、通风口烟气流动、对流、辐射和导热等火灾过程的物

理过程求解 ＣＦＡＳＴ 的方程式组ꎬ从而得到空气层的高度、上下层的温度及燃烧产物等参数的变化

情况ꎮ
核电厂的火灾情景模拟分析中ꎬＣＦＡＳＴ 需要处理以下问题:①对独立厂房、多个厂房或主控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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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火灾分析和模拟ꎻ②描述随火灾发生时间窗口变化的空间热量和烟羽ꎻ③辅助人员对设备可用性、
人员可居留性、缓解措施的实施可能性等方面进行分析ꎮ

２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与火灾 ＰＳＡ 中其他任务的关系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输入是火灾隔间定量筛选后所得到的风险较高的隔间[１]ꎮ 通过对隔间进行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ꎬ可得到火灾后隔间设备的不可用情况及人员后撤允许时间ꎬ为后续的火灾风险定

量提供依据ꎮ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与其他任务的关系见图 １ꎮ

图 １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与其他任务的关系

３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方法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目的是降低火灾隔间风险分析的保守性ꎬ了解火灾后隔间的实际情况ꎬ确定

设备的可用性及人员允许后撤时间ꎬ为后续定量化风险评估提供依据ꎮ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流程见

图 ２ꎮ

图 ２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流程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任务[２] 主要包括:确定火灾情景模拟分析隔间、收集分析隔间内相关信息、确
定火灾目标物并设定火灾分析情景、ＣＦＡＳＴ 模拟火灾情景、根据目标物失效准则得到结论ꎮ 下面对各

个任务进行介绍ꎮ
(１)确定火灾情景模拟分析隔间

通过火灾模拟软件进行定性和定量筛选ꎬ可以得到火灾风险较高的火灾隔间清单ꎮ 确定的火灾

隔间需确保发生火灾不会蔓延到相邻的隔间ꎬ相邻的隔间发生火灾也不会对此隔间产生影响ꎬ即保证

此火灾隔间的相对密闭性ꎮ
(２)收集分析隔间内相关信息

需要收集的信息包括:隔间的几何尺寸、温度、湿度、隔间内的重要安全物项、隔间内的点火源和

可燃物(点火源的类型、数量、位置ꎬ以及可燃物的数量和位置等)、消防系统性能、通风系统运行、火灾

后人员响应ꎮ
(３)确定火灾目标物并设定火灾分析情景

确定火灾目标物是指确定对火灾风险有贡献的设备或物项ꎬ主要是指 ＰＳＡ 模型中已经模化的或

者需要进行模化的设备和物项ꎮ 设定火灾分析情景指设定可能引起火灾目标物燃烧的各种火灾情

景ꎬ包括不同的点火源ꎬ不同的火灾蔓延路径等ꎮ
(４)构建火灾情景模拟分析 ＣＦＡＳＴ 模型

需在 ＣＦＡＳＴ 软件中输入的信息包括:隔间信息(隔间内各房间几何结构及相对位置、门的位置和

尺寸)、点火源信息(点火源的类型、位置、点火方式、热释放率参数)、可燃物信息(数量和位置)、消防

系统信息(消防探头的类型和位置、消防系统的响应条件和响应时间、消防喷头的位置和水流密度)、
通风系统信息(机械通风口的位置尺寸和通风量)、目标物位置信息等ꎮ 根据 ＣＦＡＳＴ 软件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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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ꎬ输入相关数据ꎬ构建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 ＣＦＡＳＴ 模型ꎮ
(５)ＣＦＡＳＴ 模拟计算和结果输出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过程中ꎬ会预先设定多个火灾情景ꎬ在 ＣＦＡＳＴ 模型中逐个计算ꎬ得到各个火灾

情景的后果ꎮ
ＣＦＡＳＴ 模拟计算的输出结果主要有:①目标物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ꎻ②分析隔间内环境温

度、烟气浓度、烟气高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ꎮ
(６)ＣＦＡＳＴ 模拟计算结果分析

得到 ＣＦＡＳＴ 软件模拟计算结果后ꎬ根据目标物失效准则和人员撤离准则进行判断ꎬ可得出 ２ 条结

论:①火灾是否导致目标物不可用和火灾发生后多久目标物损坏ꎻ②人员的后撤时间窗口ꎮ

４　 主控室系统火灾详细情景模拟分析结果示例

主控室系统(ＫＳＣ)是一组集中了操纵员所需的全部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机械构筑物ꎬ以便操纵员

执行设备人员安全、机组状态控制、系统功能监测等控制电厂的主要功能ꎮ 主控室是核电厂的控制中

心ꎬ是核电厂的生产运营以及应急事故处理的核心ꎮ 一旦主控室或周边房间发生火灾ꎬ可能导致主控

室部分或全部安全控制功能丧失ꎬ会对安全运营造成很大影响ꎬ因此需要对主控室火灾情景进行模拟

分析ꎮ

４.１　 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 ＣＦＡＳＴ 模型构建

根据主控室的实际情况ꎬ构建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 ＣＦＡＳＴ 模型ꎮ 图 ３ 为根据某核电厂主

控室相关信息模化的用于 ＣＦＡＳＴ 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示意图ꎮ

图 ３　 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模化示意图

根据电厂的防火分区确定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范围ꎬ如图 ３ 所示ꎬＡ 区放置 Ｐ、Ｔ 盘台ꎬ每
个盘台都承载大量的电厂安全和控制功能ꎬ任一盘台着火都可能对电厂风险有较大贡献ꎻＢ 区为计算

机室ꎬＡ 区与 Ｂ 区之间有 ２ 扇门连接ꎬ均为非防火门ꎬ且经常处于开启状态ꎬＢ 区火灾会蔓延至 Ａ 区ꎮ
运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分区功能ꎬ将 Ｐ、Ｔ 盘台模化到各分区以确定不同区域或盘台发生火灾对别的盘台的

功能影响ꎮ

４.２　 主控室火灾分析情景

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目标是确定主控室火灾对 Ｐ、Ｔ 盘台的功能影响和主控室人员的后撤时

间的确定ꎮ 因此设定如下两类火灾分析情景:
(１)Ａ 区内任意一个 Ｐ、Ｔ 盘台着火并蔓延ꎬ利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分析 Ａ 区烟气温度、浓度、高度随时

间的变化ꎮ
(２)Ｂ 区着火后烟气扩散至 Ａ 区ꎬ利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分析 Ａ 区烟气温度、浓度、高度随时间的变化ꎮ

４.３　 设备可用性和人员可居留性准则

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的目的是分析主控室或主控室相邻隔间着火情况对电厂安全状态的影

响ꎮ 根据核电厂规定ꎬ主控室火灾发生后ꎬ主控室的控制和测量设备的功能出现部分或完全丧失时ꎬ
操纵员执行紧急手动停堆及其他必要后撤操作后ꎬ从主控室向应急停堆盘后撤ꎬ执行后续安全操作ꎮ
因此需要对主控室的 Ｐ、Ｔ 盘台损坏情况以及操纵员的后撤时间进行评估ꎮ 判断主控室设备可用性和

７５１



人员可居留性的准则有 ３ 条:
(１)主控室温度超过设备允许温度限值时ꎬ判断设备失效ꎻ
(２)当主控室温度超过人体耐受温度(４２℃)时ꎬ操纵员不适宜继续工作ꎬ需后撤ꎻ
(３)当烟气浓度达到一定限值时(７５ Ｌ / ｍ)ꎬ操纵员视线受烟气干扰ꎬ无法继续正常操作ꎬ需后撤ꎮ

４.４　 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结论

采用 ＣＦＡＳＴ 软件进行主控室火灾情景模拟计算ꎬ得到如图 ４、图 ５ 所示为烟气温度和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ꎮ

图 ４　 烟气温度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图 ５　 烟气浓度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结合 ＣＦＡＳＴ 软件模拟计算结果和相关失效准则ꎬ就可以得到主控室不同火灾情景下 Ｐ、Ｔ 盘台的

可用性和相应的人员后撤时间ꎮ 从图 ４ 可看出大约 ５００ ｓ 后ꎬ三区域温度先后达到人体耐受温度ꎬ操
纵员需要后撤ꎻ从图 ５ 可看出大约 ７００ ｓ 后ꎬ三区域烟气浓度将干扰操纵员视线ꎬ操纵员后撤ꎻ结合图 ４
图 ５ 的结论ꎬ火灾后 ５００ ｓ 左右操纵员需要后撤ꎮ

５　 结论和建议

通过 ＣＦＡＳＴ 软件模拟建模对核电厂火灾情景进行分析ꎬ可以得到贴近实际的火灾后设备损坏情

况ꎬ有效地降低了火灾 ＰＳＡ 分析的保守性ꎮ 另外ꎬ在核电厂设计阶段ꎬ火灾情景模拟分析结果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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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火灾风险较高的房间的设备布置、人员响应、消防设施响应时间等的确定ꎬ可以有效提高核电

厂运营管理水平与核安全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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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祥兵(１９７４—)ꎬ男ꎬ四川宣汉人ꎬ工程师ꎬ工学学士ꎬ现从事核应急与救援中心工作

摘要:深刻吸取福岛核事故的教训ꎬ必须在核电集团层面建立健全集团核应急支援体系ꎮ 借鉴美国、法国核行业集团

支援建设经验ꎬ中国广核集团思考、探索、建立了集团核应急支援体系ꎬ在应急组织应急队伍的建设、应急制度程序的

建立、应急设施设备建设三方面进行了实践ꎬ现集团核应急组织已有效运作ꎬ并通过集团核应急综合演习进行了检验ꎮ
关键词:核电集团ꎻ核应急支援ꎻ实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北太平洋 ９.０ 级大地震重创日本东北部ꎮ 地震发生后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

一核电厂和福岛第二核电厂运行反应堆都按照设计要求自动停堆ꎬ但地震引发的海啸高度大大超过

核电厂设计基准ꎬ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失去应急电源ꎬ反应堆堆芯失去冷却并融化ꎬ放射性大量释放ꎮ
按照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ＩＮＥＳ)ꎬ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将福岛核事故定为 ７ 级ꎬ达到苏联切

尔诺贝利核事故级别ꎮ
福岛核事故表明:在极端外部事件发生时ꎬ核电厂多个机组同时发生核事故的情形是可能的ꎮ 超

设计基准事故是可能发生的ꎮ 此类严重事故下ꎬ外部支援行动非常必要ꎬ尤其是恢复电站的应急电源

和冷却功能ꎮ 因此ꎬ实现核电集团公司内部以及核电集团公司间各核电厂的相互支援ꎬ成为一个切实

可行的选择ꎮ ２０１２ 年ꎬ国家发布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 “十二五”规划及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ꎬ
指出:“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ꎬ核电集团公司在核事故应急工作中的职责需要进一步

细化ꎮ 核电集团公司内部及各核电集团公司之间缺乏有效的应急支援机制ꎬ应急资源储备和调配能

力不足ꎮ”“明确核电集团公司的应急职责ꎬ完善集团公司内部的应急支援制度ꎮ 建立和完善集团公司

应急支援制度ꎮ” [１]

他山之石ꎬ可以攻玉ꎮ 福岛核事故后ꎬ美国、法国的核电集团在应急领域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和

国际同行进行了交流ꎮ

１　 美国核电集团应急支援体系

在福岛核事故前ꎬ美国各核电集团共同成立了核电运营研究院(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ＩＮＰＯ)ꎬ研究提高核电运营的安全性和经济性ꎮ 福岛核事故后ꎬ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ＩＮＰＯ、核能研

究院(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ＮＥＩ)和能源研究院(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ＥＰＲＩ)联合

发布了美国核行业应急响应体系ꎬ旨在协调核行业力量ꎬ协调支援事故核电厂的各项行动ꎮ 体系框架

图如图 １ 所示ꎮ
为加强应急能力ꎬ美国核行业采取了 ＦＬＥＸ(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ａｇｉｅｓ)策略ꎮ ＦＬＥＸ 策

略分 ３ 个阶段:阶段一ꎬ使用现场设备维持关键安全功能ꎻ阶段二ꎬ使用场内移动设备维持关键安全功

能ꎬ应对事故初期的 ２４ ｈꎻ阶段三ꎬ使用场外移动设备维持关键安全功能ꎮ 具体实施包括:
１)加强电站的移动设备配置ꎮ 每个反应堆配置 １ 套移动设备ꎬ整个电站还额外配置 １ 套移动设

备作为备用ꎮ
２)加强电站的相互支援ꎮ 所有核电厂都可提供移动设备ꎬ以支援事故核电厂ꎮ 支援设备通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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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国核行业应急响应体系框架

面运输可在 ４８ ｈ 内到达ꎮ 为实现相互支援ꎬ已建立一套设备连接标准(包括电气、机械方面)ꎮ
３)增加专门的支援力量ꎮ ２０１４ 年成立了 ２ 个区域响应中心ꎬ一个位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Ｍｅｍｐｈｉｓ)ꎬ一个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Ｐｈｏｅｎｉｘ)ꎮ 每个区域响应中心可覆盖 １０００ 英里范围ꎬ２ 个

区域响应中心支援范围可覆盖全部核电厂ꎮ 通过陆运或空运ꎬ区域响应中心的人员和设备 ２０ ｈ 可到

达任何一个电站ꎮ 从接到通知开始ꎬ到第一批设备就位ꎬ可在 ２４ ｈ 完成ꎮ 每个区域响应中心有 ５ 套移

动设备:保持 ４ 套可用ꎬ１ 套设备进行例行保养或维修ꎻ此外ꎬ每个区域响应中心还有针对电站特殊要

求的一些设备ꎮ

２　 法国集团应急支援体系

法国核电厂都由法国电力公司(ＥＤＦ)管辖并运营ꎮ ＥＤＦ 集团持核电厂运营执照ꎬ下属核电厂不

单独持运营执照ꎮ 因此ꎬ ＥＤＦ 集团层面在福岛核事故前就已建立了集团应急组织ꎮ ＩＲＳＮ、ＳＥＰＴＥＮ 等

专业公司为其提供技术支持ꎮ
福岛核事故后ꎬ ＥＤＦ 加强了集团应急组织ꎬ即增加核快速救援队 ＦＡＲＮ(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ａｐ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ｃｅ)ꎬ功能是在核电厂极端事故工况下为其提供人力和设备的快速支援ꎮ ＦＡＲＮ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建

设ꎬ到 ２０１５ 年底已具备救助 １ 个基地 ６ 台机组的能力ꎮ
应急组织架构方面ꎬＦＡＲＮ 包括总部和 ４ 个区域中心ꎮ ＦＡＲＮ 总部位于巴黎ꎮ ４ 个 ＦＡＲＮ 区域中

心ꎬ分别位于 Ｃｉｖａｕｘ、Ｄａｍｐｅｉｒｒｅ、Ｐａｌｕｅｌ 和 Ｂｕｇｅｙꎮ 区域中心位于核电厂内ꎬ可分享电厂已有的后勤、保
安、培训设施ꎮ 每个电厂预先选定附近的机场、学校、体育馆ꎬ作为 ＦＡＲＮ 到达后的人员待命、设备存

放基地ꎬ以及 ＦＡＲＮ 前沿指挥部的位置ꎮ
应急响应方面ꎬＥＤＦ 集团总部指挥部在事故核电厂请求下将启动 ＦＡＲＮ 的总部小组和 ４ 个分队ꎮ

ＦＡＲＮ 总部小组接到启动命令后即刻乘直升机到达事故电站ꎬ勘察现场状况(天气、交通、放射性等)ꎬ
从已预备的后备基地中选择合适的 ＦＡＲＮ 驻扎地点ꎮ ４ 个 ＦＡＲＮ 基地的队伍同时出发ꎬ陆续到达驻扎

地点ꎬ建立 ＦＡＲＮ 前沿指挥部ꎮ 到达现场后ꎬＦＡＲＮ 接受电站应急指挥部的指挥ꎮ
移动设备方面ꎬ分为总部层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区域中心层面(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和电站层面( ｓ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ꎮ 总部层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主要储存长期支持用的设备ꎬ供事故后 ７２ ｈ 使用ꎬ如移动柴油机、移
动空压机等ꎮ 区域中心层面(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储存短期、中期支持用设备ꎬ设备包括运输设备、专用设

备和辅助设备等ꎮ 电站层面(ｓ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福岛后电厂加强了安全措施ꎬ配置固定式和移动式设备ꎮ
法国由 ＥＤＦ 一家负责运营ꎬ并由集团持照ꎮ 可以看出ꎬＥＤＦ 集团核应急组织居于核心地位ꎬ电站

的核应急组织设计上只考虑基本的功能ꎮ 加上法国面积较小ꎬＥＤＦ 在加强应急组织时ꎬ没有考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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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支援ꎬ增加的 ＦＡＲＮ 足以应对一个核电厂发生事故ꎮ

３　 集团应急支援建设思考与实践

和美国、法国不尽相同ꎬ我国核电厂从北到南分布在沿海区域ꎬ地域更加广阔ꎻ并由多家核电集团

分别管理运营ꎮ
在涉核集团应急支援建设上ꎬ２０１３ 年国家核安全局印发了«核电集团公司核电厂核事故应急场

内快速救援队伍建设总体要求»ꎬ２０１４ 年国家核安全局联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核电集团公司核电厂

核事故应急场内快速救援队伍建设技术要求»两份文件ꎬ对涉核集团建立应急支援力量作出了顶层设

计ꎬ要求涉核集团建立集团的应急支援队伍ꎬ并能在集团间相互支援ꎮ
关于集团间的相互支援ꎬ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ꎬ涉核集团共同签署了«核电集团间核电厂核事故应急

相互救援框架合作协议»ꎬ建立了集团间相互支援协作机制[１]ꎮ
中核、中广核、中电投集团规划建立核应急支援基地ꎬ结合所属核电厂地理区域分布特点等基础

条件ꎬ从三位一体、相互支援的角度选定了华东中核集团秦山基地、华南中广核集团应急支援基地、华
北国家电投集团烟台基地三大支援基地厂址ꎬ覆盖全国所有核电厂ꎬ为我国核电厂应急支援行动提供

长期可靠保障ꎬ便于实施对各核电厂的应急支援准备与响应工作[２]ꎮ
集团核应急支援应达到的目标ꎬ是在发生类福岛核事故时ꎬ调动集团内的力量ꎬ对事故电厂进行

技术、人员、物资设备等方面的支援ꎬ协助支持核电厂开展核事故应急响应行动ꎮ
要达到这个目标ꎬ需要建立集团核应急支援体系ꎬ包括:应急组织、应急队伍的建设ꎻ应急制度、程

序的建立ꎻ应急支援基地的建设ꎮ 该体系的作用是:１)对集团内起协调、调动、指导、支援的作用ꎮ ２)
对集团外起接口、桥梁的作用ꎮ 对外的主要接口包括:国内其他核电集团ꎬ实现集团间的相互支援ꎻ
ＥＤＦꎬ进行技术上的支持ꎻ国家和地方的政府部门ꎬ汇报和请求支援等ꎮ

３.１　 应急组织、应急队伍的建设

集团旗下现有五大在运核电基地(大亚湾 /红沿河 /宁德 /阳江 /防城港)、拥有苏州院、研究院和运

营公司等技术平台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ꎮ 如何受控、有序地进行支援? 必须依靠集团应急组织的运

作ꎮ 因此ꎬ集团应急组织涵盖的核应急支援力量必须包括集团总部(包括各技术平台)的力量和各核

电基地的力量ꎮ
具体体现在:
—在集团总部大楼建立指挥中心和技术支持中心ꎬ依托苏州院、研究院的技术力量建立技术支

持组ꎮ
—依托运营公司建立中广核应急支援总队ꎬ建立大亚湾、阳江两个集团支援基地并配备支援

设备ꎻ
—在各核电基地依托现有的应急资源和力量建立中广核应急支援分队ꎮ
这样ꎬ中广核在集团应急支援力量上就形成:一个总部ꎬ两个基地ꎬ多方(电厂)支援的总体局面ꎮ

示意图如图 ２ 所示ꎮ
集团核应急组织包括应急指挥部、各专业化应急响应组和离线的后援支持队伍ꎮ 各专业化应急

响应组包括核事故应急技术支持专家组、应急抢修与物资备件支援组、核事故应急支援队(总队和分

队)、公众信息组、行政后勤保障组ꎮ 离线的后援支持队伍包括辐射防护专业组、集团科技委专家组、
工程设计专业组等ꎬ可根据事故核电厂需求召集ꎮ

３.２　 应急制度、程序的建立

制定集团核应急制度及程序ꎬ需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监督部门的要求ꎮ 这些要求包

括:«国家核应急预案»«福岛核事故后核电厂改进行动通用技术要求(试行)»«核电集团公司核电厂

核事故应急场内快速队伍建设总体要求»«核电集团公司核电厂核事故场内应急快速队伍建设技术要

求(试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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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集团应急支援力量

建立集团核应急制度及程序的目的ꎬ是保障股份公司应急组织的有效运作ꎮ 因此ꎬ集团核应急制

度及程序包括«集团核事故应急预案»«集团核事故应急启动与响应规定»«集团核事故应急设施设备

及文件管理规定»«集团核事故应急培训与演习管理规定»«集团核事故应急支援预案»等ꎮ
集团核应急组织实行 ２４ ｈ 应急值班制度(ＯＮ－ＣＡＬＬ)ꎬ要求值班人员在接到通知后 ２ ｈ 内到达应

急响应地点ꎮ
集团下辖核电厂发生事故进入应急状态后ꎬ核电厂首先依托自身应急力量开展应急响应ꎬ根据需

要向集团请求支援ꎮ 集团公司应急响应组织接到电厂支援需求后ꎬ根据时间优先原则及时调配本集

团或协调其他集团的应急设施、设备与物资ꎬ组织应急支援力量开展应急支援(远程技术支持和现场

应急支援)ꎮ 在 ２４ ｈ 内支援力量到达事故电厂ꎮ

３.３　 应急支援基地的建设

借鉴美国、法国的应急支援基地建设经验ꎬ结合中广核集团的基地分布情况ꎬ集团支援基地设置

在大亚湾和阳江ꎬ实现支援基地的冗余ꎮ 两个支援基地地理位置相隔足够远ꎬ在极端自然灾害如地

震、海啸的情况下ꎬ即使一支援基地受损ꎬ另一支援基地也是完好的ꎬ可保证支援设施设备完好性ꎬ保
障支援能力ꎮ 大亚湾和阳江支援基地可覆盖南方(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的核电厂范围ꎮ

两个支援基地选址时考虑了以下因素:
(１)地理位置适宜、交通便利ꎬ有利于应急支援人员快速集结ꎬ并抵达事故核电厂ꎮ 深圳市陆海空

交通发达ꎮ 高速公路网络四通八达ꎮ 铁路有广九(广深)线、京九线、厦深线ꎮ 航空有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ꎮ 港口有赤湾港、盐田港等深水良港ꎮ 阳江市临近珠海ꎬ陆海空方面都能满足交通要求ꎮ
(２)两个核电基地的应急基础设施完善ꎬ建设了相应的培训中心和直升机停机坪等配套设施ꎬ为

中广核集团应急支援基地的建设在设施和设备、现场支援人员能力的维持等方面提供良好的基础

条件ꎮ
(３)符合支援队的 “专兼结合”建设原则ꎬ基地和人员所在公司驻地保持一致ꎮ 支援队员稳定ꎬ保

证支援队快速启动ꎮ 也有利于培训和演练ꎬ提高专业技能ꎮ

４　 结束语

中广核集团思考、探索、建立了集团核应急支援体系ꎬ在应急组织应急队伍的建设、应急制度程序

的建立、应急支援基地建设三方面进行了实践ꎮ ２０１６ 年集团核应急组织全范围参与了红沿河核电厂、
宁德核电厂、大亚湾核电厂的综合应急演习ꎬ充分检验了集团核应急组织的事故响应能力ꎬ验证了集

团核应急支援运作的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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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ꎬ Ｌｔｄ.ꎬ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ꎬ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５１８０３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ｗｈｏｌｅ ｓｃｏｐ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ｏｕｐꎻ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ｃｕｅꎻ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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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电厂概率安全分析信息系统研究设计

梁　 亮ꎬ辛　 超
(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作者简介:梁亮(１９８２—)ꎬ男ꎬ河南洛阳人ꎬ高级工程师ꎬ硕士ꎬ主要从事核电厂信息化研究工作

摘要:概率安全分析(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ꎬＰＳＡ)核电厂的一种安全分析方法ꎮ ＰＳＡ 可以对复杂系统进行整体

建模和评估ꎬ包括系统功能、相互影响、共因事件及其他相关因素 ꎬ可以定量评估核电厂的安全性ꎬ找出核电厂设计、建
造和运行中的薄弱环节ꎬ提出确保核电厂安全运行的改进建议ꎮ ＰＳＡ 的主要应用工具是:缓解系统性能指标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ꎬＭＳＰＩ)和安全事项重要度确定程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ꎬＳＤＰ)ꎮ
ＭＳＰＩ 表征了电厂的实际风险与业界系统性能基准相比较的实际风险增量ꎮ ＳＤＰ 是甄别出对核电厂安全有影响的事

件ꎬ对其进行风险评价ꎬ并根据它们的风险增量来确定严重等级ꎬ以便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来提高电厂的核安全水平ꎮ
目前我国核电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ꎬ对于核电既要考虑其经济性时ꎬ也要重视其安全性ꎮ 开展 ＰＳＡ 的研究及应用ꎬ对
改善和提高核电厂运行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通过建立 ＰＳＡ 数据模型和算法流程ꎬ可以辅助核电

厂安全人员进行安全分析ꎬ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繁杂的推演和计算过程固化ꎬ使安全分析方法更快、更准ꎮ 信息化是工

业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ꎬ通过对 ＰＳＡ 的分析ꎬ科学地建立信息化模型ꎬ最终建立适合现代化核电发展的 ＰＳＡ 信息系

统ꎬ对核电厂的运行有重大的安全价值ꎮ
关键词:概率安全评估ꎻ缓解系统性能指标ꎻ安全事项重要度确定程序ꎻ信息化

随着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技术在核电厂的设计、运行和维修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范围ꎮ 美国

核管会(ＮＲＣ) １９９５ 年明确要求“在所有管理规范活动中应扩大 ＰＳＡ 技术的应用ꎬ利用 ＰＳＡ 技术作为

确定论方法的补充并支持传统的纵深防御原则”ꎮ 国家核安全法规 ＨＡＦ１０２(２００４ 版)已明确要求将

ＰＳＡ 方法应用于核电厂的设计与运行的安全分析ꎬ国家核安全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出台了 ＰＳＡ 技术政

策ꎬ以推动 ＰＳＡ 技术在国内核安全领域中更深层次的应用ꎮ
ＰＳＡ 是一种以概率论为基础的系统分析方法ꎬ是一种系统工程安全评价技术ꎬ是定量评价核电厂

风险的手段ꎬ与传统的确定论安全分析的区别在于ꎬＰＳＡ 能给出各种初因事件的事故序列、频率及影

响后果ꎮ ＰＳＡ 技术应用包括核电厂运行事件分析、定期安全评审、运行风险实时分析等ꎮ ＰＳＡ 分为三

个层次ꎬ一级是通过对电厂系统和设备失效的评价ꎬ确定出堆芯损伤率ꎻ二级以一级的结果作为输入ꎬ
给出严重事故引起的放射性源项和对安全壳响应的评价ꎬ确定出安全壳释放序列及其频率ꎻ三级是以

二级结果为输入ꎬ综合电厂周围环境因素和应急措施ꎬ估算出公众风险ꎮ 对于单机组 ＰＳＡ 模型ꎬ一级

ＰＳＡ 通常关注堆芯损伤率的定量化结果[ １ ]ꎮ

１　 ＰＳＡ 系统指标

缓解系统性能指标(ＭＳＰＩ)及安全事项重要度确定程序(ＳＤＰ)属于核电风险管理中反应堆监管

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针对这两个部分建立核电工业数据的信息化对完善核电厂设备的可靠性、
维修性和经济性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ꎮ

１.１　 缓解系统性能指标

ＭＳＰＩ 是指电厂在功率运行工况下ꎬ由于内部事件造成的给定系统中部件或设备的可靠性和可用

度发生变化时对堆芯损坏率(ＣＤＦ)变化的贡献进行简化的线性近似方法ꎮ ＭＳＰＩ 包含两项ꎬ即系统不

可用度指标(ＵＡＩ)和系统不可靠性指标(ＵＲＩ)ꎮ 不可用度指标 ＵＡＩ 体现系统不可用度的变化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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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厂整体风险 ＣＤＦ 的变化ꎬ而不可靠性指标 ＵＲＩ 则体现了系统中设备的可靠性发生变化后对 ＣＤＦ
的影响ꎮ ＭＳＰＩ 表示电厂的运行时的实际风险与业界系统性能基准相比较的风险增量ꎮ

１.２　 安全事项重要度确定程序

ＳＤＰ 是美国核管理委员会(ＮＲＣ)在反应堆监管(ＲＯＰ)过程中规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主要目

的是甄别出对核电厂安全有影响的事件ꎬ对其进行风险评价ꎬ并根据它们的风险度来确定严重等级ꎬ
采用有针对性的行动来提高核电厂的核安全水平ꎮ 关注和确定对核电厂安全贡献大的事项ꎬ可保证

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ꎬ提高安全管理的效率ꎮ

２　 ＰＳＡ 数据模型

ＰＳＡ 模型主要包含 ＭＳＰＩ 及 ＳＤＰ 子模型ꎬ其中 ＭＳＰＩ 主要涉及范围是为确定的指标系统建立具体

模型、设计 ＭＳＰＩ 计算模块ꎮ ＳＤＰ 主要是在约定的标准下ꎬ通过一系列转化的表单指导用户操作ꎬ最终

推导出安全事项对电厂风险的贡献ꎮ

２.１　 ＭＳＰＩ 数据模型

根据 ＭＳＰＩ 的相关文档及美国业界基准数据ꎬＭＳＰＩ 指标的计算可分为需求失效模式及运行失效

模式两种:
按照需求失效模式:

ＭＳＰＩ＝ＣＤＦＰ× ∑
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ｏｍｐ

ＦＶＵＲＣ

ＵＲＰＣ
× １
ａ＋ｂ＋Ｄ{ } ＋ＣＤＦＰ×

ＦＶＵＡＰ

ＵＡＰ
×
ＴＭｅａｎＲｅｐａｉｒ

ＴＣＲ
(１)

按照运行失效模式:

ＭＳＰＩ＝ＣＤＦＰ× ∑
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ｏｍｐ

ＦＶＵＲＣ

ＵＲＰＣ
×

Ｔｍ

ｂ＋Ｔｒ
{ } ＋ＣＤＦＰ×

ＦＶＵＡＰ

ＵＡＰ
×
ＴＭｅａｎＲｅｐａｉｒ

ＴＣＲ
(２)

模型内参数含义如 ＭＳＰＩ 模型参数(见表 １)所示:
表 １　 ＭＳＰＩ 模型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含义

ＣＤＦｐ 电厂堆芯损坏频率

ＦＶＵＡｐ 设备基准试验维修不可用重要度

ＵＡＰ 设备的试验维修不可用基本事件失效概率

ＦＶＵＲｃ 设备列的不可靠重要度

ＵＲｐｃ 设备列的试验维修不可靠基本事件的失效概率

ａ 业界设备基准不可靠数据

ｂ 业界设备基准不可靠数据

Ｄ 设备前 １２ 季度按需运行总次数

ＴＭｅａｎＲｅｐａｉｒ 设备平均维修时间

ＴＣＲ 设备运行临界时间

Ｔｍ 设备运行重大风险时间

Ｔｒ 前 １２ 季度机组有效运行总时间

ＭＳＰＩ 模型中数据按信息来源可分为:业界经验基准数据和运行电厂统计数据ꎮ ＣＤＦＰ、ＦＶＵＡＰ、
ＵＡＰ、ＦＶＵＲＣ、ＵＲＰＣ可由业界经验数据模型中得到ꎮ ＴＭｅａｎＲｅｐａｉｒ、ＴＣＲ、Ｄ、Ｔｍ、Ｔｒ则来源于运行电厂内部统计

数据ꎬ参数 ａ、ｂ 在一定时期内可认为是常量值[ 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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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ＭＳＰＩ 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电厂实际业务ꎬ确定 ＭＳＰＩ 信息系统应实现三个基本功能:当前

性能指标状态显示、历史性能指标趋势展示及性能指标事件列表ꎮ
当前性能指标状态显示部分有两个基本的需求ꎮ ①显示各项指标的 ＭＳＰＩ 计算值ꎬ并结合性能指

标的准则进行显示ꎻ②异常的性能指标追溯ꎬ其目的是追溯相关联的设备系统中的某个设备的异常ꎬ
并可对其进行降级标记ꎮ

指标当前状态的 ＭＳＰＩ 值ꎬ包含各指标的 ＭＳＰＩ 计算值及各指标的应用准则ꎮ ＭＳＰＩ 计算值由

ＭＳＰＩ 计算公式得出ꎬ指标应用准则作为系统初始化的配置文件由电厂业务系统提供ꎮ
异常性能指标的追溯ꎬ包含各设备系统的指标历史计算值、各设备熊的基准值和设备系统图纸ꎮ

对于各设备的指标历史计算值需要在计算 ＭＳＰＩ 时为各设备保存相应的历史计算值ꎬ设计时需要提供

额外相关的数据结构进行保存ꎻ基准值作为标准数据初始化存入系统内ꎻ相关图纸则由电厂业务部门

提供ꎬ主要用来展现异常设备的位置信息ꎮ
对于 ＭＳＰＩ 系统部分的功能分解如图 １ ＭＳＰＩ 功能模型所示ꎮ

图 １　 ＭＳＰＩ 功能模型

根据 ＭＳＰＩ 应用准则ꎬ如 ＭＳＰＩ 应用准则(见表 ２)所示将 ＭＳＰＩ 计算的值分成 ４ 个区域ꎬ并规定了

ＭＳＰＩ 计算值对应的监管程序需采取的措施[ ３ ]ꎮ
表 ２　 ＭＳＰＩ 应用准则

区域 阈值范围 性能等级 监管行为

绿 ＭＳＰＩ≤１０－６ 性能良好 维持例行管理

白 １０－６<ＭＳＰＩ≤１０－５ 有所降级 加强管理

黄 １０－５<ＭＳＰＩ≤１０－４ 重大降级 限期改进

红 ＭＳＰＩ>１０－４ 不可接受 立即改进

２.２　 ＳＤＰ 数据模型

ＳＤＰ 模型的特点是推导模式ꎬ其模型基于一张业务逻辑网图ꎬ用户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推导路

线ꎬ并最终得到推导结果ꎮ ＳＤＰ 模型需求特点定位于不同类别的表单推导ꎬ对于 ＳＤＰ 系统部分来说ꎬ
其核心部分是基于 ＳＤＰ 模型内部规范ꎬ建立用业务逻辑网图ꎮ ＳＤＰ 系统部分其核心推导模型如图 ２
ＳＤＰ 功能模型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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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ＳＤＰ 功能模型

ＳＤＰ 系统最终计算出的结果是一个事件风险评估值ꎬ其风险等级可由不同颜色表示如:绿色(性
能良好)、白色(有所降级)、黄色(重大降级)、红色(不可接受)ꎮ 建立 ＳＤＰ 系统的主要目的是甄别出

对核电厂安全有影响的事件ꎬ对该事件进行风险评价ꎬ并根据它们的风险增量来确定严重等级ꎬ以便

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来提高电厂的核安全水平ꎬ关注和解决对核电厂安全贡献大的事项ꎬ以保证有限

资源的合理利用ꎬ提高安全管理的效率[ ４ ]ꎮ

３　 ＰＳＡ 系统设计

３.１　 ＭＳＰＩ 系统设计

通过对 ＭＳＰＩ 业务的分析研究ꎬ如图 ３ ＭＳＰＩ 设计模型所示从纵向将 ＭＳＰＩ 系统分解为三层ꎬ数据

层、ＭＳＰＩ 核心逻辑层及 ＭＳＰＩ 展现层ꎮ

图 ３　 ＭＳＰＩ 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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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Ａ 数据库:存放 ＭＳＰＩ 所需要的依赖于 ＰＳＡ 模型的相关数据ꎬ如系统计算所需要的业界经验

数据ꎻ
电厂相关数据库:存放 ＭＳＰＩ 所需的由运行电厂给出的相关机组设备运行数据ꎻ
原数据处理程序:其输入为电厂相关记录的原始数据ꎬ输出为适合 ＭＳＰＩ 模型计算的数据值形式ꎻ
ＭＳＰＩ 系统核心计算部分:ＭＳＰＩ 系统核心程序ꎬ用来计算指定指标的 ＭＳＰＩ 值ꎬ其输入为业界经验

统计数据和运行电厂运行统计数据ꎬ输出为指标的 ＭＳＰＩ 值ꎮ 其计算方法由 ＭＳＰＩ 计算公式确定ꎻ
指标值数据库:用来保存计算得出的各指标 ＭＳＰＩ 值ꎬ存放如计算时间ꎬ指标类型ꎬ指标值ꎬ指标不

可靠度ꎬ指标不可用度等计算值ꎬ主要用于数据展现和后期大数据分析ꎻ
事件库:运行电厂的第三方事件记录系统的数据库ꎬ涉及的内容为运行电厂机组设备的事件报告

及事件产生时间ꎮ 通过事件库ꎬ将机组设备的事件报告与本段时间的机组设备的 ＭＳＰＩ 值进行关联ꎮ
关联后的信息ꎬ在后期可作为设备专家经验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ꎮ

显示配置文件:用来保存系统显示的配置文件ꎬ如前端显示的颜色、阈值、展示维度等设定值ꎻ
ＭＳＰＩ 系统前端展现部分:ＭＳＰＩ 系统展现部分ꎬ用于将计算结果及相关数据、相关事件进行等信

息进行整合展现ꎮ

３.２　 ＳＤＰ 设计设计

ＳＤＰ 系统部分可抽象为一个逻辑推理过程ꎬ后一步环节的输入为前一步环节的输出ꎮ 程序通过

约定好的规则和约束ꎬ来规范用户的选择步骤ꎮ ＳＤＰ 设计模型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ＳＤＰ 设计模型

从 ＳＤＰ 业务流程上来看ꎬＳＤＰ 模型最终应计算出一个风险重要等级ꎬ结论是绿色、白色、黄色或者

红色ꎮ 用户最终可以通过 ＳＤＰ 程序计算出机组设备系统的风险重要度ꎮ ＳＤＰ 计算模型的目的就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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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规范的符合标准的规则和模式ꎬ帮助用户快速准确的判断风险情况的重要度并指导用户进行

有利于系统向正向发展的干涉的操作ꎬ从而降低了核电机组发生故障及重大事件的概率ꎮ

４　 结论

目前我国核电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ꎬ对于核电既要考虑其经济性时ꎬ也要重视其安全性ꎮ 核电的

安全性不可一日不考虑ꎬ不可无事不考虑ꎮ 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岛核电在停机状况下ꎬ发生了重大的

核泄漏问题ꎬ使得我们更要重视核电的安全性ꎮ 开展 ＰＳＡ 的研究及应用ꎬ对改善和提高核电厂运行的

经济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ＰＳＡ 系统是现代核电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ＰＳＡ 系统中的数据可提供如“核电运行安全分

析报告”“核电风险评估报告”“核电运行维护报告”ꎬ而通过机组运行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提供核电生

产报告ꎮ
在汇集相关业务数据的基础上ꎬ生成核电厂运行安全报告和生产相关报告ꎬ评价核电厂的“安全

指标”“绩效指标”ꎬ并将此作为中核集团决策核电发展的评估资料ꎮ 在 ＰＳＡ 业务架构中核电厂按计

划将实行“小幅度功率提升(ＭＵＲ)”ꎬ领导层可通过核电厂近期的“安全指标” “绩效指标”来辅助决

策是否允许核电厂执行小幅度功率提升的操作ꎬ亦可通过相关指标报告ꎬ建议核电厂执行中幅度或大

幅度功率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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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ｈｅ ＰＳ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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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卫东(１９８９—)ꎬ男ꎬ黑龙江肇东人ꎬ工程师ꎬ学士ꎬ主要从事核电厂安全分析工作

摘要:严重事故管理导则(ＳＡＭＧ)中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两项缓解措施对缓解早期大量

放射性释放有比较重要的影响ꎬ本文结合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分析工具ꎬ以国内某核电厂功率工况早期大量释放频率

(ＬＥＲＦ)模型为例ꎬ给出定量评价结果ꎮ 结果表明:早期的严重事故缓解手段对缓解早期大量放射性释放是有效的ꎬ结
果可进一步用于指导电厂严重事故管理导则的实施ꎬ以进一步提高核电厂的安全水平ꎮ
关键词:概率安全评价ꎻ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ꎻ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ꎻ放射性早期大量释放

核电厂发生事故后ꎬ如果专设安全设施出现多重故障导致系统功能失效ꎬ或者操纵员在操作过程

中判断失误导致人为误操作ꎬ导致堆芯失去有效冷却ꎬ堆芯过热熔化ꎬ威胁或者破坏压力容器或安全

壳完整性的事故ꎬ称为严重事故ꎮ
核电厂进入严重事故时ꎬ操纵员需要根据反应堆状态ꎬ决定进入 ＳＡＭＧꎬ并进行一系列缓解严

重事故后果的操作ꎬ其中对于缓解早期大量放射性释放的作用明显的操作主要有两点ꎬ首先是反应

堆冷却剂系统降压ꎬ一回路降压可有效避免高压熔融喷射(ＨＰＭＥ)ꎬ防止蒸汽发生器( ＳＧ)蒸干时

ＳＧ 传热管蠕变断裂ꎬ同时为安注系统注水提供必要条件ꎬ其次是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ꎬ实现堆

芯裸露时排出堆芯贮存的能量ꎬ并提供一个不断排出衰变热的机制ꎬ防止或延缓压力容器损坏ꎬ从
以上定性分析可以看出ꎬ严重事故后及时执行上述两项缓解措施ꎬ可有效降低高压熔堆、诱发 ＳＧＴＲ
等现象发生ꎮ

通过对国内某核电厂建立功率工况 ＬＥＲＦ 模型ꎬ定量评价两项缓解措施对早期大量放射性释放

频率的影响ꎮ

１　 方法与过程

１.１　 早期大量释放频率(ＬＥＲＦ)分析方法

本文根据 ＮＲＣ 在其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６５９５ 中推荐的可用于 ＬＥＲＦ 评价的通用简化安全壳事件树

(ＣＥＴ)ꎬ见图 １ꎬ从一级 ＰＳＡ 所得到的堆芯损坏事件序列出发ꎬ通过对电厂堆芯损坏后的事故进程及

安全壳响应进行分析ꎬ确定各电厂损伤状态(ＰＤＳ)在 ＣＥＴ 中的发展路径与终态ꎬ并最终确定所有导致

早期大量放射性释放的途径ꎮ

１.２　 分析过程

如图 ２ 所示为建立电厂 ＬＥＲＦ 模型进行 ＬＥＲＦ 分析的一般步骤ꎬＬＥＲＦ 分析主要包括:安全壳特征

分析、电厂损伤状态分析、安全壳事件树分析及 ＬＥＲＦ 定量分析等ꎬ具体各项任务的主要内容不做详

细介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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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通用安全壳事件树

图 ２　 ＬＥＲＦ 模型建立的步骤

２　 确定严重事故缓解手段

２.１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

严重事故后ꎬ通过对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ꎬ一方面可以防止高压熔堆的种种负面风险ꎬ另一方

面允许低压泵向冷却剂系统进行注水ꎬ主要的卸压途径为:
①稳压器安全阀组ꎻ
②稳压器辅助喷淋ꎻ
③向大气的蒸汽排放阀ꎻ
④向凝汽器的蒸汽排放阀ꎮ
在本次分析中卸压手段主要考虑采用稳压器安全阀组卸压ꎬ通过建立详细故障树评估系统失效

概率ꎬ其中系统的成功准则为三个安全阀组全部打开才能实现一回路卸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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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压器安全阀系统

稳压器的超压保护由连接在稳压器上封头上的三条压力保护管线上的三个安全阀组提供(每条

管线上设一个安全阀组)ꎮ 每个安全阀组由两个相同的、串联安装的先导式安全阀(一个保护阀ꎬ一个

隔离阀)组成ꎮ 在正常运行期间ꎬ保护阀关闭ꎬ隔离阀开启ꎮ 在某些事故工况下ꎬ容许操纵员按规程采

取行动实现反应堆冷却剂系统的卸压或排出余热ꎬ图 ３ 为稳压器安全阀系统简化流程图ꎮ

图 ３　 稳压器安全阀系统的简化流程图

２.２　 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

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的目的是:当堆芯裸露时排出堆芯贮存的能量ꎬ防止或延缓压力容器损

坏ꎬ同时提供可淹没的水使堆芯碎片释放的裂变产物得到清洗ꎮ
在本次分析中注水手段考虑采用低压安注泵注水ꎬ通过建立详细故障树评估系统失效概率ꎬ其中

系统的成功准则为低压安注冷端注入 ２ / ３ꎮ
低压安注系统

低压安注系统作为安全注入系统(ＲＩＳ)的分系统ꎬ是专设安全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反应堆冷

却剂系统发生失水事故时ꎬ低压安注系统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入安注水ꎬ完成堆芯应急冷却、排出

堆芯余热的功能ꎮ 在核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后ꎬ由低压安注系统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ꎬ不但完成

堆芯应急冷却、排出堆芯衰败热的功能ꎬ同时会有防止或延缓压力容器损坏、清洗裂变产物的积极

作用ꎮ
低压安注回路包括以下设备:低压安注泵、换料水箱、地坑、阀门和管道ꎮ 低压安注泵布置在燃料

厂房的隔间内ꎮ 用于安全壳隔离的阀门和相关管道安装在联接厂房内ꎮ 安全注入管线在不同标高处

贯穿安全壳ꎮ 换料水箱布置在室外ꎬ放在抗震的基座上ꎮ 地坑位于反应堆厂房环廊区域内ꎮ 图 ４ 为

低压安注系统简化流程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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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低压安注系统简化流程图

３　 风险定量分析

３.１　 不考虑严重事故缓解措施下的电厂风险

结合本文分析ꎬ设置某核电厂功率工况 ＬＥＲＦ 模型为不考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向反应堆冷

却剂系统注水两种缓解手段ꎬ以此作为基准模型ꎮ 利用风险定量化工具(本文采用 Ｒｉｓｋ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软

件)计算每个始发事件造成的 ＬＥＲＦꎬ结果列于表 １ꎮ
表 １　 各始发事件导致的 ＬＥＲＦ(不考虑严重事故缓解措施)

始发事件类 ＬＥＲＦ / (堆年) 百分比 / ％

大 ＬＯＣＡ ９.６０×１０－１０ ０.０４

中 ＬＯＣＡ ２.９５×１０－９ ０.１４

小 ＬＯＣＡ １.３１×１０－８ ０.６１

ＩＳＬＯＣＡ 和压力壳破裂 １.５７×１０－７ ７.２７

丧失热阱 １.９５×１０－９ ０.０９

丧失厂外电 １.４０×１０－８ ０.６５

丧失给水 ５.１７×１０－９ ０.２４

ＡＴＷＴ ３.００×１０－８ １.３９

二回路破口 ６.１８×１０－９ ０.２９

ＳＧＴＲ ５.４４×１０－７ ２５.１９

ＳＬＢ＋ＳＧＴＲ １.３８×１０－６ ６３.８９

丧失直流电 ４.２２×１０－９ ０.２０

二回路瞬态 ２.４４×１０－１０ ０.０１

其他瞬态 ２.２７×１０－１０ ０.０１

合计 ２.５９×１０－６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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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考虑严重事故缓解措施下的电厂风险

结合本文分析ꎬ设置该核电厂功率工况 ＬＥＲＦ 模型为考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向反应堆冷却

剂系统注水两种缓解手段ꎬ以此作为对比模型ꎮ 利用风险定量化工具(本文采用 Ｒｉｓｋ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软件)
计算每个始发事件造成的 ＬＥＲＦꎬ结果列于表 ２ꎮ

表 ２　 各始发事件导致的 ＬＥＲＦ(考虑严重事故缓解措施)

始发事件类 ＬＥＲＦ / (堆年) 百分比 / ％

大 ＬＯＣＡ ９.６０×１０－１０ ０.０４

中 ＬＯＣＡ ２.９５×１０－９ ０.１４

小 ＬＯＣＡ １.３１×１０－８ ０.６１

ＩＳＬＯＣＡ 和压力壳破裂 １.５７×１０－７ ７.２７

丧失热阱 １.９５×１０－９ ０.０９

丧失厂外电 １.４０×１０－８ ０.６５

丧失给水 ５.１７×１０－９ ０.２４

ＡＴＷＴ ３.００×１０－８ １.３９

二回路破口 ６.１８×１０－９ ０.２９

ＳＧＴＲ ５.４４×１０－７ ２５.１９

ＳＬＢ＋ＳＧＴＲ １.３８×１０－６ ６３.８９

丧失直流电 ４.２２×１０－９ ０.２０

二回路瞬态 ２.４４×１０－１０ ０.０１

其他瞬态 ２.２７×１０－１０ ０.０１

合计 ２.１６×１０－６ １００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ꎬ考虑早期严重事故缓解手段可有效降低早期大量放射性释放频率ꎬＬＥＲＦ
结果由 ２.５９×１０－６ /堆年降为 ２.１６×１０－６ /堆年ꎬ降低约 １６.６％ꎮ

４　 结论

本文结合 ＰＳＡ 工具ꎬ以功率工况 ＬＥＲＦ 模型导致的早期大量放射性释放频率为度量ꎬ对比分析了

早期严重事故缓解手段对缓解早期放射性大量释放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考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卸压、
向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注水两项缓解手段后可有效降低 ＬＥＲＦ 约 １６.６％ꎬ证实两个缓解手段对应对放射

性早期大量释放是有效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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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备用工况下大破口失水事故分析

鲍国刚ꎬ臧丽叶ꎬ乐志东ꎬ蔡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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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鲍国刚(１９８９—)ꎬ男ꎬ山东泰安人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安全分析工作

摘要:当核电厂由热备用工况运行至冷停堆过程中ꎬ部分安全系统及设备将离役ꎬ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操作是非能动

堆芯冷却系统(ＰＸＳ)中的安注箱(ＡＣＣ)被隔离ꎬ这项规程性操作将会降低利用 ＰＸＳ 缓解 ＬＯＣＡ 事故的能力ꎮ 为评价

ＰＸＳ 在热备用工况下缓解假想 ＬＯＣＡ 事故的能力ꎬ本文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ＭＯＤ３.４ 程序建立电厂模型ꎬ对最不利的冷段双

端剪切断裂型破口展开分析ꎬ并假定破口在 ＡＣＣ 隔离后立即发生ꎬ分析中只模拟安全相关系统ꎮ 结果表明:整个瞬态

过程中包壳峰值温度(ＰＣＴ)约为 ６４６.８ ℃ꎬ满足美国联邦法规 １０ＣＦＲ ５０.４６ 的验收准则ꎬ且有较大裕量ꎬ证明 ＰＸＳ 在热

备用工况 ＡＣＣ 离役的情况下仍可有效缓解假想 ＬＯＣＡ 事故ꎮ 本文研究结果亦可为低功率及停堆工况概率安全分析评

价(ＰＳＡ)提供有力支持ꎮ
关键词:停堆模式ꎻ热备用ꎻ大破口失水事故ꎻ非能动堆芯冷却系统

目前ꎬ我国正步入核电快速发展期ꎬ随着核电装机规模的不断上升ꎬ原本期望定位为“基荷”能源

的核电ꎬ如今正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峰任务ꎬ许多机组不得不更多地进行降功率运行或运行在备用状

态ꎮ 而在低功率运行和停堆工况下ꎬ许多专设安全设施触发信号已闭锁ꎬ一些安全系统及设备已离

役[１]ꎬ核电厂预防及缓解事故的能力有可能会降低ꎮ 因此ꎬ开展低功率与停堆工况下的事故分析对核

电厂安全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某三代核电厂运行模式见表 １ꎬ当核电厂由热备用工况运行至冷停堆工况的过程中ꎬ部分安全系

统及设备将离役ꎬ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操作是非能动堆芯冷却系统(ＰＸＳ)中的安注箱(ＡＣＣ)被隔离ꎬ
这项规程性操作将会降低利用 ＰＸＳ 缓解 ＬＯＣＡ 事故的能力ꎮ 因此ꎬ有必要对此工况下 ＰＸＳ 的缓解能

力进行评价ꎬ这也是低功率与停堆工况下事故分析的一项重要内容ꎮ 本文拟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ＭＯＤ３.４[ ２ ]

程序建立热备用工况下电厂模型ꎬ对最不利的冷段双端剪切断裂型破口(ＤＥＣＬＧ)展开分析ꎬ验证假想

ＬＯＣＡ 事故工况下 ＰＸＳ 设备的缓解能力ꎮ
表 １　 电厂运行模式

模式 工况 反应性条件(ｋｅｆｆ
１) ) 功率水平(％额定功率２) ) 反应堆冷却剂平均温度 / ℃

１ 功率运行 ≥０.９９ >５ ＮＡ３)

２ 启动 ≥０.９９ ≤５ ＮＡ

３ 热备用 <０.９９ ＮＡ >２１５.６

４ 安全停堆 <０.９９ ＮＡ ２１５.６~９３.３

５ 冷停堆 <０.９９ ＮＡ ≤９３.３

６ 换料 ＮＡ ＮＡ ＮＡ

注:１)ｋｅｆｆ:有效增值系数ꎻ２)不包括衰变热ꎻ３)ＮＡ:此处不适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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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热备用工况下 ＰＸＳ 配置

１.１　 堆芯补水箱

堆芯补水箱(ＣＭＴ)为反应堆冷却剂系统(ＲＣＳ)提供安注、应急补水和硼化ꎮ 在停堆期间ꎬＣＭＴ 可

用于停堆模式 ３、４ 和 ５(见表 １ꎬ下同)ꎬ直到 ＲＣＳ 压力边界打开和稳压器水位达到设定值为止ꎮ 在停

堆模式下ꎬ为使 ＲＣＳ 降温、降压ꎬ要求闭锁“Ｓ”保护信号ꎮ 对停堆模式 ３ꎬ在 ＲＣＳ 降温、降压以前ꎬ闭锁

稳压器低压力、反应堆冷却剂冷段低温度和超前－滞后的蒸汽管道低压力等“Ｓ”信号ꎮ 因此ꎬ在停堆

模式 ３ 中ꎬ由于丧失水装量而触发 ＣＭＴ 启动的主要信号是稳压器低水位信号ꎮ 另外ꎬ技术规格书要

求在模式 ３ 闭锁上述“Ｓ”信号前ꎬＲＣＳ 应充分硼化[ ３ ]ꎮ

１.２　 安注箱

ＡＣＣ 在 ＬＯＣＡ 事故后提供安注ꎮ 在模式 ３ 中ꎬ当 ＲＣＳ 压力降低到低于 ＡＣＣ 设定压力时ꎬ必须隔

离 ＡＣＣꎬ以防止其动作ꎮ 当 ＲＣＳ 压力降到 ６.９９ ＭＰａ 时ꎬ通过关闭 ＡＣＣ 出口隔离阀ꎬ实现对 ＡＣＣ 的

隔离ꎮ

１.３　 安全壳内置换料水箱

安全壳内置换料水箱(ＩＲＷＳＴ)向 ＲＣＳ 提供长期安注ꎮ 在停堆期间ꎬ直至模式 ６ꎬ在反应堆压力容

器上部堆内构件被移走和换料水池注水以前ꎬＩＲＷＳＴ 都是可用的ꎮ 对停堆模式 ３ꎬＣＭＴ 下部窄量程水

位与 ＲＣＳ 宽量程低压力、第 ３ 级 ＡＤ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卸压信号符合时触发第 ４ 级

ＡＤＳ 阀门驱动信号ꎬ继而由第 ４ 级 ＡＤＳ 阀门驱动信号触发 ＩＲＷＳＴ 开始安注ꎮ

１.４　 非能动余热排出热交换器

非能动余热排出热交换器(ＰＲＨＲ ＨＸ)在功率运行时用于事故工况下应急排出衰变热ꎮ 在停堆

模式 ３、４ 和 ５ 直至 ＲＣＳ 压力边界打开为止ꎬＰＲＨＲ ＨＸ 也需要可用ꎮ 在这些模式中ꎬＰＲＨＲ ＨＸ 提供非

能动的衰变热排出ꎮ ＰＲＨＲ ＨＸ 由 ＣＭＴ 的启动信号自动触发运行ꎮ

２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建模

本文使用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４ 程序进行 ＬＯＣＡ 事故瞬态分析ꎮ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是美国爱达荷国家工

程实验室(ＩＮＥＬ)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发的大型热工水力最佳估算程序ꎬ可用于事故瞬态和 ＬＯＣＡ 的

计算分析ꎬ是目前最常用的核电厂系统热工水力分析程序之一ꎮ
本文对某三代压水堆核电厂热备用工况下的一回路系统、二回路系统和 ＰＸＳ 等专设安全设施进

行建模ꎬ电厂布置情况及节点划分见图 １ꎮ ＲＣＳ 由两条环路组成ꎬ每条环路包括一台蒸汽发生器

(ＳＧ)、两台反应堆冷却剂泵(ＲＣＰ)ꎬ冷却剂主管道包括一个热管段和两个冷管段ꎮ 此外ꎬ一回路系统

还包括一台反应堆压力容器、一台稳压器、自动卸压系统(ＡＤＳ)、连接管线及阀门等设备ꎮ 热备用工

况下ꎬＡＣＣ 已离役ꎬ因此ꎬ本文未对 ＡＣＣ 进行模拟ꎮ 同时ꎬ保守假设破口发生后ꎬＰＲＨＲ ＨＸ 暂时不投

入使用ꎬ故未对 ＰＲＨＲ ＨＸ 进行模拟ꎮ 破口发生后ꎬ仅有 ＣＭＴ 和 ＩＲＷＳＴ 通过直接注入管线(ＤＶＩ)提供

安注ꎮ 位于 ＰＲＨＲ ＨＸ 入口管道上的 ＡＤＳ 第 ４ 级阀门直接模拟在原 ＰＲＨＲ ＨＸ 入口所连接的热管

段上ꎮ

２.１　 初始条件

分析中假设破口在 ＡＣＣ 隔离后立即发生ꎬ因此ꎬ初始压力设定为隔离 ＡＣＣ 时的最高压力ꎬ即
６.９９ ＭＰａꎮ在停堆运行期间ꎬ需要注意防止堆芯及上封头内的流体闪蒸ꎮ 在系统降压过程中ꎬ需维持

一定的过冷度裕量ꎮ 因此ꎬ预计在 ＡＣＣ 隔离时ꎬＲＣＳ 的温度将接近模式 ３ 的下限 ２１５.６ ℃ꎮ 热备用工

况下ꎬ４ 台 ＲＣＰ 将全部运行ꎬ但为减少 ＲＣＰ 轴功输入ꎬ转速已降至 ５０％ꎮ 相应地ꎬ一回路初始流量约

降至额定功率运行时流量的 ５０％ꎬ同时稳压器初始水体积不低于稳压器低水位信号所对应的水体积ꎮ
热备用工况仍处于反应堆冷却的第一阶段ꎬ由 ＳＧ 导出衰变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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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核电厂模型节点图

２.２　 稳态调试

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４ 进行热备用工况下大破口事故分析(ＬＢＬＯＣＡ)时ꎬ电厂状态的起始点是热

备用工况下某一特定稳定状态ꎬ衰变热功率、压力、温度以及流量等都为指定的稳态值ꎮ 因而在进行

瞬态计算前ꎬ需要对所建立的电厂模型进行稳态调试ꎬ保证反应堆运行在设计工况ꎬ各相关参数均达

到稳定值ꎬ满足瞬态计算的要求ꎮ
稳态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由此可知ꎬ本文建立的电厂模型计算得到的各稳态参数值与热备用

工况的初始条件相匹配ꎮ

表 ２　 稳态计算值与参考值比较

参数 热备用工况下参数参考范围 稳态计算值 相对误差 / ％

堆芯衰变热功率 / ＭＷ ４４.９８ ４４.９８ ０

一回路压力 / ＭＰａ ６.９９ ６.９９ ０

冷却剂平均温度 / ℃ ２１５.６ ２１６.３９ ０.３７

稳压器水位 / ｍ３ ２０.５ ２０.４９ －０.０５

ＲＣＰ 转速 / ( ｒ / ｍｉｎ) ８７５.０ ８７７.２４ ０.２６

３　 大破口事故瞬态分析

３.１　 破口模型

分析表明ꎬ电厂额定功率运行且当稳压器处于完整环路时ꎬ发生在一回路主管道的 ＤＥＣＬＧ 型破

口事故导致的峰值包壳温度(ＰＣＴ)结果最为严重[ ４ ]ꎮ 因此ꎬ本文假设热备用工况下 ＬＢＬＯＣＡ 的破口

位置同样位于非稳压器所在环路的一回路主管道的冷管段ꎬ破口类型为 ＤＥＣＬＧ 型破口ꎮ 建立破口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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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图 ２ 所示ꎮ 连接冷管段的阀门以及两个破口阀门均为跳脱阀ꎬ以便准确地模拟剪切断裂现象ꎮ
破口发生前ꎬ两个破口阀均关闭ꎬ连接冷管段的阀门一直处于开启状态ꎬ电厂稳态运行ꎮ 破口发生后ꎬ
连接冷管段的阀门瞬间关闭ꎬ同时两个破口阀瞬间打开ꎬ进入 ＬＢＬＯＣＡ 事故进程ꎮ

图 ２　 破口节点图

３.２　 假设条件

本文分析中假设破口在 ＡＣＣ 隔离后立即发生ꎬ因此ꎬ本文未对 ＡＣＣ 进行模拟ꎮ 同时ꎬ热备用工况

仍处于反应堆冷却的第一阶段ꎬ保守假设破口发生后ꎬＰＲＨＲ ＨＸ 暂时不投入使用ꎬ故未对 ＰＲＨＲ ＨＸ
进行模拟(如图 １ 所示)ꎮ 基于 ５５ ℃ / ｈ 的最大降温速率ꎬ衰变热水平定义为停堆后 ５０００ 秒时的值ꎬ并
保守假设破口后ꎬ衰变热水平维持不变[ ５ ]ꎮ 假设 ＣＭＴ 由安全壳高－２ 压力“Ｓ”信号触发ꎬＣＭＴ 下部窄

量程水位与 ＲＣＳ 宽量程低压力、第 ３ 级 ＡＤＳ 卸压信号符合时触发第 ４ 级 ＡＤＳ 阀门驱动信号ꎬ继而由

第 ４ 级 ＡＤＳ 阀门驱动信号触发 ＩＲＷＳＴ 管道阀门开启ꎮ 保守假设 ＡＤＳ 第 ４ 级卸压阀发生单一故障ꎬ位
于稳压器所在环路上的 ＡＤＳ 第 ４ 级卸压阀其中一列不能正常开启ꎮ 假设破口发生后立即隔离给水和

主蒸汽管道ꎮ

３.３　 瞬态分析

调试电厂模型至稳态后ꎬ电厂运行在热备用工况下ꎮ 假定在瞬态零时刻发生破口事故ꎮ 破

损冷管段的过冷喷放(见图 ３)将会引起 ＲＣＳ 的快速卸压(见图 ４) ꎮ 正常运行时ꎬ流体由 ＲＣＰ 向

反应堆压力容器(ＲＶ)流动ꎮ 图 ３ 中出现了破口流量为负值的情况ꎬ表示流体通过破口由 ＲＶ 倒

流出来ꎮ

图 ３　 破口流量变化 图 ４　 稳压器压力

由于 ＡＣＣ 已于破口发生前离役ꎬ不能向堆芯注入冷却水ꎮ 因此ꎬ破口发生后一段时间内仅能由

ＣＭＴ 提供安注ꎮ 本文假定 ＣＭＴ 可由安全壳高－２ 压力信号触发启动ꎮ 本文建立的电厂模型不包括安

全壳模型ꎬ分析中保守假设安全壳高－２ 压力信号于 ２.２ ｓ 触发ꎮ 延迟 ２ ｓ 后ꎬＣＭＴ 出口管线的隔离阀

开始打开ꎮ 在 ９.５ ｓꎬＲＣＰ 停运ꎮ 这与额定功率运行时的 ＬＯＣＡ 事故分析相同[６]ꎮ 事件序列如表 ３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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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事件序列

事件 时间 / ｓ

工况 ０

破口发生 ０.０

触发 ＣＭＴ 阀门开启的信号产生 ２.２

ＣＭＴ 开始注水 ４.２

ＲＣＰ 开始惰转 ９.５

达到 ＰＣＴ ２６９

ＣＭＴ 低－１ 水位到达 ３８８

ＡＤＳ 第 １ 级阀门开启 ４２０

ＡＤＳ 第 ２ 级阀门开启 ４６８

ＡＤＳ 第 ３ 级阀门开启 ５８８

ＣＭＴ 低－２ 水位到达 ~１ ２６０

ＡＤＳ 第 ４ 级阀门开启 ~１ ２６０

ＩＲＷＳＴ 开始注入 ~１ ２６０

计算结束 ２ ０００

破口发生后几秒之内ꎬ由于产生空泡ꎬ反应堆塌陷水位降至上腔室以内ꎮ 反应堆下降段塌陷水位

和堆芯塌陷水位快速降低(见图 ５)ꎮ 由于两个 ＣＭＴ 注入的流体将补充 ＲＣＳ 的水装量ꎬ当 ＣＭＴ 向反

应堆压力容器内注射的流量(见图 ６)大于破口流量时ꎬ反应堆下降段和堆芯水位开始回升ꎬ堆芯再次

被全部淹没ꎮ 如图 ５ 所示ꎬ堆芯水位重新恢复ꎮ ＣＭＴ 达到下部窄量程水位前ꎬＲＣＳ 已达到宽量程低压

力ꎬ第 ３ 级 ＡＤＳ 卸压信号也已被触发ꎮ 因此ꎬＣＭＴ 达到下部窄量程水位时ꎬ第 ４ 级 ＡＤＳ 阀门驱动信号

被触发ꎬ继而由第 ４ 级 ＡＤＳ 阀门驱动信号触发 ＩＲＷＳＴ 管道阀门开启ꎬＩＲＷＳＴ 开始注入(见图 ６)ꎮ 此

后ꎬＣＭＴ 和 ＩＲＷＳＴ 共同冷却堆芯ꎬ带走衰变热ꎮ 如图 ７ 所示ꎬ整个瞬态过程中 ＰＣＴ 约 ６４６.８ ℃ꎬ满足

美国联邦法规 １０ＣＦＲ ５０.４６[７]的验收准则ꎮ

图 ５　 堆芯塌陷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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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ＤＶＩ 安注流量

图 ７　 极限标高处包壳温度变化

图 ８　 不同喷放系数下 ＰＣＴ 比较

３.４　 敏感性分析

３.４.１　 喷放系数

在 ＬＢＬＯＣＡ 分析中ꎬ破口处的临界流量决定冷却剂丧失和主回路的卸压速率ꎬ其大小不但直接影

响堆芯的冷却能力ꎬ而且还决定各安注设备投入的时间ꎮ 因此ꎬ需要研究不同喷放系数对 ＬＢＬＯＣＡ 计

算结果的影响ꎮ 图 ８ 为不同喷放系数工况下的瞬态计算结果比较ꎮ 由图可见ꎬ不同喷放系数对 Ｐ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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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非常明显ꎮ 本文所分析的工况中喷放系数等于 １.０ꎬ符合保守分析的计算原则ꎮ
３.４.２　 ＣＣＦＬ 模型

在压水堆 ＬＢＬＯＣＡ 中ꎬ逆流限制(ＣＣＦＬ)通常发生在流动面积发生变化或流速方向改变的地方ꎬ
其影响非常明显:ＣＣＦＬ 影响过冷液体的向下流动速度ꎬ而该速度的大小与返回堆芯的冷却剂密切相

关ꎻ进而影响堆芯的冷却效果ꎻＣＣＦＬ 的发生ꎬ增加了堆芯的裸露程度[８]ꎮ 因此ꎬ需要对环形下降通道

处的 ＣＣＦＬ 模型进行研究ꎬ判断其对 ＬＢＬＯＣＡ 中 ＰＣＴ 的影响ꎮ 图 ９ 为使用 ＣＣＦＬ 模型和不使用 ＣＣＦＬ
模型工况下的 ＰＣＴ 计算结果ꎮ 由此可知ꎬ使用 ＣＣＦＬ 模型的分析得到的 ＰＣＴ 结果明显偏高ꎮ 因此ꎬ本
文分析中使用 ＣＣＦＬ 模型模拟环形下降段ꎬ符合保守分析的计算原则ꎮ
３.４.３　 ＣＭＴ 初始水温

额定功率运行工况下发生 ＬＢＬＯＣＡ 时ꎬＣＭＴ 初期并未实质性投入安注ꎬ在 ＡＣＣ 安注后期ꎬ随着压

力逐渐减小ꎬＣＭＴ 才逐渐投入安注ꎮ 热备用工况下ꎬ破口发生时ꎬＡＣＣ 已被隔离ꎬ破口发生后一段时

间内仅能由 ＣＭＴ 提供安注ꎮ 因此ꎬＣＭＴ 初始水温可能会对 ＰＣＴ 结果产生明显影响ꎬ需要作敏感性分

析深入研究ꎮ 图 １０ 为不同 ＣＭＴ 初始水温下瞬态计算结果的比较ꎮ 由图可见ꎬＣＭＴ 初始水温不同ꎬ对
ＰＣＴ 的影响也会不同ꎬ但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ꎮ 本文分析中采用导致 ＰＣＴ 最大 ＣＭＴ 初始水温ꎬ符合

保守分析的计算原则ꎮ

图 ９　 环形下降段有无 ＣＣＦＬ 模型下 ＰＣＴ 比较

图 １０　 不同稳压器初始水温下 ＰＣＴ 比较

４　 结论

本文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４ 程序建立电厂模型ꎬ并调试至热备用工况的稳态运行状态ꎮ 破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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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 隔离后立即发生ꎬ针对不含稳压器环路的 ＤＥＣＬＧ 型破口开展瞬态分析ꎮ 结果表明:整个瞬态过

程中包壳峰值温度约 ６４６.８ ℃ꎬ满足美国联邦法规 １０ＣＦＲ ５０.４６ 的验收准则ꎬ且有较大裕量ꎬ证明 ＰＸＳ
在热备用工况 ＡＣＣ 离役的情况下仍可有效缓解假想 ＬＯＣＡ 事故ꎮ

同时ꎬ本文针对喷放系数、ＣＣＦＬ 模型及 ＣＭＴ 初始水温的敏感性分析表明:热备用工况下 ＬＢＬＯＣＡ
瞬态分析中所采用的水力模型和假设条件符合保守分析原则ꎬ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ꎮ

另外ꎬ热备用工况下 ＬＢＬＯＣＡ 事故分析是概率安全分析(ＰＳＡ)中停堆模式下 ＬＯＣＡ 分析的重要

内容ꎬ本文研究结果亦可为低功率及停堆工况 ＰＳＡ 中相关分析与评估提供有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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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追根溯源ꎬ守卫核安全

闫　 辉
(中核检修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０)

　 　 　 　 　 　 　 　 　 　 　 　 　 　 　 　 　 　 　 　 　 　 　 　 　 　 　 　 　 　 　 　 　 　 　 　 　 　 　 　 　 　 　 　 　 　　
　

　
　 　　　　　　　　　　　　　　　　　　　　　　　　　　　　　　　　　　　　　　　　　　　　　　

　
　

　
　

作者简介:闫辉(１９８６—)ꎬ男ꎬ安徽阜阳人ꎬ机械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核电检修相关工作

摘要:随着核电技术的日益成熟ꎬ核电在原始设计方面缺陷已经越来越少ꎬ但处于运营期间核电厂内的设备安全质量

事件却时有发生ꎬ有些事件单个方面的去看可能只是小问题或者只是一台简单设备的小异常而已ꎬ但如若我们将这些

异常问题简单化ꎬ并不做深入的分析研究ꎬ也没有有效的处理方案和解决办法ꎬ只是简单的更换备件处理ꎬ那么这些设

备的小问题或小异常积少成多、积小成大ꎬ终会对核电的安全运行产生极大的安全隐患ꎮ 本文从实际出发结合电站设

备缺陷的处理经过ꎬ讲述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设备缺陷问题的方法ꎬ并站在维修领域的角度去阐述怎样更好地去守卫核

安全ꎮ
关键词:设备安全质量事件ꎻ分析研究ꎻ安全隐患ꎻ根源ꎻ核安全

近十几年随着核电技术的迅猛发展ꎬ在核电厂选址和堆型结构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关成熟的技术ꎬ
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之中ꎬ核电由于原始设计缺陷所引起的事故概率已经越来越低ꎮ 但在推进

核电发展前进的道路中仍然发生了如日本福岛核电厂爆炸的事故ꎬ这也给核电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ꎬ也让核安全再次备受全球关注ꎬ尤其是一些处于商行的核电厂更是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

点ꎮ 运营的核电厂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ꎬ其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系统和设备ꎬ所涉及的专业覆盖面

广、各系统间的逻辑关系复杂ꎮ 同时由于核电作为特殊的生产服务性行业ꎬ运营商对设备的可靠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因此ꎬ进一步的提高核电设备的可靠性ꎬ降低核电设备事故率及重发率ꎬ提高系统

稳定性成为了守卫运行核电厂核安全的必要步骤ꎮ
对于一个在线运行的核电厂ꎬ可以将它形象地比喻成人体结构ꎬ核电系统类似于人体内部的循环

系统、分泌系统、神经网络等ꎬ其中的设备则等同于人体内部的各个器官ꎮ 专业核电检修人员的职责

类似于“它”的个人护理医生负责它的安全生产ꎬ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更好的守卫核安全ꎮ 作为专业

的核电“护理医生”ꎬ在遇到设备故障时我们应该能快速地查找到问题的原因ꎬ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其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中ꎬ但偶尔由于工期的压力检修人员在现场执行时可能只想尽快地将本次故障消

除ꎬ但此类型的故障一段时间之后会再次出现ꎬ这种现象明显不符合大亚湾核电厂“一次将事情做好”
的管理理念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将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ꎬ核电检修亦是如此ꎬ在实际的现场检修过程中势必会

出现不同形式的设备故障ꎬ有的是小异常ꎬ有的则是大缺陷ꎬ对于各种各样的设备故障ꎬ我们应该怎么

处理才能真正地做到一次将事情做好? 作为专业核电检修人员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守卫核安全? 这

是值得我们检修人认真思考和反省的ꎮ

１　 故障

大亚湾核电基地 ＡＳＧ 系统为核电厂核岛辅助给水系统ꎬ是核电专设安全设施系统ꎬ当正常给水系统

(ＣＶＩ、ＣＥＸ、ＡＢＰ、ＡＰＰ、ＡＲＥ 系统)其中之一失效时ꎬＡＳＧ 系统会投入运行ꎮ ＡＳＧ 系统总共有三台辅助给

水泵ꎬ其中 ００１ / ００２ＰＯ 为电动泵(电机驱动)ꎬ００３ＰＯ 为汽动泵(汽机驱动)ꎬ虽动力驱动方式不同ꎬ但三台

泵在结构设计上是完全相同的如图 １ 所示ꎬ都属于核安全级别的设备ꎬ三台泵均为节段式、双壳体多级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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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泵ꎬ泵轴封采用自冲洗机械密封ꎬ由泵一级抽头提供机械密封冲洗水ꎮ

图 １　 ＡＳＧ 泵结构图

但恰恰是如此重要的核级设备ꎬ却在实际检修工作中出现了三次十分类似的故障现象ꎬ同类型故

障多次重复发生无疑给核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ꎮ 三次故障均为泵转子卡死现象ꎬ分别为:
①大亚湾核电厂进行 Ｄ２０８ 次大修ꎬ在完成 Ｄ２ＡＳＧ００１ＴＣ 超速试验工作后ꎬ在连接 Ｄ２ＡＳＧ００３ＰＯ

靠背轮盘动泵转子检查时ꎬ发现泵转子部件无法顺畅盘动ꎬ出现泵转子卡死现象ꎮ
②大亚湾核电厂进行 Ｄ２０９ 次大修ꎬ在顺利完成 Ｄ２ＡＳＧ００３ＰＯ 年检对中工作后ꎬ还票前需按程序要

求盘动泵转动部件检查是否转动灵活ꎬ但现场盘动时却发现泵转子无法盘动ꎬ出现泵转子卡死现象ꎮ
③大亚湾核电厂 Ｄ２０９ 次大修时ꎬ因 Ｄ２ＡＳＧ００３ＰＯ 出现泵转子卡涩现象ꎬ根据此异常情况盘动检

查 Ｄ２ＡＳＧ００１ＰＯ 转子时也发现有同样的问题ꎬ也出现了泵转子卡死的现象ꎮ
以上三次卡涩故障均是在年检之类的常规工作完成后发生的ꎬ而且在前期执行常规工作检修时

并未出现任何异常ꎬ都是在即将还票时发现的ꎮ 同一个系统甚至是同一台关键核级安全设备的“发
病”症状何其相似ꎬ相似点前期都是简单年检工作ꎬ年检工作均未发现异常ꎬ故障现象均为还票前盘动

转子卡死现象ꎮ

２　 追根

回首过往ꎬ不难得出在 Ｄ２０８ 期间我们的处理故障的方式可能在当时是合格的ꎬ当时泵转子故障

是已消除ꎬ但或许只是进行了故障消除ꎬ并未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ꎬ以致后续相同的故障现象接二连

三地发生ꎮ
在 Ｄ２０９ 第二次故障的时候ꎬ重新对故障现象进行了剖析ꎮ 三次异常故障发生后均重新出隔离工

作票对泵体进行了解体检查ꎬ详细情况如下ꎬ检查发现 Ｄ２０８ 大修时泵口环有损伤ꎬＤ２０９ 大修时两台

泵平衡鼓有损伤ꎬ详见图 ２、图 ３ꎬ现场拆卸时泵入口及排出水的图片详见图 ４、图 ５、图 ６ꎮ

图 ２　 Ｄ２０８ 大修 ００３ＰＯ 口环

　 　
图 ３　 Ｄ２０９ 大修平衡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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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Ｄ１ＡＳＧ００３ＰＯ 入口异物

　 　
图 ５　 Ｄ１ＡＳＧ００１ＰＯ 入口

图 ６　 现场排出的水

从现场上述设备损坏的图片可以看出ꎬ泵的入口有很多碎屑的物质ꎬ现场排出的水基本都是锈水

并伴随有细小的颗粒ꎮ 结合图 ２ 口环和图 ３ 平衡鼓的损伤情况ꎬ我们能得出泵转子卡涩的直接原因

就是泵壳内的异物所致ꎮ 因为泵组的口环半径间隙仅为 ０.１７５~０.３５ ｍｍ 之间ꎬ这是个非常小的间隙ꎮ
泵壳内的如果有很小颗粒的异物ꎬ若正处于此口环间隙处ꎬ会导致我们在盘动泵转子时无法顺畅盘

动ꎬ如果盘泵转子力度过大就会造成口环或平衡鼓的损伤ꎮ
从现场设备症状结果可以十分直观的能看出造成故障的直接原因为小颗粒“异物”所致ꎬ解决此

病状也十分便捷ꎬ直接取走ꎬ并将泵壳清洗干净ꎬ将设备恢复原始状态即可ꎮ Ｄ２０８ 期间想必是这样执

行的ꎬ这样操作虽然是对设备进行“止痛”ꎬ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ꎬ这种“止痛”是“痛已止ꎬ根未除”ꎬ正
如我们实际生活中身体某个部位不舒服有疼痛感ꎬ我们简单粗暴的吃止痛药肯定能暂时消除疼痛的

困扰ꎬ但这种“药到病除”并非长久之计ꎬ也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ꎬ这也许就是国家为什么会限制

使用止痛药的目的ꎮ
基于 Ｄ２０８ 处理缺陷的教训ꎬ在 Ｄ２０９ 大修期间对于此“不速之客”的由来进行了深入的追究ꎬ为

什么三次检修作业前期执行时都能顺利完成ꎬ都是在即将还票前盘动转子检查时发现的异常ꎮ 异物

是如何进入到泵壳内部ꎬ这是值得深思的ꎬ因为三次工作并未涉及系统开口工作ꎮ
经过仔细研究分析我们发现此处“异物”并非外来的“异物”ꎬ而是系统内部“自带的”ꎬ这看似是

矛盾的ꎮ 因为设备并未开口ꎬ首先排除开口引进异物的可能性ꎮ 现场检查发现与 ＡＳＧ 泵组相连接的

水箱和管道都是碳钢材质ꎬ在日常期间因 ＡＳＧ 系统水是充满整个管道的ꎬ有这些水的保护使碳钢材质

的管壁内部不会生锈ꎬ但在大修期间有些阀门和管道检修时需将系统内的水排空ꎬ往往这个检修窗口

工期比较长ꎬ一般都会有 ７ 天的工期左右ꎬ在此期间碳钢材质的管道内部充满空气ꎬ管道内部很容易

氧化生锈ꎮ 正是由于氧化生锈需要一定时间的原因ꎬ所以我们在前期工作盘动泵检查是没有异常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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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执行前期工作时都是在前期刚出票时执行的ꎬ当时管道刚排空不久ꎬ管道内部还未经过足够的氧

化过程ꎬ所以我们的前期工作进展的很顺利ꎬ但在即将解除系统隔离时最少也已经过了将近 ７ 天的时

间ꎬ这就给管道有了足够长的时间进行氧化ꎬ氧化的细小颗粒会由于重力的原因掉入泵壳内部ꎬ从而

产生“异物”ꎮ 再结合设备的材质为不锈钢ꎬ不锈钢材质硬度不强并有粘连特性ꎬ在间隙处有异物的情

况下盘动转子时ꎬ不锈钢材质极易产生滚雪球效应ꎬ这个过程就相当于异物的“成长壮大”ꎬ导致转子

越盘越卡ꎬ最终导致卡死ꎬ即异物把口环处仅有的间隙给堵死了ꎮ

３　 解决

经过分析和研究我们已经将泵转子卡涩的直接原因和“异物”产生的过程找到ꎬ但我们需针对这

些找出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ꎬ从根源上杜绝这类异常事件的产生ꎮ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ꎬ制定了如下的

方案:
１)对于泵组不抽芯包的检修项目ꎬ检修期间必须保证泵腔内部有水ꎬ若上游有其他专业的工作需

做液体隔离时ꎬ需将加工盲板做临时管道充水保养ꎮ
２)对于泵组抽芯包的检修项目ꎬ需在回装泵芯包前对泵腔内及上游管道ꎬ用系统内的水冲洗干净

后ꎬ检查确认无任何异物及杂质后ꎬ才能将泵芯包安装到泵壳内ꎬ连接泵水管道系统ꎬ向系统管道和泵

壳内冲水排气ꎬ对泵和管道进行充水保修ꎮ
３)常规检修中ꎬ特别是对中检查的项目时ꎬ严格避免对转子施加额外的轴向推力ꎬ尽量避免有细

微颗粒产生对口环的磨损ꎮ
４)在对泵组进行盘动转子检查时ꎬ必须确保泵腔充满水ꎬ因为有时细微的颗粒静止时处于口环间

隙处ꎬ若冲水时可能会将此颗粒直接冲走ꎬ避免泵转子的卡涩ꎮ
５)鉴于有时现场会出现不受现场工作负责人控制的情况ꎬ加工泵转子防转装置ꎬ避免转子的

误动ꎮ
经过上述的方案实际操作ꎬ大亚湾核电厂 ＡＳＧ 泵组在以后的检修工作中没有发生过转子卡涩事

件ꎮ 我们也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推广ꎬ使之推广至其他电站类似的设备中ꎬ避免了类似转子卡死事件的

发生ꎮ

４　 深思

此异常故障虽已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ꎬ但此解决过程却值得我们深思ꎬ如此重要的核极安全设备

当时未能在第一次异常发生时找到问题根源ꎬ而只是简单地进行“止痛”ꎬ若当时正常给水系统(ＣＶＩ、
ＣＥＸ、ＡＢＰ、ＡＰＰ、ＡＲＥ 系统)其中之一失效时ꎬＡＳＧ 泵不能正常启动ꎬ将会给核安全带来不可想象的后

果ꎮ 作为专业的核电“守卫医生”ꎬ我们要清楚地明白ꎬ我们守卫的虽然只是一个个冰冷机械设备ꎬ但
正是由于这些冰冷的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ꎬ才使核电运行变得的安全可靠ꎮ

针对核电检修我们只有每次都准确的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更好地制定解决方案ꎬ如果我们未正

确地找到根本问题所在ꎬ后续给出的“治疗方案”也只会是扬汤止沸ꎮ 这样的“治疗方案”反而会让核

安全置于更加不安全的状态ꎮ
我们应当借鉴丰田的“５Ｓ”模式进行现场实际问题分析ꎮ 若一台机器不转动了ꎬ你就要问“为什

么机器停了?”“因为超负荷ꎬ保险丝断了ꎮ”“为什么超负荷了呢?”“因为轴承部分的润滑不够ꎮ”“为什

么润滑不够?”“因为润滑泵吸不上来油ꎮ”“为什么润滑泵吸不上来油ꎮ”“因为油泵轴磨损ꎬ松动了ꎮ”
“为什么油泵磨损了呢?”“因为没有安装过滤器ꎬ混进了铁屑ꎮ” 反复追问上述 ５ 个“为什么”就会发现

需要安装过滤器ꎮ 而如果“为什么”没有问到底ꎬ换上保险丝或者换上油泵轴就此了事ꎬ那么ꎬ几个月

以后就会再次发生同样的故障ꎮ 我们在 Ｄ２０８ 时发现的故障处理时就是少问了几个为什么ꎬ导致我们

只解决了故障的最表面问题ꎬ并未发现深藏在表面背后的问题根源ꎮ
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问题罗列ꎬ因为核电系统间逻辑关系复杂ꎬ设备所处环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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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ꎬ有时造成缺陷原因细看会有很多种ꎬ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只是其中一个ꎬ其他的可能全部是由于

设备异常所带来的“症状”而已ꎬ所以在问“为什么”的时候要是层层递进式的逼问ꎬ“为什么”只是一

种方式ꎬ“因为”是“根源”所在ꎬ有了“根源”才能找到最为合理和优化的解决方案ꎬ找到最合理的解决

方案才能防止故障再次发生ꎬ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ꎮ

５　 结论

通过上述缺陷的处理经过和丰田“５Ｓ”的模式我们应该总结我们现场缺陷处理的模式ꎬ应当建立

一套属于我们核电检修人自己的缺陷处理流程和文化ꎬ只有这样严谨的工作思维方式才能更好的守

卫我们的核安全ꎮ 首先ꎬ发现缺陷应组织专业调查小组并制定调查方案ꎬ其次进行事件详细调查ꎬ最
重要的为确定根本原因ꎬ制定纠正和预防护措施ꎬ最终是进行效果跟踪ꎬ具体流程图如图 ７ 所示ꎬ其中

确定根本原因最为重要ꎮ

图 ７　 流程图

我们要严格按着制定的“套路”进行追根溯源ꎬ不放过问题中的疑问ꎬ不抱着能过就过的态度ꎬ秉
承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ꎬ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每一次都能追查到设备缺陷的根本原因ꎬ使设备

缺陷率降到最低ꎮ 如果针对设备缺陷只是一味简单的“表面处理”ꎬ同类型异常事件会反复的出现ꎬ我
们要做的是问题的根除者ꎬ并不是表面处理者ꎬ这才是检修人的精神和觉悟ꎬ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设备

置于安全的状态ꎬ设备安全运行ꎬ核安全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ꎮ
核电现场设备缺陷其实类似于多骨诺米牌ꎬ设备缺陷表面原因是多骨诺米牌的第一张牌ꎬ当它倒

了ꎬ后面的很多牌会连锁反应的倒下ꎬ如果我们在进行消除缺陷将“牌”扶正时只关注表面而将“第一

张牌”扶起ꎬ而未做深究未看到后面“牌”ꎬ我们以为缺陷已消除ꎬ其实后面的“牌”已全部倒下了ꎬ这种

状态对核电而言是很可怕的ꎬ它将设备缺陷隐藏起来了ꎮ 无论从哪种角度去关注核安全ꎬ作为专业核

电检修人员我们应该做好本职工作ꎬ保护好核电设备ꎬ对于缺陷应当追根溯源的制定对策ꎬ否则很有

可能会缘木求鱼ꎮ 正如某人腿疼ꎬ腿疼可能只是表象而已ꎬ真正的原因或许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的重

症ꎬ核安全亦是如此ꎮ

参考文献:
[１]　 核电站重要水泵日常检查与维护要则[Ｊ].核电工程与技术 ２００２ꎬ１５(２).
[２]　 高立刚ꎬ吕群贤.设备失效根本原因分析技术和方法及其在广东核电的应该[Ｊ].核科学与工程ꎬ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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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ＦＥＴＲ 移动应急供水装置导出堆芯
剩余释热能力分析

张江云ꎬ李子彦ꎬ李海涛ꎬ刘艳芳ꎬ王文龙ꎬ刘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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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江云(１９８７—)ꎬ男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反应堆运行及安全分析等研究工作

摘要:针对 ＨＦＥＴＲ 在应对可能发生的多重事故叠加时缺乏必要的应急抢险设施和手段ꎬ确保堆芯和乏燃料元件的冷

却ꎬ提高 ＨＦＥＴＲ 应对极端自然灾害的能力ꎬ增设了一套移动式应急供水装置ꎮ 本工作利用系统热工水力分析软件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 对事故工况下投入该移动供水装置进行了建模ꎬ并对模型进行了稳态及停堆瞬态工况验证ꎬ其计算数

据和实际运行数据吻合较好ꎮ 然后利用该模型对该装置在多重事故叠加且压力边界完整情况下导出堆芯剩余释热能

力进行了仿真分析ꎬ以验证装置在应对该工况时的有效性ꎮ 结果表明ꎬ在多重事故叠加事故工况下ꎬ３ ６００ ｓ 内投入移

动应急供水装置能够保证燃料包壳最高壁温不高于安全限值ꎬ进而表明在事故工况下该装置利用 ＨＦＥＴＲ 乏燃料池去

离子水作为热阱ꎬ完全能够导出堆内剩余释热ꎬ保证反应堆的安全ꎮ
关键词:ＨＦＥＴＲꎻ移动应急供水装置ꎻ多重事故叠加ꎻ剩余释热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１](ＨＦＥＴＲ)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研究堆ꎬ是采用低

浓铀多层套管型燃料元件、用轻水作为慢化剂和冷却剂、铍作反射层的压力壳型反应堆ꎮ 具有中子注

量率高、辐照空间多、堆芯装载布置灵活和适应性强等特点ꎮ 设计功率为 １２５ ＭＷꎬ最高快中子注量率

为 １.７×１０１５ ｎ / (ｃｍ２∙ｓ)ꎬ热中子注量率为 ６.２×１０１４ ｎ / (ｃｍ２∙ｓ)ꎬ这些特点使该堆具有极为优良的辐照

试验条件和很强的辐照试验能力ꎮ 该堆先后对我国核电国产化、动力堆和新堆型的发展以及核技术

在国民经济诸领域的广泛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针对 ＨＦＥＴＲ 在应对可能发生的多重事故叠加时缺乏必要的应急抢险设施和手段ꎬ增设了一套一

体化多级式移动应急供水装置ꎮ 该装置需满足工艺厂房布置、水源分布、装置的使用环境以及运行工

况等实际情况要求ꎬ同时该装置必须能够完成事故工况(事故冷却系统功能丧失ꎬ回补水系统功能且

伴随泄热设施功能丧失ꎬ消防水系统功能丧失)下压力边界完整时堆芯泄热、压力边界破裂时堆芯泄

热、乏燃料水池边界破裂补水、一回路系统压力边界和乏燃料水池边界同时破裂的补水的功能ꎮ 其

中ꎬ对于该装置是否能满足其释热要求ꎬ需要重点结合主泵惯性流量及停堆后剩余释热关系进行热工

水力分析ꎬ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事故处理序列ꎮ

１　 系统简介及流程

移动应急供水装置是 ＨＦＥＴＲ 应急抢险保证堆芯和乏燃料淹没的重要设备ꎬ该装置具有快速响

应、补水方式灵活、设备可靠性高等特点ꎮ 主要由两台低水位潜水泵、两台自吸泵、一台柴油发电机

(含油箱)、控制箱组成ꎬ其集成在移动装置上ꎬ并配有流量计、压力表、可快速组装式帆布水箱ꎮ
假设事故进程为 ＨＦＥＴＲ 功率运行中ꎬ由于极端情况导致停堆ꎬ此时两台事故泵不能启动、能用于

导出堆芯剩余释热的冲洗给水系统也不能有效投入ꎬ此时为了保证燃料元件的安全ꎬ需尽快投入移动

应急供水装置ꎬ利用乏燃料池作为热阱将 ＨＦＥＴＲ 堆芯剩余释热导出ꎮ 在此情况下泄热流程为:移动

应急供水装置抽取乏燃料池的去离子水ꎬ通过反应堆顶的椭圆孔道注入反应堆内ꎬ经卸料孔道回流至

乏燃料池ꎬ利用乏燃料池的自然散热、辐射散热和对流散热形成冷却循环ꎬ保证燃料元件一定的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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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ꎮ 其流程图见图 １ꎮ

图 １　 堆芯泄热工艺流程

２　 分析计算

２.１　 模型建立

计算采用国际通用热工水力瞬态分析程序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ꎬ该程序是美国 Ｉｄａｈｏ 国家工程实验室

(ＩＮＥＬ)为美国核管会(ＮＲＣ)开发的一个轻水堆系统分析程序[２]ꎮ 在数值模拟建模中采用了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的经典模块化结构方法ꎬ即将待研究的复杂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功能独立ꎬ能分别设计、调试和验

证的模块ꎬ建立了 ＨＦＥＴＲ 全系统数值模型[３ꎬ４]ꎬ并在该此基础上增加了移动移动供水装置系统的

模型ꎮ

２.２　 模型的验证

为了验证已经建立的模型的可靠性ꎬ我们选用稳态工况、停堆瞬态工况的验证思路ꎬ确保所建立

模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ꎮ
２.２.１　 稳态工况模拟计算与试验验证

系统稳态计算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整模型的稳态工况与系统的初始工况相匹配ꎮ 我们对模型进行

稳态调试的基本原则就是确保稳态模拟值必须在各个运行参数的正常波动范围以内ꎮ 经计算发现主

系统运行数据与稳态模拟值的比较:功率相对误差为 ０.０４％ꎬ主流量相对误差为 ０.０２％ꎬ进口压力相对

误差为 ０. ０１％ꎬ出口压力相对误差为 ０. ９８％ꎬ进出口压差相对误差为 ０. ０８％ꎬ稳压器相对误差为

０ ６７％ꎬ移动应急供水系统流量相对误差为 ０.０７％ꎮ 可以发现稳态模拟值与实际运行数据符合很好ꎬ
其中最大相对误差不大于 ０.９８％ꎬ通过查阅实际运行数据的波动范围ꎬ可知模拟值都在实际运行数据

的正常波动范围以内ꎮ
２.２.２　 停堆冷却工况模拟计算与试验验证

停堆冷却工况分析是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事故瞬态分析之前的重要验证ꎮ 通过模拟计算停堆流

量、压力等参数的变化情况ꎬ与试验数据进行对比ꎬ以验证模型的正确性ꎮ 图 ２ 显示了反应堆同时停

运行主泵启一台事故泵ꎬ堆内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计算数据与试验数据的比较ꎮ 总看四个图ꎬ试验数据

和计算数据都呈现相同的变化规律ꎬ特别是在系统瞬态后期ꎬ计算数据和试验数据吻合很好ꎻ只是在

系统瞬态的前 ２０ ｓ 内ꎬ计算数据与试验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别ꎬ从热工分析的角度讲ꎬ这种误差都在可

接受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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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入口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ｂ)出口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ｃ)压差随时间的变化　 　 　 　 　 　 　 (ｄ)稳压器内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图 ２　 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停泵后主流量和事故泵流量随时间的变化在瞬态分析中至关重要ꎬ直接影响到堆内温度的峰值

和安全的可信性ꎮ 图 ３ 给出了相对主流量和事故流量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与试验数据的比较ꎮ 从整个

模拟曲线与试验数据的对比中ꎬ可以看出计算数据与试验数据吻合比较好ꎮ 从而确保了瞬态模拟过

程中主流量和事故流量模拟的可信性ꎮ

图 ３　 相对流量随时间的变化

４９１



从上面的验证中可以得出ꎬ在模拟的整个过程中ꎬ计算值和实验值基本相符ꎬ模拟的系统参量变

化ꎬ可以较好的反应系统的实际瞬变过程ꎻ因此ꎬ本工作建立的数值模型能够较好地用于后面的计算

分析ꎮ

２.３　 成功准则

根据高通量工程试验堆运行限值和条件[１]ꎬ事故分析的准则为:燃料元件表面温度不超过安全

限制ꎮ

２.４　 计算结果分析

在极端事故工况下ꎬ反应堆出现失流事故时ꎬ最关键就是保证导出堆芯内的剩余释热ꎬ防止燃料

元件超过燃料元件的最高壁温安全限值ꎮ 计算获得此时投入 ＨＦＥＴＲ 移动应急供水装置后的热盒燃

料元件的包壳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热盒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由图 ４ 可知ꎬ在 ０ ｓ 时刻发生一二回路失流事故ꎬ反应堆出外电源失电保护信号ꎬ触发反应堆自动

停闭ꎬ四台主泵开始惰转ꎬ在短时间内维持导出堆芯剩余释热ꎬ随着惯性流量的降低ꎬ燃料元件的温度

逐渐增加ꎬ在 ３３０ ｓ 开始流量反转ꎬ由于流量反转时刻ꎬ燃料元件内的流量为零ꎬ导致元件温度快速上

升ꎬ峰值温度为 １７７ ℃ꎬ当流量反转完成了ꎬＨＦＥＴＲ 堆内形成自然循环导出燃料元件内的剩余释

热[ ５ ]ꎮ 在 ３ ６００ ｓ 投入 ＨＦＥＴＲ 多级式移动应急供水装置ꎬ包壳的温度随着压壳内的冷却剂温度上升

而缓慢上升ꎬ经过一段时间后ꎬ燃料元件的包壳温度基本稳定在 １９７.５ ℃附近ꎬ考虑 ２３.６ ℃的工程因

子后ꎬ燃料元件的最高包壳温度为 ２２１.１ ℃ꎬ该温度峰值低于燃料包壳最高壁温的安全限值ꎮ 计算结

果表明ꎬ在极端事故工况且压力边界完整的情况下ꎬＨＦＥＴＲ 移动应急供水装置利用乏燃料池作为热

井ꎬ完全能够导出堆芯剩余释热ꎮ

３　 结论

通过系统热工水力分析软件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 对事故工况下 ＨＦＥＴＲ 投入移动应急供水装置的情

况建模ꎬ并对模型进行验证ꎬ确保了所建立模型的正确性ꎬ并利用该模型分析计算了移动供水装置在

多重事故叠加且反应堆压力边界完整情况下导出堆芯剩余释热能力ꎬ结果表明在此情况下ꎬ及时投入

移动应急供水装置能够保证 ＨＦＥＴＲ 燃料包壳最高壁温不高于安全限值ꎬ从而保证反应堆的安全ꎮ 同

时ꎬ该装置在应对多重事故叠加工况下的设计有效性得以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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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电厂仪表和控制(以下简称“仪控”)系统能够触发反应堆停堆以及其他维持反应堆处于安全稳定状态所必须

地安全功能ꎮ 低可靠性的仪控系统会给核电厂安全运行带来风险ꎮ 如何确保仪控系统设计的多样性、冗余性水平满

足反应堆安全要求是新堆型设计时的关注焦点之一ꎮ 然而ꎬ随着仪控系统冗余度和多样性水平的增加ꎬ核电厂建造成

本也会随之增加ꎮ 因此ꎬ如何获得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平衡是仪控系统设计中的难点ꎮ 本文研究了概率安全评价

(ＰＳＡ)分析工具应用于核电厂仪控系统设计的通用方法和准则ꎬ并应用相关方法进行了国内某小型堆仪控系统的优

化设计ꎬ实现了小型堆仪控系统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平衡设计ꎮ
关键词:概率安全评价ꎻ仪控系统设计ꎻ故障树ꎻ风险指引

仪控系统可以提供核电厂控制、保护、监督和监测功能ꎬ以保障核电厂的安全、可靠运行ꎮ 仪控系

统在核电厂中发挥了神经中枢的作用ꎬ不合格的仪控系统将影响安全功能的顺利实现ꎮ 核电厂仪控

设计人员应确保核电厂仪控系统整体架构和安全重要的仪控系统设计满足核电厂总的安全目标ꎮ 因

此ꎬ仪控系统设计应符合反应堆安全要求的特定设计原则ꎬ如独立性、冗余性、多样性等[１]ꎮ
这些设计原则有助于实现安全目标ꎬ但是随着系统冗余性、多样性水平的增加ꎬ核电厂建造成本

也会随之增加ꎮ 因此ꎬ如何进行优化设计ꎬ如何做出设计决策ꎬ如何最终设计一个可靠性和成本效益

兼具的仪控系统ꎬ这些疑问需要在仪控系统设计过程中进行解答ꎮ
概率安全评价可以解决仪控设计中的这些问题ꎮ ＰＳＡ 方法是一种系统性的定量风险评估方法ꎬ

它被广泛应用于风险和可靠性评价ꎮ ＰＳＡ 可用于定量评估仪控系统的可靠性水平以及仪控系统的可

靠性水平与其安全重要度是否匹配ꎮ 本文调研了国内核电厂仪控系统设计适用的评估准则和评估方

法ꎬ同时应用相关方法实现了国内某新设计小型堆的仪控系统风险指引型设计[２]ꎮ 小型堆由于一回

路一体化 /紧凑设计能大幅降低冷却剂流量丧失事故(ＬＯＣＡ)发生的可能性ꎬ安全性能能得到一定提

升ꎮ 堆芯功率降低也导致单堆事故源项后果更小ꎮ 但由于小型堆其他大量系统设备配置与大堆近似

难以省略ꎬ因此单位功率造价成本相对大堆一般更高ꎮ 小型堆偏高的经济成本也是阻碍小型堆市场

化的重要障碍ꎮ 在反应堆本身安全特性的提升ꎬ其他系统配置是否能简化设计也是小型堆设计的重

要议题ꎮ 小型堆仪控设计人员最初提出了四种仪控系统设计方案ꎬ相关设计如表 １ 所示ꎮ 四种设计

方案具备不同的可靠性和经济性水平ꎮ 仪控设计人员需要确定何种设计方案的可靠性水平能符合安

全要求ꎮ ＰＳＡ 回答了仪控设计人员的疑问ꎬ并为仪控系统设计提供了定量化风险见解ꎬ对后续仪控设

计方案的确定与优化提供了指导ꎮ
表 １　 仪控设计比选方案

编号 设计特征 建造成本 可靠性水平

１ 反应堆保护和监测系统(ＰＭＳ)四通道设计ꎬ有多样化驱动系统(ＤＡＳ)设计 高 高

２ ＰＭＳ 四通道设计ꎬ无 ＤＡＳ 设计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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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设计特征 建造成本 可靠性水平

３ ＰＭＳ 三通道设计ꎬ有 ＤＡＳ 设计 中 中

４ ＰＭＳ 三通道设计ꎬ无 ＤＡＳ 设计 低 低

１　 评估准则

国家核安全局于 ２００６ 年发布了核安全导则«核电厂安全评定与验证»(ＨＡＤ １０２—１７)ꎬ为核电厂

设计安全评价提供了官方指南指导ꎮ 参考该导则ꎬ反应堆设计者可以应用概率论、确定论等安全分析

工具对反应堆设计进行安全评价ꎮ 从确定论定性判断的角度ꎬ所有四种仪控系统设计方案均符合单

一故障、纵深防御等设计原则ꎮ 而从概率安全分析的角度ꎬ需要用概率安全评价的方法评价来定量确

定反应堆仪控系统设计方案是否符合确定的风险可接受准则ꎬ是否保证了设计的平衡性ꎮ “核动力厂

的安全决策既应该考虑确定论分析的结果ꎬ也应该考虑概率安全分析的结果ꎮ 这应该是一个反复迭

代的过程ꎬ目的在于保证核动力厂满足国家的核安全要求和准则ꎬ并且其设计是平衡的ꎬ风险是合理

可行尽量低的”ꎬ“当概率安全分析是为了帮助作出下列判断时ꎬ则应该制定概率安全准则ꎬ以便为设

计单位、营运单位和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提供关于对核动力厂所要求的安全水平的指导ꎬ例如:①计

算的风险是可接受的ꎻ②核动力厂的设计和运行的变更建议是可接受的ꎻ③需要变更设计以降低风险

水平” [３]ꎮ
从设计方案是否符合风险可接受准则的角度ꎬＨＡＤ １０２—１７ 明确了适用于我国新建核电厂的定

量的概率安全目标“按照所计算的后果的级别ꎬ概率安全分析将给出在不同级别上的风险量的数值ꎮ
可以采用下列风险量设定概率安全准则ꎬ必要时ꎬ也可包括:堆芯损坏频率(一级)ꎻ放射性物质从核动

力厂的某种特定的释放(即数量、同位素)的频率ꎬ或作为数值大小的函数的频率(二级)”ꎬ“关于堆芯

损坏频率(ＣＤＦ)的目标是对新的核动力厂ꎬ每堆年 １０－５”ꎬ“关于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ＬＲＦ)的目

标是对新的核动力厂ꎬ每堆年 １０－６”ꎮ 本文新堆型的设计同样要符合这些安全要求[３]ꎮ
从设计平衡性的角度ꎬＨＡＤ １０２—１７ 对设计方案提出以下要求ꎬ“概率安全分析应该确定安全系

统是否具有足够的多重性和多样性ꎬ核动力厂是否具有足够的纵深防御ꎬ以及核动力厂整体设计是否

平衡等ꎮ 在平衡的设计中概率安全分析应该表明:①不存在对风险会造成不成比例的高贡献的特定

的设计ꎻ②不存在对风险会造成不成比例的高贡献的始发事件组ꎻ③核动力厂达到的总的低风险不取

决于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的贡献ꎻ④防御的前两个层次起到了安全的主要作用ꎻ⑤在每一个防御层次

内ꎬ没有一个安全系统比其他的安全系统具有不相称的较大的重要性ꎮ 缺乏平衡的设计通常意味着

还存在合理可行的降低风险的可能ꎮ”根据相关要求ꎬ需要应用 ＰＳＡ 分析设计方案中是否有导致风险

不平衡的状况或重要性特别突出的安全系统设备出现ꎬ是否有从其他角度合理可行降低风险的可

能性[３]ꎮ

２　 评价流程

在 ＨＡＤ １０２—１７ 与 ＲＧ１.１７４[ ４ ]中提供了设计风险评价适用的评价流程ꎬ下文将参考相关评价流

程分三步进行设计改进评价:①确定新堆型各个设计方案适用的评价模型ꎻ②应用该模型进行仪控系

统设计评价ꎬ并与风险可接受准则进行比较ꎻ③分析评价中的不确定性与其他风险见解ꎬ形成评价

结论ꎮ

３　 模型开发

当导致核电厂事故的始发事件发生后ꎬ相关安全系统需要投运以缓解事故ꎮ 核电厂安全系统由

仪控系统驱动ꎬ仪控系统的可靠性水平决定了仪控系统正常投运的成功率ꎮ 因此ꎬＰＳＡ 模型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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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统和仪控系统设计对可靠性的影响ꎮ 同时ꎬ仪控系统本身也可能由于失效或误触发导致始发

事件发生ꎮ 因此ꎬＰＳＡ 建模应考虑仪控系统可靠性对风险影响的两个方面:①仪控系统可靠性对事故

缓解的影响ꎻ②仪控系统可靠性对始发事件的影响ꎮ
本研究中ꎬ通过一级 ＰＳＡ 对不同仪控设计导致的堆芯损伤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ꎮ 通过系统分析

对安全系统和仪控系统的可靠性进行评估ꎮ 通过始发事件分析对不同仪控设计对始发事件的影响进

行评估ꎮ 系统分析与始发事件分析都需要定量分析仪控系统故障的概率ꎬ主流的系统故障定量化分

析方法是故障树分析(ＦＴＡ)方法ꎮ ＦＴＡ 通过对不期望事件进行逻辑分析以识别导致不期望事件的发

生原因与发生概率ꎮ 本研究中针对安全功能相关的仪控信号定义了名为顶事件的不期望事件如表 ２
所示ꎬ这些顶事件失效可能会导致始发事件或者影响事故中对应安全功能的投运ꎮ 系统 ＦＴＡ 针对仪

控系统配置和运行特点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建立了仪控系统故障树ꎮ 这些故障树根据仪控系统的逻

辑图发现了导致顶层事件发生的各种可能因素ꎬ明确了顶事件和各设备组件失效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并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ꎬ找出了导致故障树顶事件的潜在风险因素与各仪控设计可靠性水平ꎮ

表 ２　 仪控信号清单

监测系统 信号清单

ＲＣＳ

环路中热段和冷段流量ꎻ
热段、冷段窄量程温度ꎻ
稳压器窄量程液位ꎻ

稳压器压力ꎻ
反应堆冷却剂泵转速ꎻ

反应堆冷却剂泵轴承水温ꎻ
稳压器宽量程压力

ＳＧＳ 反应堆脱扣、安全注入启动和蒸汽管线隔离等安全相关的信号

主蒸汽管道隔离

两个回路中一个蒸汽管线压力低ꎻ
两个回路中一个蒸汽压力突降ꎻ

任一一回路冷管段冷却剂温度低ꎻ
手动触发

安全壳隔离

稳压器压力低ꎻ
主蒸汽管线压力低ꎻ

反应堆冷却剂温度低ꎻ
安全壳内压力高ꎻ

手动触发

高压安注
一回路压力低ꎻ
一回路温度低

低压安注 直接注入及再循环注入所需信号

图 １ 为 ＳＧ 水位信号触发反应堆停堆的逻辑图ꎮ 图 ２ 显示了基于仪控信号逻辑图模化的仪控信号

故障树模型ꎮ 模型根据信号逻辑图模拟了 ＳＧ 水位信号不能成功触发反应堆停堆的可能途径ꎮ 在模型

中考虑了常见的失效原因以及设备共因失效的影响ꎬ各设备可靠性数据基于国内近似堆型采集的可靠性

数据ꎮ 始发事件频率也通过故障树进行了评估ꎮ 未能紧急停堆的预期瞬态(ＡＴＷＳ)事故始发事件频率

由仪控系统触发反应堆停堆失效的概率确定ꎮ 在始发事件分析中同时也还需要考虑仪控系统误触发可

能导致的始发事件ꎮ 首先ꎬ在始发事件分析中通过故障模式与效应分析(ＦＭＥＡ)对仪控系统误触发可能

导致的始发事件清单进行定性筛选ꎮ 自动泄压系统和主蒸汽管线安全阀的误启动是通过始发事件筛选

后需要考虑的主要始发事件ꎮ 相关始发事件频率也应用 ＦＴＡ 方法进行了定量化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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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ＳＧ 水位低低信号触发停堆逻辑图

图 ２　 １ 通道 ＳＧ 水位低低信号故障树

４　 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小型堆四类仪控设计方案的内部事件堆芯损伤频率(ＣＤＦ)进行了定量评估ꎬ并对结果

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ꎬ将其与风险可接受准则进行比较ꎬ讨论了不同设计方案对风险平衡性的

影响ꎮ
表 ３　 各仪控设计方案对内部事件 ＣＤＦ 的贡献

编号 设计方案 内部事件 ＣＤＦ

１ ＰＭＳ 四通道设计ꎬ有 ＤＡＳ 设计 ２.８２×１０－６ /堆年

２ ＰＭＳ 四通道设计ꎬ无 ＤＡＳ 设计 ３.０２×１０－６ /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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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设计方案 内部事件 ＣＤＦ

３ ＰＭＳ 三通道设计ꎬ有 ＤＡＳ 设计 ３.２９×１０－６ /堆年

４ ＰＭＳ 三通道设计ꎬ无 ＤＡＳ 设计 ３.６５×１０－６ /堆年

仪控系统中通常设计有 ＰＭＳ 系统来触发专设安全设施ꎮ 为了保证信号触发路径的冗余ꎬＰＭＳ 一

般会设计多条信号通道ꎮ 在一些堆型设计中会设计有 ＤＡＳ 系统以作为 ＰＭＳ 系统的多样化备份ꎬ来提

高仪控系统整体的可靠性水平ꎮ
有无 ＤＡＳ 设计的影响可以通过对比 １、２ 号设计方案的风险评价结果获得ꎮ １ 号设计的内部事件

ＣＤＦ 为 ２.８２×１０－６ /堆年ꎬ２ 号设计的内部事件 ＣＤＦ 为 ３.０２×１０－６ /堆年ꎬＣＤＦ 增量(ΔＣＤＦ)为 ２.００×
１０－７ /堆年ꎬ增加比例 ７.０９％ꎮ 本分析仅考虑了内部事件对 ＣＤＦ 的贡献ꎮ 参考以往分析经验ꎬ考虑内

部事件在总 ＣＤＦ(同时考虑内部事件和火灾、地震等外部事件风险)贡献中的占比ꎬ总 ＣＤＦ 预计仍将

低于概率安全目标(ＣＤＦ<１×１０－５ /堆年)ꎮ 对比分析设计 １ 与设计 ２ ＣＤＦ 贡献基本事件重要度排

序ꎬ发现反应堆停堆断路器对于反应堆是否成功停堆起到了关键作用ꎮ 相对于设计 １ꎬ设计 ２ 中基本

事件“反应堆停堆断路器共因失效”重要度排序大幅增加ꎮ 设计 ２ 中该基本事件重要度排序在第 ２００
位ꎬ而在设计 １ 中排序第 ７ 位ꎬＦＶ 重要度为 ５.５３×１０－２ꎮ 这是由于 ＤＡＳ 可以为反应堆在停堆断路器之

外提供备用的多样化停堆手段ꎮ ＤＡＳ 系统可通过停堆信号触发控制棒棒控系统电源柜断电来实现反

应堆多样化停堆ꎮ 对设计 １ ＣＤＦ 的主要贡献始发事件为丧失场外电(ＬＯＯＰ)和丧失热阱(ＬＯＨＳ)ꎬ在
设计 １ 中分别占比 ５２.１２％和 ２３.８％ꎮ 它们在设计 ２ 中仍然占据主要贡献ꎬ但是贡献份额变化为 ４８.
４１％和 ２２.１％ꎬＡＴＷＳ 贡献份额从 ０.８１％增加到 ７.１０％ꎮ

通过比较设计 １ 和设计 ３ 风险评估结果ꎬ可以分析三 /四通道 ＰＭＳ 设计对风险的影响ꎮ 表 ４ 显示

了三通道 ＰＭＳ 设计时可自检故障的逻辑降级影响ꎮ 设计 １ 内部事件 ＣＤＦ 为 ２.８２×１０－６ /堆年ꎬ设计

３ 内部事件 ＣＤＦ 为 ３.２９×１０－６ /堆年ꎬ对应 ΔＣＤＦ 为 ４.７０×１０－７ /堆年ꎬ增加 １６.７％ꎮ 参考以往分析

经验即使考虑外部事件对 ＣＤＦ 的贡献ꎬ总 ＣＤＦ 预计仍将低于概率安全目标(ＣＤＦ<１×１０－５ /堆年)ꎮ
基本事件“安全壳压力传感器二阶共因失效”在设计 １ 中排序第 ３３ 位(ＦＶ ＝ ０.０１８)ꎬ在设计 ３ 中排序

第 １４ 位(ＦＶ ＝ ０.０２９)ꎬ风险重要度增加最为显著ꎮ 这是由于设计 ３ 中信号通道减少ꎬ信号通道故障

准则由四取三变为三取二ꎮ 与设计 １ 相比ꎬ设计 ２ ＬＯＯＰ 与 ＬＯＨＳ 始发事件对 ＣＤＦ 贡献份额为

５０ １１％和 ２２ ９％ꎬ而大 ＬＯＣＡ 事故对 ＣＤＦ 贡献占比由 ４.４％增加到 ６.０５％ꎮ

表 ４　 可自检故障逻辑降级影响

发生可自检故障通道数 判断逻辑 不可自检故障的失效准则

０ ２ / ３ ２

１ １ / ２ ２

２ — ０

设计 ４ 与设计 １ 的评估结果也进行了比较分析ꎮ 在设计 ４ 中ꎬＬＯＯＰ 贡献份额为 ４４.８％ꎬＬＯＨＳ 贡

献份额为 ２０.５％ꎬＡＴＷＳ 贡献份额为 １０.９６％ꎮ 相比设计 １ꎬ设计 ４ 中基本事件“反应堆停堆断路器共因

失效”和“安全壳压力传感器二阶共因失效”重要度增加明显ꎮ

５　 不确定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建造故障树对安全相关仪控系统的可靠性进行分析ꎬ通过内部事件 １ 级 ＰＳＡ 对不同

仪控设计方案的堆芯损坏风险进行评估ꎮ 相关模型根据仪控设计特征进行模化ꎮ 输入模型的设备可

靠性数据基于国内近似堆型中采集的实际设备可靠性数据ꎮ 总的评估质量是可接受的ꎬ但是ꎬ目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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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仅详细评估了内部事件导致的堆芯损坏风险ꎮ 外部事件堆芯损坏风险的影响程度也需要进行评

估ꎮ 通常ꎬ对合规核电厂厂址选址ꎬ地震、海啸等外部事件对风险的贡献远低于内部事件ꎬ而火灾风险

影响相对较高ꎮ 如果仪控系统设计过程中不考虑火灾影响ꎬ火灾可能导致多个信号通道同时失效ꎮ
在 ＰＳＡ 模型中考虑仪控系统中两仪控信号通道不进行隔离设计ꎬ存在火灾同时失效的可能性ꎬ则设计

２ ＣＤＦ 将达到到 １.２６×１０－５ /堆年ꎬ设计 ４ ＣＤＦ 将达到到 ６.１５×１０－４ /堆年ꎮ 因此ꎬ对于地震、海啸等

外部灾害风险可以通过优化核电厂厂址选址进行控制ꎮ 对于内部火灾风险ꎬ仪控系统在设计时必须

遵循仪控系统各列隔离布置的准则ꎬ不同信号通道必须布置在不同防火隔间ꎮ

６　 结论

本文对 ＰＳＡ 在仪控系统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ꎮ 核电厂大部分安全功能依赖于仪控系统驱

动ꎬ仪控系统设计对核电厂安全有重要影响ꎮ 然而ꎬ过高的可靠性设计带来的安全收益边际效应递

减ꎬ过度冗余、多样化的仪控设计给核电厂的建造成本也会带来负担ꎮ 基于 ＰＳＡ 技术ꎬ本课题研究了

ＰＳＡ 技术应用于仪控系统设计的评估方法ꎬ并应用相关方法辅助指导了国内某小型堆仪控设计ꎬ并形

成若干有意义的结论ꎮ
参考国内 ＣＤＦ 的数值概率安全目标ꎬ对于小型堆所有四种仪控设计均符合 ＨＡＤ１０２－１７ 的要求ꎮ

因此ꎬ设计 ４ 在具备最佳成本效益的同时ꎬ仍然保证了核电厂的概率安全目标ꎮ 本研究对内部事件风

险进行了详细建模评估ꎬ在不确定性分析中对外部事件主要是火灾风险对 ＣＤＦ 的影响进行了评估ꎮ
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ꎬ只要核电厂厂址设计合理ꎬ仪控系统设计遵循隔离布置的原则ꎬ就可以有效

地控制外部事件的风险贡献ꎮ
本研究同时评估分析了小型堆四类仪控设计方案的平衡性ꎮ 四类设计的分析结果均表明ꎬ对

ＣＤＦ 的主要贡献始发事件是 ＬＯＯＰ 和 ＬＯＨＳꎬ它们对 ＣＤＦ 贡献份额几乎达到了 ７０％ꎮ 因此ꎬ后续堆型

深化设计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电源系统ꎬ设备冷却水系统及相关规程的优化设计ꎮ 在设计 ２ 和设计 ４
中ꎬＡＴＷＳ 的风险贡献也很突出ꎮ 这是由于在取消 ＤＡＳ 的仪控设计方案中ꎬ“反应堆停堆断路器共因

故障”基本事件风险重要度大幅增加ꎮ 由 ＤＡＳ 提供的多样性停堆手段可以有效降低 ＡＴＷＳ 事故的风

险水平ꎮ 因此ꎬ在未来进一步的小型堆仪控设计中ꎬ从总的概率安全目标满足的角度ꎬ可以取消 ＤＡＳ
设计ꎬ但从设计平衡性的角度ꎬ我们仍然强烈建议在整体仪控设计中保留多样性停堆手段ꎬ以降低

ＡＴＷＳ 事故的风险ꎮ 对仪控系统不同信号通道的设计研究表明ꎬ与四通道 ＰＭＳ 设计相比ꎬ除大 ＬＯＣＡ
事故时安全壳压力传感器共因失效外ꎬ在三通道 ＰＭＳ 设计中没有额外新增不平衡的风险贡献项ꎮ 因

此ꎬ后续仪控设计可以考虑主体仪控系统采用三通道设计ꎬ对安全壳压力信号采用四通道设计ꎮ
本研究中ꎬ仪控系统设计师与 ＰＳＡ 分析人员协作进行仪控设计ꎮ ＰＳＡ 分析人员根据仪控系统设

计师提出的仪控设计方案进行风险评估ꎬ仪控系统设计师根据 ＰＳＡ 分析人员的风险见解对仪控设计

进行优化ꎮ 通过风险指引型的迭代设计与优化ꎬ最终ꎬ本研究实现了可靠性与成本效益兼具的仪控系

统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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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涛(１９８９—)ꎬ男ꎬ四川人ꎬ工程师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热工水力及安全分析研究工作

摘要:本文以中国典型压水堆为研究对象ꎬ采用严重事故系统分析程序 ＭＡＡＰ 进行建模ꎬ分析了全场断电叠加小破口

事故下的氢气源项及氢气在安全壳不同隔间的分布情况ꎻ根据分析结果ꎬ选择氢气聚集的安全壳穹顶空间为研究对

象ꎬ利用 Ｓｈａｐｉｒｏ 图准则对该事故下安全壳穹顶空间内的氢气风险进行了评估ꎬ得到了事故不同阶段的氢气燃烧及爆

炸风险ꎮ 基于风险分析结果ꎬ出于保守考虑ꎬ选择了事故发生后 ７ ９３１６ ｓ 时刻安全壳穹顶空间内的可燃混合气体为分

析对象ꎬ以该时刻下 ＭＡＡＰ 程序计算结果为初始条件ꎬ利用自主开发的氢气爆炸数值分析程序 ＤＥＴＡＣ 进行了氢气爆

炸数值分析ꎬ详细描述了穹顶空间内氢气爆炸过程中冲击波的传播过程ꎬ并得到了安全壳穹顶壁面处受到的最大压力

载荷(２.４２ ＭＰａ)和最大温度载荷(２ ２６３ Ｋ)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在假想的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下ꎬ安全壳穹顶空间

存在爆炸风险ꎬ氢气爆炸产生的压力载荷和温度载荷对安全壳的完整性具有较大威胁ꎮ
关键词:压水堆ꎻ氢气分布ꎻ风险分析ꎻ氢气爆炸ꎻ数值模拟

压水堆严重事故过程中锆包壳与水蒸气反应、堆芯熔融物与混凝土反应等过程均会产生大量氢

气ꎬ这些氢气与安全壳内的空气、水蒸气等气体混合形成可燃混合气体ꎬ并在安全壳隔间内流动、聚
集[１]ꎮ 尽管目前压水堆采用了许多氢气缓解措施(如氢气复合器、氢气点火器等)ꎬ但这些措施不能完

全排除氢气发生爆炸的可能性ꎮ 如果处于爆炸极限范围的氢气发生爆炸ꎬ爆炸过程中的压力载荷和

温度载荷将会破坏安全壳内的安全系统设备ꎬ并威胁安全壳的完整性ꎮ 因此ꎬ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ꎬ针对中国典型压水堆ꎬ分析假想的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下的氢气爆炸现象ꎮ

１　 氢气行为及风险分析

１.１　 氢气源项及分布分析

对中国典型压水堆反应堆进行了建模ꎬ由于篇幅所限ꎬ本文对堆芯及回路不做详细介绍ꎮ 根据安

全壳内隔间之间的连通情况ꎬ对安全壳进行了简化ꎬ划分了 １４ 个节点ꎬ包括了堆坑、安全壳底部空间、
安全壳环廊、设备隔间、主泵隔间、蒸汽发生器隔间、稳压器隔间、安全壳上部空间以及安全壳穹顶等ꎬ
如图 １ 所示ꎮ 在模拟过程中ꎬ氢气点火器、氢气复合器等氢气缓解措施不投入运行ꎮ

在计算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下氢气源项之前ꎬ必须对建立的核电厂模型进行稳态调试ꎬ选取

稳压器压力、堆芯进出口温度等参数作为参考量ꎬ比较 ＭＡＡＰ [２] 计算得到的稳定值和设计值ꎮ 计算时

间为 ２ ０００ ｓꎬ计算过程中ꎬ堆芯进出口温度、稳压器压力和二次侧水位等参数均能够保持稳定ꎬ稳定值

与设计值之间的对比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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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安全壳节点划分

１—堆坑下部空间ꎻ２—安全壳底部空间ꎻ３—设备隔间(０ 米标高空间)ꎻ４—堆坑上部空间ꎻ５、６ 和 ７—蒸汽发生器隔间ꎻ
８、９ 和 １０—主泵隔间ꎻ１１—稳压器隔间ꎻ１２—安全壳环廊空间ꎻ１３—安全壳中上部空间ꎻ１４—安全壳穹顶空间

表 １　 稳态参数计算值与设计值的比较

参数 设计值 计算值 偏差 / ％

反应堆功率 / ＭＷ ２ ８９５ ２ ８９５ ０.０

堆芯入口温度 / Ｋ ５６６.２５ ５６５.６ ０.１

堆芯出口温度 / Ｋ ６０１.４５ ６０１.９ ０.０

堆芯平均温度 / Ｋ ５８３.８５ ５８５ ０.２

稳压器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５ １５.５ ０.０

单环路流量 / (ｋｇ∙ｓ－１) ４ ７０１.５ ４ ５５８.６ ３.０

蒸汽发生器压力 / ＭＰａ ６.８９ ６.８９ ０.０

蒸汽发生器水位 / ｍ １３.０７ １３.０７ ０.０

ＳＧ 出口蒸汽流量 / (ｋｇ∙ｓ－１) ５３８.３ ５３７.１ ０.２

安全壳压力 / ＭＰａ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

在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计算过程中ꎬ假设事故发生在 ３００ ｓꎬ此时反应堆触发停堆信号ꎬ主泵

惰转ꎬ主给水系统关闭ꎬ辅助给水系统失效ꎮ 事故过程中的氢气产生量如图 ２ 所示ꎬ堆内的氢气主要

由锆水反应产生ꎬ锆水反应在约 １６ ９８９ ｓ 时停止ꎬ此时产生的氢气总量约 ３２５.２ ｋｇꎮ 堆外的氢气主要

由 ＭＣＣＩ 过程产生ꎬ此过程发生在 １９ ３９０ ｓ 左右ꎮ 截止 ８０ ０００ ｓ ꎬＭＣＣＩ 过程总共产生约 １ ０２７ ｋｇꎮ
图 ３ 所示是穹顶空间内的气体份额ꎮ 水蒸气由于喷淋作用而被冷凝ꎬ水蒸气份额迅速降低ꎻ水蒸

气体积份额的降低导致其余气体体积份额的上升ꎬ但是由于此时穹顶空间内的氢气量较少ꎬ氢气体积

份额上升不明显ꎮ 随着部分喷淋水的蒸发ꎬ穹顶空间内的水蒸气份额开始回升ꎬ当产生的氢气进入到

穹顶空间ꎬ使得氢气体积份额上升ꎮ 随着事故的进行ꎬ产生的氢气不断聚集在安全壳穹顶空间内ꎬ水
蒸气和氧气的体积份额逐渐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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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氢气产生量

图 ３　 穹顶隔间 １４ 中水蒸气、氢气和氧气份额

１.２　 氢气风险分析

图 ４ 所示的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下安全壳穹顶内的氢气风险分析ꎮ 图中的可燃极限曲线和

爆炸极限曲线均根据 Ｓｈａｐｉｒｏ 图准则[３]得到ꎬ而黑色散点则代表不同时刻下安全壳穹顶内的可燃混合

气体组成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在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过程中ꎬ安全壳穹顶空间不同时刻对应着不

同的氢气风险ꎮ 结合图 ３ 进行分析ꎬ截止 １４ ２８０ ｓꎬ由于锆水反应产生的氢气较少ꎬ且安全壳穹顶空间

内聚集大量的水蒸汽ꎬ此时安全壳穹顶空间内的混合气体处于可燃区间之外ꎬ可以排除穹顶发生燃烧

甚至爆炸的可能性ꎮ 随着锆水反应以及 ＭＣＣＩ 过程的进行ꎬ产生的氢气不断聚集与穹顶空间内ꎬ氢气

浓度逐渐上升ꎬ而喷淋作用降低了水蒸气浓度ꎬ导致穹顶空间内的混合气体处于可燃区域ꎬ存在燃烧

及火焰加速的可能性ꎮ 在 ６６ ６９６ ｓ 之后ꎬ穹顶空间内的可燃混合气体已经满足爆轰极限ꎬ如果安全壳

穹顶空间内存在高能量点火源ꎬ则穹顶空间内则可能形成直接爆轰ꎮ 因此ꎬ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

下安全壳穹顶空间内存在氢气爆炸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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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氢气爆炸风险分析

２　 安全壳穹顶内氢气爆炸模拟

２.１　 建模及网格划分

在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过程中ꎬ产生的氢气最终聚集在安全壳穹顶内ꎬ根据 １.２ 节的分析ꎬ出
于保守考虑ꎬ选择 ７９ ３１６ ｓ 时刻安全壳穹顶空间内的可燃混合气体为研究对象ꎮ 在 ＭＡＡＰ 建模过程

中ꎬ研究对象的几何空间为安全壳椭球形穹顶以及高为 ６.６ ｍ、直径为 １８.０ ｍ 的圆柱形空间ꎬ如图

５(ａ)中方框部分ꎮ 在进行建模及网格划分ꎬ为了便于计算ꎬ本文对研究对象作出以下假设:①忽略安

全壳穹顶空间内的吊车等结构ꎬ穹顶内无障碍物存在ꎻ②根据计算对象的对程序ꎬ为了减少计算量ꎬ将
计算区域简化为二维情况ꎬ计算穹顶空间中心平面内的氢气爆炸特性ꎻ③假设穹顶空间内混合气体均

匀分布ꎬ计算域内不存在氢气分层现象ꎮ
本文采用自主开发的 ＤＥＴＡＣ 程序[４]进行氢气爆炸模拟ꎬ对计算区域进行网格划分ꎬ最大网格尺寸

为 ０.０１ ｍꎬ其网格划分如图 ５(ｃ)所示ꎮ ７９ ３１６ ｓ 时刻穹顶空间的压力为 ０.２７ ＭＰａꎬ温度约为３６５.３ Ｋꎬ水
蒸气体积份额为 ２３.８％ꎬ氢气体积份额为 ２０.７％ꎬ氢气与氧气的化学当量比约为 １.０ꎬ点火如图 ５(ｂ)所示ꎬ
点火压力为 ２.０ ＭＰａꎬ温度为 ２ ５００ Ｋꎮ 穹顶及侧面为壁面边界条件ꎬ下部为外推边界条件ꎮ 计算过程中

的阿伦尼乌斯公式中的系数为:Ａｒ ＝１００ ０００.０、β＝０、Ｅａ ＝３７ ０００.０ Ｊ / ｋｇ 和 Ｔｃｒ ＝６００ Ｋꎮ 监测点的位置如图

５(ｂ)所示ꎬ其中监测点 １~９ 位于以点火器 Ｐ 点为圆心ꎬ角度分别为 ０°、３０°、４５°、６０°、９０°、１２０°、１３５°、１５０°
和 １８０°的壁面处ꎻ点 １０~１２ 位于点火区下方 ３.３ ｍ 的高度处ꎬ点 １０ 和 １２ 分别位于左右侧壁面位置ꎬ点 １１
位于中心位置ꎮ

２.２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２.２.１　 冲击波的传播

穹顶空间内氢气爆炸过程中冲击波的传播过程如所图 ６ 示ꎮ 在 ｔ ＝ ０.０ ｓ 时ꎬ安全壳穹顶空间内的

混合气体均匀分布ꎬ其压力、温度及浓度由 ＭＡＡＰ 程序计算结果给出ꎮ 此时ꎬ假设穹顶空间内存在高

能点火源ꎬ如图 ６(ａ)所示ꎬ该点火源能量足够高从而引起穹顶空间内的氢气发生爆炸ꎮ 从图 ６(ｂ)可
以看出ꎬ在点火之后的很短时间内ꎬ点火区域附近无障碍物的存在ꎬ冲击波以球面波的形式向未反应

区传播ꎮ 在该时刻ꎬ冲击波断面附近处的压力最大ꎬ其值约为初始压力的 ７.３ 倍ꎮ 当 ｔ ＝ ２.９６×１０－３ ｓ
时ꎬ向上传播的冲击波已与穹顶壁面发生碰撞ꎬ冲击波经过壁面的反射之后向相反方向传播ꎬ此时穹

顶空间内最大载荷出现在碰撞壁面附近ꎬ且最大压力峰值大于冲击波自由传播的最大压力峰值ꎮ 从

图 ６(ｄ)可以看出ꎬ此时冲击波传播至计算区域的右边界与下边界位置ꎬ由于右边界为穹顶空间的右

侧壁面ꎬ冲击波与壁面发生碰撞ꎬ从而使得该壁面的压力载荷增大ꎮ 而计算区域的下边界无壁面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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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安全壳结构及计算域网格划分

在ꎬ因此在下边界处冲击波穿过此边界继续向下传播ꎮ 在 ｔ＝ ７.６×１０－３ ｓ 时ꎬ冲击波已到达穹顶空间右

侧的各处ꎬ此时由于冲击波与右侧壁面碰撞产生反射波的存在ꎬ使得此时穹顶空间内的最大压力载荷

出现在右侧壁面附近ꎬ约为 ２.２ ＭＰａꎮ 随着右侧区域反射波的不断碰撞ꎬ反射波能量不断损耗ꎬ且右侧

区域缺少化学反应能量的供应ꎬ此时右侧区域的压力逐渐降低ꎬ最大压力载荷偏移到向左传播的冲击

波断面与壁面碰撞的位置ꎬ如图 ６(ｆ)所示ꎮ 在 ｔ＝ ８.３４×１０－３ ｓ 时ꎬ穹顶空间内的最大压力载荷出现在

３７°穹顶壁面附近ꎬ此时的最大载荷约为 ２.１ ＭＰａꎬ冲击波与左侧穹顶的壁面发生碰撞ꎬ产生的反射波

推动冲击波向左下方传播ꎬ导致冲击波的球面发生变形ꎬ上方的冲击波传播较快ꎬ而下方的冲击波由

于缺少反射波的推动传播相对滞后ꎮ 从图 ６(ｈ)可以看出ꎬ此时冲击波已经传播到穹顶空间的左侧ꎬ
并与左侧壁面发生碰撞ꎮ 此时ꎬ穹顶空间空间内的氢气已经被消耗到一个很低的浓度ꎬ化学反应的能

量不足以产生新的冲击波ꎬ此时穹顶空间内仅剩下反射波的传播与碰撞ꎬ空间内的压力场分布比较混

乱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穹顶空间内的压力趋于稳定ꎮ
２.２.２　 载荷分析

图 ７ 所示的是穹顶壁面沿不同角度的最大压力和温度载荷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当穹顶空间内的

氢气爆炸在点火位置引发时ꎬ爆炸过程中穹顶空间顶部最大载荷出现在角度为 ０°的壁面ꎬ峰值压力为

２.４２ ＭＰａꎬ最小的压力载荷出现在角度约 １５０°的壁面位置处ꎬ此处的最大压力载荷为 １.９７ ＭＰａꎬ穹顶

各处的最大压力载荷之差为 ０.４５ ＭＰａꎬ最大的压力峰值约为初始压力的 ８ 倍ꎮ 由于穹顶各处的峰值

压力远大于典型压水堆安全壳设计压力 ０.５２ ＭＰａ[５]ꎬ氢气爆炸过程产生的压力载荷对安全壳穹顶的

完整性存在着威胁ꎮ 图 ７ 所示的是穹顶壁面沿不同角度的最大温度载荷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穹顶在

不同角度处的最大载荷相差很小ꎬ最大载荷和最小载荷之间相差仅有 ５３ Ｋꎮ 最大的温度载荷出现在

约 ３０°的位置处ꎬ最小的温度载荷出现在 ０°的位置处ꎮ 瞬间的温度载荷会对安全壳穹顶壁面的力学性

能造成影响ꎬ从而对安全壳完整性构成威胁ꎮ 但是ꎬ温度载荷对安全壳结构的具体影响需要后续的力

学分析才能得到ꎮ
图 ８ 所示的是监测点 １０~１２ 处的压力变化ꎬ当冲击波首先到达测点 １１ 处ꎬ并与该处的穹顶壁面

相碰撞ꎬ造成的最大压力载荷为 １.８３ ＭＰａꎻ监测点 １２ 处的最大压力载荷为 １.８５ ＭＰａꎬ其出现时间晚于

监测点 １１ꎮ 冲击波最后到达监测点 １０ 处ꎬ造成的压力载荷为 １.９０ ＭＰａꎮ 由此可见ꎬ如果 ７９ ３１６ ｓ 时

刻的安全壳穹顶空间内的可燃混合气体在点火位置引爆ꎬ最大压力载荷出现在角度为 １５０°的位置处ꎮ
此外ꎬ由于穹顶空间为椭球型结构ꎬ与具有垂直正交的角落结构相比ꎬ其最大的压力载荷相对较小ꎮ
图 ９ 所示的是监测点 １０~１２ 处的温度变化ꎬ当冲击波传播至监测点时ꎬ冲击波的前驱波诱导未反应区

的氢气与氧气发生化学反应ꎬ反应放出的能量一部分用于维持冲击波的传播ꎬ一部分使得该处的温度

迅速上升ꎮ 由于短时间内的热传导和对流效果不明显ꎬ温度变化不大ꎮ 监测点 １０ ~ １２ 的最大温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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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冲击波传播过程

图 ７　 穹顶沿不同角度的最大压力和温度载荷

别为 ２ ２７３ Ｋ、２ ２３５ Ｋ 和 ２ ２６８ Ｋꎬ最大的温度峰值与最小温度峰值之间只相差 ３８ Ｋꎮ

３　 结论

本文针对典型压水堆ꎬ分析了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下的氢气爆炸现象ꎮ 详细描述了穹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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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监测点 １０~１２ 处的压力变化

图 ９　 监测点 １０~１２ 处的温度变化

间内氢气爆炸过程中冲击波的传播过程ꎬ并得到了安全壳穹顶壁面处受到的最大压力载荷

(２.４２ ＭＰａ)和最大温度载荷(２ ２６３ Ｋ)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在全厂断电叠加小破口事故下ꎬ安全壳穹顶

空间存在爆炸风险ꎬ氢气爆炸产生的压力载荷和温度载荷对安全壳的完整性具有较大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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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关键设备专业化监造体系构建与实施

黎志万ꎬ姜　 淮ꎬ李卫军ꎬ刘保金ꎬ杨晓林ꎬ许贵平ꎬ李书良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本文针对反应堆主设备制造监造难点ꎬ论述专业化监造体系的构建和实施效果ꎮ 专业化监造的内涵一是要配置

学科合理的监造工程师团队和技术支持专家团队ꎬ二是要建立监造体系ꎬ确保在关键设备制造过程中实施“质量第一”
的监造管理制度ꎮ 监造要着重对质量保证实施难度大的属于承压边界的压力容器等设备编制监造计划ꎬ实施重点监

造ꎮ 专业化监造的实施ꎬ确保了关键设备制造过程受控ꎬ监造控制有力ꎬ不符合项全部按程序处理ꎬ主设备制造质量缺

陷可以追溯ꎮ 通过对观察意见单和备忘录的分析:制造过程中“人、机、料、法、环、测”各控制因素ꎬ人的因素占比为

８９％ꎬ法的因素为 １２.５％ꎮ ＮＣＲ 分析表明:ＮＣＲ 数量集中产生在关键设备集中制造的时期ꎬ制造阶段占比为 ９２.３％ꎻ一
类 ＮＣＲ 占比 ６８.９％ꎬ二类 ＮＣＲ 占 ０.６％ꎬ内部 ＮＣＲ 占 ３０.５％ꎬ没有三类 ＮＣＲꎻ“人因、程序、设备、材料、采购、设计、其
他”影响因素中ꎬ材料为 ６９.１％人因为 ２１.２％ꎮ 专业化监造体系的构建和实施ꎬ有力的促进制造厂改进制造质量ꎬ避免

产生三类重大不符合项ꎬ少报废产品ꎬ促进效益提升ꎮ 有效的协调了“质量第一”和“进度刚性”的矛盾ꎮ

　 　 　 　 　 　 　 　 　 　 　 　 　 　 　 　 　 　 　 　 　 　 　 　 　 　 　 　 　 　 　 　 　 　 　 　 　 　 　 　 　 　 　 　 　 　　
　

　
　 　　　　　　　　　　　　　　　　　　　　　　　　　　　　　　　　　　　　　　　　　　　　　　

　
　

　
　

作者简介:黎志万(１９６９—)男ꎬ重庆人ꎬ副研究员ꎬ现主要从事核级设备监造

关键词:监造ꎻ监造体系ꎻ压力容器ꎻ不符合项ꎻ质量趋势

日本“３∙１１”福岛核电站事故后ꎬ国家对核反应堆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反应堆运行寿期

的安全性来自于关键设备的制造质量ꎮ 根据核安全法规对制造进行验证[１－３]的要求ꎬ监造是确保反应

堆关键设备制造质量进而确保在运行寿期内安全运行的重要举措ꎬ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在某反应堆的

监造中ꎬ响应采购业主提出的“质量第一”的原则ꎬ从专业化的监造的思路出发ꎬ组件核级设备监造中

心(以下简称监造中心)策划建立专业化的监造体系ꎬ确保关键设备制造过程受控ꎬ制造使用的原材料

合格ꎬ并在质量趋势分析报告中分析 ＮＣＲ(不符合项)产生的种类、产生的阶段和产生的原因ꎬ确保采

购业主将影响质量趋势的因素反馈制造厂ꎬ监督制造厂按程序处理 ＮＣＲꎬ并跟踪、验证和关闭 ＮＣＲꎬ促
进制造厂不断改善制造质量ꎬ避免产生三类 ＮＣＲꎮ

１　 专业化监造体系构建

专业化监造的内涵是:响应业主提出的“质量第一”的原则ꎬ以专业化监造的理念做抓手ꎬ构建层

次化的监造管理体系ꎬ组建以“授权监造工程师＋技术支持专家”为核心的组织ꎬ在关键设备制造的不

同阶段ꎬ依据制造进度和质量计划控制点见证的需要ꎬ抽调材料物理、化学分析、焊接及组装工艺、无

图 １　 关键设备监造管理文件层次

损检测的技术专家达到制造现场ꎬ协助现场监造

工程师完成对见证点见证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支

持ꎬ并对实施过程进行旁站监督ꎬ对见证点的结

果进行评价ꎻ当现场出现二类 ＮＣＲ(不符合项)
时ꎬ监造工程师可直接就 ＮＣＲ 涉及的处理内容

的恰当性咨询专家团队ꎬ以切实履行对设备的制

造实行专业化监造的监督职责ꎮ
专业化监造体系包含三个方面:监造管理文

件、监造组织和监造沟通方式ꎮ 监造工作涉及管理

和制造领域众多专业学科ꎬ在长期的监造实践中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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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建立了图 １ 的监造管理层次ꎬ和图 ２ 的授权监造工程师团队和熟知焊接、金属材料制造、无损检验、材料物

理性能分析等的专家支持团队为核心的监造组织ꎬ并按照图 ３、图 ４ 的方法按学科配比及工作资历选拔监造

工程师ꎬ按照图 ５ 的监造沟通联系机制ꎬ处理制造问题ꎬ对制造出现的问题提供专业化的分析ꎮ

图 ２　 监造组织机构图

图 ３　 监造工程师知识结构

图 ４　 监造工程师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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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监造沟通联系图

２　 确保对承压边界的反应堆关键核级设备制造实施专业化重点监造

首先ꎬ对关键设备制造质量计划实施监造工程师预审和技术支持专家审查ꎬ力求做到对关键件、
关键路径、关键工艺和关键工序的制造监造全覆盖ꎬ避免承制厂为了片面追求制造进度ꎬ遗漏将制造

活动中质量保证难度大、对产品质量影响大、发生质量事故危害大的制造活动以及输出不能由后续的

检验或测量加以验证、或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时处理困难的工序ꎮ
其次ꎬ为做到对关键设备(或关键部件)的监造活动的量化考核得以实施ꎬ编制了处于承压边界的

ＲＰＶ 等关键设备或部件的监造计划ꎬ见表 １ꎮ 监造工程师必须按照监造计划中划定的重要制造工序

的监造见证等级ꎬ出席见证ꎬ确保制造过程中“人、机、料、法、环、测”各环节的实施符合质量保证要求

和符合安全法规对特殊工艺的规定要求ꎮ

表 １　 关键设备监造计划表

序号 文件名称 编号 版次

１ 反应堆 ＲＰＶ 筒体法兰锻件监造计划

２ 反应堆 ＲＰＶ 平顶盖锻件监造计划

３ 反应堆 ＲＰＶ 底封头锻件监造计划

４ 反应堆 ＲＰＶ 堆芯筒体锻件监造计划

５ 反应堆 ＲＰＶ 支撑段筒体锻件监造计划

６ 反应堆 ＲＰＶ 主泵接管上部筒体锻件监造计划

７ 反应堆 ＲＰＶ 主泵接管下部锻件监造计划

８ 反应堆 ＲＰＶ 小锻件监造计划

９ 反应堆 ＲＰＶ 焊材复验监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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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件名称 编号 版次

１０ 反应堆 ＲＰＶ 母材与焊接见证件监造计划

１１ 反应堆 ＲＰＶ 压力容器工艺评定监造计划

１２ 反应堆 ＲＰＶ 组装焊接监造计划

１３ 反应堆 ＲＰＶ 紧固件监造计划

１４ 反应堆堆芯支承结构件监造计划

１５ 反应堆堆芯出口温度测量组件监造计划

１６ 反应堆控制棒驱动机构监造计划

１７ 反应堆冷却剂泵监造计划

三是重点监造处于承压边界的 ＱＳ１ 级(监造一级)关键设备ꎬＲＰＶ 的制造监造是重中之重ꎮ 监造

中心在 ＲＰＶ 制造过程中提出并实施三个监造重点:①是在监造过程中严格见证材料性能检验和 ＲＰＶ
锻件的组装焊接ꎮ 针对 ＲＰＶ 锻件尺寸大ꎬ结构材料性能要求指标高ꎬ监造中心将 ＲＰＶ 大锻件机械性

能检验的 ＲＴＮＤＴ(无塑性转变温度)落锤试验作为材料机械性能检验的监造重点ꎮ 对性能材料的取料ꎬ
试料分解ꎬ试样制造进行全面的跟踪ꎮ 焊接实施过程中对承制厂使用的焊材进行焊接前检查ꎬ并反复

提醒焊工严格按照 ＷＰＳ(焊接技术包)进行准备ꎬ施焊ꎻ加强对焊接坡口和焊道的清洁度检查ꎬ避免出

现不必要的焊接缺陷ꎮ ②对合格检验人员进行严格控制ꎮ 市场经济条件下ꎬ由于设备承制厂人员流

动性强ꎬ在监造过程总加强对人员资质的管理ꎬ督促承制厂在无损检验、材料性能检验、焊接实施的过

程中选派的人员必须资质合格ꎬ经验丰富ꎬ身体素质好能胜任超声检验等消耗体力的检验工作ꎮ ③对

制造周期进行严密的跟踪ꎬ及时汇报业主ꎮ 工程建设中ꎬ业主对 ＲＰＶ 的制造进度有明确的要求ꎬ而质

量必须是第一位的ꎮ 为此ꎬ监造中心强调了驻厂监造工程师在设备制造期间加强对在制设备的巡检ꎬ
督促承制厂落实业主的进度要求ꎬ实时采取纠偏措施ꎮ

３　 监造实施效果

核安全无小事ꎬ专业化的监造能为对关键设备的制造过程进行全面和重点监造ꎬ有效管控 ＮＣＲꎬ
为业主提供优质的制造质量趋势分析ꎮ

３.１　 关键设备制造过程受控ꎬ监造控制有力

监造中心组织监造工程师和技术支持专家对全部质量计划进行审查ꎬ特别是对 ＲＰＶ 主锻件的热

处理控制点和金相分析控制点等的见证点等级提出了意见ꎬ调高了第三方采购的 ＲＰＶ 小锻件的质量

计划中机械性能检验控制点的见证等级ꎬ抽调监造工程师实施源地见证ꎬ确保第三方采购的原材料的

性能质量可靠ꎮ
通过实施“监造工程师＋技术支持专家团队”进行监造的模式ꎬ严格监督特殊工艺的制造过程ꎬ确

保关键设备制造使用的原材料合格ꎬ不合格材料全部报废ꎮ 表 ２ 是反应堆系统中制造过程中 ＲＰＶ 材

料报废情况ꎬ在 ＲＰＶ 堆芯筒体锻件制造过程中ꎬ监造工程师严格要求落实机械性能试验测试标准ꎬ虽
然导致首堆锻件中堆芯筒体锻件因 ＲＴＮＤＴ不合格第二次报废(同时ꎬ同一批次投料的其他民用核级锻

件在后续进行的机械性能检验过程中也由于 ＲＴＮＤＴ指标不合格报废 ２３ 件ꎬ市场价值近 ７ 亿元人民

币)ꎬ但监造工程师对 ＲＰＶ 锻件性能的严格要求促使承制厂织技术力量ꎬ攻克大尺寸、大厚度 ＲＰＶ 制

造工艺难点ꎬ提升了制造技术实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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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某反应堆 ＲＰＶ 制造材料报废数量 (件)

名称 堆芯筒体 顶盖 底封头 主泵接管下部 小锻件 主螺帽 上球面垫圈 下球面垫圈

数量 ２ １ １ ３ ２５ ４７ ５２ ５２

在质量计划执行过程中ꎬ针对设备制造过程中“人、机、料、法、环、测”出现的有可能或者已经造成

的制造质量问题ꎬ向供应方发出“备忘录”或“观察意见单”ꎻ对出现重大质量隐患和制造难点ꎬ监造工

程师通过专项报告提交监造负责人和业主ꎬ由业主下达停工令ꎮ
监造工程师对承制厂影响关键设备制造质量的活动因素进行了严格的监督ꎬ承制方对“观察意见

单”和“备忘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书面反馈ꎬ不断改进管理措施、管理方法ꎬ避免人因和制造活动违

反程序、技术条件、法规ꎬ确保制造过程的“人、机、料、法、环、测”各控制因素受控ꎮ 图 ６ 表明:在“备忘

录”或“观察意见单”中ꎬ因人员使用不当的占比为 ８５％ꎬ原因是紧张的制造工期中承制厂人员使用不

当ꎬ特别是无损检验过程中未有Ⅱ级无损检验人员旁站监督ꎬ一级检验人员自行开展检验工作ꎻ违反

制造程序为 １２ ５％ꎬ原因是内部交接班时制造人员未通知监造人员进行“越点”制造ꎮ

图 ６　 反应堆关键设备制造过程的控制因素

３.２　 分析制造质量趋势ꎬ提高关键设备制造质量

３.２.１　 全部按程序处理 ＮＣＲꎬ关键设备制造质量缺陷可以追溯

管控 ＮＣＲ 是监造过程中的重要内容ꎮ 对关键设备制造过程中出现的 ＮＣＲꎬ不仅在周报和月报中

记录跟踪业主和设计方对 ＮＣＲ 分类的确认和承制厂采取的处理措施ꎬ而且监督承制厂操作者是否按

图 ７　 反应堆关键设备制造各阶段产生的 ＮＣＲ 比例

照既定的处理措施进行操作ꎬ处理是否及时以及处理带来的潜在风险等ꎬ以确保所有缺陷可以追溯ꎬ
为承制厂提升管理水平ꎬ改进制造方案ꎬ创
新制造工艺ꎬ提高关键设备产品质量建立

了基础ꎮ
图 ７ 表明:制造过程是 ＮＣＲ 集中产生

的阶段ꎬ占比为 ９２.３％ꎻ验收阶段发现的设

备因吊装过程中磕碰等原因产生表面划痕

的 ＮＣＲꎬ占比为 １. ７％ꎻ安装阶段产生的

ＮＣＲ 占比为 ６％ꎬ安装阶段的 ＮＣＲ 大多属

于在运输过程中因吊装引起设备的表面碰

伤和划伤ꎮ 图 ８ 中表明ꎬ一类 ＮＣＲ 占比

６８ ９％ꎬ二类 ＮＣＲ 占 ０. ６％ꎬ内部 ＮＣＲ 占

３０ ５％ꎬ没有三类 ＮＣＲ 产生ꎬ这一组数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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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关键设备总体质量好ꎮ 全部 ＮＣＲ 的处理均得到设计方按程序认可、接受ꎬ并由监造工程师验证ꎬ
承制厂实施关闭ꎮ

图 ８　 反应堆关键设备制造 ＮＣＲ 种类分析

３.２.２　 业主及时掌握了制造中重大制造难点问题和产生制造质量缺陷的原因

专项报告是监造工程师就制造过程中影响质量和进度的难点提交的技术质量报告ꎬ业主通过专

项报告第一时间及时掌握了关键设备制造过程中存在的影响质量的重大难点问题ꎬ采取有力措施督

促制造方实施技术攻关ꎬ确保关键设备制造按节点有序完成ꎮ
监造中心对关键设备制造过程中产生的质量问题进行定期趋势分析ꎬ业主通过质量趋势分析报

告掌握了影响关键设备制造过程中造成制造质量缺陷的原因ꎬ协调承制厂改善质量控制手段ꎬ提升制

造质量ꎮ 图 ９ 的趋势分析表明ꎬ关键设备制造缺陷主要出现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关键设备集中制造的期

间:２００９ 年最先开工制造 ＲＰＶ 锻件未有 ＮＣＲ 产生ꎬ２０１０ 年 ＮＣＲ 产生的占比为 １.８％ꎬ２０１１ 年产生

ＮＣＲ 的占比为 １.４％ꎬ２０１２ 年产生 ＮＣＲ 的占比为 １８.５％ꎬ２０１３ 年产生 ＮＣＲ 的占比为 ４９.２％ꎬ２０１４ 年产

生 ＮＣＲ 的占比为 ２１.６％ꎬ２０１５ 年产生 ＮＣＲ 占比为 ７.５％ꎮ 图 １０ 的趋势分析表明:材料产生 ＮＣＲ 的原

因占比 ６９.１％ꎬ人因占比 ２１.２％ꎬ程序占比 １.６％ꎬ设备占比 ２.５％ꎬ环境占比 ０.２％ꎬ由泵类转动设备产

生的未达标项列入“其他”的 ＮＣＲ 比例为 ５.４％ꎮ

图 ９　 反应堆关键设备 ＮＣＲ 年度数量趋势

３.２.３　 促进了关键设备的制造质量和承制厂的经济效益的提升

监造中心在对关键设备制造的监造过程中ꎬ将制造过程中“人、机、料、法、环、测”存在的问题通过

“备忘录”和“观察意见单”与承制厂及时进行了良性的书面沟通ꎬ承制厂对监造中心提出的问题给予

了积极响应ꎬ及时纠正了问题ꎮ 监造中心通过建立 ＲＰＶ 等 ＱＳ１ 级监造设备现场监造每周例会制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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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反应堆关键设备 ＮＣＲ 产生因素

参与承制厂召开的 ＱＳ１ 级关键设备生产协调会ꎬ对制造中的存在的重点问题进行关注ꎬ并将承制厂在

关键设备制造中存在的困难向业主进行汇报ꎬ寻求业主对承制厂的指导、支持ꎮ 监造中心及时与承制

厂就制造质量趋势分析结果进行了沟通ꎬ提醒关键设备承制厂找差距ꎬ找原因ꎬ将制造产品质量缺陷

尽快以 ＮＣＲ 的形式与关键设备设计方沟通ꎬ避免出厂验收时出现设计方无法接受的缺陷而导致报废

设备ꎬ避免给制造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商誉价值的降低ꎮ

４　 监造经验反馈

４.１　 核级设备监造管理应着重关注的事项

业主委托核级设备监造单位见证关键设备制造ꎬ是确保制造质量受控的重要手段ꎬ监造单位责任

重大ꎮ 核级设备制造实施的监造ꎬ需要按照所监造对象的制造特点ꎬ策划和实施专业化的监造ꎬ专业

化的授权工程师团队的培养是监造管理者首要考虑的核心问题ꎮ 专业化监造的核心包含几个方面:
一是要建立专业结构合理的专业化监造工程师团队ꎬ选配恰当的技术支持专家ꎻ二是要制定、完善保

障实施专业化监造的管理文件体系ꎻ三是在监造过程中建立与业主良好沟通的方式ꎬ监造方要向业主

提交设备制造质量的趋势分析报告和专项报告ꎬ以便业主引导和督促承制厂完善质量管理ꎻ四是专业

化的监造工程师在制造现场通过“观察意见单”和“备忘录”对“人、机、料、法、环、测”中影响质量的重

点因素进行重点控制ꎬ特别是要对承制厂实施质量检验人员的控制ꎬ以确保产品质量检验结果真实、
可靠ꎮ 五是核级设备采购的业主方必须督促监造方就监造工程师的业务素养、敬业精神和知识宽度ꎬ
制定进行终生培训的制度ꎬ不断提升监造工程师的监造水平ꎬ监造服务水平满足了业主要求ꎮ

４.２　 核级设备承制厂需要着重关注的事项

承制厂是确保制造质量可靠性和质量责任不转移的责任单位ꎬ从质量趋势分析看:实施制造的人

的素质始终是影响设备质量的重要因素ꎮ 核级设备的承制厂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制造必须

使用合格的人ꎬ人是影响制造质量的首要因素ꎮ 承制厂要从专业化的角度选拔核级设备的制造人员ꎬ
注重培养管理人员、检验人员、生产人员的核文化意识ꎬ通过恰当培训ꎬ提升核级设备承制厂员工的专

业素养ꎬ强调团队合作精神ꎬ以完成高附加值的核级产品的制造ꎻ二是制造方的技术人员要严格适用

标准的审查ꎬ尽量减少编制的制造技术文件因对标不严而升版制造技术文件的频率ꎻ三是对在制造过

程中出现的 ＮＣＲꎬ承制厂需要进行分类的分析ꎬ找出管理漏洞、技术不足ꎬ提升技术实力ꎬ特别是降低

ＲＰＶ 锻件制造过程中的报废率ꎬ提升经济效益ꎬ反馈制造实力ꎻ四是承制厂要正确看待ꎬ及时反馈现场

监造工程师发出的“备忘录“和“观察意见单”ꎬ将现场监造工程师的监造工作视为承制厂质量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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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镜”ꎮ

４.３　 核级设备设计方需要着重关注的事项

设计方始终是核级设备实现图纸到产品的龙头单位ꎬ建议设计方及时关注以下事项ꎮ 一是对于

核级非标件的设计ꎬ特别是核科研类的设计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ꎬ设计方要充分估量由于产品结构尺

寸放大带来的制造困难以及制造可能产生的缺陷ꎬ充分了解国内承制厂的制造工艺水平ꎬ及时指导实

施核级设备制造的承制厂完成制造工艺改进ꎻ二是设计方在对承制厂出现的制造技术缺陷进行分析、
总结ꎬ优化设计的基础上ꎬ尽早定型设备的结构和尺寸ꎬ以免制造方在制造过程中等待图纸的修改而

延迟工程进度ꎻ三是从制造经验的反馈中ꎬ设计方特别需要对泵类转动机械的技术参数进行适用性验

证ꎬ以推动承制厂在转机类设备尺寸结构设计、材料选用、设备制造工艺改进三方面提升制造能力ꎮ

５　 结论

加强反应堆系统关键设备监造ꎬ始终坚持国家重大工程无小事ꎬ“核安全无小事”的理念ꎬ确保

“质量第一”的原则得以贯彻ꎬ从专业化监造的理念着手ꎬ构建适应关键设备监造的监造体系ꎬ对处于

高温高压并包容放射性裂变产物的 ＲＰＶ 等核安全屏障的关键设备进行重点专业化监造ꎬ是确保制造

过程受控ꎬ制造产生的质量缺陷可以追溯的重要举措ꎮ 监造中心在监造过程中向业主提交专项报告

和质量趋势分析报告ꎬ反馈影响质量的重大问题和主要原因ꎬ确保关键设备制造按照规范进行ꎬ避免

产生严重影响设备质量的三类 ＮＣＲꎻ专业化的监造强调对制造过程中“人、机、料、法、环、测”各个环

节的控制ꎬ不仅有利地促进了关键设备优质交付安装ꎬ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创造”的产品内涵和实质ꎬ
为工程的进一步改进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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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能动系统可靠性在概率安全评价中的应用

崔成鑫ꎬ黄　 挺ꎬ张　 蕾
(国核华清(北京)核电技术研发中心有限公司ꎬ北京 １０２２０９)

　 　 　 　 　 　 　 　 　 　 　 　 　 　 　 　 　 　 　 　 　 　 　 　 　 　 　 　 　 　 　 　 　 　 　 　 　 　 　 　 　 　 　 　 　 　　
　

　
　 　　　　　　　　　　　　　　　　　　　　　　　　　　　　　　　　　　　　　　　　　　　　　　

　
　

　
　

作者简介:崔成鑫(１９８７—)ꎬ男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概率安全评价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严重事故机理及现象学研究课题(２０１１ＺＸ０６００４－００８)

摘要:随着人们对非能动系统认识的深入和在核电厂中应用需求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逐渐形成了完整规范的非能

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与流程ꎬ但目前非能动核电站的概率安全评价方法与传统能动核电站的概率安全评价方法相

同ꎬ也只是对硬件及人因等因素进行了评价ꎬ并没有针对非能动系统的建模方法ꎬ因此如何在核电站概率安全评价过

程中体现非能动系统的可靠性将会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ꎮ 本文将对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及流程ꎬ非能动系

统可靠性评价结果在核电厂的概率安全评价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介绍ꎬ并评价非能动系统可靠性结果对概率安全评价

的影响ꎬ为非能动核电厂概率安全评价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概率安全评价ꎻ非能动系统ꎻ可靠性评价

非能动系统主要特点是不需要外部的输入(如能量、信号、人员操作等)ꎬ固有安全性较高ꎬ因此在

核电站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ꎮ １９９１ 年ꎬＩＡＥＡ 将非能动系统或部件定义为完全不需要外部输入和额

外能量来促使其运行的机构ꎬ并将非能动系统分为四大类[１]ꎬ其中的 Ｂ 类非能动系统ꎬ自然驱动工质

运动ꎬ即自然循环非能动系统ꎬ在核电站的应用最为广泛ꎮ 然而与能动系统相比ꎬ其驱动力主要为重

力ꎬ浮力等自然力ꎬ所以非能动系统对热工水力的设计要求很高ꎬ并且其可靠性也与系统状态相关ꎮ
非能动系统的运行机理也决定了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不适用于非能动系统的可靠性评价ꎬ在
１９９６ 年 ＩＡＥＡ 宣布非能动系统的评估也将是 ＰＳＡ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２]ꎬ一些针对非能动系统的可

靠性评价方法也逐渐形成ꎮ 本文将对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及流程ꎬ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结

果在核电厂的概率安全评价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介绍ꎬ并评价非能动系统可靠性结果对概率安全评价

的影响ꎬ为非能动核电厂概率安全评价提供参考ꎮ

１　 非能动系统评价方法

Ｄｅ Ｖｉｎｅ 在 １９９６ 年发表了里程碑式的声明:“非能动自然循环冷却系统在结构简单及可靠性上有

很大的优势ꎬ但是另一方面ꎬ与能动系统相比丧失了主动性ꎬ灵活性ꎬ因此系统或设备的设计者必须保

证非能动系统在被需求时能够成功运行” [ ３ ]ꎬＯＥＣＤ / ＣＳＮＩ 也对评价非能动系统热工水力的可靠性工

作难度及价值做出了肯定[４]ꎮ 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ꎬ通过诸多学者的努力ꎬ产生了几种系统的非能

动系统可靠性的评价方法ꎬ下面本文将简单介绍其中主要的几种ꎮ

１.１　 ＲＥＰＡＳ 方法

ＲＥＰＡ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方法是 １９９９ 年 ＥＮＥＡ(欧洲核能机构)和比

萨大学及米兰理工大学合作开发的一套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５]ꎬ并且应用在 ＳＢＷＲ 中利用两

项自然循环将堆芯热量排出的非能动系统中[６]ꎮ
整个非能动系统的可靠性应包括热工水力过程及硬件设备的可靠性ꎬ其中硬件设备的可靠性可

按照传统的可靠性评价方法进行评价ꎬＲＥＰＡＳ 方法主要用于评价热工水力过程的可靠性ꎮ ＲＥＰＡＳ 方

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的方式描述非能动系统的运行并得到数值结果ꎬ该结果可以应用到 ＰＳ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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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ＥＰＡＳ 方法流程图

研究ꎬ或为系统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ꎮ ＲＥＰＡＳ 方法的流程图

见图 １ ꎮ
在最近十多年时间里ꎬ通过实际应用验证了 ＲＥＰＡＳ 方法

在评价非能动系统可靠性方面的适用性ꎬ并且能够得出可以

用于 ＰＳＡ 方法(如故障树或事件树中)的重要信息ꎬ但也存在

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ꎬ具体如下:
①需要使用更加严格和系统的参数筛选方法ꎬ因为关键

参数的数目越少ꎬ计算耗时就越少ꎬ所以应尽可能的确定关键

参数ꎻ
②需要验证结果的收敛及稳定性ꎻ
③需要考虑模型的不确定性ꎮ
尽管 ＲＥＰＡＳ 方法还存在诸多不足ꎬ但是为我们评价非能

动系统热工水力过程的可靠性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ꎬ
随着该方法的不断完善优化ꎬ其结果的可信度将逐步提高ꎮ

１.２　 ＲＭＰＳ 方法

ＲＭＰ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是

在 ＲＥＰＡＳ 之后继续开发的一种研究非能动系统可靠性的方

法[７]ꎬ该方法在第五次欧盟原子能共同体研究框架项目的支

持下由 ＣＥＡ(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牵头和一些研发中心ꎬ高校

等于 ２００４ 年共同完成ꎬ并被应用到了沸水堆的非能动冷却系

统和 ＶＶＥＲ 的非能动液压补水系统中ꎬ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

决以下问题:
①识别量化不确定性的根源并确定重要的变量ꎻ
②通过热工水力学模型传播不确定性并评价非能动系统的可靠性ꎻ
③将非能动系统的可靠性数据引入到事故序列的分析中ꎮ
ＲＭＰＳ 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１)确定事故序列ꎻ
２)描述非能动系统特性ꎬ失效模式和失效准则ꎻ
３)用最佳估算程序对非能动系统建模ꎻ
４)识别定量化参数的不确定性并通过专家判断的方法进行关键参数的筛选ꎻ
５)通过模型进行不确定性传递ꎬ计算不确定性ꎻ
６)将可靠性结果应用到概率安全评价中ꎮ
ＲＭＰＳ 方法减小了使用最佳估算程序的计算次数ꎬ因此大大减少了计算量ꎬ但其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ꎬ如关键参数的概率密度函数(ｐｄｆ)是很难获得的ꎬ且 ｐｄｆ 直接影响着最终的可靠性评价结果ꎬ参数

之间往往不是相互独立的等问题ꎮ
目前 ＲＭＰＳ 方法是在国内外使用比较广泛的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ꎬ基于该方法的研究也

被应用到更多的非能动系统当中ꎮ
之后 ＣＮＥＡ(阿根廷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以 ＲＭＰＳ 方法为基础开发 ＲＭＰＳ＋方法[８]ꎬ该方法与

ＲＭＰＳ 方法主要区别在于如何能够提高利用响应平面评价非能动系统可靠性的精度ꎮ 原 ＲＭＰＳ 方法

建立响应面之后ꎬ利用试验数据进行响应面的验证并对参数进行修正ꎬ但是由于非能动系统实际运行

数据及试验数据通常很难获得ꎬ因此 ＲＭＰＳ＋方法采用一种迭代计算的方式来提高响应面模拟的

精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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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ＡＰＳＲＡ 方法

ＡＰＳＲ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方法是印度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ＢＡＲＣ)的

Ｎａｙａｋ 等人开发的一种评价非能动系统可靠性的方法ꎬ并应用与印度 ＡＨＷＲ(先进重水堆)的主余热

排出系统中[９]ꎮ ＡＰＳＲＡ 方法也是通过非能动系统完成特定功能的失效概率进行可靠性评价ꎬ其流程

图见图 ２ꎮ

图 ２　 ＡＰＳＲＡ 方法流程图

ＡＰＳＲＡ 方法首先要求对所要研究的非能动系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ꎬ能够很好地掌握系统运行特

征ꎬ失效准则ꎬ并筛选出影响系统运行的关键参数ꎮ 然后利用最佳估算程序模拟系统运行ꎬ生成失效

面ꎮ 这部分工作与其他的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ꎬ但由于最佳估算程序用

来模拟非能动系统的不确定很大ꎬ其效果并未被证明过ꎬ所以 ＡＰＳＲＡ 方法将采取试验验证的方法ꎬ来
对最佳估算程序生成的失效面进行校准和修正ꎮ 失效平面确定之后ꎬ再通过根源诊断法找到引起这

些关键参数波动的原因(通常为设备的失效)ꎬ这样就可以通过传统 ＰＳＡ 方法计算设备失效的概率ꎬ
最终求出非能动系统失效的概率ꎬ得到可靠性评价结果ꎮ

ＡＰＳＲＡ 方法最大的进步是其不单一依靠最佳估算程序来进行可靠性的评价ꎬ对最佳估算程序用

来模拟非能动系统运行持怀疑态度ꎬ因此进行整体或单项试验来验证ꎬ更多地以试验数据为依托ꎮ 根

源诊断识别出的设备失效的概率是通过传统故障树形式ꎬ采用通用数据计算得到的ꎬ可信度更高ꎮ
但是由于目前非能动系统的运行数据及相关试验相对较少ꎬ所以该方法的应用还需要进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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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模拟ꎬ工作量比较大ꎮ ＡＰＳＲＡ 方法为非能动可靠性评价方法开阔了思路ꎬ我相信随着运行经

验和试验数据的增加ꎬ该方法的应用也将会越来越广泛ꎮ

２　 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结果在 ＰＳＡ 中的应用

为了适应非能动核电站的发展趋势ꎬ完善非能动型核电站概率安全评价方法及模型ꎬ确保分析模

型的全面及正确性ꎬ以更好地指导核电厂的设计、运行、维护以及在模型基础上开展的一系列工作ꎬ保
证核电厂的安全性和经济性ꎬ有必要在非能动核电厂概率安全评价过程中考虑非能动系统物理过程

失效ꎬ开发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法ꎮ

２.１　 实施方法介绍

非能动系统的失效可以分为部件失效和物理失效两部分组成ꎮ 在目前的概率安全评价模型中对

非能动系统的评价与能动系统相同ꎬ仅考虑了部件的失效ꎬ本文尝试就如何将非能动系统物理过程失

效加入到概率安全评价模型中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ꎬ提出初步的实施方法ꎬ具体步骤

如下:

图 ３　 非能动系统失效故障树模型示意图

１)首先获得非能动系统可靠性结果ꎮ 根据非能动

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如 ＲＭＰＳ 或 ＡＰＳＲＡ 等ꎬ进行非能

动系统可靠性评价并得出可靠性结果ꎮ
２)查找事件树中是否包含非能动系统相关的事故

序列ꎬ确定对应的题头事件ꎮ 对于不存在非能动系统命

名的题头事件树中ꎬ还需要考虑该事故序列是否真的与

非能动系统无关ꎬ因为有些事故情景已经确认非能动系

统的硬件成功ꎬ或已经满足非能动系统运行的条件时ꎬ
并没有考虑系统物理过程失效的可能性ꎬ因此就没有在

事件树题头中体现ꎮ 针对这种情况应该格外注意ꎬ需要

在事件树中加入非能动系统相关的题头事件ꎮ
３)更新事件树及故障树模型ꎮ 该故障树可以分为

硬件失效及物理过程失效两大部分ꎬ并以“或”的关系直接连接在非能动系统失效的顶事件下ꎬ因为无

论是非能动系统的硬件失效ꎬ还是物理过程失效ꎬ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效ꎬ故障树模型见图 ３ꎮ 硬件

失效部分可以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细分ꎬ直至硬件级的基本事件ꎮ 物理过程失效作为一个基本事件ꎬ
失效概率值取其可靠性分析结果ꎮ 使用所建立的新的非能动系统故障树ꎬ计算非能动系统的失效概

率ꎬ并连接到题头事件ꎮ
４)根据修改后的 ＰＳＡ 模型ꎬ进行整个电厂 ＰＳＡ 分析计算ꎬ得到堆芯损坏或放射性物质大规模释

放的概率ꎮ
通过上述步骤ꎬ可以将非能动系统的物理过程失效应用到概率安全评价过程中ꎬ完善了非能动电

站的 ＰＳＡ 模型ꎬ为确保模型的正确性及合理性提供了有效的方法ꎮ 以此为基础ꎬ可为核电站整体的安

全评价ꎬ系统设计的优化ꎬ重要设备的识别以及后续核电站运行维修或风险实时监测等工作提供良好

的基础ꎮ

２.２　 实施方法应用

采用 ＡＰ１０００ 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为例ꎬ使用本方法在 ＡＰ１０００ ＰＳＡ 模型[１０]中加入了物理过程失

效ꎬ分析对概率安全评价结果的影响ꎮ
按照本发明所介绍的方法ꎬ进行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１)获得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结果

由于缺少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结果ꎬ因此本文假设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物理过程失效概率为

０.１ꎬ０.０１ꎬ０.００１ꎬ０.０００１ 四个值ꎬ以继续开展下面的方法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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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查找事件树中与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相关事故序列并确定相关事件树题头

在非破口事故时ꎬ非能动余热排出热交换器将应急排出堆芯衰变热ꎮ 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热交

换器位于内置换料水箱中ꎬ从而在反应堆冷却机泵不可用时使冷却剂依靠自然循环流过热交换器ꎬ并
配合非能动安全壳冷却系统为堆芯提供长期冷却ꎮ 在 ＡＰ１０００ ＰＳＡ 模型中与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相

关的事件树有 １６ 棵ꎬ故障树有 ５ 棵ꎮ
３)更新事件树及故障树模型

将非能动余热排出物理过程失效作为基本事件ꎬ与原故障树以“或”门相连接ꎬ再连接到对应事故

序列或事件树题头ꎬ完成模型修改ꎮ
４)计算分析 ＰＳＡ 模型

在更新了事件树及故障树模型之后ꎬ进行整个电厂 ＰＳＡ 模型的分析计算ꎬ得出了电厂损伤概率等

信息ꎬ见表 １ꎮ 可见加入了 ＰＲＨＲ 物理过程失效的概率安全评价结果与之前的是有差别的ꎬＰＲＨＲ 系

统物理过程失效概率在 １Ｅ－２ 量级以下对 ＣＤＦ 影响不大ꎬ但物理过程失效概率达到 ０.１ꎬ核电厂 ＣＤＦ
值上升一个数量级ꎮ

表 １　 ＰＲＨＲ 物理过程失效对 ＣＤＦ 影响

ＰＲＨＲ 物理过程失效概率 原 ＰＳＡ 模型 ＣＤＦ / (堆年) 更新后的 ＰＳＡ 模型 ＣＤＦ / (堆年)

０.１ ２.４１×１０－７ １.０６×１０－６

０.０１ ２.４１×１０－７ ３.２２×１０－７

０.００１ ２.４１×１０－７ ２.４８×１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４１×１０－７ ２.４１×１０－７

３　 总结

本文简要介绍了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方法及非能动系统可靠性评价结果在概率安全评价中应

用的具体实施方法ꎬ并以 ＡＰ１０００ ＰＲＨＲ 系统为例进行了应用ꎬ得出了非能动物理过程失效对电厂概

率安全评价结果影响ꎬ为非能动核电厂概率安全评价提供了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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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某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废源
治理过程中事故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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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洁萍(１９８２—)女ꎬ浙江海盐人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废放射源治理研究工作

摘要:在废放射源治理过程中ꎬ影响其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人源见面事故、粉末源泄漏事故、卡源事故、火灾事故ꎮ 本文

以某城市库废源治理项目为例ꎬ对废源核查、废源整备、事故应急三个方面的防范措施做了详细介绍ꎬ实践证明采取合

理的安全防护措施ꎬ工作人员受照剂量在安全限值范围内ꎬ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未对现场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ꎮ 为了确

保城市库二期项目的安全顺利开展ꎬ建议加强人员安全培训ꎬ提升现场应急保障能力ꎬ全方位、多角度的做好防范措

施ꎬ避免辐射事故和工业事故的发生ꎮ
关键词:城市放射性废物库ꎻ事故ꎻ防范措施

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清原公司完成了 ２９ 个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废源治理工作ꎬ治理废放射

源近七万多枚ꎬ在城市库废源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近年来ꎬ清原公司陆续开展全国城市库二

期整治活动ꎬ本文以某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二期废源治理项目为例ꎬ从废源核查、废源整备和事故应急

三方面对事故防范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ꎮ

１　 源项情况

某新型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为半地下式贮存ꎬ放射性废源和废物分坑贮存ꎬ贮存容量为 ６００ ｍ３ꎬ建
筑面积 ７７１ ｍ２ꎮ 该废物库为新建库ꎬ管理规范ꎬ源项资料齐全ꎬ库内配套设施如通风、吊装和照明报警

系统等均完好可用ꎬ由于区域规划原因需进行废源治理[１]ꎮ
根据源项资料ꎬ本项目预计治理废源 ４００ 多枚ꎬ主要为四、五类放射源ꎬ其中１３７Ｃｓ 有近 ２６０ 枚ꎮ 施

工人员对库区内划分废源和废物区域ꎬ便于现场开展分类施工ꎮ 库区内情况见图 １ꎮ

图 １　 库区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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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城市库废源治理过程中的事故因素

通过国内外辐照类事故调研、结合公司多年废源治理经验ꎬ将城市库废源治理过程中事故定义为

在放射性作业过程中突然发生的ꎬ伤害人身安全和健康ꎬ或者损坏设备设施ꎬ导致现场作业活动暂时

中止的意外事件ꎮ 一般分为辐射事故和工业事故ꎬ其中辐射事故指人源见面事故、粉末源泄漏事故

(主要指镭源)、卡源事故等ꎬ导致作业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ꎬ或者有环境污染后果ꎮ 工业事故主

要指火灾事故和设备事故ꎮ

２.１　 事故因素分析

人源见面事故:由于防护措施不当ꎬ在打开贮源容器的过程中直接接触到活度较大的废放射源ꎬ
造成手部或眼部的辐照危害ꎮ

粉末源泄漏事故:由于部分密封粉末源(镭源)的保护层很薄且由于年代久远ꎬ粉末源的封装管有

破损ꎬ在核查、整备废源过程中发生放射性核素泄漏ꎮ
卡源事故:因年代较长导致部分贮源容器被腐蚀ꎬ废源卡在贮源容器某个位置ꎬ导致容器打开后ꎬ

废源无法顺利取出ꎮ
火灾事故:在核查废源过程中ꎬ有时需要用等离子切割机、角磨机等设备打开容器ꎬ在使用这些设

备的过程中ꎬ产生的火花造成电线或周边易燃物起火ꎬ引发火灾事故ꎮ
设备事故:在现场作业过程中ꎬ设备(行吊、通风设备等)非正常损坏造成突然无法使用的事件ꎮ

３　 事故防范措施

针对以上诱发事故的因素ꎬ为确保废源治理过程安全、高效进行ꎬ在总结城市库一期治理经验的

基础上ꎬ本文对废源核查、废源整备、事故应急三个方面的防范措施做了总结ꎮ

３.１　 废源核查

废源核查是整个废源治理过程的必经程序ꎬ也是重要环节ꎬ废源核查过程必须进行科学管理ꎬ以
确保在后续废源整备过程中避免出现源泄漏、失控、人员超剂量受照等事故发生ꎮ
３.１.１　 废源核查前的准备

(１)编制辐射防护方案

在正式开始废源核查工作前ꎬ需根据现场勘查情况编制辐射防护方案ꎬ内容包括辐射工作分区、
人流 /物流控制、外照射 /内照射防护、辐射监测及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分析等ꎮ

(２)外环境定时定点巡测

采用便携式 γ 剂量率仪和 α / β 表面污染测量仪对施工场地进行 γ 剂量率和表面污染水平测量ꎬ
确定污染区域和污染程度ꎮ 外环境定时定点巡测贯穿于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ꎬ每周定点测量一次ꎮ

(３)场地、工器具准备

确保核查场地有良好的通风与照明ꎬ以及可正常使用的行吊系统ꎬ在核查场地上铺两层厚塑料

布ꎬ防止污染扩散ꎻ准备好相应的辐射防护用品ꎬ检查测量仪表ꎬ包括 γ 辐射剂量率仪和 α、β 表面污染

仪、谱仪等可正常使用ꎮ
(４)人员

在项目正式开始前ꎬ由项目经理组织对所有项目组成员的岗前培训ꎬ增强其安全防护意识ꎮ 项目

实施人员必需配备足够的辐射防护用品和劳保用品ꎬ在作业现场必须按照规定佩戴个人剂量计、电子

报警仪及指环剂量计ꎮ
(５)安全隐患排查

在项目正式开始前ꎬ制定安全隐患排查计划ꎬ每周一进行一次作业场所内的安全隐患排查ꎬ检查

内容包括现场照明及消防设施可否正常使用ꎬ仪表设备可否正常使用ꎬ作业场所是否有易燃易爆危险

品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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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施工现场定点测量示意图

３.１.２　 核查过程中的管理工作

记录贮源容器基本情况:容器材质、容器尺寸、废源相关信息见表 １ꎮ

表 １　 废源核查记录样表

某某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废源核查监测记录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原容器

编号

原容器

材料与

规格

废源数量 废源核素 废源编号 废源活度(Ｂｑ)

原登记

数量

认定

数量

原登记

核素

认定

核素

原登记

编号

认定

编号

原登记

活度 / Ｂｑ
认定活

度 / Ｂｑ

废
源
形
态

备注

现场测得

的表污数

据或剂量

率、 源 尺

寸及其他

需要说明

的信息

检查人员(签字 /日期):　 　 　 　 　 　 　 　 　 　 　 　 检查负责人(签字 /日期:)
记录人员(签字 /日期):　 　 　 　 　 　 　 　 　 　 　 　 某某城市库现场负责人(签字 /日期):

将记录数据电子存档ꎬ利用核素衰变公式、点源 /面源计算等公式ꎬ结合源项数据及仪表测量数

据ꎬ计算现有核素活度ꎬ保存原始数据记录单ꎮ
对数据进行整理ꎬ根据铅罐 /钢箱容积ꎬ按照废物最小化和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ꎬ编制废源集中贮

存方案ꎬ按照核素相同、活度相近的原则进行集中ꎮ

３.２　 废源整备

对于尚未接触过的设备(例如本项目中遇到的煤灰分仪、合金检测仪等)ꎬ可通过文献调研、与生

产单位联系等方法了解设备内部构造ꎬ明确放射源所在位置ꎬ制定拆解方案ꎬ并在拆解过程中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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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剂量率的变化见图 ３ꎮ

　 　 　
煤灰分仪　 　 　 　 　 　 　 合金检测仪　 　 　 　 　 　 碘甲烷检测仪　 　 　 　 　 　 钙铁煤分析仪

图 ３　 城市库废源治理过程中遇到的设备示例

对于玻璃包壳的粉末源用棉花包裹后装入两层塑料袋中ꎬ用塑料封口机将塑料袋四周封实ꎬ将装

有粉末源的塑料袋装入装源容器ꎮ
关于镭源的整备ꎬ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打开镭源贮管ꎬ若确需打开ꎬ操作人员应注意选择合适的长

柄倒源夹具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取源工作ꎬ并加强对源容器表面、作业面以及操作工具污染水

平的监测ꎮ 此外ꎬ清原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镭源整备技术也在多个城市库废源治理项目中得到应用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废源整备过程中应监测整备后装源容器的表面剂量率、１ ｍ 处剂量率ꎬ根据«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准则»(ＧＢ 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的规定ꎬ应确保监测数据分别小于 ２ ｍＳｖ / ｈ 和

０.１ ｍＳｖ / ｈꎻ如果超过上述标准ꎬ需要减少装源容器内废源数量ꎬ或更换装源容器ꎻ监测装源容器的表面

污染情况ꎬ确保 α<０.４ Ｂｑ / ｃｍ２ꎬβ<４ Ｂｑ / ｃｍ２ꎻ如果超过上述标准ꎬ需要对装源容器进行去污ꎬ如果去污

后仍不合格ꎬ需要更换装源容器ꎮ

３.３　 事故应急

３.３.１　 应急预案内容

本项目在施工前制定了事故应急预案ꎬ内容包括:最大可信事故分析、应急组织、应急程序、现场

控制措施与应急响应、事故有效性分析等内容ꎮ
３.３.２　 应急演练

为了保证所有人员了解事故危害并熟悉应急响应的各项要求ꎬ本项目在施工前进行了应急演练ꎬ
设定事故基本情景为:施工人员在核查废源过程中ꎬ鉴于容器年代久远ꎬ容器盖不易打开ꎬ故采用角向

切割机打开容器ꎬ在使用切割机的过程中ꎬ突然切割机产生的火花飞溅至不远处的纸盒ꎬ引发火灾ꎬ工
作人员在慌忙逃离过程中撞倒已打开的贮源容器ꎬ导致容器内一枚１３７Ｃｓ 源(本项目１３７Ｃｓ 源占大多数)
散落在地上ꎮ

图 ４　 事故情景

事故发生后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ꎬ工作人员紧急断电ꎬ迅速撤离ꎬ用灭火器将火扑灭ꎬ封闭现场ꎬ使
之后清查放射源ꎬ使用放射源专用夹具将散落的放射源回收ꎬ并对现场污染情况进行处理ꎬ清理现场ꎮ

通过本次应急演练ꎬ提高了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自我防护、自救互救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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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应急响应程序ꎮ

图 ５　 某城市库废源治理项目现场应急组织框架示意图

４　 小结

通过上述各项防护措施ꎬ本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事故ꎬ未对现场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ꎬ
工作人员受照剂量在安全限值范围内ꎮ

当前城市库二期项目已陆续开展ꎬ新库的设施都比较好(设备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极低)ꎬ源项资料

也比较详实ꎬ在作业过程中全方位、多角度的做好防范措施可有效避免辐射事故和工业事故的发生ꎮ
为了推动城市库二期项目的顺利开展ꎬ除了依靠新库的固有安全性(良好的现场条件)外ꎬ公司还

计划从人员、软件、硬件等方面提升能力ꎮ 一方面做好倒源技术的研发和新型监测设备的引入ꎬ另一

方面注重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在现场的全面实施ꎬ加强人员安全

培训ꎬ提升现场应急保障能力ꎬ推动核环保产业安全快速发展ꎮ

参考文献:
[１]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放射性废物库废源治理项目方案[Ｒ].２０１６.
[２]　 何仕均.电离辐射工业应用的防护与安全[Ｍ].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３]　 从慧玲.实用辐射安全手册(第二版)[Ｍ].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４]　 连培生.原子能工业(第二版)[Ｍ].北京:原子能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５]　 王亚民.浅议放射性废源拆除的三个重要环节[Ｊ].中国环境管理ꎬ２００２(３).
[６]　 岳维宏ꎬ肖雪夫ꎬ雷忠龙ꎬ等.废放射源的核查[Ｃ].全国放射源安全研讨论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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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中山(１９８７—)ꎬ男ꎬ博士研究生ꎬ讲师ꎬ现主要从事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及污染防治研究工作

基金项目:８６３ 项目ꎬ放射性污染监测预警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研究ꎬ编号:(２０１２ＡＡ０６３５０)

摘要:文章基于核设施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的各项因素分析ꎬ建立了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ꎬ利用 ＡＳＰ.ＮＥＴ、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等计算机技术和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评估与信息管理系统ꎬ并
通过实例验证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ꎮ 该系统设计采用三层架构ꎬ由下而上总体分为资源层、核心业务应用层和用

户层ꎬ主要能够实现三大功能:一是对影响核设施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的信息进行分类管理ꎻ二是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对

地理监测点数据进行实时的分析预警ꎻ三是系统能够实现对核设施单项指标安全和总体综合安全进行评价ꎮ 该系统

的开发可以为核设施单位进行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管理与预警评估提供技术支持ꎮ
关键词:核设施ꎻ核与辐射ꎻ安全评估ꎻ信息系统

历经近些年的发展ꎬ我国的核军工、核工业与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ꎬ建立了

一大批军用和民用核设施ꎬ在享受核能源带来福利的同时ꎬ我国也在遭受着核与辐射环境污染风险的

威胁ꎮ 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高度关注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的重要性ꎬ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

给予高度重视ꎬ才能保证我国核设施的安全环保可持续发展[１]ꎮ 基于以上的原因ꎬ开展核设施与环境

安全的区域互动分析ꎬ建立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评价的技术方法和标准ꎬ构建特定区域的环境安全信息

管理系统ꎬ为区域环境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非常重要ꎮ

１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指标

１.１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是核与辐射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基本安全原则”中ꎬ对辐射安全的定义ꎬ所谓“安全”系指保护人类和环境免于辐射危险以及引起辐

射危险的设施和活动的安全ꎬ它包括辐射环境安全(保护人类和环境免于辐射危险)和核设施、核
活动安全(引起辐射危险的设施和活动的安全ꎬ但不包括辐射无关的安全方面)两个方面ꎮ 本文所

指的核与辐射环境安全ꎬ是指在核与辐射安全中重点考虑核设施对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存在

的风险ꎮ

１.２　 系统指标的组成

通过核设施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分析ꎬ梳理世界核事故的统计调查、分析我国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

面临的挑战、结合安全检查表法和国家核安全法规对核与辐射环境风险的控制要求ꎬ得出核与辐射环

境安全评价内容主要见表 １~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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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核设施内部核与辐射安全评价

人
人员岗位能力不足、工作人员的失误、工作人员身体或心理问题等带来的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风险

机 设备的故障ꎬ设计的缺陷等带来的核与辐射环境安全风险

环 单位的核安全文化缺失、核安全文化建设力度不足等带来的核与辐射环境风险

管 组织体系不健全、规章制度不完备、监管的漏洞等带来的核与辐射环境风险

表 ２　 核设施对核与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２ ]

放射性物质监管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装填等过程中对核与辐射环境的影响

流出物监测 气态流出物排放、液态流出物排放、固体废物处置等对周围核与辐射环境的影响

表 ３　 核设施周围核与辐射环境质量评价[ ２ ]

周围生态环境的质量 核设施长期运行后ꎬ周围环境的水、空气、土壤等环境介质中的辐射水平

动植物监测 动物、植物所遭受的辐射影响

公众剂量的评估 公众所遭受的辐射剂量

表 ４　 外部环境反作用于核设施的风险评价[ ２ ]

恐怖袭击与群体性事件 爆炸、纵火、撞击、群体冲击等对核设施安全带来的风险

自然灾害 地震、洪水、台风、地质塌陷等自然灾害对核设施安全带来的风险

１.３　 系统指标体系及内容

根据以上的评价内容ꎬ分类后归纳成三级指标体系ꎬ指标框架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指标体系框架图

２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评估与信息管理系统

２.１　 系统总体设计

２.１.１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采用三层架构ꎬ由下而上总体分为资源层、核心业务应用层和用户层ꎬ系统总体体系架构如

图 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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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管理系统框架

(１)资源层

资源层定义了系统运行所需的用户数据、监测数据、基础数据、非格式化文件数据ꎮ 数据层中的

数据以数据库或文件方式存储与相应的服务器和应用终端ꎮ
基础数据包括基础地形库、遥感影像库ꎮ 基础地形库主要存储地形数据ꎬ存储方式采用空间数据

库与文件缓存结合的方式ꎮ 遥感影像库与地形数据类似ꎬ主要存储各种分辨率的遥感影像数据ꎬ存储

方式同样采用空间数据库与文件方式结合的方式ꎮ
(２)核心业务应用层

核心业务应用层提供三维场景环境管理、设施与管控管理、监测点管理、环境安全诊断、系统管理

５ 项功能业务ꎮ
系统的三维场景环境管理、设施与管控管理、监测点管理基于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 地理信息平台ꎬ提供业务

数据的图上显示ꎬ图上作业功能ꎮ
(３)用户层

为合法用户提供系统功能界面操作ꎮ 按照用户使用系统实现的功能不同ꎬ预设普通用户ꎬ专家和

系统管理员三种角色ꎮ 系统管理用户ꎬ系统管理用户角色默认具体系统所有的操作权限ꎮ
２.１.２　 系统的实现

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评估与信息管理系统直接面向用户功能操作ꎬ主要包括三维场景环境管理模

块、设施与管控管理模块、监测点管理模块、环境安全诊断、系统管理ꎮ
其主要功能如下:
(１)三维场景环境管理包括场景环境浏览、场景数据管理、查询定位、量算、通视功能ꎻ
(２)设施与管控管理包括导航列表显示、设施与管控表示、设施与管控显示功能ꎻ
(３)监测点管理包括监测点管理、监测数据管理、预先报警功能ꎻ
(４)环境安全诊断包括监测数据及结果查看、专家打分管理、专家打分统计管理ꎻ
(５)系统管理包括用户管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功能ꎮ

２.２　 安全管理模块设计

如图 ３ 所示ꎬ安全管理模块主要实现信息管理功能ꎬ该模块对需计分和存档的文件进行分类管

理ꎬ便于管理员、专家组和普通用户来进行文档或数据的输入输出及调阅等功能ꎮ

２.３　 地理信息模块设计

图 ４ 为监测数据的录入业务ꎬ每个监测预警点得到的详细数据情况ꎬ包括地理信息、本底值、监测

时间、监测项目、监测数据(包含历史数据)、监测结果等ꎬ通过系统录入后实现数据管理与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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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系统流程图

图 ４　 监测数据录入业务

对于监测数据ꎬ为了实现实时定点的采集、管理与分析ꎬ系统引入了地理信息ꎬ在地理信息上实时

记录每个监测点的监测数据ꎬ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ꎬ实现对问题数据的预警ꎮ 图 ５ 为某核设施单位

的地理信息图ꎬ对应地图上有该单位每个监测点的监测数据ꎬ系统根据录入数据与历史数据或本底值

比较后实现自动预警ꎮ

２.４　 评价模块的设计

２.４.１　 指标权重的确定

核设施单位存在差异ꎬ由于性质不同ꎬ其各项指标权重也就存在差异ꎮ 为此ꎬ如图 ６ 所示ꎬ系统没

有设定固定权重ꎬ待评价单位各项指标权重采取计算赋值的方法ꎮ 首先专家打分法结合层次分析法

来进行指标权重的计算ꎬ其次为避免主观性造成结果偏差ꎬ采取多位专家分析意见加权归一的方法进

行赋值ꎮ 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１)根据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ꎬ专家对每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ꎬ构建判断矩阵ꎮ
(２)根据判断矩阵ꎬ计算某一准则下各因素的相对权重ꎬ得出权重向量ꎮ
(３)一致性检验对单一准则下的权重向量进行一致性检验ꎬ即要求判断矩阵应大体上满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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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地理监测点

致性ꎮ
(４)指标权重加权归一ꎮ 每位专家给的比较矩阵一般有一些差异ꎬ为了减小主观差异ꎬ使指标权

重数值更加权威ꎬ对每个专家给出的比较矩阵进行权重计算ꎬ采取求平均后归一的方式求得各指标

权重ꎮ

图 ６　 权重分配表

２.４.２　 单项评价

针对基本项的评价ꎬ若核设施单位未出现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事故、流出物的排放符合规定限值、
周围核辐射环境监测数据在本底统计涨落范围内、动植物监测数据和公众剂量值都在国家或行业规

定内ꎬ则认为核设施单位是安全的ꎬ反之ꎬ核设施单位如果上述指标监测数据出现了超标ꎬ那就是核与

辐射环境安全事故ꎬ核设施单位核与辐射环境是不安全的ꎬ需进行应急整改ꎮ 只有在核设施单位安全

的情况下ꎬ才进行核辐射环境安全风险等级的评价ꎮ
(１) 定性指标的评价

对于定性指标的评价结果ꎬ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ꎮ 采用专家组评判进行等级评价ꎬ即让参

与评审的评审专家ꎬ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准则的要求ꎬ运用自身执业判断能力分别判断ꎬ以加权

平均法求得评价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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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定量指标的评价

对于定量指标的评价标准值可由以下几个途径确定:①采用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标准值ꎻ
②参考国内外的现状值ꎻ③参考行业的平均先进水平ꎻ④参考有关专家提供的标准值ꎻ⑤依据现有的

理论量化确定标准值ꎻ⑥由评审专家依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ꎮ
２.４.３　 综合评价

在对单个指标进行等级评价后ꎬ再对各类指标进行综合等级评价ꎬ最后对整体进行综合评价ꎮ 分

类综合评价与整体综合评价涉及较多指标ꎬ然而指标中有些指标在单个评价时符合标准ꎬ有些指标在

单个评价时不符合要求ꎬ因而评审人员在指标分类综合评价和整体评价中表现出了较大的模糊性ꎮ
因此ꎬ如图 ７ 所示ꎬ系统对定量指标的分类综合评价与定量环境指标的整体评价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

进行评估[ ３ ]ꎮ

图 ７　 模糊综合评价界面

３　 总结

(１)通过对核设施影响环境辐射安全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ꎬ分类整理出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管理的

三级指标ꎮ
(２)结合指标ꎬ运用 ＡＳＰ.ＮＥＴ、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等计算机技术设计了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管理与评

价系统ꎮ 系统针对不同的核设施评价编入了指标权重计算方法ꎬ根据评价专家组提供的矩阵对具体

对象权重进行计算与赋值ꎮ
(３)系统建立了三方登录模式ꎬ管理员负责数据库录入、审查与统计ꎬ专家组负责对其进行审核与

评价ꎬ普通用户负责系统维护和管理工作ꎮ 该系统在某核废料处理工程进行调试运用ꎬ各项功能

正常ꎮ
(４)系统实现了三个模块的功能ꎬ一是安全指标管理ꎬ实现对需计分和存档的文件进行分类管理ꎮ

二是地理信息ꎬ把监测数据与地理信息结合起来实现实时实地预警功能ꎮ 三是指标评价模块ꎬ包括定

量与定性结合对核设施单位单项指标评价ꎬ设计了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核设施单位进行整体安全风

险评估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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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激光扫描无损技术在核岛基坑
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孙茂前ꎬ刘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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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

摘要:由于核电工程工期长、作业面广、安全要求严格ꎬ边坡的安全稳定分析和监测预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ꎮ 同时

由于工程的特殊性ꎬ施工期的边坡监测不宜采用深孔的应力应变监测ꎬ而只能采用表面无损的监测手段ꎬ因此预警的

科学性和时效性一直是困扰监测者的主要难题ꎮ 本研究应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技术ꎬ对核岛基坑边坡进行位移监测ꎬ通
过与全站仪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ꎬ三维激光扫描无损技术在边坡位移监测上不仅具备远距离、无干扰等优势ꎬ还具有

较高的精度和效率ꎮ 尤其是在核电厂施工边坡现场ꎬ增加三维数据的点云分析监测指标加上数值模拟的反分析法ꎬ可
进一步提高边坡安全监测及预警预报的科学性和时效性ꎮ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必将在未来工程边坡安全评价和安全监

测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ꎮ
关键词:三维激光扫描ꎻ核岛基坑ꎻ无损ꎻ位移监测ꎻ反分析法

核电工程作为一个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工程ꎬ其施工安全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ꎮ
由于核电工程深度大、工期长、作业面广、安全要求严格ꎬ所以施工期内的边坡安全稳定是工程施工运

行的主要关注区域ꎮ 由于工程的特殊性ꎬ施工期的边坡监测不宜采用深孔的应力应变监测ꎬ而只能采

用表面无损的监测手段ꎮ 如 ＧＰＳ、全站仪、水准仪等监测手段来对边坡进行监测预警分析ꎮ 随着光学

监测技术的发展ꎬ以三维激光扫描仪为主的位移监测以其远距离、无干扰、高精度、快速、高效等优势ꎬ
为边坡的监测提供可靠的数据ꎬ并逐渐成为分析边坡位移变形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ꎮ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 ２１ 世纪初开始一直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ꎬ其原理是通过激光测距原理快

速的扫描被测物体ꎮ 整个过程不需要反射棱镜便可以直接获得高精度的扫描点云数据ꎬ即时快速的

测出目标物体的三维空间坐标值ꎮ Ｈｅｓｓｅ 等[１] 通过分析变形体的 ＤＥＭ 模型变化实施变形研究ꎮ
Ｔｓａｋｉｒｉ 等[２]对安置在变形体上的标志进行扫描ꎬ证实利用激光扫描技术可检测 ０.５ ｍｍ 的变形量ꎮ 徐

进军等[３]通过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来快速建立滑坡监测系统ꎬ达到了很好的效果ꎮ 赵国梁等[４] 应用三

维激光扫描技术较好地分析了四川达竹矿务局柏林煤矿滑坡区地表移动的特殊规律和适用性ꎮ 郭献

涛等[５]基于最小二乘法原理ꎬ在距离为 １３０ ｍ 时对目标物进行扫描ꎬ发现其位移误差小于 １ ｃｍꎬ旋转

度误差小于 ０.９°ꎮ 谢谟文等[６]分别对此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ꎬ并对其技术优势、存在的问题

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论述ꎮ
本文以山东省某核电厂为研究重点ꎬ运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对基坑边坡进行位移监测ꎬ通过与全站

仪数据的对比ꎬ分析其在边坡位移监测的技术优势ꎮ 通过沉降位移和断面位移数据ꎬ应用位移反分析

法对三维模型参数进行调整ꎬ得出符合边坡实际的物理模型参数ꎮ

１　 研究背景

核电厂位于胶东半岛东端ꎬ濒临黄海ꎬ工程建设 ２ 台 ＣＡＰ１４００ 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ꎬ两台机

组基坑东西向最大长度约为 ３００ ｍꎬ最大南北长度为 １００ ｍꎬ挖深 ２１ ｍꎮ 三维激光扫描区域为 １ 号机

０４２



组的核岛、常规岛及其循环水排水沟道ꎮ 根据现场监测重点ꎬ设置三个观测区域ꎬ分别为 Ｍ１ 区、Ｍ２ 区

和 Ｍ３ 区ꎬ平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三维激光扫描观测区

１.１　 工程地质概况

根据已有勘察资料分析ꎬ勘察场地主要分布地层有:①第四系全新统坡残积层ꎻ②晚元古代青白

口纪花岗片麻岩ꎻ③在花岗片麻岩岩体中分布有小规模侵入状的中生代脉岩ꎬ包括斜云煌斑岩、二长

闪长岩、正长斑岩等ꎬ脉岩多呈条带状穿插分布于花岗片麻岩中ꎮ 该地质条件虽然具备建厂条件ꎬ然
而有如下几点劣势ꎬ一是风化层厚度不均匀ꎬ以全风化花岗岩为例ꎬ最小厚度为 ０.５ ｍꎬ最大厚度却高

达 ９.８ ｍꎬ这给边坡的稳定分析带来一定难度ꎻ二是煌斑岩分布广泛ꎬ浅部脉体以全 ~强风化为主ꎬ 有

多组脉岩产状ꎬ厚度也极不均匀ꎬ具体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主要地层一览表

地层 基本描述 钻探揭露厚度

第四系全新

统坡残积层

灰黄色~褐黄色ꎬ夹有粉土团块或薄层ꎬ局部混细砂ꎬ下部多含碎石、角
砾ꎬ地表有约 ０.５０ ｍ 的植物层或粉细砂ꎬ呈可塑~硬塑状态

(０.５０~４.９０)ｍ

晚元古代

青白口纪

花岗片麻岩

浅肉红色~深灰色ꎬ风化后呈褐黄色ꎬ鳞片粒状变晶结构ꎬ局部有黑云

斜长片麻岩包体赋存ꎬ主要矿物成分为斜长石(３０％ ~ ４５％)、钾长石

(２０％~３５％)、石英(１５％~３０％)ꎬ含少量黑云母及角闪石

全风化层平均厚度 ２ ５８ ｍꎻ
强风化层平均厚度 ５ ３１ ｍꎻ
中风化层平均厚度 ８ ７９ ｍ

斜云煌斑岩

灰绿色ꎬ块状构造ꎬ半自形粒状结构ꎬ粒径 １~ ２ ｍｍꎮ 矿物成分为角闪

石(３５％)、斜长石(６０％)、黑云母(５％)ꎮ 该层主要呈脉状侵入于花岗

片麻岩岩体中ꎬ场地内分布较广泛

全风化层平均 ２ １２ ｍꎻ
强风化层平均 ４ ８３ ｍꎻ
中风化层平均厚度 ３ ７６ ｍ

１.２　 水文地质概况

所在区域为黄海海域ꎬ海潮每昼夜有二次高潮和二次低潮ꎬ潮流类型基本上属往复流ꎮ 地下水对

混凝土中的钢筋腐蚀性为中等ꎬ对混凝土等的腐蚀性则可以通过工程措施防治ꎻ在采取了必要的地表

水防渗措施后ꎬ其对地基的上浮作用也影响较弱ꎬ水文地质条件相对有利

１.３　 监测方案

本研究三维激光扫描仪型号为 Ｇｉｅｇｌ ＶＺ－４００ꎬ采用全波形回波技术和实时全波形数字化处理和

分析技术ꎬ每秒可发射高达 ３００ ０００ 点的纤细激光束ꎬ提供高达 ０.０００ ５ 度的角分辨率和 ２ ｍｍ 的位移

分辨率ꎮ 与传统的位移传感器相比ꎬ无论在远程监测(最大测量距离为 ５００ ｍ)ꎬ还是在测试精度性能

上具有明显优势ꎮ 图 ２ 为三维激光扫描仪ꎮ
针对重点部位及地质条件复杂的基坑坡面ꎬ采用非接触式的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进行固定

站点扫描监测ꎬ不同时期点云数据配准及曲面细分技术分析坡面的整体位移变形状况ꎬ寻找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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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并发现隐患点ꎮ 经过点云数据匹配、初处理后ꎬ利用 ＧＩＳ 平台的空间分析与数据管理优势ꎬ在 ＧＩＳ
平台进行更丰富的分析ꎬ监测结果可更直观进行体现ꎮ 在边坡施工过程中ꎬ每隔 １ 个月采集一次数

据ꎬ特殊施工工况可加密监测ꎬ数据采集周期为 ６０ 日内对目标区域进行三次集中监测ꎬ取得三维的相

关点云数据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２　 三维激光扫描仪

　 　 　 　 　 　 　 　 　
图 ３　 三维点云数据

２　 三维激光扫描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维激光扫描结果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为经过点云处理后的三维俯视图和正面主视图ꎬ分别截取 ４ 个截面ꎬ１－１ 至 １－４ꎬ
并通过不同时期三维点云数据进行比较ꎬ得出不同剖面的变形状况ꎮ 表 ２ 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各测点

位移坐标结果ꎮ

图 ４　 Ｍ１ 区俯视图

图 ５　 Ｍ１ 区正面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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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实验测试结果

剖面 点 测站
坐标 / ｍ

ｘ ｙ ｚ
变化量

１－１

ｐｏｉｎｔ１

ｐｏｉｎｔ２

ｐｏｉｎｔ３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３８.３２５

－３９.５６７

－４０.５２２

－５２.４８２

－５１.１４５

－５０.１９

－４.６１４

－４.６３４

－７.６４１

－７.６３１

－１０.５８２

－１０.５８１

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２

ｐｏｉｎｔ１

ｐｏｉｎｔ２

ｐｏｉｎｔ３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５３.９８９

－５４.３７１

－５４.６５８

－６０.９８３

－５９.０７３

－５７.９２６

－４.５１４

－４.４８９

－７.６１３

－７.６１

－１０.２２１

－１０.２２７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１－３

ｐｏｉｎｔ１

ｐｏｉｎｔ２

ｐｏｉｎｔ３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７９.１０９

－７８.１５４

－７７.４８５

－５５.３４８

－５４.６７９

－５３.７２４

－４.５６

－４.５５４

－７.３２２

－７.３１１

－９.４０１

－９.４０５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４％

１－４

ｐｏｉｎｔ１

ｐｏｉｎｔ２

ｐｏｉｎｔ３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２０

０７２１

－９２.１９４

－９１.０４８

－８９.９９７

－３６.１５

－３５.５７７

－３５.０９９

－４.２５３

－４.２５５

－７.１０６

－７.１１３

－１０.１１６

－１０.０７９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３７％

图 ６　 采用 ＦＬＡＣ ３Ｄ 建立的数值模型

由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可知ꎬＭ１ 区域整体稳

定ꎬ除部分点有较大位移外ꎬ其余各监测点都在误

差范围以内ꎬ维持基本位移不变ꎬ这与现场实际监

测结果相吻合ꎮ 而通过断面分析发现ꎬ１－１ 与 １－２
断面顶部变化量较大ꎬ则需要进一步注意和观察ꎮ

２.２　 数值分析结果

通过现场勘察报告可知ꎬ断面附近区域存在

较大面积的全风化的斜云煌斑岩ꎮ 钻探结果显

示ꎬ全风化层厚度 ０.７０~４.３０ ｍꎬ平均 ２.１２ ｍꎻ强风

化层厚度 ０. ４０ ~ １７. ６０ ｍꎬ平均 ４. ８３ ｍꎮ 因此用

ＦＬＡＣ３Ｄ 分别对该断面进行数值模拟分析ꎬ如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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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ꎮ
假设各地层水平ꎬ建立模型ꎬ输入参数ꎬ并对沉降结果进行计算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垂直沉降对比 ｍｍ

位置 无强风化煌斑岩 有强风化煌斑岩 沉降差值

１－１ １.５６ １５.７ １４.１４

１－２ ４.２１ ２９.０ ２４.７９

数值模拟结果可知ꎬ由于岩层中出现强风化煌斑岩时ꎬ断面位移与沉降均会有所提升ꎬ而正是由

于 １－１ 和 １－２ 断面附近存在强风化岩层ꎬ造成该断面在坡顶处的变形相比较于其他位置有所升高ꎮ

３　 讨论

３.１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优势

由于核电厂边坡变形破坏的典型特点是在小变形条件下即产生非连续开裂破坏ꎬ进而造成局部

开裂大变形ꎮ 开发能够与以三维点云数据为主的典型变形破坏特征相适应的高精度多元信息监测和

测试系统ꎬ是预测核电工程边坡孕育演化特征和规律的先决条件ꎮ
该研究以激光三维扫描仪为主要监测设备ꎬ其高精度与高灵敏度适用于监测硬脆性岩体边坡变

形破坏的规律ꎮ 同时ꎬ由于其强大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ꎬ在预测变形破坏的形式、分析边坡内部力

学参数等具有独特的优势ꎮ
三维激光扫描无损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接触和面测量ꎬ这是其能应用在核电工程边坡的主要

原因ꎮ 同时三维激光扫描仪还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自动获取数据ꎬ获取速度较快ꎮ 以每秒百万点扫描速度ꎬ可以快速实现整个边坡面状区域的

整体扫描的优势ꎻ
(２)获取数据全面ꎬ数据量丰富ꎬ精度高ꎮ 可实现扫描的断面分析ꎬ位移云图制作ꎬ同时ꎬ其精度可

达到毫米级ꎬ可为现场监测提供详实可靠的监测数据ꎻ
(３)数据是三维矢量ꎬ简单直观ꎮ 扫描数据可与 ＧＩＳ 无缝对接ꎬ通过导入、绘制、显示等ꎬ实现三维

图形的可视化ꎮ

３.２　 三维激光扫描仪在核电工程边坡的应用

核电厂工程因为其特殊性ꎬ边坡的安全性往往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区差异ꎮ 因此ꎬ需从多个途径、
提出多种方法对其稳定性(安全性)进行分区时空综合预测分析ꎮ 而由于现场监测设备安装条件的限

制ꎬ只能通过远程或是表观的位移监测信息ꎬ无法获得内部深层的应力应变变化信息ꎬ因此需要三维

激光扫描等设备实现其表观数据的全方位监测ꎮ
实际经验表明在进行断面的位移监测效率和准确性方面ꎬ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要高于全站仪等

传统的监测手段ꎬ因此在核电厂施工边坡现场ꎬ增加三维数据的点云分析监测指标ꎬ无疑会进一步提

高边坡安全监测及预警预报的科学性和时效性ꎮ

４　 结论

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ꎬ对工程边坡进行点云扫描和分析ꎬ并与现场结果进行验证: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可以为核电厂工程边坡安全监测提供数据支持ꎬ并得出如下结论:
(１)通过与全站仪等传统监测手段对比分析ꎬ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可以进行分区时空综合预测

分析ꎮ 由于其强大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ꎬ在预测变形破坏的形式、分析边坡局部或断面位移等具有

独特的优势ꎮ
(２)三维激光扫描仪可以快速准确地进行断面的位移监测ꎬ因此在核电厂施工边坡现场ꎬ增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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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数据的点云分析监测指标ꎬ无疑会进一步提高边坡安全监测及预警预报的科学性和时效性ꎮ 激光

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引入ꎬ拓宽了工程监测方法的外延ꎬ并且必将在未来工程边坡安全评价和安全监测

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ꎮ
(３)通过点云数据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可知ꎬ全风化的斜云煌斑岩的存在是边坡沉降位移较大的

主要因素ꎮ 因此需要对全风化的重点区域进行关注ꎬ尤其是在施工荷载增加的情况下ꎬ密切关注该区

域的位移和沉降ꎬ保证施工的进度和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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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局部线性嵌入和 Ｋ－最近邻分类器的
核动力装置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于巍峰ꎬ刘永阔ꎬ武茂浦ꎬ温志斌ꎬ周　 文ꎬ刘鹏飞
(哈尔滨工程大学ꎬ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于巍峰(１９９２—)ꎬ男ꎬ硕士研究生ꎬ现主要从事核动力装置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研究工作

摘要:针对核动力装置运行数据具有强非线性、高维数的特点ꎬ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流形学习的核动力装置运行故障

诊断新方法ꎮ 流形学习方法能有效地提取高维非线性数据中嵌入的低维流形特征ꎬ该方法运用局部线性嵌入算法直

接对原始运行数据进行无监督学习ꎬ将数据进行非线性维数约简ꎬ从而得到数据的内在低维流形特征ꎬ并且保留了数

据的几何结构信息ꎮ 与传统的 ＰＣＡ 线性方法相比ꎬ该方法特征提取能力更强ꎬ能有效地将不同种类的故障数据进行

特征聚类ꎬ然后将提取到的低维特征向量输入 Ｋ－最近邻分类器进行故障模式识别ꎮ 为了验证该方法用于核动力装置

故障诊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ꎬ采用人工数据集数值仿真和核动力装置仿真机过程仿真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ꎮ
关键词:核动力装置ꎻ故障诊断ꎻ局部线性嵌入算法ꎻＫ－最近邻分类器

核动力装置结构复杂ꎬ对安全性要求极高ꎬ为保证其安全运行ꎬ针对不同系统和设备的监测越来

越全面ꎮ 因此运行过程中所获得数据维数也大大增加ꎮ 而且通常的设备故障数据有强烈的非线性特

点ꎮ 因此ꎬ如何从非线性、高维数的监测数据中准确地获得系统的运行状态特征非常值得研究ꎮ
传统主控制室缺少核动力装置运行的故障诊断功能ꎬ对故障情况只能以人工方式参考仪表参数

作出判断[ １ ]ꎮ 因此ꎬ研究有效的故障诊断方法对核动力装置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故障诊断的基本内

容包括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ꎬ其中特征提取技术是后续故障能否被准确识别的关键ꎮ 因此合适的特

征提取方法尤为重要ꎮ 常用的方法如主元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ＰＣＡ)和线性识别分析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ＬＤＡ)对线性数据有较好地处理效果ꎬ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２－３ ]ꎮ 而

实际过程的数据通常具有非线性的特点ꎮ 流形学习较传统的线性降维方法能有效地发现非线性高维

数据的本质维数ꎬ从而进行特征提取[ ４ ]ꎮ
本文针对核动力装置运行数据非线性、高维的特点ꎬ提出了一种基于流形学习的故障诊断方法ꎬ

将局部线性嵌入(Ｌｏ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ꎬＬＬＥ)的非线性降维算法应用于特征提取ꎬ并与 Ｋ－最近邻分

类器(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ꎬＫＮＮＣ)相结合ꎬ最终实现对核动力装置的故障诊断功能ꎮ

１　 局部线性嵌入算法

１.１　 算法分析

ＬＬＥ 算法是一种经典的流形学习方法ꎮ 它的核心思想是数据在降维前后可保持近邻点之间的线

性结构不变ꎬ用局部线性逼近全局非线性[ ５ ]ꎮ 且在此降维过程中能保持流形的局部几何信息不丢失ꎬ
因此ꎬ该方法是一种局部的流行学习方法ꎮ ＬＬＥ 算法的计算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ꎮ

(１)选取近邻点:对高维数据的每个样本点 ｘｉ ꎬ计算其与其余样本点 ｘ ｊ 的欧氏距离ꎬ找出其最近

的 ｋ 个近邻点ꎮ 距离公式为

ｄ(ｘｉꎬｘ ｊ) ＝ ‖ｘｉ － ｘ ｊ‖ (１)

(２)计算重构权值矩阵:根据每个样本点 ｘｉ 的近邻点ꎬ通过使目标函数 ‖ｘｉ － ∑ ｊ
Ｗｉｊ‖ 最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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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Ｗｉｊ ＝ １ꎬ计算样本的局部重建权值矩阵 Ｗ ꎬ推导出的公式为:

Ｗｉｊ ＝
∑ ｋ

(Ｇ ｉ
ｊｋ)

－１

∑ ｌｍ
(Ｇ ｉ

ｌｍ)
(２)

其中ꎬ Ｇ ｉ
ｉｊ ＝ (ｘｉ － ｘｉｊ) Ｔ(ｘｉ － ｘｉｋ) ꎬ ｘｉｊꎬｘｉｋ 为 ｘｉ 的近邻点ꎮ

(３)求解低维嵌入矩阵:通过使低维空间重构误差 Φ(Ｙ) 最小ꎬ在低维空间重构原始样本ꎬ即

ｍｉｎΦ(Ｙ) ＝ ∑
Ｎ

ｉ ＝ １
ｙｉ － ∑

ｋ

ｊ ＝ １
ｗ ｉｊｙｉｊ

２
(３)

式(３)需要满足:∑
Ｎ

ｉ ＝ １
ｙｉ ＝ ０ꎬ∑

Ｎ

ｉ ＝ １
ｙｉｙＴ

ｉ ＝ Ｉ ꎮ 其中ꎬ ｙｉｊ( ｊ ＝ １ꎬ２ꎬꎬｋ) 是 ｙｉ 的第 ｊ 个近邻点ꎬＮ 是样本

点的个数ꎬ Ｉ 是 ｄ 维单位阵ꎬ ｄ 是降维后的维数ꎮ

１.２　 增量式算法

为了实现对核动力装置故障诊断地目地ꎬ需要将实时运行数据通过 ＬＬＥ 算法进行降维处理ꎮ
ＰＣＡ 方法会生成一个特征投影矩阵ꎬ而 ＬＬＥ 方法则没有这种显式的投影矩阵ꎬ针对每一个样本点都要

重新运行一次该算法ꎬ计算复杂度高ꎬ实时性差ꎮ 因此ꎬ本文通过如下方法求从高维样本空间到低维

特征空间的投影矩阵ꎮ 新样本只需通过投影矩阵就可得到低维特征ꎬ这样可以减少运算次数ꎬ提高诊

断速度ꎮ
假设存在一个投影矩阵 Ａ ＝ (ａ１ꎬａ２ꎬꎬａｄ) Ｔ ∈ Ｒｄ×Ｎ ꎬ满足映射关系 Ｙ ＝ ＡＸ ꎮ

其中ꎬ ａ１ꎬａ２ꎬꎬａｄ 满足约束条件:

ａ ｊ ＝ ａｒｇｍｉｎ∑
ｋ

ｉ
(ａＴｘｉ － ｙｉｊ) ２ (４)

其中ꎬ １ ≤ ｊ ≤ ｄ 且 ｙｉｊ 是 ｙｉ 的第 ｊ 个元素ꎮ 求解式(４)即可求得投影矩阵 Ａ ＝ ＹＸＴ (ＸＸＴ) －１ ꎮ

２　 Ｋ－最近邻分类器

对于某一测试样本 ｙꎬｋ－近邻算法会根据与 ｙ 最近的 ｋ 个带有类别标签的训练样本中多数样本的

类别ꎬ来决定测试样本 ｙ 的类别属性[ ６ ]ꎮ 其具体内容如下:设样本类数目为 ｃꎬ分别为: ｗ１ꎬｗ２ꎬｗ３ꎬꎬ
ｗｃ 类ꎬ ｋ１ꎬｋ２ꎬｋ３ꎬꎬｋｃ 分别是 ｋ 个近邻中属于 ｗ１ꎬｗ２ꎬｗ３ꎬꎬｗｃ 类的样本数目ꎮ 首先计算测试样本 ｙ
与各个训练样本之间的余弦距离ꎬ并找到与样本距离最近的 ｋ 个近邻ꎬ然后计算这 ｋ 个近邻分别属于

哪一类别的训练样本ꎬ某类训练样本的近邻点最多ꎬ则该测试样本属于这一类ꎮ
定义判别函数为

ｇｉ(ｘ) ＝ ｋｉꎬｉ ＝ １ꎬ２ꎬ３ꎬꎬｃ (５)
判别规则为ꎬ若

ｇ ｊ(ｘ) ＝ ｍａｘ
ｉ
ｋｉ (６)

则 ｘ ∈ ｗ ｊ ꎮ

３　 人工数据集仿真研究

３.１　 算法对比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的 ＬＬＥ 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ꎬ采用 Ｓ－ｃｕｒｖｅ 曲面和 Ｓｗｉｓｓ－ｒｏｌｌ 曲面这两个经

常使用的人工数据集分别对 ＰＣＡ 和 ＬＬＥ 算法的聚类性能进行测试比较ꎮ 采样点个数为 ２０００ꎬＬＬＥ 算

法的近邻点个数 ｋ ＝ １７ꎮ 为了降维的可视化效果ꎬ两种方法都是将三维空间中的数据降维到二维

平面ꎮ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显示了 ＰＣＡ 和 ＬＬＥ 两种算法对 Ｓ－ｃｕｒｖｅ 曲面和 Ｓｗｉｓｓ－ｒｏｌｌ 曲面的降维效果ꎮ 从

图中可以很明显看出 ＰＣＡ 方法对 Ｓ－ｃｕｒｖｅ 曲面和 Ｓｗｉｓｓ－ｒｏｌｌ 曲面的降维效果较差ꎬ出现了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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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相互重合的现象ꎬ说明经过 ＰＣＡ 降维后ꎬ数据原有的几何结构被破坏ꎮ 因此ꎬＰＣＡ 方法并不能在降

维的同时保证原来数据中信息的完整性ꎬ因此ꎬ该方法用来对高维数据进行特征提取效果有限ꎮ ＬＬＥ
方法对 Ｓ－ｃｕｒｖｅ 曲面和 Ｓｗｉｓｓ－ｒｏｌｌ 曲面的降维效果很好ꎬ能良好地对高维数据点进行低维重构ꎬ保持数

据点之间的几何结构信息不变ꎬ是一种优秀的特征提取方法ꎮ

图 １　 Ｓ－ｃｕｒｖｅ 曲面仿真实验

图 ２　 Ｓｗｉｓｓ－ｒｏｌｌ 曲面仿真实验

３.２　 近邻数 Ｋ 的选取

图 ３ 是当近邻点数 ｋ 取不同值时的降维效果图ꎮ 实验中近邻点 ｋ 的数目分别取:５ꎬ１０ꎬ１５ꎬ２０ꎬ３０ꎬ
３５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近邻点选的过大或过小降维效果都不好ꎮ 原因在于:ｋ 取值太小ꎬ样本点不能保

持在低维空间重构时的几何结构ꎻｋ 取值过大ꎬ会因为对大部分非线性的点采用线性处理方法ꎬ破坏了

数据的非线性结构ꎮ 目前对近邻点数的选取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ꎬ在实际工作中ꎬ主要是靠经验选择

ｋ 值ꎮ 本文经实验ꎬｋ 取 １５ ~ ２０ 的降维效果较好且没有明显区别ꎬ因此ꎬ研究中取 ｋ 值范围的中间

值 １７ꎮ

４　 基于 ＬＬＥ 与 ＫＮＮＣ 的故障诊断模型

针对核动力装置运行数据具有非线性、高维度的特性ꎬ本文提出了图 ４ 所示的一种局部线性嵌入

算法与 ｋ－最近邻分类方法相结合的故障诊断模型ꎮ 该模型的模式识别方法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

步骤:
(１)对采集到的包含正常运行状态和不同故障种类的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预处理ꎬ构成数据的高

维样本空间ꎮ
(２)将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用局部线性嵌入算法进行特征提取ꎬ获得其内在流形特征ꎬ将高维样

本空间的数据投影到低维特征空间ꎮ
(３)将降维后的低维特征向量送入 ＫＮＮＣ 训练ꎬ分为不同故障模式ꎮ
(４)对类别未知的测试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ꎮ
(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用局部线性嵌入算法进行特征聚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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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 ｋ 值的降维效果图

(６)将聚类后的数据送入 ＫＮＮＣ 进行故障模式识别ꎮ

４.１　 基于 ＬＬＥ 的特征提取

与传统的 ＰＣＡ 算法不同ꎬＬＬＥ 算法通过数据点的局部结构关系来构建数据的整体结构关系ꎬ而不

是对所有数据进行统一处理ꎮ 如图 ５ 所示ꎬ ｘ１ꎬｘ２ꎬｘ３ꎬｘ４ꎬｘ５ 是某一非线性流形上的点ꎮ 首先ꎬ以每一

个样本点为中心ꎬ将此非线性流形划分为若干个小块ꎬ每一个小块包含该样本点及其周围的近邻点ꎬ
每一个小块可以认为是线性结构ꎮ 然后ꎬ利用每个点与其近邻点的关系进行线性重构ꎮ 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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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故障诊断流程图

每一小块的局部信息都能够被保留ꎬ从而保证了对数据局部的特征提取完整性[ ７ ]ꎮ

　 　
图 ５　 样本点线性重构示意图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核动力装置仿真机ꎮ 针对核动力装置选择了冷却剂管道破口事故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ꎬＬＯＣＡ)ꎬ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Ｓｔ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Ｔｕｂ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ꎬＳＧＴＲ)ꎬ主蒸

汽管道破裂(Ｍａｉｎ Ｓｔｅａｍ Ｌｉｎｅ ＢｒｅａｋꎬＭＳＬＢ)ꎬ这三种典型故障为对象进行故障诊断方法的研究ꎮ 分别

用正常运行、冷却剂管道破口事故、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主蒸汽管道破裂的监测数据构造一个

２００×５８的高维矩阵ꎮ 其中ꎬ２００ 代表样本点的个数ꎬ三种故障状态数据和一组正常运行数据各 ５０ 个样

本点ꎻ５８ 代表的是数据的维数ꎬ即监测参量的数目ꎮ 然后将该矩阵按照图 ４ 所示的流程进行处理ꎬ然
后得到训练好的 ＫＮＮＣꎮ

经过多次的深入研究发现ꎬ两种方法的特征提取结果跟样本长度及样本点个数关系不大ꎬ但 ＬＬＥ
算法的效果与近邻点数 ｋ 以及降维维数 ｄ 关系密切ꎬｋ 值选为 １７(关于近邻点数 ｋ 的选取见 ３.２ 节)ꎮ
由于本文是用 ＰＣＡ 方法与 ＬＬＥ 方法进行特征提取的对比ꎬ因此降维维数选择与 ＰＣＡ 方法得到的维

数相同ꎮ ＰＣＡ 方法采用方差累计百分比的方式确定 ｄ 的值ꎬ本文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样本信息ꎬ选择

方差累计贡献率为 ９５％ꎮ 并由此确定 ｄ 的值为 ３ꎮ

(ａ)ＰＣＡ 降维后的三维特征图 　 　 　 　 　 　 　 　 　 　 　 (ｂ)ＬＬＥ 降维后的三维特征图

图 ６　 仿真数据的特征聚类分布图

图 ６(ａ)和图 ６(ｂ)分别为用 ＰＣＡ 方法和 ＬＬＥ 方法对高维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后的三维空间分布

图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用 ＰＣＡ 方法特征提取后的样本分布ꎬ不同类之间的分类不清楚ꎬ有部分点重合

不可分ꎬ这对后一步的故障模式识别不利ꎮ 而采用 ＬＬＥ 方法得到的样本点的聚类效果较好ꎬ不同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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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特征分布就比较集中可分ꎬ有利于后续分类器的故障诊断工作ꎮ 因此ꎬ基于非线性 ＬＬＥ 方法的故

障特征提取方法优于传统的线性 ＰＣＡ 方法ꎮ

４.２　 故障诊断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比较 ＰＣＡ 方法和 ＬＬＥ 方法对核动力装置故障诊断效果ꎬ采集正常运行、冷却剂管道

破口事故、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主蒸汽管道破裂各 １００ 组样本ꎬ然后采用 ＫＮＮＣ 对基于两种方法

特征提取后的特征向量进行故障模式分类ꎮ 具体诊断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不同故障诊断模型诊断结果对比

故障诊断

模型

不同状态下的故障诊断准确率 / ％

正常状态 ＬＯＣＡ ＳＧＴＲ ＭＳＬＢ

诊断平均

准确率 / ％

ＰＣＡ＋ＫＮＮＣ １００ ８８ ８９ ９２ ９２.２５

ＬＬＥ＋ＫＮＮＣ １００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９９.２５

注:表中数字为 １００ 个样本诊断结果正确的数目ꎮ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ꎬ用 ＰＣＡ 方法和 ＬＬＥ 方法对正常运行状态的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得到的故障诊

断准确率都是 １００％ꎬ说明两种方法对正常状态都能有效识别ꎮ 而对于本文中讨论的三种故障类型ꎬ
ＬＬＥ＋ＫＮＮＣ 方法的故障诊断准确率均明显高于 ＰＣＡ＋ＫＮＮＣ 方法ꎮ 这主要是因为 ＬＬＥ 方法相比于

ＰＣＡ 方法在特征提取过程中能更好地保持数据的结构ꎬ从而有更好的特征聚类效果ꎬ使得分类准确率

更高ꎮ

５　 结论

本文将 ＬＬＥ 算法与 ＫＮＮＣ 结合ꎬ提出了一种用于核动力装置故障诊断的方法ꎬ从文中的分析可以

得到以下结论:
(１)ＰＣＡ 和 ＬＬＥ 方法都可以有效地对高维数据进行特征降维ꎬ但是ꎬ由于 ＰＣＡ 方法只适用于线性

系统ꎬ因此ꎬ从 Ｓ－ｃｕｒｖｅ 和 Ｓｗｉｓｓ－ｒｏｌｌ 数据集实验中可以明显看出 ＰＣＡ 方法的降维效果不如 ＬＬＥ 方法ꎬ
这是因为 ＬＬＥ 方法是一种非线性的方法ꎬ能够保持数据的局部结构ꎬ在降维重构过程中能最大程度保

持原有数据的几何结构信息ꎮ
(２)ＬＬＥ 方法具有良好的特征提取能力ꎮ 针对核动力装置不同状态数据研究发现该方法的聚类

效果较好ꎬ得到的特征样本具有良好的类别可分性ꎬ有利于后续故障诊断的进行ꎮ 从聚类效果看ꎬ该
方法明显优于传统的 ＰＣＡ 方法ꎮ

(３)从仿真和实例应用可以看出ꎬ本文所提出的 ＬＬＥ－ＰＣＡ 故障诊断模型具有良好的诊断性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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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良壮(１９９３—)ꎬ男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动力装置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方面工作

摘要:核电厂的安全性始终是最重要的ꎮ 有效的故障诊断技术可以缩短操纵员的反应时间ꎬ避免不必要的停堆甚至事

故ꎮ 故障诊断的方法主要有基于知识、基于数据驱动和基于模型三类ꎬ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阳江核电厂旁路排放系统的

运行特性ꎬ使用 Ｊｔｏｐｍｅｒｅｔ 建立系统的热工水力模型ꎬ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保持同步运行ꎬ通过对比模型和实际测点的

偏差ꎬ检测系统异常ꎮ 在此基础上ꎬ建立基于专家知识的故障诊断模块ꎬ将故障加载到系统模型中以验证诊断结果ꎬ提
高诊断结果可信度ꎮ 加载故障的模型超实时计算得到故障后参数的变化趋势ꎬ实现对系统的状态预测ꎮ
关键词:故障检测与诊断ꎻ旁排系统ꎻ状态预测

核电厂结构复杂、技术密集、造价昂贵ꎬ而且具有潜在放射性危险ꎮ 因此ꎬ确保核电厂运行的安全

性显得尤其重要ꎮ 在所有已知运行事故中ꎬ人因失误占了相当的比例ꎮ 而有效的故障诊断技术能够

在核电厂发生异常后快速、准确地给出诊断结果ꎬ为操纵员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ꎬ降低误判事件的发

生ꎬ从而保证核电厂的安全性ꎮ
目前ꎬ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主要方法有基于知识的方法(如专家系统)和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

(如人工神经网络等) [１－５]ꎮ 基于知识的方法操作简单但是容易出现组合爆炸的问题ꎬ基于数据驱动

的方法对数据的完备程度依赖很高ꎬ并且建立的为黑箱模型ꎬ可解释性较差ꎮ 以上方法给出的结果都

属于逆向推理ꎮ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与基于知识相结合的方法ꎬ利用模型对诊断结果进行正向

验证ꎬ提高诊断结果的可信度ꎬ给出系统故障后的参数变化趋势ꎬ实现系统的状态预测ꎮ

１　 方法流程

１.１　 主要思想

本文提出了一种故障诊断与状态预测方法ꎬ其主要思想是针对实际工艺系统构建基于机理的仿

真模型ꎬ模型能够反映实际工艺系统正常的动态特性ꎬ模型接受与实际工艺系统相同的输入条件ꎬ利
用模型计算该时刻的输出参数ꎬ将获取的参数与实际系统比较ꎬ当两者偏差大于一定程度时ꎬ认为系

统内部出现异常[２]ꎮ 系统发生故障后ꎬ基于知识的故障诊断模块诊断故障ꎬ然后向模型中加载对应故

障ꎬ保持与实际相同的系统边界ꎬ比较参数偏差ꎬ偏差小于一定程度时ꎬ认为加载的故障为实际系统的

故障ꎮ
方法流程如图 １ 所示ꎬ首先离线建立系统的热工水力模型和控制模型ꎬ使用历史数据作为系统边

界ꎬ把模型中测点参量与实际系统中对应参量的残差作为训练样本ꎬ建立残差分析所需的主元模型并

给出控制限ꎮ 故障诊断过程在线进行ꎬ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同步运行ꎬ计算参量实时残差ꎬ利用主元

模型计算残差向量的实时统计量并与控制限比较ꎬ低于限值代表正常ꎻ超过限值表示状态异常ꎬ基于

知识的故障诊断模块启动ꎬ给出诊断结果并加载至系统模型ꎮ 之后模型与实际不再同步运行ꎬ旁排系

统模型与蒸汽发生器、冷凝器等模型相连并加速运行ꎬ继续利用残差分析模块分析模型和实际工艺系

统相同时刻的残差ꎬ计算的统计量低于限值时表示加载故障后的模型与实际一致ꎬ加载的故障即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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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艺系统故障ꎬ模型超实时计算的结果即为系统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状态ꎮ

图 １　 方法流程图

１.２　 仿真建模

使用 ＧＳＥ 公司的 Ｊｏｐｍｅｒｅｔ 两相流体仿真软件对旁路排放系统进行仿真建模ꎬ选取的边界条件为

蒸汽发生器的出口压力和温度ꎬ旁排系统下游压力ꎬ主蒸汽系统流向其他系统的流量ꎮ 以上边界均可

由系统中测点提供ꎮ 模型的节点如图 ２ 划分ꎮ 主蒸汽隔离阀和各支路隔离阀工作状态为常开ꎬ系统

主要通过控制各调节阀的开度来控制旁排到冷凝器中的流量ꎬ维持一二回路负荷的匹配ꎮ 本文选取

反应堆启堆过程中 ８％核功率的运行工况ꎬ此时旁排系统处于压力模式下工作ꎬ即通过主蒸汽压力值

控制旁排阀组的总开度ꎮ 本文使用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编写系统的比例－积分控制程序ꎬ系统模型与控制程

序在 Ｓｉｍｅｘｅｃ 平台下统一运行ꎮ

图 ２　 旁排系统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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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残差分析

已有学者利用主元分析进行传感器级以及系统级的状态监测ꎬ其中系统级的状态监测主要思想

是利用历史数据离线得到主元模型ꎬ在线计算实时统计量与设定的控制限进行比较ꎬ超过控制限则提

示出现异常[６]ꎮ 该方法的优点是反应迅速ꎬ灵敏度高ꎬ可以在系统偏离目标状态的初期给出异常提

示ꎬ缺点在于无法分辨系统异常和工况变化ꎮ
本文用主元分析方法分析残差ꎬ将模型中测点参量与实际系统中对应参量的残差作为主元模型

的输入ꎬ正常运行时各参量残差波动范围有限且满足一定线性关系ꎬ主元模型计算的 Ｔ２和 ＳＰＥ 统计

量在限值内ꎮ 实际工艺系统发生异常时ꎬ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出现不同ꎬ部分参量之间的残差增大并

不再满足之前的线性关系ꎮ 综合分析残差ꎬ可以快速发现异常[７]ꎮ 故障验证阶段ꎬ使用相同的方式分

析残差ꎬ当统计量低于限值时ꎬ表明加载故障后的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一致ꎬ加载的故障即为实际工

艺系统中存在的故障ꎮ

１.４　 故障模型

在故障验证与趋势预测时ꎬ需要确保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保持一致ꎬ同时在此基础上所采用的故

障模型应能准确模拟实际故障机理ꎬ因此故障模型的建立显得较为重要ꎬ对于系统故障主要考虑以下

两类:阀门故障和泄漏故障ꎻ一般的阀门故障如阀门拒开和拒关故障可以从控制系统中直接发现并进

行处理ꎬ而机械故障很难被操纵员发现ꎬ因此本文主要考虑阀门的机械故障ꎮ
对于泄漏故障ꎬ管道上游的蒸汽来自蒸汽发生器ꎬ系统存在控制和反馈作用ꎬ主蒸汽的压力是动

态变化的ꎬ因此管道的泄漏过程不是简单的恒压泄漏ꎬ上游压力和温度在控制系统作用下会随着泄漏

变化ꎬ而蒸汽压力和温度又是决定泄漏速率的重要因素ꎬ因此需要借助泄漏模型ꎬ实时计算泄漏点泄

漏工质的质量反馈到系统模型中ꎮ 建模时采用在压力节点上连接流量边界的方式进行仿真ꎬ利用压

力节点的压力和泄漏侧的背压计算给定破口面积下破口位置实时的破口流量ꎬ流量传回模型计算压

力温度ꎻ管道主要由于腐蚀、疲劳形成的裂纹或者出现孔洞而泄漏ꎮ 本系统工质为蒸汽ꎬ主要考虑管

道断裂和管道上孔洞破口泄漏ꎬ两种情况分别按照公式(１)ꎬ(２)和(３)ꎬ(４)计算泄漏速率ꎮ 每种情况

的两个公式分别用于非临界流动和临界流动下的流量计算[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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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Ｑｍ 为质量泄漏速率ꎬｋｇ / ｓꎻＣ０ 为泄漏系数ꎻ Ａ 为泄漏面积ꎬｍ２ꎻＰ０ 为泄漏压力ꎬＰａꎻ Ｍ 为蒸汽的摩

尔质量ꎬｋｇ / ｍｏｌꎻ Ｒｇ 为理想气体常数ꎻＴ０ 为泄漏蒸汽温度ꎬ / Ｋꎻｒ 为热容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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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Ｔ１ꎬＰ１ꎬＭａ１ 分别为管道内达到临界流前任意一点的温度(Ｋ)ꎬ压力(Ｐａ)ꎬ马赫数ꎻ
Ｔ２ꎬＰ２ 分别为泄漏处的温度(Ｋ)ꎬ压力(Ｐａ)ꎮ

对于阀门故障ꎬ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同步运行时ꎬ控制程序只计算阀位而不传给模型ꎬ阀位按照相

同的频率从实际工艺系统中获得ꎻ加载故障并开始预测时ꎬ模型阀位使用控制程序计算的结果ꎬ阀门的故

障动作通过直接修改模型中对应的变量进行加载ꎮ 阀门故障在加载模块中预先设计以下两类:
１)阀门卡死在某中间位置ꎬ加载时直接将阀位传递给模型ꎻ
２)阀门阀位在控制量和零之间规律波动ꎬ加载时给出波动持续和间隔时间ꎬ波动持续时阀位取

零ꎬ间隔时阀位取正常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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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知识的故障诊断方法

本文采用了传统的基于产生式规则的专家系统作为故障诊断的方法ꎬ首先确定诊断范围ꎬ然后根

据经验和仿真得到这些故障下对应的故障征兆ꎬ最后将故障与征兆一一对应得到诊断的规则ꎮ 故障

诊断模块的准确程度ꎬ取决于建立诊断规则时知识的完备程度ꎬ对于能够准确获取相关知识的系统该

方法对故障有着良好的解释能力ꎬ建模简单ꎬ故障诊断结果准确[９]ꎮ
对于前文所述的典型故障建立基于知识的诊断模块ꎮ 专家知识的表示方法采用产生式规则ꎬ其

一般形式如下:
Ｒｕｌｅ:ＩＦ <条件 > ＴＨＥＮ <动作>
系统的典型故障可通过分析主要监测参数残差的变化来表示ꎬ诊断规则如下:
Ｒｕｌｅ１:　 ＩＦ <流量残差大于 １％ > ＴＨＥＮ <测点流量异常>
Ｒｕｌｅ２:　 ＩＦ <测点流量持续异常> ＡＮＤ<残差持续变化>ＴＨＥＮ <破口类故障>
Ｒｕｌｅ３:　 ＩＦ <测点流量持续异常> ＡＮＤ<残差平稳>ＴＨＥＮ <阀门卡在某一位置>
Ｒｕｌｅ４:　 ＩＦ <测点流量间歇异常> ＴＨＥＮ <阀门波动故障>
在本文的研究中ꎬ专家知识是通过仿真程序离线模拟ꎬ根据机理总结而得ꎬ对于所涉及的故障类

型ꎬ建立了明确的知识规则ꎬ诊断结果准确且唯一ꎮ

３　 仿真验证

３.１　 系统工况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阳江核电厂仿真机ꎬ将仿真机当作实际电站对方法进行验证ꎮ 选取

的工况为核电厂核功率为 ８％ꎬ此时旁路排放系统处于压力控制模式下工作ꎬ汽轮机没有负荷ꎬ主蒸汽

系统的蒸汽全部由旁排系统排放到冷凝器中冷却ꎬ维持一二回路的负荷匹配ꎮ

３.２　 验证结果

旁排系统测点分布在三条主蒸汽管线以及蒸汽联箱上ꎬ每条主蒸汽管线上有两个压力和一个流

量测点ꎬ蒸汽联箱上有温度和压力测点ꎮ 参量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需要监测的特征参量

序号 参量名称 序号 参量名称

１ １ 号管线压力 １ ７ １ 号管线流量

２ １ 号管线压力 ２ ８ ２ 号管线流量

３ ２ 号管线压力 １ ９ ３ 号管线流量

４ ２ 号管线压力 ２ １０ 蒸汽联箱压力

５ ３ 号管线压力 １ １１ 蒸汽联箱温度

６ ３ 号管线压力 ２

为了验证故障诊断与状态预测系统的功能ꎬ选取系统正常运行的边界数据ꎬ通过参量趋势和残差

分析模块均可看出模型与实际工艺系统同步运行ꎻ故障工况为模拟阀门机械故障ꎬ模拟 ＧＣＴ１２１ＶＶ 阀

门在运行中从控制阀位到阀门全关波动故障ꎬ间隔时间 １０ ｓ 关闭时间 ２ ｓꎮ 随机在 １３０ ｓ 时插入故障ꎬ
残差分析模块很快提示异常ꎮ 如图 ３ 所示ꎬ模型和实际工艺系统压力曲线重合ꎬ表明压力趋势完全一

致ꎻ流量曲线在故障之后的时刻明显不同ꎬ证明流量参数异常ꎮ 故障诊断模块稍后给出诊断结果:阀
门波动ꎬ间隔 １０ ｓ 关闭 ２ ｓꎮ

向模型中加载故障并开始加速运行ꎮ 残差分析计算的统计量降低ꎬ表明诊断结果正确ꎬ统计量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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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图 ４ 所示ꎮ 模型流量按诊断结果给出的频率波动ꎬ并给出了当前时刻之后一段时间内参数的变

化趋势ꎬ流量参数曲线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３　 流量压力趋势图

图 ４　 故障前后统计量趋势图

图 ５　 流量参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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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以核电厂旁排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种故障诊断和状态预测方法ꎮ 验证结果表明ꎬ该方

法能够实现对系统异常的识别ꎬ基于专家知识的诊断模块可以快速给出诊断结果ꎬ建立的模型能够与

已有的蒸汽发生器等系统模型相连ꎬ可以加载故障并进行验证ꎬ利用模型的超实时计算能力实现了系

统的状态预测ꎬ预测结果正确ꎮ
由于时间和数据条件限制ꎬ本文只研究了旁排系统ꎬ系统内常见故障不够全面ꎬ提出的方法推广

到整个系统还需要扩充故障诊断的范围ꎮ 故障诊断模块仅采用了一种方法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下一

步可以结合 ＳＤＧ、多层流模型等诊断方法改善诊断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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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参数化建模的两种堆腔结构下
直接安全壳加热预测和对比分析

马　 建ꎬ闫　 晓ꎬ昝元峰ꎬ卓文彬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１３)

　 　 　 　 　 　 　 　 　 　 　 　 　 　 　 　 　 　 　 　 　 　 　 　 　 　 　 　 　 　 　 　 　 　 　 　 　 　 　 　 　 　 　 　 　 　　
　

　
　 　　　　　　　　　　　　　　　　　　　　　　　　　　　　　　　　　　　　　　　　　　　　　　

　
　

　
　

作者简介:马建(１９７２—)ꎬ男ꎬ副研究员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热工水力、核反应堆安全等研究工作

基金项目:大型先进压水堆国家核电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１ＺＸ０６００４－００８)资助

摘要:采用严重事故系统分析程序 ＡＳＴＥＣꎬ针对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假想直接安全壳加热(ＤＣＨ)事故在开式和闭

式堆腔结构下的熔融物喷放、夹带、金属成分氧化以及堆腔和安全壳增压等行为开展参数化建模、预测和对比分析ꎬ评
估安全壳内最终升温增压载荷和氢气风险以及堆腔结构与 ＤＣＨ 效应的内在联系ꎮ 通过本文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为:
在研究参数范围内的 ＤＣＨ 尽管会造成安全壳大气过热ꎬ但不会引起安全壳超压、氢气燃爆失效和放射性物质向环境

的释放ꎻＤＣＨ 效应与堆腔结构存在紧密联系ꎬ在具有闭式堆腔结构的核电厂假想严重事故条件下受到抑制ꎮ
关键词:直接安全壳加热ꎻ开式堆腔ꎻ闭式堆腔ꎻ参数化建模

在核电厂假想严重事故序列中ꎬ直接安全壳加热(ＤＣＨ)是指高压熔堆后堆芯熔融物快速喷放进

入反应堆堆腔ꎬ在安全壳中分散成超细雾沫状热物质并扩散ꎬ引起复杂的质量和能量传递过程ꎬ其后

果是导致安全壳内温度和压力快速上升ꎬ导致安全壳早期失效ꎮ 国际上已开展的相关实验和理论研

究表明ꎬＤＣＨ 后果与堆腔结构以及堆腔和安全壳区域之间的路径存在内在联系ꎬ目前广为接受的观点

是 ＤＣＨ 后果在堆腔和安全壳穹顶之间没有直连通道(闭式堆腔)的反应堆内受到限制[１]ꎬ然而对于堆

腔和安全壳之间具有直连通道(开式堆腔)的反应堆情况尚无定论ꎬ导致这种设计方式的核电厂在严

重事故管理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ꎮ 本文选择基于参数化建模方法的系统程序 ＡＳＴＥＣ 作为分析工

具ꎬ针对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假想 ＤＣＨ 事故在开式和闭式堆腔结构下的熔融物喷放、夹带、金属

成分氧化以及堆腔和安全壳增压等行为进行建模预测和对比分析ꎬ对安全壳内最终升温增压载荷、氢
气风险以及堆腔结构与 ＤＣＨ 效应的内在联系进行量化评估ꎬ为不同堆腔结构下的核电厂严重事故管

理提供分析依据ꎮ

１　 系统程序的参数化建模

１.１　 描述 ＤＣＨ 的系统程序模块

ＡＳＴＥＣ[ ２ ]是由法国 ＩＲＳＮ 和德国 ＧＲＳ 联合开发的一种严重事故系统分析程序ꎮ 该程序采用集成

的参数化模型对严重事故进行较为完全的首尾一致分析ꎬ对包含反应堆冷却剂系统(ＲＣＳ)、安全壳和

向环境释放源项在内的整个核电厂响应进行模拟ꎬ也是欧洲严重事故研究卓越网络(ＳＡＲＮＥＴ)以及

核能二 /三代协会(ＮＵＧＥＮＩＡ)的基准程序ꎮ 为实现核电厂系统级别的假想 ＤＣＨ 事故预测ꎬ选择其中

ＲＵＰＵＩＣＵＶ、ＣＯＲＩＵＭ 和 ＣＰＡ 三个模块进行耦合计算ꎮ ＲＵＰＵＩＣＵＶ 模块用于描述堆腔内的 ＤＣＨ 现

象ꎬ主要包括熔融物和蒸汽向堆腔的喷放、熔融物放热氧化反应和产氢、熔融物夹带以及堆腔和安全

壳的增压ꎮ 在 ＣＯＲＩＵＭ 模块中ꎬ采用简化参数模型描述在热气体夹带作用下熔融物液滴进入安全壳

大气和地坑的行为ꎬ并针对各个安全壳区域内熔融物和气体之间的传热进行建模ꎮ 在 ＣＰＡ 模块的热

工水力部分ꎬ主要描述的现象包括:压力和温度的建立和变化情况、局部温度和压力分布、局部气体分

布(蒸汽和各种非凝结气体)、大气和壁面的局部传热(自由和强迫对流、辐射和冷凝)、氢气燃烧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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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不考虑 ＤＣＨ 期间的气溶胶行为ꎬ故在程序建模时忽略了 ＣＰＡ 模块的气溶胶部分ꎮ

１.２　 主要的参数化模型

１.２.１　 熔融物喷放

在 ＤＣＨ 初始阶段ꎬ熔融物以液态形式通过反应堆压力容器(ＲＰＶ)下封头破口喷放进入堆腔ꎮ 熔

融物质量流量以及整个喷放持续时间取决于破口尺寸ꎮ 由于跌落腐蚀而使破口直径不断增大ꎬ在破

口处熔融物流量可计算如下:

Ｗｃｏｒ ＝
Ｍ０

ｔｍ
(１ ＋ ｔ

ｔＤ
)

２

(１)

式中ꎬｔ 为时间ꎬｓꎻｔｍ为喷放完所有熔融物所需的特征时间ꎬｓꎬ其大小取决于熔融物喷放系数 ＣｃｏｒꎻｔＤ为
破口直径倍增所需的特征时间ꎬｓꎻＭ０为下封头破损时刻的压力容器内熔融物质量ꎬｋｇꎮ

在熔融物喷放期间ꎬ因熔融物液滴加热造成堆腔内水的蒸发和堆腔增压ꎮ 由熔融物表面传递的

热功率以及因蒸发所产生的蒸汽流量分别为:
Ｑ ＝ ｈＳ(ＴＳꎬｃｏｒ － ＴＨ２Ｏꎬｓａｔ) (２)

Ｗｖａｐ
Ｈ２Ｏ

＝ Ｑ / Ｌ (３)
式中ꎬｈ 为熔融物与水之间的传热系数ꎬＷ / (ｍ２Ｋ)ꎻＳ 为熔融物与水相互作用随时间变化的接触表

面积ꎬｍ２ꎻＴＳꎬｃｏｒ为熔融物与水相互作用的表面温度ꎬＫꎻＴＨ ２Ｏꎬｓａｔ为在堆腔压力下水的饱和温度ꎬＫꎻＬ 为下

封头破损时刻堆腔压力下水的蒸发潜热ꎬＪ / ｋｇꎮ
１.２.２　 熔融物夹带

在熔融物喷放结束时刻ꎬ假定熔融物位于堆腔地面并且一回路喷放开始ꎬ破口处的气体流速为:

ｖｇ ＝ ＣＳ

ＡＨ

Ａｃａｖ

Ｐｖｅｓ

Ｐｃａｖ
ＲｇＴｇ (４)

式中ꎬＣＳ为蒸汽喷放的排放系数ꎻＡＨ为喷放结束后的破口面积ꎬｍ２ꎻＡｃａｖ为堆腔的垂直截面面积ꎬｍ２ꎻＰｖｅｓ为

压力容器内压力ꎬＰａꎻＰｃａｖ为堆腔内压力ꎬＰａꎻＴｇ为压力容器内气体温度ꎬＫꎻＲｇ为气体常数ꎬＪ / (ｋｇＫ)ꎮ
这种气体流动可引起颗粒从熔融物表面的夹带ꎬ为此定义判断夹带可能性的欧拉数:

Ｅｕ ＝
ｖ２ｇ

ＲｇＴｇ
(５)

根据该欧拉数与最小值 Ｅｕｍｉｎ和临界值 Ｅｕｃｒ的关系进行如下判断:
(１)当 Ｅｕ<Ｅｕｍｉｎ时ꎬ不发生夹带或者夹带结束ꎻ
(２)当 Ｅｕ≥Ｅｕｃｒ时ꎬ堆腔内所有的熔融物均被夹带ꎻ
(３)当 Ｅｕｍｉｎ ≤Ｅｕ<Ｅｕｃｒ时发生夹带ꎬ被夹带的熔融物质量流量计算如下:

Ｗｅ
ｃｏｒ ＝ ｋＡｓｕｒｖｇ ρｇρｃｏｒ (６)

式中ꎬｋ 为熔融物夹带比例系数ꎻＡｓｕｒ为堆腔地面被熔融物覆盖的面积ꎬｍ２ꎻρｃｏｒ为熔融物当前温度下的

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ꎻρｇ为气体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ꎮ
１.２.３　 金属熔融物的氧化

最初在 ＲＰＶ 内的熔融物由金属和氧化成分组成:Ｚｒ、Ｃｒ、Ｆｅ、Ｎｉ、ＵＯ２、ＺｒＯ２、Ｃｒ２Ｏ３ꎮ 本模型仅考虑

由载运气体夹带出堆腔的熔融物氧化以及包含在夹带颗粒中的 Ｚｒ、Ｃｒ、Ｆｅ 的氧化ꎬ不考虑在熔融物喷

放期间堆腔内由氧和水导致的金属成分的还原和氧化反应ꎬ也不考虑水中金属氧化物的反应ꎮ 三种

分别针对 Ｚｒ、Ｃｒ、Ｆｅ 的放热氧化反应分别为:
Ｚｒ ＋ ２Ｈ２Ｏ → ＺｒＯ２ ＋ ２Ｈ２ ＋ {７ ７６０ ＋ １.１５(ＴＺｒ － ２ ０００)}Ｊ / ｇ (７)

２Ｃｒ ＋ ３Ｈ２Ｏ → Ｃｒ２Ｏ３ ＋ ３Ｈ２ ＋ {３ ５０４ ＋ ２.９７(ＴＣｒ － ２ ０００)}Ｊ / ｇ (８)
Ｆｅ ＋ Ｈ２Ｏ → ＦｅＯ ＋ Ｈ２ ＋ {０.５６７ ＋ ２.２４ × １０ －５(ＴＦｅ － ２ ０００)}Ｊ / ｇ (９)

式中ꎬＴＺｒ、ＴＣｒ、ＴＦｅ为熔融物中金属成分 Ｚｒ、Ｃｒ、Ｆｅ 的温度ꎬ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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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氧化前ꎬ由不同气体和流经堆腔夹带的熔融物组成的混合物温度根据热平衡确定ꎮ 如果该温

度远高于氧化反应的阈值温度ꎬ那么 Ｚｒ、Ｃｒ、Ｆｅ 的氧化反应会依次发生ꎮ 在氧化反应之后ꎬ堆腔内的

氧化能量并不一定升高熔融物和气体混合物的温度ꎬ但这个能量将会加热堆腔外的熔融物 /气体混

合物ꎮ
１.２.４　 蒸汽喷放阶段的堆腔和安全壳增压

从 ＲＰＶ 下封头破损时刻到一回路喷放结束时刻ꎬ堆腔将会吸收不同的气体源项ꎬ导致堆腔和安

全壳的增压ꎮ 在熔融物喷放期间ꎬ聚集在堆腔内的水蒸发引起第一个压力载荷ꎻ然后在熔融物喷放结

束时ꎬ一回路气体将会引起堆腔的快速增压ꎬ蒸汽和非凝结的氢气在堆腔内等温膨胀ꎮ 堆腔压力由来

自于 ＲＰＶ 的流量和流向安全壳的流量共同决定:

Ｐｃａｖ ＝
ＲｇＴｇ(Ｗｂｌｄ

Ｈ２Ｏ
－ Ｗｅｘ

Ｈ２Ｏ)
Ｖｃａｖ

ｔ (１０)

式中ꎬ Ｗｂｌｄ
Ｈ２Ｏ 、 Ｗｅｘ

Ｈ２Ｏ 为从堆腔流入安全壳的蒸汽流量、从压力容器喷放进入堆腔的蒸汽流量ꎬｋｇ / ｓꎻＶｃａｖ

为堆腔容积ꎬｍ３ꎮ
当加热的喷放气体和熔融物颗粒进入安全壳时ꎬ将会和安全壳内大气达到平衡ꎬ气体系统的温度

由能量平衡方程确定ꎮ 安全壳内压力通过理想气体关系式计算ꎮ 当压力容器、堆腔和安全壳内的压

力到达相同值时ꎬ计算终止ꎮ

２　 计算条件和主要假设

本文研究对象为典型的 １ ０００ ＭＷ 压水堆核电厂ꎬ其安全壳内总自由容积约为 ４９ ０００ ｍ３、设计最

高相对压力 ０.４２ ＭＰａꎬ设计最高平均温度 １４５ ℃ꎬ正常运行时的绝对压力和温度分别为 ０.１ ＭＰａ 和

４２℃ꎮ 在针对该级别核电厂假想 ＤＣＨ 事故建模时ꎬ首先考虑两种堆腔结构ꎬ第一种为开式结构ꎬ在堆

腔和安全壳之间为一个环形空间ꎬ如欧洲压水堆 ＥＰＲ、Ｐ′４、Ｋｏｎｖｏｉ 和 ＶＶＥＲꎻ第二种为闭式结构ꎬ在堆

腔和安全壳之间具有几个连续的隔间ꎬ可起到捕集熔融物碎片的作用ꎬ如美国压水堆 Ｚｉｏｎ 和 Ｃａｌｖｅｒｔ
Ｃｌｉｆｆｓꎮ 在这两种堆腔结构下ꎬ因熔融物被蒸汽夹带向安全壳扩散份额的不同而产生的 ＤＣＨ 后果存在

差异ꎮ 如果消除这种熔融物扩散份额差异ꎬ按照极端条件假设两种情况下的熔融物扩散份额均为

１００％ꎬ那么通过对比两者的最终 ＤＣＨ 效应可获得最保守的评估结果ꎮ
根据 Ｐｉｌｃｈ 等[３－６]在小破口失水事故引起反应堆高压熔喷和 ＤＣＨ 事故的确定论评估和概率安全

分析结果ꎬ选取其中的基本工况作为计算初始条件ꎬ如表 １ 所示ꎬ其他主要假设、关键模型参数值和边

界条件的选择如表 ２ 所示ꎮ 在熔融物和蒸汽喷放过程中ꎬ不考虑因腐蚀而发生压力容器下封头破口

直径的变化ꎬ而是保守假设在该过程中破口直径与最终尺寸保持一致ꎮ 另外ꎬ假设被夹带的熔融物全

部发生氧化ꎬ导致堆腔增压的气体种类为蒸汽和氢气ꎬ并且假设氢气不发生燃烧ꎮ

表 １　 初始条件

参数名称 取值

ＲＰＶ 破损时压力 ９ ＭＰａ

下封头破口直径 ５２.５ ｃｍ

熔融物总质量ꎬ组分 /质量份额 ７５.１９ ｔꎬＵＯ２ / ０.６、ＺｒＯ２ / ０.１２４、Ｚｒ / ０.０１６、Ｆｅ / ０.２６

初始熔融物温度 ２ ８００ Ｋ

堆腔半径 ３ ｍ

堆腔总高度 ９ ｍ

熔融物喷放结束后覆盖面积 ２８.２６ ｍ２

夹带熔融物的流通截面 ２０ 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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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名称 取值

堆腔内剩余水装量 ２ ｔ

堆腔 /安全壳内初始压力 ０.１ ＭＰａ

堆腔 /安全壳内初始温度 ４２ ℃

熔融物颗粒在堆腔内的飞行长度 ５.２ ｍ

安全壳内气体组分及其摩尔份额 Ｎ２ / ０.３９８ꎬＯ２ / ０.１０６ꎬＨ２ / ０.０５ꎬ水蒸气 / ０.４４６

表 ２　 主要假设和关键参数值

参数名称 大小

平均液滴半径 ｒ＝ １ ｍｍ

液滴与不同介质传热系数

大气:ｈ＝ ５００ Ｗ / (ｍ２Ｋ)

水:ｈ＝ ２ ０００ Ｗ / (ｍ２Ｋ)

地坑:ｈ＝ １ ０００ Ｗ / (ｍ２Ｋ)

Ｚｒ、Ｃｒ 氧化开始的温度阈值 １ １００ Ｋ

被夹带熔融物向安全壳扩散的质量份额 ｆｄ ＝ １００％

熔融物喷放系数 Ｃｃｏｒ ＝ ０.２

蒸汽喷放系数 ＣＳ ＝ ０.６

临界韦伯数(开式堆腔) Ｗｅｃｒ ＝ １２

夹带比例系数(闭式堆腔) ｋ＝ ０.０１６

３　 计算结果和对比分析

３.１　 堆腔过程

３.１.１　 堆腔内的瞬态现象序列和特征时间

ＤＣＨ 事故起始于压力容器(ＲＰＶ)下封头底部失效时刻ꎬ堆腔内先后出现单相液态熔融物的喷

放、蒸汽夹带熔融物液滴的两相喷放以及单相气体喷放三个流动阶段ꎬ各阶段的瞬态现象序列及其相

应的特征时刻如表 ３ 所示ꎮ 在两种堆腔结构下的熔融物喷放时间完全相同ꎮ 开式堆腔内的熔融物夹

带过程非常迅速ꎬ金属成分的氧化过程同步完成ꎻ闭式堆腔内的熔融物夹带过程更长ꎬ金属成分的氧

化时间也较开式堆腔的情况稍长ꎮ 以单相气体喷放结束为标志ꎬ整个 ＤＣＨ 过程在闭式堆腔内的持续

时间稍长于开式堆腔的情况ꎮ
表 ３　 两种堆腔结构下的不同特征时间

瞬态现象序列 特征时刻 / ｓ 开式堆腔 闭式堆腔

下封头破损 ｔｒｕｐ ０

熔融物喷放 ｔｓｌｕｍｐ ６.６ ６.６

两相喷放
Ｆｅ、Ｚｒ 氧化 ｔｏｘｙ ７ ７.３６

熔融物夹带 ｔｅｎｔｒ ７ １２.７

单相气体喷放 ｔｂｌｄ ２５.５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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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熔融物喷放的瞬态特性

由于初始条件和假设相同ꎬ在开式和闭式堆腔结构内的熔融物喷放行为没有差异ꎬ计算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在相同的喷放特征时间( ｔｓｌｕｍｐ ＝ ６.６ ｓ)内ꎬ液态熔融物在很高的 ＲＰＶ 和堆腔压力差作用驱动

下ꎬ其喷放流量高达约 １１.４ ｔ / ｓꎬ因其具有不可压缩性使得 ＲＰＶ 和堆腔内压力保持不变ꎮ 注意到在喷

放开始的瞬间ꎬ因熔融物的进入对堆腔和安全壳内混合气体产生排除作用而使得其中压力在小幅下

降之后维持稳定ꎻ在开始喷放之后的较短时间之内ꎬ由于熔融物液滴加热造成堆腔内水的快速蒸发ꎬ
所产生的蒸汽在出现一个约６００ ｋｇ / ｓ的峰值流量后下降到约 ５３ ｋｇ / ｓ 的稳定流量从堆腔出口排出ꎮ

(ａ)ＲＰＶ、堆腔和安全壳压力

(ｂ)熔融物流量和蒸汽流量

图 １　 熔融物喷放期间的主要参数变化

３.１.３　 两相和单相气体喷放的瞬态特性

从熔融物喷放结束时刻开始ꎬ堆腔内先后经历蒸汽夹带熔融物液滴的两相喷放和单相气体喷

放两个过程ꎮ 在最初的瞬间ꎬ蒸汽以脉冲式上升速度喷放进入堆腔ꎬ在迅速达到一个亚音速峰值

(开式堆腔约 １６０ ｍ / ｓꎬ闭式堆腔约 ２００ ｍ / ｓ)后ꎬ这一喷放速度快速下降ꎬ如图 ２ 所示ꎻ相应地ꎬＲＰＶ
内压力单调下降ꎬ堆腔内压力在达到一个峰值后开始逐渐减小ꎬ安全壳内压力开始明显上升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在喷放蒸汽流速满足 Ｅｕｍｉｎ≤Ｅｕ<Ｅｕｃｒ的瞬态过程中ꎬ堆腔内熔融物液滴被部分夹带而流出

堆腔ꎬ并且这种夹带行为因堆腔结构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ꎮ 由于开式堆腔具有一个连接安全壳

穹顶的直连通道ꎬ蒸汽对熔融物的夹带行为非常迅速ꎬ耗时仅约 ０.４ ｓꎻ由于闭式堆腔通过多个隔间

与安全壳连接ꎬ熔融物在其中的夹带行为受到很大抑制ꎬ夹带时间长约 ６.１ ｓꎬ远远超出前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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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式堆腔

(２)闭式堆腔

图 ２　 两相和单相气体喷放阶段堆腔进口气体流速变化

(１)开式堆腔

(２)闭式堆腔

图 ３　 两相和单相气体喷放阶段 ＲＰＶ、堆腔和安全壳压力变化

在两种堆腔结构下的熔融物夹带过程中ꎬ各成分的夹带比例存在显著差异ꎮ 从如表 ４ 所示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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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可见ꎬ夹带比例由高到低的成分依次为 ＺｒＯ２、ＵＯ２、Ｆｅ、Ｚｒꎬ总体上氧化物的夹带比例高于金属物

的夹带比例ꎬ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各成分的热物理和热力学性质不同ꎮ 另外一方面ꎬ同一成分在

开式和闭式堆腔内的夹带比例相差悬殊ꎬ在开式堆腔内的夹带比例为在闭式堆腔情况下的数十倍ꎬ开
式堆腔内的绝大部分熔融物均被蒸汽所夹带而进入安全壳ꎬ仅有极少部分滞留于堆腔ꎬ而闭式堆腔下

的情况则与之相反ꎮ 该结果表明闭式堆腔结构对熔融物的滞留能力远高于开式堆腔ꎬ因此能有效减

轻 ＤＣＨ 载荷ꎮ
表 ４　 熔融物夹带质量和比例

　 　 　 　 　 熔融物成分和质量

堆腔结构和夹带指标　 　 　 　 　

总质量 / ｔ ＵＯ２ / ｔ ＺｒＯ２ / ｔ Ｆｅ / ｔ Ｚｒ / ｔ

７５.１９ ４５ ９.３８ １９.５ １.３１

开式堆腔
夹带质量 / ｔ ６７.９２ ４０.４４ ８.８８ １６.７１ ０.８５

夹带比例 / ％ ９０.３３ ８９.９ ９４.６７ ８５.６９ ６４.８８

闭式堆腔
夹带质量 / ｔ ２.６３ １.５１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０２１

夹带比例 / ％ ３.５ ３.３６ ３.６２ １.６４ １.６

在熔融物夹带初期伴随着金属成分 Ｆｅ、Ｚｒ 与蒸汽的放热氧化反应ꎮ 从图 ４ 所示的计算结果可见ꎬ
当堆腔内气体混合温度超过氧化反应所需的阈值温度(１ １００ Ｋ)时ꎬＺｒ、Ｆｅ 的氧化反应依次发生ꎻ当气

体混合物温度低于这个阈值温度时ꎬ氧化反应终止ꎮ 同样的ꎬ这种氧化反应过程因堆腔结构的不同而

存在很大差异ꎬ在开式堆腔内的氧化反应持续时间约为 ０.４ ｓꎬ与熔融物夹带持续时间相同ꎬ最高氧化

反应温度可高达 ３ ０００ Ｋꎬ氧化反应过程非常剧烈ꎬ所产生的氢气在堆腔出口处的流量峰值高达约

２５０ ｋｇ / ｓꎻ在闭式堆腔内的氧化反应持续时间约为 ０.７６ ｓꎬ远小于 ６.１ ｓ 的熔融物夹带持续时间ꎬ最高氧

化反应温度仅为约 １ ７５０ Ｋꎬ氧化反应过程较为缓和ꎬ所产生的氢气在堆腔出口处的流量峰值不

足５０ ｋｇ / ｓꎮ
由于伴随着熔融物的夹带和氧化现象ꎬ两相喷放过程是 ＤＣＨ 载荷变化最为复杂和剧烈的阶

段ꎬ在堆腔内会产生极限的 ＤＣＨ 载荷ꎬ计算结果如表 ５ 所示ꎬ可见除了蒸汽产量较为接近外ꎬ闭式

堆腔内的氢气产量不足开式堆腔内氢气产量的 １ / ３ꎬ在闭式堆腔内产生的峰值温度和峰值压力

更低ꎮ
表 ５　 两种堆腔结构下的极限 ＤＣＨ 载荷

极限载荷 开式堆腔 闭式堆腔

氢气产量 / ｋｇ ４４ １３

蒸汽产量 / ｋｇ １１ ０１０ １１ １７０

峰值温度 / ℃ ~２ ５００ ~１ ４７０

峰值压力 / ＭＰａ ~０.７７ ~０.５９

当熔融物夹带过程结束后ꎬ堆腔内过程进入由蒸汽、氢气、氮气和氧气组成的单相混合气体喷放阶

段ꎬ堆腔内包括温度、压力和介质流量的各项 ＤＣＨ 载荷都逐渐减小ꎬ最终随着 ＲＰＶ 压力、堆腔和安全壳

内压力达到平衡状态而趋于稳定ꎮ 由于堆腔结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主要是单相气体喷放过程持续时间

和各项 ＤＣＨ 载荷的趋稳速率ꎮ 从结果来看ꎬ在开式堆腔内形成的最终温度和压力载荷分别为 １１４ ℃和

０.１６ ＭＰａꎬ在闭式堆腔内形成的最终温度和压力载荷分别为 ２４１ ℃和 ０.１５ ＭＰａꎬ可见在两种结构堆腔内

的最终压力相差不大ꎬ但闭式堆腔内最终温度超过开式堆腔内最终温度的 ２ 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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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安全壳过程

当气体(水蒸气和氢气)和被夹带的熔融物液滴进入安全壳时ꎬ将会和安全壳内大气达到能量平

衡ꎮ 计算结果表明ꎬ在开式和闭式堆腔结构下的最终安全壳温度 /压力载荷分别为 ２７５ ℃ / ０.１６ ＭＰａ
和 ２４３ ℃ / ０.１５ ＭＰａꎮ 可见在两种堆腔结构下的最终安全壳温度都高于 １４５ ℃的设计值ꎬ安全壳大气

处于过热状态ꎬ需启动安全壳冷却系统实施降温ꎻ而在两种堆腔结构下的最终安全壳压力均远低于

０ ４２ ＭＰａ 的设计值ꎬ不会造成安全壳超压失效和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ꎮ 同时注意到ꎬ由于闭式

堆腔结构对熔融物扩散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开式堆腔结构的情况ꎬ在这种反应堆条件下产生的最终

升温增压载荷相对较小ꎬ保持安全壳完整性的概率更高ꎮ
喷放蒸汽与氢气的进入会引起安全壳内原有气体组分摩尔份额的变化ꎬ如表 ６ 所示ꎮ 相对于初

始条件的情况ꎬ份额最高的两种气体仍然是水蒸气和氮气ꎬ是形成安全壳大气压力的主要气体种类ꎬ
然而安全壳内的氮气、氧气和氢气份额均显著下降ꎬ仅水蒸气份额显著上升ꎬ可见水蒸气是导致安全

壳增压的唯一气体种类ꎮ 对不同堆腔结构下的同一种气体份额进行对比ꎬ可见氮气和氧气的最终份

额几乎完全相同ꎬ而氢气和水蒸气的最终份额存在一定差异ꎮ

(１)开式堆腔

(２)闭式堆腔

图 ４　 两相和单相喷放阶段气体混合物温度和氢气流量的变化

７６２



表 ６　 安全壳内气体组分及其摩尔份额

气体组分 初始份额
开式堆腔 闭式堆腔

最终份额

Ｎ２ ０.３９８ ０.２１５ ０.２１６

Ｏ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Ｈ２ ０.０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２

ＳＴＥＡＭ ０.４４６ ０.６８５ ０.６９５

为评估安全壳内是否存在氢气燃爆风险ꎬ采用表示氢气－空气－水蒸气混合物燃爆极限的 ｓｈａｐｉｒｏ
图[７]进行判断ꎬ如图 ５ 所示ꎮ 从中可见标记安全壳内初始气体组分份额的位置非常接近但未达到最

边缘的可燃极限ꎻ在 ＤＣＨ 过程结束后ꎬ标记两种堆腔结构下的安全壳内最终气体组分份额的位置已

经远离最边缘的可燃极限ꎮ 由此可见ꎬ安全壳内发生氢气燃烧和爆炸的概率较小ꎻ在闭式堆腔结构下

因氢气份额相对更小ꎬ其安全壳内的氢气燃烧风险更小ꎮ 这一结果也表明在程序建模中作出氢气不

发生燃烧的假设是合理的ꎮ

图 ５　 表示氢气－空气－水蒸气混合物燃爆极限的 Ｓｈａｐｉｒｏ 图

４　 结论

本文针对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假想 ＤＣＨ 事故在开式和闭式堆腔结构下的熔融物喷放、夹
带、金属成分氧化以及堆腔和安全壳增压等行为开展参数化建模、预测和对比分析ꎬ在计算参数范围

内获得的主要结果包括:
(１)在熔融物喷放和单相气体喷放阶段ꎬ堆腔结构差异对 ＤＣＨ 效应的影响不明显ꎮ 在蒸汽夹带

熔融物液滴的两相喷放阶段ꎬ堆腔结构差异对 ＤＣＨ 效应产生显著影响ꎮ 因熔融物的夹带和氧化行为

在闭式堆腔结构下受到很大抑制ꎬ其瞬态的极限 ＤＣＨ 载荷包括氢气产量都明显低于在开式堆腔结构

下的情况ꎮ
(２)在两种堆腔结构下ꎬＤＣＨ 效应导致的最终安全壳温度均高于设计值ꎬ而最终压力均远低于设

计值ꎬ安全壳不会发生超压失效ꎻ水蒸气是导致安全壳增压的唯一气体种类ꎻ安全壳内的最终氢气份

额未达到可燃极限ꎬ氢气燃爆概率较小ꎮ 在闭式堆腔结构下的安全壳内最终 ＤＣＨ 载荷相对开式堆腔

的情况更小ꎬ其安全壳失效和氢气燃爆风险更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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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结果进行总结可以认为ꎬ在本文研究条件下的 ＤＣＨ 尽管会造成安全壳大气过热ꎬ但不会

引起安全壳超压、氢气燃爆失效和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ꎻＤＣＨ 效应与堆腔结构存在紧密联系ꎬ在
具有闭式堆腔结构的核电厂假想严重事故条件下受到抑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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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方向研究

蔡　 莉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反应堆安全技术ꎬ以核反应堆为研究对象ꎬ以研究核事故发生发展规律、预测评估核安全风险以及预防控制和缓

解核事故后果为基本内容ꎬ以保护人员、公众和环境免受核辐射危害、确保核安全为最终目的ꎬ是确保反应堆安全的重

要技术保障ꎮ 本文通过对国外民用、军用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概况的分析研究ꎬ针对我国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现状及

存在的薄弱环节ꎬ初步提出我国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方向的意见建议ꎮ

　 　 　 　 　 　 　 　 　 　 　 　 　 　 　 　 　 　 　 　 　 　 　 　 　 　 　 　 　 　 　 　 　 　 　 　 　 　 　 　 　 　 　 　 　 　　
　

　
　 　　　　　　　　　　　　　　　　　　　　　　　　　　　　　　　　　　　　　　　　　　　　　　

　
　

　
　

作者简介:蔡莉(１９８４—)ꎬ女ꎬ江苏宿迁人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情报研究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反应堆ꎻ核安全ꎻ技术ꎻ发展方向

１　 引言

核安全技术是为保证核与辐射安全、防止核事故发生ꎬ以及减少或缓解核事故造成的危害损失ꎬ
而产生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ꎮ 反应堆安全技术ꎬ以反应堆为研究对象ꎬ以研究核事故发生发展规

律、预测评估核安全风险以及预防控制和缓解核事故后果为基本内容ꎬ以保护涉核人员、公众和环境

免受核辐射危害、确保核安全为最终目的ꎬ是确保反应堆安全的重要技术保障ꎮ

２　 国外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概况

２.１　 国外民用反应堆安全技术

早期国外民用反应堆安全技术主要集中于确定论分析方法的研究应用ꎬ它以纵深防御概念为基

础ꎬ以确保反应性控制、余热有效排出、放射性包容为三大基本目标ꎬ针对确定的设计基准工况ꎬ采用

保守的假设和分析方法ꎬ以满足特定的验收准则ꎮ 在这个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各国科学家做出了

大量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ꎮ
１９７９ 年美国三哩岛和 １９８６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ꎬ核安全被提到了一个更高层次ꎮ 美

国核管会(ＮＲＣ)积极推广概率安全分析技术的应用以及严重事故的研究ꎬ鼓励和在某些情况下强制

要求核电站业主开展核电站风险的量化管理ꎬ实现风险的可知可控并为优先决策提供依据ꎮ 随后各

有核国家也纷纷开展对核动力安全评价工作ꎬ发展以概率论和确定论相结合的安全评价技术ꎬ开发了

大量专用分析程序ꎬ确保核设施安全有效运行ꎬ保护公众安全ꎮ 经过多年经验积累和反馈ꎬ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概率论和确定论相结合的安全评价体系ꎬ保障了各有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安全性ꎮ
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ꎬ核工业界对核安全的认识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ꎬ对反应堆极端

事故、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提出了新的更加严格的要求ꎮ 为了提升核电的社会可接受性并维持核

电的可持续发展ꎬ近年来国际上对反应堆安全技术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集中在八个方面ꎮ
(１)严重事故研究ꎮ 包括反应堆严重事故主导序列的确定、堆芯熔化的进程、堆芯熔化过程中的

物理化学现象、压力容器和一回路压力边界的失效模式和失效机理、放射性源项的迁移及严重事故的

预防和缓解措施等ꎮ
(２)数字化控制和保护系统ꎮ 国际上新一代核电厂普遍采用了数字化控制和保护技术ꎬ采用数字

化控制和保护系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ꎬ对改进提升核电厂安全具有重要作用ꎮ 但数字化控制和保护

系统也面临一些与模拟式控制和保护系统不同的问题ꎬ如安全分级的方式、多重性和独立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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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的可靠性和共模故障等ꎮ
(３)人因工程ꎮ 三哩岛核电厂事故后ꎬ国际上高度重视核电厂的人误对核电厂安全的影响ꎬ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ꎬ对主控制室的人机界面和核电厂内一切可能发生人机关系的部位都给予了关注ꎮ
(４)非能动安全技术ꎮ 非能动安全技术的正确使用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核电厂的安全

水平ꎬ简化核电厂的设计ꎬ但非能动安全技术面临许多与能动安全系统不同的特性ꎬ需要开展大量的

试验研究、程序改进、设计和调试技术的研究等ꎮ
(５)老化管理ꎮ 目前国际上许多早期建设的核电厂已达到或接近设计寿期ꎬ运行过程陆续暴露出

的一些问题ꎬ以及部分核电厂延寿的要求ꎬ都需要对核电厂的老化问题有比较深的了解ꎬ因而老化研

究和老化管理是目前核电厂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ꎮ
(６)燃料组件行为和高燃耗燃料ꎮ 随着核电厂燃料循环的普遍延长ꎬ燃料的燃耗大大加深ꎮ 对于

高燃耗燃料的一些特性ꎬ包括事故状态下的行为和验收准则等目前的认识尚不够充分ꎬ需要开展新的

研究ꎬ包括试验研究ꎮ
(７)概率安全评价技术ꎮ 由于早期的确定论安全评价方法存在着若干不合理之处ꎬ概率安全评价

技术可以作为确定论的一个很好的辅助和补充手段ꎬ各国都高度重视概率安全评价在核安全方面的

应用ꎬ新一代核电厂已广泛应用概率安全评价技术ꎬ而运行核电厂也在陆续开展概率安全的评价ꎬ以
达到发现薄弱环节ꎬ改进核电厂安全的目的ꎮ 近年来ꎬ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深入ꎬ在某些

国家ꎬ它已不仅仅是确定论安全评价的辅助和补充ꎬ而是深入核电厂的运行安全管理、维修、在役检

查、定期试验ꎬ甚至核电厂设备的安全分级、始发事件的确定、某些确定论安全要求的改变等ꎮ 概率安

全评价技术的应用ꎬ改进了核电厂的安全ꎬ优化了资源的利用ꎬ所以它的发展趋势已不仅仅是确定论

安全评价方法的辅助和补充ꎬ而逐渐变成一种确定论安全要求的“可选择”的替代方法ꎮ
(８)防恐怖和防核扩散ꎮ 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ꎬ防止针对核设施的恐怖袭击ꎬ防止核材料被恐怖

分子利用也引起高度关注ꎬ在核电厂的设计中ꎬ对抗恐怖袭击的能力ꎬ防止核材料转移的技术都是新

一代核电厂所关注的问题ꎮ

２.２　 国外军用反应堆安全技术

以美国为代表ꎬ其军用反应堆安全技术的研究工作主要由能源部下辖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和核

管会所属核安全办公室共同主导ꎮ 美国法律赋予能源部从事国防核技术研发ꎬ以及相关安全、安保、
可靠性等所有涉核技术研究的职责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随着美国达到退役年限的军用核反应堆不断增多ꎬ其逐年老化带来的核安全

问题日益显现ꎮ 在此背景下ꎬ美国有计划地开展军用核安全技术研究ꎮ 其中ꎬ能源部成立国家核安全

管理局ꎬ专门从事国防核技术研发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ꎬ国防核设施安全委员会提出ꎬ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全

面开展国防核安全监管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ꎬ以便更好地确保核武器、核设施、核活动等的安全防护

工作可靠、有效ꎮ 能源部于 ２０１１ 年成立核安全办公室ꎬ并在 ２０１２ 年制定了第一个“核安全研究与开

发”计划ꎬ统筹安全研究项目并共享研究成果ꎮ 同时ꎬ核管会也制定了相应的核安全研究计划ꎬ自 ２００９
年起以每两年为一周期ꎬ发布“核安全研究长期计划”ꎬ兼顾民用和军事核安全技术ꎬ其成果可供能源

部负责的海军核推进计划以及其他国防核安全监管共享ꎮ
经过多年发展ꎬ美国已逐步建立并形成较为完备的军用反应堆安全技术研究体系ꎬ内容涵盖核安

全法规与标准体系、核安全评审与监督检查、燃料行为和高燃耗燃料、先进热工水力模型与安全分析

程序开发、严重事故后果分析和事故响应、概率安全分析与风险评估、数字化仪表与控制、运行数据评

估、人员因素和人因可靠性、结构和组件完整性研究与监测、消防安全、辐射防护与健康影响、乏燃料

安全、退役与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等诸多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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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内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现状及存在的薄弱环节

３.１　 国内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现状

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ꎬ我国政府组织制定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 ２０２０ 年

远景目标»(以下简称«核安全规划»)ꎮ 提出有针对性地开展核安全技术研发ꎬ集中力量突破制约发

展的核安全关键技术ꎬ提升我国核安全整体水平ꎮ 重点开展反应堆安全、严重事故预防与缓解、核电

厂厂址安全、核电厂防止和缓解飞行物撞击措施、核安全设备质量可靠性、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核技

术利用安全、放射性物品运输和实物保护、核应急与反恐、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及辐射照射控制、放射性

废物治理和核设施退役安全等领域的技术研究ꎬ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技术和法规标准研究ꎮ
其中ꎬ在核安全技术研究项目中ꎬ主要开展 １０ 个方面 １１９ 项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ꎬ包括 １２ 项

反应堆安全技术研究ꎬ７ 项核电厂厂址安全技术研究ꎬ１０ 项核安全设备质量可靠性技术研究ꎬ１０ 项核

燃料循环设施安全技术研究ꎬ７ 项核技术利用安全技术研究ꎬ８ 项放射性物品运输和实物保护技术研

究ꎬ２４ 项核应急与反恐技术研究ꎬ１０ 项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及辐射照射控制技术研究ꎬ１９ 项放射性废物

治理和核设施退役安全技术研究ꎬ１２ 项核与辐射安全管理技术和法规标准基础技术研究ꎬ制(修)订
约 １５０ 项核安全法律法规文件ꎬ完成约 ２５０ 项核电相关标准制(修)订ꎮ

２０１４ 年ꎬ我国官方出版的«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３０ 年»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地开展核安全技

术研发ꎬ集中力量突破制约发展的核安全关键技术ꎬ重点开展反应堆安全、严重事故的预防与缓解等

领域的技术研究ꎬ加强核安全管理技术和法规标准研究ꎬ提升核安全保障能力和技术水平ꎮ

３.２　 国内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存在的薄弱环节

多年来ꎬ我国通过开展核安全监测检测、核安全分析评价、辐射监测防护、核事故应急、核安全保

障等关键技术研究ꎬ建立了较好的核安全技术体系ꎬ提高了核安全整体保障能力ꎮ 但也存在一些亟须

加强的薄弱环节ꎬ比如以«原子能法»«核安全法»为代表的国家顶层核安全法律尚未颁布实施ꎬ以压

水堆为主要对象建立的核电安全标准体系难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堆型应用需求ꎬ反应堆严重事故机理、
事故序列试验验证研究不充分ꎬ核电厂立体安防有待进一步重视加强等ꎮ

４　 我国反应堆安全技术发展的意见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反应堆安全技术水平ꎬ确保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顺利实施和环境安全的持续

健康发展ꎬ我们应重视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协作ꎬ学习借鉴先进的核安全技术研发理念ꎬ构建完善

具有我国特色反应堆安全技术体系ꎮ
(１)核安全法规标准技术方面ꎮ 核安全法规标准是核安全监管部门进行安全监管的依据ꎬ是保证

核安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基础ꎬ完善的法规标准体系是核安全的重要保障ꎮ 随着我国核电规模

逐步扩大ꎬ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越来越多ꎬ现行法规标准适用性不足的矛盾越发凸显ꎮ 应重点应开

展核安全法规标准体系研究ꎬ以及现有法规标准适用性分析和修订等工作ꎬ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国家

顶层核安全法律立法建设ꎮ
(２)严重事故预防与管理技术方面ꎮ 三哩岛、切尔诺贝利、福岛核事故是典型的严重事故ꎬ目前国

际上对核电站反应堆开展的严重事故分析评估和缓解策略研究ꎬ简称事故预防与管理ꎮ 立足我国反

应堆严重事故研究现状ꎬ重点应开展严重事故分析技术、严重事故仿真技术、严重事故试验验证技术

等研究ꎮ
(３)核事故应急支持技术方面ꎮ 核事故应急是核安全纵深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ꎬ核设施发生重大

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时ꎬ需要对放射性辐射后果进行预测和评价ꎬ对人员已经或可能接受的辐射剂量

和健康危害进行评价ꎬ及时做出科学合理的应急决策与处置ꎬ有效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ꎮ 重点

应加强核事故后果分析及评价技术、核事故应急决策支持技术、核事故应急处置技术等研究ꎮ
(４)核安保技术方面ꎮ 为保护反应堆、核材料免受侵害ꎬ遏制核恐怖袭击活动ꎬ保障核安全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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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重点应开展基准威胁分析及评估技术、防入侵技术、实物保护有效性评价技术等研究ꎮ
(５)其他核安全技术方面ꎮ 结合我国军用核动力装备和安全技术发展实际ꎬ应重点开展运行安全

支持技术、非能动安全技术、人因工程技术等研究ꎮ

５　 结束语

核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重要领域之一ꎬ反应堆安全是核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关系我大国地

位和国际形象ꎬ不容半点闪失ꎮ 同时ꎬ由于核安全事故后果的难以承受性和核安全事故的难以预测

性ꎬ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ꎬ提高核安全技术水平和保障能力ꎬ认识并遵循核安全内在规律ꎬ
排查整治核安全薄弱环节和隐患ꎬ把事故苗头消灭在源头ꎬ确保反应堆安全万无一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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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商学利(１９８４—)ꎬ男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核动力核安全研究工作

摘要::本文从概念、反应堆设计、运行、应急计划、事故管理等方面分析论述了纵深防御体系在民用核安全领域的应用与

历史沿革ꎬ重点分析了 １９７９ 年三哩岛、１９８６ 年切尔诺贝利、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等 ３ 次严重核事故对核电纵深防御体系的促

进与发展ꎬ特别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世界核工业界对纵深防御体系的完善以及对(堆芯未明显恶化)设计设计扩展工况

的重视ꎮ 此外还分析了核工业界对设计扩展工况的应对举措ꎬ并对我国民用核安全的改进提出了若干想法与建议ꎮ
关键词:纵深防御体系ꎻ福岛核事故ꎻ设计扩展工况ꎻ事故管理

纵深防御体系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军事战争领域ꎬ后随着工业的发展被各安全领域逐渐吸收发展ꎮ
该理念引入核安全领域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核安全领域的重要基础理念ꎮ
纵深防御体系作为核反应堆安全的重要基础ꎬ经过多年发展ꎬ特别是三次严重事故ꎬ不断发展完善ꎬ为
保障核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１　 纵深防御体系的诞生

在核技术应用早期ꎬ由于核反应堆功率较小ꎬ放射性总量较低ꎬ事故的放射性危害有限ꎬ相关的事

故预防、缓解措施也相对薄弱ꎮ 后来随着核反应堆功率不断增大和放射性产物总量增多ꎬ以及运行经

验的积累ꎬ核安全意识不断增强ꎬ相应的安全措施不断改进提高ꎮ
核技术应用早期ꎬ仅是通过在核燃料(或放射性材料)与外界环境之间设立多道实体屏障ꎬ防止放

射性向外释放ꎻ后来则意识到ꎬ要实现隔离功能ꎬ还需配合完备的操作程序以及充分的防护设施和手

段ꎮ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ꎬ若干安全设计准则逐渐确立ꎬ专设安全设施逐渐配备ꎬ运行管理及事故管理

程序逐渐形成ꎬ最终引入纵深防御概念建立起早期的纵深防御体系ꎮ
早期纵深防御体系包括 ３ 个层次ꎬ对应的反应堆状态分别为正常运行、预计运行事件、设计基准

事故(参见表 １)ꎮ 其中第 １ 层次的安全目标为防止偏离正常运行和防止系统失效ꎬ主要手段为保守

的设计ꎬ高质量的建造和运行ꎻ第 ２ 层次的安全目标为检测和纠正偏离正常运行状态ꎬ主要手段为控

制、限制和保护系统及其他监控功能ꎻ第 ３ 层次的安全目标为设计基准事故的控制ꎬ主要手段为专设

安全设施和事故规程ꎮ

表 １　 纵深防御体系五层次

纵深防御层次 目标 必要手段 机组状态 放射性后果

层次 １
防止偏离正常运行和防

止系统失效

保守设计ꎬ高质量

的建造和运行
正常运行

层次 ２
检测和纠正偏离正常运

行状态

控制、限制和保护

系统及其他监控

功能

预计运行事件

没有场外放射性影响

(在监管排放限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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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纵深防御层次 目标 必要手段 机组状态 放射性后果

层次 ３ 设计基准事故的控制
专设安全设施和事

故规程

设计基准事故 (假设

单一始发事件)

没有场外放射性影响

或只 有 轻 微 放 射 性

影响

层次 ４
控制电厂严重情况ꎬ包括

防止事故进程和缓解严

重事故后果

补充措施和事故

管理
多重失效严重事故

需要在区域和时间上

采取有限措施的场外

放射性释放

层次 ５
缓解显著的放射性物质

释放产生的放射性后果
场外应急响应

需要防护措施的场外

放射性影响

２　 纵深防御体系的发展

１９７９ 年ꎬ三哩岛 ２ 号核电机组发生堆芯熔毁事故ꎮ 该事故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核反应堆严重事故

发生的现实可能性ꎬ并对核电厂核安全有了新的认识ꎮ 事故研究发现ꎬ事故从发生至堆芯熔毁是一个

逐渐发展的过程ꎮ 堆芯未熔化时ꎬ应积极采取事故管理措施ꎬ预防堆芯降级、熔化ꎻ堆芯严重损伤、熔
化后ꎬ则应采取措施缓解事故后果ꎬ防止放射性的大规模释放ꎮ 此外ꎬ该事故也使人们认识到人因素、
人机交互的重要性ꎬ并对安全壳长期有效性等问题也有了新的见解ꎻ该事故还促使设计运行人员增加

附加措施以应对多重故障ꎬ开发状态导向型应急规程用于预防或缓解事故ꎬ并建立厂内、外应急响应

体系以缓解放射性后果ꎮ 三哩岛事故后ꎬ严重事故管理的概念逐渐形成ꎬ终于促进了纵深防御体系概

念向严重事故状态的扩展ꎮ
１９８６ 年ꎬ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严重核事故ꎬ事故等级达到 ７ 级ꎬ释放的放射性造成了全球性影

响ꎮ 该事故的发生ꎬ一方面显示出纵深防御体系建设不完善ꎬ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ꎬ并会造成严重的

事故后果ꎻ一方面证明建立组织机构并实施有效的核安全监管以及建立完善核安全文化的重要性ꎮ
该事故还促使核工业界开始关注事故后的中、长期污染ꎬ以及厂外应急计划的建立ꎮ

通过对 ２ 次严重事故的深入总结以及多年的运行经验累积ꎬＩＡＥＡ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ＩＮＳＡＧ)于
１９８８ 年发布了报告 ＩＮＳＡＧ－３ꎬ明确提出了包含 ４ 道实体屏障、５ 个防御层次的新纵深防御体系ꎮ ４ 道

实体屏障分别为燃料基体、燃料包壳、冷却剂系统压力边界、安全壳ꎮ 新增的 ２ 个防御层次对应的事

故状态为严重事故和场外放射性大量释放ꎮ 其中第 ４ 层次的安全目标为控制电厂严重事故情况ꎬ包
括防止事故进程和缓解严重事故的后果ꎬ主要手段为补充措施和事故管理ꎻ第 ５ 层次的安全目标为缓

解显著的放射性物质释放产生的放射性后果ꎬ主要手段为厂外应急响应ꎮ
５ 层次纵深防御体系的形成ꎬ对核电行业发展起到重要而积极的意义ꎮ 在随后十余年中ꎬ运行经

验进一步累积ꎬ反应堆设计不断改进和创新ꎬ纵深防御体系也在不断改进完善ꎬ重要改进包括:增强纵

深防御各层级间的独立性ꎬ并采取措施对各层级进行优化平衡ꎻ增强事故下放射性产物的包容功能ꎻ
增强低功率和停堆状态下的纵深防御ꎻ进一步增强事故预防的特性ꎻ进一步降低堆芯损伤概率ꎻ进一

步加强经验反馈、人机交互、故障诊断等方面ꎻ在多重故障、安全壳旁通、氢气预防等具体方面也得到

了加强[１ꎬ２]ꎮ

３　 福岛核事故对纵深防御体系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日本福岛附近海域发生 ９.０ 级地震ꎬ并引发巨大海啸ꎮ 地震和海啸摧毁了福

岛第一核电厂所有的冷却设施和供电设施ꎬ导致电厂完全丧失交直流电源和最终热阱ꎬ通信系统也仅

存现场应急控制中心与各机组主控室间的一条有线通信ꎮ 该事故最终导致 ３ 台机组下封头熔穿ꎬ放
５７２



射性大量释放ꎬ释放总量超过 １０１７ Ｂｑ[３]ꎮ
强烈地震和巨大海啸ꎬ作为共同的外部始发事件ꎬ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厂纵深防御各层次的应对

策略几近全部失效ꎬ安全目标全部丧失ꎮ 应急处置结束后ꎬ世界核工业界结合此次事故对现有核安全

技术及核安全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ꎬ并对纵深防御体系进行了重新评估[４ꎬ５]ꎮ 最终得出主要

结论如下:
(１)纵深防御体系依然是核安全领域的安全基础ꎬ现有纵深防御体系对于保障核安全依然有效ꎬ

但需进一步完善加强ꎬ并增强纵深防御体系的实际执行力ꎻ
(２)应进一步增强纵深防御体系各层次之间的独立性ꎬ消除共因或共模威胁(包括内部、外部事

件)造成的纵深防御多层次失效危险ꎻ
(３)在纵深防御体系中ꎬ应加强组织机构对于事故预防和缓解的作用ꎬ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核安全

监管机构独立性、加强核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加强跨组织间的沟通合作、改进应急准备和响应组织等ꎻ
(４)应进一步完善场外应急计划ꎬ增强纵深防御第 ５ 层次ꎬ不能因固有安全性的增加以及极端事

故序列的物理消除而弱化该层次功能ꎬ从而实现大规模放射性释放实际消除的目标ꎬ主要举措包括应

急物资储备、应急人员培训、核应急演练、应急通信、医疗保障、事故医疗保障等ꎻ
(５)应增强多机组厂址的事故应对能力ꎬ防止进程快、危害大的事故扩展至多机组ꎬ并考虑应急资

源是否能够应对多机组事故ꎬ保持应急资源长期供应ꎮ

４　 设计扩展工况处置的新见解

对福岛核事故的反思ꎬ重要一点落在了如何增强纵深防御体系执行力上ꎬ若不能实现纵深防御体

系的有效实施ꎬ则任何改进均将失去意义ꎮ 对于加强纵深防御体系的执行能力ꎬ核能业界则将重点放

在了设计扩展工况(即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应对ꎮ
设计扩展工况包括堆芯未明显恶化状态和堆芯熔化状态(即严重事故状态)ꎬ一般由多重故障或

超设计基准外部事件引起[６]ꎮ 尽管两种状态均属设计扩展工况ꎬ但堆芯熔化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堆

芯未熔化时的状态ꎬ且用于预防堆芯熔化状态的措施和设计特性ꎬ与缓解堆芯熔化后果的措施及设计

特性具有较大不同ꎬ因此两种状态宜分别考虑ꎮ 其中严重事故状态由纵深防御第 ４ 层次应对ꎬ而堆芯

未明显恶化状态则无明确对应ꎮ
为实现对堆芯未明显恶化工况的有效应对ꎬ从而预防堆芯熔化ꎬ核工业界提出若干纵深防御体系

的改进方案ꎮ 其中ꎬ西欧核安全监管协会(ＷＥＮＲＡ)提出将纵深防御第 ３ 层次细分为 ３.ａ 和 ３.ｂꎬ分别

应对单一故障造成的设计基准事故和多重故障引发的设计扩展工况(堆芯未明显恶化) [７]ꎮ 由前文可

知ꎬ纵深防御第 ３ 层次总的安全目标为控制事故ꎬ限制放射性释放ꎬ防止事故升级到堆芯熔化事故ꎻ允
许的放射性后果为没有场外放射性影响或只有轻微放射性影响ꎮ 第 ３ 层次细分后ꎬ３.ａ 应对的机组状

态为单一始发事件导致的设计基准事故ꎬ应对手段为反应堆保护系统和专设安全设施的启动及事故

处置规程ꎻ对于 ３.ｂꎬ应对的机组状态则为多重故障事件导致的堆芯未明显恶化设计扩展工况ꎬ主要手

段为附加的安全装置和附加的事故规程ꎮ 具体划分可见表 ２ꎮ

表 ２　 ＷＥＮＲＡ 纵深防御体系第 ３ 层次的细分

纵深防御层次 目标 必要手段 放射性后果 机组状态

３.ａ

３.ｂ

控制事故ꎬ限制放

射性ꎬ防止事故升

级到堆芯熔化工况

反应堆保护系统、安全

系统和事故规程

附加安全装置ꎬ
事故规程

没有场外放射性

影响或只有轻微

放射性影响

假设单一始发事件

假设多重故障事件

此外ꎬ部分学者主张将设计扩展工况的处置纳入纵深防御第 ４ 层次ꎬ从而实现纵深防御体系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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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事故和缓解严重事故举措的延续性ꎻ还有部分学者则主张将纵深防御体系划分为 ６ 个层次ꎮ 目

前ꎬ为实现设计扩展工况处置而对纵深防御体系的改进ꎬ尚没有一种方案达成全球的广泛共识ꎮ
为有效处置多重故障导致的设计扩展工况(堆芯未明显恶化阶段)ꎬ世界核工业界还提出了若干

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附加规程ꎮ 其中ꎬ美国提出了灵活多样性策略(ＦＬＥＸ)ꎬ主要用于应对长期丧失

交流电源(ＥＬＡＰ)和丧失最终热阱(ＬＵＨＳ)事故工况ꎬ从而实现防止燃料损坏、预防严重事故发生的目

的[８ꎬ９]ꎮ ＦＬＥＸ 对纵深防御体系的增强作用可参见图 １ꎮ

图 １　 灵活多样性策略(ＦＬＥＸ)

欧盟国家将改进的纵深防御体系写入«新建核电厂设计安全规定»ꎬ要求在设计阶段明确对多重

故障及设计扩展工况的设计特征和处置对策[７]ꎮ 日本当局接受福岛事故教训ꎬ发布了«轻水堆核电厂

新安全要求»ꎬ对原有考虑的基于单一事件的部始发事件进行了增强ꎬ并增加限制放射性物质释放、专
设安全设施、防止安全壳失效、防止堆芯损坏等一系列新措施[３]ꎮ

５　 对我国核安全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ꎬ我国也迅速组织技术力量ꎬ积极参与事故调查ꎬ认真研究福岛核事故原因及

可能的经验教训ꎬ并密切跟踪日本及国际核安全领域的思考和行动ꎻ此外还迅速开展核安全大检查ꎬ
查找差距、汲取教训ꎬ解决问题ꎻ最终编制了«福岛核事故后核电厂改进行动通用技术要求»等若干技

术指导文件[１０ꎬ１１]ꎬ用于指导我国核电厂的改进工作ꎮ 通过梳理总结ꎬ改进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

要方面:
(１)研究超设计基准外部事件及其叠加对核安全的影响ꎬ增强外部事件抵御能力

开展核电厂防海啸和防洪能力的复核评估ꎬ提高厂房和设备水密性和抗水淹能力ꎬ保持关键系统

的实体隔离、多样性、可用性ꎻ开展核电厂抗震能力复核评估ꎬ提高抗震响应能力ꎻ进一步完善应对极

端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ꎬ跟踪和研究国际核能社会有关外部事件的法规标准和行业实践ꎬ及时修订我

国相关法规标准ꎮ
(２)提高安全系统设备可靠性ꎬ提高严重事故缓解能力

研究提高设备、电源和通信通道的可靠性、多样性、冗余性和独立性ꎬ使同时满足抗震、防水要求ꎬ
增强严重事故情况下重要设备、仪器仪表的可用性ꎻ对核电厂安全重要设备和设施进行在线监测、定
期维修、在役检查和试验ꎬ开展定期安全评审和概率安全分析ꎬ及早识别和纠正设备缺陷ꎻ优化系统设

备ꎬ提高场外救援不可达时、依靠自身力量处置事故的能力ꎮ
(３)增设安全重要应急设备ꎬ提高应急处置的灵活性

增设移动式柴油发电机ꎬ提高全厂断电应对能力ꎻ完善消氢设施ꎬ防止发生不可接受的氢气爆炸ꎻ
增设一、二回路应急补水、移动柴油机泵ꎬ提高堆芯、乏池冷却能力ꎮ

(４)提高人员应急能力和组织机构管理能力

增加安全重要岗位人员配备ꎬ加强人员培训、资质及授权ꎬ加强应急演练ꎻ优化事故规程ꎬ完善严

重事故管理指南ꎻ进行组织机构调整ꎬ进一步加强核安全监管能力ꎬ并加强各部门联动协调机制ꎻ增强

政策引导ꎬ增加资金投入ꎬ加强技术能力建设ꎻ进一步加强法规标准建设ꎮ
从上述改进措施可以看出ꎬ我国核安全部门充分吸取了福岛核事故的教训ꎬ提出翔实具体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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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整改措施并未明确说明其与当前纵深防御体系的契合关系ꎬ也未提出对当前纵

深防御体系的改进方案ꎻ对于设计扩展工况ꎬ亦尚未提出专门的处置方案ꎮ
因此ꎬ我们还需进一步开展研究ꎬ从纵深防御体系整体的高度将上述整改措施落实到核电厂设

计、建造、运行、应急等各阶段、各方面ꎬ并归纳总结出专门的堆芯未明显恶化设计扩展工况处置方案ꎬ
从而更好地预防严重事故ꎬ维护核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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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卞小磊(１９９３—)ꎬ男ꎬ江苏人ꎬ助理工程师ꎬ学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仪控系统软件测试工作

摘要:软件测试是软件质量保证的重要步骤ꎬ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受到关注最多的就是测试ꎮ 在大部分软件开发活

动中ꎬ测试被认为是基础ꎬ它对软件的成功至关重要ꎮ 核电厂类的软件有高安全性和高稳定性的特殊要求ꎬ使得其测

试的重要性尤其突出ꎮ 本文描述核电厂控制系统软件单元测试中应用 ＭＣ / ＤＣ(修改的条件 /判定覆盖)技术ꎮ 首先ꎬ
论述了航空领域软件的等级划分ꎬ核电仪控行业对于单元测试结构覆盖等级的要求ꎮ 接着ꎬ论述了国外单元测试的法

规、标准要求、ＭＣ / ＤＣ 基本概念、优势和标准化流程ꎮ 最后ꎬ结合工程实例ꎬ提供了适用于核电厂控制系统的软件单元

测试标准化流程测试方法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单元测试ꎻ修改的条件 /判定覆盖ꎻ标准化流程

软件单元测试是一个过程ꎬ它是由一系列具有层次结构的阶段、活动及任务组成ꎮ 在软件工程实

践中ꎬ测试有助于软件满足核安全法规标准中的质量和可靠性要求ꎮ 作为软件测试中一个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ꎬ单元测试是各层次测试的基础ꎬ是软件验证与确认的大框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１]ꎮ 在核

电厂单元测试中ꎬ主要分为功能测试和结构测试ꎮ 近几年ꎬ对于结构测试中的语句覆盖、判定覆盖、条
件覆盖、条件判定覆盖、多重条件覆盖等ꎬ国内外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ꎮ 修改的条件判定覆盖(ＭＣ /
ＤＣ)作为一种新的结构覆盖准则ꎬ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测试者采纳[２]ꎮ 修改的条件判定具有多重条件

覆盖的优点ꎬ同时只是线性增加了测试用例数量ꎬ并且对操作数及非等式条件变化反应敏感ꎬ还可以

得到理想的目标覆盖率ꎮ 因此ꎬＭＣ / ＤＣ 得到快速的推广使用ꎬ尤其是在国外的航空 Ａ 类软件测

试中[３]ꎮ
航空中的软件等级分为:Ａ 级软件、Ｂ 级软件、Ｃ 级软件、Ｄ 级软件、Ｅ 级软件[４]ꎮ Ａ 级软件是通过

系统的安全评估ꎬ并且异常行为会影响或者引起系统的功能失效ꎬ从而导致航空器灾难性失效的软

件ꎮ Ｂ 级软件是异常行为会导致航空器严重或者危险失效状态的软件ꎮ Ｃ 级软件是异常行为会导致

航空器较重的失效状态的软件ꎮ Ｄ 级软件是异常行为会导致航空器较轻失效状态的软件ꎮ Ｅ 级软件

是异常行为不会对航空器造成影响的软件ꎮ 在整个软件等级定义中ꎬＡ 级软件安全等级要求最高ꎮ
所以ꎬ在航空 Ａ 类软件测试中应用 ＭＣ / ＤＣ 覆盖ꎬ也是航天领域对该覆盖方法的认可ꎮ 对于其他行业

软件测试应用该覆盖方法ꎬ具有较高的借鉴性和可实施性ꎮ 尤其是核电行业ꎬ对于系统的安全等级要

求非常严格ꎮ 应用该覆盖方法完全可以满足系统安全等级方面的覆盖要求ꎮ 本文主要论述 ＭＣ / ＤＣ
覆盖对于核电厂单元测试过程标准化的意义以及重要性ꎮ

１　 法规、标准要求

美国 ＮＲＣ 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了 ＲＧ １.１７１«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ꎬ指导美国核电厂安全系统数字计算机软件的单元测试ꎮ 非安

全系统的软件单元测试活动及要求可以按照该导则裁剪制定ꎮ
该导则背书了 ＩＥＥＥ Ｓｔｄ １００８—１９８７(ｒｅ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２)ꎬ明确单元测试的具体要求ꎬ包括单元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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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活动过程、软件单元测试管理指导、单元测试需求覆盖率、结构覆盖率等ꎮ ＩＥＣ ６２１３８«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 ａｎｄ 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同样对单元测试结构覆盖率做了相应的要求ꎮ 因此ꎬ对于软件

单元测试覆盖率方面ꎬ国外相应的机构制定的要求相对更严格ꎮ 对于结构覆盖ꎬＲＧ１.１７１ 更是明确指

出ꎬ语句覆盖不是一个充分的覆盖标准ꎬ不建议使用ꎮ 测试执行者需要在遵循 ＲＧ １.１７１ 的情况下ꎬ自
行选择合适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ꎮ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覆盖标准成为当前核电厂软件单元测试的准

则ꎬ成为一项重要任务ꎮ

２　 ＭＣ / ＤＣ 概念及优势

在引言中提到了几种覆盖ꎬ对此进行简要的说明ꎮ 语句覆盖是最基本的结构覆盖ꎮ 要求必须有

足够多的测试用例ꎬ使每个语句至少执行一次ꎮ 判定覆盖又被称为分支覆盖[５]ꎮ 它要求设计足够多

的用例ꎬ使程序中的每个判定至少获得一次“真”和一次“假”ꎬ即每个分支至少被执行一次ꎬ每个入口

点和出口点至少被唤醒一次ꎮ 条件覆盖要求设计足够多的用例ꎬ使判定中的每个条件所有可能取值

至少满足一次ꎬ每个入口点和出口点至少被唤醒一次ꎮ 条件判定覆盖要求设计足够多的用例ꎬ使判定

中每个条件所有可能取值至少满足一次ꎬ每个判定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也至少出现一次ꎬ入口点和出

口点至少被唤醒一次ꎮ 多重条件覆盖要求设计足够多的用例ꎬ使每个判定中的条件可能出现结果的

所有可能组合至少出现一次ꎬ每个入口点和出口点至少被唤醒一次ꎮ
ＭＣ / ＤＣ 准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软件结构覆盖率测试准则ꎮ 条件表示不含有布尔操作符号的布

尔表达式ꎬ仅仅由关系操作符构成ꎬ比如“>”“ <”“ ＝ ”等[６]ꎮ 判定表示由很多布尔操作符号所组成的

一个布尔表达式ꎬ比如 ＡＮＤ、ＯＲ、ＮＯＴ 等ꎮ 如果一个判定中的同一条件出现多次ꎬ则每次出现均为不

同的条件ꎮ 修改的条件判定覆盖要求在一个程序中每一种输入输出至少出现一次ꎬ在程序中的每一

个条件必须产生所有可能的输出结果至少一次ꎬ并且每一个判定中的每一个条件必须能够独立影响

一个判定的输出ꎬ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仅改变这个条件的值ꎬ而使判定结果改变ꎮ ＭＣ / ＤＣ 覆

盖有以下优点:
１)继承了多重条件覆盖的优点ꎻ
２)线性地增加了测试用例数量ꎻ
３)对操作数及非等式条件变化反应敏感ꎻ
４)具有更高的目标码覆盖率ꎮ
ＭＣ / ＤＣ 覆盖最小测试用例集的设计分为以下两种方法:
１)唯一原因法

唯一原因法中ꎬ仅仅关注条件值和判定结果的变化ꎬ其他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条件必须保持不

变ꎮ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是为了确保该条件对结果能产生独立的影响ꎮ
２)屏蔽法

屏蔽是指一个逻辑操作符的特定输入能隐藏对该操作符的其他输入的影响[７]ꎮ 比如对于“ＯＲ”
操作符ꎬ“１”输入可以屏蔽其他所有的输入ꎮ 对于“ＡＮＤ”操作符ꎬ“０”输入可以屏蔽其他所有输入ꎮ
只要关心的条件是唯一影响输出值的条件ꎬ屏蔽法可以允许独立影响对中多余一个输入值的改变ꎮ

３　 标准化流程

ＭＣ / ＤＣ 覆盖一般通过以下五个步骤来进行测试方法的评估ꎬ并将这五个步骤作为标准化的测试

流程ꎮ
１)创建代码的结构图ꎻ
２)确定测试输入ꎻ
３)消除屏蔽的测试用例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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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基于模块选择 ＭＣ / ＤＣ 覆盖ꎻ
５)检查测试输出结果ꎬ验证软件运行是否正确ꎮ
下面举例说明以上五个步骤在 ＭＣ / ＤＣ 覆盖中的应用:

图 １　 表达式结构图

表达式为:Ａ＝(Ｂ ａｎｄ Ｃ) ｏｒ Ｄ
１)表达式结构图如图 １ 所示

２)确定测试输入

第二步是基于需求来确定测试的输入ꎬ并将这些输入

用表 １ 表示出来ꎬ这一步骤为测试用例的设计提供了一种

相对简便的形式ꎮ 多数情况下ꎬ这一步骤可以尽量的多使

用用例将需求全部覆盖ꎮ
表 １　 表达式 Ａ 基于需求的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数 １ ２ ３ ４ ５

输入 Ｂ １ ０ ０ １ １

输入 Ｃ １ １ １ １ ０

输入 Ｄ ０ ０ １ １ ０

输出 Ａ １ ０ １ １ ０

３)消除屏蔽的测试用例

为了确定哪一个测试用例被屏蔽ꎬ可以再回顾第一步的表达式结构图ꎮ 任何情况下ꎬ如果 Ｄ 为

１ꎬ则输出 Ａ 必然为 １ꎮ 此时ꎬＤ 将屏蔽 Ｂ、Ｃ 的所有可能情况ꎮ 对于与门来说ꎬ用例 ３、４ 不适用ꎮ 仅仅

用例 １、２、５ 符合在 Ｄ 为 ０ 时的测试条件ꎮ
４)确定 ＭＣ / ＤＣ 覆盖

步骤 ３ 确定了“ＡＮＤ”的 ＭＣ / ＤＣ 覆盖ꎬ对于“ＯＲ”的覆盖ꎬ将在这一步确定ꎮ 两个输入条件的

“ＯＲ”ꎬ最小测试用例为 １、０ꎻ０、１ꎻ０、０ꎮ 用例 ２ 提供了 ０、０ 测试ꎻ用例 １ 提供了 １、０ 测试ꎻ用例 ３ 提供

了 ０、１ 测试ꎮ 所以最终确定用例 １、２、３、５ 符合 ＭＣ / ＤＣ 覆盖ꎮ
５)验证输出结果

最后一步是通过相应的平台来验证测试的结果是否符合期望ꎬ本文不做过多的赘述ꎮ 这一步必

须强调的一点是ꎬ比较多的测试者认为这个步骤是多余的ꎬ因为确认已经在基于需求的用例和相应的

基于需求的结果对比中完成了ꎮ 但是ꎬ如果预期的结果与实际的输出不一致ꎬ那正证明检查出了错

误ꎮ 所以ꎬ这一步必不可少ꎮ
根据 ＭＣ / ＤＣ 覆盖的基本概念以及覆盖原则ꎬ表 ２~表 ５ 列出部分功能块通过上述五步标准化测

试流程后的用例编写结果ꎬ仅供在测试过程中参考ꎮ
表 ２　 三输入与门测试用例

三输入与门

输入 Ａ 输入 Ｂ 输入 Ｃ 输出 Ｄ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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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三输入或门测试用例

三输入或门

输入 Ａ 输入 Ｂ 输入 Ｃ 输出 Ｄ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表 ４　 异或门测试用例

异或门

输入 Ａ 输入 Ｂ 输出 Ｃ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表 ５　 非门测试用例

非门

输入 Ａ 输出 Ｂ

１ ０

０ １

４　 工程应用实例

ＭＣ / ＤＣ 覆盖目前尚未在核电领域进行大规模的应用ꎬ但作为一种新型且实用的测试方法ꎬ正受

到核电领域测试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某项目正尝试采用这种新型的测试方法进行逻辑测试ꎮ
运用该方法可以将各模块的测试规范化ꎬ标准化ꎮ 极大地减少测试人员消耗的测试时间ꎬ提高测

试人员的工作效率[８]ꎮ
如图 ２ 所示ꎬ是某项目核电厂余热排出系统的部分逻辑图ꎮ

图 ２　 某核电厂余热排出系统部分逻辑图

由图 ２ 可知ꎬＡ、Ｂ 为模拟量输入信号ꎬＣ~Ｏ 为数字量输入信号ꎬＹ 为数字量输出信号ꎮ 逻辑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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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逻辑功能块有加法功能块、四选二功能块ꎬ高限功能块、延时功能块ꎮ 其中高限模块设定值为

７００ꎬ延时模块延时为 １０ ｓꎮ 根据第 ２ 节 ＭＣ / ＤＣ 覆盖的基本概念以及应用原则ꎬ选择 ＭＣ / ＤＣ 覆盖的

唯一原因法作为测试方法ꎮ 通过第 ３ 节标准化步骤ꎬ以及所列出的部分功能块标准化的用例ꎮ 可以

得到如表 ６、表 ７ 用例ꎮ

表 ６　 某核电厂余热排出系统部分逻辑图用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Ａ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Ｂ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Ｃ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Ｄ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Ｅ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Ｆ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Ｈ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Ｉ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Ｊ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Ｋ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Ｌ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Ｎ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Ｏ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延时 / ｓ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Ｙ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表 ７　 某核电厂余热排出系统部分逻辑图用例(续)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Ａ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 ３４９.６ ０ ８００

Ｂ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４ ３５０ ３４９.６ ０ ８００

Ｃ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Ｅ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Ｆ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Ｇ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Ｈ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Ｉ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Ｊ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Ｋ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Ｌ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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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Ｍ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Ｎ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Ｏ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延时 / ｓ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Ｙ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简要分析表 ６、表 ７ꎬ可以得到部分结论:执行用例 ３、４ꎬ验证 Ｃ 对输出 Ｙ 的独立影响ꎻ执行用例 ５、
６ꎬ验证 Ｄ 对输出 Ｙ 的独立影响ꎮ 其余结论可参照第 ２ 节 ＭＣ / ＤＣ 概念以及第 ３ 节标准化流程得出相

应的验证结果ꎮ 应用 ＭＣ / ＤＣ 覆盖ꎬ可以测试出从 Ａ~Ｏ 每一个输入对输出的独立影响ꎮ
编写用例过程中ꎬ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确定用唯一原因法还是屏蔽法ꎬ这关系着用例编写的复杂程

度ꎮ 一般而言ꎬ对于相对复杂的逻辑ꎬ建议使用屏蔽法ꎮ 其次考虑各功能块的特性ꎬ对于某些功能块ꎬ
如带驱动闭锁的锁存器功能块ꎬ一定要注意用例执行的先后顺序ꎮ 即使用例编写正确ꎬ测试执行顺序

错误ꎬ同样会影响测试的预期结果ꎮ 最后ꎬ对于部分功能块的混合使用ꎬ需要注意用例的覆盖是否完

全ꎮ 比如图 ２ 通过高限功能块之后还有一个延时功能块ꎬ此时需要特别注意延时功能块的特性ꎬ不能

出现用例编制缺失的情况ꎮ

５　 总结展望

本文对 ＭＣ / ＤＣ 覆盖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ꎬ并以核电厂单元测试作为特定的测试层级进行详细的

研究ꎮ 作为核电行业基本层级的测试ꎬ软件单元测试是构建测试框架最基础的部分ꎬ需要满足较高的

安全需求ꎮ 同时ꎬ由于 ＭＣ / ＤＣ 覆盖在航天 Ａ 类软件测试方面已经开展应用ꎬ其测试的安全等级覆盖

已经得到验证ꎮ 所以ꎬ对于核电行业来说ꎬ这是非常值得借鉴的ꎮ 展望未来ꎬＭＣ / ＤＣ 标准化的测试覆

盖将会成为核电厂单元测试中越来越主流的测试手段ꎬ核电厂单元测试中的 ＭＣ / ＤＣ 覆盖可以进一步

应用自动测试工具来实现用例的自动生成ꎮ 本文已完成符合 ＭＣ / ＤＣ 覆盖的各类基本功能块标准化

用例开发工作ꎬ甚至可以扩展至基本功能块的组合形成核电厂单元测试系统的数据库ꎮ 最终实现通

过选择相应的功能块以及组合关系ꎬ即能自动生成测试用例ꎮ 这样有助于减少测试人员编写用例的

单位工作时间ꎬ提高测试人员的工作效率ꎮ

参考文献:
[１]　 刘乐ꎬ张奇.核电厂安全系统软件单元测试的安全评审[Ｊ].核安全ꎬ２０１３ꎬ１２(２):７４－７８.
[２]　 张义德ꎬ王国庆ꎬ汤幼宁.更改的判定条件覆盖测试技术研究[Ｊ].计算机工程与设计ꎬ２００３ꎬ２４(５):１９－２６.
[３]　 陈世航ꎬ高英ꎬ李冬.基于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７８Ｂ 的软件独立测试与验证的研究与实践[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ꎬ２０１３.
[４]　 王锋华ꎬ刘知青.航空类软件测试方法的研究与实施[Ｄ].北京:北京邮电大学ꎬ２００７.
[５]　 Ｇｌｅｎｆｏｒｄ Ｊ. Ｍｙｅｒｓ 等 著.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软件测试的艺术(原书第 ２ 版).王峰ꎬ陈杰等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３－１０.
[６]　 何鑫ꎬ刘畅ꎬ郑军.基于 ＤＯ－１７８Ｂ 的软件测试技术研究[Ｊ].计算机测量与控制ꎬ２０１３ꎬ２１(６):１４７０－１４７３.
[７]　 周涛.航空型号软件测试[Ｍ].北京:宇航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　 刘珊ꎬ郑有才ꎬ繆炜涛.机载航电系统软件适航验证测试的设计与实现[Ｄ].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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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Ｃ / ＤＣ Ｔ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ＢＩＡＮ Ｘｉａｏ￣ｌｅｉꎬＣＨＥＮ ＨａｎꎬＹ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ꎬＣＨＥＮ Ｋａｉ
(Ｓｔａｔ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Ｓｈａｎｇｈａｉꎬ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２４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ｅｐ ｆｏ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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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ｈａｓ ｉｔｓ ｈｉｇ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ｅｓｔ ｉ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Ｃ / ＤＣ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ｉ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ｎꎬ 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ＭＣ / ＤＣ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ꎬ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ｕｎｉ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ꎬ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ꎻ ｕｎｉ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ꎻ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ꎻ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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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随机和交互式的核弹头认证核查协议

言　 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ꎬ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９００)

　 　 　 　 　 　 　 　 　 　 　 　 　 　 　 　 　 　 　 　 　 　 　 　 　 　 　 　 　 　 　 　 　 　 　 　 　 　 　 　 　 　 　 　 　 　　
　

　
　 　　　　　　　　　　　　　　　　　　　　　　　　　　　　　　　　　　　　　　　　　　　　　　

　
　

　
　

作者简介:言杰(１９８２—)ꎬ男ꎬ四川宜宾人ꎬ副研究员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核弹头认证技术和中子发生器技术及其应用研

究工作

摘要:随着核武器的进一步削减ꎬ未来的核军控和深度核裁军条约很可能从对核武器运载系统的认证转移到对单个核

弹头的认证ꎬ这就给单个核弹头在销毁前的核查认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对敏感信息的测量ꎬ同
时又能提供对声明有效性的证明ꎬ一种基于“零知识证明”的新方法被提了出来ꎮ 在本工作中ꎬ为了进一步增强认证过

程的透明性ꎬ尽可能提高核查人员的参与度ꎬ以增强弹头核查结果的可信性ꎬ我们提出了一种随机和交互式的核弹头

认证核查协议ꎮ 在这个协议下ꎬ一个随机编码孔和随机预设置的探测器被用于对被认证对象(核弹头或核部件)产生

的诱发裂变信号进行失真和编码ꎬ使得没有任何敏感信息呈现给核查人员ꎮ 通过利用开源的 ＭＣ 模拟工具 Ｇｅａｎｔ４ 对

两种典型的替代场景进行了模拟分析ꎬ对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演示ꎮ
关键词:核弹头认证ꎻ模板匹配ꎻ编码孔成像ꎻＭＣ 模拟

为提供额外的核查能力ꎬ未来军控和核裁军条约的核查协议可能会包括核查的技术手段ꎬ例如对

单个核弹头而非运载工具的认证ꎮ 为了消除核弹头的“以次充好”ꎬ协议方不得不在拆卸前识别弹头ꎬ
并将可能的假弹头辨别出来ꎮ 最基本的要求是保护好被核查方敏感信息的同时提供给核查方足够的

信心来证明被认证的弹头是真实的ꎮ 在避免敏感信息泄露的前提下ꎬ证明一种特殊型号的核弹头是

真实的就变得异常复杂ꎬ也使得在任何条约中对核弹头的认证变得极其重要和困难ꎮ
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难题ꎬ许多科学家和工程人员一直在寻找各种途径来保护测量过程中收集的

数据ꎮ “信息屏障” [１]和“零知识协议” [２] 方法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开展的最出色的工作ꎮ “信息屏

障”概念被提出来并发展成作为属性识别或模板匹配系统的一部分ꎬ它们通常由一系列复杂的硬件和

软件所组成ꎮ 但是ꎬ对信息屏障系统本身的认证和证实总是存在许多顾虑和争论ꎬ使之成为实际应用

于核弹头认证系统的主要障碍ꎮ 因此ꎬ虽然对信息屏障的基本功能要求和设计基础已经进行了非常

深入的讨论[３ꎬ ４]ꎬ到目前为止ꎬ对信息屏障系统仍然没有达成一致ꎮ 另一种“零知识协议”概念将零知

识证明的密码学概念与模板匹配方法相结合ꎮ 在建议的协议里[２]ꎬ虽然非电子学中子探测器的预设

置操作可以从一开始确保敏感信息不被测量ꎬ但由于预设值的探测器为辐射图像的精确“负片”ꎬ这些

被预设值的探测器信息就变得极其敏感ꎬ只能由被核查方保管ꎮ 核查方只允许选择预设置好的用于

模板匹配的探测器库ꎬ而不会被告知关键的与预设置操作有关的任何详细信息ꎬ这个限制就成为了这

种协议被核查方接受的最主要障碍ꎮ
为了尽可能地使核查人员参与到核查过程中以增强对核查系统和结果的信心ꎬ本工作提出了一

种基于编码孔成像技术和模板匹配方法的随机和交互式核查协议ꎮ 其核心为从被核查对象发射出的

诱发裂变信号通过一个随机编码孔进行编码后用于模板匹配ꎮ 随机编码孔的本征噪声和随机预设置

探测器有助于保护敏感信息ꎬ避免通过图像重建而泄露ꎮ 在这种协议下ꎬ除了有关编码孔组成和探测

器预设值操作的至关重要的信息外ꎬ其他基本信息核查方和被核查方都可以共享ꎮ 这个互惠过程可

以极大的增强信心的建立ꎬ使得实现成功的核弹头认证成为可能ꎮ 为研究这种协议的可行性ꎬ我们对

两种典型的同位素和几何结构替代场景进行了建模和模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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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编码孔概念

编码孔成像概念首先被 Ｄｉｃｋｅ[５]和 Ａｂｌｅｓ[６]提出来用于提高辐射源的使用效率ꎮ 被探测的原始投

影为辐射源和孔分布(编码孔)的卷积ꎬ利用吸收(实心)和穿透(空心)图案将辐射源通量进行调整ꎮ
目前已经发展并应用于编码孔成像领域的有随机阵列(ＲＡｓ)ꎬ非冗余阵列(ＮＲＡｓ)ꎬ均匀冗余阵列

(ＵＲＡｓ)ꎬ改进的均匀冗余阵列(ＭＵＲＡｓ)等等ꎮ 最近ꎬＭＵＲＡｓ 编码孔和伪随机图案[７]被选为特殊核材

料(ＳＮＭｓ) [８ꎬ ９]探测的快中子编码孔成像仪的编码孔图案ꎮ
编码孔的引入可以对裂变材料发射的诱发裂变信号进行编码和失真ꎬ这就避免了待测弹头中的

敏感信息被测量出来ꎮ 通过将编码孔的特殊布置和探测器的不同阈值整合到模板匹配方法中ꎬ核查

人员可以对弹头进行识别并将他们从假弹头中辨别出来ꎬ而不可能从原始投影中将敏感信息重建出

来ꎮ 本工作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选择使用随机编码孔:
(１)随机编码孔只有在无限大时才能提供理想的点扩散函数ꎬ实际有限尺寸的随机编码孔总是存

在无法消除的本征噪声ꎬ这个特性对于图像重建来说是个缺点ꎬ但在本工作中对隐藏敏感信息反而是

一个优点ꎻ
(２)被核查方和核查方可以在正式核查的最后时刻组装一个随机编码孔ꎬ这就给造假带来了更大

的风险ꎬ反过来帮助核查人员进一步建立信心ꎻ
(３)最终的诱发裂变信号在最开始就被随机编码孔“扭曲”了ꎬ随机预设值探测器可以用于进一

步编码最后的信号ꎮ 没有每个随机预设值探测器的位置信息ꎬ不可能重建出任何有用的信息ꎮ

２　 实验布局

本工作利用开源蒙卡工具 Ｇｅａｎｔ４[１０]对简化的核查系统实验装置进行了建模ꎬ如图 １ 所示ꎮ 该系

统由中子源ꎬ待测对象ꎬ随机编码孔板和中子探测器阵列ꎮ 在我们的模拟中使用的中子截面数据库为

最近发布的评价数据库 ＥＮＤＦ－Ｂ / ＶＩＩ.０ꎬ该数据库已经由 ＣＩＥＭＡＴ 研究组转换成 Ｇｅａｎｔ４ 格式并由

ＩＡＥＡ 发布以供使用[１１]ꎮ

图 １　 建议核弹头核查系统的一个简化实验装置

中子源:一个主动质询探针中子源用于从待测对象产生唯一的裂变信号ꎮ 为了引起裂变反应并

提高对可裂变材料和易裂变材料的辨别力ꎬ采用基于７Ｌｉ(ｐꎬ ｎ) ７Ｂｅ 核反应的 １００ ｋｅＶ 量级的中子源来

照射对象ꎬ该核反应利用 ＳｉｍＬｉＴ[１２]发展起来的 ＭＣ 模拟算法进行模拟ꎮ 一个高斯形的实验室系能量

为 ２.０４±０.００２ ＭｅＶ(比反应阈值 Ｅ ｔｈ ＝ １.８８ ＭｅＶ 高约 ０.１６ ＭｅＶ)的质子束轰击厚的金属锂靶产生的中

子能量在 １８０~２９０ ｋｅＶꎮ
待测对象:在本研究中ꎬ之前提出的用于基准分析的一种“假想武器模型” [１３] 的裂变芯被用来作

为参考待测对象ꎮ 这是一个由 ４ 千克武器级钚制成的内径为 ８.５ ｃｍꎬ外径为 １０ ｃｍ 的球壳ꎮ 在我们建

立的 Ｇｅａｎｔ４ 模型中ꎬ它被置于中子源和中子探测器阵列的中央ꎬ距离均为 ５０ ｃｍꎮ
随机编码孔:在我们的模拟中ꎬ选用了一个典型的 ４０×４０ 的随机编码孔(图 １ 中的灰色板)来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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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能力ꎮ 为了简化模型ꎬ这里每个高密度聚乙烯(ＨＤＰＥ)棒为完全相同的长方体ꎬ尺寸为 １ ｃｍ×
１ ｃｍ×１０ ｃｍꎮ 棒厚度(１０ ｃｍ)的选择依赖于典型可裂变材料裂变产生的绝大多数快中子能充分慢化

至探测器阈值以下ꎮ
探测器阵列:在我们的模拟中ꎬ用了 ６２５ 个(２５ 行ꎬ２５ 列)非电子学的气泡探测器来构造中子探测

器阵列(如图 １ 中绿色部分)ꎮ 由于诱发裂变中子主要在 ＭｅＶ 量级ꎬ探测器的能量阈值设为 ５００ ｋｅＶꎬ
比源中子能量(在 １８０~２９０ ｋｅＶ)高ꎬ因此探测器对源中子不敏感ꎮ 裂变中子与探测器材料的相互作

用没有直接进行模拟ꎬ但对中子计数和在探测器中的径迹长度进行了记录ꎬ并假定气泡探测器的效率

为 １％(典型的最先进气泡探测器的效率)转换成气泡数量以进行模板匹配分析ꎮ

３　 随机和交互式核查协议

对于我们提出的核查系统ꎬ呈现给核查人员的最终信息为被编码孔和随机预设值探测器扭曲和

编码后的最终信息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编码孔和预设置探测器的特殊构成信息ꎬ包括编码孔图案ꎬ以及

编码孔板和每个探测器的确切位置ꎬ就变得很敏感ꎬ需要由被核查方持有ꎮ 然而ꎬ一些基本信息ꎬ例如

用于构造编码孔的高密度聚乙烯编码孔棒的设计(如形状、尺寸、数量等)ꎬ以及每个探测器对的预设

置值ꎬ可以在核查方和被核查方之间共享ꎮ 下面举例说明一个简单的随机和交互式核查协议:
第一步ꎬ准备ꎮ 核查方和被核查方联合准备一个 ＨＤＰＥ 棒 (或其他形状)和随机预设置的探测器

对ꎮ ＨＤＰＥ 棒和已预设置好的探测器对的数量应该比所要求的多ꎬ以便将来随机选择ꎮ 被核查方对

每个棒和探测器对进行编号ꎬ并将这些编号信息和核查人员共享ꎬ但其具体一一对应关系信息只由被

核查方保留ꎮ
第二步ꎬ选择ꎮ 在正式核查之前ꎬ核查人员从 ＨＤＰＥ 库中随机选择达成共识数量的 ＨＤＰＥ 棒和探

测器对来构造 ＨＤＰＥ 墙和两个完全相同的探测器阵列ꎮ 核查人员知道每个 ＨＤＰＥ 棒的编号和探测器

编号信息ꎬ但是不知道其具体位置信息ꎮ
第三步ꎬ“骰子游戏”ꎮ 核查方和被核查方一起对 ＨＤＰＥ 棒的编号进行“骰子游戏”ꎬ核查人员随

机选择一个号码ꎬ被核查方从 ＨＤＰＥ 墙上抽取出对应的 ＨＤＰＥ 棒从而形成编码孔ꎮ 核查人员甚至可

以保留这些抽取出来的 ＨＤＰＥ 棒以便核查其是否与预先准备的一致ꎬ但不知道编码孔的具体图案ꎮ
第四步ꎬ布局ꎮ 最后ꎬ被核查方单方的调整编码孔和探测器阵列的具体位置ꎮ 到这个时候ꎬ核查

系统就准备好了进行模板匹配测量ꎮ
按照以上的核查协议ꎬ被核查方和核查方在核查过程中交替作为主导ꎮ 一方面ꎬ核查方进一步参

与了每一步但只掌握部分基本信息ꎬ这个随机和交互式的过程可以极大的增强核查人员对核查系统

和模板匹配结果的信心ꎮ 如果模板匹配结果只呈现自然统计误差的差异ꎬ核查人员将有很大的信心

认为测量结果可信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编码孔的最终图案和具体位置ꎬ以及探测器阵列的具体位置在最

后时刻才确定ꎬ被核查方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知识来尝试造假ꎮ 这个“最后时刻决定”特性对被核查方

而言可以进一步增加作弊的风险ꎬ同时对核查人员而言进一步增强信息的建立ꎮ 剩下的问题就是这

个核查系统是否具备将真实弹头从假弹头中辨别出来ꎮ 下面通过 ＭＣ 模拟对两种典型的替代场景ꎬ
包括同位素和几何结构ꎬ理论研究了这个概念的可行性ꎮ

４　 模拟结果

４.１　 随机编码孔的扭曲效应

利用我们提出的核弹头认证系统ꎬ随机编码孔对诱发裂变事例的扭曲效应严重依赖于它的具体

图案和位于待测对象和探测器阵列之间的确切的位置ꎮ 能量在 ５００ ｋｅＶ 以上的诱发裂变事例在探测

器阵列位置处的强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ꎮ 可以明显看到使用随机编码孔后ꎬ诱发裂变事例的分布被严

重扭曲了ꎮ 即使随机编码孔具有相同的透过率ꎬ所得到的强度分布也完全不同ꎬ如图 ２(ｂ)和图 ２(ｃ)
所示ꎮ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机编码孔的确切位置以及待测对象的结构也对扭曲效应有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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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在有无随机编码孔条件下ꎬ能量高于 ５００ ｋｅＶ 的诱发裂变事例强度分布

４.２　 替代场景研究

有一些貌似可行的替代场景可能供被核查方用来欺骗ꎬ以保留武器级的核材料或暗中扣留真实

核弹头ꎮ 这里我们研究了两种典型的场景ꎬ也是核查人员可能担心的测量对待测对象偏差的可分辨

性ꎮ 第一种待测对象同真实核弹头类似ꎬ但裂变芯的同位素组成从武器级钚变为反应堆级补( ２３９Ｐｕ
的丰度从 ９３.７％变为 ５９.０％)ꎮ 第二种待测对象与裂变芯有相同的质量和同位素丰度ꎬ但具有更大的

几何结构ꎮ 在我们的模拟中ꎬ裂变芯的厚度从 ４.２５ ~ ５.００ ｃｍ 变为 ４.９１ ~ ５.５０ ｃｍ(尺寸变大ꎬ厚度变

薄)ꎮ
为了进一步保证敏感信息不被测量ꎬ本研究中也采用了文献[２]中提出的对气泡探测器进行预设

置的操作ꎮ 但是ꎬ由于在该核查协议下ꎬ核查双方不用在核查前对气泡的最大数 Ｎｍａｘ达成一致ꎬ预设

值的气泡数量不必严格地等于诱发裂变信号的“负片”ꎬ但为了获得好的统计性ꎬ最大数 Ｎｍａｘ应尽可能

的大(这由探测器本身的性能所决定)ꎮ 此外ꎬ在实际的核查过程中ꎬ被核查方和核查方一起准备已经

预设值计数的探测器对ꎬ探测器对的数量也比所要求的多ꎬ以供后面随机选择探测器对构成探测器

阵列ꎮ
模板匹配的最终结果如图 ４ 所示ꎮ 在本研究中ꎬ为更方便演示ꎬ核查过程中获得的气泡最大数放

大到 ５ ０００ꎬ而预设值的最大数为 ２ ０００ꎬ当然这些信息是核查人员并不知道的ꎮ 每个位置的每个探测

器对的偏差定义为: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 Ｎｔｅｓｔ

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式中: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和 Ｎｔｅｓｔ分别表示模板参考对象和待测对象的气泡计数ꎮ
如果待测对象为有效的(真实弹头)ꎬ模板匹配结果只呈现出天然统计误差ꎬ不会泄露任何灵敏信

息ꎮ 如图 ３(１)所示ꎬ对于一个有效的待测对象ꎬ在模板匹配结果中只显示很小的偏差(小于 ３ ｓｉｇｍａ)ꎬ
最大的偏差不会超过 ５ ｓｉｇｍａ 并且不超过 ２％位置的偏差在 ３ ｓｉｇｍａ 到 ５ ｓｉｇｍａ 之间ꎮ 在最坏的情况

下ꎬ如果编码孔图像和位置的特殊信息ꎬ以及每个探测器的位置信息都泄露给核查人员ꎬ核查人员仍

然无法重建出待测对象的可信赖的图像ꎬ这是由于如果事先不知道待测对象的全面知识ꎬ由此带来的

背景噪声也不可能知道ꎮ 因此ꎬ从这个偏差分析中不会泄露任何敏感信息ꎮ
相反ꎬ当呈现的是无效的待测对象时(伪造假弹头)ꎬ在将武器级钚由非武器级钚替换的情况下ꎬ

它会被很容易发现ꎮ 图 ３(２)显示了一个较低２３９Ｐｕ 含量情况下的模板匹配结果(５９.０％２３９Ｐｕ 与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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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７％２３９Ｐｕ 相比)ꎬ偏差明显超过了统计误差ꎬ约有超过 ９０％位置的偏差大于 ６ ｓｉｇｍａꎮ 在改变几何结

构的情况下ꎬ待测对象具有相同质量和同位素成分ꎬ但稍微大一些和薄一些ꎬ也可以很容易通过模板

匹配分辨出来ꎬ即使不如前一种分辨的那么好ꎬ如图 ３(３)所示ꎮ

(１)　 　 　 　 　 　 　 　 　 　 　 　 　 　 　 (２)　 　 　 　 　 　 　 　 　 　 　 　 　 (３)
图 ３　 模板匹配结果的偏差分析

５　 结论

未来军控条约谈判可能会将对核武器国家核武库里运载系统的限制转变为核弹头总数的限制ꎬ
这将给国际军控核查人员带来更加复杂的挑战ꎮ 在本研究中ꎬ我们将零知识协议概念同编码孔成像

技术相结合ꎬ并提出来一种用于认证核弹头真实性的随机和交互式协议ꎮ 利用开源 ＭＣ 模拟工具包

Ｇｅａｎｔ４ 对一个简化的实验装置进行了建模和模拟ꎮ 随机编码孔和随机预设值的探测器被用来扭曲和

编码诱发裂变信号ꎮ 为演示这个协议的可行性ꎬ研究了两种典型的伪造场景ꎬ具有错的同位素组成和

错的几何结构ꎮ 模板匹配结果表明:该协议对所考虑的这些替代场景具有优良的鉴别能力ꎮ 得益于

随机编码孔带来的“内嵌”本征噪声和伴随待测对象的背景噪声ꎬ不会有任何敏感信息在这个核查协

议下被测量ꎮ 没有认证系统特殊构造的相关知识ꎬ包括随机编码孔的图案和位置ꎬ每个位置探测器的

实际预设置值ꎬ而这些信息均在正式核查前的最后时刻才交互式的决定ꎬ以及对待测系统的全面认

识ꎬ没有敏感信息会从目标匹配结果中泄露出来ꎬ即使一个无效的待测对象被识别出来ꎮ 另一个很有

吸引力的特点为在实际的核查中ꎬ即使认证系统因存在一个小的对中偏差而导致的错误判断ꎬ在这个

协议中仍然不会有敏感信息泄露ꎬ这将极大的缓解被核查方对于认证系统的担忧ꎮ 为了进一步确保

没有敏感信息可以通过重建或从测量中推导出来ꎬ使用多层编码孔和具有多阈值的探测器会更有

前景ꎮ

致谢

文中所有模拟计算结果均在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大学的高性能计算系统上完成ꎮ 作者感谢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基金

和纽约 Ｃａｍｅｇｉ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对本工作的支持ꎮ

参考文献:
[１] 　 Ｓｐｅａｒ 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Ｄ ｆｏｒ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ＯＬ / 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ｉｓｓｉｌ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ｄｏｅ０１ｂ. ｐｄｆ (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ꎬ ２００１).
[２]　 Ａｌｅｘ Ｇｌａｓ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Ａ ｚｅｒ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５１０: ４９７－５０２.
[３]　 Ｊ. Ｌ. Ｆｕｌｌｅｒ.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Ｒ]. １９９９ꎬ ＰＮＮＬ－１３２８５.
[４] 　 Ｄｕｎｃａｎ Ｗ.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ꎬ Ｒｅｎａ Ｗｈｉｔｅ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Ｎｕｃｌ. Ｍ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ꎬＪｕｌｙ ２０００.
[５]　 Ｒ. Ｈ. Ｄｉｃｋ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Ｈｏｌｅ Ｃａｍｅｒａｓ ｆｏｒ Ｘ－Ｒａｙｓ ａｎｄ Ｇａｍｍａ Ｒａｙｓ[Ｊ].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 Ｊꎬ１９６８ꎬ１５３:Ｌ１０１.
[６]　 Ｊ. Ｇ. Ａｂｌｅｓ.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Ｘ－ｒａｙ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Ｊ].Ｐｒｏｃ. Ａｓｔｒｏｎ. Ｓｏｃ.１９６８ꎬＡｕｓｔ ４:１７２.

０９２



[７]　 Ｒ. Ｓ. Ｗｏｏｌｆꎬ ｅｔ ａｌ.Ｆａｓｔ－ｎｅｕｔｒｏｎꎬ ｃｏｄｅ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ｒ[Ｊ].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ꎬ
２０１５ꎬ７８４:３９８－４０４.

[８]　 Ｐ. Ａ. Ｈａｕｓｌａｄｅｎ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 －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Ｃｏｄｅｄ －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Ｒ].
ＩＮＭＭꎬ ２０１２.

[９]　 Ｐａｕｌ Ｈａｕｓｌａｄｅｎꎬ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ａｂｌｅ Ｆａｓｔ－Ｎｅｕｔｒｏｎ Ｃｏｄｅ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ｅｒ[Ｒ].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ＲＮＬ / ＴＭ－２０１３ / ４４６ꎬ ２０１３.

[１０] 　 Ｓ. Ａｇｏｓｔｉｎ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Ｇｅａｎｔ４: Ａ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Ｊ].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ꎬ
２００３ꎬ５０６ (３):２５０－３０３.

[１１]　 Ｅ. Ｍｅｎｄｏｚａꎬ Ｄ. Ｃａｎｏ－Ｏｔｔꎬ Ｃ.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ꎬｅｔ ａｌ. ＩＡＥ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ＤＣ(ＮＤＳ) －０６１２[Ｒ].Ｖｉｅｎｎａꎬ ２０１２.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ｄｓ.ｉａｅａ.ｏｒｇ / ｇｅａｎｔ４.)

[１２]　 Ｍ. Ｆｉｅｄｍａｎꎬ 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ｐꎬ 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ｌｉｑｕｉｄ－ｌｉｔｈｉｕｍ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ｔ Ｓｏｒｅｑ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Ｊ].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ꎬ２０１３ꎬ６９８:１１７ –

１２６. (ｗｗｗ.ｐｈｙｓ.ｈｕｊｉ.ａｃ.ｉｌ / ＳｉｍＬｉＴ / )
[１３]　 Ｓｔｅｖｅ Ｆｅｔｔｅｒꎬ 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１９９０ꎬ１: ２２５－３０２.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ｓ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 Ｊｉ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ꎬ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６２１９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ｃｕｔ 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ａｌ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ｏｃｋｐｉｌｅ.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ｅｔ ｂｕ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ｏｖｅｄꎬ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 ａ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ｏｄｅｄ－
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ｐｒｅｌｏａｄ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ｆｉｓ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ｎｏ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ｗ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ｕｓ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Ｇｅａｎｔ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ａｒｈｅａ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ꎻ ｃｏｄｅｄ－ａｐｅｒｔｕｒ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ꎻ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
实践与思考

梁昊飞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４)

　 　 　 　 　 　 　 　 　 　 　 　 　 　 　 　 　 　 　 　 　 　 　 　 　 　 　 　 　 　 　 　 　 　 　 　 　 　 　 　 　 　 　 　 　 　　
　

　
　 　　　　　　　　　　　　　　　　　　　　　　　　　　　　　　　　　　　　　　　　　　　　　　

　
　

　
　

作者简介:梁昊飞(１９８３—)ꎬ男ꎬ江西瑞昌人ꎬ注册核安全工程师ꎬ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监督工作

摘要:介绍了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对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监督的探索与实践ꎬ就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

输安全监管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ꎬ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放射性物品运输ꎻ监管

负责辖区民用核设施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的监督ꎬ是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地区监督

站“三定”规定的主要职责之一[ １ ]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原广东核安全

监督站ꎬ以下简称华南监督站)就开始了对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的监督探索ꎮ 从 １９９３ 年国

内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厂首炉燃料抵运现场监督ꎬ到 ２００３ 年国内核电厂首次乏燃料公路运输出厂

过程监督ꎬ再到 ２０１３ 年国内首次乏燃料厂内转运监督ꎬ二十多年来ꎬ华南监督站在核电厂内放射性物

品运输安全监督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ꎬ同时也遇到一些值得讨论和思考的问题ꎮ
随着在建机组陆续建成投产ꎬ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日益增多ꎬ对公众和环境产生潜在核与

辐射影响的风险也随之加大ꎮ 适时总结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经验ꎬ探讨分析监督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ꎬ有利于规范地区监督站相关履职工作ꎬ提升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管水平ꎮ

１　 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

１.１　 厂内主要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

以辖区某核电基地为例(详见表 １)ꎬ典型的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主要有五种:即新燃料

运抵接收、乏燃料装卸出厂和场内转运、污染维修部件厂内转运ꎬ放射源进出厂以及中低放废物出厂

处置等ꎮ 按货包类别分ꎬ几乎涉及各种类型货包ꎻ按运输过程来分ꎬ既有启运、抵运的ꎬ也有控制区之

间的转运活动ꎻ按放射性物品分类ꎬ涵盖了一至三类放射性物品ꎮ 根据监管经验ꎬ习惯上还把厂内放

射性物品运输活动分为核材料运输和非核材料的运输活动ꎮ

表 １　 某核电基地内主要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一览表

放射性物品名称 运输活动
放射性

物品分类
货包类型 备注

反应堆新燃料 入厂接收 一类 ＡＦ 型货包 核材料

反应堆乏燃料
启运出厂、

相邻核电厂间转运
一类 Ｂ(Ｕ)货包 核材料

破损乏燃料棒 启运出厂 一类 Ｂ(Ｕ)货包∗ 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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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放射性物品名称 运输活动
放射性

物品分类
货包类型 备注

中放固废

(堆内构件、导向套等)
运抵北龙处置场暂存 一类

特殊安排

/ Ｂ(Ｕ)货包

压力容器顶盖等退役部件 运抵北龙处置场暂存 二类 Ａ 型货包

Ⅱ类和Ⅲ类放射源 入厂接收、启运出厂 二类
Ｂ(Ｕ)货包、
Ａ 型货包

中低放固废

(水泥桶、金属桶)
运抵北龙处置场处置 二、三类 Ａ 型货包 工艺废物和技术废物

污染阀门、管道、螺栓

等维修零部件
控制区间转运 三类

　 Ａ 型货包、
工业货包

免于运输监管

Ⅳ类和Ⅴ类放射源 入厂接收、启运出厂 三类
　 Ａ 型货包、
例外货包

乏燃料运输空容器 入厂接收、启运出厂 三类 例外货包

清洁解控工艺废物

(废树脂、滤芯等)
启运出厂 — 豁免货包 免于运输监管

放射化学取样样品等 控制区间转运 — 不适用 免于运输监管

∗需要说明的是运输破损乏燃料棒时ꎬ运输容器无法完全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ꎬ需要通过特殊安

排[２－４]来提高运输安全水平ꎻ这类活动还包括因形状特异不适宜专门设计和制造运输容器的ꎬ以及只是一次性运输ꎬ专
门设计和制造符合国家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运输容器经济上明显不合理的ꎬ如压力容器顶盖和反应堆导向套

等ꎮ 特殊安排的货包在运输前托运人需要提交相关安全分析报告书并报经国家核安全局审查同意ꎮ

１.２　 运输活动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因为不同类型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的潜在危害差异较大ꎬ国家对放射性物品运输实施分类管

理[ ２ ]ꎬ其中潜在发生严重后果的放射性物质运输事故主要是 Ｂ 型货包[ ５ ]ꎮ 考虑到有限的监督资源ꎬ
华南监督站多年来一直把监督重点放在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上ꎬ优先确保核材料运输的核与辐射安

全ꎮ 表 ２ 列举了华南监督站对某核电基地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实施监督的主要情况ꎮ
表 ２　 某核电基地内放射性物品运输监督检查实施情况一览表

放射性物品

运输活动
托运人 承运人 运输容器 监督方式 备注

首次乏燃料运输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远洋物流

有限公司
ＲＣＣ－３ 专题检查

首炉燃料运抵现

场前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

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安物

流有限公司 /中
国宜宾建安运

业 有 限 责 任

公司

ＲＣＣ － ３ /
ＣＮＦＣ－３Ｇ

控制点检查 实物保护 /核材料管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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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放射性物品

运输活动
托运人 承运人 运输容器 监督方式 备注

反应堆新燃料到

厂接收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

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安物

流有限公司

ＲＣＣ － ３ /
ＣＮＦＣ－３Ｇ

现场见证 接到电厂通告后实施

乏燃料启运出厂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远洋物流

有限公司

ＮＡＣ － ＳＴＣ
型乏 燃 料

运输容器

现场见证 接到电厂通告后实施

相邻核电厂间乏

燃料转运

不适用 (由 ＤＮＭＣ
负责实施)

不适用(中核清

原公司、 ４０４ 厂

支持)

ＮＡＣ － ＳＴＣ
型乏 燃 料

运输容器

专 项 检 查 /
非例行检查

破损乏燃料棒启

运出厂

中核清原环境技术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远洋物流

有限公司

Ｒ５２ 乏 燃

料棒 专 用

运输容器

现 场 /文 件

检查
接到电厂通告后实施

压力容器顶盖、
堆内构件等退役

部件运抵北龙处

置厂暂存

不适用 (由 ＤＮＭＣ
技术部 工 程 处 实

施)

不 适 用 ( 由

ＤＮＭＣ 运 输 中

心实施)
特殊安排 现场见证

中低放固废货包

运抵北龙处置厂

处置

不适用 (由 ＤＮＭＣ
负责实施)

不 适 用 ( 由

ＤＮＭＣ 负 责 实

施)

碳 钢 桶 / Ｃ
型 混 凝

土桶
例行检查

每年

两次

其中ꎬ核电厂内最典型的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是乏燃料运输ꎬ其关键的检查内容包括:①乏

燃料运输容器使用限值和条件的遵守情况(装载乏燃料参数、燃料装载量、乏燃料状况限制等)ꎻ②乏

燃料公路运输批准书的限值和条件的遵守情况(运输方式、运输容器、容器装载内容物、运输车辆、运
输线路等)ꎻ③乏燃料运输容器的操作、维护、定期试验和维修情况ꎻ④乏燃料货包规格等级、辐射防护

及剂量监测情况ꎻ⑤装卸料工具、运输车辆、栓系系统、运输辅助设施等物项状况ꎻ⑥相关活动的质量

保证情况(工作计划、人员资质培训、环境条件、货包标示、装料准备、装料、启运准备、启运、运输等各

环节工艺过程控制及质量记录等)ꎻ⑦核材料实物保护情况及核材料衡算ꎻ⑧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及

有关审评承诺的核实ꎻ⑨异常情况的响应及应急准备情况ꎮ

２　 问题探讨

２.１　 监督职责与范围

一是环境保护部地区监督站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在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上的职责

划分有待明晰ꎮ 一方面ꎬ对民用核设施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的进行监督检查是环境保护部“三
定”规定地区监督站的职责ꎻ另一方面«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和«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又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放射性物品运输活

动的监督检查”“对一类放射性物品的运输ꎬ启运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启

运前对放射性物品运输托运人的运输准备情况进行监督检查”ꎮ 显而易见ꎬ针对核电厂放射性物品运

输活动ꎬ特别是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方面ꎬ地区监督站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职责存在交叉ꎮ
另外也有人认为ꎬ核电厂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同核电厂辐射环境管理的日常监督一样ꎬ职责

分工是都以核设施征地范围划界ꎬ核电厂内的核活动由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监督ꎬ核
电厂以外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监管ꎮ 然而这种划分并不严谨ꎬ如在核一、二、三司下达给地区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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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项目任务书»中仅规定了地区监督站对辖区核设施内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

进行监督ꎬ对其他类别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监管并未做具体的要求ꎮ 核电厂内的Ⅱ、Ⅲ、Ⅳ类放射

源类等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究竟应该由地区监督站还是地方环保部门监督值得探讨ꎮ
二是环境保护部地区监督站与国防科工局的监督的缺少衔接机制ꎮ 依据相关法规ꎬ放射性物品

运输活动中的乏燃料运输还应当遵守国家核应急和核材料管制的有关规定ꎬ国防科工局作为主管部

门颁布了«核反应堆乏燃料道路运输管理暂行规定»(科工法〔２００３〕５２０ 号)并据此做出核反应堆乏燃

料转移审批、乏燃料启运审批、乏燃料道路运输核应急预案审批等行政许可ꎮ 一方面ꎬ在行政许可层

面ꎬ国防科工局与国家核安全局对接紧密衔接ꎬ如我局对乏燃料运输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的批复文

件、乏燃料运输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文件和乏燃料运输货包设计的批复文件等都作为该局乏燃料

启运审批和乏燃料道路运输核应急预案审批的 ８ 份申请文件之一[６]ꎮ 另一方面ꎬ按照«行政许可法»
“谁审批谁负责监督”原则ꎬ国防科工局还要对乏燃料道路运输活动实施监督ꎻ但是在监督层面ꎬ该局

与我局地区监督站之间却缺乏应有的配合沟通和协调ꎬ尚未建立起对接机制ꎮ

２.２　 运输活动界定与规则适用性

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有别于一般意义上核设施的核活动ꎬ前者监管依据法规是«放射性物品运输

安全管理条例»ꎬ后者则主要依据«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ꎮ 考虑到不同的行政法规适用ꎬ核
电厂内某些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的界定有待商榷ꎮ

«放射性物品分类和名录» [ ７ ]明确规定“在单位内进行不涉及公路或铁路运输的放射性物品免于

运输监管”ꎻ«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ＧＢ １１８０６—２００４) [ ３ ] 也明确规定该标准“不适用于在单位

内进行不涉及公用道路或铁路运输而搬运的放射性物质”ꎮ 根据有关法律ꎬ核电厂内的路段不属于道

路[ ８ ]ꎻ那么对于同一征地范围内相邻核电厂间进行的乏燃料转运、中低放废物运抵北龙处置厂以及污

染构件在核电厂控制区之间的转运活动而言ꎬ上述放射性物品运输相关安全准则和管理要求应该是

不适用的ꎻ这一点从国家核安局审查批准乏燃料转运项目[ ９ ]是根据«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及其细则ꎬ而非依据«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也可佐证ꎮ

虽然多年来乏燃料转运、中低放固废运抵北龙处置场以及污染构件在核电厂控制区之间的转运

均是按 ＧＢ １１８０６ 规定的安全要求执行ꎻ但在法理依据上ꎬ这些场内转运活动究竟应该是按照放射性

物品运输进行监管ꎬ还是作为核设施的核活动来监管有待进一步明确ꎮ

２.３　 监督对象

放射性物质运输是一种涉及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三者的重要核活动ꎬ监督对象主要是托运人

和承运人ꎮ 根据相关法规ꎬ托运人对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和应急工作负责ꎬ对拟托运物品

的合法性负责ꎬ并依法履行各项行政审批手续ꎻ承运人应当对直接从事放射性物品运输的工作人员进

行运输安全和应急响应知识的培训和考核ꎮ 以乏燃料运输为例ꎬ托运单位通常是中核清原环境技术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ꎬ承运单位为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ꎮ 而且ꎬ按照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与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签署的«广东大亚湾核电厂乏燃料接收、处理、处置及责任转移合同»规定ꎬ乏燃料接收、
处理和处置采取取货制ꎬ即由乏燃料接收方到核电厂现场燃料厂房吊钩下方用自备运输容器和运输

工具取货ꎬ 并就在核电厂燃料厂房吊车吊钩下的汽车车面完成交接手续ꎬ 一切与乏燃料相关的财权

和核责任一并由核电厂转移给乏燃料接收方ꎮ 不难看出ꎬ核电厂营运单位既不是托运人也不是承运

人ꎬ并不承担核电厂内乏燃料运输活动的安全责任ꎮ
然而ꎬ多年来我站并未对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安全责任给予足够的重视ꎬ习惯上还是把核电厂内放

射性物品运输活动作为核设施活动的一种ꎬ各类检查的发文对象均是核电厂营运单位(ＤＮＭＣ)ꎬ检查

报告的纠正行动要求也是向核电厂营运单位提出的ꎬ比如在发现乏燃料运出厂区时间因中远物流公

司人员走错门而推迟后ꎬ华南站并未在检查记录 /报告中要求承运人进行经验反馈或采取纠正行动要

求ꎻ甚至在以往的一些核安全监督工作单中华南站还将中核清原公司误作为承运人ꎮ 但实际上ꎬ乏燃

料等运输活动的安全责任并不由核电厂营运单位承担ꎬ其运输批准书和安分报告也不是核电厂营运

５９２



单位递交监管当局批复的ꎮ 托运人和承运人才是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监督的重点对象ꎬ核电厂营运

单位作为货主或收货人ꎬ并不是托运人(将托运货物提交运输的单位)ꎬ这一点应当引起地区监督站的

重视ꎮ
另外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邻核电间乏燃料转运活动ꎬ因为是在厂内实施的并不涉及道路运输ꎬ

通常该活动由接收乏燃料的核电厂营运单位负责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接收乏燃料组件的申请文件ꎬ
并向国防科技工业局递交核材料许可变更相关的申请文件ꎻ因此该活动的监督重点对象是核电厂营

运单位ꎬ而中核清源公司此时仅作为运输容器的使用单位ꎬ只负责取得容器使用批准书和相应的核材

料许可证ꎬ并不是该转运活动的托运人ꎮ

２.４　 报告制度问题

长期以来ꎬ托运人和环境保护部地区监督站之间没有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ꎬ目前也无任何规

定要求托运人在启运 /抵运前向环境保护部地区监督站通告 /备案ꎮ 通常ꎬ对于新燃料和乏燃料运输

活动ꎬ核电厂营运单位为方便地区监督站实施核电厂内运输监督ꎬ会按照«核电厂营运单位报告制度»
将其列为重要活动提前 ７ 天通告地区监督站ꎻ但是该报告制度对托运人并没有约束力ꎮ 另一方面ꎬ根
据相关规定[ １０ ]ꎬ一类放射性物品启运前ꎬ托运人应当将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批

准书、辐射监测报告ꎬ报启运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ꎮ 显然ꎬ现行的放射性物

品运输备案 /通告等报告制度尚不完善ꎻ甚至在客观上造成了地区监督站对乏燃料等运输活动的监督

集中于核电厂营运单位而非托运人上ꎮ
同样的ꎬ对于核电厂内二三类放射性物品运输ꎬ如放射源从广东省以外地区转移到某核电厂使

用ꎬ或从广东省内深圳市以外地区转移放射源到某核电厂使用ꎬ有关规定都要求其向当地环保厅备

案ꎬ但却未规定要向地区监督站通告ꎮ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监督站履行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

输监督职责产生了影响ꎮ

２.５　 监督规范化问题

多年来ꎬ华南站在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规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已经形成了«核燃

料进出厂区现场巡视程序»«首炉核燃料运抵现场前控制点检查程序»«乏燃料启运核安全监督工作

单»等多份监督程序ꎬ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核电厂内运输安全监督文件体系ꎬ还缺乏专门的«核电

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监督检查大纲»等管理性程序ꎻ在监督检查方式、检查的深度、广度、频度等方面

都有待进一步规范ꎮ 比如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应急响应监督方面ꎬ核电厂场内应急计划 /预案不仅覆

盖了核燃料装卸和运输事故ꎬ而且放废货包运输装卸事故、污染构件运输装卸和放射源运输事故还被

列为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要进行应急处置ꎮ 但是地区监督站的文件体系却并没有在核事故 /辐射

事故应急响应实施程序中明确相应的专项应急响应监督规定ꎮ

３　 对策建议

３.１　 理顺职责ꎬ加强地区监督站与各监管方的协作

针对当前存在的相关监督职责交叉和不明晰问题ꎬ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管

法规释义ꎬ理顺环境保护部地区监督站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与衔接ꎻ同
时ꎬ进一步加强地区监督站与各监管方的协作ꎬ在监督执行层面建立起与国防科工局、公安、交通部等

单位的对接机制ꎮ 针对托运人和地区监督站间沟通渠道不畅问题ꎬ建议尽快完善相关报告制度ꎬ做好

相关活动的通告和备案ꎮ 此外ꎬ还建议各地区监督站将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监督工作列入全国

核电厂和研究堆年度监管计划当中ꎬ加强信息公开ꎬ逐步树立地区监督站在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

安全监督方面的权威性ꎮ

３.２　 尽快制定核电厂乏燃料转运活动的安全标准和管理导则

当前ꎬ高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和中低放废物处置场的建设和运营明显滞后于核电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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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１１ ]ꎬ乏燃料干式存储尚未起步ꎮ 不难预见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相邻核电厂间进行的乏燃料转运和

中低放固废运处置将是核电厂内主要的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ꎮ 由于这类场内转运活动有别于常规的

放射性物品运输活动ꎬ建议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相关安全标准和管理导则ꎬ规范和指导后续常态化

的监督工作ꎮ

３.３　 完善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的监督检查程序

建议编制«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检查大纲»ꎬ做好与«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上游规范、标准的对接ꎬ进一步完善核电厂内放射性物品运输

活动安全监督文件体系ꎬ加快推进相关监督工作的标准化、精细化和规范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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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监管的若干思考

梁昊飞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４)

　 　 　 　 　 　 　 　 　 　 　 　 　 　 　 　 　 　 　 　 　 　 　 　 　 　 　 　 　 　 　 　 　 　 　 　 　 　 　 　 　 　 　 　 　 　　
　

　
　 　　　　　　　　　　　　　　　　　　　　　　　　　　　　　　　　　　　　　　　　　　　　　　

　
　

　
　

作者简介:梁昊飞(１９８３—)ꎬ男ꎬ江西瑞昌人ꎬ注册核安全工程师ꎬ从事核电厂和研究堆运行安全监督工作

摘要: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事关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ꎬ本文从相关领域监管模式、规范性文件体系和监管制度等

方面简要分析了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的实践及现状ꎬ探讨了当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ꎬ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和观点ꎬ以期为加强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工控系统ꎻ信息安全ꎻ监管

１　 引言

如果说“震网”(Ｓｔｕｘｎｅｔ)病毒事件打开了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的“潘多拉魔盒”ꎬ那么在 ２０１１
年黑客大会上ꎬ独立安全评测机构 ＮＳＳ Ｌａｂｓ 的研究人员对如何进攻中国重要基础行业正在使用的工

控系统的演示ꎬ更是触动了我国重要领域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的“中枢神经”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工业

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ꎬ明确提出重点加强包括核设施、电
力在内的 １４ 个重点领域的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ꎬ呼吁各部门对工控系统信息安全予以高度重

视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国务院专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ꎬ
明确要求保障工业控制系统安全ꎬ加强核设施和电力系统等多个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防护

和管理ꎬ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ꎮ
本文从核电领域信息安全监管模式、规范性文件和主要监管制度入手简要分析了核电厂工控系

统信息安全监管的实践及现状ꎬ探讨了当前核电工控系统在信息安全保障和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

题ꎬ提出了对策建议ꎮ

２　 核电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现状

２.１　 监管模式

核电厂工控系统是我国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 １ ]ꎬ其信息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安

全、核安全和能源(电力)安全ꎬ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跨领域多部门协同监管的模式(如图 １ 所示)ꎮ
同时ꎬ由于事关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ꎬ在国家层面还建有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工作协调机制和跨部门会

商工作机制[ ２ ]ꎮ
(１)公安部负责主管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ꎬ行使监督、检查、指导信息安全保护工作

及查处危害信息安全违法犯罪的职权ꎻ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ꎬ依法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ꎮ 公安部和标准化工作部门共同负责组织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标准工作ꎮ
(２)工业和信息化部全面负责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工作ꎬ协调推进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

作ꎬ协调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ꎻ指导监督政府部门、重点行业的重要信息系统与基础信息网络

的安全保障工作ꎻ承担信息安全应急协调工作ꎬ协调处理重大亊件ꎮ
(３)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原子能机构)是我国核行业主管部门ꎬ承担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

的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和涉核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ꎻ负责核材料管制和核安保工作的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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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核电厂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监管模式

(４)国家能源局是我国核电厂主管部门ꎬ承担核电厂安全管理和消防工作的管理ꎻ负责并网核电

厂电力生产安全监督管理ꎮ 此外ꎬ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还依法对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工作进

行监管ꎬ依法组织或参与电力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ꎮ
(５)国家核安全局是我国核安全监管部门ꎬ对全国核设施安全实施统一监督ꎬ独立行使核安全监

督权ꎮ 负责拟定核安全有关的政策、规划、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和规范ꎬ并组织实施ꎮ 负责核

安全设备的许可、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活动的监督管理ꎻ负责进口核安全设备的安全检验ꎻ负
责核材料管制与实物保护的监督管理ꎮ 参与核与辐射恐怖事件的防范与处置工作ꎮ

(６)国家安全机关ꎬ涉及国家安全的专门工作由国家安全机关负责开展ꎻ国家保密工作部门负责

涉密信息系统安全有关保密工作的监督、检查、指导ꎮ
(７)信息安全、资源(能源)安全和核安全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而且这些安全领域间又相

互关联、相互影响ꎻ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需要ꎬ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央关于

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ꎬ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ꎬ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ꎬ研究制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ꎬ推动国家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ꎬ不断增强安全保障能力ꎮ

２.２　 规范性文件体系

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涉及的环节和主体较多ꎬ所适用的规范性

文件大都渗透和融入多个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之中ꎮ 笔者将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整理汇

总ꎬ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主要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监管相关法规清单

名　 称 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刑法、刑法修正案(七)、治安处罚

法、警察法、网络安全法(草案)、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法律

中办发[２００３]２７ 号 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２〕２３ 号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

干意见

国办发〔２００７〕５８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

通知

中央及

国务院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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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类型

国务院令 １４７ 号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国务院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布
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００ 号 民用安全核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公安部令第 ５１ 号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

国家经贸委令第 ３０ 号 电网和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及调度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规定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４６ 号 进口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规定(ＨＡＦ６０４)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４ 号令
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规定

国核安发[２００４]８１ 号 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ＨＡＦ１０２)

公通字[２００７]４３ 号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电安生[１９９７]２３９ 号 并网核电厂电力生产安全管理规定

办安全[２０１２]９６ 号 核电厂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技术规定(试行)

公信安[２００７]１３６０ 号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备案实施细则

公信安[２００８]７３６ 号 公安机关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检查工作规范

国能安全[２０１４]３１７ 号 电力行业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国能安全[２０１４]３１８ 号 电力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

部门规章

公通字[２００４]６６ 号 关于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电监安全〔２００６〕３４ 号 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方案

公信安[２００７]８６１ 号 关于开展全国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

电监信息〔２００７〕 ３４ 号 关于开展电力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的通知

电监信息〔２００７〕 ４４ 号 电力行业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导意见

公信安[２００９]１４２９ 号 关于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整改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协〔２０１１〕４５１ 号 关于加强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通知

其他规范性文件

ＧＢ １７８５９—１９９９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国家强制标准

ＧＡ ２４３—２０００ 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评级准则 行业强制标准

ＨＡＤ １０２ / １４ 核动力厂安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

ＨＡＤ １０２ / １６ 核动力厂基于计算机的安全重要系统软件
核安全导则

ＧＢ / Ｔ １３２８４.１—２００８ 核电厂安全系统第 １ 部分:设计准则

ＧＢ / Ｔ １３６２９—２００８ 核电厂安全系统中数字计算机的适用准则
国家推荐标准

ＮＢ / Ｔ ２００５４—２０１１ 核电厂安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执行 Ａ 类功能的计算机软件

ＮＢ / Ｔ ２００５５—２０１１ 核电厂安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执行 Ｂ 类和 Ｃ 类功能的计算机软件

ＮＢ / Ｔ ２０２９８—２０１４ 核电厂安全重要数字仪表和控制系统硬件设计要求

ＮＢ / Ｔ ２００２６—２０１４ 核电厂安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总体要求

ＮＢ / Ｔ ２０３００—２０１４
核电厂安全重要仪表和控制系统执行 Ａ 类功能的 ＨＤＬ 可编程集成电

路开发

ＮＢ / Ｔ ２０３４４—２０１５ 核电厂安全级电子设备鉴定规程

核电行业

推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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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类型

ＧＢ / Ｔ ２６３３３—２０１０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ＧＢ / Ｔ ３０９７６.１—２０１４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第 １ 部分:评估规范

ＧＢ / Ｔ ３０９７６.２—２０１４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第 ２ 部分:验收规范

２０１３０７８３－Ｔ－６０４ 集散控制系统(ＤＣＳ )安全防护标准(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３０７８４－Ｔ－６０４ 集散控制系统(ＤＣＳ )安全管理标准(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３０７８５－Ｔ－６０４ 集散控制系统(ＤＣＳ )安全评估标准(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３０７８６－Ｔ－６０４ 集散控制系统(ＤＣＳ )风险与脆弱性检测标准(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３０７８７－Ｔ－６０４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ＬＣ )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

工业控制领域

国家推荐标准

可以看出ꎬ相关领域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虽然分散ꎬ但基本形成了层次完整的监管文件体系结

构ꎮ 同时不难发现ꎬ我国的核电标准体系与传统工控领域信息安全的标准体系间没有任何相互交叉ꎮ

２.３　 监管制度

多年来ꎬ我国在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方面建立了安全风险和漏洞通报、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

认证、信息安全人员测评与资质认定等系列监管制度ꎻ其中ꎬ最重要的是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和核

安全许可监督制度ꎮ
(１)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是我国为了实现国家信息安全ꎬ在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 １４７ 号令«计算机信

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条例»中确定的基本制度ꎮ 对有关信息和信息系统按照重要性分等级实行安全

保护ꎬ对信息系统中使用的信息安全产品实行按等级管理ꎬ对信息系统中发生的信息安全事件分等级

响应、处置ꎮ 目前ꎬ我国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设置有定级、备案、安全建设整改、等级测评以及监督

检查五大部分ꎬ每个部分均设置了相应的技术标准ꎮ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是我国核电工控系统信

息安全监管的核心和关键ꎮ
(２)核安全许可监督制度是 １９８６ 年«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国务院 ５００ 号令«民用核

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中确定的基本制度ꎮ 核电厂安全重要构筑物、系统、设备的设计、制造、建造

必须经过国家核安全局的技术审评ꎬ只有在确认满足相关法规标准要求后ꎬ国家核安全局才颁发相应

行政许可ꎻ同时ꎬ国家核安全局派驻核安全监督员对核电厂的设计、制造、建造、调试、运行直至退役等

活动进行全过程的核安全监督ꎮ
总体来看ꎬ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侧重在信息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保障方面ꎬ主要考虑对人为地有意

破坏进行的保障和保卫ꎻ而核安全许可监督制度通常是针对功能安全(ｓａｆｅｔｙ)方面的ꎬ主要考虑硬件

和软件的随机故障所导致工控系统失效对核安全、辐射环境安全和公众安全的影响ꎮ

３　 关注的主要问题

３.１　 对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认识不足

传统信息安全一般要实现保密性(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完整性(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和可用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三个

目标[ ３ ]ꎬ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通常是首位的ꎻ而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而言ꎬ目标优先级顺序则正好相

反[ ４ ]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是首位的ꎻ由于核设施的特殊性ꎬ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的首要问题不仅是确保

可用性(保障发电)ꎬ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软件故障导致工控系统失效对核安全、辐射环境安全和公众

安全的影响ꎬ特别是对黑客、有组织犯罪、甚至国家行为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恶意攻击而进行的保障

和保卫ꎮ
虽然监管当局高度重视能源安全、信息安全、核安全与核安保问题ꎬ但仍然有不少管理者对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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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信息安全的认知还停留在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层面ꎻ更为严峻的是我国在役核电厂工控系统不明原因的

小故障时有发生ꎬ供应商普遍采取打补丁、软件升级等方式进行维护ꎬ不排除“安全漏洞”或“后门程

序”存在的可能ꎬ这些都是值得高度警惕的ꎮ

３.２　 对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

近来ꎬ全球核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事件层出ꎬ据不完全统计ꎬ事件比例已占到主要工业控制领

域安全事件的 １７％[ ５ ]ꎬ仅次于石化能源行业的 ２３％和电力行业的 ２０％ꎻ然而各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

的需要ꎬ核设施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细节很少被公开披露ꎬ这使得当局很难对核电工控系统信息安全

风险进行真实、公正的评估ꎬ核电厂信息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被低估ꎮ
以往ꎬ业界认为核电厂受到网络攻击的最大后果[６]一般仅限于造成机组扰动乃至停堆ꎬ至多为失

去控制电源事故ꎬ极端的情况下其后果相当于超设计基准事故中的全厂断电事故ꎻ但国外最新的研究

表明[７]ꎬ核电厂工控系统特别是多家核电厂、常规电厂以及电网系统可能会同时受到网络攻击ꎬ产生

的连锁影响可导致电网崩溃ꎬ造成重大电力安全事件ꎮ 而且理论上ꎬ具有足够技术知识和足够资源的

攻击者(如国家行为)对核工厂的网络攻击ꎬ有可能会带来不受控制的电离辐射释放ꎮ 另外ꎬ还应当考

虑网络攻击与其他恐怖袭击(如商用大飞机撞击或武装入侵)同时发生在同一核电厂的风险ꎮ

３.３　 核电厂工控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有待商榷

一般来说ꎬ装机容量百万千瓦级及以上的火电厂厂级生产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保护等级定为 ３ 级ꎬ
然而同等功率的核电机组厂级分布式控制系统(ＤＣＳ)保护等级同样也是 ３ 级ꎬ并没有因为涉及核安

全而在定级上有所升级ꎮ 另外ꎬ按照电监信[２００７]４４ 号文件[ ８ ] 给出的定级建议ꎬ核电厂环境监测系

统应定为 ３ 级ꎬ但目前大多数核电厂环境监测系统(ＫＲＳ)信息安全保护备案等级还是 ２ 级ꎮ
更值一提的是«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公通字[２００７]４３ 号)中明确规定:第 ３ 级以上信息

系统应当使用国产或者国家控股单位研制、生产的信息安全产品ꎬ产品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必须具

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ꎮ 而实际上ꎬ在役核电厂 ＤＣＳ 系统多为国外厂商垄断ꎬ即便逐步更换也需要一个

过程ꎬ目前采取的整改措施只能是与原厂签订保密协议ꎮ 换而言之ꎬ虽然核电和常规电力工控系统等

保定级相同ꎬ但核电 ＤＣＳ 的信息安全防护或许还不及常规火电ꎮ

４　 相关对策建议

４.１　 加快推进核电厂信息安全文化建设ꎬ全面提高信息安全意识

面对严峻的信息安全形势ꎬ培养人的信息安全意识是当务之急ꎮ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引导ꎬ开
展全行业信息安全文化经验交流和教育活动ꎬ促进核电工控领域上下游的互相沟通ꎬ排查管理隐患、
降低人为风险ꎬ提高信息安全风险意识ꎮ 核电从业人员不仅要意识到核电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问题的

特殊性、迫切性和后果的严重性ꎻ更要了解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不单是技术问题ꎬ而是一个从意

识培养开始ꎬ涉及核电工控系统整个生存周期各个阶段的持续实施、长期推进的理念和原则ꎮ

４.２　 鼓励和扶持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ꎬ防患未然

虽然ꎬ随着国产 ＤＣＳ 系统示范工程的应用ꎬ核电工控系统自主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ꎮ 但考虑到

修正工控系统安全漏洞的代价通常是随时间的推移呈指数增长的ꎮ 而且信息安全风险具有不可逆

性ꎬ因此开展早期预警技术研发是至关重要的ꎮ 由于核电厂工控系统是实时运行的ꎬ因此建立仿真测

试环境是开展相关安全分析、风险评估、深度检测的关键技术和基础性工作ꎮ 建议监管当局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ꎬ完善信息共享机制ꎬ建立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事件库ꎬ鼓励第三方机构从事相关仿真

平台和蜜罐技术研发ꎬ持续提升核电工控系统信息安全防护策略ꎮ

４.３　 优化等保定级标准ꎬ完善相关核安全导则标准ꎬ构筑纵深防御体系

当前ꎬ核电厂主要依据电力行业等保定级有关政策文件开展的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定级

工作ꎮ 考虑到核电厂存在核安全风险ꎬ工控系统受到破坏后ꎬ对客体的侵害程度往往较常规火电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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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很多ꎬ因此有必要针对核电厂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进行优化ꎬ实现等级保护的动态调整ꎮ
另一方面ꎬ鉴于我国现行核安全导则与信息安全国标体系没有任何交织ꎬ建议借鉴美国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５.７１ 的编制思路ꎬ吸取我国传统工业领域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相关国标和行业标

准实践ꎬ逐步完善核电厂工控系统信息安全相关核安全导则标准体系ꎮ 在落实“安全分区、网络专用、
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综合防护”安全防护原则上ꎬ逐步构筑等保定级、防护性措施ꎬ威慑性措施、预警

性措施、检测性措施以及应急处置性措施于一体的纵深防御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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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美国西屋公司研发的堆型 ＡＰ１０００ 已经成为第三代核反应堆中的佼佼者ꎮ ＡＰ１０００ 创新性地应用了非能动安

全系统ꎬ采用了许多新的工程设计特点ꎬ这些特点在事故瞬态中的效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ꎮ 从 ２００５ 年我国引进

ＡＰ１０００ 以来ꎬ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投入到对 ＡＰ１０００ 的安全评估工作中ꎮ 本文利用数值模拟程序 ＲＥＬＡＰ５ꎬ研究了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在热端小破口事故工况下的瞬态表现ꎮ 本文首先利用轻水堆冷却系统事故工况的瞬态行为最佳估算

程序 ＲＥＬＡＰ５ꎬ建立了一个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一回路系统的模型ꎮ 模型包括了一个堆芯压力容器ꎬ一个稳压器ꎬ两个蒸汽

发生器ꎬ四个主泵和其他辅助部件ꎮ 然后本文选取了 ＡＰ１０００ 热端非稳压器侧 １０ 英寸小破口失水事故作为研究对象ꎬ
并将热端破口结果与冷端破口进行比较ꎬ证明了热端破口没有同尺寸的冷端破口严重ꎻ进一步的ꎬ本文模拟了 ２ 寸、４
寸、６ 寸、８ 寸的一系列热端破口事故ꎬ研究了不同大小的破口对事故后果的影响ꎬ并给出了事故序列以及压力、温度等

参数随破口大小变化的关系ꎮ 根据模拟结果ꎬ本文总结了热端小破口失水事故工况下ꎬＡＰ１０００ 压水堆的不同瞬态表

现特点ꎮ 得到的结果对于类似事故的预防与处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ꎮ
关键词:ＡＰ１０００ꎻＲＥＬＡＰ５ꎻＳＢ－ＬＯＣＡꎻ瞬态模拟

目前ꎬ西屋公司研发的 ＡＰ１０００ 压水堆已经成为第三代反应堆中的佼佼者ꎬ在中国核能发展中占

据了重要位置ꎮ ＬＯＣＡ 是一回路管壁破裂造成反应堆压力边界出现破口的一种事故ꎬ当破口的当量直

径小于 １２ ｃｍ 时认为事故为小破口 ＬＯＣＡ 事故ꎮ ＡＰ１０００ 采用了独特的非能动安全系统ꎬ在出现

ＬＯＣＡ 事故时可以对一回路进行降压及冷却剂补充ꎬ降低堆芯裸露的风险及 ＬＯＣＡ 事故的影响ꎮ
本文利用轻水堆严重事故瞬态分析软件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ꎬ搭建了 ＡＰ１０００ 一回路一维流动模型ꎬ

并输入了恰当的初始参数使其成功到达稳态ꎮ 接着ꎬ本文用此模型对比研究了非稳压器侧冷、热端 １０
英寸小破口 ＬＯＣＡ 事故的瞬态表现ꎬ以及热端非稳压器侧从 ２ 英寸到 １０ 英寸不等的一系列不同热端

破口的瞬态表现ꎬ得出了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在热端小破口工况下的瞬态特点ꎮ 本文的结果对于热端

ＬＯＣＡ 事故的处理有一定帮助ꎮ

１　 ＡＰ１０００ 主回路模型稳态建立

本文利用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 程序建立了 ＡＰ１０００ 主回路模型ꎬ模型包含了反应堆堆芯、稳压器以及

两条冷却回路ꎬ每条回路包含主冷却管道、一个蒸汽发生器和两个主泵ꎬ并结合 ＡＰ１０００ 的设计特点建

立了非能动安全系统ꎬ主要包括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非能动安注系统以及自动卸压系统等[１]ꎮ 为了

使系统达到稳态ꎬ需要对系统输入参数进行调试ꎮ ＡＰ１０００ 主回路模型的热工水力参数以及

结构参数主要由 ＡＰ１０００ 的设计手册给出[ ２ ]ꎬ模型中使用的一些主要输入参数由表 １ 列出[２]ꎮ

表 １　 ＡＰ１０００ 基本参数

主要参数 单位 数值

堆芯热功率 ＭＷ ３ ４００

反应堆压力容器进口温度 Ｋ ５５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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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参数 单位 数值

反应堆压力容器出口温度 Ｋ ５９４.１

堆芯压力 ＭＰａ １５.５１

蒸汽发生器压力 ＭＰａ ５.７８

稳压器压力 ＭＰａ １５.７５

安注箱压力 ＭＰａ ４.９３

安注箱温度 Ｋ ３００

堆芯补水箱压力 ＭＰａ １５.９３

堆芯补水箱温度 Ｋ ３００

将上述结果设置为系统的输入参数ꎬ使用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 进行稳态计算ꎮ 根据稳态节点质量分

析ꎬ稳态工况下冷、热管温度与理论值相对误差在 ０.５％之内ꎬ计算结果基本准确ꎬ可用于瞬态计算

分析[３]ꎮ

２　 小破口瞬态模拟

西屋公司的设计手册没有给出关于热端小破口事故的研究结果ꎬ目前针对热端小破口事故的研

究也相对不足ꎮ 本文利用建立的 ＲＥＬＡＰ５ 主回路模型对比研究了小破口事故发生在冷热端的差异ꎬ
并且就一系列不同大小的热端破口的不同瞬态表现进行了研究ꎮ 本文的破口均出现在非稳压器侧ꎬ
且破口朝下ꎮ

２.１　 冷热端 １０－ｉｎ.小破口瞬态比较

在稳态模型的基础上ꎬ冷热端 １０ 英寸小破口分别于 ０ ｓ 时触发ꎮ 依据时间顺序ꎬ小破口事故的瞬

态表现可以分为 ４ 个阶段ꎬ分别是喷放阶段ꎬ自然循环阶段ꎬ自动卸压系统(ＡＤＳ)喷放阶段和堆芯换

料水池(ＩＲＷＳＴ)换热阶段[４]ꎮ 喷放阶段下破口处的流速瞬时接近声速ꎬ系统开始以极大的速率卸压ꎬ
卸压的速率通常与破口的尺寸有关[５]ꎮ 压力的下降触发了非能动安全系统ꎬ之后压力稳定下降ꎬ主回

路开始自然循环阶段ꎮ ＡＤＳ 由堆芯补水箱(ＣＭＴ)低水量触发ꎬ系统通过 ＡＤＳ 系统喷放卸压ꎮ 最后ꎬ
ＩＲＷＳＴ 提供持续的冷源使系统进入长期冷却循环阶段[６]ꎮ 表 ２ 列出了冷热端小破口瞬态事故序列ꎬ
从序列可以看出热端事故较冷端有一定延迟ꎮ

表 ２　 冷热端 １０ 英寸破口事故序列对比

事件序列 热端时间 / ｓ 冷端时间 / ｓ

破口开始 ０ ０

反应堆停堆 １９.４ ５.２

Ｓ 信号触发 ２２.１ ６.３

堆芯补水箱触发 ２２.２ １１.７

主蒸汽隔离阀关闭 ２５.１ １５.２

主泵惰转 ３３.４ ２０.３

安注箱触发 １３５.０ １１０

ＡＤＳ－１ 触发 ３７２.１ ３９３.５

ＡＤＳ－２ 触发 ４４２.１ ４６３.５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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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序列 热端时间 / ｓ 冷端时间 / ｓ

ＡＤＳ－３ 触发 ５６２.１ ５８３.５

ＡＤＳ－４ 触发 ６９３.１ ７４９

补水箱排空 ７８０ ７９０

ＩＲＷＳＴ 开始注入 １ ０３０ １ １５０

堆芯补水箱排空 １ ３２０ １ ３２８

图 １ 为从破口开始稳压器内压力随时间的变化ꎮ 从图中看出ꎬ压力下降开始很迅速ꎬ随后变得缓

慢ꎬ这与喷放阶段和自然循环阶段的特征相吻合ꎮ 同时可以观察到热端破口的压力始终处于冷端的

右上方ꎬ这说明热端破口卸压较冷端缓慢ꎮ

图 １ 稳压器压力

图 ２　 一回路质量流量

当压力达到 １２.４１ ＭＰａ 的整定值时ꎬＳ 信号触发ꎬ反应堆停堆ꎬ１２ ｓ 后四个主泵开始惰转ꎬ相应的

堆芯的功率开始下降ꎮ 图 ３ 为左侧冷端温度随时间的变化ꎬ可以看到一回路不断降温ꎬ导致了冷却剂

收缩ꎬ促进了压力的下降[７]ꎮ 图 ２ 示出了两种破口下一回路质量流量的对比ꎮ 可以看出ꎬ事故中期ꎬ
热端破口事故中一回路的质量流量更大ꎬ这是因为热端的冷却剂温度更高ꎬ空泡份额更大ꎬ破口时流

失的冷却剂中含有大量的气相组分ꎬ因而损失的冷却剂量更少ꎬ相应的热端小破口瞬态的压力下降也

更缓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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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左端冷管温度

　 ＡＰ１０００ 非能动自动卸压系统 ＡＤＳ 由 Ｓ 信号触发ꎬ同时触发的还有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和蒸汽发生

器主蒸汽隔离阀ꎮ ＡＤＳ 系统通过稳压器上方的阀门卸压到安全壳内ꎬ通过稳压器水位的变化可以观

察 ＡＤＳ 卸压的情况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热端破口中的 Ｓ 信号触发较晚ꎬＡＤＳ 爆破阀开启的时间延后ꎬ
但由于卸压的流量更大ꎬ稳压器内水位上升的速率更快[８]ꎮ

图 ４　 稳压器水位

对于热端小破口事故ꎬ整个事故进程中ꎬ冷却剂损失较小ꎬ堆芯水位保持在较高的位置上ꎬ堆芯的

传热较为有效ꎮ 冷却剂在流经堆芯后ꎬ从破口处流失并将热量带走ꎬ这使得堆芯内的温度以及压力不

会急剧增高ꎬ便于后续的冷却剂进入堆芯ꎬ因而热端小破口下堆芯的换热更充分ꎬ事故后果较轻ꎬ熔堆

的可能性不大ꎮ
２.２　 热端不同尺寸破口对比

为了研究不同尺寸破口对 ＡＰ１０００ 系统的影响ꎬ本文设置了从 ２ 英寸到 １０ 英寸不同大小的一系

列热端破口ꎬ并于 ０ ｓ 触发ꎮ
图 ５ 为不同破口尺寸下稳压器压力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ꎮ 可以看出不同破口下卸压的速率

不同ꎬ２ 英寸的破口卸压速率明显慢于 １０ 英寸的破口ꎬ而安注系统启动后可以有效补偿损失的

冷却剂 [９] ꎬ故较小破口瞬态下压力稳中有降ꎬ最后趋于平稳ꎮ 从图 ７ 显示的冷却剂温度变化也

可以观察到与压力变化类似的现象ꎮ 另一方面ꎬ从图 ６ 的堆芯功率随时间变化图可以看出ꎬ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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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破口的卸压慢ꎬＳ 信号触发晚ꎬ停堆的时间向后延迟ꎮ 图 ８ 的稳压器水位随时间变化图可以表

征 ＡＤＳ 的触发时间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破口越小ꎬＡＤＳ 触发越晚ꎬＡＤＳ 流量越大ꎬ这也与 ２.１ 中

的分析吻合ꎮ

图 ５　 稳压器压力

图 ６　 堆芯功率

表 ３ 列出了 ２ 英寸到 １０ 英寸不同破口尺寸下的事故序列ꎮ 从序列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破口尺寸

的减小可以延缓事故进程ꎬ对非能动安全系统的触发有一定影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２ 英寸破口事故并

不会触发 ＩＲＷＳＴ 注入ꎬ这是因为破口流量小ꎬ安注系统可以完成冷却剂补偿ꎮ 系统在到达堆芯换料

水池换热阶段之前已经达到稳定状态ꎬ不回进一步触发安全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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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左侧回路冷管温度

图 ８　 稳压器水位

表 ３　 热端不同尺寸破口事故序列

事件序列 ２ｉｎ. / ｓ ４ｉｎ. / ｓ ６ｉｎ. / ｓ ８ｉｎ. / ｓ １０ｉｎ. / ｓ

反应堆停堆 ２０６.１ ５８.２ ３１.４ ２２.３ １９.４

Ｓ 信号触发 ２０９.５ ６１.６ ３４.８ ２５.７ ２２.１

堆芯补水箱注入 ２１０.０ ６２.８ ３５.７ ２６.２ ２２.２

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触发 ２１２.６ ６４.７ ３７.６ ２８.２ ２３.３

主泵惰转 ２２０.１ ７２.２ ４５.４ ３６.３ ３３.４

安注箱注入 ５００.０ ３２８.７ ２７６.３ １８１.５ １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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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事件序列 ２ｉｎ. / ｓ ４ｉｎ. / ｓ ６ｉｎ. / ｓ ８ｉｎ. / ｓ １０ｉｎ. / ｓ

ＡＤＳ－１ 触发 １ ４８３.４ １ １３３.６ ５６９.１ ４３８.５ ３７２.１

ＡＤＳ－２ 触发 １ ５５３.４ １ ２０３.６ ６３９.１ ５０８.５ ４４２.１

ＡＤＳ－３ 触发 １ ６７３.４ １ ３２３.６ ７５９.１ ６２８.５ ５６２.１

ＡＤＳ－４ 触发 １ ８２２.１ １ ２６０.７ ７４１.０ ６５９.７ ６９３.１

ＩＲＷＳＴ 触发 未触发 １ ７７５.３ １ ２６０.２ １ １５１.４ １ ０６４.６

３　 结论

本文建立了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 的 ＡＰ１０００ 主回路模型ꎬ并为系统设定了适当的输入参数ꎬ从稳

态计算结果出发ꎬ模拟了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小破口失流事故ꎬ对比研究了破口位置及破口大小对事故瞬

态表现的影响ꎮ 得到的模拟结果证明:１０ 英寸的热端小破口事故与冷端小破口事故的瞬态表现类似ꎬ
但是热端破口流失的冷却剂空泡份额大ꎬ冷却剂损失更少ꎬ压力下降慢ꎬ事故序列普遍滞后ꎮ 热端小

破口事故中ꎬ破口作为热势阱ꎬ冷却剂可以携带堆芯的热量经破口排出ꎮ 由于堆芯换热更充分ꎬ热端

事故的后果不及冷端事故严重ꎬ不会发生熔堆事故ꎮ 通过对比热端不同尺寸破口的事故序列可以得

出ꎬ小破口下冷却剂流失速率小ꎬ压力下降更缓慢ꎬ事故序列普遍滞后对于 ２ 英寸以下的热端破口ꎬ安
注系统可以补偿冷却剂流失带来的影响ꎬＩＲＷＳＴ－ＨＸ 并不会投入运行ꎮ

参考文献:
[１]　 Ｗｅｓ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１１ａ. Ｗｅｓ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ＡＰ１０００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ＤＣＤ) Ｒｅｖ. １９ [Ｒ].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５.１－１０ｅ５.１－１１.
[２]　 Ｍ. Ｄｉ Ｇｉｕｌｉａꎬ Ｍ. Ｓｕｍｉｎｉａꎬ Ｆ. Ｄｅ Ｒｏｓａｂ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Ｐ１０００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０－ｉｎｃｈ ｃｏｌｄ ｌｅｇ ｓｍａｌｌ ｂｒｅａｋ ＬＯＣ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ＳＡ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ｆ ＡＳＴＥＣ [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８３ꎬ
ｐｐ. ３８７－３９７.

[３]　 Ｆ Ｄ'ＡｕｒｉａꎬＧＭ Ｇａｌａｓｓｉ.Ｃｏｄ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１９９８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３ (Ｉｓｓｕｅｓ １ – ２)ꎬ ｐｐ. １７５－２１６.

[４]　 Ｈａｎ Ｗａｎｇꎬ Ｃａｉｈｏｎｇ Ｘｕꎬ Ｋｅｍｅｉ Ｃａｏꎬ ｅｔ ａｌ.ＡＤＳ－ＩＲＷＳ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Ｐ１０００ ＳＢＬＯＣ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００ (Ｐａｒｔ ２)ꎬ ｐｐ. １６９－１７７.

[５]　 Ｍ. Ｔ. Ｆｒｉｅｎｄꎬ Ｒ. Ｆ. Ｗｒｉｇｈｔꎬ Ｌ. Ｅ.Ｈｏｃｈｒｅｉｔｅｒꎬ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Ｐ６０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ｓｍａｌｌ ｂｒｅａｋ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ＥＳ － 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Ｊ].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９８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２２ꎬ ｐｐ. １９－４２.

[６]　 Ｌｉａｎｇ Ｈｕꎬ Ｙａｐｅｉ Ｚｈａｎｇꎬ Ｌｏｎｇｚｅ Ｌｉ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ＰＷ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ＬＯＣＡ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ＢＯ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８３ꎬ ｐｐ. １５９－１６６.

[７]　 Ｙｕ Ｑｕａｎ Ｌｉꎬ Ｈｕａ Ｊ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ꎬ Ｄａｉ Ｌｉ Ｌｉꎬ 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ＲＷＳＴ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ｓｍａｌｌ
ｂｒｅａｋ ＬＯＣＡ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ＷＲ [Ｊ].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８８ꎬ ｐｐ. ２１８－２３６.

[８]　 Ｘｉａｎｇｂｉｎ Ｌｉꎬ Ｎａｎ Ｌｉꎬ ＺｈｏｎｇＹｉ Ｗ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ｈｅａ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ＲＷＳＴ [Ｊ].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９４ꎬ Ｐｐ. ８０－８６.

[９]　 Ｈａｓｓａｎꎬ Ｙ.Ａ.ꎬ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ꎬ 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６００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ｂｒｅａｋ ＬＯＣＡｓ [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１９９６ꎬ ７５ꎬ ２７７－２７９.

０１３



ＳＢ－ＬＯＣＡ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Ｐ１０００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ＬＡＰ５

ＬＩ Ｄｏｎｇ￣ｙｕａｎꎬ ＷＡＮＧ Ｌｉꎬ ＹＡＯ Ｂｏ￣ｗｅｉꎬ ＷＡＮ Ｊｉｎｇ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Ｚｈｕｈａｉ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ꎬＣｈｉｎａ ５１９０８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Ｐ１０００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１０００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Ｐ１０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Ｐ１０００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ｌｏｓｓ－ｏｆ－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ＬＯＣ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ｅ ＲＥＬＡＰ５.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Ｐ１０００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ｔｏ ａ ＳＢ － ＬＯ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ｒ ｓｉｄｅ ｉ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０－ｉｎ. ｃｏｌｄ ｌｅｇ ｂｒｅａｋ ａｎｄ １０－ｉｎ. ｈｏｔ ｌｅｇ ｂｒｅａｋ 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 ｈｏｔ ｌｅｇ ＳＢ－ＬＯＣ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ａ ｃｏｌｄ ｌｅｇ ＳＢ－ＬＯＣＡ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 ｌｅｓ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ｈｏｔ ｌｅｇ ｂｒｅａｋ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ｍｉｎ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Ｃ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ｓ
ｍｕｃｈ ｓｌｏｗｅｒ ｆｏｒ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ｂｒｅａｋꎬ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ꎬ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Ｐ１０００ ｕｎｄｅｒ ａ ｈｏｔ－ｌｅｇ ＳＢ－ＬＯＣ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ｃａｎ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Ｐ１０００ꎻ ＲＥＬＡＰ５ꎻ ＳＢ－ＬＯＣＡꎻ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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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Ｒ１０００ 核电厂液态流出物排放系统
排放能力探讨

梁昊飞ꎬ温文韬ꎬ周　 素ꎬ肖伟林
(环境保护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２４)

　 　 　 　 　 　 　 　 　 　 　 　 　 　 　 　 　 　 　 　 　 　 　 　 　 　 　 　 　 　 　 　 　 　 　 　 　 　 　 　 　 　 　 　 　 　　
　

　
　 　　　　　　　　　　　　　　　　　　　　　　　　　　　　　　　　　　　　　　　　　　　　　　

　
　

　
　

作者简介:梁昊飞(１９８３—)ꎬ男ꎬ江西瑞昌人ꎬ注册核安全工程师ꎬ主要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监督工作

摘要:针对目前国内二代改进型核电厂出现 ＳＥＬ 运行管理不满足“两用一备”规定的问题ꎬ根据 ＧＢ １４５８７、ＧＢ ９１３５ 等

标准以及 ＦＳＡＲ、ＥＩＲ 的有关描述ꎬ结合相关文献、数据进行了简要分析和探讨ꎬ提出了几点建议ꎬ供核电安全监管和核

电厂营运参考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流出物ꎻ严重事故ꎻ管理

１　 前言

福岛核事故后ꎬ由于废液处理设施的捉襟见肘ꎬ东京电力曾经人为把约 １１ ５００ ｔ 的较低水平的放

射性污水未经处理排放到环境[ １ ]ꎮ 日本主动排放核污水的做法引发了世界各国和公众对核电厂放射

性流出物排放管理的高度关注ꎮ 我国对核电厂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控制有着严格的要求ꎬ二代及其

改进型核电厂在设计上考虑了严重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流出物滞留和包容的措施ꎮ 但在实际运行中ꎬ
难免存在个别与设计要求不一致的现象ꎬ如笔者在例行核安全检查中发现ꎬ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常规岛废液

排放系统(ＳＥＬ)部分时段三个贮槽全部投运ꎬ不满足“三个 ＳＥＬ 贮槽中一个接收废液ꎬ一个混合、取样

和监测排放废液ꎬ另一个备用”的设计规定ꎮ 鉴于福岛事故以来公众对核电厂放射性流出排放管理的

高度敏感性和«核安全法(草案)»“对依法公开的核安全信息ꎬ应及时向社会公开”的有关规定ꎬ笔者

认为及时分析总结这类问题ꎬ探讨相应对策和改进措施ꎬ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ꎮ

２　 液态流出物排放系统简介

二代及其改进型核电厂(Ｍ３１０ / ＣＰＲ１０００)液态流出物根据来源不同分为核岛废液和常规岛废

液ꎬ两种废液分别通过不同的系统进行收集、处理、贮存后进行槽式排放[ ２ ]ꎮ 核岛废液通过 ＴＥＲ( 核

岛废液排放系统)排放ꎬ常规岛废液通过 ＳＥＬ(常规岛废液贮存和排放系统)排放ꎬＴＥＲ 和 ＳＥＬ 系统流

程如图 １ 所示ꎮ

３　 ＳＥＬ 排放管理问题探讨

３.１　 问题描述

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在对辖区内核电厂流出物排放管理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ꎬＣＰＲ１０００ 核

电厂常规岛废液的排放管理没有严格遵守«核电厂最终安全分析报告» (ＦＳＡＲ)和«核电厂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ＥＩＲ)中关于“三个 ＳＥＬ 贮槽中一个接收废液ꎬ一个混合、取样和监测排放废液ꎬ另一个

备用”的要求ꎮ 机组正常运行期间出现了部分时段 ＳＥＬ００１ＢＡ、ＳＥＬ００２ＢＡ、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三个贮槽全部投

运的现象ꎬ而且核电厂排放管理程序中也未对 ＳＥＬ 系统中备用贮槽的日常管理做出规定ꎮ 进一步调

查还发现ꎬ运行处的操纵员、机组长ꎬ甚至厂长均认为“两用一备”仅是针对 ＴＥＲ 的要求ꎬＳＥＬ 的贮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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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核岛及常规岛液态流出物排放系统流程示意图

只是在 ＴＥＲ 的三个贮槽存满时ꎬ可以用来收集核岛排放的废液ꎮ

３.２　 设计基准及国家标准的要求

事实上ꎬＦＳＡＲ、ＥＩＲ 等核电厂基准文件对 ＳＥＬ 运行管理应满足“两用一备”的要求与 ＴＥＲ 完全一

致ꎮ “两用一备”在设计上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正常运行工况下作为 ＳＥＬ００１ＢＡ /
００２ＢＡ(含对应回路泵、阀)检修时的备用ꎻ二是偏离正常运行时ꎬ可将超过放射性标准的废液送回

ＴＥＵ 系统进行再处理(另外两个贮槽仍然一个接收废液ꎬ一个混合、取样和监测排放废液)ꎮ 三是事故

应急情况下可以通过连接管道接受核岛废液(如蒸汽发生器破管时接收由 ＡＰＧ 系统排出的放射性废

液以及废液处理系统 ＴＥＵ 不可用等)ꎮ 因此ꎬ在正常运行时ꎬ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与 ＴＥＲ００３ＢＡ 均应当处于备

用状态ꎬ一般不得使用ꎮ
ＳＥＬ 运行需要“两用一备”同时也是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 ３ ]ꎮ «核电厂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技

术要求»(ＧＢ １４５８７—２０１１)在排放管理中明确规定“对于每一个排放系统ꎬ应设置 ２ 个足够容量的贮

存排放槽和至少 １ 个备用贮存排放槽”ꎮ 显然ꎬ ＳＥＬ 的三个贮槽的设计和运行管理应当遵守该款规

定ꎮ 这一点从«轻水堆核电厂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技术规定»(ＧＢ ９１３５—８８)规定压水堆核电厂废液

贮槽容积“应能容纳当系统不能处理废液时的最大废液量加 ３０％的裕量ꎻ监测槽容积应由诸如加料、
混合分析和排空等操作所需的时间来确定ꎬ再加 １０％裕量ꎮ” 以及«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 (ＧＢ
１４５００—２００２)规定“废液贮存设施至少有一个备用槽ꎮ 备用槽的容量至少应与最大槽的容量相等ꎮ”
等若干国标的类似要求中也可得到佐证[４ꎬ５]ꎮ

３.３　 与参考电厂的设计比较

为了更深入地搞清楚这个问题ꎬ笔者对相关单位进行了访谈ꎬ并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ꎮ 我国的

Ｍ３１０ /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参考电站可追溯至大亚湾核电站ꎮ 最初ꎬ总承包法国电力公司(ＥＤＦ)在设计大

亚湾核电站时ꎬ核岛和常规岛废液排放都是连续排放(直排)ꎬＴＥＲ 的三个贮槽仅用于异常工况[ ６ ]ꎮ
国家环保局在审查大亚湾核电站的 ＥＩＲ 和在现场进行“三同时”检查中ꎬ认为上述 ＴＥＲ 连续排放方式

不符合«轻水堆核电厂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技术规定»(ＧＢ ９１３５—８８)“经过处理的废液在向环境排

放前ꎬ必须先送往监测槽逐槽分析ꎬ符合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的规定ꎮ 国家环保局还指出ꎬ仅有 ＴＥＲ
系统的三个贮槽是不够的ꎮ 事实上ꎬ大亚湾核电站的参考电站———格拉芙林核电站 ５、６ 号机组共有 ８
个废液排放槽[ ７ ]ꎬ如表 １ 所示ꎬ其中专门用于事故应急的贮槽就有三个(３×５００ ｍ３)ꎮ 　

为了满足国标和环境保护当局有关废液槽式排放的管理要求ꎬ大亚湾核电站做了设计修改ꎬ专门

建造了一个建筑物(ＱＢ)ꎬ容纳常规低放废液排放系统ꎬ代号 ＳＥＬꎮ ＳＥＬ 于 １９９７ 年建成投运ꎬ包含有三

个容量与 ＴＥＲ 相同的贮槽ꎮ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常规岛废液排放系统可以通过 ＳＥＬ 贮槽进行排

放ꎬ也部分地负担在应急事故下废液的排放ꎮ 核岛废液由原先在 ＱＡ 厂房的 ＴＥＲ 贮槽排放ꎬ同时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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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完成事故情况下的排放功能[ ６ ]ꎮ 不难看出ꎬ即便是修改后的流出物贮存排放系统ꎬ仍然在贮槽总

容量上低于法国同类机组ꎬ而且 ＴＥＲ００３ＢＡ 和 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承担的应急收贮的容量也仅为参考电厂的

三分之二ꎮ

表 １　 国内二代改进型核电厂与格拉芙林核电厂 ５、６ 号机组液态流出物贮存槽储存容量对比

Ｍ３１０ /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 格拉芙林核电厂 ５、６ 号机组

核岛废液排放贮存槽 ＴＥＲ　 ３×５００ ｍ３ ＫＥＲ　 ３×５００ ｍ３

常规岛废液排放贮存槽 ＳＥＬ　 ３×５００ ｍ３ ＳＥＫ　 ２×７５０ ｍ３

安全补充贮存槽１) ＴＥＲ００３ＢＡ、ＳＥＬ００３ＢＡ(２×５００ ｍ３) ＴＥＲ 　 ３×５００ ｍ３

注:１)国内二代改进型核电厂未单独设置专用的安全补充贮存槽ꎬ其应急安全功能由 ＴＥＲ００３ＢＡ 和 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承担ꎮ

３.４　 同类机组间的排放比较

鉴于 Ｍ３１０ /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在 ＦＳＡＲ / ＥＩＲ 中都承诺了“ＴＥＲ、 ＳＥＬ 系统提供足够的贮存容量ꎬ以暂

存机组正常运行及大修期间产生的废液”的设计基准ꎬ而且实际投运的 ＴＥＲ / ＳＥＬ 系统也完全相同ꎬ但
是多年来 Ｍ３１０ 机组 ＳＥＬ 运行管理未满足“两用一备”的情况却鲜有出现ꎮ 为此ꎬ笔者还对国内外同

类机组液态流出物的实际排放量(体积)进行了调研ꎮ 如表 ２ 所示ꎬ与以往对常规岛液态流出物排放

量约 １０ 万 ｍ３ / ａ(双机组) [ ８ ]的认识有所出入ꎬ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的 ＳＥＬ 实际排放量(体积)远高于 Ｍ３１０
机组 ꎮ 考虑到负荷因子的差异以及常规岛设计上的差异ꎬ直接进行废液排放体积的比较可能会缺乏

代表性ꎬ因此ꎬ表 ２ 还列出了常规岛与核岛废液排放体积比ꎮ 从中不难看ꎬ国内 Ｍ３１０ 机组总体与法国

同类机组的液态流出物排放体积基本一致ꎬ而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则表现出了显著差异ꎮ

表 ２　 二代改进型核电厂与法国同类型核电厂液态流出物年度排放体积比较

Ｍ３１０ 机组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 法国 ９ 座 ３４ 台 ９００ ＭＷ 同类机组平均值

常规岛废液排体积 ３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ｍ３ /机组 ７０ ０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 ｍ３ /机组 ５７ ０００ ｍ３ /机组

核岛废液排放体积 ７ ２００~１１ ０００ ｍ３ /机组 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 ｍ３ /机组 １３ ０００ ｍ３ /机组

常规岛与核岛废液

排放体积比
４.２~４.８ １４~１５.６ ４.４

４　 对策建议

４.１　 严格遵守报告制度

当前大量新建 ＣＰＲ１０００ 核电厂陆续投运ꎬ一方面受建造期间清洁度的影响ꎬ为确保二回路水质ꎬ
难免造成常规岛废液排放量较大ꎻ另一方面ꎬ多数核电厂还参与了调峰ꎬ受负荷跟踪运行方式影响ꎬ液
态流出物排放也有所增加ꎬ这些客观情况导致 ＳＥＬ 的排放管理面临巨大考验ꎮ 鉴于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

ＳＥＬ 运行管理中难以满足“两用一备”的现象普遍存在ꎬ建议营运单位严格执行报告制度ꎬ及时向国家

核安全局通报运营中出现的与 ＦＳＡＲ / ＥＩＲ 及国家标准规定不一致的情况ꎻ国家核安全局应予高度重

视ꎬ尽快开展相关评估工作ꎬ评价现行做法可能对核应急和辐射环境安全带来的潜在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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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采取有效管理和技术措施

(１)目前ꎬＴＥＲ００３ＢＡ 作为应急备用贮槽在日常运行管理中实施了行政隔离ꎻ而 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在核

电厂偏离正常运行以及事故工况下发挥着同样重要作用ꎬ却缺少必要的日常备用管理措施ꎮ 为此ꎬ建
议在核电厂流出物管理和运行程序中规定 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日常运行实施行政隔离ꎮ

(２)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与 Ｍ３１０ 机组的常规岛系统设计存在一定差异ꎬ如 ＳＥＲ (除盐水分配系统)填
料密封冷却水和 ＳＴＲ( 蒸汽转换器系统) 排污箱冷却水量比较大等ꎮ 为了保障 ＳＥＬ 系统能够提供足

够的贮存容量ꎬ建议实施相关系统闭式循环改造ꎬ增加冷却水的循环利用ꎬ减少进入 ＳＥＬ 的废水量ꎮ
一方面可以缓解 ＳＥＬ 排放压力ꎬ确保 ＳＥＬ００３ＢＡ 严格处于备用状态ꎻ同时也是国标 ＧＢ １４５８７ 避免流

出物稀释排放的需要ꎮ
(３)相关改造和优化措施实施前ꎬ营运单位应采取特许申请的方式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过渡方

案ꎬ确保能够在有效缓解 ＳＥＬ 排放压力的同时ꎬ满足核电厂事故应急需要ꎮ
(４)建议积极开展严重事故情况下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 ＴＥＲ / ＳＥＬ 系统废液贮槽裕量的研究ꎬ适时论证

单独设置专用的安全补充贮存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４.３　 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

ＳＥＬ 运行管理未严格遵守“两用一备”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ꎬ但人的主观意识也不容忽视ꎮ 笔者在

流出物管理例行核安全检查时ꎬ曾怀疑其运行培训是否到位ꎬ但查阅«ＣＰＲ１０００ 核电厂运行培训教材»
时ꎬ却发现 ＳＥＬ 系统培训教材在设备描述中详细说明了“０３ＢＡ 用于蒸汽发生器破管时接收由 ＡＰＧ 系统

排出的放射性废液ꎬ一般情况不使用ꎮ”显然ꎬ机组运行人员掌握相关信息的培训渠道是畅通的ꎬ关键的

原因还是核安全意识淡薄ꎮ 以为常规岛是非安全相关设施ꎬ忽视了 ＳＥＬ 与 ＴＥＲ 一样共同负担着应急事

故下废液的排放功能ꎬ致使正常运行期间人为放松警惕ꎬ主观臆断“ＳＥＬ 就是用来排放废水的”ꎬ最终导

致违规挪用备用贮槽 ＳＥＬ００３ＢＡꎮ 因此ꎬ有必要在新投运的核电厂加大力度培养核安全文化ꎮ

５　 结语

针对核电厂流出物的监督检查以往主要集中在监测方面ꎬ对流出物系统本身特别是 ＳＥＬ 运行管

理的关注较少ꎮ 福岛事故后ꎬ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改进通用技术要求ꎬ增加了一 /二回路以及乏燃料

水池的应急补水措施ꎬ却未对放射性废液处理和贮存系统提出相应的扩容修改建议ꎮ «核电厂放射性

液态流出物排放技术要求»(ＧＢ １４５８７)修订后ꎬ细化了液态流出物槽式排放的有关规定ꎬ同时也对事

故情况下放射性废液的容纳和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当前ꎬＣＰＲ１０００ 核电厂在液态流出物管理

尤其是常规岛废液管理方面还存在着较大优化改进空间ꎬ重视和加强应急贮槽的备用管理ꎬ对维系核

电厂事故工况下放射性废液处理和暂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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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转化设施核事件分级

赵善桂ꎬ刘运陶ꎬ杨晓伟ꎬ宋凤丽ꎬ刘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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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善桂(１９７９—)ꎬ男ꎬ山东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燃料循环安全研究

摘要:近年来核燃料循环设施陆续发生了一些运行事件ꎬ普遍存在未进行定级或定级不准确的现象ꎮ 国际原子能机构

发布的«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ꎬ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核事件分级方法ꎬ有助于科技界、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的安

全重要程度达成一致的理解ꎮ 本文对铀转化设施可能发生的典型事件进行梳理ꎬ应用核事件分级方法及纵深防御准

则ꎬ对几种典型事件进行分级研究ꎬ可为核事件定级、事件评价和经验反馈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铀转化设施ꎻ核事件分级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ꎬ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核事件分级方法[１]ꎮ
发生核事件后迅速进行通报很重要ꎬ否则媒体和公众的推测将混淆对事件的认识ꎮ 核事件分级表的

主要目的是帮助分析需要通报的事件的安全重要程度ꎬ促进科技界、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的安全重要程

度达成一致的理解ꎮ 近年来核燃料循环设施陆续发生了一些运行事件ꎬ普遍存在未进行定级或定级

不准确的现象ꎮ 本文对铀转化设施可能发生的典型事件进行梳理ꎬ应用核事件分级方法对几种典型

事件进行分级研究ꎬ可为核事件定级、事件评价和经验反馈提供参考ꎮ

１　 铀转化设施核事件

目前国内铀转化工艺主要技术路线为:以精制 ＵＯ２为原料ꎬ经氢氟化、氟化制得 ＵＦ６气体ꎬ经冷凝使得

ＵＦ６气体与不凝性气体分离ꎬ得到 ＵＦ６固体ꎬ固体 ＵＦ６在冷凝器内的装料量达到规定值之后ꎬ再进行加热液

化、释压、均质、取样等过程ꎬ取样分析合格后ꎬ将冷凝器内的 ＵＦ６液体装入 ３ ｍ３产品容器中ꎬ液体ＵＦ６在 ３ ｍ３

产品容器中固化后将产品容器运输至产品库储存ꎮ 工艺生产主要部分包括:氢氟化部分、氟化部分、冷凝液

化及氟化尾气处理部分ꎬ以及与氟化相配套的电解制氟部分[２]ꎮ
铀转化设施中主要涉核工序包括:氢氟化、氟化、冷凝液化及尾气处理、铀回收等ꎮ 经潜在失效模

式与后果分析(ＦＭＥＡ)方法分析ꎬ各工序主要核事件见表 １ꎮ
表 １　 各工序主要核事件

工序 事件 发生部位

氢氟化 固体物料(ＵＯ２、ＵＦ４)的撒漏 原料容器、产品卸料小室

氟化 气体 ＵＦ６泄漏 氟化反应器的炉体气体 ＵＦ６管道系统

冷凝液化及

尾气处理

管道系统的堵塞、设备装料量超量 气体、液体 ＵＦ６管道ꎬ一、二、三级冷凝器

固体 ＵＦ６泄漏 一、二级冷凝器、３ ｍ３成品容器

气体 ＵＦ６泄漏 氟化工艺气体管线、一、二、三级冷凝器、气体 ＵＦ６倒料管线

液体 ＵＦ６泄漏 液体 ＵＦ６管道、一级冷凝器、成品容器

铀回收 含铀液体泄漏 工艺设备、液体管道、阀门、法兰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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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事件分级方法

核事件分级表将事件分为 ７ 级:１~３ 级称之为“事件”ꎻ４~７ 级称之为“事故”ꎮ 无安全意义的事

件被划分为“分级表以下 / ０ 级”ꎮ 对于在辐射或核安全方面没有安全相关性的事件ꎬ分级表没有对它

们进行定级ꎮ 对于事件的考虑来自其在三个不同方面的影响:对人和环境的影响、对设施的放射屏障

和控制的影响以及对纵深防御的影响ꎮ 图 １ 显示了核事件分级的一般定级程序ꎮ 详细的三个方面的

定级程序和定级准则可参见«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 [１]ꎮ

图 １　 核事件分级的一般定级程序

３　 铀转化设施典型事件的分级

ＵＦ６由于其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ꎬ在铀前端设施(铀转化、铀浓缩、铀元件制造)中应用广泛ꎬ其中

气体 ＵＦ６泄漏是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以及造成人员照射的常见事件ꎮ 本文选取冷凝液化及尾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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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序的气体 ＵＦ６泄漏事件作为铀转化设施典型事件ꎬ进行分级分析ꎮ

３.１　 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按对人和环境的影响为事件定级ꎬ要考虑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的实际放射性影响ꎮ 影响基于

释放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或者基于人受到的辐射剂量ꎮ 在基于剂量的场合ꎬ要考虑受到剂量的人员

的数量ꎮ
在分级表最高的 ４ 个级别(４－７ 级)中ꎬ将释放的放射性活度的数量定义为相对于１３１ Ｉ 的放射性当

量ꎮ２３５Ｕ(Ｆ)和２３８Ｕ(Ｆ)的等效乘数分别为 ５００ 和 ４００ꎬＵＦ６中 Ｕ 为天然铀ꎬ则 ＵＦ６中的 Ｕ 的等效乘数为

５００×０.７１１％＋４００×(１－０.７１１％)≈４０１ꎮ ＵＦ６比活度约为 ８.７×１０３Ｂｑ / ｇꎬ可推算出相应 ＵＦ６的量ꎬ见表 ２ꎮ
根据此工序的事故分析ꎬ冷凝液化及尾气处理工序的气体 ＵＦ６泄漏量约为千克量级ꎬ远达不到 ４ 级事

件水准的吨级ꎮ
表 ２　 基于放射性释放活度的分级

级别 准则 对应的 ＵＦ６量

７ 几万以上 ＴＢｑ １３１ Ｉ

６ 几千以上 ＴＢｑ １３１ Ｉ

５ 几百以上 ＴＢｑ １３１ Ｉ 或 ２ ５００ Ｄ２

４ 几十以上 ＴＢｑ １３１ Ｉ 或 ２５０ Ｄ２ 约 ２.８ｎ(ｔ)ꎬｎ＝ １~９

表 ３ 列出了个人剂量分级准则ꎮ 具体事件情况可据此进行分级ꎮ
表 ３　 个人剂量分级准则

照射水平 最低定级 受照人数 实际级别

由于全身吸收剂量达到几戈瑞ꎬ发
生致命的确定性效应或可能发生

致命的确定性效应

４

几十个或以上 ６

几个到几十个 ５

少于几个 ４

发生或可能发生非致命的确定性

效应
３

几十个或以上 ５

几个到几十个 ４

少于几个 ３

照射导致有效剂量大于工作人员

全身法定年剂量限值的 １０ 倍
３

１００ 个或以上 ５

１０ 个或以上 ４

少于 １０ 个 ３

照射导致一名公众成员的有效剂

量超过 １０ ｍＳｖ 或一名工作人员的

受照剂量超过法定年剂量限值

２

１００ 个或以上 ４

１０ 个或以上 ３

少于 １０ 个 ２

一名公众成员的受照剂量超过法

定年限值或一名工作人员的受照

剂量超过剂量约束值

１

１００ 个或以上 ３

１０ 个或以上 ２

少于 １０ 个 １

工作人员或公众成员的累积受照

剂量超过法定年剂量限值
１ １ 个或以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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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对设施屏障和控制的影响

对设施屏障和控制的影响准则只适用于有可能发生可定为 ５ 级或更高级别的放射性物质释放事

件的大型设施ꎮ 根据«民用核燃料循环设施分类原则与基本安全要求(试行)»对铀转化设施的要求、
铀转化设施特性以及事故分析ꎬ铀转化设施不太可能发生 ５ 级或更高的放射性物质释放[３]ꎮ 但作为

参考ꎬ表 ４ 列出了相应定级准则ꎮ

表 ４　 基于对设施屏障和控制影响的分级

级别 准则

５ 发生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和显著过量照射的概率高的事件

４ 从一次包容结构中释放 出几千太贝可的活度的高概率显著公众过度照射的事件

３
导致在设计未考虑的区域内发生几千太贝可活度的释放并要求采取纠正行动的事件ꎬ即使显著公众照射

的概率极低

２ 导致在设计 未考虑的区域内ꎬ设施内出现显著量放射性物质并且需要采取纠正行动的事件

３.３　 对纵深防御的影响

铀转化设施中的事件对纵深防御的影响的评定采用安全层法ꎮ 通过考虑最大的可能后果和可利

用的安全措施的数目和有效性来确定基本定级ꎬ然后考虑附加因素来确定是否需要将基本定级提高

一级ꎮ 表 ５ 为确定基本定级的安全层法ꎮ 根据事故分析ꎬ铀转化设施最大潜在后果不会超过 ４ 级ꎮ
冷凝液化及尾气处理工序的气体 ＵＦ６泄漏的探测手段包括:ＨＦ 气体检测报警仪监测报警、现场视频

监控发现和巡查人员现场巡查发现ꎮ 预防与纠正措施包括:当 ＨＦ 浓度达到限值时发出报警信号并自

动连锁关闭全面排风系统ꎻ少量泄漏时ꎬ操作人员穿戴防护用品对泄漏处按规程进行处理ꎻ泄漏气体

较多不便抢修时关闭与系统相连的阀门停车ꎮ 据此分析ꎬ安全层可以是厂房和通风系统的完整包容ꎬ
以及报警或发现泄漏后人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ꎮ 按照安全层法可定为 １ 级ꎮ 主要的附加因素包括共

因故障、程序不完备和安全文化问题等ꎮ 在评定基本定级因这些因素而提高时ꎬ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①即使考虑所有的附加因素ꎬ事件的级别也只能提高 １ 级ꎻ②某些因素若已在评定基本定级时考虑

过ꎬ注意不要重复计入ꎻ③事件不能提高到超过 ３ 级ꎬ对于铀转化设施不能提高到超过 ２ 级ꎮ

表 ５　 安全层法事件定级

剩余的安全层数目
最大的潜在后果

５ 级、６ 级、７ 级 ３ 级、４ 级 ２ 级、１ 级

３ 个以上 ０ ０ ０

３ 个 １ ０ ０

２ 个 ２ １ ０

１ 个或 ０ 个 ３ ２ １

３.４　 最终定级

按照定级程序ꎬ采用三个准则分别确定的级别中的最高级别ꎬ然后检查定级是否与分级表的一般

准则描述相一致ꎮ

４　 结束语

本文对铀转化设施可能发生的典型事件进行梳理ꎬ应用核事件分级方法ꎬ对冷凝液化工序 ＵＦ６ 气

体泄漏事件进行分级研究ꎬ可为核事件定级、事件评价和经验反馈提供参考ꎮ 需要说明的是准确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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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定级非常依赖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ꎬ尤其是采用纵深防御准则确定有效的安全层时ꎬ例如本文中由

于事件分析中应用的 ＦＭＥＡ 方法采用了单一故障原则ꎬ认为两个安全层均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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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建设施工设备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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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双燕(１９８９—)ꎬ女ꎬ四川广安人ꎬ助理工程师ꎬ工学学士ꎬ现从事核电设备管理工作

摘要: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ꎬ安全生产永远是摆在首位的问题ꎬ近年来ꎬ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核电建设ꎬ核电建设项目

越来越多ꎬ核安全文化的建设更是核电建筑施工企业关注的重点ꎮ 而施工设备是核电建设施工企业进行各项生产作

业的物质建设基础ꎬ生产设备运行状况的好坏ꎬ直接影响着施工单位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ꎬ故设备的良好运行是施

工生产的保证ꎬ是安全生产管理的基础ꎮ 本文就现今设备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ꎬ并针对相关问

题提出一些浅薄的看法和应对措施ꎮ
关键词:施工设备ꎻ安全管理ꎻ问题ꎻ措施

近年来ꎬ我国经济迅速发展ꎬ建筑行业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ꎬ不断壮大ꎬ而国家更是大力推进

沿海核电建设工作ꎬ故核电建设的安全管理在建筑行业中备受关注ꎮ 随着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推行ꎬ企
业对于安全管理的认识在不断地提高ꎬ安全管理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良好的发展ꎮ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ꎬ必先利其器”ꎬ对于施工企业ꎬ“器”即指施工设备ꎮ 人的力量终有限度ꎬ借
助设备等外力条件更有发挥的空间ꎬ一个支点都能翘起整个地球ꎮ 在古代ꎬ人们就有在做事前准备好

工具ꎬ方能事半功倍的意识ꎬ由此可见ꎬ施工设备的好坏对于企业有着直接的影响ꎮ 施工设备遍布核

电现场各子项、各工种ꎬ是核电建设进行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建设基础ꎬ施工设备运行状况的好

坏ꎬ直接影响着施工单位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ꎬ设备的安全运行是施工生产的保证ꎬ故其安全管理

在企业管理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置ꎮ
在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事件中ꎬ引起事故事件发生的因素ꎬ机械设备伤害占据

了很大的比例ꎬ故加强施工设备管理也是减少事故事件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ꎮ 随着施工机械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ꎬ以及四新技术的不断应用ꎬ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出现的不安全因素也将越来越多ꎮ
施工设备安全管理重在预防ꎬ消除或控制施工设备在施工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和安全隐患ꎮ 故全

面加强对施工设备管理工作ꎬ落实施工设备管理制度ꎬ确保机械设备的良好运行ꎬ保证施工的安全生

产ꎬ保障施工劳动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ꎮ

１　 施工设备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由于现场施工流动性大ꎬ施工设备生产没有固定的、良好的操作环境和空间ꎬ使施工作业条件差ꎬ
交叉作业情况甚多ꎬ不安全因素多ꎬ使得安全管理变得复杂ꎬ尤其是中、小型机械设备ꎬ数量多ꎬ分布

广ꎬ移动频繁ꎬ无疑加大其管理难度ꎮ 现今核电建设施工设备安全管理中仍存在有大量不足和管理

难点:

１.１　 设备分散ꎬ部分设备安全管理不到位

因施工作业流动性ꎬ施工设备使用地点、时间不固定ꎬ时常变动ꎬ部分设备的定人、定岗、定责无法

完全落实ꎬ管理困难且易造成设备安全管理缺失、监督不到位、及制度落实不到位的现象ꎮ 尤其是中、
小型施工设备ꎬ由于使用面广而点多、移动频繁、数量多而杂、分散在各处、寿命难以保证等因素ꎬ部分

施工单位可能一直重视重要的大型施工设备ꎬ忽视中、小型施工设备的管理ꎬ使其无人管理或管理

不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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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设备重使用不重保养

施工单位为完成生产任务、赶超施工进度ꎬ对作业的施工设备只注重使用ꎬ而对其维护保养工作

极少关注ꎬ或因作业人员懈怠ꎬ对所操作的施工设备常常无法及时进行保养ꎮ 当出现某些小故障时ꎬ
又因为现场作业繁忙或零件不到位或无法自行维修等原因ꎬ使得设备经常带病作业ꎮ 或是在抢工期

间ꎬ因施工需要ꎬ不停歇超负荷运转设备ꎬ导致无时间保养设备ꎮ 尤其是部分核电项目中、小型施工设

备归各自使用的施工队自行管理ꎬ用完乱放乱扔ꎬ不注重保养ꎬ利用率不高ꎬ坏了就采购ꎬ损坏、丢失、
报废等现象严重ꎮ

由于忽视机械设备的日常保养工作ꎬ等到出现大的故障ꎬ不得不进行大型维修时ꎬ既浪费大量的

时间ꎬ也提高了设备的修理成本ꎬ同时也提高了机械设备事故事件发生的概率ꎮ

１.３　 机械设备超负荷作业和老化问题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ꎬ由于施工任务繁重ꎬ许多施工单位为了降低施工成本ꎬ投入的施工设备数量

不多ꎬ完全靠少数施工设备的加班作业来完成施工任务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施工设备的超负荷

运转ꎬ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施工设备的技术性能状况与使用寿命ꎬ加速了机械设备的老化ꎮ 尤其是钢筋

设备ꎬ由于现场钢筋需求量大ꎬ钢筋生产作业往往加班加点ꎬ钢筋设备每天运转 ２０ 小时以上ꎻ因大部

分时间在运转ꎬ设备得不到有效时间保养ꎬ致使其生命周期大大降低ꎬ往往 ５ 年不到就已损坏无法

修复ꎮ
同时核电建设施工环境的恶劣也加剧了施工设备的老化程度ꎮ 核电建设项目较多建立在沿海地

带ꎬ风大、空气潮湿且含有盐分ꎬ施工设备又是露天作业ꎬ锈蚀情况严重ꎬ老化速度快ꎬ尤其大型设备ꎬ
如塔吊的标准节、大臂等时常锈蚀断裂ꎬ更需注重保养修补ꎬ以防安全事故事件的发生ꎮ

某些施工单位可能为了成本考虑ꎬ不会提前报废老化故障设备ꎬ更有设备已经达报废年限却不进

行报废处理ꎬ或已经报废ꎬ因其尚能运行而继续使用的现象ꎮ 继续使用这些施工设备无疑会增加设备

安全事故事件的发生ꎬ因其已经丧失了工作的机械可靠性ꎮ

１.４　 未淘汰对环境污染严重的设备

施工现场作业时一般粉尘较多ꎬ设备噪声大ꎬ使用对环境污染严重的设备ꎬ对施工环境安全和操

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均有较大的影响ꎮ 虽然随着四新技术的应用ꎬ大量防止环境污染的施工设备越来

越多ꎬ但为了节约成本ꎬ部分项目部只要现有设备能用ꎬ就不愿淘汰废旧设备或不愿投入相应的环保

设备ꎮ

１.５　 管理责任意识不强ꎬ操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ꎬ安全意识有待提升

施工设备运行存在有人员互相推诿现象ꎬ缺乏一定的担当精神ꎮ 使用施工队管理人员有的认为

安全是安全员的事ꎻ有的认为设备既然是职能部门统一管理ꎬ施工队只管用ꎬ其他任何问题是职能部

门的事ꎻ而操作人员则觉得设备能用ꎬ不保养ꎬ反正有故障后找维修人员修理就行等等现象ꎬ不一

而足ꎮ
由于大部分设备操作人员属于劳务人员ꎬ普遍文化程度较低ꎬ文化程度、整体素质参差不齐ꎬ对设

备的性能、操作规程、维护保养等基本常识知之甚少ꎬ加上他们的工作内容大部分属承包性质等客观

条件ꎬ决定了本该由这部分人来完成的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等工作不会被完整地进行ꎬ设备的日常

维护工作也只能停留在表面上ꎮ 尤其是大部分人员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或者根本不识字ꎬ很多时候ꎬ现
场施工设备的运转记录及其数据采集往往不齐全、不真实ꎬ严重影响了管理人员对设备本身性能及其

完好利用率等的评估ꎻ且对设备缺乏更多的认识ꎬ不能及时处理施工设备的突发故障ꎬ造成施工设备

不必要的损失及增加维修人员的工作量ꎮ
员工安全意识薄弱ꎬ虽然已在不断加深安全文化建设ꎬ反复强调安全作业ꎬ但施工人员仍存在侥

幸心理ꎮ 不遵守操作规程、不按时保养、不做好设备安全防护和个人防护、设备突发故障等原因造成

的一系列事故事件ꎬ如塔吊碰撞、吊索具断裂、轮胎爆炸等ꎬ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怪ꎮ 施工人员总是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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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化的设备ꎬ只要还能使用ꎬ就舍不得淘汰掉ꎻ轮胎表面花纹磨损成光面了ꎬ前轮换后轮ꎬ舍不得换ꎻ
起重机故障不会修ꎬ厂家维修费太高ꎬ现场工作太忙ꎬ停不下来等等ꎮ 大家都在侥幸ꎬ觉得反正一直都

是这样ꎬ又没出事ꎬ于是便心安理得ꎮ 而管理人员在现场指出安全隐患时ꎬ有些工人同样不以为然ꎬ掉
以轻心ꎮ 当事故事件发生时ꎬ才互相推诿ꎬ追悔莫及ꎮ 究其原因ꎬ就是员工安全意识薄弱ꎮ

２　 浅谈设备安全管理的应对措施

建筑施工企业施工设备的管理需从设备的选型、采购、进场、验收、使用、维修、保养、报废等全生

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中加强ꎬ保证施工设备在使用、维修、保养的全过程中ꎬ使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因素的

危害和保障设备及人身安全ꎮ 现针对以上列举的几个重点设备安全管理问题ꎬ结合施工过程中的实

际情况及一些单位的良好实践ꎬ提出以下几点应对措施ꎮ

２.１　 建立健全和落实设备管理制度

施工设备管理制度必须健全ꎬ并落实ꎮ 施工设备包含外租设备、特种设备、小型机械设备等ꎬ故要

针对不同的设备制定适用的管理制度和维护保养制度ꎬ规定各级管理职能部门、使用施工队的职责ꎬ
使安全管理职责层层落实ꎮ

２.２　 设备集中管理

将设备集中管理能更好地对设备进行安全管理及维护保养ꎬ同时能更好地协调平衡各施工队间

设备的使用ꎬ提高设备的利用率ꎬ建少设备的不必要浪费ꎮ 尤其是中、小型设备(简称小型工机具)ꎬ改
变原有的各施工队分散管理模式ꎬ实行小型工机具集中管理模式ꎬ执行小型工机具借用制度ꎬ将小型

工机具统一管理ꎬ使其周转使用与核电现场ꎬ设专用的小型机具仓库、管理人员和专业的维修人员ꎬ通
过集中储存、编号、发放、维修等举措ꎬ从小型工机具的计划、采购、使用、维护保养到报废的各个环节

得到有效的监督ꎮ
目前部分核电建设项目已采用小型工机具集中管理模式ꎬ比起以往的分散管理ꎬ在维修、保养、使

用等方面的安全管理有着非常强的优势ꎬ大大降低了小型工机具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ꎬ防止安全事

故事件的发生ꎮ 尤其集中管理编号ꎬ更易对小型工机具的保养、使用等进行追溯ꎮ

２.３　 加强设备维护保养工作

大型及重要设备定人定岗定责ꎬ一般设备实行保管人员或借用人员负责制ꎮ 大型设备或重要设

备ꎬ使用单位按要求做好设备的二、三级保养ꎬ将维护保养制度落到实处ꎬ减缓设备的老化ꎮ 而中、小
型设备必须按规定的借用期限ꎬ按期归还机具库ꎬ由机具库统一维护保养ꎬ同时在使用过程中ꎬ发现异

常或隐患ꎬ必须立即退还中、小型设备ꎬ由机具库统一检修ꎮ
在设备每日运转前ꎬ必须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ꎬ尤其是清洁润滑工作必须做到位ꎬ同时必要

的防腐除锈工作不可少ꎬ并且发现异常及时报告ꎬ让专业维修人员及时检修ꎬ确保设备整洁、运转正

常、性能可靠ꎮ

２.４　 及时淘汰废旧设备

随着设备使用年限的增长ꎬ设备渐渐老化ꎬ使用寿命越来越短ꎬ对已达到使用年限ꎬ设备损坏已无

法修复改造ꎬ技术性能达不到国家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要求ꎬ设备老化、锈蚀严重而无法消除安全隐

患的施工设备ꎬ都要坚决予以淘汰ꎮ

２.５　 使用并推广高效、节能、安全可靠的设备

在施工设备的购置及选用上按照“结构先进、技术完善、高效率、耗能少、安全可靠”为原则进行施

工设备的合理配置ꎬ为了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保护ꎬ使用并推广高效、节能、安全可靠的设备ꎬ
尽量选用低噪声或备有消声降噪、消烟防沙降尘的环保型设备ꎬ同时在使用强噪声的施工设备(如大

型空气压缩机)ꎬ应搭设封闭式的设备操作棚ꎬ减少强噪声污染ꎮ 同时监督作业人员佩戴好设备操作

的相应防护用品ꎬ如耳塞、护目镜等ꎬ保障人员作业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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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提升员工素质ꎬ加强安全意识ꎬ提高作业水平

底层员工文化程度较低ꎬ但可提高设备安全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作业水平ꎬ选配具有现代科学

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的专业管理人员ꎬ提升员工整体素质ꎬ并可配合底层员工完成各种技术性的工

作ꎮ 同时树立员工“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安全意识ꎬ通过各项安全知识宣贯、评比活动、交底和安全

教育培训等来加强员工安全认知和安全意识ꎬ使员工安全文明施工ꎮ
加强施工设备操作人员的作业技能培训ꎬ以便提升作业人员的作业水平ꎬ其教育培训工作要有针

对性并实施有效ꎬ能看到明显的成果ꎮ 如编制可视化交底ꎬ使操作人员能更好地理解ꎻ编制相应的安

全生产知识及安全操作规程手册ꎬ能使作业人员随时关注ꎻ编制设备操作指导图册ꎬ可使新员工能更

好地学习等等ꎬ通过有针对性地对某一项施工设备或工机具进行了流程化、可视化ꎬ为作业人员的作

业水平提升起到了良好的帮助ꎮ

３　 结论

施工设备安全管理是核电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的一部分ꎬ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ꎬ尤其设备运行

状况的好坏ꎬ直接影响着施工单位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ꎬ故而设备安全生产管理对工程施工的顺利

进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ꎬ是安全生产管理的重中之重ꎬ不可轻视之ꎮ 安全是红线ꎬ不能越之ꎬ施工设备

安全管理ꎬ不可怠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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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好核电厂的质量保证体系管理

程　 立ꎬ 邵克军ꎬ黄　 辉ꎬ 胡　 娟
(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ꎬ河北 三河 ０６５２０１)

　 　 　 　 　 　 　 　 　 　 　 　 　 　 　 　 　 　 　 　 　 　 　 　 　 　 　 　 　 　 　 　 　 　 　 　 　 　 　 　 　 　 　 　 　 　　
　

　
　

　
　

　
　

　
　

　 　　　　　　　　　　　　　　　　　　　　　　　　　　　　　　　　　　　　　　　　　　　　　　
　

　
　

　
　

　
　

　
　

　
　

作者简介:程立ꎬ男ꎬ汉族ꎬ湖南人ꎬ工程师ꎬ学士学位ꎬ现主要从事质量体系管理、监督监查、核安全文化等工作

摘要:随着“华龙一号” 新堆型的建设ꎬ核电厂建设的发展迅速ꎬ同时对核电厂的质量保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只
有通过质量保证体系的不断完善ꎬ通过监督、监查等活动保证质量保证体系的有效运行ꎬ才能保证核电厂的建造过程

顺利进行ꎬ才能达到建设优质、精品工程的目标ꎮ 对于如何开展好核电厂的质量保证体系管理ꎬ主要从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和维护、监督监查两个方面来阐述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质量保证体系ꎻ监督监查

质量保证是为了达到核设施质量目标而应采取的一套科学的保证质量的措施ꎬ是一系列有计划

的、系统的保证质量活动ꎮ 这些保证质量的活动主要包括:建立质量保证组织ꎬ并预先制定出适用的

质量保证大纲等质量保证文件体系ꎻ质量保证组织中各部门、人员有效地实施质量保证大纲等质量保

证文件ꎬ以确保核设施在设计、建造等各阶段所有影响质量的活动均按预先制定的质量保证要求实

施ꎬ并取得各项活动已达到质量标准的客观依据ꎻ验证各项活动的控制要求均已正确地实施ꎻ不断完

善质量保证大纲等质量保证文件体系及其实施的有效性ꎮ 对于如何开展好核电厂的质量保证体系管

理ꎬ主要从质保体系的建立和维护、监督监查两个方面来阐述ꎮ

１　 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与维护

１.１　 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方法

质保体系的建立包括质量保证大纲、质保大纲程序和第三层次文件(工作程序)等ꎮ 质量保证大

纲的编制依据的是«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ＨＡＦ ００３)ꎬ是质保体系的纲领性文件ꎬ必须“周密制

定”和“便于实施”ꎮ 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和实施的基本步骤:
１)分析本单位所承担的具体工作中的各项活动和验证活动ꎻ
２)建立质量保证组织ꎬ画出组织机构图ꎬ并明确各部门和领导层人员的职责、权限、内外接口和联

络渠道ꎻ
３)根据所承担的任务中活动和验证活动的分析结果ꎬ对照«质保规定»和«导则»的相关要求ꎬ制

定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保证大纲程序ꎬ并经审批ꎻ
４)根据各项活动和验证活动的技术要求、质保要求、操作安全要求和环境条件要求ꎬ制定各项活

动和验证活动的工作程序ꎬ并经审批ꎻ
５)人员培训ꎮ 对组织结构图内全体从事活动和验证活动的人员进行相关技术、质量保证大纲、质

量保证大纲程序和工作程序培训、考核ꎬ必要时发资格证ꎻ
６)针对某些“活动”ꎬ制定相应的“质量计划”ꎬ并经审核、批准ꎻ
７)由合格的(质量控制)活动的从事着按照相关的(质量控制)活动程序(工作程序)ꎬ用合格的物

项和操作设备、工器具ꎬ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实施(质量控制)活动ꎬ并及时记好质保记录和自检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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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质量控制)监督检验和试验等验证人员按照相关的验证工作程序对(质量控制)活动实施(全
过程或关键工序)情况及实施的结果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进行验证ꎬ并记好验证记录ꎻ

９)监查人员按照监查计划对本单位各部门和领导层人员实施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保证大纲程序

的有效性进行内部监查ꎻ必要时对供方作外部监查ꎻ写出监查报告ꎬ要求纠正发现的问题ꎬ并对纠正情

况进行验证ꎻ
１０)每年由本单位第一把手组织和主持一次管理部门审查ꎬ审查本单位质量保证大纲的适用性和

实施有效性ꎬ写出管理部部门审查报告ꎬ要求纠正发现的问题ꎬ并组织对纠正情况的验证ꎮ

１.２　 对质量保证体系的认识

一个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后ꎬ质保体系能否有效的实施ꎬ其关键在于企业领导企业的领导

层ꎬ特别是决策者对质量保证要有正确认识和良好的核安全文化ꎮ 否则ꎬ即使质量保证大纲及文件体

系编制得再好ꎬ也难以有效的实施ꎬ甚至流于形式ꎮ 所以领导层和管理者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１)质量保证体系是“法治”的体现ꎮ 要真正把“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方针的重要“措施”切实贯

彻ꎬ真正地授予质量保证部门足够的独立性ꎬ使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ꎬ真正能否做到“执法如山”ꎬ质量

保证大纲就是企业的“法律”ꎬ要真正地做到在任何情况下ꎬ任何人都不得违反ꎮ
２)“核安全”和“质量”是直接从事核设施安全相关活动的单位和职工“干”出来的ꎬ而不是“监

督”出来的ꎮ 质量保证部门的监督活动固然重要ꎬ但通过抽样的监督检查只能祈祷监督企业自觉遵纪

守法的作用ꎬ关键还在于企业本身要建立和实施一个运作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ꎮ
３)大量事实表明ꎬ在实际工作中ꎬ当质量和进度发生矛盾时ꎬ迫于进度或怕承担责任的压力ꎬ在具

体技术问题的处理和决策时丢掉了核安全文化这一灵魂ꎻ或者违背质量保证大纲和程序的规定ꎬ对存

在的问题抱有侥幸心理ꎬ估计问题不大ꎬ结果均会酿成质量事故ꎮ 因此ꎬ培育良好的核安全文化应成

为一切核安全相关活动单位的第一要务ꎮ
程序文件的培训宣贯ꎮ 程序文件执行不到位的问题ꎬ很多原因都是操作者或管理者对程序的要

求不熟悉ꎬ所以项目部应组织对程序的培训活动ꎬ各部门、施工队也要开展对程序的培训ꎬ大家都了解

程序要求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执行效果ꎮ 另外对于程序的升版ꎬ内容发现了较大的变化ꎬ也要组织进行

培训宣贯ꎬ把新的要求及时传达ꎮ

１.３　 质量保证体系的维护

质量保证体系进行维护ꎬ才能保证体系文件的适宜性、充分性ꎮ 体系的维护主要由体系管理员来

负责ꎬ要求对质保大纲和所有的管理程序都要熟悉ꎮ 同时还要求体系管理员对现场实际的管理有全

面的了解ꎬ在熟悉程序内容和现场实际管理的基础上ꎬ需定期组织程序编制人员对程序文件进行适宜

性评审ꎬ提出程序的升版意见ꎮ 评审的重点包括管理程序之间是否有描述不一致、程序内容是否适宜

现场实际的施工管理、程序内容是否齐全、是否与上游单位程序、规范标准要求一致等ꎮ 对于质量保

证大纲、质保大纲程序等重要程序ꎬ还应组织会议的形式进行评审ꎮ 体系管理员根据评审结果发布评

审报告ꎬ制定程序的升版 /修订计划ꎮ

２　 监督监查的开展

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ꎬ质量保证部门就要通过开展监督监查来验证各项活动是否质量保证大纲

的所有方面的要求ꎬ来确定大纲的有效性ꎬ同时能发现一些体系文件不足的地方ꎬ来完善体系文件ꎬ通
过纠正和预防措施保证体系的有效运行ꎮ 监查员要对大纲和程序熟悉ꎬ要对标准规范、技术规格书和

施工方案等进行了解ꎬ还要对现场施工管理活动进行了解ꎬ具备这些才能提高监督监查的效率ꎬ才能

快速准确的发现问题ꎮ 除了按照年初制定的监督监查计划开展监督监查ꎬ还要针对重复发生的质量

问题开展随机监督ꎬ第一时间发现深层次管理存在的偏差ꎬ制定和落实纠正和预防措施ꎬ及时控制质

量的趋势ꎮ
在施工现场重大节点或重要部位施工前ꎬ需开展专项监督ꎬ检查先决条件的准备情况ꎮ 另外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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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开展对施工管理过程活动的随机监督活动ꎬ如混凝土浇筑、预应力灌浆、核岛门安装、防水卷材施工

等活动ꎬ来验证施工活动的规范性ꎮ
监督监查的技巧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１)抽查文件和记录的方法ꎮ 为了使抽查文件和记录有一定的代表性ꎬ一般应抽 ２ ~ ５ 个样本ꎬ重

要和复杂的活动应适当增加抽样样本ꎻ应由监查员亲自进行随机取样ꎻ在抽取样本时ꎬ要尽量抽取对

质量影响较大的样本ꎮ
２)现场观察方法ꎮ 现场观察方法是十分重要而又很有效的方法ꎮ 如混凝土浇筑、焊接、油漆、无

损检验等特殊工艺过程ꎬ适合采用观察的方法ꎮ
３)个别座谈采访的方法ꎮ 监查员应有能力控制面谈ꎬ使面谈在融洽的气氛中按需要的方向发展ꎬ

并使监查员能了解到所需的情况ꎮ

３　 结论

核电项目开工前ꎬ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ꎬ在项目建设过程中ꎬ需通过程序自评审、监督监

查、管理审查等质保活动不断完善体系ꎬ运行中发现偏差及时纠正ꎬ保证体系的有效运行ꎮ
企业只有运用好了质量保证体系ꎬ才能保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ꎬ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ꎬ才

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ꎮ 只有从质量保证体系的策划、建立、维护、监督、改进和完善各个环节全面控

制ꎬ才能开展好核电厂施工的质量保证体系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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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非安全级仪控系统软件集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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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禾(１９９１—)ꎬ男ꎬ助理工程师ꎬ本科ꎬ现在从事 ＤＣＳ 软件设计工作

摘要:为使核电厂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ꎬ辐射环境安全风险进一步降低ꎬ在电厂系统软件设计过程中必须经过层层测

试与集成ꎬ集成的目的是将一系列子系统或元素组合成一个满足需求、工艺和设计的完整产品ꎮ 在此过程中ꎬ较低层

次产品被组装成较高层次的产品ꎬ并且测试集成产品以确保其发挥成正常功能ꎮ 该流程位于产品实施执行流程和验

证确认之间ꎬ这些流程共同实现将低层产品组合并转化为高层产品的目标ꎮ 本文结合 ＣＡＰ１４００ 非安全级仪控平台

ＮｕＣＯＮ 在集成测试时的实施经验ꎬ介绍了系统工程的集成概念ꎬ并描述了项目过程中针对分布式控制系统(ＤＣＳ)集成

测试的开展过程和相关执行步骤ꎮ
关键词:测试ꎻ系统集成ꎻ分布式控制系统

在核电站数字化仪控系统实施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系统软件的高可信度ꎬ必须在系统的由较低层

次组装成高层次的产品的过程中ꎬ确保集成产品完成相应的功能ꎬ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测试检验的任

务ꎬ在集成测试中发现问题并解决ꎬ再次回归测试后释放集成产品ꎬ提高产品的质量

１　 系统集成

１.１　 系统集成概念

产品集成流程的目的是由较低层次的产品或子系统(如产品单元、元件、组件、子系统或者是操作

任务)系统的组装成高层次的产品ꎻ确保集成产品完成相应的功能ꎮ 系统层次结构的各层都需要进行

产品集成ꎮ 与产品集成相关的活动贯穿产品的寿命周期ꎮ 其中包括所有递进的步骤ꎬ如与产品层次

相应的试验ꎬ这是完成产品组装与进行顶层试验所需要的ꎮ 产品集成流程通常包括分析与仿真ꎬ并经

常以此开始ꎬ然后通过现实中功能性的不断增加来推进流程ꎬ直到得到最终产品ꎮ 在这些不断的构建

过程当中ꎬ需要根据评价流程中获得的知识进行原型构建、评价、改进ꎮ 产品集成不仅应用于硬件和

软件系统中ꎬ而且应用于面向服务的解决方案、需求、规范、计划和概念中ꎬ以这种方式集成的产品ꎬ通
过产品验证和确认的可能性很高ꎮ 产品集成的终极目的是确保系统单元形成整体功能[ １ ]ꎮ

１.２　 系统集成的重要步骤

集成发生在项目的每个阶段ꎬ在规划论证段ꎬ分解的需求需要集成为完整的系统以验证是否有遗

漏和冗余ꎮ 在实施运行阶段ꎬ设计与硬件需要集成完整系统ꎬ以验证其满足需求且没有遗漏ꎮ 测试检

验也就是系统集成的重要步骤之一[ ２ ]ꎮ
通常系统 /产品的设计是子系统与组件组合的过程ꎮ 这对复杂硬件 /软件系统相对明显ꎮ 对许多

面向服务的解决方案也是如此ꎬ例如电站控制系统的人机界面ꎬ涉及硬件、软件和通信接口ꎮ 系统集

成的目的是确保这些单元组合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ꎮ 因此内部接口和外部接口必须在设计中考虑并

且在生产之前进行检验[ ３ ]ꎮ

２　 核电厂非安全级仪控系统软件集成

核电厂控制系统为非安全级系统ꎬ由实现电厂过程控制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组成ꎬ对核反应过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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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转化为热能的过程以及核反应堆向主汽轮机传递热量的过程进行控制ꎬ同时也执行 ＢＯＰ(核电厂

配套系统)的控制功能ꎮ 核电厂控制系统的集成涉及多个层面ꎬ主要包括(见图 １)ꎮ

图 １　 核电厂控制系统集成关系图

部件级集成ꎻ典型的硬件包括控制器、Ｉ / Ｏ 卡件、工程师站、历史数据站等ꎮ 典型的软件包括 ＮＳＳＳ
(核蒸汽供应系统)控制逻辑、电厂流体 /机械系统控制逻辑、人机接口画面等ꎮ

控制系统级集成ꎻ软件已下装到控制器ꎬ由冗余网络连接ꎬ构成控制系统整体ꎮ 本层关注这些系

统的开环、闭环功能、性能ꎮ
电厂级集成ꎻ控制系统完成安装ꎬ与现场设备实现接口连接ꎮ 本层关注这些接口的正确性ꎮ
电厂控制系统软件的集成包括反应堆控制系统、稳压器压力调节系统、稳压器液位控制系统、汽

轮机负荷调节系统以及各工艺系统等的集成ꎮ 冗余控制器接收来自 Ｉ / Ｏ、监控网数据链路的过程数

据ꎮ 控制器中的软件将这些数据进行处理ꎬ控制器软件再通过 Ｉ / Ｏ、监控网或数据链进行传输以实现

控制ꎮ

２.１　 集成的前提

因为集成产品都是由子单元或者子系统组成而来ꎬ所以每个子单元或者子系统进行更高层组装

之前必须经过检查ꎮ 在核电站控制系统的软件集成测试开始前ꎬ就必须完成工艺系统显示画面检查ꎬ
控制逻辑检查ꎮ 其中完成显示画面的检查对任何项目都非常重要ꎬ尤其是在所有电厂控制和监视都

依赖于显示画面上为操纵员提供数据时ꎮ 其中最需要确认的重要接口之一就是电厂控制系统系统与

ＤＤＳ 系统的显示画面ꎮ 它们有成千上万的数据点ꎬ每个数据点向显示画面提供数据ꎬ或将操纵员的输

入传入 ＤＤＳ 系统ꎮ 对这些接口的确认需要对功能接口进行彻底的评估ꎮ

２.２　 电厂控制系统接口

大部分的集成中的问题出自接口的不明确或不可控ꎮ 因此电站控制系统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已提

前明确了系统和子系统的接口规范ꎮ 接口规范中明确了相关成套系统或者设备与仪控系统之间的接

口要求ꎬ以此来支持整个仪控系统的详细设计ꎮ
电厂控制系统的接口包括:设备接口、特殊监测系统接口、数据显示和处理系统(ＤＤＳ)接口保护

和监测系统(ＰＭＳ)接口、多样化驱动系统(ＤＡＳ)接口、成套系统接口等ꎮ
其中设备接口与 ＤＤＳ 接口是项目当前阶段的主要实施的内容ꎮ 电厂控制系统与 ＤＤＳ 的接口方

式是通过监测网实现的ꎬ电厂控制系统通过执行控制命令ꎬ对相关设备进行控制ꎮ 输出信号一般是标

准过程控制输出ꎬ如无源点、高电平数字量输出、电压或电流形式的模拟量输出ꎮ 电厂控制系统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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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 ＰＭＳ 接口ꎬ将输出命令传送至安全设备ꎮ 用于这些接口的安全级优选模块是作为 ＰＭＳ 的一部

分ꎬ采用通信方式与电厂控制系统接口ꎮ

３　 画面与逻辑的验证

系统单元的集成应当根据制定的集成测试规程进行ꎮ 为了确保集成能够圆满完成ꎬ需要对被集

成的子系统的进行验证ꎮ 在子系统确保正确的前提下进行集成并测试ꎬ在测试完成后续编制集成测

试报告(见图 ２)ꎮ

图 ２　 工艺系统软件集成过程图

３.１　 验证接口

在接口验证中ꎬ工程师必须确保系统或者子系统中每个单元的接口是可控的ꎬ在按照预定的设计

集成系统之前需要确认并检查每个系统或子系统单元的状态ꎮ 电厂控制系统集成测试前需检查工艺

系统显示画面与逻辑的数量和版本是否正确ꎬ是否都可以在平台中正常打开并运行ꎮ

３.２　 验证子系统与子单元

电厂控制系统集成测时前需完成系统显示画面测试与控制逻辑测试ꎮ
测试控制逻辑的范围包括工艺系统的软件部分的控制逻辑(包括逻辑中产生的报警中间测点)的

测试ꎮ 通过强制信号输入的方法ꎬ通过观察逻辑页面上的数值显示ꎬ对比实际输出与预期输出的偏

差ꎬ验证控制逻辑的正确性ꎮ
系统画面测试主要是验证画面的布局以及画面宏内填写的参数验证ꎮ 画面布局的验证主要包

括:画面分辨率、显示画面页眉信息、导航区的导航热点、画面元素布局(数量)、画面背景色的选择、画
面字体、流程管线的宽度、类型、交叉点的配置、流程管线箭头的尺寸、流向、显示在管线终端的静态文

字等是否画面设计文件保持一致ꎮ 除此之外还包括动态控制的设备以及系统级软控制器的按钮的置

参数是否正确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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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电厂控制系统软件集成测试方法

在子单元(工艺系统显示画面、工艺系统控制逻辑)都验证完成的前提下ꎬ才可以开始系统集成测

试的工作ꎮ ＰＬＳ 软件集成测试的主要内容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软件集成测试分类图

４.１　 电厂控制系统与 Ｉ / Ｏ 通道的接口测试

在测试时先测试所有的页间引用点(引用 Ｉ / Ｏ 通道)是否引用正确ꎬ点击鼠标右键跳转至 Ｉ / Ｏ 通

道ꎬ验证 Ｉ / Ｏ 通道引用正确ꎮ 再从被引用的 Ｉ / Ｏ 通道往引用该通道的页间点上跳转ꎬ验证从 Ｉ / Ｏ 通道

正确返回ꎮ 如系统内的一个风阀 ＶＦＳ－Ｄ００５Ａꎬ需要连接两个指令(开指令、关指令)ꎬ两个反馈(开反

馈、关反馈)ꎮ

４.２　 电厂控制系统与画面的接口测试

在电厂控制系统测试过程中ꎬ将验证显示画面对控制逻辑动作以及控制逻辑动作对人机接口的

响应ꎮ 例如ꎬ当测试某一工况下某一特定阀门应自动打开ꎬ那么阀门的自动打开应通过控制逻辑的验

证、显示画面(测试人员可见的)的验证ꎮ 根据指令的不同分为调节型设备和非调节型设备ꎮ
４.２.１　 非调节型设备指令测试

例如ꎬ在工艺流程显示画面中ꎬ设备图标下有一个按钮ꎮ 点击该按钮将弹出软控制器ꎮ 此软控制

器具有模式指示、打开“命令”按钮、关闭“命令”按钮ꎬ以及“复位”等按钮ꎮ 与此阀门状态相关的重要

信息也显示在消息栏中ꎮ 电厂控制系统测试应验证:当点击任何命令按钮时ꎬ对应的设备应正确响

应ꎬ并在消息窗口中显示正确的信息ꎮ 以上操作均需按照相应的步骤完成ꎮ
４.２.２　 调节型设备指令测试

如果是调节型设备ꎬ点击设备图标下方的按钮ꎬ将弹出调节型的软控制器ꎮ 此软控制器具有模式

指示(手 /自动按钮)、输出值指令框、整定值指令框ꎬ相应的指令框上方还有对应的增加 /减少按钮用

于数值调节ꎮ 电厂控制系统测试应验证:当点击任何命令按钮时ꎬ对应的设备应正确响应ꎬ并在消息

窗口中显示正确的信息ꎮ
４.２.３　 命令 /指示框测试

设备图标上方有个方形按钮框ꎮ 该框为命令 /指示框ꎬ其响应应通过电厂控制系统测试进行验

证ꎮ 当点击命令 /指示框时ꎬ会出现一个弹出窗口ꎮ 该窗口会根据设备类型的不同弹出不同的设备报

警ꎬ例如设备命令未完成ꎮ 在执行电厂控制系统测试时ꎬ应对阀门等设备的命令 /指示框是否正确显

示进行验证ꎮ
４.２.４　 设备标记接口测试

根据报警等级的不同ꎬ所有的设备会根据设备当前的报警在画面中进行标记ꎮ 标记分为:警告、
维修、危险三种ꎬ对应的形状分别为:黄色三角形、橙色四边形、红色八边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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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过程为在软控制器面板点击“警告”“维修”“危险”按钮ꎬ在工艺流程画面上验证相应的设备

背景是否分别为黄色三角形、橙色四边形、红色八边形ꎮ
４.２.５　 数字量接口测试

在某些画面上ꎬ使用独立的文本消息框向操纵员显示重要的信息ꎬ以提醒电厂系统一发生了重要

的情况ꎬ在 电厂控制系统测试时应验证文本消息框的正确响应ꎮ
在测试数字量时ꎬ选择一个会激活显示画面上文本框的信号点ꎬ如 ＶＣＳ－ＭＡ－０１Ａ－ＯＰＮ１ꎬ在 Ｉ / Ｏ

通道中强制该点处于激活状态ꎬ验证该点在画面对应的文本框显示激活后的状态文本与画面设计文

件一致(画面显示“高速运行”)ꎬ验证激活后的文本颜色与相应的画面设计规范一致ꎮ
４.２.６　 命令 /指示框测试

在测试模拟量时ꎬ先将待测试的信号点与报警清单比较ꎬ确认该点处于未报警状态ꎮ 根据不同的

报警类型进行选择步骤 Ａ 或步骤 Ｂꎬ将该点强制于报警状态ꎮ
步骤 Ａ:如果是低 /低－低报警ꎬ强制该点低于设定值ꎮ (按照从低到低－低的顺序测试)
步骤 Ｂ:如果是高 /高－高报警ꎬ强制该点高于设定值ꎮ (按照从高到高－高的顺序测试)
强制该点处于报警状态后ꎬ在显示画面上验证对应的读数或者表计(包括颜色)显示与画面设计

文件要求一致ꎮ
如果存在报警死区则执行步骤 Ｃꎻ步骤 Ｃ:①强制该点大于 /小于报警设定值ꎬ但不超过死区范围ꎬ

验证画面上该点处于报警状态和报警色ꎻ②强制该点大于 /小于报警设定值ꎬ大于死区范围ꎮ 在显示

画面上验证该点报警信息消失ꎮ
４.２.７　 多重信号接口测试

在系统显示画面上有部分信号点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号进行一定的计算后再进行显示

的ꎬ这样的点称为多重信号点ꎮ
测试时ꎬ点击多重信号点的弹出窗口热点ꎬ确认弹出窗口中的信号点与画面设计文件要求一致ꎬ

并按照 ４.２.６ 的方式进行模拟量的接口测试ꎮ
４.２.８　 导航功能测试

核电站非安全级控制系统中有数百张显示画面ꎬ这些画面中存在相互的引用显示ꎮ 例如单个工

艺系统内有若干张显示画面ꎬ本系统的画面就必须实现相互跳转的功能ꎬ系统内的某些流程管线ꎬ如
果在单张显示画面无法容纳ꎬ也会通过多张画面导航实现管线完整显示的功能ꎮ 如果 Ａ 系统与 Ｂ 系

统存在相关的功能或者某个设备的控制涉及 ＡꎬＢ 系统的同时工作ꎬ那么 Ａ 系统与 Ｂ 系统的显示画面

就必须实现相互跳转的功能ꎮ
测试前打开所有要检查的显示画面ꎬ并确认画面中的测试对象是正常运行并可见的ꎻ测试时点击

导航热点ꎬ确认跳转至目标显示画面ꎬ且目标显示画面中返回源显示画面的热点高亮ꎻ再点击目标画

面上返回源显示画面的导航热点(即高亮热点)ꎬ确认跳转回源显示画面ꎮ
４.３　 验证接口

在电厂控制系统系统的测试过程中ꎬ将验证与基本报警系统的接口ꎮ 这将包含电厂控制系统系

统的控制逻辑到基本报警系统的接口ꎮ 在测试期间ꎬ有很多方法来验证是否有某个报警产生ꎮ 如果

是手动执行该测试ꎬ则可以通过数据点信息的报警属性或使用基本报警系统画面来检查是否存在

报警ꎮ
在电厂控制系统系统测试过程中ꎬ最常见的报警包括:报警发生ꎬ报警恢复ꎬ报警抑制或切除ꎮ 基

本报警系统的测试步骤如下:①强制开关量 /模拟量的点处于报警状态ꎻ②在报警软件中验证该点处

于报警状态ꎬ并且报警系统中显示的颜色与画面设计规范一致ꎻ③强制开关量 /模拟量的点处于为报

警状态ꎻ④在报警系统中验证该报警点已恢复正常ꎮ

５　 总结展望

在核电站非安全级仪控系统集成测试的实践表明ꎬ一些局部反映不出来的问题ꎬ在全局上将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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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ꎮ 不同层级间接口的验证是关键考虑的要素ꎬ仪控系统的集成测试对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及

保障核电厂的安全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ꎮ 本文中使用的测试方式应用于 ＣＡＰ１４００ 的仪控软件集成

测试ꎬ根据规划ꎬ未来将有多座使用 ＡＰ１０００ 技术的电厂ꎬ本测试方法可以复用或者为其他电站提供借

鉴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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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芯流量分配对反应堆热工影响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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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葛枫(１９９３—)ꎬ男ꎬ硕士生ꎬ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热工水力及安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摘要:反应堆主回路冷却剂流量由驱动力决定ꎮ 对于由冷却剂密度差提供驱动力的自然循环反应堆来说ꎬ自然循环驱

动力所能提供的回路循环总流量有限ꎬ因此堆芯内的流量分布对反应堆热工安全显得更为重要ꎬ其与功率分布的良好

匹配有利于反应堆热工性能进一步提升ꎮ 期望的流量分布可以通过堆芯入口阻力的合理布置获得ꎮ 本研究设计了一

套基于子通道热工分析的堆芯流量分配优化方法和相应的计算程序ꎬ并利用其对于算例进行了流量分布优化ꎮ 结果

比较显示ꎬ通过堆芯流量分布调整优化ꎬ堆芯不同流道的出口温度被有效展平ꎬ热工安全裕度增加ꎬ有助于反应堆热工

设计挖潜ꎮ
关键词:流量分配ꎻ自然循环ꎻ热工安全

出于热工运行安全的要求ꎬ堆芯冷却剂出口最高温度存在限制ꎮ 而在实际的反应堆设计中ꎬ堆芯

燃料组件发热分布存在不均匀性ꎬ如果能够通过合理调配堆芯流量分布ꎬ实现发热功率分布与流量分

布匹配ꎬ则可以展平冷却剂堆芯出口温度ꎮ 均匀的温度分布可获得较好的热工特性ꎬ有利于堆芯出口

温度的安全裕度提升和反应堆运行挖潜[１]ꎮ 相对于强迫循环反应堆而言ꎬ自然循环反应堆的一回路

冷却剂循环流动完全依靠冷却剂密度差形成的浮升力驱动ꎬ由于浮升力有限ꎬ回路内的循环流动状态

受回路阻力影响较大ꎬ这就对回路阻力设计提出了更高的限制和要求ꎬ需要对堆芯流道阻力进行比较

细致的研究:除了需要将阻力控制在限定范围内使得的回路流量满足设计要求以外ꎬ还必须合理设计

堆芯流道阻力分布ꎬ以分配进入堆芯燃料组件通道的流量ꎮ 这是因为:受到驱动力的限制ꎬ回路所能

提供的自然循环流量有限ꎬ因此分配进入各燃料组件流道的流量更应当充分利用ꎬ而且其分布对流道

内局部的热工工况有较大影响ꎬ直接关系到反应堆热工安全ꎮ 因此ꎬ合理的堆芯入口流量分配对于反

应堆、尤其是自然循环反应堆的运行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ꎬ需要开展堆芯流量分配设计与优化研究ꎮ
在本文中设计了一套基于子通道热工分析的堆芯流量分配优化方法和相应的计算程序ꎬ并利用其对

闭式燃料组件堆芯算例进行了流量分布优化及相关热工特性影响的初步研究ꎮ

１　 流量分配设计介绍

压水反应堆堆芯一般由多组燃料组件构成ꎮ 反应堆主回路中的冷却剂进入堆芯ꎬ流经燃料组件

图 １　 闭式并联通道示意图

通道并带走堆芯热量ꎮ 对于本文所研究封闭式燃料组件ꎬ堆芯可看作闭

式并联通道[２]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各燃料组件通道彼此独立ꎬ冷却剂从压力壳

下腔室进入堆芯后按一定比例分配进入各个燃料组件通道ꎬ在各组件通

道间内流动的冷却剂无相互的流量交混ꎬ从堆芯出口流出后在上部腔室

内汇合ꎮ
堆芯流量分配设计是通过一定的热工水力设计控制进入各组件通道

内的流量ꎬ获得期望的堆芯流量分布ꎬ使之与功率分布合理匹配ꎬ并确保

反应堆热工安全(如最小临界热流密度比 ＭＤＮＢＲ 等参数满足要求的设

计限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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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堆芯设计确定的情况下ꎬ工程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流量分配措施是在堆芯各燃料组件流道的入

口设置局部阻力件(如节流孔板)来改变各组件入口处的局部阻力ꎬ从而调整各组件通道的流动阻力ꎬ

进而达到调整各通道内的冷却剂流量的目的
[ ３ ] ꎮ

２　 堆芯流量分配优化方法及程序介绍

２.１　 流量分配优化基本思路

本文流量分配优化以堆芯各组件通道出口温差作为优化目标变量ꎬ通过出口温差判断堆芯出口

温度展平情况是否符合要求ꎮ 为了加速优化过程ꎬ首先根据给定的组件通道功率分布、非入口阻力分

布、组件几何参数以及最小入口阻力系数ꎬ求解获得堆芯出口温度分布展平时各组件通道入口阻力系

数的预估近似值ꎮ 然后ꎬ再基于近似解下的各通道出口冷却剂温度逐步调整入口阻力使得堆芯出口

温差减小ꎮ 重复上述调整过程ꎬ直至堆芯各通道间出口最大温差符合预期优化目标ꎬ从而最终通过调

整各组件通道的入口阻力实现堆芯出口处冷却剂温度分布展平ꎬ此时各组件通道內流量与堆芯发热

功率达到较好匹配ꎮ
在实现堆芯出口温度分布展平的流量分配优化后ꎬ将进一步对当前方案下堆芯內各燃料组件进

行更为精确的子通道热工计算[ ４ ]ꎬ获得各组件內燃料元件的 ＭＤＮＢＲ 等安全指标数值ꎬ并与给定的安

全限值比较ꎮ 若不满足要求则需返回继续调整堆芯流量分布ꎬ以使反应堆热工安全指标满足要求ꎮ

２.２　 堆芯流量分配优化程序

为了以上堆芯流量优化策略的数值实现及应用ꎬ本研究开发一套耦合了子通道热工分析程序

ＣＯＢＲＡ ＩＩＩＣ 的流量分配优化程序ꎮ 在优化过程中ꎬ通过与 ＣＯＢＲＡ 的数据传输和调用ꎬ完成堆芯部分

的热工水力计算或子通道分析ꎮ 出于研究需要ꎬ对 ＣＯＢＲＡ ＩＩＩＣ / ＭＩＴ－２ 程序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
[ ５ ] ꎮ

流量分配优化程序基本流程如图 ２ 所示ꎮ 该程序开发完成后ꎬ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测试和验证[６]ꎬ结
果表明其能够有效地调整堆芯流量分布、实现堆芯出口温度展平ꎮ

３　 计算分析

３.１　 算例简介

本文选用了一个自然循环反应堆设计作为算例ꎬ以研究堆芯流量分配对堆芯热工特性的影响ꎮ
由于堆芯燃料组件对称分布ꎬ因此选取堆芯 １ / ４ 部分建模计算ꎮ 反应堆主要的热工参数见表 １ꎮ

表 １　 主要参数

参数 数值

堆芯总发热功率 / ＭＷ
系统压力 / ＭＰａ
堆芯入口质量流速 / (ｋｇ∙ｍ２∙ｓ－１)
堆芯入口平均温度 / ℃
燃料组件通道类型数

通道长度 / ｍ

１５
７.５

２２５.６
２２２.６

８
２.３

３.２　 计算结果

堆芯功率分布的不均匀造成了堆芯各燃料组件流道的出口温度存在差异ꎬ而堆芯功率分布在堆

芯寿期内又随时间改变ꎬ因此堆芯各燃料组件通道间的出口温度差异也随时间发生变化ꎮ 图 ３ 显示

了本算例未进行流量分配优化前三个典型阶段下堆芯不同燃料组件通道间的最大出口温差ꎮ 从图中

可以知ꎬ堆芯寿期初的燃料组件通道间的冷却剂最大出口温差约 ６ ℃ꎬ随着运行过程堆芯功率分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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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通道间出口处的冷却剂最大温差逐渐变大ꎬ至寿期末燃料组件道间的冷却剂最大出口温差增加至

１２ ℃左右ꎮ

图 ２　 流量分配优化程序的流程框图

图 ３　 未优化前不同阶段燃料组件通道出口处冷却剂最大温差

图 ４ 是分别基于三个典型阶段的堆芯功率分布进行流量分配优化后得到的结果对比ꎮ 可以

看到ꎬ针对每个阶段的功率分布进行流量分配优化后的结果ꎬ都能够使得当前阶段下的堆芯各燃料组

件通道出口的冷却剂温度充分展平ꎬ但是由于堆芯功率分布随时间的变化ꎬ该优化方案对于其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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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量分配优化效果有所减弱ꎬ即堆芯出口冷却剂温度存在差异ꎮ 甚至在以堆芯寿期末功率分布为

优化基准的流量分配方案下ꎬ其在寿期初通道间冷却剂最大出口温度差比未进行优化的结果还要高ꎬ
这说明此时的流量分配设计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优化方案ꎮ

图 ４　 针对不同阶段进行优化方案下的燃料组件通道出口处冷却剂最大温差对比

为了能够获得一个适用于堆芯整个寿期的堆芯流量分布优化结果ꎬ选用以上三个典型阶段流量

分配优化结果下的阻力分布平均值作为新的优化方案ꎬ其与未进行流量分配优化的结果对比见图 ５ꎮ
可以看出ꎬ新方案下的堆芯出口冷却剂温差对于整个堆芯寿期来说ꎬ较未优化前有所降低ꎬ整个堆芯

寿期内组件通道间的最大出口温差不大于 ６ ℃ꎮ

图 ５　 改进优化方案下不同阶段燃料组件通道出口处冷却剂最大温差

图 ６ 显示的是堆芯寿期内燃料组件通道间冷却剂最大出口温差的归一化比较结果ꎬ其中未进行

流量分配优化下堆芯寿期内出现的通道间冷却剂最大出口温差设为 １００％ꎮ 从比较结果可以看出ꎬ新
流量分配优化方案下(按三个典型阶段流量分配优化方案的平均值)的通道间冷却剂最大出口温差相

比未优化时降低了约 ５０％ꎬ温度展平效果明显ꎮ 另外ꎬ此方案下的温度展平效果总体也优于其他三种

按照不同阶段功率分布进行流量分配优化的方案ꎮ
通过合理的流量分配ꎬ可以展平堆芯出口温度ꎬ从而相对来说提高了同样热工条件下的运行安全

裕度ꎮ 对于自然循环反应堆来说ꎬ由于回路驱动力有限ꎬ因此回路阻力增大导致的回路流量减小较为

明显ꎬ这对于反应堆热工运行来说是不利的ꎮ 以本文为例ꎬ简化假设反应堆运行功率、系统压力、冷却

剂入口温度等参数均不变化ꎬ只是由于回路中某处部件阻力增大导致回路总流量减小 １０％ꎬ这时燃料

组件通道出口处冷却剂的过冷度将减小ꎮ 图 ７ 显示了未进行流量分配优化和按以上平均方案进行优

化方案下ꎬ当堆芯流量减小 １０％情况下堆芯通道出口最小过冷度的对比结果ꎬ其中未进行流量分配优

化时 １００％总流量下出口温度最高(过冷度最小)组件通道的过冷度设定为 １００％ꎮ 从对比结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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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优化方案下堆芯寿期内燃料组件通道出口处冷却剂最大温差对比

看到:１００％流量下ꎬ进行优化后出口温度最高通道的冷却剂过冷度相比未进行优化时增加到了

１１０％ꎮ 而当回路总流量减小 １０％时ꎬ堆芯燃料组件出口处冷却剂温度升高、过冷度减小ꎬ未进行优化

时的通道出口处冷却剂最小过冷度从 １００％降低至原来的 ６５％左右ꎬ在进行流量分配优化后ꎬ虽然过

冷度也有所减小ꎬ但其只减少到了原来的 ７５％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进行流量分配优化后ꎬ当反应堆回路

水力参数发生改变时ꎬ堆芯安全裕度变化较原来有所改善ꎬ这对于反应堆设计是有利的ꎮ

图 ７　 流量改变时燃料组件通道出口处冷却剂过冷度变化对比

４　 结论

合理的堆芯入口流量分配能够实现堆芯内功率分布与冷却剂流量的良好匹配ꎬ增加反应堆运行

热工安全裕度ꎬ这尤其对于驱动力有限的自然循环反应堆运行和热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本文中

通过设计的一套基于子通道热工分析的堆芯流量分配优化方法和相应的计算程序ꎬ对一算例进行了

流量分配优化设计和比较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通过调节堆芯组件通道的入口阻力分布ꎬ可有效地改变堆

芯内的流量分布ꎬ使之与功率分布匹配ꎬ减小组件通道间冷却剂出口温差ꎬ达到堆芯出口温度展平的

目的ꎮ 通过对流量分配优化方案的比较ꎬ分析得出使用基于不同阶段堆芯流量分配优化结果进行平

均处理的方案ꎬ能够在全堆芯寿期内有效降低堆芯通道间的冷却剂出口温差ꎬ在运行中获得更高的堆

芯出口过冷度ꎬ这对于反应堆运行热工安全以及功率的提升挖潜是有利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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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伟(１９８１—)ꎬ男ꎬ工程师ꎬ双学士ꎬ现主要从核电厂二回路技术与设计管理工作

摘要:核电厂连续发生的冷源取水堵塞事件ꎬ严重影响到了安全相关系统和电厂可靠性ꎮ 最近几年来ꎬ尽管核电行业

已认识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ꎬ并采取了预防措施ꎬ但该类事件的发生率并没有明显下降ꎮ 取水口堵塞是一种变化的、
正在发生的威胁ꎬ不容易预测ꎮ 应急冷却系统仍继续受到循环水突然或意外丧失的影响ꎮ 许多核电厂不了解冷源取

水系统的弱点ꎬ因此没能做好充分的准备ꎮ 本文重在对核电厂冷源取水拦污设计进行优化分析ꎬ明确拦污设计优化方

案ꎬ以降低冷源取水堵塞风险ꎬ保障冷源取水安全ꎬ为后续核电厂冷源取水拦污设计或运行核电厂拦污技术改进提供

参考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取水ꎻ防堵塞ꎻ设计优化

核电厂连续发生的冷却水取水口堵塞事件ꎬ严重影响到了机组安全和电厂可靠性ꎮ 最近几年来ꎬ
尽管核电行业已认识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ꎬ并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ꎬ但该类事件的发生率并没有明

显下降ꎮ 核电厂冷源取水口堵塞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ꎮ

１　 核电厂冷源堵塞事件特点分析

结合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冷源堵塞事件ꎬ分析总结冷源堵塞事件主要特点如下:
(１)不易预测

取水口堵塞是一种变化的、正在发生的威胁ꎬ不容易预测ꎬ且容易在短时间内爆发ꎮ 设计上ꎬ未考

虑采取监测技术和预报手段ꎬ来处理冷却水取水口堵塞事件ꎮ
(２)原因多样化

虽然冷却水取水口堵塞不是一个新问题ꎬ但促成堵塞的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ꎮ 气候的周期性

变化、海生物的数量和习性的改变、其他厂址环境条件的改变等都可能导致冷源取水堵塞的可能性

增大ꎮ
(３)影响核电厂安全

根据 ＷＡＮＯ 分析ꎬ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发生的 ４４ 起事件中ꎬ约 ２０％对安全相关系统有直接影

响ꎬ有超过 ８０％影响到了正常发电ꎮ 另外ꎬ恶劣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多起冷却水取水口堵塞事件导致了

机组多重瞬态、停堆和降功率ꎮ
(４)防治难度大

尽管一些电厂已经意识到需要更新取水口构筑物设备ꎬ运用最新技术缓解取水口堵塞状况ꎬ减少

微粒侵入ꎬ但相关事件表明这些设计变更或改造没有全面考虑取水口构筑物的所有弱点ꎮ 一些关于

取水口布置拦网系统、冗余安全相关厂用水系统的设计增加了安全裕度ꎮ 但尽管如此ꎬ循环水系统仍

面临着取水口堵塞问题ꎬ冷源堵塞事件频发ꎮ

２　 核电厂冷源堵塞设计原因分析

由于电厂许多人员认为取水口构筑物属于非安全相关领域ꎬ没有充分理解其对冷源或最终热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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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影响ꎬ因此ꎬ他们没有把该领域内设计问题放在足够的优先地位ꎮ 取水口构筑物、设备和相关

系统设计ꎬ无法支撑可能变化的环境条件ꎮ
目前ꎬ核电厂冷源取水防堵塞设计主要采用粗、细格栅(配套清污机)加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

的配置方式ꎬ分析其主要问题如下ꎮ
(１)缺乏监测及预警手段

目前ꎬ核电厂取水设计中ꎬ并未考虑对取水水质、海生物、杂物等进行监测ꎬ也缺乏预警机制ꎮ 在异常

情况下ꎬ核电厂运行人员无法提前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ꎬ不利于提前布置相应预防措施ꎮ
(２)清污机效果较差

核电厂取水口设计中通常采用粗格栅、细格栅及相应的清污机进行拦污并清理ꎮ 粗格栅间距

２００ ｍｍꎬ用来拦截较大尺寸的海生物和杂物并使用配套的移动式清污机进行清理ꎮ 细格栅间距 ５０ ｍｍꎬ
用来拦截有效界面尺寸在 ５０ ｍｍ 以上的海生物和杂物ꎬ并使用配套的往复式清污机进行清理ꎮ

由于粗、细格栅间距较大ꎬ无法对水母、虾群、鱼群、海地瓜、棕囊藻等小型海生物或者软体海生物

等众多海生物进行有效拦截ꎬ且配套的清污机打捞效率较差ꎮ
(３)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容易堵塞

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是防治冷源堵塞的最后一道屏障ꎬ也是最关键部件ꎮ 由于粗、细格栅拦污

效果较差ꎬ大量海生物及杂物会在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上聚集ꎬ如果打捞及清理不及时ꎬ往往容易

造成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失效ꎬ从而形成冷源堵塞事件ꎮ 这也是国内外冷源堵塞事件频发的主要

原因ꎮ
综上分析ꎬ目前核电厂冷源取水防堵塞常用设计未能针对各种可能的堵塞风险进行“纵深防御”ꎬ

主要依靠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进行拦截及打捞ꎬ难以应对小型群体海生物或杂物入侵问题ꎬ需对冷

源取水防堵塞设计进行优化ꎮ

３　 核电厂冷源取水防堵塞设计改进建议措施

为降低冷源堵塞事件发生的可能性ꎬ国核示范电站组织进行了专题研究ꎬ对相关核电厂及设备厂

家进行了广泛调研和交流ꎬ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本文结合冷源堵塞事件分析及冷源防堵塞专题研

究结果ꎬ明确核电厂冷源取水防堵塞设计优化建议措施如下ꎮ

３.１　 定期进行环境条件评价分析

为不断适应变换的环境对取水口造成的可能影响ꎬ降低取水口堵塞风险ꎬ建议:
①运行核电站每两年进行一次环境条件调查及评价分析ꎬ以便全面了解这些事件对核电厂安全

的重要性ꎮ 根据风险程度ꎬ及时采取预防措施ꎻ
②对于新建核电厂ꎬ在执行概率安全评价或类似评价时ꎬ应将各种可预见的威胁都包括在评价模型

当中ꎬ对于常见的海藻、水母、虾群、鱼群、海草等潜在风险源均应在防堵塞设计中加以考虑ꎻ
③特殊厂址ꎬ还应考虑海冰、溢油等危险源的应对措施ꎮ

３.２　 进行水质监测

为了解取水口水质变化情况ꎬ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ꎬ建议在取水口附近区域安装海洋监测浮标

系统ꎮ
海洋监测浮标系统是由多种监测技术集成的技术体系ꎬ整个系统由锚系浮标、水上气象传感器、

水下多参数水质探头、数据采集器及 ＧＰＲＳ 无线发射装置及岸站中心实验室构成ꎮ 可用于水质的长

期监测和管理ꎬ可实时监测海洋气象因子ꎬ水质参数(ｐＨ、电导率、温度、营养盐、溶解氧、浊度、叶绿素

ａ 等等)ꎻ数据可通过 ＧＰＲＳꎬ或手机信号系统传送到达基站ꎮ
水质监测有利于核电厂对取水区域水质的长期监测和管理ꎮ 通过总结海生物爆发与水质参数变化

规律ꎬ可为后续取水口防堵塞工作提供参考ꎮ 如通过海水水温与水母爆发之间关系ꎬ可判断出水母爆发

大概周期ꎻ通过水质中溶解氧和叶绿素指标与海藻爆发之间的关系ꎬ可以提前判断海藻爆发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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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布置监视设备

由于冷源堵塞事件容易在短时间内爆发ꎬ人为组织干预所需时间较长ꎬ且水面下海生物及泥沙等

很难用肉眼直接察觉ꎬ因此ꎬ需要在取水口周边布置水生物监测设备(视频监视和声呐探测设备)ꎬ实
时掌握水下海生物分布情况ꎬ以便运行人员提前准备好应对措施ꎮ

３.４　 设置拦油栅

海面漂浮的海藻、海草、杂物以及浮冰、溢油等ꎬ需在取水口进行拦截并清理ꎬ避免大量漂浮物进

入取水前池或者循环水流道中ꎬ导致清理难度增大ꎮ
拦油栅布置在取水口水面上部ꎬ延伸到水面下一定深度ꎬ具备拦截海面漂浮物及浮冰、溢油的

能力ꎮ
同时ꎬ取水口应布置水面打捞装置(如水面割草机)ꎬ对杂物进行打捞ꎬ防止取水口漂浮海生物或

者杂物过度堆积造成拦污失效ꎮ

３.５　 设置拦污网

为防止大量大体积海生物、杂物进入取水流道ꎬ可在取水口入口区域设计拦污网进行初步拦截ꎮ
防污网布置在隔油栅后面ꎬ可延伸到取水口底部ꎬ网眼 １０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 左右(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选择)ꎬ具备一定的载荷能力ꎬ主要拦截体积稍大的水生物ꎬ例如堆积海藻、海草和其他草类、大型水

母、鱼群等ꎮ
取水口拦污网可采取“人”字形布置ꎬ海生物可随潮汐作用自动疏散ꎮ 对于无法自动疏散的海生

物及杂物ꎬ应考虑布置水下打捞器、水下机器人、打捞船舶等设备对拦污网进行清理ꎬ防止取水口海生

物或者杂物过度堆积造成拦污失效ꎮ

３.６　 采用新型回转式清污机

核电厂常用的细格栅(间距 ５０ ｍｍ)及固定式清污机拦截效果差ꎬ且打捞效果差ꎬ作用有限ꎬ需对

设备进行更新调整ꎮ 国核示范电站根据海生物防治专题研究结果ꎬ建议将细格栅及配套的固定式清

污机调整为新型回转式清污机ꎬ并已组织实施ꎮ
回转式清污机设置于粗格栅之后ꎬ是集拦污栅和清污机于一体的连续清污装置ꎬ它以拦污栅为基

础ꎬ通过绕栅回转链条将清污齿耙驱动ꎬ实现拦污及清污目的ꎮ 新型回转式清污机栅距 ２５ ｍｍ 左右ꎬ
耙斗型式多样ꎬ可采用齿形耙斗和带孔勺形耙斗ꎬ用以携带水母、水草等海生物ꎮ 回转式清污机模拟

试验图片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回转式清污机及实验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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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式清污机优点如下:
①格栅间距可根据需要调整(最小可达到 ２０ ｍｍ 左右)ꎬ能够对最小截面尺寸大于栅条间距的海

生物(包括大型水母、鱼类等)进行有效拦截ꎻ
②采用带孔勺形耙斗ꎬ可以捕捞小鱼、小虾、小型水母等海生物ꎻ
③耙斗采用回转循环运动方式ꎬ较原往复式清污机打捞效率更高ꎻ
④总体清污效果大大提高ꎬ能有效减轻鼓形滤网负荷ꎮ

３.７　 鼓型滤网(或旋转滤网)局部优化

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作为取水口防堵塞的最后一道屏障ꎬ也是引发紧急停堆和大修的最关键

部件ꎮ 鼓形滤网(或旋转滤网)失效是循环水丧失事件最常见的原因ꎮ 因此ꎬ需对鼓型滤网(或旋转

滤网)的设计进行重点核查ꎬ提高其运行可靠性ꎮ 本文结合冷源防堵塞专题研究成果ꎬ建议鼓形滤网

设备优化方案如下:
①合理进行鼓形滤网电源布置ꎬ确保鼓型滤网运行可靠性ꎻ
②提高鼓网结构强度及电机载荷能力ꎬ降低鼓网因过载失效的概率ꎻ
③增加鼓网拦污板或捞污斗ꎬ提高鼓网打捞能力ꎻ
④增加鼓网冲洗水设计的可靠性ꎬ提高冲洗水压力ꎬ增大鼓网清理能力ꎬ降低鼓网堵塞的可能性ꎮ

３.８　 应用防海生物涂料

取水管道、拦污设备上海生物聚集也是导致取水口堵塞的重要因素ꎮ 目前ꎬ核电厂普遍采用加氯

措施来防治ꎬ但由于加氯会使海生物产生抗药性ꎬ破坏周围海域环境ꎬ影响养殖业ꎬ且费用较高ꎮ
防海生物涂料能有效解决环境影响问题ꎬ并已经在国内外部分核电工程中被采用ꎮ 为验证使用

效果ꎬ田湾核电和台山核电分别进行过防海生物涂料挂板试验ꎮ 试验结果显示ꎬ部分防海生物涂料能

够在低流速海水条件下有效防止海生物附着ꎬ成果显著ꎮ
三门核电、田湾核电、阳江核电等核电厂已经在循环水系统中应用防海生物涂料ꎬ效果较好ꎮ

３.９　 布置防结冰措施

北方核电厂址容易出现结冰或浮冰情况ꎬ为应对环境变化或极端天气影响ꎬ建议存在结冰可能的

厂址取水工程布置热水回流、电加热等防冰措施ꎬ防止冰块或拦污设施结冰堵塞取水通道ꎮ

４　 防冷源堵塞纵深防御体系

本文在遵循核电厂通用设计思路的基础上ꎬ采用纵深防御策略ꎬ对部分设计进行了优化ꎬ形成了

防冷源堵塞纵深防御体系ꎮ 冷源防堵塞纵深防御体系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冷源防堵塞纵深防御示意图

冷源防堵塞纵深防御体系优点如下:
①可提前预测ꎬ实时监控ꎬ增大干预措施的有效性ꎻ
②可实现机械打捞ꎬ降低人力消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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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采用纵深防御体系ꎬ有效提高拦污及清理的针对性ꎬ降低拦污装置失效的可能性ꎬ提高机组运

行安全ꎮ
新建核电厂ꎬ可参考进行取水口防堵塞设计ꎬ已建核电厂可参考进行设计改进ꎬ以降低冷源堵塞

的概率ꎬ从而提高核电厂运行安全性ꎮ

５　 结束语

目前ꎬ核电厂冷源防堵塞典型设计已无法满足海生物防治的需要ꎬ成为核电厂运行的一大隐患ꎮ
设计上由于缺乏必要的设计准则ꎬ新型电厂设计中往往不会考虑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ꎮ 即使明确了

环境条件ꎬ也无法明确具体的设计标准ꎬ给电厂冷源防堵塞设计带来困难ꎮ 防冷源堵塞纵深防御体系

建议方案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并提出的ꎬ部分方案已在核电厂中实施或计划实施ꎬ整体方

案具体实施效果还需进一步验证ꎮ
建议有关国家主管部门牵头ꎬ制定核电厂冷源防堵塞标准ꎬ建立核电厂防海生物入侵的纵深防御

体系ꎬ针对海生物拦截设备、管材选择、涂料等进行统一规定ꎬ以期更好地指导核电厂冷源取水防堵塞

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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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乏燃料管理技术路线的建议

刘新华ꎬ赵善桂ꎬ魏方欣ꎬ徐春艳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乏燃料闭式循环是已经实行多年的国家政策ꎮ 近年来ꎬ由于乏燃料数量的迅速增长和未来更多的产生ꎬ以及后

处理设施建设的巨大经济代价和技术难度ꎬ许多人对现有的国家政策提出质疑ꎮ 本文坚持乏燃料闭式循环的国家政

策ꎬ针对乏燃料管理的需求ꎬ提出了针对性的乏燃料管理技术路线建议:适度建设后处理设施ꎬ保持后处理设施建设与

快堆建设相协调ꎻ乏燃料短期贮存与高放废物处置库长期贮存相结合ꎬ留待未来后处理ꎮ 其中利用高放废物处置库进

行长期贮存ꎬ是本建议的核心ꎬ具有新意ꎬ可供广泛研讨ꎮ

　 　 　 　 　 　 　 　 　 　 　 　 　 　 　 　 　 　 　 　 　 　 　 　 　 　 　 　 　 　 　 　 　 　 　 　 　 　 　 　 　 　 　 　 　 　　
　

　
　 　　　　　　　　　　　　　　　　　　　　　　　　　　　　　　　　　　　　　　　　　　　　　　

　
　

　
　

作者简介:刘新华(１９８０—)男ꎬ硕士ꎬ研究员ꎬ现主要从事核安全与辐射安全

关键词:乏燃料管理ꎻ 长期贮存ꎻ高放废物处置库

世界上ꎬ乏燃料管理存在两种技术路线ꎮ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次性通过技术路线ꎬ比较典型的

是将乏燃料当成具有一定固有安全性的高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ꎬ在核电厂厂址干法贮存ꎬ留待未来直

接在高放废物地下处置库处置ꎮ 另一种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闭式循环技术路线ꎬ即对乏燃料进行

适当时间暂存后进行后处理ꎬ将铀、钚等易裂变核素提取出来继续利用ꎬ残留的高放废液玻璃固化后

在高放废物地下处置库处置ꎮ
我国实行乏燃料闭式循环的国家政策ꎬ已经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商用后处理技术研究和工程

实践ꎮ 但是由于后处理设施投资高ꎬ快堆建设缓慢ꎬ导致提取出来的铀、钚再利用困难ꎬ因此后处理设

施建设缓慢ꎮ 近年来ꎬ随着乏燃料数量的迅速增长和未来更多的产生ꎬ乏燃料管理面临很大压力ꎮ 笔

者曾详细地分析了乏燃料离堆贮存需求[１]ꎮ 近年来ꎬ一些运行核电厂乏燃料无处可去ꎬ影响核电厂的

正常运行ꎬ迫不得已采用转运至同厂址其他堆燃料水池暂存ꎮ 目前ꎬ几个运行核电厂正在厂址内申请

建设乏燃料干法贮存设施以临时解决该问题ꎮ 基于上述情况ꎬ乏燃料管理国家政策再次引起广泛的

讨论ꎬ许多人对现有的国家政策提出质疑ꎮ 本文在坚持乏燃料闭式循环国家政策的前提下ꎬ提出了针

对性的乏燃料管理技术路线建议ꎬ意图解决乏燃料数量的大量增加与后处理厂建设进度不协调的难

题ꎬ可供广泛研讨ꎮ

１　 坚持乏燃料闭式循环国家政策

我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核电发展伊始ꎬ就确立了核燃料闭式循环的国家政策ꎬ制订了核能三步

走(热堆—快堆—聚变堆)的战略ꎬ发展核电必须相应发展后处理ꎮ 在历次«核安全公约»国家履约报

告中ꎬ均重申闭式循环的乏燃料管理政策ꎮ 在国家相应规划中ꎬ均体现了这一政策ꎬ如«核电中长期发

展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核工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国的能源政策(２０１２)»白皮书、«能源发展

战略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等[２－７]ꎮ

核能三步走战略ꎬ是从我国的资源和环境实际状况出发做出的科学选择ꎬ也是我国核能科技发展

的根本方向ꎮ
实行乏燃料闭式循环ꎬ是核能“三步走”战略的组成部分ꎬ是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ꎮ 通过发展核

电厂乏燃料后处理技术ꎬ实现我国热堆、快堆协调发展ꎬ可大大提高铀资源利用效率ꎬ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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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设施并不新增放射性活度ꎮ 对核电厂乏燃料进行后处理ꎬ可大大减少放射性废物体积ꎬ特
别是高放废物的体积ꎬ从而减少长期环境风险ꎮ 后处理设施为进一步处理放射性废物(例如嬗变)提
供技术条件ꎮ 后处理技术除了提取铀、钚以提高铀资源利用率外ꎬ还可将乏燃料中其他有价值的核素

提取出来ꎬ开展核技术利用活动ꎮ
乏燃料后处理技术是成熟的ꎮ 我国已经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商用后处理技术研究和工程实

践ꎮ 由于军事目的原因ꎬ后处理技术在几个核大国得到长期的研究ꎬ现在通用的普雷克斯流程可从众

多公开渠道获取ꎬ已经非常成熟ꎮ
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是安全的ꎮ 早期后处理设施出现过红油爆炸和临界事故ꎬ这些事故促进了后

处理设施的安全研究和安全改进ꎬ正如三哩岛、切尔诺贝利、福岛核电厂事故促进核电厂的安全改进ꎮ
根据目前的认知ꎬ乏燃料后处理设施是安全的ꎬ严重事故的危害比核电厂低ꎬ综合风险并不比核电厂

更高ꎮ

２　 乏燃料管理技术路线建议

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ꎬ考虑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平衡ꎬ提出关于乏燃料管理技术路线的建议ꎮ

２.１　 适度建设后处理设施ꎬ保持后处理设施建设与快堆建设相协调

在市场经济时代ꎬ没有经济性是没有出路的ꎮ 因此ꎬ不能脱离后处理产品的应用需求ꎬ盲目的建

设后处理设施ꎮ 后处理设施的建设ꎬ必须与快堆建设相协调ꎮ
快堆建设现状ꎮ 为积极稳妥推进快堆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ꎬ参照国际经验ꎬ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和

技术基础ꎬ提出了“实验快堆、示范快堆、商用快堆”的战略发展思路ꎮ 我国实验快堆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首

次实现临界ꎬ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成功实现并网发电ꎮ 后续目标是在 ２０２３ 年左右建成示范快堆ꎬ在 ２０３５ 年左

右建成百万千瓦级商用快堆ꎮ 远景目标是在 ２０５０ 年与压水堆协同发展到能满足我国能源发展对核

电的规模需求ꎮ 目前已经启动示范快堆的建设ꎮ
后处理设施建设现状ꎮ 我国后处理中间试验厂正在热调试ꎬ２００ 吨后处理设施已经开始建设ꎬ

８００ ｔ后处理设施处于前期选址阶段ꎮ «能源技术革命重点创新行动路线图» [８]明确提出:推进大型商

用水法后处理厂建设ꎬ到 ２０３０ 年基本建成我国首座年处理能力为 ８００ ｔ 的大型商用乏燃料后处理厂ꎮ
后处理能力保持ꎮ 即使暂时不建设快堆ꎬ保持一定的后处理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ꎮ 像美国这样

一次通过技术路线的国家ꎬ也仍旧保持后处理能力ꎬ特别是研发能力ꎮ 在实行闭式循环技术路线的我

国ꎬ更为必要ꎮ 适当的后处理能力可以保持较高水平的研发、运行能力ꎬ以便在快堆推广时具备国际

领先的后处理技术ꎮ
后处理设施的建设规模与进度ꎬ应与快堆建设相协调ꎮ 建设多大规模的后处理设施ꎬ主要取决于

快堆的建设规模和建设进度ꎬ而不是压水堆的建设规模ꎮ 与快堆建设相协调ꎬ可以有效地解决后处理

产品的出路和后处理设施的经济性ꎮ
经济性考虑ꎮ 目前有些学者将后处理得到的铀钚经济性与浓缩设施得到的铀经济性直接相比ꎬ

认为后处理的经济性不足ꎬ笔者认为这样的比较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ꎮ 后处理技术主要是为

了提取铀、钚用于快堆ꎬ而不是返回至压水堆ꎮ 目前由于快堆建设相对较慢ꎬ后处理产品不得不应用

至压水堆ꎮ 如果后处理得到的铀、钚产品不能有效利用ꎬ就没有经济性ꎬ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前景ꎮ 国

际上目前也只有法国持续运行较大规模的后处理设施ꎮ 因此ꎬ后处理设施的建设必须与快堆建设相

协调ꎮ 后处理的经济性评价必须考虑快堆因素ꎬ而不能孤立看待ꎮ
此外ꎬ适度建设后处理设施ꎬ有利于乏燃料贮存安全ꎮ 可以在后处理设施厂址内建设大型乏燃料

湿法贮存设施ꎬ解决目前压水堆乏燃料暂存问题ꎬ避免每个核电厂址都建设乏燃料干法贮存设施ꎬ减
少乏燃料干式贮存设施的数量ꎬ有利于安全ꎮ

２.２　 乏燃料短期贮存与高放废物处置库长期贮存相结合ꎬ留待未来后处理

在后处理设施规模与快堆发展相协调的情形下ꎬ压水堆乏燃料的数量与后处理能力不协调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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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ꎬ必然有大量的乏燃料需要贮存ꎬ留待未来后处理ꎮ 因此ꎬ合理有效

地解决乏燃料长期安全贮存问题ꎬ是坚持乏燃料闭式循环政策的关键ꎮ 采用湿法贮存设施或干法贮

存设施进行短期贮存ꎬ采用高放废物地下处置库进行长期贮存ꎬ将乏燃料短期贮存与长期贮存相结

合ꎬ可以有效地解决乏燃料贮存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问题ꎮ
湿法贮存ꎮ 我国后处理中试厂配套的贮存能力为 ５５０ ｔ 的乏燃料湿法贮存设施已安全运行超过

２０ 年ꎮ 湿法贮存设施建设的优点是可与后处理设施相配套ꎬ并且可建设较大贮存容量ꎬ从而降低单位

乏燃料贮存费用ꎮ 例如法国阿格后处理厂配套的湿法贮存设施贮存能力超过万吨ꎮ 大型乏燃料湿法

贮存设施还可避免每个核电厂址都建设乏燃料干法贮存设施ꎬ有利于安全ꎮ
干法贮存ꎮ 我国尚没有压水堆乏燃料干法贮存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经验ꎬ但从美国、德国等国际上

干法贮存设施运行经验和我国秦山三期坎杜堆乏燃料干法贮存设施运行经验来看ꎬ干法贮存设施是

安全的ꎮ 干法贮存设施一次投资相对较小ꎬ可根据乏燃料产生情况考虑干法贮存模块建设规模和进

度ꎬ类似我国坎杜堆乏燃料贮存设施ꎬ在核电厂址内ꎬ一次规划ꎬ分批建设ꎮ
无论干法贮存还是湿法贮存ꎬ寿期都是有限的ꎬ约数十年至百年ꎮ 暂存期限不足以保证后处理与

快堆建设的协调ꎬ只能作为短期贮存ꎮ 因此ꎬ必须寻找更长期、更安全、更经济的暂存方式ꎮ
在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中长期贮存ꎮ 地质处置库能够提供乏燃料与外部环境上万年的安全隔

离ꎬ可有力确保乏燃料长期贮存安全ꎮ 鉴于一个国家一般建设一个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ꎬ因此对于中

国这样的核大国ꎬ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必然具有相当规模的处置容量ꎬ可以满足所有乏燃料的长期贮

存需求ꎮ
可回取性ꎮ 乏燃料在高放废物处置库中的可回取性ꎬ是是否可以采用高放废物处置库进行乏燃

料长期贮存的关键ꎮ 目前ꎬ国际上对采取可回取方法进行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已经形成广泛共识ꎬ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ꎬ并且已具有一定的工程实践ꎮ 法国更将可回取明确列入放射性废物处置的法律要求

中ꎬ将可回取性作为地质处置库许可批准的必要条件ꎮ 通常ꎬ可回取性应确保乏燃料在放入地质处置

库后的 ２００ 年内可回取ꎮ 地质处置库可回取技术的主要起因在于乏燃料的资源禀性、为未来人类保

留选择权利和获得公众认可等ꎬ但客观上为乏燃料长期贮存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和经济的途径ꎬ从规

模上也更具优势ꎮ
短期贮存与长期贮存相结合ꎮ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可实现乏燃料长期贮存ꎬ但鉴于目前尚未开

始建设ꎬ因此需要与短期贮存统筹考虑ꎬ将长期贮存和短期贮存相结合ꎬ以满足乏燃料长期安全管理

的需求ꎮ 根据国家高放废物处置研发计划ꎬ２０２０ 年前建成地下实验室ꎬ２０５０ 年前建成高放废物地下

处置库ꎮ 根据国际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发的实践经验ꎬ地质处置库的建设周期可能会比预期更长ꎮ
为此ꎬ应结合地质处置库的建造进展ꎬ规划乏燃料的干法或湿法暂存ꎮ 在高放废物处置库中增加乏燃

料长期贮存的建设目的ꎬ也可推动高放废物处置库的建设ꎬ同时可扩充处置库建设的资金来源ꎬ有利

于高放废物长期安全[９－１３]ꎮ
在坚持乏燃料闭式循环政策的前提下ꎬ适当考虑部分乏燃料的直接处置ꎮ 根据国际乏燃料管理

实践经验ꎬ由于后处理技术制约、乏燃料所含有用核素不足和后处理燃料利用价值低等因素ꎬ部分乏

燃料或某些类型乏燃料不宜进行后处理ꎬ而应实行直接处置ꎮ 从经济性考虑ꎬ在乏燃料长期贮存基础

上可适当考虑对部分乏燃料进行直接处置ꎬ以合理确定乏燃料未来后处理需求ꎬ减少乏燃料长期贮存

压力ꎬ从经济性角度更好地确保乏燃料长期安全ꎮ
因此ꎬ明确提出在高放废物处置库中对乏燃料进行长期贮存的建议ꎬ有效地解决了乏燃料的长期

贮存问题ꎮ

３　 高放废物处置库建设建议

为了实现乏燃料短期贮存与高放废物处置库长期贮存相结合的技术路线ꎬ对高放废物处置库的

建设提出如下建议ꎮ
８４３



建设目标ꎮ 将高放废物处置库的建设与核电发展相结合ꎬ在高放废物处置库建设目标中ꎬ增加乏

燃料长期贮存的内容ꎮ 明确提出在高放废物处置库设计中应考虑可回取性ꎬ将可回取设计特性和可

回取时间与乏燃料长期贮存期限的需求相结合ꎮ 分别考虑湿法暂存乏燃料和干法暂存乏燃料的贮存

方案ꎬ以及轻水堆、重水堆、高温气冷堆等不同类型乏燃料的贮存和处置方案ꎬ即在建设目标中要纳入

相应的建设内容ꎮ 在处置库的设计中考虑乏燃料贮存与后续处置目标的衔接ꎮ
建设规模ꎮ 统筹考虑来自于乏燃料后处理的高放废液固化体的处置需求ꎬ重水堆和高温气冷堆

等暂时不宜后处理的乏燃料的处置需求ꎬ以及压水堆等拟未来进行后处理的乏燃料的长期贮存需求ꎬ
合理确定高放废物处置库的建设规模ꎮ 基于现有的高放废液固化工艺ꎬ将乏燃料在处置库中长期贮

存不会增加预期的建设规模ꎮ
建设进度ꎮ 高放废物处置库的建设进度ꎬ应考虑乏燃料短期贮存(湿法或干法在堆贮存)的能力ꎬ

确保乏燃料短期贮存与长期贮存的衔接ꎮ 乏燃料在高放废物处置库中长期暂存具有安全和经济上的

优势ꎬ但如果处置库的建设进度无法确保短期贮存的乏燃料及时运出ꎬ而不得不增加短期暂存能力ꎬ
则不可避免地在整体上造成经济损失和安全风险增加ꎮ

研发ꎮ 在高放废物处置研发规划中ꎬ考虑可回取性、乏燃料贮存方案及其安全的研发内容ꎬ同时

在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地下实验室的设计和相关研发项目中考虑可回取和乏燃料贮存安全的现场试

验ꎬ包括可回取设计特征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贮存容器长期安全性及其与周围材料的相适性ꎮ
资金ꎮ 高放废物处置库的建设可部分使用乏燃料基金ꎮ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征收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已于 ２０１０ 年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实施ꎮ 办法规定乏燃

料处理处置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乏燃料运输、乏燃料离堆贮存、乏燃料后处理、后处理产生的高放废

物的处理处置、后处理厂的建设、运行、改造和退役等ꎮ 从使用范围看ꎬ该基金主要用于与乏燃料直接

相关的活动ꎬ与高放废物处置直接相关的研发活动并不包含在内ꎮ 目前高放废物处置相关的活动也

并未得到该基金支持ꎮ 若将高放废物处置库作为乏燃料长期贮存的途径ꎬ则可从乏燃料离堆贮存角

度得到该基金的支持ꎬ将有力推进高放废物处置工作进展ꎬ解决高放废物处置目前面临的缺乏专项基

金支持的困境ꎮ

４　 结束语

本文基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的长期安全性、规模和回取技术ꎬ提出乏燃料在高放废物处置库长

期贮存的思路ꎬ进而在坚持乏燃料闭式循环国家政策的前提下ꎬ针对乏燃料管理的需求ꎬ提出了乏燃

料管理技术路线建议:适度建设后处理设施ꎬ保持后处理设施建设与快堆建设相协调ꎻ乏燃料短期贮

存与高放废物处置库长期贮存相结合ꎬ留待未来后处理ꎮ 其中利用高放废物处置库进行长期贮存ꎬ是
建议的核心ꎬ具有新意ꎬ可供广泛研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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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
平台构建技术研究

潘玉婷ꎬ曹芳芳ꎬ洪　 哲ꎬ张　 敏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ꎬ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放射性物品运输作为流动的风险源ꎬ其安保相对于固定场所(核设施或核技术利用等场所)较为薄弱ꎬ更容易发

生放射性物品的丢失、偷盗和破坏ꎬ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释放ꎬ对公众和环境的安全造成危害ꎮ 而对放射性物品安全

运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ꎬ可有效保证运输过程和事故处理处于安全可控状态ꎮ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

管理条例»中规定“国家利用卫星定位系统对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工具的运输过程实行在线监控”ꎮ 目前国内

对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的在线监控只有企业级和地市级监控平台ꎬ尚未建立国家级统一的监控平台ꎮ 而且对放

射性物品运输的监控仅局限于对车辆行驶位置的跟踪ꎬ对放射性物品的安全状态、辐射水平等无法实时掌控ꎮ 本文根

据放射性物品运输的特点ꎬ提出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需要实现的功能ꎬ并结合国内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的

运输量ꎬ提出在线监控平台构建方法和配置要求ꎬ最终形成集合实时跟踪、视频监控、辐射在线监测、防盗技术、电子围

栏、报警等技术于一体的在线监控平台ꎬ实现对全国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环节的统一在线监控ꎮ 该平台的建立

能够为放射性物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保卫、路线优化、辐射防护、应急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ꎬ有效地实现安全

运输ꎮ

　 　 　 　 　 　 　 　 　 　 　 　 　 　 　 　 　 　 　 　 　 　 　 　 　 　 　 　 　 　 　 　 　 　 　 　 　 　 　 　 　 　 　 　 　 　　
　

　
　 　　　　　　　　　　　　　　　　　　　　　　　　　　　　　　　　　　　　　　　　　　　　　　

　
　

　
　

作者简介:潘玉婷(１９８０—)ꎬ女ꎬ陕西西安人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放射性物品运输以及核材料管制的审评工作

关键词:放射性物品运输ꎻ监控平台ꎻＧＰＳꎻ辐射在线监测ꎻ报警

放射性物品运输是核能和核技术开发与应用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ꎬ是否安全、高效ꎬ直接关系核

能和核技术应用的公众形象ꎬ对核能和核技术应用的发展也会产生重要影响ꎮ 因此ꎬ放射性物品运输

的安全是核能和核技术应用整体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ꎬ而确保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是核安全监管的

一项重要工作ꎮ 放射性物品运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风险源的流动性ꎬ由于运输环节的安保相对于固

定场所(核设施或核技术利用等场所)而言ꎬ较为薄弱ꎬ更容易发生放射性物品的丢失、偷盗和破坏ꎬ导
致放射性释放ꎬ对公众和环境的安全造成危害ꎮ 而对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ꎬ可保证

运输过程和事故处理处于安全可控状态ꎮ 因此ꎬ建设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系统十分必要且迫在

眉睫ꎮ
国务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发布了«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ꎬ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

利用卫星定位系统对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工具的运输过程实行在线监控”ꎮ 根据条例的要求ꎬ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工具都安装了 ＧＰＳꎬ由各启运地的道路运输管理局进行

在线监控ꎬ也有小部分承运人自行建立了监控平台ꎬ对其下属车辆进行在线监控ꎮ 但目前国内尚未建

成一个对全国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的统一平台ꎮ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核与辐射安全监

管能力基地建设规划»的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验证能力建设项目中专门设立了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

监控室ꎬ拟对全国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进行统一在线监控ꎮ 本研究将为中心基地的放射性物品

运输监控平台建设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ꎮ

１　 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建设的总体需求

１.１　 在线监控平台实现的功能需求

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是基于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高性能计算机及无线通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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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先进技术[１]ꎬ充分利用现代通信技术ꎬ特别是基于多媒体(视频、音频、数据)技术的监控、指挥手

段和卫星移动通信技术ꎬ实现对放射性物质运输车辆的多种综合信息实时传送(大范围、多现场)ꎬ对
运输过程中的货包状态、车辆状态、线路状况等关键环节的实时监控ꎮ 围绕放射性物质运输的特殊性

应实现以下功能ꎮ
(１)车辆动态监控和视频管理

对运输车辆在线监控ꎬ可以实时直观的看到车辆地行驶信息ꎬ包括当前位置、行驶方向、当前速

度ꎬ无论在车辆静止还是行进过程中ꎬ均能把现场的动态视频图像清晰地、不间断地传回到监控中心ꎬ
使得监控中心的人员随时都能直观地看到运输车队在途中和停靠站的状况ꎬ及时发现靠近辐射控制

区的公众并通知车队ꎬ使其免遭照射ꎮ 发现破坏和破坏分子ꎬ即时发出警报ꎮ
(２)货包辐射剂量在线监测

通过在车辆适当位置安装辐射剂量监测设备ꎬ在运输途中连续监测货包周围的剂量率ꎬ并将测量

数据采集后实时传回到监控中心ꎬ供平台分析与评价ꎮ 一旦监测数据异常或超出设定的阈值ꎬ监控中

心软件立即发出报警信号ꎬ平台对报警进行分析ꎬ并与运输车辆取得联系ꎬ必要时启动应急响应ꎮ
(３)导航和规划最优路径

在平台系统内输入运输启动和终点ꎬ可自动规划最优路径ꎬ并为在线车辆提供导航服务避免驶入

拥堵路段和事故路段ꎮ
(４)设置电子围栏和固定路线

对于新燃料、乏燃料、六氟化铀等的运输ꎬ在其运输安分报告审批时ꎬ就已包括对运输线路的审

批ꎬ运输线路已固定ꎬ可在监控系统里预先划定运输车辆的行驶路径和时间ꎬ这样当运输车辆偏离原

批准的行车路线和行车范围时ꎬ系统将产生报警信号ꎮ
(５)历史轨迹浏览、视频回放和数据查询导出

支持由计算机桌面浏览车辆轨迹图、视频图像、辐射监测数据和报警事件信息ꎮ 历史数据(辐射

数据、报警事件、视频录像)可任意查询ꎬ视频录像支持快速回放和慢速回放ꎬ并可任意切换ꎮ 查询结

果可导出ꎬ随时生成报表ꎮ
(６)报警功能

①人工报警:驾驶员或押运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触发的报警ꎬ包括:遇到抢劫、交通事故、车辆故

障灯紧急情况ꎬ通过出击一键告警按钮ꎬ向监控平台上传报警信息ꎮ 平台收到报警后同时弹出车辆实

时的各类信息ꎬ监控人员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报警ꎮ
②车辆位置信息丢失报警:由于信号遮蔽、设备故障或恐怖分子故意破坏系统设备ꎬ导致车辆

ＧＰＳ / ＢＤＳ 信号丢失ꎬ平台系统自动报警ꎬ 监控人员可即刻与车辆驾驶员取得联系ꎬ查明信号丢失

原因ꎮ
③超速报警:平台可设定车辆速度阈值ꎬ当车辆超速行驶时ꎬ平台收到报警信号ꎬ同时向车辆端发

出超速提醒信息ꎮ
④疲劳驾驶报警:平台可设定疲劳驾驶时间阈值ꎬ当车辆连续驾驶时间超过疲劳驾驶时间阈值是

触发报警ꎬ平台向车辆端发出疲劳驾驶提醒信息ꎮ
⑤终端设备故障报警:当车载端监控主机和终端服务器连接异常时触发该功能ꎬ并将相关信息上

传至监控中心ꎮ
(７)应急指挥

在发生事故或应急状况下ꎬ车辆适当位置安装的放射性物质探测仪(传感器)和事故处理人员的

检测设备ꎬ把放射性物质泄露的测量数据采集并传回到监控中心ꎬ供专家分析与评价ꎮ 同时指挥中心

的专家可通过视频观看前端事故处理情况ꎬ并与前端处理人员语音通话ꎬ指挥事故处理工作ꎮ
(８)运输活动的管理和评价

平台可以对所注册的运输车辆的相关信息、托运人和承运人的相关信息、货包的种类和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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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路线等进行管理ꎮ 并可根据平台数据ꎬ分析和评价运输活动ꎬ提供建设性意见ꎮ 通过对运输活动

的在线监控ꎬ不但可以使监管人员掌握运输动态ꎬ而且也促进运输相关企业提高自身能力ꎬ规范运输

行业行为ꎮ

１.２　 平台系统的总体性能要求

平台系统的总体性能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支持系统 ７×２４ ｈ 不间断运行ꎻ
———车载终端在非休眠状态下上报车辆动态数据时间间隔不大于 ６０ ｓꎻ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ꎬ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 １２０ ｍｉｎꎮ
———最大并发用户数达到系统设计要求的并发用户数时ꎬ各事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应超过单用户

平均响应时间的五倍ꎮ

１.３　 平台的安全性要求

安全性是平台最基本的需求ꎮ 安全性是指平台本身安全可靠的同时ꎬ还能够提供数据的保密性ꎬ
为数据的使用提供安全性保证ꎮ 平台中最主要的数据是车辆的监控数据ꎬ这些数据的保密性要求很

高ꎮ 在平台本身安全性的需求下ꎬ需要保证用户使用时的安全性ꎮ 具体的需求如下:
(１)数据存入数据库的安全性需求ꎻ
(２)数据在使用时的安全性需求ꎻ
(３)数据的保密性需求ꎻ
(４)数据的可恢复性需求ꎻ
(５)平台在使用时的安全性需求ꎮ

２　 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的建设方案

２.１　 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的工作原理

在放射性物品运输车辆安装一套监控系统ꎬ设备包括:监控主机、辐射探测器(伽玛和中子)、摄像

头、周界防盗设备ꎮ 把安装在车辆上的前端设备采集到的数据(辐射数据 ＼位置数据 ＼报警数据)和视

频图像ꎬ通过多种无线通讯(３Ｇ / ４Ｇ 通讯、ＶＰＮ 专网、ＷＡＮ 公网、卫星通讯)方式上传到中心平台ꎬ中
心平台服务器将数据 ＼视频 ＼位置 ＼时间等等这些信息集成后ꎬ展示在 ＷＥＢ 页面上进行浏览和查询ꎮ
当运输车辆发生事故和突发状况ꎬ前端采集数据异常或数据丢失ꎬ即刻向平台发出报警信息ꎮ 平台对

报警信息进行判断和处理ꎬ必要时启动应急响应(见图 １ꎬ图 ２)ꎮ

图 １　 在线监控智能化管理系统

　 　
图 ２　 在线监控和实时跟踪系统拓扑图

２.２　 监控平台建设的设备配置

２.２.１　 监控平台前端(车载)设备配置

(１)辐射剂量探测设备

为了实时向平台传输货包的辐射剂量ꎬ车辆安装货包辐射监测设备ꎬ一般安装 γ 辐射探测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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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ꎬ乏燃料运输车辆还应安装中子探测器ꎮ
(２)视频监控设备

运输车辆安装监控摄像头ꎬ实现平台对货包、运输车辆周围和驾驶室的在线监控 ꎬ并安装车载

ＤＶＲ 记录仪同时配备车载语音对讲器与平台实现对讲功能ꎮ 车载记录仪应有较大的存储空间ꎬ保证

视频的本地存储ꎬ同时具备多种通讯模块ꎬ确保将视频不间断的传输给平台ꎮ 还应有较好的抗震性能

和突然断电下视频的安全录入能力ꎮ
(３)防盗设备

采用箱式货车或集装箱装运时ꎬ可安装门磁报警装置

(４)监控主机

监控主机是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在线监测和实时跟踪系统应用软件分析集成后传输给平台ꎬ监
控主机带有 ＧＰＳ / ＢＤＳ(北斗)可选功能模块、有线网络 /无线通信模块、北斗双向报文收发、数据采集

和录像功能ꎮ
(５)紧急报警

驾驶室可配备紧急报警装置ꎬ在紧急状态下驾驶员或押运员可触发一键告警按钮ꎬ将报警信号传

给平台ꎮ
(６)电源供给

车载系统采用蓄电池独立供电方式ꎬ蓄电池容量要求支持系统工作时间大于 ７２ 小时ꎬ可利用市

电充电ꎬ车辆行驶中也可对其充电ꎮ 配置蓄电池监测仪ꎬ能显示实际电池状态ꎬ能查看电池剩余电能ꎬ
当前负载条件下的电池剩余使用时间ꎮ
２.２.２　 监控平台设备配置

系统平台采用专网ꎬ与外部终端设备采用安全路由器防火墙隔离ꎬ车载终端通过多种无线链路网

络接入到接入服务器ꎮ 管理终端与监控指挥调度管理服务器通过内部网接入到平台服务ꎮ 搭建监控

平台所需的设备有(见图 ３)ꎮ

图 ３　 监控平台构架图

(１)监控平台服务器

监控平台服务器是平台的核心设备ꎬ车载前端采集的各种数据、视频和报警信号传输到平台服务

器ꎬ然后通过系统软件的分析、处理和集成ꎬ将信息展示在客户端ꎮ 服务器所需附属配置:服务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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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８ Ｒ２ 企业版)ꎻ平台软件—包含功能模块有:在线监测 ＼运输数据 ＼路线管理 ＼
实时监控 ＼录像回放 ＼报警信息 ＼远程配置 ＼系统管理等ꎻ磁盘阵列ꎻ监控级存储盘ꎻ电子地图等ꎮ 设备

的配置和参数见表 １ꎮ 平台服务器所实现的功能以下方面:
表 １　 监控平台设备配置

序号 设备 技术要求 数量

１ 监控中心服务器

４ 个 Ｉｎｔｅｌ ８ 核Ｘｅｏｎ Ｅ７－４８０９ ｖ４ 处理器(２.１ ＧＨｚꎬ８－ｃｏｒｅꎬ２０ ＭＢ 缓存ꎬ １１５ Ｗ)ꎬ标
配四个 Ｓｍａｒｔ Ｓｏｃｋｅｔ 智能 ＣＰＵ 托架ꎻ 集成 ｉＬＯ４ 远程管理ꎻ带 ４ 块内存板ꎬ５１２ ＧＢ
ＰＣ４－２４００Ｔ－Ｒ ＤＩＭＭｓ (ＤＤＲ４)内存ꎬ最大可扩充至 ６ ＴＢ 全缓冲 ＤＩＭＭｓ (ＤＤＲ４－
２４００)内存ꎬ可以配置成镜像ꎬ在线备用或者高级 ＥＣＣ 模式ꎻ内置 Ｓｍａｒｔ Ａｒｒａｙ
Ｐ８３０ｉ / ２ ＧＢ ＦＢＷＣ 阵列控制器ꎬ１０ 个 ＳＦＦ 热插拔硬盘插槽ꎬ配 ５ 块 ＨＰ ６００ ＧＢ
１２ Ｇ ＳＡＳ １０ Ｋｒｐｍ ＳＦＦ (２.５－ｉｎｃｈ) ＳＣ 热插拔硬盘ꎬ标配 ９ 个 ＰＣＩ－Ｅ ３.０ 插槽ꎬ其
中 ４ 个 ＰＣＩ－Ｅ ３.０ ｘ８ꎬ ５ 个 ＰＣＩ－Ｅ ３.０ ｘ１６ꎻ标配 ４ 端口千兆 ３３１ＦＬＲ 以太网卡ꎻ可
升级为 ２ 端口 ｘ１０ Ｇｂ 以太网卡ꎻ或者 ２ 端口 ｘ１０ Ｇｂ Ｆｌｅｘ Ｆａｂｒｉｃ 网卡ꎻ带 ４ 个

１２００ Ｗ 白金热插拔电源ꎬ可选支持冗余(３＋１)ꎻ标配热插拔冗余风扇( ３＋１)ꎻ可
选外置 ＤＶＤ－ＲＷꎬ４Ｕ 机架式ꎬ含导轨和理线架ꎻ３ 年 ７×２４ꎬ４ 小时响应服务ꎬ两套

服务器做集群

２

２ 服务器软件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Ｒ２ 企业版 ２

３ 视频输入编码板

视频输入口:４ 路视频输入ꎬＶＧＡ 接口ꎻ
输入分辨率:１０２４×７６８＠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１０２４＠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８００＠ ６０ Ｈｚ、１３６６×
７６８＠ ６０ Ｈｚ、１４４０×９００＠ ６０ Ｈｚ、１６８０×１０５０＠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９６０＠ ６０ Ｈｚ、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 ７２０Ｐ＠ ５０ Ｈｚ、１２８０× ７２０Ｐ＠ ６０ Ｈｚ、１９２０× １０８０Ｉ＠ ５０ Ｈｚ、
１９２０×１０８０Ｉ＠ ６０ Ｈｚ、１９２０×１０８０Ｐ＠ ５０ Ｈｚ、１９２０×１０８０Ｐ＠ ６０ Ｈｚꎻ
音频输入口:４ 路音频输入ꎬ１ 个 ＤＢ１５ 转 ＢＮＣ 接口ꎻ
编码标准:标准 Ｈ.２６４ꎻ
编码能力:４ 路ꎬ支持的编码分辨率为:１０８０Ｐ / ７２０Ｐ / ４ＣＩＦ / ＣＩＦ / ＱＣＩＦ

２

４ 视频输出编码板

视频输出接口:８ 路视频输出ꎬＨＤＭＩ 接口ꎻ
输出分辨率:１６００×１２００＠ ６０ Ｈｚ、１９２０×１０８０＠ ６０ Ｈｚ、１９２０×１０８０＠ ５０ Ｈｚ、１４４０×
１０５０＠ ６０ Ｈｚ、１６８０×１０５０＠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７２０＠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７２０＠ ５０ Ｈｚ、１３６０×
７６８＠ ６０ Ｈｚ、１２８０×１０２４＠ ６０ Ｈｚ、１０２４×７６８＠ ６０ Ｈｚꎻ
音频输出接口:１ 个 ＤＢ１５ 接口ꎬ转 ８ 路 ＢＮＣ(线性电平ꎬ阻抗:６００Ω)ꎻ
解码通道数:１２８ 个ꎻ
解码能力:解码 ３２ 路 １０８０Ｐꎬ或 ６４ 路 ７２０Ｐꎬ或 １２８ 路 ４ＣＩＦ 及以下分辨率ꎻ
画面分割数:１ / ４ / ６ / ８ / ９ / １６ 画面分割

２

５ 机箱系统

８Ｕ 标准机箱ꎬ满足各种规模的监控需求ꎻ标准机架式设计ꎬ运营级 ＡＴＣＡ 机箱

系统ꎻ插拔式模块化设计ꎬ可根据需求灵活扩展ꎻ５ 槽位机箱ꎬ双电源适配器ꎬ单
主控板ꎻ业务模块支持热插拔、双电源冗余、智能风扇自动调温ꎬ确保系统稳定

可靠ꎻ双高速无阻塞背板设计ꎬ满足大容量视频数据高速交换的需求

１

６ ＬＣＤ 拼接屏

ＬＣＤ 液晶显示单元ꎻ
尺寸:５５ 英寸ꎻ
分辨率:１９２０×１０８０ꎻ
视角:１７８°(水平) / １７８°(垂直)ꎻ
对比度:４０００:１ꎻ
亮度:７００ ｃｄ / ｍ２ꎻ

寿命:≥６００００ 小时ꎻ
工作温度和湿度:０~℃ꎬ１０％~９０％ꎻ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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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设备 技术要求 数量

７ 磁盘阵列

２４ 盘位磁盘阵列ꎻ２４０ 路×２ Ｍｂ 并发录像ꎬ图片存储支持 ４００ 路写入ꎻ１００ 路

下载

单设备配置 ６４ 位双核ꎬ８ ＧＢ(可扩展至 ３２ ＧＢ)ꎬ支持 ＳＡＴＡ 磁盘ꎬ可外接 ＳＡＳ
扩展柜ꎻＲＡＩＤ ０、１、３、５、６、１０、５０ꎬＪＢＯＤꎻ２ 个千兆网口ꎬ１ 个 ＩＰＭＩ 管理接口ꎬ可
增配 ４ 个千兆网口或 ２ 个万兆网口(下单需要进行备注)ꎻ支持视音频、图片、
直接写入ꎬ支持视频高速预览、回放、下载ꎬ支持云内容灾备份ꎬ支持一体化运

维ꎬ支持 ＧＢ / Ｔ ２８１８１—２０１１、Ｏｎｖｉｆ、ＲＴＳＰ、Ｈ２６５、ＳＶＡＣ 等标准视频协议

１

８ 监控级硬盘 ４ ＴＢ / ６４ ＭＢ(６Ｇｂ /秒 ＮＣＱ) / ５９００ＲＰＭ / ＳＡＴＡ３ ２４

９ 流媒体管理服务器

Ｅ５－２６２０ Ｖ３(６ 核 ２.４ ＧＨｚ) ×１ / １６ ＧＢ ＤＤＲ４ / １ＴＢ ＳＡＴＡ×２ /热插拔 / ＳＡＳ３００８ /
ＤＶＤ / １ ＧｂＥ×４ /冗电 /导轨 / ２Ｕ /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８ Ｒ２ 简体中文标准版激活码

①电源:高效能 ５５０ Ｗ 铂金 １＋１ 冗余电源ꎻ②电源电压 ２００－２４０ Ｖ / ５０ Ｈｚꎻ③机

箱尺寸:８７.８ ｍｍ(高)×４４８ ｍｍ(宽)×７９４.４ ｍｍ(深)ꎻ ④重量 最大 ３５ ｋｇ(不含

导轨)

１

１０ 平台管理系统软件
功能模块有:在线监测 ＼运输数据 ＼路线管理 ＼实时监控 ＼录像回放 ＼报警信息 ＼
远程配置 ＼系统管理等

１

１１ 地图平台 — １

１２ ＨＤＭＩ 电缆 １５ ｍ １５

１)认证服务

实现车载终端与监控终端、指挥调度的接入注册认证管理ꎬ实时更新设备、客户端的状态有效性ꎮ
２)录像存储管理服务

采用录像管理服务与存储阵列结合ꎬ对车载终端上传的图像、位置信息进行索引管理ꎬ并支持录

像回放管理ꎮ 服务器中所需录像存储空间的计算:
根据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全国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量的统计数据(见表 ２)ꎬ年最大运输量 ２ ０００ 个

货包ꎬ平均每天运输量 ６ 个货包ꎬ但二类放射性物品运输量尚未统计ꎬ暂且按同一时段上线的车载终

端最多为 １００ 个ꎬ每个终端 ３ 路视频ꎮ

表 ２　 «条例»实施以来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实际运输量统计表

年份
放射源货包数 /

个

新燃料组件

货包数 /个
乏燃料组件

货包数 /个
六氟化铀货

包数 /个
ＵＯ２ 芯块货

包数 /个
合计 /
个

２０１０ １２６ ４８０ ４４ ２５９ — ９０９

２０１１ １１４ ３７２ ４ ５０７ １０ １ 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２９ ５８５ ２ ６８７ — １ ５０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 ７５５ ３４ ７６０ — １ ７５０

２０１４ １９５ ７５４ ４８ ６５０ ４４ １ ６４７

２０１５ ８３ ７６２ ６３ ５０４ — １ ４１２

监控视频的码率一般情况下 ＣＩＦ 模式下选择 ３８４~７６８ ｋｂｐｓ ４ＣＩＦ:７６８ ｋｂｐｓ ~ ２ Ｍｂｐｓ(表 ３)ꎬ具体

的选择需要根据现场网络情况来调节ꎮ 如果采用 １ Ｍｂｐｓ 码流ꎬ则可以支持 ４ＣＩＦ 分辨率ꎬ那么:
一路存储一个月需要的存储量是: ４５０ Ｍ×２４×３０ ＝ ３２４ ０００ Ｍ ＝ ３２４ Ｇ
３００ 路视频则存储: ３２４ Ｇ×３００＝ ９７ ２００ Ｇ＝ ９７.２ Ｔ 根据计算ꎬ本系统至少配置 ９６ Ｔ(４ Ｔ×２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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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存储空间ꎮ
由于服务器需要进行长时间历史数据存储ꎬ因此需要配置存储服务器磁盘阵列ꎬ保证存储容量的

配置灵活性ꎮ
表 ３　 常见码率与数据量关系(单通道每小时)

码流大小 / Ｋ 数据量 / Ｍ 码流大小 / Ｋ 数据量 / Ｍ 码流大小 / Ｍ 数据量 / Ｍ

９６ ４２ ３２０ １４０ ９.８７５ ３９３

１２８ ５６ ３８４ １６８ １.００ ４５０

１６０ ７０ ４４８ １９６ １.２５ ５６２

１９２ ８４ ５１２ ２２５ １.５０ ６７５

２２４ ９８ ６４０ ２８１ １.７５ ７８７

２５６ １１２ ７６８ ３３７ ２.００ ９００

３)剂量率 /位置监控数据服务

接收存储车载设备的剂量率数据ꎬ对数据进行索引管理ꎮ
４)报警分析数据服务

接收车载设备的报警事件消息以及各服务器数据分析产生的报警消息进行分析处理ꎬ并作出

响应ꎮ
５)高并发服务

系统监控对象多ꎬ暂定在线终端数量在 １００ 台ꎬ实时监控的视频通道在 ３００ 路ꎬ因此平台系统需

要保证高并发服务能力ꎬ应保证有足够的带宽ꎮ 服务器网络带宽计算:
监控视频的码率一般情况下 ＣＩＦ 模式下选择 ３８４~７６８ ｋｂｐｓ ４ＣＩＦ:７６８ ｋｂｐｓ~２ Ｍｂｐｓꎬ具体的选择

需要根据现场网络情况来调节ꎮ 如果采用 １ Ｍｂｐｓ 码流ꎬ则可以支持 ４ＣＩＦ 分辨率ꎬ那么ꎬ每终端 ３ 路数

据ꎬ需要达到 ３ Ｍｂｐｓ 的通信速率ꎬ同一时段上线的车载终端最多为 １００ 个ꎬ则平台服务器接入需要

３００ Ｍｂｐｓ 的接入速率ꎮ
(２)流媒体管理服务器

专门用于接收、转化和处理前端发回的是视频信号ꎬ并将视频图像解码ꎬ展现在由多块 ＬＣＤ 液晶

拼接起来的显示墙上ꎮ 所需附属配置:输入编码板、输出编码板、机箱等ꎮ
(３)ＬＣＤ 液晶拼接屏

作为视频及各种数据的展示平台ꎬ可直观地看到运输状况和相关信息ꎮ 拟采用尺寸 ５５ 寸ꎬ５×３ꎬ
共 １５ 块屏拼接成一个大屏ꎮ

３　 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建设预期效果

３.１　 运输车辆上的工作人员(驾驶员或押运员)对运输状况的监控

运输车辆上的工作人员(驾驶员或押运员)可通过车载显示器观测到货包实时辐射监测数据、车
辆通讯信号状况、与平台数据传输状况、录像机状态、集装箱锁或封记状态、车载设备的供电情况等

(见图 ４)ꎮ

３.２　 运输监控平台实现远程监测

平台实时直观展现运输车辆的行驶位置、行驶路径、货包辐射监测数据、车辆驾驶室监控视频、货
包监控视频和运输周围环境监控视频ꎬ根据需求可任意切换界面(见图 ５~图 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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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车载显示器

图 ５　 车辆 ＧＰＳ 定位

图 ６　 车辆行驶中多种数据的集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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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辐射监测数据显示

图 ８　 货包监控视频

３.３　 历史轨迹浏览、视频回放和数据查询导出

平台可浏览车辆轨迹图、视频图像、辐射监测数据和报警事件信息ꎮ 历史数据(辐射数据、报警事

件、视频录像)可任意查询ꎬ视频录像支持快速回放和慢速回放ꎬ并可任意切换ꎮ 查询结果可导出ꎬ随
时生成报表(见图 ９ꎬ图 １０)ꎮ

图 ９　 辐射监测数据、ＧＰＳ 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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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车辆运行历史轨迹

４　 结论

本文根据放射性物品运输的特点ꎬ提出放射性物品运输在线监控平台需要实现的功能ꎬ并结合国

内一类、二类放射性物品的运输量ꎬ提出在线监控平台构建方法和配置要求ꎬ最终形成集合实时跟踪、
视频监控、辐射在线监测、防盗技术、电子围栏、报警等技术于一体的在线监控平台ꎮ 该平台的建立能

够为放射性物品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保卫、路线优化、辐射防护、应急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ꎬ有效

地实现安全运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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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论述了核设施实物保护系统量化评估在项目设计和系统运行期间的必要性ꎬ介绍了实物保护系统发展概

况ꎬ文中以路径型及时探知方法为基础推导出计算公式ꎬ得出易于应用在计算机上的截住概率计算公式ꎮ 在对单条路

径有效性计算评估的基础上ꎬ建立核设施入侵路径分析模型ꎬ利用 ＶＢ６.０ 开发了专用量化评估软件ꎬ最后以假想核设

施的实物保护系统为例ꎬ使用编制的软件进行计算分析ꎮ
关键词:核设施ꎻ实物保护ꎻ量化评估

１　 引言

早在 １９８０ 年ꎬ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ꎬ强调加强对运输、储存和使用中的

核材料的保护ꎬ并进一步出版了“关于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实物保护的核安全建议”ꎬ指示国家注意保护

核材料和核设施ꎮ 在过去十年中ꎬ世界面临着快速扩张和不稳定的威胁环境ꎬ而且敌手的攻击能力和

战术已经变的更加强大和先进ꎮ 目前的全球局势使得各国更积极地应对可能导致偷窃ꎬ抢劫或非法

转移核材料和破坏核设施的风险ꎬ在世界先进国家通过建立有效的实物保护系统来解决这一广泛的

风险ꎬ这些国家已有一整套采用各种量化分析模拟工具和实物保护各元素较为完善的数据库对实物

保护系统进行量化分析ꎬ实物保护系统有效性评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任务ꎬ因为实物保护系统承受可

能的攻击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实物保护系统特性ꎬ而且取决于参与攻击的人数以及敌手的知识、经验能

力以及设备ꎬ对实物保护系统有效性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是必要的ꎮ

２　 实物保护系统发展概况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开始开展实物保护系统定性和定量评价领域的工作ꎬ他们在

这个时期的一个显着贡献是 ＥＡＳＩ 软件[１]ꎬ它为实物保护系统的检测ꎬ延迟ꎬ响应和通信特性评估系统

的可靠性分析提供了基础ꎮ 尽管 ＥＡＳＩ 模型在识别最脆弱的入侵路径和考虑报警评估方面也有其他

限制ꎬ但迄今为止是评估实物保护系统的一般方法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开发了一种称为“系统入侵薄弱性分析” ( ＳＡＶＩ)的方

法[２]ꎬ该方法基于使用敌手序列图来分析入侵的所有可能或最脆弱的路径ꎮ 它利用实物保护系统的

有关威胁、保护对象、设施状态、行进距离和响应部队响应时间等信息进行评价系统有效性ꎮ ＳＡＶＩ 方
法可以处理报警评价的概率ꎮ ＳＡＶＩ 方法目前已被广泛使用ꎮ

(ＡＳＳＥＳＳ) [３]是评估美国核设施和机场等重要建筑物的实物保护系统的标准程序ꎮ ＡＳＳＥＳＳ 方法

基于 ＳＡＶＩꎬ但复杂得多ꎮ 它不仅考虑了外部人员的风险ꎬ而且考虑了内部人员和内部人员勾结的

风险ꎮ
２００８ 年ꎬ韩国核不扩散与控制研究所发布了一种称为“实物保护有效性的系统分析”的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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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４]ꎮ 该方法基于实物保护系统的 ２－Ｄ 地图模型ꎮ 在该方法中ꎬ实物保护系统的面积被划分为网格

以形成网ꎮ 启发式算法 Ａ ∗被应用于找到最脆弱的路径ꎮ 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网的密度决定了计

算的准确性和速度ꎮ 因为计算的复杂性随着净密度的上升而指数地上升ꎬ所以需要进行实验以找出

最佳净密度ꎮ
实物保护的系统理论在 １９９７ 年才开始传入我国ꎬ关于实物保护的评估技术和工具主要是用在军

方ꎬ在核电站的应用也处在研究阶段ꎬ从法国引进了量化评估软件ꎬ并开始应用ꎬ但是在核燃料循环中

的实物保护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ꎮ 如今ꎬ随着我国核燃料循环规模的发展和日益严重的国际安全局

势ꎬ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特别关注ꎮ 实物保护系统的设计必须与核燃料循环设施

的设计相协调ꎬ并且必须根据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不断改进ꎮ 自主开发一套

有效评估核燃料循环设施实物保护系统的模拟工具显得尤为必要ꎮ

３　 理论模型

３.１　 单路径分析计算模型

路径型及时探测分析是国际上应用在实物保护系统评估上较为成熟的方法ꎮ 本文选用的模型基

于 ＥＡＳＩ 模型[５]ꎮ 如图 １ 所示ꎬ为敌手行动序列中的一条路径ꎮ 敌手行动是沿着由起点、一系列探测

传感器、移动和屏障延迟以及终点构成的路径进行的ꎬ响应力量成功中断敌手的入侵必须满足

Ｘ ＝ ＴＲ － ＲＦＴ > ０ (１)
式中ꎬＴＲ 敌手到达终点所剩余的最短时间ꎻＲＦＴ 响应时间的响应力ꎮ

图 １　 敌手序列图

由于假设随机变量 ＴＲ 和 ＲＦＴ 是独立的并且是正态分布的ꎬ因此变量 Ｘ 也是独立的并且遵循正

态分布ꎮ 因此ꎬＸ 的均值和方差为

μｘ ＝ Ｅ(Ｔａ － Ｔｒ) ＝ Ｅ(Ｔａ) － Ｅ(Ｔｒ) (２)
σ２

ｘ ＝ｖａｒ(Ｔａ－Ｔｒ)＝ ｖａｒ(Ｔａ)＋ｖａｒ(Ｔｒ) (３)
因此ꎬ在实物保护系统有效地检测敌手入侵(定义为事件 Ａ)的前提下ꎬ在敌手之前到达终端区域

的响应力量成功防御的概率是

Ｐ(Ｒ ｜ Ａ) ＝ Ｐ(ｘ > ０) ＝ ∫∞
０

１

２πσ２
ｘ

ｅｘｐ
(Ｘ － μｘ) ２

２σ２
ｘ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ｄｘ ≌

ｅｘｐ(１.７μｘ / σｘ)
１ ＋ ｅｘｐ(１.７μｘ / σｘ)

(４)

事件 Ａ 的概率是

Ｐ(Ａ) ＝ Ｐ(Ｄ)∙Ｐ(Ｃ) (５)
其中 Ｐ(Ｃ)是与响应力量成功通信的概率ꎬＰ(Ｄ)是成功探测的概率ꎬ包括检测器将感测异常和未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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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Ｐ(ＤＳ)]的概率ꎬ设备将向评估点[Ｐ(ＤＴ)]发送警报信息的概率ꎬ精确评估警报信息[Ｐ(ＤＡ)]的
概率ꎮ 因此ꎬＰ(Ｄ)可以估计为

Ｐ(Ｄ) ＝ Ｐ(ＤＳ) × Ｐ(ＤＴ) × Ｐ(ＤＡ) (６)
如果实物保护系统仅提供一层有效的防御对策ꎬ则中断概率 Ｐ( Ｉ)为

Ｐ( Ｉ) ＝ Ｐ(Ｒ ｜ Ａ)∙Ｐ(Ａ) (７)

３.２　 多路径分析计算模型

如果实物保护系统提供多层防御对策ꎬ敌手必须从防御的第一层穿过防御设备到最后一个防御

设备ꎮ 中断敌手入侵的分析可以通过事件树分析来完成ꎬ首先检测到敌手入侵ꎬ与响应部队沟通ꎬ以
及通过安全措施进行响应的事件ꎮ 事件起始于在第一层防御的敌手入侵的成功检测ꎮ 如果成功检测

到敌手入侵ꎬ并且通知响应力量以及采取有效的策略和动作ꎬ则敌手入侵将被成功中断ꎬ沿着路径的

这些事件的概率是 Ｐ( Ｉ)＝ Ｐ(Ｒ ｜Ａ)∙Ｐ(Ａ)ꎮ 然而ꎬ如果在第 ｊ 层( ｊ>１)首先检测到敌手入侵ꎬ则存在

从第一层防御的敌手入侵检测失败到第 ｊ 层成功检测ꎬ通信和响应的路径的防御ꎬ这可能导致敌手入

侵的成功中断ꎮ 沿着该路径的该事件的概率是ꎬ其中 Ｐ(Ｄ ｊ)是在第 ｊ 层成功检测到敌手的概率ꎬ１－Ｐ
(Ｄ ｊ)是在第 ｊ 层没有检测到敌手的概率ꎮ 因此ꎬ沿着敌手的路径从起点计算的序列中断的累积概率

成立

Ｐ( Ｉ) ＝ １ － (１ － Ｐ(Ｒ ｜ Ａ１)Ｐ(Ａ１))∙∏
ｎ

ｉ ＝ ２
(１ － Ｐ(Ｒ ｜ Ａ１)Ｐ(Ａ１)∙∏

ｉ

ｊ ＝ １
Ｑ(Ａ ｊ)) (８)

其中:Ｑ(Ａ ｊ)＝ １－Ｐ(Ａ ｊ)

３.３　 风险分析计算模型

实物保护系统的风险是指由敌手入侵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ꎮ 实物保护系统的风险评估考虑了以

下因素:敌手的威胁ꎬ国防的脆弱性以及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关键性ꎮ 一旦实物保护系统失效ꎬ核材料

和核设施遭受进近ꎬ破坏和敌手盗窃的最大风险是

Ｒ ＝ Ｐ(ＡＩ) × [１ － Ｐ(Ｅ)] × ＣＩ (９)
这里ꎬＰ(ＡＩ)是在时间段期间敌手入侵的概率ꎬ范围从 ０ 到 １ꎻＰ(Ｅ)是系统中断敌手入侵的概率ꎬ

范围从 ０ 到 １ꎻＣＩ是后果因子ꎬ范围从 ０ 到 １ꎮ
实物保护系统成功地中断敌手入侵的概率是

Ｐ(Ｅ) ＝ Ｐ( Ｉ) × Ｐ(Ｎ) (１０)
其中 Ｐ(Ｎ)是制止的概率

Ｐ(Ｎ) ＝ Ｎ(Ｗ) / Ｎ(Ｅ) (１１)
这里ꎬＮ(Ｅ)是响应力量和敌手使用设备和策略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事件的数量ꎮ Ｎ(Ｗ)是敌人被

毁坏ꎬ捕获或被迫放弃入侵和逃脱的事件数量ꎮ
风险和实物保护系统的中断概率之间的关系如图 ２ 所示ꎮ 可以看出ꎬ风险随着 Ｐ(Ｅ)的增加而线

性减小ꎮ 如果实物保护系统是完美的(Ｐ( Ｉ)＝ １ꎻＰ(Ｎ)＝ １)ꎬ则对核材料和核设施没有风险(Ｒ ＝ ０)ꎮ
相反ꎬ如果实物保护系统在实物保护系统防护设备或响应力量(Ｐ( Ｉ)×Ｐ(Ｎ)＝ ０)极弱ꎬ则风险达到最

高值 Ｒ ＝ Ｐ(ＡＩ)×ＣＩꎮ

４　 量化评估软件的开发

基于以上分析模型和计算方法ꎬ用 ＶＢ６.０ 程序设计软件ꎬ编制了实物保护系统路径型模型分析评

估软件ꎬ实物保护评价过程如图 ３ 所示ꎮ 该软件可得出敌手所有可能的入侵路径ꎬ通过对各实物保护

元件的探测、延迟和响应 ３ 个要素定量分析ꎬ可以确定系统的最薄弱环节所在ꎮ 这种对系统的评价方

法既可以用在已经运行的核设施实物保护系统中ꎬ也可以用在对实物保护系统的设计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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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风险与截止概率的关系

　
图 ３　 实物保护评价过程

５　 量化评估软件的应用

５.１　 实物保护系统有效性分析

本文采用图 ４ 所示的简化核设施实物保护系统ꎬ并以该模型作为示例ꎬ展示了量化评估软件在实

物保护系统可靠性分析中的功能ꎬ为了便于分析ꎬ实物保护系统进一步简化如图 ５ 所示ꎬ表 １ 提供了

防护设备的名称及其参数ꎮ

图 ４　 敌手入侵路径 图 ５　 入侵路径分析模型

表 １　 防护设备参数表

响应力量成功通信的概率 Ｐ(Ｃ)
响应力量反应时间 / ｓ

反应时间 标准偏差

０.９５ １００ ９０

延迟 / ｓ

防护设备 Ｐ(Ｄ) 延迟时间 标准偏差

大门 ０.７５ １００ １

围栏 ０.８５ ９５ ２０

人员入口 ０.６１ ８９ ２

车辆入口 ０.６９ ６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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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响应力量成功通信的概率 Ｐ(Ｃ)
响应力量反应时间 / ｓ

反应时间 标准偏差

围墙 ０.５５ ６５ ８

门 １ ０.５ ９０ ３

门 ２ ０.６３ ９０ ８

计算结果如图 ６ 所示ꎬ量化评估软件可以识别 ４８ 种可能的敌手路径ꎮ 设计人员可以对每一个敌

手路径进行分析ꎬ自动地计算每一条路径的截止概率ꎬ程序可以直观的输出最薄弱的 ５ 条路径ꎬ对最

薄弱的路径进行改进ꎬ可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有效性ꎮ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得出ꎬ最薄弱路径是大门→车

辆入口→门 １→围墙→围墙ꎬ截止概率 Ｐ( Ｉ)为 ０.９４５ ７ꎬ换句话说ꎬ这是敌手入侵最简单的路径ꎮ 进一

步假设所要求的风险值 Ｒ ＝ ０.０４ꎬＰ(ＡＩ)＝ １ꎬＰ(Ｎ)＝ １ 和 ＣＩ ＝ ０.８ꎬ则根据公式(９) ~ (１１)ꎬ预期的

Ｐ( Ｉ)为 ０.９５ꎬ很显然ꎬ当前的实物保护系统无法满足要求ꎮ

　 　
图 ６　 分析结果

利用该软件实物保护系统的探测、延迟和响应三要素进行定量分析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增加外层设备的探测概率的值比增加内层设备的探测概率的值更有效ꎬ在系统内层增加延迟

比在系统外层增加更加有效ꎮ
(２)响应时间越长ꎬ截止概率越小ꎬ提高不熟练的响应力量的能力将有助于提高实物保护系统的

有效性ꎬ例如采用先进的车辆ꎬ提供高水准的响应培训或招聘专业人士ꎮ
(３)实物保护系统的有效性随着响应力量成功通信的概率的增加而线性增加ꎬ这意味着响应力量

的通信概率对实物保护系统的有效性至关重要ꎮ 通信设施的老化和破坏以及环境ꎬ天气或恶意干扰

源的存在将降低实物保护系统的通信能力ꎬ从而减小中断敌手入侵的概率ꎮ

６　 总结

通过对实物保护系统有效性评估理论模型的研究发现ꎬ元件参数对评估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ꎬ
在发达国家ꎬ实物保护工作开展很早ꎬ政府高度重视ꎬ有专门的科研单位和机构进行该项工作ꎮ 美国

的 ＳＡＮＤＩＡ 国家实验室有专门从事该工作的技术人员ꎬ有专用试验场地和设施用以研究测试用各种

攻击工具、穿透各种设施的延迟时间ꎬ总结整理出完整的延迟时间数据库ꎬ为实物保护系统的设计、评
价打下坚实基础ꎮ 我国的实物保护工作开展较晚ꎬ尤其在延迟技术方面研究得更少ꎮ 在分析评价某

个实物保护系统的有效性时ꎬ一般是由专家凭经验判断ꎬ掺杂了许多人为因素ꎮ 基础数据的缺失也是

影响我国实物保护系统有效性评估发展的最大障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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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发的量化评估软件为设计人员提供一个全面和可视化的平台ꎬ使设计人员快速和方便地

完成实物保护系统的设计ꎮ 通过该软件对实物保护系统的有效性和风险分析ꎬ很容易识别最薄弱的

路径ꎮ 实物保护系统的有效性和风险分析结果将为评估和改进实物保护系统的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ꎮ 但是本文基于一个假设ꎬ即敌人来自核设施的外部ꎬ如果有来自核设施内部的威胁ꎬ实物保护系

统将变得更加脆弱ꎮ 另一个问题是假警报评估ꎬ一旦发生假警报ꎬ安全警卫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验证

警报ꎬ这将降低其通信能力ꎬ甚至导致错误的策略ꎬ这些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研究ꎬ使我国

的实物保护系统的有效性评估更加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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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行事件探讨 ΔＩ 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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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振华(１９８５—)ꎬ女ꎬ蒙古族ꎬ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模拟机培训及研究工作

摘要:压水堆核电厂中ꎬ堆芯的径向堆功率分布通过设计反应堆反射层、燃料的不同浓度分区布置、可燃毒物棒和控制

棒的径向对称布置等措施来展平ꎬ在运行中变化不大ꎮ 而轴向功率分布在反应堆运行时是变化的ꎬ因为慢化剂温度、
多普勒效应、反应堆功率水平、氙效应、钐效应、燃耗、硼浓度及控制棒棒位等的变化均对轴向功率分布有一定的影响ꎮ
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是表示轴向功率分布变化的重要参数ꎬ故在反应堆运行时ꎬΔＩ 的控制也是反应堆运行中的一项重要

工作ꎮ 梯形图表示轴向功率偏差的允许值与相对堆功率的关系ꎬ是操纵员控制反应堆的主要依据之一ꎮ 反应堆运行

时ꎬΔＩ 应被限制在梯形图规定的运行区域内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防城港核电厂 ２ 号机在功率运行模式进行 １００％Ｐｎ

汽轮机甩厂用电瞬态试验后ꎬ又连续进行多组试验ꎬ致使 ΔＩ 难于控制在梯形图推荐的运行区域内ꎬ甚至使得 ΔＩ 进入

计时区ꎮ 基于此运行事件ꎬ本文在 ＣＰＲ１０００ 模拟机上进行运行事件模拟操作ꎬ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ΔＩ 的影响因素及控

制方法ꎬ为反应堆运行时的 ΔＩ 的控制提出一些建议ꎮ
关键词:运行事件ꎻΔＩꎻ影响因素ꎻ梯形图ꎻ计时区

压水堆核电厂中ꎬ堆芯的径向堆功率分布通过设计反应堆反射层、燃料的不同浓度分区布置、可
燃毒物棒和控制棒的径向对称布置等措施来展平ꎬ在运行中变化不大ꎮ 而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是表示轴

向功率分布变化的重要参数ꎬ在反应堆运行时ꎬΔＩ 的控制是反应堆运行中的一项重要工作ꎮ 梯形图

表示轴向功率偏差的允许值与相对堆功率的关系ꎬ反应堆运行时ꎬΔＩ 应被限制在梯形图规定的运行

区域内ꎮ 反应堆运行时ꎬ慢化剂温度、多普勒效应、反应堆功率水平、氙效应、钐效应、燃耗、硼浓度及

控制棒棒位等因素的变化均对轴向功率分布有一定的影响ꎮ

１　 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１.１　 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的定义及相关规定

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代表功率实际偏差的量ꎬΔＩ 的定义:

ΔＩ ＝
ＰＨ － ＰＢ

Ｐｎ

式中:ＰＨ为上部堆芯功率ꎻＰＢ为下部堆芯功率ꎻＰｎ 为反应堆额定见图 １ꎬ图 ２ 所示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超
出区域Ⅱ的运行(右限制和左限制)都是严格禁止的ꎬ技术规范规定随相对功率水平 Ｐ(即额定功率的

百分数)ꎬ慢化剂温度系数 αｍ和功率补偿棒的插入而变化:
１)αｍ为正时ꎬ参见堆芯物理试验规定ꎻ
２)αｍ为负时ꎬ
ａ)ＰΔＩｒｅｆ已确定ꎬ应用表 １ 的规定ꎮ
ｂ)在测量 ΔＩｒｅｆ时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ꎬ如换料启动或低功率水平运行ꎬ可能需要重新确定区域Ⅰꎬ

在新的参考功率水平ꎬ功率补偿棒抽出堆芯ꎮ 在 ΔＩｒｅｆ测量和修改新参数如(Ｃ２１ 保护)过程中ꎬ轴向功

率偏差维持在区域Ⅱ内(区域Ⅰ未知)ꎮ

８６３



图 １　 运行图(梯形图)———燃料循环周期＝ １ 图 ２　 运行图(梯形图)———燃料循环周期≥２

注:在 ΔＩｒｅｆ测量或允许离开区域Ⅰ时(见表 １ 规定)ꎬＣ２１ 可能需要闭锁ꎬ但必须强调ꎬ应限制该过

程时间尽可能地短ꎮ
计时区:右限线、绝对线、右物理线及 ５０％功率线所围成的区域为计时区ꎮ 设置计时区是为了减

少不可控氙振荡的风险ꎮ ４ 个功率量程通道的测量值只要有一个进入该区即进行滚动计时ꎬ进入计时

区 １２ 小时内累计时间不得超过 １ 小时ꎮ
表 １　 技术规格书的规定(αｍ为负且 ＰΔＩｒｅｆ

已确定)

相对功率 功率补偿棒插入 功率补偿棒抽出

Ｐ< １５％ 区域 Ⅱ内无限制 区域 Ⅱ内无限制

１５％≤Ｐ<ＰD Ｉｒｅｆ

１５％≤Ｐ<５０％

１)功率补偿棒

在区域Ⅰ内ꎬ任何 ２４ 小时内ꎬ棒插入的时间

限制为 １２ 小时ꎬ(在可以快速返回高功率水

平时可以延长至 ２４ 小时)
２)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在连续 １２ 小时内超出区域Ⅰ的累计时间不

能大于 １ 小时

区域 Ⅱ内无限制

５０％≤Ｐ <ＰD Ｉｒｅｆ

１)功率补偿棒

在区域Ⅰ内ꎬ任何 ２４ 小时内ꎬ棒插入的时间

限制为 １２ 小时ꎬ(在可以快速返回高功率水

平时可以延长至 ２４ 小时)
２)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禁止离开区域Ⅰ

在区域Ⅱ内无限制ꎬ但只有在功

率补偿棒抽出且在区域Ⅰ内稳

定 ６ 小时后才允许离开区域Ⅰ
进入区域Ⅱ

Ｐ≥ＰD Ｉｒｅｆ 严格禁止Ⅱ区内运行
在区域Ⅱ允许停留时间ꎬ

以便确定新 Ｐ DＩｒ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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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轴向功率偏差 ΔＩ 的影响因素

影响轴向功率偏差(ΔＩ)变化的主要因素有:慢化剂温度、一回路硼浓度、控制棒棒位、毒物、燃耗ꎬ
以及反应堆功率水平等ꎮ

(１)慢化剂温度

堆芯慢化剂平均温度随堆芯功率上升或下降而上升或下降ꎬ由于堆芯入口温度变化很小ꎬ堆芯出

口温度变化较大ꎬ因而堆芯上部的反应性变化较堆芯下部大ꎮ 当功率降低时ꎬ堆芯慢化剂温度降低ꎬ
相比堆芯下部ꎬ上部慢化剂温度变化较大ꎬ因此堆芯上部释放更多反应性ꎬ堆芯上部功率份额上升ꎬΔＩ
向正方向偏移ꎬ当功率升高时ꎬΔＩ 变化趋势相反ꎮ

(２)一回路硼浓度

硼在堆芯中可认为是均匀的ꎬ但因堆芯上、下部中子能谱差异导致硼微分价值不同ꎮ 堆芯上部的

慢化剂密度较堆芯下部的低ꎬ在欠慢化的堆芯中ꎬ堆芯上部的中子能谱较堆芯下部的硬ꎬ导致硼微分

价值更大ꎬ堆芯功率向堆芯下部倾斜ꎬ硼浓度上升会导致 ΔＩ 向负向偏移ꎮ
(３)控制棒棒位

Ｒ 棒时黑棒ꎬ价值较大ꎬ且在正常运行期间总是处于堆芯上部的调节带内 Ｒ 棒在堆芯内的移动对

ΔＩ 影响很大ꎬＲ 棒下插ꎬ使反应堆上部功率相对下部功率减少ꎬΔＩ 向负向偏移ꎬＲ 棒上提ꎬ反应堆上部

功率相对下部功率增加ꎬΔＩ 有向右的趋势ꎮ 功率运行时ꎬＧ 棒在堆芯中平面以上时ꎬ插棒使 ΔＩ 向负向

偏移ꎬ提棒使 ΔＩ 向正向偏移ꎻ当控制棒组越过堆芯中平面进入下半部继续插棒时ꎬ堆芯 ΔＩ 则将向正

向偏移ꎮ
(４)毒物(主要分析氙毒)
堆芯降功率ꎬ氙毒增加引入负反应性ꎬ且由于慢化剂的作用 ΔＩ 向右偏移ꎬ堆芯上部中子通量增加

导致氙分布偏向堆芯下部ꎬ加剧 ΔＩ 向右偏移ꎻ堆芯升功率ꎬ则 ΔＩ 变化趋势相反ꎮ
(５)燃耗

随着堆芯燃耗增加ꎬ硼浓度下降导致慢化剂反馈增大ꎬ升降功率时因慢化剂温度导致的 ΔＩ 向右

偏移ꎮ 同时随着堆芯平均燃耗逐渐变深ꎬ堆芯下部的累积燃耗逐渐较堆芯上部的更深ꎬ堆芯上部反应

性变得较堆芯下部的更大ꎬ当堆芯升降功率时ꎬΔＩ 向右偏移程度更大ꎮ

２　 关于 ΔＩ 运行控制的运行事件及工况模拟

２.１　 关于 ΔＩ 运行控制的典型运行事件

２０１６ 年ꎬ防城港核电厂 ２ 号机在 ＲＰ 模式进行 １００％Ｐｎ 汽轮机甩厂用电瞬态试验后ꎬ机组重新并

网开始升功率后ꎬ又连续执行 ＢＵＰ 甩负荷试验、ＧＨＥ / ＧＳＴ 快速甩负荷试验、反应堆保护信号触发快速

甩负荷试验以及根据联调启动计划ꎬ升功率至 ８７％Ｐｎ 平台后执行调频及调速参数实测带负荷试验等

一系列试验ꎬ最终导致机组电功率 ９００ ＭＷ 时ꎬ一回路反应堆冷却剂平均温度超过 ３１０ ℃且持续时间

为 ２２ 分钟ꎬ期间冷却剂平均温度最高达 ３１３.７ ℃ꎬ超出了 ＦＳＡＲ 规定的事故分析初始工况中所采用的

反应堆冷却剂平均温度 ３１２.２ ℃的要求(２.２ ℃为控制死区和测量不确定性的容许误差)ꎮ 该运行事

件本身是由于超温导致运行参数超出 ＦＳＡＲ 的规定ꎬ但是此运行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则是关于轴向

功率偏差控制的典型案例ꎮ
运行事件中与DＩ 控制相关的重要事件序列及分析:
(１)由于运行事件中ꎬ事件发生最初ꎬ电厂内安排了多组试验ꎬ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８:３４ꎬ执行满功

率甩厂用电试验ꎻ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９:２７ꎬ机组重新并网开始升功率后ꎬ执行 ＢＵＰ 甩负荷试验和

ＧＨＥ / ＧＳＴ 快速甩负荷试验以及反应堆保护信号触发快速甩负荷试验ꎬ甩负荷试验结束ꎬ电功率稳定

在 １３５ ＭＷꎻ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２:００ꎬ根据联调启动计划ꎬ机组升功率至 ８７％Ｐｎ 平台执行一次调频及

调速参数实测带负荷试验ꎮ 此时ꎬ机组状态:Ｒ 棒 １９４ 步ꎬＧ 棒 ４３９ 步ꎬ硼浓度 ６６５ ｐｐｍꎬΔＩ 为－４.５１％ꎬ
Ｇ 棒在堆内插入时间已约 ７.５ 小时(技术规范要求ꎬ在 １５％Ｐｎ 以上 Ｇ 棒插入堆内任何 ２４ 小时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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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１２ 小时)ꎮ
分析:机组经过一系列较大的瞬态试验后ꎬ机组内各个状态参数的变化较为复杂ꎬ尤其是氙毒的

变化ꎬ更是难以预测ꎮ
(２)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２:３０ 至 ２３:３０ꎬ一回路处于涨毒且偏冷状态ꎬ通过提 Ｇ 棒(共提升 ６５ 步ꎬ

提至 ５０４ 步)和稀释(共 ６.２ ｔ)补偿氙毒ꎮ 此时 ΔＩ 为－２.３％ꎮ 过程中没有全部通提 Ｇ 棒来补偿氙毒是

因为 ΔＩ 一直向右移动ꎬ又进入计时区的风险ꎮ 通过稀释来补偿氙毒ꎬ可以抑制 ΔＩ 的向右趋势ꎮ
分析:根据影响 ΔＩ 的因素可知ꎬ氙毒增加引入负反应性ꎬΔＩ 向右偏移ꎮ Ｇ 棒在堆芯中平面以上

时ꎬ提棒使 ΔＩ 向正向偏移ꎬ稀释可以使 ΔＩ 向负向偏移ꎮ
(３)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３０ꎬ机组开始升功率ꎬ此时ꎬ氙毒接近峰值ꎬ２３:３６ꎬ随着功率上升ꎬＧ 棒

自动上提ꎬΔＩ 迅速向右移动ꎬ有进入计时区的趋势ꎬ当班值开始持续稀释ꎬ维持一回路偏热状态ꎬ同时

可以让 Ｒ 棒自动下插ꎬ抑制 ΔＩ 右移趋势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４０ꎬＧ 棒达到 ６１５ 步ꎮ 此时 ΔＩ 为

０ ３６％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４１ꎬΔＩ 右移进入计时区ꎮ 此时 Ｆ２ＲＧＬ４０５ＫＭ 为 ０.６６ ℃ꎬ一回路偏冷ꎬＲ
棒上提了 ７ 步ꎬ加剧了 ΔＩ 右移趋势ꎮ

分析:Ｒ 棒下插ꎬ使反应堆上部功率相对下部功率减少ꎬΔＩ 向负向偏移ꎬ持续稀释同样可以使 ΔＩ
向负向偏移ꎮ Ｒ 棒上提ꎬ反应堆上部功率相对下部功率增加ꎬΔＩ 有向右的趋势ꎮ

(４)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４５ꎬ核功率上升至 ４４％Ｐｎꎬ为防止功率上升至 ５０％Ｐｎ 以后DＩ 仍超出右

限线而触发 Ｃ２１ 甩负荷ꎬ当班值根据技术规范的允许将 Ｒ 棒放置手动ꎬ分布从 １９１ 步下插至 １８２ 步ꎬ
同时靠稀释维持一回路偏热约 ２ ℃的状态ꎮ

分析:Ｃ２１ 是保护系统中提供的关于控制运行方式的闭锁信号ꎬ表示 ΔＩ 超出梯形图左、右限ꎮ 如

果 Ｃ２１ 触发后ꎬ汽机自动减负荷(２００％Ｐｎ / ｍｉｎ)ꎬ并将汽机调节转入“手动”方式ꎮ
(５)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４９ꎬ随着 Ｒ 棒下插ꎬ同时稀释效果显现ꎬΔＩ 左移出了计时区ꎮ
分析:Ｒ 棒下插ꎬ使反应堆上部功率相对下部功率减少ꎬΔＩ 向负向偏移ꎮ 同时稀释可以使 ΔＩ 向负

向偏移ꎮ
(６)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３:５１ꎬ停止稀释ꎮ 至此共计稀释了 １２.６ ｔꎬ硼浓度为 ６２６ ｐｐｍꎬ稀释引入正

反应性约为＋４６０ ｐｃｍ(硼的微分价值取 １１.５ ｐｃｍ / ｐｐｍ)ꎮ 随着功率上升后消毒现象加剧ꎬ核功率持续

上升至 ４９.８％Ｐｎꎬ此时ꎬΔＩ 距离右限线的裕度只有 ０.６％ꎮ 为防止功率超过 ５０％Ｐｎ 后触发 Ｃ２１ꎬ当班值

开始下插 Ｇ 棒ꎬ从 ６１５ 步下插至 ５８０ 步ꎮ ΔＩ 距离右限线的裕度增加至 ２％ꎬ核功率短时稳定在 ４９.５％
Ｐｎ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００:００ꎬΔＩ 裕度增大后ꎬ当班值继续升功率ꎻ过程中 ΔＩ 裕度一直保持在 ２％左

右ꎻ考虑到若启动硼化ꎬΔＩ 可能右移触发 Ｃ２１ꎬ当班值决定暂不硼化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００:３０ꎬＧ 棒在

堆内插入时间已达到 １０ 小时ꎬ确认 ΔＩ 裕度逐渐增大后ꎬ当班值开始逐步提升 Ｇ 棒ꎬ维持 ΔＩ 距离右限

线的裕度在 ２％左右ꎮ
分析:功率上升ꎬ反应堆开始消毒ꎬΔＩ 向左偏移ꎮ Ｇ 棒在堆芯中平面以上时ꎬ插棒使 ΔＩ 向负向偏

移ꎬΔＩ 距离右限线的裕度增加ꎮ

２.２　 ΔＩ 运行控制的典型工况模拟

基于此运行事件ꎬ本文借助全范围验证模拟机(ＦＳＳ)模拟机组由满功率甩厂用电的过程ꎬ并绘制

甩厂用电时的 ΔＩ 变化图ꎬ见图 ３ꎮ
初始状态:电功率 １ ０８９ ＭＷꎬ核功率 １００％ꎬ硼浓度 ７７５ ｐｐｍꎬＧ 棒棒位 ６１５ 步ꎬＲ 棒在调节带内

(１７８~２０２ 步)ꎮ
机组由满功率甩厂用电后ꎬＧ 棒从满功率对应得 ６１５ 步下插至最终功率整定值对应的棒位 ３５７

步ꎮ 一回路温度整定值从 ３１０ ℃(１００％Ｐｎ)突然降到 ２９７ ℃ (３０％Ｐｎ)ꎬＲ 棒快速下插ꎬ直至温度偏差

大于 ０.８３ ℃后ꎬ才开始上提ꎬ且可达到 ２２５ 步ꎬ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ꎬＲ 并重新返回至调节带ꎮ 在甩厂

用电过程中ꎬ由于功率降低ꎬ氙毒在一定时间内会累积ꎮ
基于上述 Ｇ 棒、Ｒ 棒以及氙毒的变化趋势ꎬ并根据各个影响因素对 ΔＩ 的变化趋势的影响ꎬ在甩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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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初期ꎬ由于 Ｇ 棒在堆芯中平面以上下插ꎬ导致 ΔＩ 向左偏移ꎬＲ 棒下插ꎬ同样使得 ΔＩ 向左偏移ꎬ而
氙毒此时还未明显累积ꎬ故导致 ΔＩ 整体有向左偏移的趋势ꎮ 后续由于 Ｒ 棒的上提ꎬ以及氙毒累积ꎬ使
得 ΔＩ 向右偏移ꎬ虽然 Ｇ 棒在堆芯中平面以上下插ꎬ但其趋势可以得到相应的抑制ꎮ 当 Ｇ 棒到达堆芯

中平面以下后ꎬＧ 棒继续下插ꎬ同样使得 ΔＩ 向右偏移ꎬ并且氙毒累积较为明显ꎬ而 Ｒ 棒则基本只在调

节带附近波动ꎬ所以在后续过程中 ΔＩ 的变化趋势是向右偏移ꎮ

图 ３　 甩厂用电时的 ΔＩ 变化图

３　 结论与建议

核电厂在运行过程中ꎬ需要对 ΔＩ 进行必要的控制ꎬ使其尽可能运行在梯形图推荐的最佳范围内ꎬ
对于 ΔＩ 的控制手段主要有 Ｒ 棒、Ｇ 棒ꎬ硼化或稀释等ꎮ

(１)利用 Ｒ 棒控制 ΔＩ
利用 Ｒ 棒位置调整来控制 ΔＩ 是运行程序描述的方法之一ꎬ但不要将 Ｒ 棒提升到接近堆顶(２２５

步)或 Ｒ 棒低低限位置ꎮ
(２)利用 Ｇ 棒控制 ΔＩ
利用 Ｇ 棒位置调整来控制 ΔＩ 是非运行程序描述的方法之一ꎬ但利用改变修正因子来提升或插入

Ｇ 棒也可以控制 ΔＩꎬ需要注意的是棒位不能低于刻度棒位(Ｇ９ 曲线规定的棒位)ꎬ即修正因子最好保

持大于某个值ꎮ
(３)稀释或硼化

稀释或硼化的目的是弥补整个堆芯的氙毒变化ꎬ稀释或硼化可改变 ΔＩ 的值ꎮ
(４)改变二回路负荷

通过降升二回路负荷可改变一回路堆芯出口温度ꎬ使一回路过热或过冷ꎬ来抑制 ΔＩ 向右或向左

漂移ꎬ该方法不是运行程序推荐的方法ꎬ但对于 ΔＩ 的控制很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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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ｆｌａ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ｏ ｓ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ｒꎬ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ｌ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ｅｌ ｒ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ｏｄｓ.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ꎬ ｘｅｎｏｎ ｐｏｉｓ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ｓａｍａｒｉｕｍ ｐｏｉｓ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ｆｕｅｌ ｂｕｒｎ－ｕｐꎬ ｂｏｒ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ΔＩ)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 ｉｓ Δ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ｘ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Δ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ｌａｄｄ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ｔｈꎬ ２０１６ꎬ ｔｈｅ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Ｎｏ. ２ Ｕｎｉ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ａｄ 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１００％Ｐｎ .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ΔＩ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ｄｄ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ΔＩ ｅｎｔｅｒ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ｌａｄｄ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ＰＲ１００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ꎬ ｉ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ΔＩ.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Δ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ꎻ ΔＩꎻ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ꎻ ｌａｄｄ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ꎻ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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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 泵性能偏差原因分析及排查

杨　 抒
(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ꎬ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作者简介:杨抒(１９８９—)ꎬ男ꎬ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核安全研究工作

摘要:国内某核电项目工程建设期间ꎬ调试人员发现 ＳＥＣ(重要厂用水系统)泵在现场执行试验时绘制的“流量－扬程”
工作点与设备供应厂商出厂试验提供的数据图表存在偏差ꎮ 本文的出发点是工程实践和经验反馈ꎮ 首先介绍

ＧＢ / Ｔ ３２１６—２００５中对离心泵“流量－扬程”偏差的容差标准ꎮ 作为“流量－扬程”曲线绘制重要的理论基础ꎬ介绍离心

泵的“流量－扬程”的理论计算公式及现场使用的超声波流量计的工作和测量原理ꎮ 着重介绍调试人员在现场针对

“流量－扬程”偏差这个异常现象所拟定的排查方法及试验方案ꎮ 根据试验结果ꎬ分析得出设备“流量－扬程”曲线的偏

差原因ꎮ 为解决此问题ꎬ由调试部门制定试验方案ꎬ以现场实际工作条件为标准ꎬ绘制新的“流量－扬程”曲线ꎬ经过调

试部门、生产部门、设计部门共同的分析和评价ꎬ确认新的曲线满足系统及设备运行要求ꎮ 最终在结论中给出对后续

机组设计阶段及调试试验实施时的参考建议ꎮ
关键词:ＳＥＣ 泵ꎻ流量－扬程ꎻ原因分析ꎻ试验实施

１　 引言

核岛重要常用水 ＳＥＣ 系统ꎬ作为全核岛的最终热阱ꎬ核安全相关系统ꎬ在历来的机组建设中都受

到极大的关注和重视ꎮ 在 ＣＰＲ１０００ 机组项目建设历史的中ꎬ已发现许多项目进行 ＳＥＣ 泵试验时ꎬ在
现场测量的“流量－扬程”性能与出厂试验时绘制的“流量－扬程”曲线存在偏差ꎮ “流量－扬程”是现

场对流体设备可靠性的一个判断依据ꎮ 该偏差反映出几种可能性:
１)正式流量计测量偏差ꎬ流量读数不准确ꎻ２)进、出口压力表精度低ꎬ读数不准确ꎻ３)数据采集方

法不当ꎬ计算数据不准确ꎻ４)电机出力不足ꎬ导致设备性能偏弱ꎮ

２　 性能偏差原因分析

２.１　 性能曲线验收的«国标»描述

工业二级泵特性验收试验标准—回转动力泵 水力性能验收试验 １ 级和 ２ 级»(ＧＢＴ ３２１６—２００５)
规定了回转动力泵“２ 级”用于较低的精度设备(见表 １)ꎮ

表 １　 容差系数数值表

量 符号 １ 级％ ２ 级％

流量

扬程

泵效率

ｔａ
ｔＨ
ｔｑ

±４.５
±３
±３

±８
±５
±５

ＳＥＣ 泵适用于 ２ 级离心泵标准ꎬ扬程容差系数±５％ꎮ

２.２　 “流量－扬程”计算公式

扬程 Ｈ 为出口总水头 Ｈ２ 与入口总水头 Ｈ１ 的代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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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ｚ２ － ｚ１ ＋
ｐ２ － ｐ１

ρｇ
＋
Ｕ２

２ － Ｕ２
１

２ｇ
现场实际测量的流量与计算出的扬程都需根据流体相似性原理对流量参数与扬程参数进行

换算:

Ｑ０ ＝
ｎ０

ｎ
Ｑ ꎻ Ｈ０ ＝

ｎ０

ｎ
æ

è
ç

ö

ø
÷

２

Ｈ

式中:ｎ 为现场所测量的设备实际转速ꎻｎ０ 为设备额定转速ꎻＱ０ 为修正后的体积流量ꎻＨ０ 为修正后的

扬程ꎮ
经过转速比修正后的 Ｑ０、Ｈ０ 便可在出厂性能曲线上描点ꎬ与原性能曲线进行偏差对比ꎮ

２.３　 超声波流量计原理

ＳＥＣ 系统正式超声波流量计流量测量部分由安装在管道上的探测发生器、阀门和电缆组成ꎮ
１
ＴＡＢ

－ １
ＴＢＡ

＝ ２Ｖｃｏｓθ
Ｌ

＝ ２Ｖｄ
Ｌ２

其中 ｃｏｓθ ＝ ｄ
Ｌ

则: Ｖ ＝ Ｌ２

２ｄ
１
ＴＡＢ

－ １
ＴＢＡ

é

ë
êê

ù

û
úú

设: ΔＴ ＝ ＴＢＡ － ＴＡＢ

所以可以得: Ｑ ＝ πΦ２

４
× １
Ｋｈ

× Ｌ２

２ｄ
× ΔＴ

ＴＡＢＴＢＡ

é

ë
êê

ù

û
úú

其中 Ｋｈ 为修正系数ꎮ 只要探测器的安装方式一定ꎬＬ、ｄ、θ 就为定值ꎬ测出从 Ａ 到 Ｂ 和从 Ｂ 到 Ａ 的

时间就可以得到管道中的流量ꎮ

３　 性能偏差原因排查

现场无法对泵性能偏差的现象进行根本上的预防ꎬ只能在进行试验时ꎬ通过已有的手段尽可能精

确、详细的采集泵运行数据ꎬ避免由于数据缺失ꎬ导致现场需要重复启动设备ꎬ消耗大量人力物力ꎮ
执行 ＳＥＣ 泵性能试验的关键参数主要有如下几点:
①超声波流量计的准确度ꎻ②进、出口压力表精度及读数ꎻ③数据采集方法ꎻ④选取正确的试验工

况点ꎮ
现场对泵性能参数进行测算的时候ꎬ需要着重关注以上四个性能试验关键点ꎮ 针对性的采取有

效手段ꎬ力求每次试验的试验参数都做到精确、有效ꎮ

３.１　 提高超声波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

在 ＳＥＣ 系统首次进水前ꎬ便需要性能试验、仪控等相关部门共同见证ꎬ对流量计安装尺寸进行调

整ꎮ 保证流量计测量参数可靠、有效ꎮ 并留下记录ꎬ保证数据具备可追溯性ꎮ
同时ꎬ作为与比对正式流量计的比对ꎬ在试验时ꎬ使用第三方外接式超声波流量计ꎬ安装至正式流

量计附近ꎬ获取多组参数ꎬ以便比较不同超声波流量计间的偏差ꎮ 不同的流量计读取的不同参数能为

最终性能试验结果提供有效参考ꎮ
某项目性能试验时ꎬ使用性能试验部门的流量计与泵厂家提供的超声波流量计同时进行比对ꎮ

安装示意图见图 １ꎮ
并且ꎬ为进一步提高外接流量计数据可靠性ꎬ在试验过程中ꎬ可以更换流量计安装位置ꎬ便可比较

流量计安装位置对外接流量计测量参数的影响ꎮ 进一步提高外接流量计参数的参考意义ꎮ

３.２　 提高进出口压力表精度及读数准确性

进、出口压力的读数是泵性能参数测量的关键点ꎮ 现场安装的指针式压力表受精度与机械式指

５７３



图 １　 正式流量计与临时流量计安装示意图

针摆动的局限性ꎬ会影响进、出口压力的读数的准确性ꎮ
因此在执行性能试验时ꎬ建议使用精度较高的数显压力表ꎬ便于提高现场采集数据的精度ꎮ 根据

设备进、出口压力ꎬ选取适当的量程ꎮ 根据 ＳＥＣ 泵运行特性ꎬ选取进口压力表量程 ２ ｂａｒ∙ｇ(１ ｂａｒ ＝
１００ ｋＰａ)ꎬ出口压力表量程 ７ ｂａｒ∙ｇꎮ 测量值在仪表全量程 ３０％ ~ ７０％范围内ꎬ保证仪表测量参数

准确ꎮ

３.３　 使用有效的数据采集方法

由于 ＳＥＣ 泵性能试验的各个参数需要分别在泵房、廊道、电气间、主控室读取ꎮ 故采用定时读数

法ꎮ 试验人员统一手表时间、确认各点就位后ꎬ由现场试验负责人约定试验开始时间ꎬ定时记录各点

参数ꎮ 保证数据采集时间的一致性ꎮ
并且要求各点每两分钟记录一组数ꎬ共记录 ５ 组ꎮ 最终结果分析取所有记录参数的平均值ꎬ以此

减小参数记录的不确定性对试验结果造成的影响ꎮ

３.４　 正确选取试验数据

根据各个项目现场执行性能试验的经验ꎬ厂家为获取足够的现场试验数据ꎬ要求执行多个流量工

况点ꎮ 其中包括技术规格书的性能考核点、大流量工况点、中间流量点等等ꎮ
考虑到所需工况点的多样性ꎬ可以根据机组建设期间ꎬ不同阶段对 ＳＥＣ 系统流量的不同需求ꎬ在

多种系统状态下启动设备ꎬ调节流量ꎬ测得不同工况下的性能试验点ꎮ 也可以通过调节泵的出口阀门

开度ꎬ针对性的选取流量进行性能试验ꎮ
为保证试验数据的丰富性ꎬ某项目 ＳＥＣ 泵在执行性能试验时ꎬ首先通过调整泵的出口阀门开度ꎬ

对每台泵采集 ３ ４００ ｍ３ / ｈꎬ３ ６００ ｍ３ / ｈꎬ全流量ꎬ三个工况点的数据ꎮ 其次ꎬ在系统入口压力与出口流

量接近时ꎬ做同列的泵对比(００１ＰＯ 对比 ００３ＰＯꎻ００２ＰＯ 对比 ００４ＰＯ)和异列的泵对比(００１ＰＯ 对比

００２ＰＯꎻ００３ＰＯ 对比 ００４ＰＯ)ꎮ
对不同流量的数据采集ꎬ一是能够丰富试验样本数量ꎬ二是对«重要厂用水泵技术规格书»中规定

的性能考核点 ３ ４００ ｍ３ / ｈ 流量点(见图 ２)进行检查ꎮ

图 ２　 «重要厂用水泵技术规格书»对 ＳＥＣ 泵性能点的描述

３.５　 明确偏差原因

在入口压力相同ꎬ出口流量相同的工况下ꎬ可以从出口压力、电机转速、运行电流、有功功率、总功

率这些数据上ꎬ对比出产品的差异性ꎬ有利于分析性能计算偏差产生的原因ꎮ ４ＳＥＣ００２ＰＯ 对比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电气数据(选取平均值)见表 ２ꎮ 由表中可以看到ꎬ异列泵在同工况对比时ꎬ电气参数几乎

一致ꎬ因此可以排除电机出力原因导致泵性能偏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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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ＳＥＣ００１ / ００２ＰＯ 入口压力、出口流量相同时的电气参数对比

ＳＥＣ 泵性能试验电气厂房记录

ＳＥＣ ００２ＰＯ 运行状态(出口阀全开)

序号 Ｕ２１(ｋＶ) Ｕ３２(ｋＶ) Ｕ１３(ｋＶ) Ｉ１(Ａ) Ｉ２(Ａ) Ｉ３(Ａ) Ｐ(ｋＷ) Ｑ(ｋｖａｒ) Ｓ(ｋＶＡ)

１ ６.６８ ６.６６ ６.６６ ５０.１ ４９.８ ４９.２ ４７９ ３１７ ５７４

ＳＥＣ ００２ＰＯ 运行状态(流量 ３ ４００ ｍ３ / ｈ)

２ ６.７７ ６.７５ ６.７５ ５０.２ ５０.０ ４９.１ ４８３ ３２２ ５８２

ＳＥＣ ００１ ＰＯ 运行状态(出口阀全开)

３ ６.７０ ６.６７ ６.６７ ５０.７ ５０.１ ４９.３ ４９０ ３１１ ５８１

ＳＥＣ ００１ＰＯ 运行状态(流量 ３ ４００ ｍ３ / ｈ)

４ ６.７７ ６.７５ ６.７５ ５０.５ ５０.１ ４９.４ ４９３ ３１５ ５８５

数据测量偏差ꎬ以表 ３: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３ ４００ ｍ３ / ｈ 流量点采集数据为例ꎮ

表 ３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３ ４００ ｍ３ / ｈ 流量点采集数据

编号
流量 / (ｍ３ / ｈ) 转速 / ( ｒ / ｍｉｎ)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Ｎ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３ ３９６.００ ３ ３８０.００ ３ ３８３.００ ３ ３５０.００ ３ ３８６.００ ９９５.８ ９９４.４ ９９４.８ ９９３.８ ９９３.７

流量计就地 ３ ４４７.５６ ３ ４５７.５２ ３ ４５４.３１ ３ ４４２.２６ ３ ４５３.６１

厂家流量计 ３ ５４７ ３ ５２３ ３ ５４５ ３ ５５４ ３ ５４４

编号
入口压力 / (ｂａｒ∙ｇ) 出口压力 / (ｂａｒ∙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 ３ ４ ５

Ｎ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０６ ５.０７ ５.０６ ５.０５ ５.０５ ５.０５

表格中包含正式流量计采集流量读数、性能试验部门外接流量计采集流量读数、厂家流量计采集

流量读数、转速、泵入口压力、出口压力ꎮ
由数据可知ꎬ正式流量计示数与性能试验部门流量计、厂家流量计示数存在偏差ꎮ
不同流量计ꎬ“流量－扬程”性能点将有偏差ꎮ 根据前文 ２.２ 节计算公式ꎬ比对正式流量计与厂家

流量计流量读数ꎬ计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正式流量计与厂家流量计流量读数对比

修正到额定状况下体积流量 ３ ３４６.７２ 厂家流量计计算体积流量 ３ ５０８.７６

修正到额定状况下扬程 ３９.６４ 厂家流量计计算扬程 ３９.７０

出厂性能曲线扬程 ４１.５ 出厂性能曲线扬程 ３９.５０

偏差值 －４.４８％ 偏差值 ＋０.５０％

可见ꎬ不同流量读数ꎬ对“流量－扬程”性能点的绘制有显著影响ꎮ
因此ꎬ根据上述分析、排查方案ꎬ可以知道“流量－扬程”曲线偏差的主要原因在设备进、出口压力

测量、流量测量的精度上ꎮ 尽可能提高测量精度ꎬ方能够为厂家与设计部门对设备进行分析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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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靠的数据支持ꎮ

３.６　 现场试验方案

为保证现场设备后续运行的可靠性及可验收性ꎬ由调试部门编写«４ＳＥＣ 泵现场实测性能曲线方

案»ꎬ结合设计部门及供应商ꎬ根据现场实际条件ꎬ流量测量使用系统超声波流量计ꎬ进口及出口压力

测量使用高精度数显数字压力表代替系统指针式压力表ꎮ 测量并绘制新的“流量－扬程”曲线ꎬ用于

业主部门对 ＳＥＣ 泵的定期监督试验及日常监测管理ꎮ
现场试验方案如下:
ａ)现场实测的流量范围为 ２ ３００~３ ９００ ｍ３ / ｈꎬ流量从大到小逐渐下调ꎬ工况点间隔 ２００ ｍ３ / ｈꎬ共

采集 ９ 个工况点的运行数据ꎻ
ｂ)数据采集完毕后ꎬ流量回调过程中重新采集两个工况点的数据加以比对(分别为 ３ ７００、３ ９００ ｍ３ / ｈ

两个点)ꎻ
ｃ)每个工况点在稳定 ５ 分钟后开始采集数据ꎬ按照每 ２ 分钟采集一次总共采集 ５ 个点计算平均

值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ꎻ
ｄ)试验过程中调试对 ＳＥＣ 泵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ꎬ以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为例ꎬ试验操作单见表 ５ꎮ

表 ５　 ＳＥＣ 泵“流量－扬程”曲线现场试验操作单

步骤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步骤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１ □ 检查确认系统在线完成 ７ □

通过调节泵的出口蝶阀ꎬ将泵的流量依次调节

至 ３ ９００、 ３ ７００、 ３ ５００、 ３ ３００、 ３ １００、 ２ ９００、
２ ７００、２ ５００、２ ３００ ｍ３ / ｈ 附近ꎬ每个工况点在稳

定 ５ 分钟后开始记录数据ꎮ 每个 ２ 分钟记录一

组数据ꎬ持续记录 ５ 组

２ □
完成管线充水排气ꎬ泵进出口压

力表更换为临时数字压力表
８ □ 数据汇总记录

３ □
检查确认具备启泵条件ꎬ确认轴

封水已投运ꎬ轴封泄漏正常
９ □

试验期间ꎬ注意监测泵的运行参数ꎬ如振动、电
流、绕组 /轴承温度等

４ □
电气间对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送电ꎬ同时

对 ４ＳＥＣ０１１ＭＯ 送电
１０ □

缓慢恢复泵的出口阀门开度ꎬ在流量恢复到

３ ７００ ｍ３ / ｈ与 ３ ９００ ｍ３ / ｈ 附近时ꎬ参照步骤 ７
再次分别采集一次数据ꎬ供后续分析对比使用

５ □ 启动 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１１ □
泵的出口阀门全开后ꎬ根据机组状态要求决定

是否停运在运行的泵

６ □
等待泵运行稳定ꎬ检查参数正常ꎬ
记录 ＳＥＣ００１ＭＤ 流量

００１ＭＤ:　 　 (００１ＰＯ 运行时)
１２ □

根据机组状态要求决定是否将停运的泵电源断

开隔离

ｅ)由性能试验部门根据试验结果对数据点进行曲线拟合ꎻ
ｆ)由设计部门分析现场实测曲线是否满足系统功能要求ꎬ并给出定期监督试验的验收方法(容差

范围)ꎮ
现场测量及计算数据ꎬ以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为例ꎬ见表 ６ꎮ

表 ６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现场试验测量数据及计算扬程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测量流量 / (ｍ３ / ｈ) 计算扬程 / ｍ 轴功率 / ｋＷ 效率 / ％

１ ２ ２５５.３５ ５３.５４ ４１１.１６ ８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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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测量流量 / (ｍ３ / ｈ) 计算扬程 / ｍ 轴功率 / ｋＷ 效率 / ％

２ ２ ５２６.４２ ５１.０４ ４２４.５０ ８４.０３

３ ２ ６９５.２３ ４８.６６ ４３４.２３ ８３.５４

４ ２ ８６６.８２ ４６.７１ ４４０.５３ ８４.０８

５ ３ １２２.８２ ４３.７７ ４４５.６３ ８４.８３

６ ３ ２７３.１６ ４１.３８ ４５０.１４ ８３.２３

７ ３ ４２７.７９ ３９.３７ ４５１.３４ ８２.７０

８ ３ ６７２.５７ ３５.７２ ４４９.３０ ８０.７５

９ ３ ８８１.９４ ３２.４９ ４４３.６０ ７８.６４

由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测量流量及计算扬程绘制“流量－扬程”曲线ꎬ采用 ５ 阶多项式拟合ꎬ５ 阶多项式公

式及系数见图 ３ꎬ拟合结果曲线见图 ４ꎮ

图 ３　 ５ 阶多项式拟合公式及系数

图 ４　 ４ＳＥＣ００１ＰＯ 现场试验拟合“流量－扬程”曲线

以上试验数据经设计部门评估ꎬ确认设备工作流量满足 ＳＥＣ 系统设计安全准则ꎮ 考虑 ４ 台 ＳＥＣ
泵的水力性能老化导致同等流量下扬程降低 ５％ꎬ老化后 ＳＥＣ 泵的水力性能仍然能够满足系统安全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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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流量要求ꎮ 因此ꎬ业主部门后续定期监督试验可参考扬程性能老化下降 ５％时ꎬ结合系统堵塞程度

和趋势ꎬ制定 ＳＥＣ 泵水力性能预防性维修工作安排ꎮ

４　 结论

由于进、出口压力测量方式、压力测量仪表精度、流量测量仪表、流量测量原理及工作流体密度差

异ꎬ综合以上因素ꎬ产生的现场试验环境与台架试验的差异ꎮ 导致现场试验的计算结果与出厂试验产

生偏差ꎮ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现场调节多个流量点ꎬ重新采集数据点ꎬ经过计算后绘制新的“流量－扬程”

曲线ꎬ后续生产过程中ꎬ业主部门以现场绘制的新曲线以及设计部门评价的容差标准作为泵性能评定

的依据ꎮ
本文在论述时着重从经验反馈的角度ꎬ为离心泵性能偏差的原因分析和排查方法提供一种思路

和方法ꎬ并提供现场试验及最终评价方案ꎮ 根据 ＳＥＣ 泵性能偏差缺陷的排查及解决方法ꎬ可对后续离

心泵从设计阶段开始ꎬ直至调试阶段ꎬ提出如下更高的要求:
(１)在技术规格书编写阶段ꎬ需根据实际工况ꎬ细化设备性能需求ꎮ 在技术规格书中明确考核指

标和容差范围ꎮ
(２)在调试阶段ꎬ使用高精度的数字压力表代替系统自带的指针式压力表ꎬ能有效提高测量精度ꎬ

增加数据可靠性ꎮ
(３)每次试验均做好试验参数的采集和存档ꎬ保证数据的可追溯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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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丽培(１９８６—)ꎬ男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技术与设计管理工作

摘要:本文介绍了 ＣＡＰ１４００ 项目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事故下的验证分析情况ꎮ 通过对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事故

的假设ꎬ建立 ＣＡＰ１４００ 电厂模型ꎬ根据传热管破裂事故情况下的事故序列时间点、破口流量、一回路压力等参数变化ꎬ
对比分析初步安全报告结果ꎮ 验证安全分析报告中事故分析的保守性ꎬ从而确定安全相关工艺设计的输入是保守可

信的ꎮ
关键词:ＣＡＰ１４００ꎻ验证分析ꎻＳＧＴＲꎻ传热管

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工程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确定的 １６ 个重大

科技专项之一ꎮ ＣＡＰ１４００ 型压水堆核电机组是在消化、吸收、全面掌握我国引进的第三代先进核电

ＡＰ１０００ 非能动技术的基础上ꎬ通过再创新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功率更大的非能动大型先

进压水堆核电机组ꎮ 技术上有许多创新ꎬ且全球尚无原型堆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完成了«国核压水堆示范

工程初步安全分析报告»的评审ꎬ在进行安全评审时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ꎬ为«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的
评审确立了条件ꎮ

根据法规 ＨＡＦ １０２«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３.６ 节中要求:“在提交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以前ꎬ业
主必须保证由未参与相关设计的个人或团体对安全评价进行独立验证” [１]ꎮ ＩＡＥＡ 在«安全标准:核动

力厂的安全评价与验证»中明确规定核动力厂在开工建造前ꎬ必须在营运单位的负责下由独立于核动

力厂设计和安全评价的个人或组织完成对安全评价的独立验证 [２]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发布的«核动力厂安

全评价与验证»(ＨＡＤ １０２ / １７)中进一步对设计单位在初始设计和设计修改过程中如何进行安全评价

和营运单位的独立验证提供了建议[３]ꎮ
根据以上法律法规要求ꎬ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核示范)作为 ＣＡＰ１４００ 的业主ꎬ在

编制分析验证方案时ꎬ结合设计情况和实际需要ꎬ将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事故(简称 ＳＧＴＲ 事故)作
为独立验证项目之一ꎬ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事故分析ꎬ验证 ＣＡＰ１４００ 机组在假想 ＳＧＴＲ 事故工况下

能否控制反应性、排出堆芯热量、包容放射性物质和控制运行排放以及限制事故释放ꎮ

１　 事故模型及假设条件

ＣＡＰ１４００ ＳＧＴＲ 事故验证分析是采用机理性程序进行分析的ꎬ主要模拟了蒸汽发生器管板上部的

传热管出口侧(冷段)单根传热管双端断裂作为分析的事故序列ꎮ 在进行分析前ꎬ必须先建立事故模

型并确定假设条件ꎮ

１.１　 事故模型

结合事故分析的需要ꎬＳＧＴＲ 事故分析技术人员对反应堆冷却剂系统、专设安全设施及简化的二

回路系统等主要设备和管道进行建模ꎮ 建模的主要设备包括:压力容器、稳压器、蒸汽发生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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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堆芯补水箱、安全壳内置换料水箱、安注箱以及 ＡＤＳ１、２、３、４ 级等ꎮ 模型完成后组织专家对建模结

果进行评审ꎬ评审认为能够满足 ＳＧＴＲ 事故分析的需求ꎬ并提出了部分优化意见ꎮ 技术人员根据评审

结果优化了安全壳内置换料水箱、蒸汽发生器(简称“ＳＧ”)等模型ꎮ

１.２　 事故假设条件

在对 ＳＧＴＲ 事故分析时ꎬ主要的假设条件如下:
(１)破口位置:ＳＧ 管板上部的传热管出口处(冷段)单根传热管双端断裂ꎻ
(２)运行工况:满功率运行ꎻ
(３)二次侧水装量:ＳＧ 初始水装量减去 １０％的正偏差ꎻ
(４)事故发生时核电厂丧失厂外电源ꎬ控制棒下落ꎬ反应堆冷却剂泵停运ꎻ主给水泵事故发生时开

始惰转ꎬ且无启动给水ꎻ
(５)化容控制系统上充泵注射流量和稳压器电加热器的加热功率最大ꎻ
(６)主蒸汽旁排系统不可用ꎻ
(７)保守假设化容控制系统和稳压器电加热器模拟ꎬ以延迟稳压器低压力“Ｓ”信号和稳压器低－２

水位信号及其相关的保护系统动作ꎻ
(８)触发稳压器低－２ 水位信号时ꎬ破损 ＳＧ 的大气释放阀全开ꎻ
(９)模拟操纵员不采取干预措施ꎬ仅由核电厂保护系统提供保护ꎻ
假定条件设定后ꎬＳＧＴＲ 事故按照以下序列发展: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事故假设在功率运行时

一根传热管破裂ꎮ 一回路冷却剂带着放射性由破口进入二次侧ꎮ 假设事故期间电厂丧失厂外电源或

冷凝器蒸汽旁排失效ꎬ放射性通过蒸汽发生器释放阀或安全阀排至大气ꎮ 事故发生后ꎬ触发稳压器低

压力和低水位报警ꎬ启动 ＣＶＳ 上充流量和增大稳压器电加热器加热量ꎮ 由于冷却剂不断丧失导致稳

压器低压力或超温 ΔＴ 信号触发反应堆停堆并关闭汽轮机ꎮ 稳压器低压力或稳压器低－２ 水位触发

“Ｓ”信号ꎬ“Ｓ”信号触发 ＣＭＴ 和热换器启动并关闭正常给水泵和主泵ꎬ停止稳压器加热ꎮ ＣＶＳ 和 ＣＭＴ
流量注入稳定了一回路冷却剂系统压力和稳压器水位ꎬ一回路冷却剂系统压力最终趋于平衡ꎮ ＳＧＴＲ
事故分析中假设外电源和冷凝器失效ꎬ故蒸汽通过大气释放阀或安全阀向大气排放ꎮ

２　 验证分析结果

国核示范组织验证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对比«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中分析的正

确性、合理性ꎬ故验证结果主要看与«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中结果的一致性ꎮ 根据

建模和假设条件ꎬ进行事故模拟ꎬ模拟事故响应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ＳＧＴＲ 事故序列

事件 计算时间 / ｓ ＰＳＡＲ 时间 / ｓ

ＳＧ 传热管双端断裂 ０ ０

丧失厂外电源 ０ ０

反应堆停堆 ０ ０

主泵和主给水泵停运并开始惰转 ０ ０

两台 ＣＶＳ 泵启动ꎬ稳压器电加热器开启 ０ ０

触发稳压器水位低－２ 信号 ３ １６２ ２ ９８１.１

破损 ＳＧ 二次侧的大气释放阀故障开启 ３ １６２ ２ ９８１.１

ＣＭＴ 开始注射ꎬＰＲＨＲ 开始运行 ３ １７９ ２ ９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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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事件 计算时间 / ｓ ＰＳＡＲ 时间 / ｓ

由主蒸汽低压力信号关闭破损 ＳＧ 二次侧的大气释放阀的隔离阀 ３ ７５７ ３ ７１３.１

由 ＳＧ 窄量程水位高－２ 整定值信号隔离 ＣＶＳ １９ ０７３ ２０ ５３７.１

破口流量终止 ３４ ６６７ ３４ ０６９.１

ＳＧＴＲ 事故分析表明ꎬ在没有操纵员干预、电厂自动保护措施作用下ꎬ使 ＲＣＳ 系统有效的降温降

压ꎬ排出堆芯衰变热ꎬ最终破损 ＳＧ 满溢前自动终止破口流量ꎮ 验证了 ＳＧＴＲ 事故时电厂保护措施的

有效性ꎮ
对结果中的部分参数如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破口流量等参数进行抽取ꎬ抽取结果如图 １、图 ２

所示ꎮ

(ａ)验证分析计算结果

(ｂ)初步安全分析报告[５]

图 １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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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验证分析计算结果

(ｂ)初步安全分析报告

图 ２　 破口流量

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ꎬ验证分析结果中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和破口流量趋势与«国核压水堆示

范工程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中的趋势变化基本一致ꎬ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ＳＧＴＲ 事故验证结果的合

理性ꎮ

３　 破口敏感性分析

ＳＧＴＲ 事故发生时破口可能发生在不同位置ꎬ为确保选取的假定破口条件具有包络性ꎬ选取了不

同位置的破口进行分析ꎬ以验证破口的敏感性ꎮ 技术人员选取了 Ｕ 型传热管入口与管板连接处的热

段发生破裂的工况与假设条件做对比ꎬ在除破口位置变化外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事故序列和

进展对比结果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破口位置 ＳＧＴＲ 事故的事件序列

事件 冷段时间 / ｓ 热段时间 / ｓ

ＳＧ 传热管双端断裂 ０ ０

丧失厂外电源 ０ ０

反应堆停堆 ０ ０

主泵和主给水泵停运并开始惰转 ０ ０

两台 ＣＶＳ 泵启动ꎬ稳压器电加热器开启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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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事件 冷段时间 / ｓ 热段时间 / ｓ

触发稳压器水位低－２ 信号 ３ １６２ ３ ２８１

破损 ＳＧ 二次侧的大气释放阀故障开启 ３ １６２ ３ ２８１

ＣＭＴ 开始注射ꎬＰＲＨＲ 开始运行 ３ １７９ ３ ２９８

由主蒸汽低压力信号关闭破损 ＳＧ 二次侧的大气释放阀的隔离阀 ３ ７５７ ３ ８４０

由 ＳＧ 窄量程水位高－２ 整定值信号隔离 ＣＶＳ １９ ０７３ １９ ７９４

破口流量终止 ３４ ６６７ ４１ ８８０

对 ＳＧＴＲ 事故而言ꎬ核电厂自动保护和非能动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启动 ＰＲＨＲ、隔离 ＣＶＳ 流量和隔

离启动给水等ꎬ保证 ＳＧＴＲ 事故下自动终止破口流量ꎬ防止 ＳＧ 满溢ꎬ进而防止事故时厂房放射性后果

明显增大ꎮ 从表中结果分析可以看出ꎬ虽然破口发生在 ＳＧ 传热管热段的事故进程较慢ꎬ但最终在

４１ ８８０ ｓ时破口流量仍然终止ꎬ验证结果表明ꎬ无论破口发生在蒸汽发生器传热管与管板连接处冷段

还是热段ꎬ最终 ＳＧ 未满溢且破口流量终止ꎬ达到了最初设计的目的ꎮ
破口发生在蒸汽发生器传热管与管板连接处冷段比发生在热段事故进程快的原因是通过冷段破

口的流体初始密度比热段破口的大ꎬ导致冷段破口的初始流量比热段高ꎬ更早触发了稳压器低－２ 水

位ꎮ 冷段破口处一回路的压力和破损 ＳＧ 二次侧的压力更早达到平衡ꎮ 对于上述两种位置破口ꎬ核电

厂都能在破损蒸汽发生器满溢前ꎬ无需操纵员的采取措施ꎬ自动隔离化容系统并终止破口流量ꎮ

４　 结论

对比 ＣＡＰ１４００ 项目 ＳＧＴＲ 事故的验证分析结果和«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初步安全分析报告»结
果ꎬ可以看出两个的事故序列、主要参数趋势基本一致ꎬ再次证明了 ＣＡＰ１４００ 在应对 ＳＧＴＲ 事故时的

安全性、可靠性ꎮ 针对破口敏感性分析结果ꎬ可以认为破口位置发生在蒸汽发生器管板上部的传热管

出口侧(冷段)的假设条件具有代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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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１４００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ＧＴＲ

ＣＨＥＮ Ｌｉ￣ｐｅｉꎬＢＡＯ Ｙｕ￣ｚ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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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二次侧 ＩＴＶ 视频检查技术的现状

王复晓ꎬ叶　 春ꎬ钟　 越ꎬ范谋亮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ꎬ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４)

　 　 　 　 　 　 　 　 　 　 　 　 　 　 　 　 　 　 　 　 　 　 　 　 　 　 　 　 　 　 　 　 　 　 　 　 　 　 　 　 　 　 　 　 　 　　
　

　
　 　　　　　　　　　　　　　　　　　　　　　　　　　　　　　　　　　　　　　　　　　　　　　　

　
　

　
　

作者简介:王复晓(１９８６—)ꎬ男ꎬ黑龙江人ꎬ助理工程师ꎬ本科ꎬ现主要从事核电厂 ＳＧ 视频检查及研究工作

摘要:核电厂蒸汽发生器(ＳＧ)二次侧管板的泥渣沉积对传热管会造成挤压和腐蚀等ꎬ可能由此导致传热管损伤ꎬ造成

一回路的放射性水扩散到二回路形成放射性泄露ꎬ因此对蒸汽发生器二次侧进行清洁度检查是十分必要的ꎮ 本文在

ＩＴＶ 视频检查工作的经验基础上ꎬ对蒸汽发生器二次侧清洁度检查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说明和总结ꎮ
关键词:蒸汽发生器ꎻ二次侧ꎻＩＴＶ 视频检查

根据国内外核电厂的运行经验ꎬ蒸汽发生器(ＳＧ)二次侧传热管的腐蚀及传导效率的降低将大大降低

核电厂的利用率和热效率ꎮ 这些问题主要源于 ＳＧ 二次侧水循环中产生的腐蚀产物、盐类杂质及制造

及调试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外来异物等ꎬ随着机组的运行ꎬＳＧ 二次侧的管板表面、分流板表面、各层支

撑板表面、传热管表面及相关联给水系统中都会不可避免的形成一些不容腐蚀物质(简称泥渣)ꎮ
二次侧的泥渣沉积主要有以下四种危害:①金属类杂质浓缩与管材腐蚀ꎻ②泥渣结垢与蒸汽压力

降低ꎻ③泥渣堆积与一回路压力边界失效ꎻ④梅花孔堵塞与水位不稳ꎮ 国内外核电厂运行经验表明ꎬ
这些危害可能导致 ＳＧ 传热管失效堵管、堵管过多提前更换等严重后果ꎮ

综上所述ꎬ对 ＳＧ 二次侧进行适时泥渣清洗是十分必要的ꎬ而 ＩＴＶ 视频检查正是配合泥渣清洗非

常必要的工作ꎬ也是在验证冲洗效果的同时及时发现和处理外来异物进而保障传热管安全的有效

手段ꎮ

１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管板 ＩＴＶ 视频检查技术介绍

１.１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管板 ＩＴＶ 视频检查原理

核电厂 ＳＧ 二次侧管板 ＩＴＶ 视频检查ꎬ是利用 ＳＧ 二次侧的检修通道(二次侧的手孔和眼孔如图 １
所示)ꎬ将专用内窥镜探头配合专用工具伸入 ＳＧꎬ利用专用内窥镜探头采集视频数据信息ꎬ专用工具

可配合内窥镜探头到达需要检查的指定区域ꎬ采集的数据经数据线传输至数据采集处理工作站进行

采集、储存、分析、编辑等ꎮ 编辑好的数据文件刻录成光盘或采用移动存储设备进行移交ꎬ视频资料分

析的结果参照相应标准来决定是否需要再次冲洗ꎬ以及传热管是否有必要进行其他额外操作来维护

蒸发器的安全状态ꎬ保证 ＳＧ 二次侧传热管的完整性ꎬ延长其使用周期ꎬ为核电厂的安全运行提供

保障ꎮ
ＳＧ 二次侧传热管的结构分布、排列方式ꎬ与各层支撑板分流板构成的架构、外层环廊间距、手孔

管板高度差、中心管廊挡板位置分布等ꎬ限定了检查用探头的尺寸、规格和配套工具的研发设计[１]ꎮ
为了查看 ＳＧ 管板沉淀物所处的状态ꎬ保证 ＳＧ 二次侧传热管的完整性ꎬ延长其使用周期ꎬ现有核

电厂 ＳＧ 二次侧主流视频检查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手动操作方法ꎬ一种是半自动操作方法[２]ꎮ 图

２ 为手动 ＩＴＶ 视频检查工作原理图ꎮ

１.２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管板 ＩＴＶ 视频检查手动操作方法

专用内窥镜链接完毕后ꎬ将专用工具配合各探头通过检验通道进入二次侧内部对检验区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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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ＳＧ 二次侧手眼孔

图 ２　 ＩＴＶ 视频检查工作原理

检查ꎬ根据二次侧管板的结构性质ꎬ检查范围主要有

外环廊、中心管廊、管间ꎮ 某些情况下ꎬ分流板及第

一支撑板也是需要检查的一部分ꎮ
专用工具放置于蒸发器 １８０°手孔外侧的格栅板

上ꎬ电源引入后接电通电ꎬ内窥镜连接好并接上探头

和导向工具ꎬ然后由 ＳＧ 二次侧中心管廊两端的手孔

(０°和 １８０°手孔)进入蒸发器二次侧内部ꎬ对计划检

查区域进行检验ꎮ 检验顺序一般都是倒序ꎬ指的是

优先到达检验范围内离入口处最远的位置ꎬ然后由

远及近的检查ꎬ这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采集视频信

息的稳定、操作上的便捷ꎮ 底层管板区域的 ９０°和
２７０°各有一个眼孔ꎬ在视频检查过程中不常使用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用到ꎮ

１.３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二次侧管板 ＩＴＶ 视频检查半自动操作方法

半自动操作方法与手动操作方法主要的区别是ꎬ检查过程中不需要工作位置长时间驻人操作ꎬ改
用程序控制的自动化操作ꎬ此方面的改变将大大减少工作人员所处高剂量区域的时间ꎬ降低受照剂

量ꎬ但异物防范风险较大ꎬ工作时间长ꎮ 现今主要的核电厂 ＳＧ 二次侧管板检查半自动检查的设备(如
图 ３ 所示)ꎬ有法国 ＳＲＡ 公司开发并已付诸使用的 ＰＩＰＡ 自动爬行器ꎬ由德国 ｖｉＺａａｒ 公司开发并使用

的剑型自动检查设备ꎬ以及美国 ＧＥ 公司开发的自动爬行机器人等ꎮ

　
图 ３　 半自动操作方法检查效果

对于 ＣＰＲ１０００ 及 ＣＰＲ１０００＋型的机组来说ꎬＳＧ 二次侧的传热管分布、管间距离、单层覆盖范围等

因素ꎬ制约着检查设备的形状、大小、用电范围、可用精度等等ꎮ 国内目前仍主要采用手动操作方法进

行管间检查ꎬ半自动检查设备正在研发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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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二次侧视频检查控制系统的简介

２.１　 蒸汽发生器二次侧视频检查控制系统原理

ＳＧ 二次侧视频检查控制系统的原理ꎬ主要通过笔记本电脑及编辑软件(现用 ＶＢ 和 Ｃ 等语言较

多ꎬ如图 ４ 所示)组合来操控前端采集回的视频信号ꎬ并进行字符叠加后经过再采集后存入电脑ꎬ还可

将配有字符的视频输出至前端显示器方便前端工作人员信息共享ꎬ待当天工作完毕后备份回中央数

据库进行分析并进行再编辑ꎬ最后生成数据表和分布图ꎮ

图 ４　 视频字幕叠加软件界面

２.２　 蒸汽发生器二次侧视频检查中段控制系统

现有二次侧视频检查系统的设计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ꎬ现场采集的视频没有像涡流检查那

样的完美视频数据库做横向对比ꎻ第二ꎬ现场工作也不可即刻完成数据表和分布图的出示ꎻ第三ꎬ现场

工作当然更不能直接导出编辑好的视频文件ꎻ第四ꎬ在检查过程中的需要额外记录、注意的地方无法

自动识别ꎻ这些都是现有检查控制系统需着重关注的地方ꎬ后续还需要不断改进ꎮ
控制系统的智能化ꎬ即最低限度的使用人为干预ꎬ实现视频检查的自动化、智能化变革ꎮ 在智能

化视频检查研究中ꎬ首先需要建立数据库ꎬ用于做基础比较ꎬ然后用更快的芯片及智能图表ꎬ实现现有

视频的自动分类生成ꎮ 再有就是远程控制等先进的智能化控制ꎬ最终达到无人控制的全自动环节ꎬ这
样也是未来视频检查的发展趋势ꎮ

２.３　 蒸汽发生器二次侧视频检查前端视频采集系统

现有的 ＳＧ 二次侧视频检查采集系统ꎬ主要受现场环境、蒸发器结构及规范要求限制ꎬ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选型ꎮ 主要的视频采集系统有美国韦林意威特的 ＸＬＧ 系列(俗称 Ｇ３、Ｇ４)、德国威萨的

ＶＵＭＡＮ 系列以及日本奥林巴斯的 ＦＸ 系列等ꎬ这些设备的多个核心部件及维修都不在国内ꎬ因此设

备问题的维修时间大大延长ꎬ通常的解决方式是多采购几套设备做备用ꎬ不过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维

修成本ꎬ也对公司的运营和管理增加了不少负担ꎮ
当前的采集设备多数自身也存在许多不足:第一ꎬ采集视频的广角限制ꎬ理想视距限制对采集成

像效果的影响ꎻ第二ꎬ采集设备的可变形限制ꎬ因控制原理不同(机械、气动等)设备理想可变形有限ꎬ
对检测区域限制较大[３]ꎻ第三ꎬ光线视觉成像限制ꎬ因光源发起原理不同(卤素、ＬＥＤ 等)设备可视范

围小ꎬ衰减大对暗光环境采集视频成像准确度及清晰度的影响大ꎻ第四ꎬ便携性不足ꎬ多数这些设备体

积都比较大ꎬ对狭小空间的探测限制较大ꎬ对某些精细部件、位置的探测影响较大ꎮ
后续的开发设计需要考虑上述不足ꎬ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需求:第一ꎬ开发不受广角限制并能按

环境快速变换视距的采集成像系统ꎻ第二ꎬ减少并省略机械结构的限制的万向采集镜头ꎬ变形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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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ꎻ第三ꎬ光源的革命性变革ꎬ开发出视距强、成像好、不伤眼、强弱可控、变化迅速的新光源ꎮ

３　 总结

综上所述ꎬＳＧ 二次侧清洁度视频检查ꎬ已在国内外核电厂得到广泛应用ꎬ其在延长 ＳＧ 使用寿命、
限制一回路污染源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完整的检查过程主要包含两个部分ꎬ一是通过采集、存
储等手段ꎬ获取 ＳＧ 内部检查视频ꎻ二是需要通过分析、编辑ꎬ确认 ＳＧ 内部清洁度情况ꎬ以及决定采取

何种清洁措施ꎮ 然而就技术手段来说ꎬ国内普遍使用传统的手动全管束检查方法ꎬ较为耗时且操作繁

琐ꎻ国外已有的半自动化的检查方法ꎬ也存在自动化程度不高、检查范围有限等缺陷ꎮ 目前技术上改

进的主要方向:一是在工作前端采用自动化的机器人代替手动进行视频扫描和记录ꎬ二是在后端利用

操作平台整合视频资源ꎬ对清洁度水平进行自动化评估ꎮ 在可预见的未来ꎬ自动化、智能化检查设备ꎬ
将逐步取代人工完成检查工作ꎬ不仅提高了 ＳＧ 清洁度检查效率ꎬ也对核电厂其他设备的可视化检查

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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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燃料熔盐堆选址源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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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大虎(１９７４—)ꎬ男ꎬ四川射洪人ꎬ高级工程师ꎬ主要从事核设备安全审查和核与辐射法规标准研究工作

摘要:固态钍基燃料熔盐堆采用了不同于压水堆的燃料、冷却剂和系统结构ꎬ因此ꎬ固态燃料熔盐堆的选址源项及其确

定方法也与压水堆有很大不同ꎮ 我国现行核安全法规对于反应堆选址源项仅有原则性规定ꎬ且多基于压水堆ꎬ不能完

全适用于固态燃料熔盐堆ꎮ 本文基于对固态熔盐堆所采用的新设计理念、新燃料和结构系统特点分析基础上ꎬ结合核

电站选址相关的法规和核安全审评要求ꎬ对固态熔盐堆选址源项及其确定方法进行了分析评价ꎬ为以后有关核安全法

规标准完善和核安全审评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固态燃料熔盐堆ꎻ选址源项ꎻ分析评价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核安全ꎬ核安全法规规定在核电厂厂址选择阶段必须遵循核安全准则和程序

对核电厂可能的放射性物质释放进行分析评价ꎬ以确保核电厂建设和运行的安全ꎮ 评价厂址时ꎬ通常

把这些放射性释放物作为辐射源项看待ꎬ源项的种类成分、形态、数量、释放方式和释放时间、影响范

围等参数是反映反应堆安全的重要指标ꎬ是制定安全目标、严重事故对策等问题的重要依据ꎬ科学、合
理的源项确定对保证核电厂安全和经济性至关重要ꎮ 因此ꎬ研究分析选址源项确定的科学合理性ꎬ厘
清反应堆源项种类特征及其影响范围ꎬ对分析评价反应堆源项是否符合法规标准要求至关重要ꎮ

熔盐堆是国际公认的第四代核能堆型之一ꎬ采用了不同于压水堆的设计、燃料、冷却剂和系统结

构ꎬ因此ꎬ固态燃料熔盐堆的选址源项及其确定方法也与传统压水堆有很大不同ꎮ 我国现行核安全法

规对于反应堆选址源项仅有原则性规定ꎬ且多基于压水堆ꎬ不能完全适用于固态燃料熔盐堆ꎮ 本文将

对固态熔盐堆所采用的新设计理念、新燃料和结构系统特点进行分析研究ꎬ结合核电站选址相关的法

规和核安全审评要求ꎬ并对固态熔盐堆选址源项及其确定方法进行分析评价ꎬ为将来固态熔盐堆核电

厂选址评价及有关核安全法规标准修订完善提供参考ꎮ

１　 源项确定基本要求

我国关于选址源项相关要求主要在«核电厂选址安全规定»(ＨＡＦ １０１)、«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

定»(ＧＢ ６２４９—２０１１)、«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ＧＢ 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等法规标准中进行

了初步规定ꎮ
ＨＡＦ １０１ 要求必须考查核电厂设计和厂址之间的关系ꎬ保证将由源项所确定的放射性物质释放

给公众和环境带来的辐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ꎮ 评价厂址时ꎬ通常把这些放射性释放物作为辐

射源项看待[ １ ]ꎮ
ＧＢ １８８７１ 和 ＧＢ ６２４９ 对辐射剂量和核电厂区域控制给出了规定ꎮ 要求必须在核动力厂周围

设置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ꎮ 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边界的确定应考虑选址假想事故的放射性后

果ꎮ 不要求非居住区是圆形ꎬ可以根据厂址的地形、地貌、气象、交通等具体条件确定ꎬ但非居住区

边界离反应堆的距离不得小于 ５００ ｍꎻ规划限制区半径不得小于 ５ ｋｍꎮ 在发生选址假想事故时ꎬ考
虑保守大气弥散条件ꎬ非居住区边界上的任何个人在事故发生后的任意 ２ ｈ 内通过烟云浸没外照

射和吸入内照射途径所接受的有效剂量不得大于 ０.２５ Ｓｖꎻ规划限制区边界上的任何个人在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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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持续期间内(可取 ３０ ｄ)通过上述两条照射途径所接受的有效剂量不得大于 ０.２５ Ｓｖꎮ 在事故

的整个持续期间内ꎬ厂址半径 ８０ ｋｍ 范围内公众群体通过上述两条照射途径接受的集体有效剂量

应小于 ２×１０４人Ｓｖ[ ２ꎬ３ ] ꎮ

２　 关于固态燃料熔盐堆设计理念和安全特性

熔盐堆是以熔融态的流动熔盐为冷却剂ꎬ形成堆芯循环流动的反应堆ꎮ
熔盐堆最初的设计是将核燃料溶解在高温熔盐中同时作为反应堆的燃料和冷却剂ꎬ即液态燃料

熔盐堆ꎬ这种堆具有能够在线后处理、不需要制作燃料元件以及能够利用钍－铀循环的优点ꎮ 后来的

氟盐冷却高温堆(ＦＨＲ)的设计使用了与高温气冷堆类似的包覆颗粒燃料ꎬ并使用熔盐(２ＬｉＦ－ＢｅＦ２)作
为冷却剂ꎬ这就是本文讨论的固态燃料熔盐堆ꎮ

固态燃料熔盐堆的主要安全相关的系统包括安全停堆系统和余热排除系统ꎮ 其中ꎬ安全停堆系

统能实现反应堆最终安全停堆ꎬ余热排出系统用于排除在事故和正常条件下的堆芯余热ꎮ
因此ꎬ与传统的核电厂类似ꎬ保证固态燃料熔盐堆安全的根本也是保证控制反应性、排出堆芯热

量、包容放射性物质并控制运行排放以及限制事故释放三项基本安全功能ꎮ 根据设计特点ꎬ固态燃料

熔盐堆的主要的安全特性包括:
１)燃料具有优异的包容能力ꎮ 燃料颗粒的包覆层在温度 １ ６００ ℃以下都将保持完整性ꎻ
２)负反应性温度系数ꎮ 石墨慢化剂和熔盐冷却剂－氟锂铍熔盐(ＦＬｉＢｅ)都具有负的温度反应系

数ꎬ依靠温度负反馈效应、就能够补偿反应性的意外引入ꎬ平衡堆芯温度变化ꎻ
３)设有专门的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ꎬ在事故工况下ꎬ堆芯的衰变热依靠热传导等自然机制的非能

动方式ꎬ将衰变热载出到堆芯ꎬ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无需人为干预ꎬ安全性更加可靠ꎻ
４)熔盐冷却剂可以溶解包容放射性物质ꎬＦＬｉＢｅ 熔盐具有很强的包容放射性物质能力ꎬ反应堆在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ꎬ能够有一部分裂变产物溶解到 ＦＬｉＢｅ 冷却剂中ꎬ能够减少放射性物质的

泄漏ꎮ
相对于传统的压水堆核电厂ꎬ固态燃料熔盐堆的这些安全特性提高了核电厂的安全水平ꎬ降低了

事故情况下对环境造成的放射性后果ꎮ

３　 关于固态燃料熔盐堆的事故分析结果

目前ꎬ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对固态熔盐堆可能的事故序列进行了研究ꎬ将事故类型分为六

类ꎬ结合熔盐堆设计理念ꎬ用主逻辑图方法ꎬ建立始发事件清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ＴＭＳＲ 六类事故及其始发事件[ ４ ]

编号 事故类型 始发事件

１ 反应性事故

１.一根控制棒在次临界或低功率运行下失控提出ꎻ
２.一根控制棒在功率运行下失控提出ꎻ
３.控制棒误动作ꎻ
４.装料过程中意外临界

２ 堆芯排热减少事故

５.熔盐泵卡轴ꎻ
６.失去厂外电ꎻ
７.热阱丧失

３ 堆芯排热增加事故
８.二回路流量增加ꎻ
９.二回路温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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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事故类型 始发事件

４ 管道破损和设备泄漏事故

１０.一回路管道小破损ꎻ
１１.二回路管道小破损ꎻ
１２.主换热器传热管破裂ꎻ
１３.燃料颗粒破损

５ 未能紧急停堆的预期瞬态(ＡＴＷＳ)
１４.失去厂外电未能紧急停堆ꎻ
１５.控制棒误抽出未能紧急停堆

６ 灾害(外部和内部的)

１６.地震ꎻ
１７.水淹ꎻ
１８.强风ꎻ
１９.爆炸ꎻ
２０.火灾

固态燃料熔盐堆的设计以及安全特性与传统压水堆不同ꎬ并不存在全堆芯熔化事故ꎮ 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对这些事故进行了分析ꎬ根据分析结果ꎬ除覆盖气泄漏事故外ꎬ其他事故并不会造

成放射性核素向外界环境释放的显著增加ꎮ 由于正常运行过程中覆盖气系统累积了一定量的放射性

核素ꎬ覆盖气泄漏事故是假想到的事故当中导致的放射性物质释放量最大、造成的放射性后果最为严

重的事故ꎮ 因此ꎬ将覆盖气体泄漏确定为最大假想事故ꎮ

４　 关于固态燃料熔盐堆的选址源项确定方法

对传统的压水堆核电厂和沸水堆核电厂ꎬ在美国核管会(ＮＲＣ)的技术导则 ＲＧ１.１８３ 等文件中给

出了假想事故源项的确定方法ꎬ但对于熔盐堆这类第四代反应堆ꎬ如何确定选址源项ꎬ国内外尚缺乏

相应的法规或标准ꎮ
考虑到固态燃料熔盐堆的设计以及安全特性与传统压水堆不同ꎬ并不存在全堆芯熔化事故ꎬ因此

压水堆的选址源项方法并不适用于固态燃料熔盐堆ꎮ 固态燃料熔盐堆设计理念是依靠固有安全特性

和高可靠的包覆颗粒燃料元件ꎬ因而在确定其事故源项时必须考虑到其设计理念和设计特点ꎮ
美国爱达荷国家实验室(ＩＮＬ)针对高温气冷堆的设计特征和安全理念ꎬ并结合轻水堆选址源项研

究最新方法ꎬ提出建立基于真实事故进程机理基础上的源项分析方法ꎬ来确立第四代先进性反应堆的

选址源项ꎬ即机理性源项分析方法ꎮ 该方法已应用于 ＮＧＮＰ 的高温气冷堆研究项目中ꎬ并得到美国

ＮＲＣ 的认可ꎬ在美国 ＮＲＣ 一系列关于 ＮＧＮＰ 项目的 ＳＥＣＹ 技术文件中多次提到采用机理源项来确定

ＮＧＮＰ 的事故源项和选址源项ꎮ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在固态燃料熔盐堆的选址源项确定中也采用了机理性源项的方法[４ꎬ５]ꎮ
根据事故分析的结果ꎬ固态燃料熔盐堆的最大假想事故为覆盖气泄漏ꎮ 此种事故条件下ꎬ放射性向外

界环境的潜在释放量最大ꎬ造成的放射性后果也最为严重ꎮ 因此将覆盖气泄漏事故作为选址假想事故进行

分析ꎮ 具体的计算过程中ꎬ考虑到释放一回路系统的放射性核素会有一部分核素进入到覆盖气系统中去ꎬ
包括 １００％的惰性气体、１０％的碘和 １０％的其他物质ꎮ 再考虑尾气系统的处理效率ꎬ可以得到寿期末覆盖气

中放射性核素的累积量ꎮ 事故后果计算中ꎬ假设覆盖气系统破损事故发生后ꎬ厂房对放射性物质释放没有

缓解作用ꎬ不考虑衰变ꎬ且放射性在 ２ ｈ 内释放完毕ꎮ 采用计算出的最不利方位的大气扩散因子ꎬ根据计算ꎬ
一般典型核电厂址情况下ꎬ非居住区边界上选址假想事故发生后 ２ ｈ 的剂量约为 ０.０４ ｍＳｖꎮ

５　 源项确定中几个要素的思考

５.１　 关于机理性源项

本研究认为ꎬ参考国际上普遍经验ꎬ固态燃料熔盐堆的事故源项采用由特定事故序列分析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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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来确定是可行的ꎮ 由于固态燃料熔盐堆的设计特征使其不存在全堆芯熔化事

故ꎬ使用机理性源项ꎬ并将燃料元件的释放过程、冷却剂和其他系统的滞留作用纳入到考虑范围是合

理的ꎬ可以用于固态燃料熔盐堆的选址源项的确定ꎮ 但是应确保事故源项分析的保守性ꎬ针对具体的

系统滞留作用ꎬ事故分析时应充分考虑事故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以及滞留作用失效的各种

可能ꎮ

５.２　 关于选址假想事故的选取

对于选择覆盖气体泄漏事故作为选址最大可信假想事故ꎬ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是可行的ꎬ但在确

定过程中还应进一步描述其他各类事故ꎬ定量或定性说明其后果ꎬ并表明其放射性后果能被覆盖气体

泄漏事故所包络ꎮ 例如ꎬ压水堆通常选取主管道双端破裂作为选址假想事故ꎬ熔盐堆也应对一回路管

道破损事故进行相应的分析ꎮ

５.３　 对覆盖气体事故的源项计算

对于覆盖气体事故的源项计算ꎬ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工程实验支撑ꎬ建议根据国内外相关实验结

果和成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主要参数的选取ꎬ包括燃料球的破损系数、裂变产物从燃料中释放到

一回路冷却剂的比例等ꎬ以便得出更加合理和准确的结果ꎮ

５.４　 关于固态燃料熔盐堆选址假想事故的剂量接受准则

固态燃料熔盐堆的选址假想事故的放射性后果应满足 ＧＢ ６２４９ 关于一般核电厂选址假想事故所

造成的剂量要求ꎮ

５.５　 关于规划限制区考虑

核安全法规要求研究类反应堆堆不能产生厂外应急ꎬ因此ꎬ未来工程应用的固态燃料熔盐堆关于

选址规划限制区问题应做进一步分析说明是否满足相关要求ꎮ

６　 展望

我国熔盐堆研发已取得重大进展ꎬ即将开展实验堆示范工程建设和选址ꎬ在国际上将率先进行此

类堆型的应用ꎮ 以上是本文对于钍基固态燃料熔盐堆安全特性、事故源项分析的初步看法ꎬ关于熔盐

堆选址源项确定和安全评价ꎬ还应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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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文桂(１９８８—)ꎬ男ꎬ四川广元人ꎬ工程师ꎬ工学学士ꎬ现主要从事核电站仪表与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工作

摘要:作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化仪控设备ꎬ核电厂安全级显示单元(以下简称 ＳＶＤＵ)是核电厂安全级 ＤＣＳ 平台的一个组

成部分ꎮ 本文对核电厂安全级显示单元的主要功能及其组成进行了简要介绍ꎬ并通过对西门子、Ｔｒｉｃｏｎ 以及三菱公司

的安全级显示单元系统架构、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的对比分析ꎬ结合相关法规及标准ꎬ对安全级显示单元在安全性、独
立性、可靠性及人因工程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和探讨ꎮ 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核电厂 ＳＶＤＵ 的设计方

案ꎬ该方案已在中核集团安全级 ＤＣＳ 平台－龙鳞系统(ＮＡＳＰＩＣ)的安全级显示单元研制中得到成功应用ꎮ
关键词:ＳＶＤＵꎻ安全级设备ꎻ龙鳞系统(ＮＡＳＰＩＣ)

１　 概述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第一个民用核电厂建成至今ꎬ核电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代ꎬ核电厂对安全性、可
靠性、经济性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ꎮ 作为核电厂的中枢神经系统ꎬ仪表与控制系统在现代核电厂中

占据重要地位ꎮ 而仪表与控制系统也经历了从传统的模拟控制系统到新一代数字化仪控系统(即
ＤＣＳ 系统)的发展ꎮ 在最新的核电技术的应用中ꎬＤＣＳ 系统已经取代传统的模拟仪控系统[１]ꎮ 作为一

种典型的数字化仪控设备ꎬＳＶＤＵ 已成为核电厂安全级 ＤＣＳ 平台的组成部分ꎬ承担安全级显示的重要

作用ꎮ

２　 ＳＶＤＵ 的主要功能

ＳＶＤＵ 的主要功能包括两个ꎬ如图 １ 所示ꎬ一是向操作员提供与反应堆保护系统、事故后监测系统

等有关的各种安全相关的参数信息ꎬ二是支持操作员通过 ＳＶＤＵ 向相关的安全系统发出控制指令ꎮ
典型的控制指令包括:

•安全系统相关功能的闭锁、复位操作ꎻ
•专设安全设施的驱动控制(软手操)ꎻ
•保护系统的部分 Ｔ３ 定期试验ꎮ
从功能上看ꎬＳＶＤＵ 执行安全功能ꎬ直接与反应堆安全系统进行交互ꎬ其功能将影响到安全系统的

运行ꎮ 根据安全分级的原则ꎬＳＶＤＵ 为安全级设备ꎮ

３　 ＳＶＤＵ 的系统架构

目前ꎬ世界上应用于核电厂的 ＳＶＤＵ 产品主要有德国 Ｓｉｅｍｅｎｓ /法国 Ａｒｅｖａ 公司的 ＴＥＬＥＰＥＲＭ ＸＳ
ＱＤＳ、日本三菱公司的 ＭＥＬＴＥＣ ＳＶＤＵ、英国 Ｉｎｖｅｎｓｙｓ 公司的 Ｔｒｉｃｏｎ ＳＶＤＵꎮ 三大厂家的典型应用架构

图如图 ２ 所示ꎬ从图中可以看出ꎬ应用架构大同小异ꎮ ＳＶＤＵ 通常是作为安全级 ＤＣＳ 系统的一种专用

终端ꎬ与反应堆保护系统之间设置有 ＴＵ 或者服务器等进行信号传输ꎮ ＴＵ 或者服务器通常是作为安

全级 ＤＣＳ 与 ＳＶＤＵ 的隔离装置ꎬ完成安全级系统参数信息收集与处理ꎬ并实现通信的隔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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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ＳＶＤＵ 的主要功能

图 ２　 ＳＶＤＵ 应用架构

４　 ＳＶＤＵ 的设备分析

４.１　 设备组成

为实现功能ꎬＳＶＤＵ 的设备主要由如图 ３ 所示的几个部分组成ꎮ 其中ꎬ电源模块为 ＳＶＤＵ 提供电

源ꎻ通信模块作为 ＳＶＤＵ 与其他系统的通信接口ꎬ完成与其他系统的通信ꎻ图形处理模块为 ＳＶＤＵ 的

核心部件ꎬ主要负责数据及图形运算处理ꎬ完成参数信息显示和控制指令处理ꎻ显示器为图形显示终

端ꎻ人机输入设备用于接收操作员的操作指令ꎬ完成对显示画面的控制和安全控制指令的传送ꎬ常用

的输入设备包括键盘、按钮和触摸屏等ꎮ
４.２　 设备对比

针对目前核电厂主流的 ＳＶＤＵ 设备ꎬ简要对比分析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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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ＳＶＤＵ 设备组成图

表 １　 三大厂家 ＳＶＤＵ 主要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ＴＸＳ ＱＤＳ Ｔｒｉｃｏｎ ＳＶＤＵ 三菱 ＳＶＤＵ

处理器 １ ６ ＧＨｚ Ｉｎｔｅｌ Ｐｅｎｔｉｕｍ Ｍ ２ １３ ＧＨｚ 双核 Ｉｎｔｅｌ Ｘｅｏｎ １３３ ＭＨｚ Ｉｎｔｅｌ Ｐｅｎｔｉｕｍ

存储容量

１ ＧＢ ＤＤＲ ＳＤＲＡＭ ４ ＧＢ ＲＡＭ ＳＲＡＭ ６ ＭＢ

１ ＧＢ ＤＩＥ Ｆｌａｓｈ
ＥＰＲＯＭ １ ＭＢ
Ｆｌａｓｈ ８ ＭＢ

通信接口
２ 个 １０ / １００ Ｍｂｐｓ

以太网口
２ 个 １０ / １００ Ｍｂｐｓ 以太网口

可配置(单通信

模块 ２ 对光纤接口)

人机输入接口
触摸屏输入 触摸屏输入 超声波触摸屏输入

带轨迹球机械键盘

显示屏参数

１９ 英寸 １９ 英寸 １０.４ 英寸

分辨率

１ ０２４×７６８
分辨率

１ ２８０×１ ０２４
分辨率

８００×６００

从表 １ 对比可知ꎬ在技术指标上 ＱＤＳ 和 Ｔｒｉｃｏｎ ＳＶＤＵ 相对于三菱 ＳＶＤＵ 而言具有明显优势ꎮ 这

种区别主要是他们的设计思路不同而导致的ꎮ ＱＤＳ 和 Ｔｒｉｃｏｎ ＳＶＤＵ 都是采用有异于其保护系统ꎬ针对

ＳＶＤＵ 特点而全新开发的软硬件ꎻ而三菱 ＳＶＤＵ 是采用其保护系统现有的 ＣＰＵ 卡件、通信卡件、系统

管理卡件、ＲＳ２３２ 卡件等加上视频信号接口卡件搭建而成ꎬ其局限性相对 ＱＤＳ 和 Ｔｒｉｃｏｎ ＳＶＤＵ 而言要

大ꎬ灵活性更低ꎮ

５　 ＳＶＤＵ 关键技术分析

针对核电厂的应用需求和安全级仪控设备的相关要求ꎬＳＶＤＵ 的设计开发除在技术安全性、成熟

度、先进性等反面满足一般核电厂应用外ꎬ还需要解决如下关键技术ꎮ

５.１　 高可靠性硬件设计

ＳＶＤＵ 执行安全功能ꎬ应根据 ＩＥＣ ６１５０８－２ 中硬件安全完整性及系统安全完整性进行高可靠性硬

件设计[３]ꎮ 主要包括进行 ＦＭＥＡ 分析ꎬ充分考虑故障模式及影响ꎬ并针对性采取相应诊断措施ꎻ将各

种诊断信息进行分类和分级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各种诊断信息能进行上报或执行规定响应动作(如提

示维护等)ꎻ与非安全级系统或设备进行有效隔离ꎻ与外部接口进行有效隔离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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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安全级软件开发

ＳＶＤＵ 软件开发需按照安全级软件进行ꎬ满足 ＩＥＣ ６０８８０ 的要求ꎮ ＳＶＤＵ 的执行软件代码需要完

全透明ꎬ并保证软件执行过程中的任意时间点行为确定ꎮ 此外作为安全级软件ꎬＳＶＤＵ 的软件需要进

行完整的 Ｖ＆Ｖ 测试ꎮ

５.３　 能根据不同应用进行工程组态配置

不同核电厂的各种参数类型及数量是不同的ꎬ并且同一个核电厂中ꎬ不同监视位置的 ＳＶＤＵ 所需

监视的参数类型及数量也是不同的ꎬ这就要求 ＳＶＤＵ 能提供专用的组态配置工具ꎬ根据不同应用进行

工程组态配置ꎮ

５.４　 满足安全级设备鉴定试验的要求

作为安全级设备ꎬＳＶＤＵ 能最终应用于核电厂仪控系统需取得核监管机构的许可ꎬ因此需要满足

各类鉴定试验的要求ꎬ特别是高低温试验、电磁兼容试验、Ⅰ类抗震试验等ꎮ ＳＶＤＵ 设计方案应充分考

虑自身组成部件的特殊性(如 ＬＣＤ 屏幕易碎ꎬ通过发射类电磁兼容性试验难度大等)及事故后运行环

境ꎬ进行散热结构设计、抗震结构设计以及电磁兼容设计等ꎬ并对设计方案的有效性通过仿真及试验

等方式进行验证ꎮ

５.５　 人因工程设计

ＳＶＤＵ 作为人机接口ꎬ其设计要充分考虑人因工程的要求ꎬ如设置操作员、维修员以及管理员等不

同用户类型并进行相应权限管理ꎬ屏幕显示清晰且无闪烁和抖动ꎬ界面布局整齐合理ꎬ操作按钮示意

明确ꎬ有工作状态指示ꎬ数据长度适宜且格式一致ꎬ曲线平滑且没有明显的抖动与迟滞感ꎬ能提供缩略

语、符号和图标等形式便于用户操作等[３]ꎮ

６　 ＳＶＤＵ 技术方案

根据 ＳＶＤＵ 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参考三大厂家的主要技术指标、结合对 ＳＶＤＵ 关键技术的分

析ꎬ本文基于中核集团安全级 ＤＣＳ 平台———龙鳞系统(ＮＡＳＰＩＣ)ꎬ从 ＳＶＤＵ 的结构方案、硬件方案、软
件方案和应用架构几个方面提出一种 ＳＶＤＵ 技术方案ꎮ

６.１　 ＳＶＤＵ 结构方案

如图 ４ 所示ꎬＳＶＤＵ 采用一体式方案ꎬ以简化安装方式及控制室布置ꎬ极大减少各系统分离组件之

间的连接接口ꎬ减少故障点ꎬ提高可靠性ꎮ 通过增加减震结构、电磁屏蔽结构以及散热结构ꎬ以适应地

震、振动、高温、强电磁干扰等恶劣环境ꎮ ＳＶＤＵ 尺寸设计为标准 １９ 英寸宽度ꎬ７Ｕ 高度ꎬ安装方式同时

兼容机柜安装和盘台安装两种安装方式ꎮ

图 ４　 ＳＶＤＵ 轮廓图

６.２　 ＳＶＤＵ 硬件方案

ＳＶＤＵ 的主要功能是接收人机输入并处理ꎬ进行网络数据收发ꎬ完成页面数据的准备和处理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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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显示ꎬ对特定变量做历史存储ꎬ同时进行自诊断及诊断故障分类报警等ꎮ 根据 ＳＶＤＵ 的功能要求ꎬ
ＳＶＤＵ 硬件技术方案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ＳＶＤＵ 硬件技术方案

ＳＶＤＵ 由电源管理单元、处理单元、通信单元、存储单元、诊断单元、接口单元、人机输入设备以及

ＬＣＤ 等组成ꎮ 处理单元接收来自通信单元接收的网络数据和接口单元接收的人机输入设备输入数

据ꎬ进行运算处理后ꎬ将需要发送至外部 ＴＵ 的数据通过通信单元进行发送ꎬ对需要显示的数据通过接

口单元输出至 ＬＣＤ 屏幕ꎮ 在运行过程中ꎬ诊断单元对 ＳＶＤＵ 的电源状态、通信状态、存储器状态、程序

执行状态等进行监视ꎮ

图 ６　 ＳＶＤＵ 软件技术方案

６.３　 ＳＶＤＵ 软件方案

如图 ６ 所示ꎬＳＶＤＵ 软件包括运行于工程师站的

离线组态软件和运行于 ＳＶＤＵ 硬件环境的在线运行

软件两部分ꎮ 其中在线运行软件为嵌入式软件ꎬ运行

在 ＳＶＤＵ 处理单元中ꎬ完成配置解析、数据通信、数据

处理、人机接口处理、显示驱动、自诊断等功能ꎻ离线

组态软件运行于工程师站或者专门的工作站中ꎬ主要

完成组态开发、组态编译、组态仿真等过程ꎮ 用户根

据不同核电厂的功能需求ꎬ通过离线组态软件提供的

模板和组态环境ꎬ对监控参数及控制设备确定后进行

图形界面组态ꎬ将组态好的图形界面进行组态编译并

生成配置文件ꎬ将配置文件下装至 ＳＶＤＵ 硬件平台ꎬ
在 ＳＶＤＵ 运行程序上执行ꎮ

ＳＶＤＵ 作为 １Ｅ 级安全设备ꎬ其在线运行软件为安全级 Ａ 类软件ꎬ设计开发过程严格遵循 ＩＥＣ
６０８８０ 对安全级软件的要求ꎬ并进行独立的 Ｖ＆Ｖ 工作ꎮ

６.４　 应用架构

ＳＶＤＵ 在 ２００４ 保护系统应用架构中的位置如图 ７ 所示ꎮ 本方案中每个逻辑系列设置 ８ 个 ＳＶＤＵꎬ
分别位于主控室内和远程停堆站内ꎬ分布如表 ２ 所示ꎮ ＳＶＤＵ 在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功能ꎮ 其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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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室内 ＯＷＰ 中的 ＳＶＤＵ 主要为安全相关设备和功能提供数字化操作接口ꎬ包括定期试验等操作接

口ꎻ主控室内 ＢＵＰ 中的 ＳＶＤＵ 主要为减小 ＢＵＰ 的规模ꎬ仅提供纳入 ＢＵＰ 范围内、使用频率相对较低

且不涉及安全停堆控制的安全相关设备和功能的操作接口ꎻ远程停堆站内的 ＳＶＤＵ 与主控室内 ＯＷＰ
中的 ＳＶＤＵ 提供的操作接口基本相同ꎬ但不包括定期试验相关的操作接口[４]ꎮ

图 ７　 ＳＶＤＵ 在 ２００４ 保护系统应用架构中的位置

表 ２　 ＳＶＤＵ 的分布

位置 Ａ 列 Ｂ 列 布置

主控室

ＮＩ－ＯＷＰ １ １ 上下

ＣＩ－ＯＷＰ １ １ 上下

ＳＥ－ＯＷＰ １ １ 上下

ＵＳ－ＯＷＰ １ １ 上下

ＢＵＰ ２ ２ 上下

远程停堆站
ＣＯＷＰ－Ａ １ １ 左右

ＣＯＷＰ－Ｂ １ １ 左右

ＳＶＤＵ－Ａ / Ｂ 只与 ＴＵ－Ａ / Ｂ 进行通信ꎬ通过 ＴＵ－Ａ / Ｂ 实现与 ＥＳＦＡＣ / ＳＰ 和 ＲＰＣ－Ｉ / ＩＩＩ / ＩＩ / ＩＶ 的通

信ꎮ 需要实现参数显示功能时ꎬＲＰＣ 采集的需显示的保护参数和 ＰＡＭＳ 参数首先送到 ＴＵ－１ / ３ / ２ / ４ꎬ
ＴＵ－１ / ３ / ２ / ４ 收到后转发给 ＴＵ－Ａ / Ｂꎬ最后 ＴＵ－Ａ / Ｂ 转发给 ＳＶＤＵ－Ａ / Ｂ 进行显示和记录ꎮ 需要实现操

作功能时ꎬＳＶＤＵ－Ａ / Ｂ 的操作信号先进入 ＴＵ－Ａ / ＢꎬＴＵ－Ａ / Ｂ 实现转发功能ꎬ如果是 ＥＳＦＡＳ 相关操作

信号ꎬＴＵ－Ａ / Ｂ 直接转发给 ＥＳＦＡＣ－Ａ / Ｂ 或 ＥＳＦＳＰ－Ａ / Ｂꎬ如果是 ＲＴＳ 相关操作信号ꎬＴＵ－Ａ / Ｂ 把接收

到的操作信号先转发给 ＴＵ－１ / ３ / ２ / ４ꎬＴＵ－１ / ３ / ２ / ４ 再把数据发给 ＲＰＣ－Ⅰ/Ⅲ / Ⅱ / Ⅳꎮ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ꎬ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成功研制了 ＳＶＤＵꎮ 根据安全级设备鉴定试验要求ꎬ

ＳＶＤＵ 参照 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 通过了低温、高温、温度变化、交变湿热、恒定湿热等环境试验ꎬ依据 ＲＧ １.１８０ 和

ＩＥＣ ６１０００ 通过了电磁兼容性试验等ꎮ 在搭建的 ＮＡＳＰＩＣ 平台工程样机中ꎬ使用 ＳＶＤＵ 实现了典型核

电厂监控样例ꎬ通过样例 ＳＶＤＵ 能够完成对保护系统安全相关重要参数的监视ꎬ向保护系统发送复

位、闭锁等控制类指令ꎬ进行定期试验等功能ꎮ

７　 结论

随着核电的高速发展及 ＤＣＳ 在核电中的应用ꎬ核电对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ꎬ特别是日本福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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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后ꎬ世界各国都对核电厂的建设在安全指标和质量标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因此ꎬ作为监控与反

应堆保护系统、事故后监测系统等有关的各种安全相关的参数信息及向相关的安全系统发送控制指

令的 ＳＶＤＵ 在设计开发中必须符合核电厂安全级设备设计原则ꎬ遵循相关法规及标准要求ꎬ做到高安

全性、高可靠性ꎬ才能更好地避免核电事故的发生[ ５ ]ꎮ 我国目前主要的核安全级 ＤＣＳ 供应商仍为国

外几大厂家ꎬ无论在成本方面还是核心技术方面都不利于我国核电发展ꎮ 龙鳞系统的 ＳＶＤＵ 已实现

国产化ꎬ对新建核电项目及核电改造项目实现 ＳＶＤＵ 的自主供货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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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人因失误分析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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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可天(１９９１—)ꎬ男ꎬ四川眉山人ꎬ助理工程师ꎬ工学学士ꎬ从事反应堆运行与管理工作

摘要:在核工业领域ꎬ大多数核事件及核事故都是由人因失误引起的ꎮ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目前已经服役超过 ３０ 年ꎬ其
在运行、维护、组织管理方面都经历了多次改进和升级ꎬ但在人因失误分析与预防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少ꎬ对其进行人因

失误分析对研究反应堆的安全运行和指导反应堆技术改进具有重要意义ꎮ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运作主要由运行、维
护、管理三个环节组成ꎬ参与这三个环节的人员即为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人因失误主体ꎮ 在针对反应堆运行环节的分

析中ꎬ探讨了“主控室场景布置与局部环境”和“主控室的参数显示、监控系统”这两个客观因素以及“运行人员的职业

素质”与“各运行岗位职责划分与沟通”这两个主观因素可能带来的问题ꎬ并结合人因工程学和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

措施ꎮ 对于反应堆的维护环节ꎬ分析中提出了目前本堆在维护保养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ꎬ对维护保养的作业人员

和管理人员提出了工作改进建议ꎮ 反应堆的倒换料是一项敏感的操作ꎬ分析中对该过程中的人因失误诱因ꎬ特别是参

与者的精神状态变化和倒料操作带来的不可抗拒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ꎬ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改进建议和技术改造建

议ꎮ 对于反应堆的管理环节ꎬ分析中从保障反应堆安全有序的角度出发ꎬ充分考虑员工的心理因素ꎬ对管理人员提出

了工作方式改进的建议ꎬ指出反应堆综合管理应当避免压力的不良传递ꎬ不能空谈“杜绝”人因失误ꎬ转换工作思路和

工作心态是重中之重ꎮ 最后ꎬ统括上述分析ꎬ提出了人因失误管理须兼顾员工的生理、心理特点ꎬ注重提高职业素质ꎬ
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ꎬ才能进一步降低人因失误风险ꎮ
关键词:高通量工程试验堆ꎻ人因失误ꎻ原因分析ꎻ预防措施

核电发展史上曾发生过三哩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ꎬ人因失误都是引发事故的诱因或者

直接原因ꎮ 据统计ꎬ在核领域一半以上的核事件都归因于人因失误ꎬ这也说明单靠提高设备或系统的

可靠性并不能完全保证安全ꎮ 因此ꎬ预防人因失误对于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ꎬ探讨人因失

误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已成为核安全领域研究的重点ꎮ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以下简称 ＨＦＥＴＲ)自建成以来已服役逾 ３０ 年ꎬ为不断适应国际先进标准的

要求和运行任务的需要ꎬ经历了多次系统和设备上的技术改造以及管理上的改进ꎮ 这些举措对

ＨＦＥＴＲ 的设备、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ꎬ但在降低人因失误风险方面ꎬ所做的研

究较少ꎮ
作为一个国内典型的研究堆ꎬ对 ＨＦＥＴＲ 进行人因失误诱因分析不仅对保证反应堆的安全运行有

重要意义ꎬ而且对于其他反应堆的设计和技术改造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１　 ＨＦＥＴＲ 人因失误主体

ＨＦＥＴＲ 的运作依照其工作内容可划分为运行、维护和管理ꎮ 运行人员包括反应堆操纵人员、执
行考验任务的人员、剂量监护人员和其他保障人员ꎻ维护人员包括各设备仪器的维修保养人员、倒料

人员ꎻ管理人员包括负责分工、命令传达和组织协调的人员以及对安全、质量进行监督的人员ꎮ 上述

人员即为 ＨＦＥＴＲ 运营过程中的人因失误主体ꎬ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结合实际情况和人因工程

学分析方法探讨主观与客观因素对人因失误主体的影响ꎬ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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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ＨＦＥＴＲ 人因失误诱因分析及改进建议

２.１　 运行环节中潜在的人因失误诱因

２.１.１　 主控室场景布置与局部环境

主控室的布置采用的是内外两层类弧形交互显示界面的布置方式ꎬ见图 １ꎮ

图 １　 ＨＦＥＴＲ 主控室布局示意图

在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期间ꎬ主控室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造ꎬ此次改造主要涉及了以下方面:
(１)更换声光报警系统的光字牌ꎬ使用显示面积更大的光字牌替代原有的光字牌ꎬ同时丰富了光

字牌报警信号ꎬ并将报警信号依类型进行了分区布置ꎬ增强了运行人员对光字牌报警信号的识别度ꎻ
(２)替换了绝大多数仪表ꎬ淘汰了技术落后、停产、稳定性差的仪表ꎻ
(３)使用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取代了原有手工电话转接系统ꎻ
(４)开始引进数字化参数采集系统ꎬ使部分参数实现了计算机监控和采集ꎻ
(５)重新设计操纵台ꎬ使其更加便于运行人员操作和观察参数ꎬ并将原有矩形操纵台改造为类弧

形操纵台ꎬ使运行人员可以在操纵台位置获得更多信息ꎮ
此次改造使得运行人员对反应堆运行情况的被动感知显著增强ꎬ同时针对操作便利性的改进在

客观上使操纵人员的响应速度得到了提高ꎮ
在随后的十年ꎬ主控室经历了多次技改ꎬ替换了部分模拟显示仪表ꎬ增设了计算机视频监控、电气

系统监控以及一回路核心参数监控ꎬ使运行人员能够更快、更直观地掌握部分表征反应堆运行状态的

核心参数ꎮ
针对目前 ＨＦＥＴＲ 主控室的使用情况ꎬ通过约谈和走访主控室运行人员ꎬ主控室在布局方面有如

下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１)主控室操纵台高度约 １.４ ｍꎬ仪表屏最下方一排仪表的高度略低于操纵台高度ꎬ这导致身高在

１.８０ ｍ(坐姿高度约 １.４ ｍ)以下的操纵员不能直接观察到部分外层屏幕的参数或存在观察障碍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其中部分参数有对应的警告信号和连锁信号ꎬ不能直接、便捷地对这些参数进行观察存在一

定安全风险ꎬ可能会引发情景意识失误(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ＥｒｒｏｒꎬＳＡＥ)ꎬ导致早期故障倾向不能及时

发现ꎮ 目前ꎬ主控室运行人员身高普遍不能满足对该参数进行直接观察的需要ꎮ 该问题可以通过下

文中“丰富重点参数显示区域”的方法进行改善ꎮ

图 ２　 运行人员参数观察示意图

(２)重点参数集中显示区域显示内容不够丰富ꎮ 在操纵员的右侧有针对一次水重点参数进行集

中显示的区域ꎬ然而其涵盖的内容非常有限ꎬ且监测程序功能较简单ꎮ 其他重要参数需要通过别的岗

位ꎬ主要是负责抄表的助理操纵员ꎬ通过参数记录和比较才能对其进行分析并发现其中的异常ꎮ 该数

据监控机制的漏洞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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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助理操纵员参数记录周期为每两小时一次ꎬ此外没有任何管理文件对主控室操纵人员的参数

巡视频率作具体规定ꎬ因此可能存在较长时间不能发现参数异常的可能ꎮ
ｂ)受运行人员身体、精神状况及个人职业技能熟练度的影响ꎬ即使参数出现了异常ꎬ由于助理操

纵员一时疏忽、情景意识失误或精神状态不佳导致其漏报异常参数ꎬ则会出现更长时间不能发现参数

异常ꎮ 如ꎬ反应堆补水周期是一个关键参数ꎬ表征反应堆一次水系统的密封情况ꎬ该参数是通过观察

除气器液位来间接计算得到的ꎬ与该参数直接相关的警告信号为:除气器液位低ꎮ 如果助理操纵员因

疾病、服药、睡眠缺乏、职业意识不到位导致该参数快速下降时未能及时发现ꎬ则可能造成反应堆停

堆、大量一次水泄漏等情况ꎮ 而操纵台右侧的重要参数显示屏为操纵员、值班长、高级操纵员频繁观

察的区域ꎬ如果将该参数设在此处ꎬ则能大大减少遗漏参数异常的概率ꎮ 除该参数外ꎬ建议将其他不

便于观察的重要参数设置在操纵台监控显示屏幕上ꎬ并丰富监控软件的功能ꎮ
ｃ)部分燃料元件出口水温显示仍采用模拟读数ꎬ且绝大多数燃料元件出口水温无法便捷地进行

观察ꎬ必须就地观察ꎬ这可能会导致运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燃料元件异常ꎬ使得反应堆功率相关操作

可能导致燃料元件局部烧毁ꎮ
(３)主控室使用的是飞利浦日光灯管ꎬ主控室有效观察面积(记 １ 号至 １５ 号仪表屏包围面积)约

为 ５０ ｍ２ꎬ有效照明灯管数为 ３０ 根ꎬ计算得出平均照度为 １ ９２０ ｌｘꎮ 人因工程学实验结果显示ꎬ当环境

照度在 ２ ０００ 左右时ꎬ最有利于环境中的工作人员开展工作ꎬ且不易产生疲劳ꎮ 从环境照度水平上来

讲ꎬ主控室的照明环境较为理想ꎮ 然而ꎬ由于主控室的日光灯都没有灯罩ꎬ且灯管数较多ꎬ运行人员在

参数观察等活动中难免会受到高亮光源的直接刺激ꎬ产生视觉疲劳ꎬ不利于注意力集中ꎮ 因此ꎬ建议

主控室更换性能更加稳定的 ＬＥＤ 光源ꎬ并安装光散射灯罩ꎮ
(４)操纵台的布置有待改进ꎬ目前在操纵台最佳观察范围内的大部分仪表为手动棒棒位指示仪

表ꎬ这些仪表在运行过程中除意外保护停堆ꎬ不会自动动作ꎬ观察的必要性较弱ꎮ 因此ꎬ建议将重点观

察的参数放在操纵台职守人员正前方展示ꎬ将手动棒棒位指示移动到便于主动观察ꎬ但很少出现被动

观察的位置展示ꎮ
２.１.２　 主控室的参数显示和监控系统

主控室目前仍使用了部分纯机械记录仪ꎬ不利于参数的读取ꎬ特别是对于模拟表盘类参数ꎬ往往

需要观察者进行估读ꎮ 建议将纯机械式记录仪改为带数显的记录仪ꎬ且为了保证最佳观察效果ꎬ建议

数显使用较为鲜明的颜色ꎮ
２.１.３　 运行人员的职业素质因素

近年来ꎬ各个运行岗位都存在人员退休、人事调动等情况ꎬ这使拥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

人才流失ꎮ 同时ꎬ因引进非本专业社招人员以及培训跟进不及时ꎬ导致部分运行人员职业素质较低ꎬ
对自身岗位的专业技能和业务不熟悉ꎮ

针对这些情况ꎬ除了加强各个运行岗位的培训、考核工作ꎬ使培训考核流程标准化以外ꎬ还应该从

安全文化教育方面入手ꎮ 建议加强自身人因失误事故、事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ꎬ对每个人因事故、事
件进行回顾总结ꎮ 同时ꎬ为了加强员工对各类规章制度的理解ꎬ应组织员工对重要规章制度进行讲

解ꎬ讲解形式以事例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ꎬ促进员工对规章制度制定的因果进行学习ꎬ避免员工对规

章制度的机械执行ꎮ 此培训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反应堆运作人员的培训ꎮ
此外ꎬ反应堆的运行涉及大量罕用操作ꎬ这些操作往往能在应急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ꎬ作为安全

文化建设的一环ꎬ同时也为了确保运行人员的全员应急能力ꎬ建议组织职业技能竞赛ꎬ“以赛代考”ꎬ巩
固运行人员的技能掌握程度ꎮ
２.１.４　 各运行岗位职责划分与沟通

反应堆的运行涉及大量工作ꎬ需要各个部门紧密沟通才能实现高效运作ꎮ 目前ꎬ就 ＨＦＥＴＲ 而言ꎬ
在运行人员职责划分和沟通规范上还有待加强ꎮ

对于主控室来说ꎬ除了与其他岗位进行正常的沟通以外ꎬ还会接到各个部门员工的与运行工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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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问询ꎬ这些请求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运行人员的注意力ꎮ 此外ꎬ各岗位人员与运行人员进行沟通

时ꎬ交流用语不规范ꎬ降低了沟通效率ꎮ 针对沟通上存在的问题ꎬ各运行岗位人员应当加强自身的标

准化教育与管理ꎮ

２.２　 维护环节中潜在的人因失误诱因

ＨＦＥＴＲ 的维护包括反应堆各系统及设备的检查、维修、保养以及反应堆的倒换料工作等ꎮ 涉及

人员包含维护维修人员以及配合的运行人员ꎮ
２.２.１　 维修、保养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ＨＦＥＴＲ 的维修工作按照进行时间可以分为:运行期间维修、倒料间隔维修ꎮ
运行期间的维修针对的是影响反应堆运行的关键设备的突击维修ꎬ其特点为随机性强ꎬ维修人员

压力大ꎮ 由于 ＨＦＥＴＲ 近几年的运行任务安排非常饱满ꎬ加之突发问题的诊断存在一定难度ꎬ因此负

责运行期间维修的人员会有较大心理压力ꎮ 管理部门应做好充足的后勤保障ꎬ主动为突击维修人员

确保交通、食宿等方面的保障ꎬ减少他们的顾虑ꎮ 同时ꎬ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ꎬ一定要确保“不安全ꎬ不
运行”ꎬ一切以安全为重ꎬ主动疏导维修人员的压力ꎬ使他们更容易集中精神进行维修工作ꎮ

反应堆倒料间隔的维修风险较小ꎬ但在流程的标准化和个体素质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目前ꎬ
ＨＦＥＴＲ 具有相关的停复役及设备维修管理文件ꎬ在实施时若不能严格把控ꎬ可能出现“先干活ꎬ后补

办手续”的情况ꎮ 此外ꎬ这类维修操作一般都需要多个人员协同工作ꎬ作为一种群体行为ꎬ组织者如果

不进行严格监督ꎬ则可能出现群体“三违”的情况ꎮ
２.２.２　 反应堆倒换料操作中的潜在人因失误因素

反应堆倒换料是最敏感、最核心的堆内操作ꎮ 区别于核电站的堆芯换料、ＨＦＥＴＲ 的堆芯倒换料

完全为人工操作ꎬ且操作频度远高于核电站ꎮ 该操作有以下容易造成人因失误的因素:
(１)人工操作持续时间长ꎬ倒料人员体力、精力消耗大ꎻ
(２)倒料过程中近似操作、重复操作很多ꎬ容易让操作人员注意力集中程度降低ꎻ
(３)倒料人员容易产生不良情绪ꎬ如急躁、焦虑等ꎻ
(４)倒料操作监督手段较为落后ꎬ堆芯与观测点距离较远ꎬ且中间有较厚水层ꎬ观测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目测ꎬ容易出现视觉偏差ꎻ
(５)参与人数较多ꎬ统一行动指挥难度较大ꎬ且空间较为封闭ꎬ容易给倒料人员带来压抑感ꎮ
目前ꎬ倒料操作均安排了工前会、倒料中场休息ꎬ倒料的安排也从原来的单班倒料变为双班倒料ꎮ

总的来说ꎬ倒料中可能出现人因失误的个体因素和群体因素都得到了较好的控制ꎮ 但对于不能回避

的一些人因失误风险ꎬ只能通过重大技术改进或者严格的监督措施进行控制ꎬ同时培养个体良好的操

作习惯可以在个体精神较为薄弱、注意力较差的情况下能够发挥巨大作用ꎬ避免低级错误的发生ꎮ

２.３　 管理环节中潜在的人因失误诱因

ＨＦＥＴＲ 的管理层对其他员工的影响是巨大的ꎬ管理层制定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管理层自

身的工作方式对员工具有导向作用ꎮ 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各岗位之间的协调问题以及各岗位职责分工

问题之外ꎬ管理岗位还应当更加注重员工的健康心理的培养ꎬ从根源上减少人因失误的可能性ꎮ
目前ꎬＨＦＥＴＲ 的运营人员工作压力都较大ꎬ不仅会导致员工个体生理、心理出现异常ꎬ也会在客

观上产生“张弛效应”ꎬ即员工在经历高压工作状态后的过度放松反应ꎬ这会导致员工难以快速恢复至

最佳工作状态ꎮ 基层员工作为工作任务的直接执行者ꎬ承受着来自上级逐级累加的压力ꎮ 一方面ꎬ需
要加强基层员工的心理健康教育ꎬ引导其进行良性的压力释放ꎬ不至于出现过度紧张和过度放松ꎻ另
一方面ꎬ管理机构应主动分担部分压力ꎬ要让下级知道压力的存在ꎬ同时不能将责任完全由下级承担ꎬ
避免员工因过度紧张而出现人因失误ꎮ

从人因工程学的角度来讲ꎬ人因失误就像物因失误一样ꎬ是无法完全杜绝其发生的ꎮ 人因失误的

管理应当遵循“以人为本ꎬ安全第一”的原则ꎬ将安全生产、工作与每个员工的人身安全、日常生活紧密

联系起来ꎬ强调安全为个人、安全为人人ꎬ而不是单纯强调安全为企业、安全为生产ꎬ使员工不仅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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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堆安全运行视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饭碗ꎬ更将其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ꎮ

３　 结束语

人因失误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是一场持久战ꎬ在 ＨＦＥＴＲ 的运行、维护、管理的各个方面ꎬ都存在可

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ꎮ 只有通过全面着手ꎬ逐个突破ꎬ从生理、心理、个人职业素质等方面对每个员工

进行强化提高ꎬ深入推行人性化管理制度ꎬ完善组织管理细节ꎬ做到“以人为本”ꎬ才能实现人因失误管

理质的飞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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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安全公众参与的法规制度建设浅论

孟利利ꎬ宋培峰ꎬ常　 猛ꎬ王树国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２)

　 　 　 　 　 　 　 　 　 　 　 　 　 　 　 　 　 　 　 　 　 　 　 　 　 　 　 　 　 　 　 　 　 　 　 　 　 　 　 　 　 　 　 　 　 　　
　

　
　 　　　　　　　　　　　　　　　　　　　　　　　　　　　　　　　　　　　　　　　　　　　　　　

　
　

　
　

作者简介:孟利利(１９８５—)ꎬ女ꎬ山东曲阜人ꎬ工程师ꎬ硕士生ꎬ现主要从事核安全监管政策研究工作

摘要:随着我国核能与核技术的广泛应用ꎬ公众对核与辐射安全的关注度日益增强ꎬ而近年来频发的涉核项目邻避事

件再次凸显出我国在核安全公众参与方面的不足ꎮ 通过研究国外核能利用中的公众参与模式发现ꎬ健全的法律法规

制度是确保核能安全、顺利推进涉核项目的重要保障ꎮ 因此ꎬ推进我国核领域法规制度建设ꎬ努力创建核与辐射安全

公众参与的良性模式ꎬ是当前核能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ꎮ
关键词:核安全ꎻ公众参与ꎻ法规制度

核能作为环保清洁的新能源ꎬ自 ２０ 世纪以来一直被世界多个国家开发利用ꎬ如今核电已发展成

为世界三大电力支柱之一ꎮ 我国和平利用核能三十多年来ꎬ核能与核技术利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工
业、医学、地质勘探、环保等领域[１]ꎮ 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ꎬ能源紧缺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ꎬ而核能

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是在核能发展中ꎬ由于缺

乏有效的公众参与ꎬ多个涉核项目遭遇“立项—抗议—叫停”的恶性循环ꎬ比如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初的连云

港核循环项目因部分当地群众反对而被迫宣布暂停ꎬ这是自 ２０１３ 年江门鹤山核燃料产业园项目以

来ꎬ再次被公众叫停的一个国家大型涉核项目ꎬ充分暴露出涉核项目面临的公众接受度问题的严

峻性ꎮ
自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ꎬ我国对核能及相关项目公众参与方面的问题越来越重视ꎬ并开展了一些

研究、科普宣传等工作ꎬ但公众仍普遍存在谈“核”色变的心理ꎮ 尽管当前我国在核电公众宣传中取得

了一些成绩ꎬ但与美国、法国等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ꎮ 如何创建一个公众参与的良性模式ꎬ是当前

面临的重要问题ꎮ

１　 国外核安全公众参与法规研究

核电厂建设在很多国家都曾遭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ꎬ尤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重大核事故的前车

之鉴ꎬ后又发生日本福岛核事故ꎬ近年来“核电安全”再度成为各国民众关注的热点ꎮ 而核能大国美

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却能顺利开展核能事业ꎬ经研究发现ꎬ其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独立的核安全监管

是确保核电安全、核能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保障ꎮ

１.１　 美国以严格的法规程序约束核电厂环评ꎬ确保公众充分参与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核能供应国ꎬ已经有 ５０ 多年的核电运行历史ꎮ 美国在核电厂公众参与

管理上建立了严格的法规和程序ꎬ尤其对于核电厂环境评估中的公众参与有明确的法规要求[２]ꎮ 美

国 １９９２ 年通过的«原子能法»规定民用核设施和材料相关活动必须取得执照许可ꎬ而«环境保护管理

国内执照和相关管理办法»(１０ ＣＦＲ ５１)规定ꎬ核电厂各种执照的申请者应提交环境报告ꎬ作为执照申

请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美国联邦法规 １０ ＣＦＲ ５１ 对美国核管理委员会(ＮＲＣ)如何在核电厂的环境

评估中开展公众参与活动有着具体规定ꎮ ＮＲＣ 受理项目申请和确定编制环境影响意见书(ＥＩＳ)后ꎬ
要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发布意向公告ꎬ明确要求意向公告内容包括公众意见调查的方式、时间、地点、相
关工作人员的姓名、地址和电话等具体因素ꎮ ＮＲＣ 工作人员在编制 ＥＩＳ 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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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了解到的公众关注问题ꎮ １０ ＣＦＲ ５１ 还规定ꎬ在环境审查过程中ꎬ当在国家环境政策法

(ＮＥＰＡ)和本法规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处在争论中ꎬ可举行公众听证ꎬ审查过程的当事人可以在听证公

告期内对申请项目在 ＮＥＰＡ 和本法规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提出见解和证据ꎮ
以上可以看到ꎬ美国核电厂环境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中各项活动均按照具体的法规要求进行ꎬ并且

ＮＲＣ 对公众提出的各种环境问题能够给出权威评估ꎬ并能有针对性地化解公众疑虑ꎬ这是美国公众接

受核电的重要保证ꎮ

１.２　 法国以完善的核能监管法律体系保障核工业的信息透明和有效的公众参与

法国是世界上核电最受欢迎的国家ꎬ即使在福岛事故后ꎬ民调显示仍有 ５５％的民众支持核电ꎮ 法

国民众对核电的高支持率主要源于公开透明的核工业信息传播机制以及良好有效地公众参与

办法[３]ꎮ
法国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核透明与核安全法»(称为 ＴＳＮ 法)明确规定ꎬ公众有权准确、及时获取与核

项目相关的信息ꎬ任何核项目的开展都必须与公众沟通ꎮ 而法国最主要的核安全监管机构———核安

全局(ＡＳＮ)也被赋予独立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ꎮ 而且 ＴＳＮ 法规定成立地区信息委员会(ＣＬＩꎬＬｏ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和核安全透明和信息高级委员会ꎬ以加强核领域透明度ꎬ促进协调公众辩论ꎮ
ＴＳＮ 法要求在有一个或几个陆上固定式核设施的厂址ꎬ成立一个当地信息委员会ꎬ负责所在厂址的核

设施在核安全、辐射防护以及核活动对人员与环境的影响领域的所有跟踪、通告和协调任务ꎮ 如今ꎬ
法国共有 ３８ 个这样的委员会ꎬ负责进行核安全的信息跟踪和咨询ꎮ 每年 ＣＬＩ 都会编写一份公开的活

动报告告知公众ꎬ核电厂也需要向 ＣＬＩ 提供与核安全及环境相关的必要信息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最新颁布

的法国«绿色发展能源转型法»进一步扩大了法国核安全局的监管范围并赋予其处罚权ꎬ同时强化了

该机构在公众沟通领域的职责ꎮ

１.３　 加拿大依法确认核安全监管机构职能和公众参与程序ꎬ有效化解邻避效应

加拿大 ２０００ 年颁布«核安全与控制法»(ＮＳＣＡ)ꎬ这是核能项目公众参与的主要法律依据ꎬ它规定

了核安全委员会(ＣＮＳＣ)的核安全职责ꎬ２０１２ 年制定的«加拿大环境评价法»又指出了 ＣＮＳＣ 负责核设

施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职责[４]ꎮ 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在每次重大决策前都会按照程序召开听证会ꎬ充
分征求公众意见和各方面技术建议ꎮ 正是基于严格的安全监管和充分的公众参与ꎬ加拿大在金卡丁

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选址中成功了化解了邻避效应ꎬ保障了项目的顺利推进[５]ꎮ
综合分析美、法、加三国的核能项目公众参与情况可以看出ꎬ三国都建立了完善的公众参与法律

体系ꎬ通过法规要求将公众参与制度化、机制化ꎬ同时对于公众参与的主体、时机、范围及方式方法等

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ꎬ指导性强ꎬ可操作性程度高ꎮ

２　 我国核安全法规制度现状和不足

我国核工业较长一段时间处于对外界的封闭状态ꎬ最近几十年民用核能发展很快ꎮ 日本福岛核

事故后ꎬ社会公众对于涉核建设项目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了更高要求ꎮ 然而ꎬ我国在核安全

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ꎬ尤其是核与辐射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方面ꎬ与发达国家仍存有较大差距ꎮ
第一ꎬ核安全顶层法规欠缺ꎬ亟待补充完善ꎮ 我国的核安全法规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导则以及技术文件组成ꎮ 其中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ꎻ导则和技术

文件属于推荐性文件ꎬ作为技术参考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国家核安全局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发布的«核与

辐射安全法规状态报告»表明ꎬ我国现行的核与辐射安全法规共 １２８ 项ꎬ其中法律 １ 项ꎬ行政法规 ７
项ꎬ部门规章 ３０ 项ꎬ导则 ９０ 项[ ６ ]ꎮ 仅有的一部法律ꎬ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从污

染防治的角度ꎬ对核设施、核技术应用和伴生放射性矿开采中涉及的核安全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范ꎬ
总体而言ꎬ对核安全问题的规范不完整、不深入ꎬ也不够准确ꎮ 而已通过人大审查的«核安全法» (草
案)重点以防范核领域中的核设施、核材料可能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和核安全事故作为主要规范内容ꎬ
其正式发布时间还无法预计ꎬ且在征求意见时期社会公众对草案部分条款存有争议[ ７ ]ꎮ 另外ꎬ作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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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基础性的一般法«原子能法»目前仍处在起草阶段ꎮ
第二ꎬ核安全公众参与相关法规不健全ꎬ可操作性不强ꎮ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核安

全领域的公众参与进行规定ꎬ虽然核安全监管部门已经开始推动公众参与立法活动ꎬ比如环境保护部

(国家核安全局)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了«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信息公开方案»(试行)与«加强核电厂核与辐

射安全信息公开的通知»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印发了«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核与辐射安全公众

沟通工作方案»ꎬ以加强核安全领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８ ]ꎮ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ꎬ我国并没有对核

安全领域的公众参与进行专门立法ꎬ且上述几个政策性文件无法律约束力ꎬ对核与辐射建设项目运营

者和安全监管部门的责任没有具体规定ꎮ 另外ꎬ环境保护部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２００６ 年)也只适用于核电厂选址过程中的公众参与ꎮ 虽然即将出台的«核安全法»中ꎬ将纳入公

众沟通工作的基本要求ꎬ但相关条款规定比较原则ꎬ需细化相关程序ꎬ增强可操作性ꎮ
第三ꎬ核行业信息公开和公众沟通取得一定成绩ꎬ但未形成政策性机制ꎮ 以大亚湾核电厂为例ꎬ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公开和公众沟通活动ꎬ比如成立大亚湾核电安全咨询委员会ꎬ让政府、企业、
专家、公众共同参与项目前期建设ꎻ邀请主流媒体走进核电厂ꎬ以新媒体直播、图文视频等创新方式开

展核电科普ꎻ并通过“绿色核电科普日”“８.７ 公众开放体验日”“人大代表核电行”等互动式、体验式的

双向沟通方式ꎬ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核电的认知度和接受度ꎬ是核电行业公众参与的成功典范ꎮ 而国家

核安全局作为监管机构ꎬ近年来也大力建设公众沟通平台ꎬ开发并维护自己独立的监管门户网站ꎬ对
核行业政策法规、辐射监测数据、核安全许可和审评信息、运行及在建核电厂事件经验反馈、«核安全

公约»及«乏燃料管理安全与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国家报告等重要信息进行及时发布和披

露ꎮ 但这些成功案例未形成法规制度ꎬ在核行业领域不具有普遍性ꎬ这种依赖于决策领导人的公众参

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ꎮ

３　 核安全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编写的«核法律手册» (英文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Ｌａｗ)一书中ꎬ系统、权威

地论述了一国制定原子能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技术规范、法律原则等规范要求[ ９ ]ꎮ 该书认为ꎬ国家

颁布核法律的主要目标是“为以充分保护个人、财产和环境的方式开展与核能和电离辐射有关的活动

提供一个法律体系”ꎮ 核法律应具有“安全原则、安保原则、责任原则、许可原则、连续控制原则、赔偿

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符合原则、独立性原则、透明性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基本原则以不同于其他

方面国家法律[ ９ ]ꎮ 其中透明性原则要求参与核能开发、利用和监管的所有团体提供核能正在如何利

用的所有信息ꎬ尤其是有关可能产生公众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的事件和异常情况的信息ꎮ 国家核安

全局 ２０１５ 年组织编写了«核安全立法知识读本»ꎬ其中结合我国核安全立法实践ꎬ提出核安全立法应

具备安全原则、独立监管原则、责任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１]ꎮ 编者认为ꎬ公众参与原则的贯彻和实施

情况将直接影响着公众基本权利的保障以及核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ꎬ公众参与原则的贯彻落实需要

从政府及公众两个角度来考虑ꎬ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ꎬ另一方面要完善公众参与制度ꎮ
我国在«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 (以下简称“«规划»”)中

指出ꎬ未来核安全规划基本原则中包括:坚持法治ꎬ严格监管ꎬ贯彻“独立、公开、法治、理性、有效”的监

管理念ꎬ严格依法开展审评、许可、监督和执法ꎬ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ꎻ公开透明ꎬ协调发展ꎬ完善公

众参与机制ꎬ保障公众对核安全相关信息的知情权等内容[ １０ ]ꎮ «规划»中明确要制定核设施信息公开

制度ꎬ明确政府部门和营运单位信息发布的范围、责任和程序ꎬ提高公众在核设施选址、建造、运行和

退役等过程中的参与程度ꎮ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强化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ꎬ为公众参与搭建有效的政府平台

独立性是核安全监管机构最重要的属性之一ꎬ即当其在履行监管职能时不受任何无正当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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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ꎮ 这个概念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许多文件和相关的国际公约(如«核安全公约» [１ １ ] 和«乏燃料管理

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１ ２ ])中都有所规定ꎮ 实际上ꎬ公众对核材料和核技术能否安全

使用的信心与监管机构对有关问题的跟踪记录和对信息的迅速、准确和完整的提供密切相关ꎮ 独立

性就此而言也至关重要ꎮ 国家应通过法律赋予监管机构这种权力ꎬ能够向公众独立地传达它的要求、
决定和评价ꎬ及其做出这些要求、决定和评价的基础ꎬ并且需要法律权限以确保监管机构能够在适当

时机向其他团体、组织和公众提供相关事件和异常情况的信息及其他信息ꎮ 只有在法律层面明确核

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监管职能ꎬ防止监管机构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利益纠纷ꎬ才能更好的提升公众

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ꎬ增强公众对核事业发展的信心ꎮ

４.２　 完善核安全公众参与相关法律条款ꎬ增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可操作性

随着核能和平利用的发展ꎬ为使公众了解核技术和增加公众对核安全的信心ꎬ需要向公众、媒体、
立法机关及其他利益团体提供核相关技术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与利益的相当信息ꎮ 国家

核安全局起草的«核安全法»(草案)中在“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章节中也明确要求国务院核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和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公开相关信息ꎬ并就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核安全问题开

展公众参与[ ７ ]ꎮ 在核安全监管中ꎬ我国一直以许可证审批作为保障核材料和核技术利用的有效手段ꎬ
这也是«核安全公约» [１ １ ]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１ ２ ] 的明确要求ꎮ 为

增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可操作性ꎬ建议在立法中应进一步明确规范信息公开的时机、范围ꎬ以及公

众参与方式和途径的具体操作细则ꎬ可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在许可证申请和证明文件可以查询的情

况下进行查询的程序ꎻ二是个人或组织参与许可证审批过程的方式ꎬ例如提交书面意见或出席公众听

证会ꎻ三是公众参与的时间安排ꎮ 立法中还应对公众参与项目决策的权利和水平予以重视ꎮ

４.３　 高度重视核事故应急中的公众参与ꎬ为保障公众安全设置最后屏障

因放射性物质的特殊性ꎬ核设施发生事故后造成的危害可能很小ꎬ也可能像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

那样产生严重影响ꎬ引发强烈而深远的公众恐慌ꎬ因此必须设计一套完善的应急系统ꎬ以减少紧急风

险并缓解风险造成的后果ꎮ ２０１３ 年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修订发布了«核事故应急预案»和«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ꎬ我国的核事故应急实行国家核事故应急组织、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核
事故应急组织和核电厂营运单位的核事故应急组织三层应急组织体系ꎮ 我们建议核应急准备与响应

须写入核法律中ꎬ以法律规定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负责应急响应ꎬ该机构应是所有信息接收和发送的

联系中心[９]ꎮ 另外法律应该清楚地界定许可证持有者和政府的责任范围ꎮ 按照«基本安全标准»中要

求ꎬ主管部门应确保预先向经合理预期将受到事故影响的公众提供信息[１ ３ ]ꎮ 核设施应急状态按其事

件或事故的实际辐射后果或预期可能的辐射后果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为应急待命、厂房应急、场
区应急和场外应急ꎮ 当发生严重核事故、进入场外应急状态时ꎬ应有相关法律依据ꎬ对核事故和应急

响应的信息实行统一的规范化管理ꎬ明确信息渠道、信息分类和信息发布并持续更新ꎬ以保障及时、统
一、透明、准确地向公众发布和通报相关核事故信息ꎬ完善公众沟通机制和有效的沟通渠道ꎬ依此保障

公众的知情权ꎬ减少公众不必要的恐慌ꎬ降低核事故给公众和环境带来的危害ꎮ

４.４　 健全核损害赔偿机制ꎬ提高公众对核安全风险可接受度

考虑涉核活动具有特殊的危险性ꎬ即使在达到最高安全标准的情况下ꎬ也无法完全排除发生核与

辐射事故的可能性ꎬ因此ꎬ国家必须建立核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９]ꎮ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前ꎬ日本政

府没有制定事故后恢复和治理的政策和策略ꎬ导致最初修复和治理工作显得仓促和考虑不周ꎮ 而后

根据事故后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ꎬ日本政府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颁布了«放射性物质污染对策特别措施

法»ꎬ该法案向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营运者和公众分派了责任ꎬ并为实施协调一致的工作计划制定了

必要的制度性安排[１ ４ ]ꎮ 根据该法案ꎬ福岛事故放射性污染区域实施分区域治理ꎬ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目前国内公布的«核安全法»(草案)仅就核损害赔偿的主要责任及其主体、免除承担责任和第三方免

责等问题做出了规定ꎮ 但是ꎬ从核安全体系建设出发ꎬ核事故以后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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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ꎬ而且目前现有的普通民事赔偿相关法律不完全适合核事故造成的特殊危害ꎬ必须单独立法ꎮ 我

国在核领域虽未发生重大的核事故ꎬ但完善的核损害赔偿机制是提高公众可接受度的必要基石ꎮ 因

此ꎬ按照国际公约的要求ꎬ建议我国在核损害赔偿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中ꎬ一是要坚持严格责任原则ꎬ即
不管有无过失ꎬ核装置运营者都承担责任[９]ꎮ 这有利于受害者或受害者代表提出索赔ꎮ 二是明确核

装置营运者是核损害的唯一责任人ꎮ 这个理念可以避免反诉引起的复杂和漫长的法律问题ꎬ以便在

个案中确定谁承担法律责任ꎬ也避免了除营运者本人以外可能与核装置建造或运行有关的其他人员

办理保险的必要性ꎮ 三是确定核损害赔偿索赔要求的时间限制为 ３０ 年ꎬ原因是辐射损伤可能潜伏很

长时间ꎮ

４.５　 建立和完善相关利益补偿制度ꎬ保障目标人群核心权益

涉核项目在选址、建造过程中通常会遭受“邻避效应”ꎬ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 ５]ꎮ 虽然核事业

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ꎬ但大多数的环境和经济成本则集中在核设施周

边ꎬ由附近的公众来承担ꎮ 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等是引发公众矛盾ꎬ激烈抗议核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ꎮ
因此应建立和完善相关补偿制度ꎬ切实保障核设施周边的目标人群利益ꎮ 我国当前的补偿政策主要

是针对土地相关的经济补偿ꎬ对于因设施可能造成的当前及未来潜在风险的补偿尚未形成系统的评

价体系ꎮ 即使建立完善的核损害赔偿ꎬ也是事后补偿ꎬ对于核设施引发的地产价值折损、人员心理影

响等因素考虑不足ꎮ 建议在核安全制度建设中ꎬ充分考虑核设施周边目标人群的核心利益问题ꎬ在项

目开展初期必须提出有针对性的补偿方案ꎬ例如物业价值补偿、提供周边公众就业机会、建设医院等ꎬ
在项目整个实施过程中给予周边公众充分的监督权ꎮ

当前的核技术发展水平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福岛核事故时相比ꎬ已得到大幅提高ꎬ但涉核项目

仍未能顺利开展ꎬ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核安全文化和法规制度的缺失ꎬ因此需要以法律权限对从事核事

业的全部流程中的行为做出清楚、明确的规范ꎬ分清责任ꎬ创建良好的核安全公众参与模式ꎬ这既是保

障核能事业顺利发展、公众和环境健康的根本途径ꎬ也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核安全领域的深入体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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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ｏ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ｖ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ｓｏｕ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ꎻ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ꎻ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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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３７４２０１)
作者简介:贺升平(１９６８—)ꎬ男ꎬ江西永新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工作

摘要:以实现重要临时性的核设施及涉核目标的核安保监控需求为目标ꎬ本文提出了一种可移动安保门禁系统设计与

实现ꎮ 该门禁技术基于无线网络通信技术ꎬ具有便携、不需布设通信线路的特点ꎬ具备身份认证、辐射监测、异常事件

感知报警等功能ꎮ 实验结果充分验证了系统设计的正确性和可行性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ꎬ可满足涉核重

要目标核安保监控技术需求ꎬ并可在相似工程需求背景的场合推广应用ꎮ
关键词:核安保ꎻ门禁ꎻ可移动ꎻ无线ꎻ辐射监测

众所周知ꎬ在机场ꎬ车站等人流较大的公共场所常设置有安检系统ꎬ用来检测出入人员否携带有

违禁物品ꎮ 核保安技术是用来预防、探测与应对非法转运核材料的手段和方法ꎮ 近年来ꎬ核安保问题

也越来越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１]ꎮ
本文立足核安保研究领域ꎬ针对临时性的核设施或者涉核目标的核安保监控需求ꎬ提出了一种基

于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可移动安保门禁系统的设计思路ꎬ并实现了原理样机ꎮ 该门禁技术具有便携、
不需布设通信线路的特点ꎬ特别适用于临时性涉核目标区域的监控ꎬ具备身份认证、辐射监测、异常事

件感知报警等功能ꎮ 试验结果表明ꎬ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可行ꎬ可满足涉核重要目标核安保监控

技术需求ꎬ并可在相似工程需求背景的场合推广应用ꎮ 这种可移动式核安保门禁既可与其他核安保

系统配套使用ꎬ也可单独应用ꎮ

１　 功能设计

１.１　 身份认证

人员只有通过身份认证ꎬ才能得到进出通道的权限ꎮ 身份认证的内容:一是设置可出入门禁的人

员范围ꎻ二是设定可出入门禁的时段ꎬ不同身份的人员允许出入门禁的时间范围不同ꎮ 同时ꎬ要求系

统必须要实现对于人员身份的可靠识别ꎬ具有较低的误报率ꎮ

１.２　 辐射监测

门禁系统设置辐射监测探头ꎬ可探测门禁区域的辐射剂量并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置ꎮ 以相关国家

标准为参照[２]ꎬ检测系统能在被检测人速度不超过 １.２ ｍ / ｓ 的情况下正常工作ꎮ 系统监测到辐射剂量

异常事件时ꎬ将立即在系统中记录当前检测数据ꎬ同时立刻现场发出警报声ꎬ并向监控中心发送报警

信号ꎮ

１.３　 门禁信息管理

门禁管理按照门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ꎬ区分为进门管理和出门管理ꎮ 进门管理包括分配权

限、人员识别、门禁管理、人员通过四个过程ꎬ反之亦然ꎮ 出门管理包括人员识别、门禁管理、人员离开

三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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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储存所有的进出记录、状态记录ꎬ可按不同的查询条件查询ꎬ且系统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微

机实时查看门禁系统人员的进出情况、辐射剂量监测情况、异常事件警报情况等ꎮ

１.４　 异常事件报警

异常事件报警包括以下各种情况:当非法人员闯入以及对人员辐射剂量测量值异常时ꎬ系统判断

发生异常并且报警ꎻ外来人员进入系统前需要对其身份标签进行注册ꎬ由管理员录入外来者身份及联

系人ꎮ 系统提前规定外来人员身份的有效时间ꎬ有效期外外来人员所持卡为无效ꎮ 同时ꎬ对于其他可

疑行为ꎬ系统也将通过判断确定后作出处理ꎮ 系统设计以下异常事件类型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异常事件设计

１ 人员异常 ２ 基站异常 ３ 门禁异常 ４ 辐射监测异常 ５ 无效卡

人员在非法时间进入 基站通信异常 有无卡人员闯入 出入人员剂量值异常 进出人员的卡无效

１.５　 可移动性

目前门禁系统按对出入人员行为延迟方式ꎬ可分为障碍类门禁和无障碍类门禁ꎮ 由于无障碍门

禁系统具有很好的便携可移动特征ꎬ对 ＲＦＩＤ 技术对用户识别具有唯一性ꎬ对环境要求低ꎬ因此选择基

于 ＲＦＩＤ 的无障碍类门禁作为本研究开发的基础门禁类型[３－５]ꎮ

２　 系统实现

２.１　 基本思路

针对无障碍门禁的实现要求ꎬ设计出、入两套门禁系统ꎬ两套门禁系统共用一套射频卡读取、记录

和后台管理系统ꎬ由各自阅读器组成ꎮ 在出入口安装阅读器和红外模块ꎬ并在出入口门禁上各加一个

辐射探头ꎮ 将阅读器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下位机ꎬ下位机可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上位机的后台管理数据

中心ꎬ数据经过处理供管理系统软件调用ꎬ构成门禁管理系统ꎮ

２.２　 硬件原理设计

采用基于 ＵＨＦＲＥＡＤＥＲ１８(简写为 ＵＨＦ)远距离 ＲＦＩＤ 读写器、ＡＤＹ－Ａ２Ｌ０５ 红外对射模块和辐射

监测探头进行信息采集ꎬ以 Ｓ３Ｃ６４１０ 和 ＭＳＰ４３０ 为核心处理模块ꎬＭＳＰ４３０ 控制门禁读卡器及与单片

机通信ꎬ通过外部中断处理进出门红外报警、通过 ＲＳ４８５ 接口读取辐射探头数据ꎬ先后得到红外报警

和辐射剂量信息后通过串口把数据传输给微处理器ꎬ进而再上传至上位机ꎮ 总体结构框图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系统结构框图

２.３　 辐射监测接口设计

系统选用 ＧＭ－１００ 核辐射壁挂探头ꎬ内部使用乌克兰原装进口 ＣＵ１８０ 金属盖革计数管ꎮ 能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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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范围为 ４８ ｋｅｖ~３ ＭｅＶꎻ测量时间间隔在 ３~２０ ｓ 可设置ꎮ 测量范围:０.１ μＧｙ / ｈ ~ ５０ ｍＧｙ / ｈꎻ探测器

固定安装门禁指定位置ꎮ 辐射探头内部通过单片机电路控制盖革计数管得到辐射剂量数据ꎮ 辐射探

头使用 ９ Ｖ 电源供电ꎬＲＳ４８５ 接口通信ꎮ 采用了 ＲＳ４８５ 总线ꎬ以 ＭＳＰ４３０ 单片机的 ４８５ 接口作为主机ꎬ
进门和出门的两个辐射探头上的 ４８５ 接口分别为从机ꎬ都挂在同一条 ４８５ 总线上ꎬ主机通过地址区分

唤醒不同的从机进行通信ꎮ 辐射探头检测电路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辐射探头硬件接口电路设计

２.４　 软件设计

２.４.１　 辐射监测探头通信协议设计

门禁系统下位机软件部分分为 ＯＫ６４１０ 嵌入式 ＷＩＮＣＥ 程序和 ＭＳＰ４３０ 单片机程序ꎮ ＯＫ６４１０ 的

ＷＩＮＣＥ 应用程序主要通过串口控制门禁读卡器寻卡、接收读卡器读取的门禁卡数据、接收 ＭＳＰ４３０ 单

片机串口发送的数据、通过 ＴＣＰ / ＩＰ 协议将门禁信息发送至上位机软件ꎮ ＭＳＰ４３０ 单片机主要接收红

外光栅的报警信号ꎬ并在报警后立即通过 ＲＳ４８５ 接口读取相应门禁上的辐射探头数据获取辐射剂量ꎬ
然后把红外报警信号和辐射剂量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 ＯＫ６４１０ 微处理器ꎮ

其中ꎬＭＳＰ４３０ 通过一个 ＲＳ４８５ 主机控制两个辐射探头的 ＲＳ４８５ 从机ꎬ是 ＲＳ４８５ 总线多机通信模

式ꎬ为了多个 ＲＳ４８５ 设备能共享传输总线ꎬ进行了协议的设计ꎮ ＭＳＰ４３０ 主机发送的数据包格式如表

２ 所示ꎬ其中起始字节和尾字节用来同步ꎻ样机系统探头地址范围为 ０×３１ ~ ０×３２ꎮ 功能字节为 ０×３０
或 ０×３１ꎬ０×３０ 代表获取探头辐射计量结果ꎬ０×３１ 代表修改辐射探头的探测周期ꎬ周期的意思获取一

次最新的辐射剂量数据的间隔时间ꎬ本系统可设定探测周期为 ３~２０ ｓꎮ
表 ２　 ＭＳＰ４３０ 主机发送 ＲＳ４８５ 辐射探测命令格式

起始字节(１Ｂ) 探头地址(１Ｂ) 功能字节(１Ｂ) 探测周期(１Ｂ) 尾字节(１Ｂ)

０×４１ ０×３１~０×３９ ０×３０ / ０×３１ ０×０３~０×１４ ０×２Ａ

辐射探头返回的数据包格式如表 ３ 所示ꎬ其中起始字节和尾字节用来同步数据总线ꎻ剂量大小为

６ 个字节ꎬ整数部分 ３ 个字节、小数点一个字节、小数部分两个字节ꎻ剂量单位占一个字节ꎬ为 ０×７５ 或

０×６Ｄꎬ ０×７５ 为 ＡＳＣＬＬ 码中的 ｕ 字符ꎬ代表 μＧｙ / ｈ(微戈瑞每小时)ꎬ０×６Ｄ 为 ＡＳＣＬＬ 码中的 ｍ 字符ꎬ
代表 ｍＧｙ / ｈ(毫戈瑞每小时)ꎻ校验码占一个字节为其前面的 ８ 个字节取和然后取低 ４ 位ꎮ

表 ３　 辐射探头返回的辐射数据包格式

起始字节(１Ｂ) 剂量大小(６Ｂ) 剂量单位(１Ｂ) 校验码(１Ｂ) 尾字节(１Ｂ)

０×２６ — ０×７５ / ０×６Ｄ — ０×２Ａ

２.４.２　 上位机软件

软件部分主要包括 ６ 个功能模块:信息管理、实时查询、统计分析、用户管理、系统维护和报警系

统ꎬ软件基本设计构成示意图如图 ３ 所示ꎮ
软件设计的关键技术是进行人员异常行为算法的设计ꎬ包括过期人员 /无效卡判断、门禁异常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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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信息系统主要模块组成

断两部分ꎮ 其中ꎬ过期人员判断ꎬ也称为无效卡判断ꎬ无效卡检测事件发生在外来人员的 ＲＦＩＤ 卡过期

之后ꎮ 事件判断分为 ４ 个步骤ꎮ
步骤 １:定期检测数据库内无效卡ꎬ有则报警ꎬ无则进入步骤 ２ꎻ
步骤 ２:删除到期的卡信息ꎻ
步骤 ３:删除关联数据表中到期的卡信息ꎻ
步骤 ４:读取无效卡信息ꎬ报警ꎮ
门禁异常判断ꎬ除系统故障性异常外ꎬ人为的情况是非法人员闯入、无效卡进入和人员剂量率异

常等ꎮ 系统判断在没有 ＲＦＩＤ 卡信息获取的情况下出现红外异动ꎬ则发送非法人员闯入异常信号ꎻ过
期的外来人员卡进入ꎬ系统判断无效卡进入异常ꎻ判断出人员剂量率超过设定值以上ꎬ则判断为人员

剂量率异常ꎮ

３　 样机及测试结果

课题实现的原理样机系统如图 ４ 所示ꎮ 主控箱通过无线与监控中心计算机(上位机)通信ꎬ实时

发送监控数据及报警信息ꎮ 主控箱内置铅蓄电池ꎬ并有太阳能充电装置ꎬ野外供电受限条件下ꎬ可连

接太阳能板为蓄电池充电ꎮ

图 ４　 可移动核安保门禁系统

原理样机系统基本功能实验模拟出入口人员进出情况ꎬ目的是为了测试出入口人员识别功能ꎬ测
试门禁无线收发功能ꎬ测试门禁漏报、误报情况ꎬ构建实时门禁数据库ꎬ测试上位机接收运行情况ꎮ

经测试ꎬ原理样机能够正确实现各项基本功能ꎬ在有效区域和响应时间内可正确读取并记录门禁

读卡信息、红外光栅监测信息及辐射剂量的探测信息ꎮ 试验了 ３０ 组ꎬ系统读卡、红外光栅检测及辐射

探头响应正确率是 １００％ꎮ 门禁卡的平均刷卡距离为 ５.４５ ｃｍꎻ最大刷卡距离为 ８ ｃｍꎻ平均响应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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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ｓꎮ 辐射探头可靠检测范围为 １ ｍ 以内ꎮ
异常报警实验模拟多种触发报警因素的情况ꎬ并构建实时定位数据库ꎬ测试上位机接收运行与报

警情况ꎮ 一是模拟测试辐射剂量超阈值报警信息ꎮ 由测试人员持标准源进行试验ꎮ 二是模拟门禁自

身异常事件ꎬ具体包括:①让非法人员进入(不携带标签)ꎻ②为外来人员分配权限ꎬ待权限失效后ꎬ让
其进入ꎬ系统报警ꎮ ③持无效卡进出ꎬ系统报警ꎮ ④持卡连入两次(无出)或连出两次(无入)ꎬ系统

报警ꎮ
实验结果表明ꎬ原理样机系统可正确判断辐射剂量异常信息并报警ꎻ非法人员进入报警ꎻ外来人

员权限过期报警ꎻ人员在非法时间内滞留、进出报警ꎻ人员出入异常并报警ꎮ 且异常以及连续异常的

发生情况对系统运行没有影响ꎬ具有较好的工作可靠性ꎮ

４　 结论

本文针对临时性的核设施或者涉核目标的核安保监控需求ꎬ首先分析了可移动核保安门禁技术

的应用开发具体功能设计ꎬ着重讨论了机动便携式核安保门禁系统开发关键技术ꎬ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原理样机设计与研制ꎬ并进行了若干的实验验证ꎮ 通过本文研究ꎬ得出以下结论:
(１)文中提出的原理样机能够实现可移动式核安保门禁需求的各项功能ꎮ 实验结果充分验证了

设计思路的正确性和可行性ꎻ
(２)系统可以正确判定和捕获在管理区域发生的各种异常ꎬ并发出警报响应ꎬ实验表明系统具有

较高的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ꎻ
(３)本文研究成果证明了可移动式核安保门禁系统满足机动布防的特点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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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目标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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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申红(１９６６—)ꎬ女ꎬ研究员ꎬ现主要从事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审评及相关标准研究工作

摘要:本文基于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目标的定义与内涵ꎬ详细描述了安全目标的纵深防御原则及其在工程设计和运行

管理中的具体应用ꎬ分析了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建议ꎮ
关键词:核燃料循环设施ꎻ 安全目标

１　 安全目标

自从核电诞生以来ꎬ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ꎬ特别是 １９７９ 美国三哩岛核电厂 ２ 号机组

事故和 １９８６ 年切尔诺贝利 ４ 号机组发生的核事故ꎬ给整个核能的发展留下了阴影ꎮ １９８６ 年ꎬ美国核

管会(ＮＲＣ)发布了核电厂安全目标的政策声明ꎬ对核电厂的运行制定了定性和定量的安全目标ꎮ 在

此之后一些核电国家的核安全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安全目标ꎮ ２００７ 年ꎬＩＡＥＡ 安全标准丛书

第 ＳＦ－１ 号“基本安全原则”制定了核安全与辐射安全基本安全目标和基本安全原则ꎮ 基本安全目标

是保护人类和环境免于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ꎮ 目前国际上的一般共识是安全目标应当是整个安全管

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有效提高核设施运行安全管理水平所的有效途径ꎮ

１.１　 安全目标的内容

我国自核安全局正式成立起ꎬ就将 ＩＡＥＡ 的安全标准内容引入到我国的核安全导则中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国家核安全局令第 ３ 号发布:“民用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规定” (ＨＡＤ３０１)ꎬ安全目标内容

如下:
(１)总目标

建立并保持有效的防御措施ꎬ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遭辐射危害ꎮ
(２)辐射防护目标

确保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核燃料循环设施内及由核燃料循环设施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所引起的辐

射照射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ꎬ并低于国家规定限值ꎬ确保事故引起的辐射照射的程度得到

缓解ꎮ
(３)技术安全目标

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预防事故ꎻ对设计中考虑的所有事故ꎬ要确保其辐射影响是可接受的ꎬ
并确保那些会导致严重辐射后果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极低ꎮ

核设施能造成的风险越大ꎬ必要的技术和行政措施就会越复杂ꎻ风险最大的是动力堆ꎮ

１.２　 安全目标的内涵

总的安全目标是要保证核燃料循环设施不会增加社会风险ꎮ
辐射防护目是定性地说明要保证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核燃料循环设施内及由核燃料循环设施释放

出的放射性物质所引起的辐射照射保持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ꎬ并低于国家规定限值ꎬ在事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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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辐射照射的程度要得到缓解ꎮ
技术安全目规定设计考虑的范畴为是设计基准事故(ＤＢＡ)ꎬ同时还要保证超设计基准事故发生

的概率极低ꎬ防止事件扩大成更严重事故ꎻ减轻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后果ꎮ

２　 安全目标的应用

２.１　 纵深防御原则

纵深防御概念贯穿于燃料循环设施的设计和运行ꎬ从设备和控制措施上提供多层次的重叠保护ꎬ
防止设备失效或人因错误而导致的放射性物质向外释放ꎮ

纵深防御策略应有两点:首先ꎬ是预防事故ꎬ其次ꎬ如果预防失效ꎬ限制潜在的放射性和相关化学

后果并防止向更严重情况的发展ꎮ 纵深防御通常分为五个不同层次结构ꎬ如表 １ 所示ꎮ 如果一个层

次失效ꎬ随后层次就起作用ꎮ
表 １　 纵深防御层次

层次 目标 关键方法

第一层 防止偏离运行和故障的预防 保守设计和高质量建设、调试及运行(包括管理方面)

第二层 检测偏离运行控制和纠正探测 控制系统及运行规程

第三层 设计基准内事故控制 工程措施和事故程序

第四层
超设计基准事故工况控制ꎬ包括阻止

事故发展和减轻此类事故工况后果
补充措施和事故管理

第五层 减轻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的放射性后果 场内和场外应急响应

第一层次:是防止偏离正常运行工况和系统故障ꎬ这一层次通过高质量并保守地进行设计、建造

和运行来预防ꎮ
第二层次:是检测和纠正偏离正常运行的工况ꎬ以防止预计运行事件上升为事故ꎮ 这一层次要求

通过安全分析所确定的控制系统及运行规程来预防ꎮ 将这些偏离正常运行工况的事件拉回到正常

工况ꎮ
第三层次:尽管极少有可能发生ꎬ但某些预计运行事件仍有可能未被前一层次的预防所限制ꎬ可

能发生为较严重的事件ꎬ这些极少发生的严重事件是在燃料循环设施设计基准事故所预期的ꎬ 因此

必须通过工程技术措施进行预防ꎬ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事故处理规程ꎬ控制事故发生的后果ꎬ使之达

到可接受的状态ꎮ
第四层次:是应对可能超出设计基准的严重事故ꎬ保证组止事故进一步扩大和缓解事故后果ꎮ 这

个层次通过一些附加的措施和相应的程序来实现ꎮ
第五层次:最后一层次是减轻事故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的后果ꎬ这一层次通过具有一定装备的

场内和厂外应急来实现ꎮ

２.２　 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应用纵深防御的设施设计原则ꎬ主要包括:
(１)成熟的工艺技术

设施要采用成熟的工艺、系统、部件的设计、建造和试验过程要采用已经经过实践证明的可用的

法规、标准ꎮ
(２)系统和设备的多重屏障、专门管理控制措施、技术安全要求

设计和建造中通过采取技术措施以预防事故的发生ꎬ以及缓解事故后果ꎮ 主要包括:屏障、屏障

保护系统、通风包封系统ꎮ 制定专门管理控制措施(包括:强制的规程限制或限值、设备的支持功能、
应急响应能力)ꎬ确定需要技术安全要求ꎬ涵盖的其他物项(包括:用于安全屏障受损ꎬ可能需要启动在

０２４



正常工况不需启动的设备)ꎮ
它包括三个安全层次ꎬ第一层次:设施的设计与建造要保证在正常运行工况下ꎬ不发生事故ꎮ 第

二层次安全系统的设计要尽可能减少不正常瞬态过程和故障后果ꎬ第三个层次ꎬ设施的设计要限制可

能会导致假象事故发生的后果ꎮ 第一、二层次是事故预防ꎬ以此确定控制和保护系统的设计ꎬ确保设

施能正常运行和阻止故障扩大ꎮ 第三层属于事故保护ꎬ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ꎬ从设计到运行要采取以

系列安全原则措施ꎬ但这并不能完全预防事故的发生ꎬ因此设计中还要通过一些专设设施来阻止这些

事故的发生和缓解事故后果ꎮ
(３)设计基准事故

设计时需要选择一组有限数量的事故———即设计基准事故(ＤＢＡ)进行分析ꎬ事故分析以事故情

景描述开始ꎬ必须逐个说明情景中的所有重要假设ꎮ 接下来是确定事故源项ꎮ 事故分析的最终目的

是确定能达到安全目的工程措施包括建筑物、系统、部件及专门管理控制措施、技术安全要求ꎮ
设计基准事故(ＤＢＡ)共分以下几类别:
运行事故(由设施内部始发因子引发的)ꎻ
自然事件(如地震、洪水)ꎻ
人为事件(由外部始发因子引起的)ꎮ
(４)超设计基准事故

对超设计基准事故的分析程度不要求达到设计基准事故的分析程度ꎬ对评价工作的要求是仅需

要对超设计基准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有所了解ꎬ即提供对设施潜在薄弱环节的正确认识ꎮ 对超设计

基准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是考虑成本效益的依据ꎮ

２.３　 管理原则

管理原则是为保证核设施达到和保持既定安全目标而采取各种控制措施所必须遵循的规则ꎮ 核

安全管理原则包括:①确定安全管理职责ꎻ②制定安全优先政策ꎻ③创建安全文化ꎻ④贯彻质量保证制

度ꎻ⑤保证足量合格人员ꎻ⑥实行安全评价和验证ꎻ⑦做好应急准备ꎻ⑧重视经验反馈和安全研究ꎻ
⑨考虑人的能力及其局限性ꎮ

(１)确定安全管理职责

明确规定安全责任是安全管理中最重要的原则ꎬ为此①核设施的营运组织必须依法全面负责所

营运核设施的安全ꎬ它可以将各阶段的工作分配或委托给其他组织ꎬ但不因此减轻它对核设施安全所

承担的首要的责任ꎻ②所有承担安全重要活动的组织必须建立与保持具有明确职责和权力划分与相

互联系渠道的管理结构ꎮ
(２)制定安全优先政策

所有承担安全重要活动的组织必须制定和贯彻安全优先的政策ꎬ把有关核安全的事务放在应有

的优先地位ꎮ
(３)创建安全文化

所有承担安全重要活动的组织必须从高层管理开始在所有层次创建和保持核安全文化ꎮ
(４)贯彻质量保证制度

所有承担安全重要活动的组织都必须制定和执行与其所承担的任务相适应的质量保证大纲ꎮ 核

设施营运组织必须对总的质保大纲及其有效性承担责任ꎮ
(５)保证足量合格人员

所有承担安全重要活动的组织必须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经适当培训和授权的工作人员根据经批

准和确认有效的程序工作ꎮ
(６)实行安全评价和验证

营运组织必须通过分析、监视、试验和检查验证设施的物理状态ꎬ以及证实设施的运行继续符合

运行限值和条件、安全要求和安全分析ꎮ 营运组织必须根据监管要求、运行经验和有关新的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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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核设施在其寿期内进行系统的安全再评价ꎮ
(７)做好应急准备

营运组织必须在核设施开始运行前ꎬ做好应急计划和应急准备ꎮ
(８)重视经验反馈和安全研究

营运组织必须重视有关的运行经验反馈ꎬ及时研究改进和提高安全水平ꎮ
(９)考虑人的能力及局限性

营运组织在核设施寿期所有阶段都必须考虑到人的行为的能力及其局限

３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３.１　 存在问题

安全目标是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管理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目前ꎬ在安全目标的应用中

出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复杂性ꎬ多样性的技术增加了实现安全目标的难度

对于燃料循环设施ꎬ由于设施的种类不同ꎬ工艺技术相差较大ꎬ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实践经验不同ꎬ
设施设计时依据的规范标准不统一ꎬ运行和管理模式不同ꎬ核燃料循环中的一些环节如铀纯化、转化

技术、后处理技术等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简单重复阶段ꎬ部分历史遗留老设施存在安全设计标准低、设
备老化ꎬ管理落后等问题ꎮ 这些都给安全目标的实现带来难度ꎮ

(２)基础研究能力不足ꎬ技术储备欠缺

核燃料循环中涉及很多化学转化过程ꎬ目前缺乏对一些反应机理的研究ꎮ 反应机理是控制反应

条件的基础ꎬ在此基础上才能采取安全可靠的措施ꎮ 核燃料循环设施事故分析方面的研究也很欠缺ꎬ
获取的数据依然有限ꎬ目前各类设施一直采用定性分析ꎬ不同设施的设计基准事故的选择基本靠经验

判断ꎬ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ꎮ
(３)面临如何提高系统、关键设备及部件可靠性的问题ꎮ
核燃料循环设施中一些关键工艺设备、控制系统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甚远ꎮ 高可靠性的

系统、设备是核安全的有力保障ꎮ 因此ꎬ核燃料循环设施各环节都面临着如何提高系统、关键设备及

部件可靠性的问题ꎮ
(４)监管方法和手段落后

目前的监管ꎬ无论是设施许可证条件的审评、日常的监督和检查ꎬ还是专项和非常规的检查等ꎬ基
本是以法规标准的符合性审查为主要内容和手段ꎬ而独立实验验证、独立校核计算等方法手段ꎬ很少

被采用ꎬ使得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大打折扣ꎮ
(５)缺少对设计扩展工况的安全要求

相比于核电厂ꎬ目前提出了实际消除的大量放射性释放的安全目标ꎬ同时提出了针对设计扩展工

况的安全要求ꎬ要求采取有别于针对设计基准事故的措施来缓解设计扩展工况ꎬ目前核燃料循环设施

在设计中还未有考虑设计扩展工况ꎮ
(６)缺少定量安全目标

核电厂安全目标除了有定性的安全要求外ꎬ还有定量的安全目标要求ꎬ如:
安全目标(定量):核电厂事故对附近典型居民的急性死亡风险不应该超过美国公民所承受的其

他事故导致的急性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ꎻ核电厂运行对周边居民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该超过其

他所有原因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ꎮ
导出安全目标:针对早期致死定量化健康目标ꎬ核电厂设计必须做到大量放射性早期释放频率

(ＬＥＲＦ)小于 １.０×１０－５ /堆年ꎻ针对晚期癌症致死定量化健康目标ꎬ核电厂设计必须做到堆芯损伤频率

(ＣＤＦ)小于 １.０×１０－４ /堆年ꎮ
同核电相比ꎬ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目标只是定性提出安全要求ꎬ缺少定量安全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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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建议

(１)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基础研究及实验ꎮ 如关于 ＵＦ６各种性能研究、反应机理研究、关键设备

系统的可靠性研究及 ＰＳＡ 研究等ꎮ 这些都可以为提高设施安全奠定基础ꎮ
(２)提升开展各种独立实验验证、独立校核计算的能力ꎬ提高实现安全目标监管的权威性、科

学性ꎮ
(３)目前 ＩＡＥＡ 针对研究堆的要求已考虑设计扩展工作ꎬ燃料循环设施也应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工作ꎮ
(４)开展核燃料循环设施定量安全目标的研究ꎮ
(５)提升行业人员的核安全文化素养ꎬ建立质疑的工作态度ꎬ形成严谨的工作方法ꎬ养成交流的工

作习惯ꎮ 使安全问题人人有责落实到实处ꎮ
总之ꎬ有效的实施安全目标是提高核设施运行安全的关键途径ꎮ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ＨＥＮ Ｈｏｎｇꎬ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ｗｅｉꎬＺＨＡＮＧ Ｙｕꎬ
ＱＵＥ ＪｉꎬＺＨＡＯ Ｓｈａｎ￣ｇｕｉꎬＬＩＵ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０８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ｕｅｌ ｃｙｃｌ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ꎻ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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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核事故应急响应区域撤离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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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１３７４２０１)

摘要:针对核材料运输过程中发生核事故时的人员撤离疏散决策问题ꎬ本文分别建立了核事故状态下人员疏散撤离决

策模型和撤离路线的优化路径计算模型ꎬ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单纯形法求解撤离模型优化问题ꎬ同时应用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

法求解优化撤离路径ꎮ 计算结果不仅表明了算法可行性和科学性ꎬ实现了应急行动方案的优选和行动路径的优化ꎬ且
算法复杂度一般情况下分别可达 Ｏ(１)和 Ｏ(ｎ)ꎬ为实时进行核事故应急处置决策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ꎮ
关键词:核事故ꎻ运输ꎻ应急响应ꎻ撤离疏散ꎻ单纯形法ꎻ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

核材料在运输途中存在因自然灾害、人为操作、恐怖袭击等情况下导致发生核泄漏、核安全事故

的可能ꎮ 在早期核事故应急响应过程中ꎬ除必须对现场事故进行控制、排险外ꎬ还要采取旨在保护公

众和环境免受或少受辐射而采取的带强制性的保护措施ꎬ例如在事故早期可能采取公众隐蔽、现场进

出口控制、撤离等措施[１ꎬ２]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国外就开始对民用核设施及军事核安全活动的核事故应急技术进行研究ꎮ

国内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ꎬ主要集中在固定核设施核事故的态势评估与风险估

计方面ꎬ如已开发了如秦山核电厂事故后果评价系统等多个核事故评估系统ꎮ 但目前针对核材料在

运输途发生的核事故应急处置方法研究较少ꎮ 特别是从现有文献看ꎬ虽然国内外部分系统可对事故

过程和风险进行预测分析ꎬ甚至有的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建议ꎬ但均缺乏具体的决策支持ꎮ 为此ꎬ
本文开展运输途中核事故人员撤离疏散决策问题ꎬ着重讨论核事故应急响应区域人员撤离疏散决策

问题及撤离的优化路径问题ꎬ为开展核事故应急响应、演习演练提供技术支持ꎬ为核事故应急处置和

救援行动任务奠定技术基础ꎮ

１　 问题定义与描述

核事故早期应急响应决策问题的主要决策目标集是通过对核事故类型的认识ꎬ从事故工程控制

及排险的物理、化学知识、经验出发ꎬ建立的各种早期应急行动方案ꎮ 对于核事故防护而言ꎬ早期应急

响应最基本的防护措施包括疏散撤离、隐蔽、服用碘片等ꎮ 下面对核事故人员撤离的疏散决策问题的

决策方法及撤离路径生成优化问题进行描述和讨论ꎮ

１.１　 核事故状态下人员疏散撤离决策问题

撤离人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各撤离区域需安排的撤离位置以及撤离人员的问题ꎮ 假设需要撤离

的居民点为 ｍ 个ꎬ居民点的标记为 Ｓｉꎬ该居民点需要撤离的人数为 ａｉꎬ对应居民点运输工具数分别为

Ｔｉꎬ假设地图上具有 ｎ 个避难场所ꎬ避难场所的标记为 Ｄ ｊꎬ每个避难场所所能容纳的最多人数为 ｂ ｊꎮ
撤离方案优化问题可以用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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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应急撤离方案优化问题示意图

令 Ｓｉｊ为从 ｉ 到 ｊ 撤离路线ꎬｌｉｊ ＝Ｓｉｊ / Ｔｉꎬ表征考虑了运力(撤离疏散能力)后的从 ｉ 到 ｊ 撤离路线的有

效路径长度ꎬ则优化撤离模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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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ｚ(ｘ)为总代价ꎬ以人员总撤离距离表示ꎬｍꎻｉ ＝ １ꎬ２ꎬ...ꎬｍꎻｊ ＝ １ꎬ２ꎬ...ｎꎻｘｉｊ表示满意从撤离区

域 Ｓｉ到避难场所 Ｄ ｊ的撤离人数ꎻｌｉｊ表示撤离区域 Ｓｉ到避难场所 Ｄ ｊ的有效路径长度ꎬｍꎻａｉ为撤离区域 Ｓｉ

需要撤离的总人数ꎻｂ ｊ为避难场所 Ｄ ｊ所能容纳的总人数ꎮ

１.２　 撤离路线的优化路径计算问题

核事故发生后ꎬ事故现场附近公众需要实施必要的撤离ꎮ 撤离路线既要尽可能保证人员的人身

健康要求ꎬ又要尽可能选择安全性较好、里程较短的路程以便在污染物的进一步扩散前到达ꎮ 鉴于目

前针对该问题尚无量化解决方法ꎬ本文研究一种基于最小代价树的核应急力量撤离路线优化生成方

法ꎬ由计算机根据污染区域气象和地理环境以及物理距离等条件ꎬ自动完成对撤离路线的优化选择ꎮ
求解优化撤离路径ꎬ实质上就是求解最为安全、对撤离人员造成危害最小的路径ꎮ 因此ꎬ人员撤

离路线生成优化问题实际上可以对应于一个多属性效用分析问题ꎮ 一般地ꎬ每条路线都由它的总代

价( Ｕｉ )确定ꎬ有 Ｕｉ ＝ ∑ｋ ｊｕ ｊ ꎻ其中 ｉ＝ 方案ꎬ ｊ＝ 标准ꎬ ｋ ｊ ＝权重因子ꎬ表示每个标准 ｊ 的相对重要性ꎬ

∑ｋ ｊ ＝ １ꎬ ｕ ｊ ＝针对标准 ｊ 的单项效用ꎮ

与每个标准相关的单项代价可以定义为表示该标准值的线性函数ꎬ也可以定义为将决策者偏好

纳入事件分析中去的非线性函数ꎮ 在此基础上ꎬ选取 Ｕ０ ＝ ｍｉｎ{Ｕｉ} ( ｉ ＝ １ꎬꎬｎ) ꎬ即总代价达到最

小的方案为最佳解ꎮ
令地域的任意两点 ｉꎬｊ 间的综合代价用 Ｕｉꎬｊ 表示ꎬ在求算人员优化撤离路线问题中ꎬ该综合代价包

含了 ｉꎬｊ 间的时间代价 Ｔｉꎬｊ 以及健康代价 Ｈｉꎬｊ ꎮ 于是 Ｕｉꎬｊ ＝ αＴｉꎬｊ ＋ βＨｉꎬｊ ꎮ 这里 αꎬβ 为权重系数ꎮ 现在若

从 Ａ 处撤退到 Ｂ 点ꎬ中间有若干个保持点连通ꎬ则如何确定从 Ａ 点到 Ｂ 点优化撤离路线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个图论问题ꎮ 可以用连通网来表示 Ｎ 个点以及 Ｎ 个点之间可能设置的多个通路ꎮ 其

中网的顶点表示地图有标注的地名(如城镇ꎬ村庄等)ꎬ边表示两个标注之间的线路ꎬ赋予边的权值表

示相应的代价ꎮ 从一个指定的顶点出发到另一个顶点ꎬ可以建立许多不同的路径ꎮ 对本问题而言ꎬ即
需要选择一条路径满足连通两个指定的顶点ꎬ且使得两个指定的顶点之间总的耗费最小ꎮ 此即构造

源点和目的结点之间的最短路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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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型的求解算法研究

２.１　 改进单纯形法进行优化撤离模型算法求解

由于撤离模型优化问题属于研究资源的最佳分配利用问题ꎬ故其在数学上表现为线性规划领域

的典型问题ꎮ 经过多年的应用实践ꎬ单纯形法已成为解决线性规划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典方法ꎬ
且它的出现还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３]ꎮ 采用单纯形法求解上述优化撤离模型ꎬ就可以得出各个居
民点 Ｓｉ撤离到避难场所 Ｄ ｊ的人员数量 ｘｉｊꎮ 该模型使总的撤离量最小ꎬ算法还保留了相应的调整因子ꎬ
当需要考虑道路状况以及交通流状况等因素时ꎬ通过因子可对 ｌｉｊ进一步度量调整ꎬ以使其值综合考虑

客观情况ꎮ
经典的单纯形法在实践中ꎬ存在一定的缺点ꎮ 研究者们已经证明单纯形法在最坏的情况下计算

复杂度为指数级[４]ꎮ 单纯形法的迭代过程实质上是从一组基到另一组基的变换ꎮ 但其在每次迭代过

程中不必要地计算了很多与迭代无关的数字ꎬ影响了计算效率ꎮ 而每次迭代中真正有用的数据只包

括基变量列数字、基的逆矩阵、非基变量检验数以及最大正检验数所对应的非基变量系数列向量ꎮ 为

此出现了多种改进算法ꎮ 本文综合有关方法[５ꎬ６]ꎬ在计算过程中调整了对于基变量的优选规则及优选

方式ꎬ提出如下的改进单纯形法ꎮ
步骤 １:将数学模型化成标准型后ꎬ将目标函数中的自变量 Ｘ ｉ 按其对目标函数的贡献率大小由大

到小重新排列自变量和其系数组合 ｃｉｘｉ ≤ ０ 位置ꎮ
步骤 ２:根据移动后的自变量位置ꎬ重新组合约束方程组中每个约束方程内自变量ꎬ使其改变后的

位置与目标函数中的相对应ꎬ按改变后的数学模型列出初始单纯形表ꎮ
步骤 ３:在确定换入基的变量时ꎬ只要有检验数 σ ｊ > ０ꎬ则说明该问题还没有找到最优解ꎬ此时选

取第一个 σ ｊ > ０ 的检验数所对应的自变量作为换入基的变量ꎮ
步骤 ４:在用 θ 法则确定出基变量时ꎬ如果有几个 ｂ ｊ / ａｉｌ 同时达到极小ꎬ那么选其中下标最小的基

本量作为出基变量ꎬ即若: ｋ ＝ ｍｉｎ{ ｉ ｜
ｂｉ

ａｉｌ

＝ ｍｉｎ
ａｓｌ > ０

ｂｓ

ａｓｌ
} ꎬ则选 ｘｌ 为基变量ꎮ

步骤 ５:利用单纯形表进行演算新的基可行解ꎬ看其是否达到所有检验数都为非正ꎮ 如果是则说

明该基可行解为最优解ꎬ否则调用 Ｓｔｅｐ３ 和 Ｓｔｅｐ４ꎬ继续寻找最优解ꎮ
２.２　 应用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求解优化撤离路径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是目前解决最短路径问题广泛应用的理论手段ꎬ本文将此方法应用于求解优化撤离

路径的过程中ꎬ程序设计思路如下ꎮ
假设每个点都有一对标号 (ｄ ｊꎬ ｐ ｊ)ꎬ其中 ｄ ｊ是从起源点 ｓ 到点 ｊ 的最短路径的长度 (从顶点到其

本身的最短路径是零路(没有弧的路)ꎬ其长度等于零)ꎻｐ ｊ则是从 ｓ 到 ｊ 的最短路径中 ｊ 点的前一点ꎮ
则求解从起源点 ｓ 到点 ｊ 的最短路径算法的基本过程如下:

步骤 １. 初始化.起源点设置为:① ｄｓ ＝ ０ꎬ ｐｓ为空ꎻ② 所有其他点: ｄｉ ＝∞ ꎬ ｐｉ ＝?ꎻ③ 标记起源点 ｓꎬ
记 ｋ＝ ｓꎬ其他所有点设为未标记的ꎮ

步骤 ２. 检验从所有已标记的点 ｋ 到其直接连接的未标记的点 ｊ 的距离ꎬ并设置: ｄ ｊ ＝ｍｉｎ[ｄ ｊꎬ ｄｋ＋
ｌｋｊ] .式中ꎬｌｋｊ是从点 ｋ 到 ｊ 的直接连接距离ꎮ

步骤 ３. 选取下一个点.从所有未标记的结点中ꎬ选取 ｄ ｊ中最小的一个 ｉ:　 ｄｉ ＝ｍｉｎ[ｄ ｊꎬ 所有未标记

的点 ｊ] . 点 ｉ 就被选为最短路径中的一点ꎬ并设为已标记的ꎮ
步骤 ４.找到点 ｉ 的前一点.从已标记的点中找到直接连接到点 ｉ 的点 ｊ∗ꎬ作为前一点ꎬ设置:ｉ ＝

ｊ∗ꎮ
步骤 ５. 标记点 ｉ.如果所有点已标记ꎬ则算法完全推出ꎬ否则ꎬ记 ｋ＝ ｉꎬ转到步骤 ２ꎬ 再继续ꎮ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图 ２ 给出了对生成撤离计划的算法初始计划生成及撤离计划优化后的程序界面ꎮ 通过计算ꎬ正
６２４



确求解了撤离计划优化后的结果ꎮ 该算法基于改进的单纯形法而实现ꎮ 经算法实践ꎬ经典的单纯形

法在选取换入基变量时所用到的内容空间复杂度和计算所耗的时间复杂度最好的情况下才达到

Ｏ(ｎ)ꎮ改进后的方法在计算中ꎬ不需要把所有检验数都调入内存中ꎬ只需单个调入内存ꎬ并找到第一

个正检验数所对应的变量作为入基变量即可ꎬ较之传统单纯形法确定换入基变量所耗的复杂度要小

的多ꎬ其将选取换入基本量所耗费的实践空间复杂度从 Ｏ(ｎ)的不确定性变为 Ｏ(１)的确定性ꎬ并且随

着决策变量的增多ꎬ这种算法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ꎬ提高了计算机的运算效率(见图 ２)ꎮ

(ａ)撤离到避难点的初始计划

　
(ｂ)撤离计划优化后数据

图 ２　 撤离计划的生成与优化

图 ３ 是对于人员撤离的优化路径进行的算例计算结果ꎮ 算例是在源项模拟的基础上ꎬ针对给定

的事故点和撤离点ꎬ根据路径信息ꎬ进行人员撤离的优化路径计算ꎮ 其时间复杂度共为 Ｏ(２ｎ＋ｌｇｎ)ꎬ
否则为 Ｏ(ｍ＋２ｎ＋ｌｇｎ)ꎬ具有较低的计算复杂度仅为 Ｏ(ｎ)级ꎮ 该决策结果为应急处置部门演练的路

径优化选择提供了科学迅捷的方法和手段ꎮ

(ａ)撤离优化路径目标点位

　
(ｂ)撤离优化路径求解示意图

图 ３　 应急撤离优化路径应用的决策计算结果

４　 结论

本文对运输核事故早期应急响应过程涉及的人员疏散撤离决策问题进行了探讨ꎮ 通过研究得到

以下结论:
(１)目前运输核事故处置决策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问题ꎮ 但这些问题通过近

似化处理和形式化建模后ꎬ可以描述并转化为结构化问题ꎬ并应用现有的决策科学方法求解ꎮ
(２)通过本文提出的改进后的单纯形法大大提高了求解疏散资源分配方案的计算效率ꎬ并且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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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中决策变量的增加其效果更好ꎬ大大减低了计算复杂度ꎬ使得核事故疏散方案计算机实时决

策成为了可能ꎮ 　
(３)算例应用表明:算法可提供应急行动方案的优选和行动路径的优化ꎬ从而为核事故应急响应、

日常安全管理以及平时演习训练提供技术支持ꎬ为遂行核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任务奠定技术保

障基础ꎮ
本文的研究成果解决了运输核事故应急响应行动方案生成与对策优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技术问

题ꎮ 下一步ꎬ我们将在本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建立一套面向运输核事故早期应急响应干预对策自动

求解与优化的算法包ꎬ集核事故后果评价、对策候选集生成、基于多属性分析的方案优选、最佳策略模

型与路径优化过程于一体ꎬ实现了科学、高效、智能和集成化的运输核事故处置方法优化分析ꎬ为快速

有效实施运输核事故应急响应行动方案生成与对策优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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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淹没传热试验数据分析及模型评价

吕玉凤ꎬ陈玉宙ꎬ段明慧ꎬ赵民富ꎬ张东旭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ꎬ北京 １０２４１３)

　 　 　 　 　 　 　 　 　 　 　 　 　 　 　 　 　 　 　 　 　 　 　 　 　 　 　 　 　 　 　 　 　 　 　 　 　 　 　 　 　 　 　 　 　 　　
　

　
　 　　　　　　　　　　　　　　　　　　　　　　　　　　　　　　　　　　　　　　　　　　　　　　

　
　

　
　

作者简介:吕玉凤(１９８８—)ꎬ女ꎬ河北定州人ꎬ助理研究员ꎬ硕士ꎬ主要从事反应堆热工水力及安全研究的工作

摘要:大破口事故下堆芯再淹没过程对于评价应急堆芯冷却系统有效性和估算反应堆安全裕度非常关键ꎮ 为给大型

先进压水堆安全分析提供试验支持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开展了 ８×８ 棒束元件再淹没传热试验ꎮ 试验表明ꎬ带搅混

翼格架会增强换热ꎮ 研究了注水速率ꎬ注水温度及加热功率对再湿速度的影响ꎮ 将实验得到的再湿速度与热传导理

论进行比较发现ꎬ在低流量区ꎬ一维热传导的解与实验值比较符合ꎬ在高流量区ꎬ二维热传导的解与实验值符合较好ꎮ
采用实验数据对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的再淹没模型进行评价ꎬ结果显示程序较好的预测了骤冷时间ꎬ但是元件最高温度

偏差较大ꎮ
关键词:再淹没传热ꎻ定位格架ꎻ模型评价ꎻ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再淹没是极限的大破口失水事故中采取的重要的应急堆芯冷却措施ꎮ 再淹没过程包含一个急剧

的冷却现象ꎬ称为骤冷[１]ꎮ 骤冷与沸腾是一个逆向的过程ꎬ是从加热面温度很高的情况通过加水冷却

重新从膜态沸腾返回到核态沸腾ꎬ表面温度通过骤冷会急剧降低ꎮ 因此ꎬ在研究再淹没传热时ꎬ人们

关心的是骤冷前沿的推进速度ꎬ即再湿速度ꎬ因为它决定了燃料包壳表面被冷却的速度ꎮ 另一个关心

的问题是元件的最高温度ꎬ它决定了包壳是否会被烧毁ꎬ也是反应堆安全评价的一个重要参数ꎮ
再淹没过程涉及多种传热现象ꎬ如临界热流密度(ＣＨＦ)ꎬ临界前向临界后工况过渡传热、反环状

流膜态沸腾、弥散流膜态沸腾等ꎮ 临界后工况奇特ꎬ传热现象复杂ꎬ虽然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展

了很多研究ꎬ至今仍然没有对再淹没传热给出满意的计算方法ꎮ 由于对再淹没过程中两相流动传热

行为的认识并不充分ꎬ现有安全分析程序模型存在较大的计算不确定性ꎬ评价堆芯安全系统的有效性

是以牺牲安全裕度为代价的ꎮ
我国正在研发大型先进压水堆ꎬ其功率在 ＡＰ１０００ 的基础上大幅提高ꎬ再淹没分析模型计算的不

确定性问题更加突出ꎮ 为给大型先进压水堆安全分析提供试验支持ꎬ并对现有的再淹没计算模型进

行评价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成了模拟 ＡＰ１０００ 堆芯组件的再淹没两相流动传热试验装置ꎬ开展

了较宽范围的棒束再淹没实验ꎬ获得了不同注水速率ꎬ注水温度和加热功率条件下的实验数据ꎮ 这些

数据对于认识再淹没过程中两相流动传热行为ꎬ评价现有的再淹没计算模型ꎬ发展再淹没分析模型具

有重要意义ꎮ

１　 棒束再淹没传热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包括再淹没试验段、主循环泵、预热器、冷凝器、热交换器、稳压罐、高位水箱、低位

水箱和提升泵ꎬ示意图如图 １ 所示ꎮ
实验装置能够通过控制系统实现重力驱动注水和强迫驱动注水两种方式的再淹没传热试验ꎬ获

得了较宽的数据范围:注水质量流率为 １０ ~ ５００ ｋｇ / (ｍ２ｓ)ꎬ注水温度为 ２０ ~ ８０ ℃ꎬ初始棒温为

５００ ~ ６００ ℃ꎬ线加热功率范围为 ０ ~ １.１ ｋＷ / ｍꎮ
试验段采用直接通电加热元件模拟堆芯棒束组件ꎮ 组件为 ８×８ 矩形排列ꎬ每根加热管外径为 ９.５

ｍｍꎬ长度 ４.３ ｍꎬ棒间距为 １２.６ ｍｍꎬ尺寸与 ＡＰ１０００ 中燃料棒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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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再淹没过程中骤冷前沿的位置ꎬ需要测量加热元件在不同高度位置的壁面温度ꎮ 在 ６４
根加热元件中ꎬ选取 １４ 根元件布置了 １０１ 副热电偶ꎬ测点主要集中在中间区域ꎮ 测点高度在 ４３０ ~
４ ２００ ｍｍ范围内分布ꎮ

图 １　 再淹没传热试验装置示意图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１　 定位格架的影响

为了研究定位格架的影响ꎬ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ꎬ分别采用带搅混翼定位格架和不带搅混翼定位

格架开展了再淹没试验ꎮ 为了保证准确性ꎬ初始条件和实验步骤是相同的ꎬ只是定位格架结构不同ꎮ
将定位格架下游相同位置的加热元件温度进行比较ꎬ见图 ２ꎮ

　
实验条件为:加热功率为 ８０ ｋＷꎬ注水流量为 ０.６５ ｔ / ｈꎬ注水温度为 ５０ ℃ꎮ 从图中不难看出ꎬ对于

带搅混翼的定位格架ꎬ相同位置的元件温度更低ꎬ发生骤冷的时间更早ꎬ这意味着再淹没过程中ꎬ带搅

混翼格架会增强换热ꎮ 产生的原因有:流动的扰动ꎬ液滴破碎与飞溅ꎬ定位格架的再湿提前与液滴

汇集ꎮ
图 ２　 定位格架对元件温度的影响

２.２　 再湿速度的影响因素

将元件出现骤冷的高度除以骤冷时间ꎬ可以得到骤冷前沿的推进速度ꎬ即再湿速度ꎮ 通过整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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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ꎬ得到了注水质量流率ꎬ注水温度及加热功率对再湿速度的影响ꎬ见图 ３ꎮ

图 ３　 再湿速度的影响因素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每个工况的再湿速度基本是一个定值ꎮ 从图中不难发现各实验因素对再湿速

度的影响规律ꎬ即:进入堆芯的冷却水质量流率越大ꎬ淹没速度越快ꎬ再湿速度也越快ꎻ注入堆芯的冷

却水的温度越低ꎬ元件表面与冷却水的温差越大ꎬ则骤冷越快ꎻ加热功率越大ꎬ元件表面的温度越高ꎬ
骤冷前沿的推进速度就越慢ꎮ

３　 再淹没分析模型评价

国内外对元件骤冷与再湿过程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工作ꎬ提出了各种计算模型ꎮ 从加热表面

再湿的机理上考虑基本上可分为两类ꎮ 运用最广的是传导型再湿ꎬ认为再湿是由热传导决定的ꎬ与液

膜的水力学与稳定性无关ꎮ 另一类采用全沸腾曲线ꎬ这种方法对整个骤冷瞬态的全部行为均加以考

虑ꎬ没有假定任一种再湿模型ꎮ 根据不同流型划分为不同的区域ꎬ在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的传热关系

式ꎮ 在 ＲＥＬＡＰ５ꎬＣＡＴＨＡＲＥ 等分析程序中采用的是这种方法ꎮ

３.１　 传导型再湿模型

最初提出的再湿模型是基于两区(干区和湿区)ꎬ一维热传导的假设ꎮ Ｙａｍａｎｏｕｃｈｉ[３] 等人假定在

湿区传热系数不变ꎬ干区的传热系数为零ꎬ得到了一维情况的分析解ꎮ 再湿速度 ｕ 的表达式为:

ｕ －１ ＝ ρｃ ( δ
ｈｋ

)
１
２ (Ｔｗ － Ｔｓ)

１
２ (Ｔｗ － Ｔ０)

１
２

Ｔ０ － Ｔｓ

式中: ρ为包壳密度ꎬ ｃ为包壳的比热ꎬ δ为加热元件的壁厚ꎬ ｈ 为再湿换热系数ꎬ ｈ ＝ １.７ × １０４Ｗ/ (ｍ２
１３４



Ｋ) ꎬ ｋ 为包壳热导率ꎬ Ｔｗ 为加热元件的初始温度ꎬ Ｔ０ 为 Ｌｅｉｄｅｎｆｒｏｓｔ 温度ꎬ Ｔｓ 为热阱温度ꎮ
Ｂｌａｉｒ[４]用严格的渐近解处理了二维热传导问题ꎬ得到再湿速度表达式如下:

ｕ －１ ＝ πρｃ
２ｈ

Ｔｗ － Ｔ０

Ｔ０ － Ｔｓ

表 １ 列出了实验得到的再湿速度与一维、二维热传导方程解的比较ꎮ 可以看出ꎬ对于低的注水流

量(≤１.０ ｔ / ｈ)ꎬ一维解与实验结果符合较好ꎻ但是对于高的注水流量( >１.０ ｔ / ｈ)ꎬ二维解更接近实

验值ꎮ
表 １　 实验再湿速度与一维解、二维解的比较

工况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注水流量 / ( ｔ / ｈ) ０.３ ０.６６ ０.８４ １.０ １.４３ １.７２ ２.０２ ２.２７

实验结果 / (ｍｍ / ｓ) １３ １０.６ １３.８ ９.１ ９.０ １０.７ ７.０ １０.０

一维解 / (ｍｍ / ｓ) １１.９ ９.３ １４.８ ９.７ ６.４ ７.５ ５.８ ６.３

二维解 / (ｍｍ / ｓ) ２１.３ １４.０ ３１.８ １５.０ ７.６ ９.８ ６.４ ７.３

其他学者如 Ｄｕｆｆｅｙ 和 Ｐｏｒｔｈｏｕｓｅ[５]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ꎮ 他们提出了一个有效 Ｂｉ 数ꎬ体现了注水

流量对再湿速度的影响ꎮ 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实验数据ꎬ并和理论模型进行比较ꎬ证明:一维解适用于

低 Ｂｉ 数ꎬ即低流量区ꎬ二维解适用于高 Ｂｉ 数ꎬ即高流量区ꎮ

３.２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再淹没模型评价

采用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进行建模计算ꎬ其中ꎬ用一个管部件 ＰＩＰＥ 代表再淹没试验段ꎬ共划分为 ２０
个控制体ꎻ分别用上、下两个时间相关控制体 ＴＭＤＰＶＯＬ 定义上游和下游的边界条件流体状态ꎻ分支

部件表示试验段的下腔室ꎻ时间相关接管 ＴＭＤＰＪＵＮ 定义连接下腔室和外罩流体接管的流动状态ꎮ 试

验段加热棒的加热功率用来作为热构件的输入ꎮ
限于篇幅ꎬ这里只列出一个实验工况的结果ꎮ 实验边界条件为:加热功率为 ５２ ｋＷꎬ注水质量流

量为 ０.３１ ｔ / ｈꎬ注水温度为 ５０ ℃ꎮ 图 ４ 给出了不同位置处加热元件温度的计算值与实验值比较ꎮ 粗

线代表程序的计算值ꎬ细线代表相同轴向高度不同径向位置处的热电偶测得的温度ꎮ 可以发现ꎬ程序

较好的预测了再淹没现象ꎮ 程序计算结果比实验平均值要高ꎮ 计算的元件最高温度与测量的元件最

高温度平均值的最大偏差为 ５４ ℃ꎬ发生在 Ｈ＝ ４ ２００ ｍｍ 的位置ꎮ 不同高度处计算的骤冷时间与实验

得到的骤冷时间比较接近ꎮ 在轴向高度 Ｈ＝ ４ ２００ ｍｍ 处ꎬ骤冷时间的偏差达到最大ꎬ为 ３３ ｓꎮ
再淹没过程涉及的流型有:泡状流ꎬ环状流ꎬ反环状流ꎬ弥散流ꎬ蒸汽的强迫对流ꎬ相应的传热模式

为:核态沸腾ꎬ过渡沸腾ꎬ膜态沸腾ꎬ临界热流密度(ＣＨＦ)等ꎮ 在系统分析程序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中ꎬ
为了使能量方程闭合ꎬ采用了一些经验关系式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这些经验关系式只是在有限的试验条

件下得出的ꎬ对于棒束再淹没传热ꎬ由于棒束结构差异ꎬ定位格架影响ꎬ传热型式复杂ꎬ影响因素多ꎬ这
些模型的准确性和适用性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支持和验证ꎮ

元件最高温度偏差较大的原因为ꎬ在临界后传热区ꎬ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采用的模型多为基于有限实验

数据的经验关系式ꎬ存在一定局限性ꎮ 比如ꎬ计算 ＣＨＦ 时ꎬ采用的是 ＡＥＣＬ－ＵＯ 临界热流密度表ꎻ在膜

态沸腾区ꎬ采用的是 Ｂｒｏｍｌｅｙ 关系式ꎬＦｏｒｓｌｕｎｄ – Ｒｏｈｓｅｎｏｗ 关系式以及 ＣＡＴＨＡＲＥ 经验公式的最大值ꎻ
在过渡沸腾区ꎬ采用的是修正的 Ｗｅｉｓｍａｎｎ 关系式[６]ꎮ 归纳起来ꎬ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程序计算再淹没

过程需要改进以下几个方面:
(１)膜态沸腾ꎮ 程序并没有将反环状流膜态沸腾换热区与弥散状流膜态沸腾换热区分开来ꎮ 在

整个膜态沸腾区域都采用同一个壁面－流体换热模型ꎮ 可以考虑把膜态沸腾传热区分为不同的子区ꎬ
并且在各个子区选用恰当的壁面到流体的传热系数关系式ꎮ

(２)弥散流的液滴模型ꎮ 程序计算临界后传热时ꎬ认为平均液滴直径为 ５ ｍｍꎬ实际再淹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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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动扰动ꎬ液滴的尺寸要小很多ꎮ
(３)临界热流密度(ＣＨＦ)ꎮ 程序计算 ＣＨＦ 采用 ＡＥＣＬ－ＵＯ 临界热流密度表ꎬ在低流量区数据相

对缺乏ꎮ

图 ４　 不同高度处的元件温度比较

４　 结论

在 ６４ 根棒束元件再淹没传热试验装置开展了一系列再淹没传热试验ꎬ得到了加热元件温度和骤

冷时间等数据ꎮ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ꎬ得到以下结论:
(１)由于扰动、液滴破碎及液滴汇集等原因ꎬ带搅混翼定位格架下游元件表面温度更低ꎬ骤冷时间

提前ꎬ换热得到增强ꎮ
(２)再淹没过程中ꎬ再湿速度基本为一常数ꎮ 进入堆芯的冷却水质量流率越大ꎬ再湿速度也越快ꎻ

注入堆芯的冷却水的温度越低ꎬ则骤冷越快ꎻ加热功率越大ꎬ骤冷前沿的推进速度就越慢ꎮ
(３)将实验得到的再湿速度与热传导理论解进行比较发现:注水流量较低时(≤１.０ ｔ / ｈ)ꎬ实验结

果与一维模型的解比较符合ꎻ当注水流量增大时(>１.０ ｔ / ｈ)ꎬ二维模型的解更接近实验结果ꎮ
(４)采用实验数据对系统分析程序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的再淹没模型进行评价ꎬ发现:程序较好的

预测了骤冷时间ꎬ但是元件的最高温度偏差较大ꎮ 指出了程序再淹没模型的改进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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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ｒｅｗｅｔ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ｅｗｅｔｔ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ｎ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３ ｒｅｆｌ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ｄ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ｑｕｅｎｃｈ ｔｉｍ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ｌ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ｒｏ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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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一号加速器进行核材料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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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 伟(１９８８—)ꎬ男ꎬ四川遂宁人ꎬ助理研究员ꎬ博士ꎬ现主要从事辐射场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辐射场

测量等研究工作

摘要:核安全是关系国土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ꎬ而核材料的检测是核安全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ꎮ 神龙一号加速器可以

产生大剂量的脉冲高能 Ｘ 射线和光中子ꎮ 为了研究神龙一号加速器进行核材料检测的可行性ꎬ利用蒙特卡洛模拟软

件计算了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的脉冲 Ｘ 射线和光中子的特性ꎮ 计算表明 Ｘ 射线的脉冲宽度约为 ７０ ｎｓꎬ每个脉冲中能

量大于 ５ ＭｅＶ 的 Ｘ 射线可以达到约 ３.０×１０１４ꎻ光中子的脉冲宽度约为 １００ ｎｓꎬ能谱为白光谱ꎬ主要在 １ ＭｅＶ 以下ꎬ其产

额达到 １０１１数量级ꎮ 同时本文计算了铅、聚乙烯、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 等材料对高能 Ｘ 射线 /光中子的响应ꎮ 计算结果表明ꎬ高
能 Ｘ 射线和光中子都可以诱发核材料裂变ꎬ裂变过程中产生的部分瞬发中子的能量大于诱发源的最大能量ꎬ而缓发中

子在时间和能量结构上具有特殊性ꎬ可以作为核材料的“指纹”信号ꎬ从而验证了神龙一号加速器进行核材料检测的可

行性ꎮ
关键词:神龙一号加速器ꎻ高能 Ｘ 射线ꎻ光中子ꎻ核材料ꎻ蒙特卡洛模拟

当前国际社会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ꎬ核安全问题因其特殊性也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ꎮ
其中利用特殊核材料制作的粗糙核装置(ＩＮＤ)是威胁国土安全的重要因素ꎬ而核材料的丢失和偷运

等问题依然严重ꎮ ２００８ 年ꎬ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的主任 Ｄｒ. Ｍｏｈｍｅｄ 宣称已查明的核材料丢失和

盗运案件的数量依然令人不安的很高ꎮ ２００７ 年ꎬ斯洛伐克警方侦破了一起高浓缩铀(ＨＥＵ)的偷运案

件ꎬ查获的 ＨＥＵ 达 ４８１ ｇ[ １ ]ꎮ 可见ꎬ预防 ＩＮＤ 恐怖事件需要对核材料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防扩散ꎬ因此

核材料的检测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核材料的检测手段分为被动探测和主动探测两种方法ꎮ 被动探测是

通过探测核材料的自发辐射特征来识别核材料的一种方法ꎬ其技术相对简单、成本较低ꎬ但是由于自

发辐射的强度很弱、能量较低ꎬ因此灵敏度很低ꎻ主动探测是通过测量外部辐射源(Ｘ 射线、中子等)诱
发核材料裂变产生的特征粒子来识别核材料的方法ꎬ具有特征粒子强度较大、能量更高等优点ꎬ因此

已经逐渐成为核材料探测研究的热点[ ２ ]ꎮ 本文将利用蒙特卡洛(ＭＣ)模拟软件ꎬ开展基于神龙一号

加速器进行核材料主动检测的可行性初步研究ꎮ

１　 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 Ｘ 射线和光中子的特性

１.１　 神龙一号加速器

神龙一号加速器是直线感应加速器ꎬ建成于 ２０００ 年左右ꎬ其电子束的能量最大可达 ２０ ＭｅＶꎬ束流

的强度达到了 ２.５ ｋＡꎬ束流脉冲的半高宽约为 ７０ ｎｓꎬ打靶焦斑直径 １.２ ｍｍꎬ产生的 Ｘ 光在靶前方 １ ｍ
处的照射量约为 ０.１０３ Ｃ / ｋｇꎬ整体性能达到了国际一流的水平[３]ꎮ

神龙一号加速器除了产生大剂量的 Ｘ 射线ꎬ还会产生光中子ꎬ这两种粒子都可以作为辐射源诱发

核材料裂变ꎬ从而进行核材料的主动探测ꎮ 为了研究神龙一号加速器检测核材料的可行性ꎬ首先需要

研究产生的 Ｘ 射线和光中子的特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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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高能 Ｘ 射线的特性

高能电子与物质相互作用主要包括电离和轫致辐射等ꎬ电子能量越高、靶物质的原子序数越大则

轫致辐射作用的几率越大ꎬ轫致辐射 Ｘ 射线的产额越高ꎮ 神龙一号加速器在设计 Ｘ 射线转换靶时ꎬ除
了考虑 Ｘ 射线的产额和前向性ꎬ还考虑了靶的热稳定性等ꎬ因此最终优化的辐射转换靶材料为

Ｔａ(Ｚ＝ ７３)ꎬ靶厚度为 １.２ ｍｍꎬ直径为 １０ ｃｍ[３ꎬ４]ꎮ
本文利用蒙特卡洛模拟软件 ＭＣＮＰ５ 对电子束打靶的过程进行了模拟ꎬ得到轫致辐射 Ｘ 射线的能

谱和脉冲波形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ａ)显示轫致辐射谱为一个连续能谱ꎬ最大能量等于入射电子的能量

(２０ ＭｅＶ)ꎬ且每一个 Ｘ 射线脉冲中能量为 ５~２０ ＭｅＶ 的高能光子的数目达到了约 ３.０×１０１４ꎮ 图 １(ｂ)
显示脉冲 Ｘ 射线的半高宽(ＦＷＨＭ)约为 ７０ ｎｓꎬ和测量的结果[３] 是一致的ꎬ窄脉冲的特性有利用通过

时间选择降低高能 Ｘ 射线对核材料裂变时放出的粒子的干扰ꎬ提高信本比ꎮ

图 １　 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 Ｘ 射线:(ａ)能谱ꎻ(ｂ)脉冲波形

１.３　 光中子的特性

高能的 Ｘ 射线除了诱发核材料裂变ꎬ还会与物质发生一般的光核反应ꎮ 光核反应的过程包括原

子核对光子的吸收和放出次级粒子两个过程ꎬ次级粒子可能包括 π 介子、γ 射线、光中子、质子、氘、氚
和 α 粒子等ꎮ 其中当光子的能量大于 １５０ ＭｅＶ 时ꎬ光核反应才会产生 π 介子ꎮ 当光子能量低于 ２０
ＭｅＶ 时ꎬ原子核的光吸收机制主要是巨偶极共振吸收(ＧＤＲ)ꎮ ＭＣＮＰ５ 模拟软件包含了光核反应ꎬ其
截面数据目前截止为 １５０ ＭｅＶꎬ能进行输运模拟的次级粒子只有光中子和 γ 射线(还不能模拟产生缓

发的 γ 射线) [ ５ ]ꎮ 因此可以利用 ＭＣＮＰ５ 模拟计算高能 Ｘ 射线产生光中子的物理过程与输运问题ꎮ
神龙一号加速器的辐射转换靶为 Ｔａ 靶ꎬ其光核反应的阈值为 ７.５８ ＭｅＶꎬ从图 １(ａ)可知部分的 Ｘ

射线能量超过了这个能量阈值ꎬ因此会产生光中子ꎮ 模拟计算得到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的光中子的

能谱和脉冲波形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ａ)显示光中子能谱是一个白光能谱ꎻ根据光中子的产额、电子束的

电流和脉冲宽度可以得到单个脉冲的光中子数约为 １.５×１０１１ꎮ 计算表明ꎬ通过转换靶的优化设计光中

子的产额可以达到 １０１２量级ꎮ 图 ２(ｂ)是距离辐射转换靶 １ ｍ 处的光中子脉冲波形ꎬ由于能谱范围大ꎬ
使中子飞行时间的差异较大ꎬ导致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较大ꎻ光中子的脉冲宽度(ＦＷＨＭ)约为 １００
ｎｓꎬ具有较好的时间特性ꎬ这样有利于研究诱发裂变后产生的次级粒子的时间特性ꎮ

２　 核材料检测的模拟与分析

高能 Ｘ 射线和光中子诱发核材料裂变后释放出瞬发和缓发的中子ꎬ同时高能 Ｘ 射线与核材料也

会发生一般的光核反应释放出光中子ꎮ 对于一般材料ꎬ高能 Ｘ 射线会通过光核反应产生光中子ꎮ 因

此需要研究一般材料和核材料对高能 Ｘ 射线 /中子的响应ꎬ特别是次级粒子的一些特性ꎬ如时间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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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的光中子:(ａ)能谱ꎻ(ｂ)脉冲波形

量特性等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 的光致裂变具有一定的能量阈值(约 ５ ＭｅＶ)ꎬ并且反应截面较

弱(几~几百 ｍｂꎬ１ｂ＝ １０－２８ｍ)ꎻ而中子诱发裂变对不同核材料差异较大ꎬ对于２３８Ｕꎬ当中子能量小于约

１ ＭｅＶ 时裂变截面非常小(０.１ ｍｂ 量级)ꎬ对于２３５Ｕꎬ诱发裂变的截面为 ｂ 量级ꎮ 因此还需要计算利用

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 Ｘ 射线和光中子可以得到瞬发和缓发中子的数量ꎬ从而研究核材料检测

的可行性ꎮ

２.１　 计算模型

利用 ＭＣＮＰ５ 对材料检测的过程进行模拟计算ꎬ几何模型示意图如图 ３ 所示ꎬ将样品(半径 ２ ｃｍ
的球体)放置在辐射转换靶正前方 １０ ｃｍ 处ꎬ记录下产生的次级粒子就可以分析不同材料对高能 Ｘ 射

线 /光中子的响应ꎮ

图 ３　 核材料主动检测示意图

核材料都是高原子序数ꎬ以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 为例模拟核材料的响应ꎮ 为了区分其他高原子序数的材

料ꎬ以常用作高能光子屏蔽材料的铅(Ｐｂ)为例ꎻ同时为了区分比较常见的轻材料ꎬ以常用作中子吸收

和屏蔽材料的聚乙烯(ＰＥꎬ主要含 Ｃ、Ｈ 元素)为例ꎮ 分别模拟计算了这些材料作为样品对高能 Ｘ 射

线和光中子的响应ꎮ

２.２　 模拟结果与分析

四种样品的模拟计算结果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ꎮ 图 ４(ａ)显示对于 Ｐｂ 和 ＰＥ 样品产生的中子为光

中子ꎬ其能量最大值一般小于 １５ ＭｅＶꎬ这是由于 Ｘ 射线最大能量为 ２０ ＭｅＶꎬ材料的光核反应阈值一般

为几个 ＭｅＶ(如 Ｐｂ 的阈值约为 ７ ＭｅＶꎬＣ 的阈值约为 ５ ＭｅＶ)ꎻ对于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ꎬ产生的中子包括光中

子和裂变中子ꎬ中子能谱有部分超过了一般材料光中子的最大能量ꎬ最大能量超过了 ２０ ＭｅＶꎬ结合图

５(ａ)可知这些超出部分(Ｅ>１５ ＭｅＶ)的中子为瞬发裂变中子ꎮ 由图 ２(ｂ)可知脉冲光中子的时间分布

也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 ｎｓ 以内ꎬ从时间上会对瞬发中子产生一定的影响ꎬ但是结合能量选择ꎬ瞬发中子就

可以作为“指纹”信号ꎮ 另一方面ꎬ根据神龙一号加速器的电子束参数可以得到每个电子脉冲下ꎬ２３５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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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产生约 ２.２１×１０８个这样的瞬发中子ꎬ２３８Ｕ 可以产生约 １.２３×１０８个这样的瞬发中子ꎮ 可见利用神

龙一号加速器ꎬ能量大于 １５ ＭｅＶ 的瞬发中子可以作为强度较为显著的特征信号对核材料进行检测ꎮ
图 ４(ｂ)是不同材料产生中子的时间分布ꎬＰｂ 和 ＰＥ 样品只产生光中子ꎬ其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

几个 μｓ 以内ꎻ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 产生的中子时间分布很宽ꎬ从 ｎｓ 至 ｓꎬ并且明显地分成了两部分ꎻ分析可知光

中子和瞬发裂变中子主要集中分布在几个 μｓ 时间以内ꎬ而缓发中子主要集中分布在 １ ｍｓ 的时间以

后ꎮ 图 ５(ｂ)所示为 １ ｍｓ~１ ｓ 时间内缓发中子的能谱分布ꎬ可见缓发中子的能量主要分布在 １ ＭｅＶ 以

下ꎬ而光中子的能量也集中分布在 １ ＭｅＶ 以下ꎬ因此结合时间选择缓发中子也可以作为核材料检测的

“指纹信号”ꎮ 另一方面ꎬ根据神龙一号加速器电子束的参数可以得到每个电子脉冲下ꎬ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 产

生的分布在 １ ｍｓ~１ ｓ 时间内的缓发中子数分别为 １.１３×１０９和 ３.６７×１０８ꎮ 由此可见ꎬ利用神龙一号加

速器ꎬ缓发中子也可以作为核材料检测的较为显著的“指纹”信号ꎮ

图 ４　 不同材料对高能 Ｘ 射线和光中子的响应:(ａ)产生中子的能谱ꎻ(ｂ)脉冲波形

图 ５　 (ａ) 能量>１５ ＭｅＶ 中子的时间分布ꎻ(ｂ)时间>１ ｍｓ 中子的能量分布

３　 结论

本文利用蒙特卡洛模拟计算了神龙一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 Ｘ 射线和光中子的特性ꎬ结果表明单

个电子脉冲产生的能量大于 ５ ＭｅＶ 的高能 Ｘ 射线达到了 ３.０×１０１４ꎬ而光中子数达到了 １.５×１０１１ꎮ 同时

模拟计算了不同材料产生中子的能量和时间特性ꎬ结果表明２３５Ｕ 和２３８Ｕ 诱发裂变产生的一定能量的瞬

发中子和一定时间内的缓发中子都可以作为“指纹”信号ꎬ根据神龙一号加速器电子束的参数计算得

到这些“指纹”信号的强度较为显著ꎬ初步验证了利用神龙一号加速器进行核材料检测的可行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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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的可视化建模软件开发

于　 洋ꎬ王雅峰ꎬ庞　 勃ꎬ李　 捷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作者简介:于洋(１９８７—)ꎬ男ꎬ山东烟台人ꎬ硕士研究生ꎬ从事反应堆系统软件研究工作

摘要:以轻水反应堆瞬态安全分析程序 ＲＥＬＡＰ５ 为基础ꎬ采用统一的建模语言设计开发了可视化、组态化、模块化建模

软件 ＲＶＭＳꎮ 该软件具有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ꎬ能够实现“控制体”或“模块化”方式建模研究ꎻ另外ꎬ还实现了建模过

程中的错误检查、缺省值设定、工程管理及多用户合作等功能ꎮ 稳态及瞬态测试结果表明ꎬ该软件不仅为使用者提供

了一个快速建模研究的工具ꎬ还能为实现反应堆系统设计方案的快速评估与验证提供技术手段ꎮ
关键词:核反应堆系统ꎻ可视化ꎻ模块化ꎻＲＥＬＡＰ５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是美国 Ｉｄａｈｏ 国家工程实验室开发的一维非平衡两相热工水力瞬态分析程序ꎬ能够

快速准确可靠地分析核反应堆系统的热工水力问题ꎬ在反应堆研究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国内外针对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的软件界面开发做过许多研究ꎮ 在国外ꎬ美国、韩国等都开发了图形化

系统分析软件(如 ＲＧＵＩ、ＳＮＡＰ 等)ꎻ国内上海交通大学徐珍等提出了基于 ＸＭＬ 语言实现 ＲＥＬＡＰ５ 可

视化建模ꎬ软件都具有图形化用户界面、计算结果动态展示和程序交互控制等功能ꎮ 不过受当时软件

开发技术的限制ꎬ程序界面不友好、使用门槛高ꎬ软件代码重用性较差ꎬ而且不具备“模块化”建模能

力ꎮ 一方面ꎬ使用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学习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数据输入卡内容、使用规则及范围并完成数

据输入卡的准备、参数调整及查错等繁杂的工作ꎬ且由于输入卡采用文本形式描述系统结构和参数ꎬ
直观性差ꎬ不利于模型后期的维护、修改和重用ꎻ另一方面ꎬ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缺乏模块化建模功能ꎬ针对

实际对象进行研究时ꎬ用户需要分析节点划分的可行性与准确性ꎬ时间及精力开销较大ꎮ
基于此ꎬ本文采用可视化建模技术ꎬ研究了“控制体”和“模块化”两种建模方式ꎬ开发了可视化、

组态化、模块化建模软件 ＲＶＭＳꎮ 通过设置参数输入提示和默认参数可以有效减少建模过程中的人为

错误ꎬ同时基于“模块化”建模方式可以显著降低软件使用门槛ꎬ提高工作效率ꎮ

１　 系统设计方案

１.１　 功能描述

建模软件 ＲＶＭＳ 的设计主要针对软件的可重用性、可扩展性及可维护性而展开ꎬ包括图形化建

模、图形化数据输入和程序控制计算三个功能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其中ꎬ图形化建模模块主要通过组态部

件实现图形化面板的建立ꎻ图形化数据输入模块主要实现数据参数的配置ꎻ程序控制计算模块主要实

现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的调度控制和计算结果的动态显示以及工程管理等ꎮ

１.２　 系统设计

建模软件 ＲＶＭＳ 采用 ＭＶＣ(Ｍｏｄｅｌ－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设计模式进行设计ꎬ利用 Ｃ＃语言在 Ｎｅｔ４ ０ 框

架上进行开发ꎬ关系型数据库 ＭｙＳＱＬ 对软件数据模型进行管理ꎬ实现了整个可视化交互界面以及部

件模型输入窗口ꎬ并利用矢量图形编辑控件 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３.０ ＳＤＫ 对软件模型库进行了开发ꎬ以实

现软件的图形化建模ꎮ 通过定制控件结合图形设备接口＋技术(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Ｄｅ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ｌｕｓ)来绘制

计算结果动态曲线ꎬ图 ２ 是建模软件 ＲＶＭＳ 的功能实现框架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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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ＲＶＭＳ 软件功能结构图

图 ２　 ＲＶＭＳ 软件功能实现框架图

１.３　 人机界面设计

通过建模软件 ＲＶＭＳꎬ用户可以快速对核动力装置各部件进行节点划分ꎬ利用数据输入界面ꎬ准
确、有效地对各部件进行参数输入以生成输入卡ꎬ从而对核反应堆系统进行仿真建模和瞬态计算

分析ꎮ
如图 ３ 所示ꎬＲＶＭＳ 主界面共分为菜单栏、工具栏、绘图区、图形部件库、绘图导航、缩略图和状态

栏等部分ꎮ 界面主要实现以下功能:①与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进行人机交互和运行ꎻ②对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计算

过程的研究分析ꎬ比如创建和修改输入文件、建模过程错误检查、查看输出文件以及计算结果动态曲

线展示等ꎻ③工程管理ꎬ包括格式、工程配置、操作系统接口以及多人分工合作配置等功能ꎮ

２　 ＲＶＭＳ 建模方式

２.１　 “控制体”建模方式

本文对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进行了适应性改造ꎬ建立了可视化、组态化的人机界面ꎬ开发出表 １ 示的各

种功能部件的可视化图元部件ꎬ实现了界面中图元部件与后台数据之间的逻辑联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用
户通过拖拽相应图元部件的方式完成系统或设备的节点简单堆积式的仿真建模ꎮ 在建模过程中ꎬ使
用者只需要根据界面提示ꎬ输入系统参数ꎬ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文本输入卡ꎬ并自动完成建模过程

中的错误检查、缺省值设定及逻辑判断等功能ꎬ大大提高了建模效率ꎮ 图 ４ 是利用“控制体”建模方式

建立的秦山核电厂一回路主冷却系统节点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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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ＲＶＭＳ 软件界面示意图

表 １　 模型部件分类表

部件类型 部件作用 部件类型 部件作用

水力学部件
模拟核动力装置水力学部件ꎬ进行

系统水力分析
热构件部件

模拟核动力装置热构件ꎬ进行

系统热工计算分析

热力性质部件
模拟热构件的热物性ꎬ用于系统热

工计算
堆芯中子动力学部件

模拟反应堆堆芯物理过程ꎬ进
行点堆中子动力学的计算

控制变量部件 模拟控制系统动作和描述数学变量 总体控制部件 实现整个计算过程设置

时间步长部件 控制计算时间和计算结果输出频率 Ｔｒｉｐ 部件 设置触发动作

数据表部件 变量表的输入 变量输出部件 控制计算结果的输出

２.２　 “模块化”建模方式

“模块化”建模方式可以根据各部件单元的功能、运行特点及仿真精度要求ꎬ分别建立复杂程度不

同的仿真模块ꎬ有效利用计算资源ꎬ提高建模效率ꎮ 本文在“控制体”建模方式的基础上ꎬ进行“模块

化”组合设计ꎬ模块之间通过边界节点进行数据交换ꎬ从而建立针对设备单元的仿真模块ꎬ形成设备模

块库以供使用者调用ꎮ 建立的设备模块能够对相同类型不同尺寸不同运行状态的设备进行很好的仿

真建模ꎬ使用者只用修改针对不同设备的关键参数就可以实现对设备的快速仿真建模ꎬ从而避免了节

点划分等复杂工作ꎮ
在此基础上ꎬ相继开发了核反应堆系统中堆芯(板型或棒状燃料元件)、稳压器、泵、蒸汽发生器

(Ｕ 型管或直流)等主要设备模块ꎮ 本文以蒸汽发生器(Ｕ 型管或直流)为例进行详细说明ꎮ
Ｕ 型管自然循环蒸汽发生器一、二侧分别形成一个流动通道ꎬ在通道的进出口预设数据交互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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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秦山一回路主冷却剂系统模型

界节点ꎬ方便与蒸汽系统与给水系统相连ꎬ如图 ５ 所示ꎮ 两通道分别用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管型功能部件进

行模拟ꎬ具体内部节点划分数目可依据实际情况而动态选择ꎬ也可以选择系统默认值ꎬ这些默认值都

是经过节点敏感性分析而确定的最佳节点划分数目ꎮ 套管式直流蒸汽发生器以此类似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５　 Ｕ 型管自然循环蒸汽发生器模型图

　 　 　 　
图 ６　 套管式直流蒸汽发生器模型图

此外ꎬ还建立了反应堆堆芯、汽轮机、冷凝器等主要设备的模块化仿真模型ꎬ从而实现了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对整个一、二回路系统的热工水力分析ꎮ 限于篇幅有限ꎬ本文不再一一赘述ꎮ

上述所有模块都利用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进行了仿真验证ꎬ保证了单一设备模块的准确性ꎮ 同时ꎬ针对

各个设备模块做了节点敏感性分析ꎬ通过对结果进行分析ꎬ模块内部给定了一些默认值以供使用者参

考使用ꎬ而且通过可修改的关键参数设置ꎬ确保了设备模块的通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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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软件测试与分析

在完成软件图元部件库和模块库开发后ꎬ本文针对各个部件和设备模块都进行了仿真验证ꎬ确保

了部件和设备模块的准确性与可靠性ꎬ并进一步利用部件与模块进行了系统仿真验证ꎮ

３.１　 稳态仿真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软件设备模块的可靠性ꎬ本文以 ＩＰ２００ 反应堆为研究对象ꎬ建立了板型燃料元件堆芯和

套管式直流蒸汽发生器仿真模型ꎬ稳态计算结果如表 ２ 和表 ３ 所示ꎮ 测试结果表明ꎬ稳态条件下关键

参数误差均在±１％以内ꎬ符合技术指标要求ꎮ
表 ２　 稳态条件下 ＩＰ２００ 反应堆堆芯主要参数对比

参数名称 设计值 仿真值 相对误差 / ％

堆芯热功率 / ＭＷ １.３３３ ３３ １.３３３ ３３ ０

堆芯进口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５５５ ８ １５.５５５ ８ ０

堆芯出口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５３１ ８ １５.５３２ ０ ０.００１ ２８７ ６８

堆芯进口温度 / Ｋ ５５８.１５ ５５８.１５ ０

堆芯出口温度 / Ｋ ５９７.１５ ５９７.１０ －０.００８ ３７３ １１

堆芯冷却剂流量 / (ｋｇ / ｓ) ６.０９１ ５ ６.０９１ ５ ０

表 ３　 稳态条件下 ＩＰ２００ 反应堆直流蒸汽发生器主要参数对比

参数名称 设计值 仿真值 相对误差 / ％

一次侧

进口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７５ １５.７４ －０.０６３ ５

出口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４０ １５.５０ ０.６４４ ２

进口温度 / Ｋ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０

出口温度 / Ｋ ５５７.００ ５５９.５０ ０.４４８ ８

流量 / (ｋｇ / ｓ) ７４.００ ７４.００ ０

二次侧

进口压力 / ＭＰａ ３.０３ ３.０２ －０.３９６０

出口压力 / ＭＰａ ３.００ ３.００ ０

进口温度 / Ｋ ３９３.００ ３９５.００ ０.５０８ ９

出口温度 / Ｋ ５５０.００ ５４９.８０ －０.０３６ ４

给水流量 / (ｋｇ / ｓ) ６.９８ ６.９８ ０

另外ꎬ基于这些仿真模块ꎬ以秦山核电厂和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可

视化仿真建模ꎬ效果如图 ７ 所示ꎮ
在可视化界面中配置好相关参数ꎬ软件能自动生成可供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执行调用的文本输入

卡进行计算ꎬ稳态仿真结果如表 ４ 和表 ５ 所示ꎬ关键参数相对误差均在±１％以内ꎬ表明该软件可

视化、模块化仿真建模的准确性与可靠性ꎬ可以用于热工水力系统的瞬态安全分析ꎬ具有实际使

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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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秦山核电厂(上)和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下)主冷却剂系统仿真模型图

表 ４　 秦山核电厂主冷却剂系统仿真参数

参数名称 运行结果 仿真结果 相对误差 / ％

堆芯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２ １５.４ ０.１２９

单环路流量 / (ｋｇ / ｓ) ３ ３３３.３３ ３ ３３４.０２ ０.０２１

堆芯冷却剂进口温度 / ℃ ２８８.８５ ２８８.５０ －０.１２０

堆芯冷却剂出口温度 / ℃ ３１５.２５ ３１５.５０ ０.０７９

蒸汽发生器压力 / ＭＰａ ５.２ ５.２ ０

蒸汽发生器蒸汽流量 / (ｋｇ / ｓ) ２６２.６５ ２６２.７０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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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仿真参数

参数名称 设计结果 仿真结果 相对误差 / ％

堆芯核功率 / ＭＷ ３ ０５０.０ ３ ０６３.９ ０.４５６

堆芯冷却剂进口温度 / ℃ ２９１.５０ ２９１.３９ －０.０３８

堆芯冷却剂出口温度 / ℃ ３２８.５０ ３２８.４１ －０.０２７

蒸汽发生器压力 / ＭＰａ ６.８８ ６.８８ ０

稳压器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５００ １５.５０１ ０.００６

３.２　 瞬态仿真结果分析

基于该软件分别建立了秦山核电厂和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的仿真模型ꎬ二回路系统给

定边界条件采用一回路冷却剂温度恒定的运行方案ꎬ考虑因二回路系统负荷变化引起蒸汽流量的变

化ꎮ 图 ８ 是秦山核电厂负荷降至 ６０％时的相关参数变化情况ꎬ在 １ ５００ ｓ 时ꎬ负荷线性降至 ６０％ＦＰ
水平ꎮ

　
图(ａ)　 稳压器压力变化趋势　 　 　 　 　 　 　 　 　 　 　 图(ｂ)　 堆芯功率变化趋势

　
图(ｃ)　 蒸汽发生器压力变化趋势　 　 　 　 　 　 　 　 　 图(ｄ)　 蒸汽流量变化趋势

图 ８　 秦山核电厂参数变化趋势图

图 ９ 是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降负荷工况(在 １５０ ｓ 时ꎬ从 １００％ＦＰ 线性降低至 １５％ＦＰ)的参数变化

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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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ａ)　 核功率变化趋势　 　 　 　 　 　 　 　 　 　 图(ｂ)　 冷却剂温度变化趋势

　
图(ｃ)　 稳压器压力变化趋势　 　 　 　 　 　 　 　 　 图(ｄ)　 稳压器水位变化趋势

　
图(ｅ)　 蒸汽压力变化趋势　 　 　 　 　 　 　 　 图(ｆ) 　 蒸汽发生器水位变化趋势

图 ９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参数变化趋势图

从图中数据变化情况可以分析ꎬ曲线的变化趋势合理ꎬ利用该软件可以快捷方便地进行系统瞬态

工况的模拟分析ꎬ表明了软件的可视化与模块化仿真建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ꎮ

４　 结论

本文基于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开发了可视化、组态化、模块化建模软件 ＲＶＭＳ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图元部

件和设备模块库ꎬ实现了核反应堆系统的“控制体”或“模块化”仿真建模ꎬ分别以 ＩＰ２００ 反应堆、秦山

核电厂及 ＡＣ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为研究对象开展了软件稳态及瞬态计算测试ꎮ 该软件人机界面友好ꎬ不仅

能够降低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的使用门槛ꎬ还能为反应堆系统设计方案的快速生成、评估与验证提供技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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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促进了 ＲＥＬＡＰ５ 程序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发展与应用ꎮ

参考文献:
[１]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Ｐ５ Ｃｏ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 ＲＥＬＡＰ５ / ＭＯＤ３ Ｃｏｄ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５５３５[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 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２]　 张荣华ꎬ 邢宏传ꎬ 杨燕华ꎬ 等. 核动力系统热工分析程序可视化建模[Ｃ].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ꎬ ２００５.
[３]　 徐珍ꎬ 杨燕华ꎬ 林萌ꎬ 等. 反应堆热工分析程序中可视化建模技术应用[Ｊ]. 核动力工程ꎬ ２００６.
[４]　 肖瑶ꎬ 巫英伟ꎬ 苏光辉ꎬ 等. 压水堆核电厂一回路仿真可视化研究[Ｊ]. 原子能科学技术ꎬ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ＬＡＰ５

ＹＵ Ｙａ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Ｙａ￣ｆｅｎｇꎬ ＰＡＮＧ ＢｏꎬＬＩ Ｊｉ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ｈｅｎｇｄｕꎬ Ｓｉｃｈｕａ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６１００４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ＵＭＬꎬ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 ｗｅ ｈａ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ＲＶＭＳ ｆｏｒ ｌｉｇｈｔ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ｄｅ ＲＥＬＡＰ５. ＲＶＭＳ
ｈａｓ ａ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ｈｕ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ｏｄｙ ｏｒ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ＲＶＭ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ｒｒｏｒ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ꎬ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ｕｓ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ＲＥＬＡＰ５

８４４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安全分卷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反应堆热工水力精细化计算软件
开发与验证

王雅峰１ꎬ 闫　 昊２ꎬ于　 洋１ꎬ唐　 雷１ꎬ庞　 勃１

(１.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ꎻ
２.哈尔滨工程大学ꎬ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王雅峰(１９９０—)ꎬ男ꎬ湖北崇阳人ꎬ硕士研究生ꎬ现主要从事反应堆系统软件研究工作

摘要:本文通过采用 ＣＦＤ 数值计算方法计算五组节径比分别为 １.２５、１.３、１.３２６、１.３８、１.４４ 的燃料组件ꎬ每组子通道计

算模型对应雷诺数范围为 ２.０８×１０５ ~５.２０×１０５ꎬ通过分析数值计算结果ꎬ确定子通道间交混影响因素ꎮ 在此基础上ꎬ分
析不同湍流交混计算关系式ꎬ获得方形排列燃料组件子通道间湍流交混计算的最佳无因次关系式ꎮ 通过考虑相邻子

通道之间冷却剂质量及能量的交混效应ꎬ基于 ＴＨＥＡＴＲｅ 建立了考虑子通道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瞬态过程分析程序ꎬ最
后以秦山一期压水堆核电厂主冷却剂系统为模拟对象ꎬ验证该程序能够实现对压水堆核电厂主冷却剂系统热工水力

特性的精细化模拟ꎮ
关键词:ＣＦＤꎻ湍流交混ꎻ子通道ꎻ主冷却剂系统

热工水力设计和分析在堆芯设计和安全分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它主要是分析燃料元件内

的温度分布ꎬ冷却剂的流动和传热特性ꎬ预测在各种运行工况下反应堆的热力参数ꎬ以及在各种瞬态

和事故工况下ꎬ压力ꎬ温度ꎬ流量等热力参数随时间的变化过程ꎮ 现在的反应堆堆芯普遍装载开式栅

格燃料组件ꎬ对于这样的开式通道ꎬ在程序的数学模型和求解方法上大体一致ꎬ只是需要考虑通道之

间的横向交混ꎬ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预先知道子通道间的交混规律[１]ꎮ
子通道间交混有四种基本形式ꎬ即湍流交混(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ｍｉｘｉｎｇ)、横向流动(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ｆｌｏｗ)、流

动散射(ｆｌｏｗ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和流动后掠(ｆｌｏｗ ｓｗｅｅｐｉｎｇ)ꎮ 前两者统称为自然交混(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ｉｘｉｎｇ)ꎬ后两者

统称为强迫交混(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ｘｉｎｇ)ꎮ 湍流交混实质上是子通道间的自然涡团扩散引起的无定向交混过

程ꎮ 横向流动是由相邻子通道之间的压差造成的定向流动ꎮ 流动散射是由格架、轴向或周向肋片、端
板等结构体引起的无定向交混ꎮ 流动后掠是由绕丝定位件、螺旋形肋片以及混合翼等结构体引起的

定向横流[２]ꎮ
同时考虑到堆芯流道几何结构较为复杂ꎬ在完全利用实验去实现对堆芯流动的研究太过困难ꎬ而

利用 ＣＦＤ 技术ꎬ通过选择模型和一定的计算方法ꎬ在选取正确的边界条件下对复杂的几何结构模型进

行适当简化ꎬ既可得到正确结果ꎬ又能够节省计算机资源ꎮ 目前的研究中ꎬ普遍对子通道几何模型简

化然后进行数值计算ꎬ从而计算结果进行处理分析ꎮ
本文基于 ＣＦＤ 的计算结果ꎬ通过分析数值计算结果ꎬ确定子通道间交混影响因素ꎬ然后调研分析

不同湍流交混计算关系式ꎬ获得方形排列燃料棒子通道间湍流交混计算的最佳无因次方程式ꎬ然后对

现有的实时仿真程序 ＴＨＥＡＴＲｅ 进行子通道改造ꎬ根据轻水堆的设计特点ꎬ加入子通道间相互交混的

计算模块ꎬ并利用秦山一期核电厂主冷却剂系统进行了验证ꎮ

１　 ＣＦＤ 数值模拟计算

本文计算采用如图 １ 所示的燃料组件和定位格架ꎬ条带、围板厚度均为 ０.４８ ｍｍꎮ 燃料棒棒径为

９４４



９.５ ｍｍꎬ格架高度为 ４０ ｍｍꎮ 栅距根据具体节径比去调整数值大小(见图 １)ꎮ

图 １　 燃料棒束几何参数

由于定位格架在燃料组件中沿轴向是周期性出现的ꎬ而且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的 Ａｎｄｒé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Ｃａｍｐａｇｎｏｌｅ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 等[３]做过相应的数值研究ꎬ通过分别计算包含一个格架的流体域与包

含整个格架的流体域ꎬ研究发现两种计算所得的数值计算结果一致ꎻ同时美国西屋公司 Ｍ. Ｂ. Ｄｚｏｄｚｏ
等[４]人通过实验与数值模拟证明采用周期边界的两通道模型能够很好的替代实验的 ５×５ 燃料棒束

模型ꎮ
调研可知ꎬ在没有强迫搅混和横向流动情况下ꎬ燃料棒束子通道单位长度间隙间的能量值可以通

过下述公式表示[５]:

ｑｉｊ ＝ ｋ(１ ＋ ｐｒ

εＨ

ν
)Ｓｉｊ (

∂Ｔ
∂ｎ

)
ｓ

(１)

式中:ｋ ———流体导热系数ꎻ
ν ———运动黏度ꎻ
Ｓｉｊ ———棒间距ꎮ

公式(１)指出在子通道之间的能量交换主要有相邻通道之间流体的导热和由于湍流漩涡运动引

起的能量交换ꎮ 在压水堆典型运行工况下ꎬ公式(１)括号第二项在 １０３的数量级上ꎬ因此ꎬ在压水堆设

计与计算分析中ꎬ由于流体之间的热传导引起的热量交换很小ꎬ可以忽略不计ꎮ 所以ꎬ在本章子通道

流体计算分析中ꎬ就没有考虑核热耦合的影响效果ꎮ
基于这些考虑ꎬ为节省计算资源ꎬ如图 ２ 所示ꎬ本文以燃料棒束里一个格架内两通道为分析对象ꎬ

研究通道里流场的分布以及通道间流体流动情况ꎮ
本文通过网格无关性确定计算所需最佳网格和基于模型验证选择 ＲＮＧκ － ε 湍流计算模型ꎬ限于

篇幅就不进行详细描述ꎮ 为了研究几何结构和流体流动状态对带定位格架的棒束微小通道内的流场

的影响ꎬ本节通过对节径比( ｐ / ｄ )分别为 １.２５、１.３、１.３２６、１.３８ 和 １.４４ 的五组几何模型ꎬ采用周期性

边界条件ꎬ对不同雷诺数(Ｒｅ)的棒束子通道流场进行数值模拟ꎮ 通过对五组几何模型各个工况下的

稳态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数据分析ꎬ探索相邻子通道交混特性的影响因素ꎮ
通过本章的 ＣＦＤ 数值模拟结果可知ꎬ雷诺数和节径比对交混现象都有一定的影响ꎬ而且节径比影

响还比较大ꎮ 同时通过分析轴向各个截面漩涡流情况ꎬ可以发现定位格架对靠近定位格架的流体流

动影响很大ꎮ
０５４



图 ２　 ＣＦＤ 计算模型

分析可知ꎬ产生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通道中存在二次流的作用ꎮ 流动在非圆形流动通道中

时ꎬ垂直于流动方向存在有二次流ꎬ使得流动变为更加复杂的三元流ꎮ 在二次流的产生中具有两种机

理:一是在弯曲流道中ꎬ由于向心力的存在使得流通截面上压力分布不均匀ꎬ从而使流体产生横向流

动ꎬ形成二次流ꎬ称为压力驱动二次流ꎻ二是在非圆形直管流动中ꎬ由于湍流应力在周向发生变化ꎬ进
而引起的二次流动ꎬ称为湍流驱动二次流ꎮ 该二次流只出现在充分发展的非圆形直管湍流流动中ꎬ在
反应堆燃料棒束中ꎬ主要存在湍流驱动二次流ꎬ它强烈的影响了通道中流体速度场和温度场的分布ꎮ
由于其本身特性所决定ꎬ二次流的存在会引起子通道间流体的无定向交混ꎬ在某些情况下(燃料组件

定位格架搅混翼的影响ꎬ二次流这一宏观流动的流速相对湍流脉动速度要大许多)ꎬ这种自然交混较

湍流交混大得多ꎮ
由 ＣＦＤ 计算结果分析可知ꎬ在一定的雷诺数和节径比的范围里ꎬ二次流强度随着雷诺数的增加而

增大ꎬ而随着棒间隙直径比的增大而减小ꎮ 所以在应用系统程序分析堆芯子通道流体流动时ꎬ要重点

关注雷诺数和几何参数(间隙直径比)对湍流交混的影响ꎬ才能更好的反应交混规律ꎮ 通过对 ５ 组节

径比的计算数据进行处理ꎬ数据结果如表 １~表 ３ 所示ꎬ限于篇幅ꎬ只列出部分数据ꎮ
表 １　 节径比 １.４４ 的数据分布

　 　 　 　 Ｒｅ
ｗ" 　 　 　 　

２.０８×１０５ ３.１２×１０５ ４.０３×１０５ ４.１６×１０５ ５.２０×１０５

Ａ１ ０.００３ ８８９ ４７ ０.００５ ８４ ０.００７ ５４ ０.００７ ７８ ０.００９ ７２５ ５１６

Ａ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９ ２７ ０.００６ ０４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０８ 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３

Ａ３ ０.００３ ９０４ １３ ０.００５ ８８ ０.００７ ５９ ０.００７ ８３ ０.００９ ８００ ４０７

Ａ４ ０.００３ ５８６ ７ ０.００５ 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４７ １４

Ａ５ ０.００３ ０７３ ３６ ０.００４ 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７ ７６４ ３９８

     

Ａ５２ ０.００１ ２４９ ５８ ０.００２ ０７ ０.００２ ７６ ０.００２ ８６ ０.００３ ６９３ ６９１

Ａ５３ ０.００１ ２５４ 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７ ０.００２ ７５ ０.００２ ８５ ０.００３ ６６９ ２３５

Ａ５４ ０.００１ ２５１ ７９ ０.００２ ０４ ０.００２ ７１ ０.００２ ８１ ０.００３ ５９７ ７３３

Ａ５５ ０.００１ ２４８ ７６ ０.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０２ ６５ ０.００２ ７４ ０.００３ ４９９ １６３

Ａ５６ ０.００１ ２７２ ５６ ０.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２ ７９ ０.００３ ５６０４９

１５４



表 ２　 节径比 １.３２６ 的数据分布

　 　 　 　 Ｒｅ
ｗ" 　 　 　 　

２.０８×１０５ ３.１２×１０５ ４.０３×１０５ ４.１６×１０５ ５.２０×１０５

Ａ１ ０.００４ ２０９ ５ ０.００６ ３１ ０.００８ １２ ０.００８ ４ ０.０１０ ４９５ ５

Ａ２ ０.００４ ０５６ ４ ０.００６ ０９ ０.００７ ８１ ０.００８ １３ ０.０１０ １５７ ７

Ａ３ ０.００３ ３３９ ６ ０.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０６ ３５ ０.００６ ７１ ０.００８ ３９８ ３

Ａ４ ０.００２ ４１９ ５ ０.００３ ６５ ０.００４ ５６ ０.００４ ８９ ０.００６ １２３ ７

Ａ５ ０.００１ ４２４ ６ ０.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０２ ５６ ０.００２ ８６ ０.００３ ５７２ ８

     

Ａ５２ ０.０００ ３１０ １４ ０.０００ ７５８ ０.０００ ９９２ ０.００１ ２７４ ０.００１ ８７１ ６４

Ａ５３ ０.０００ ３４６ ２８ ０.０００ ８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０１ ３４８ ０.００１ ９６９ ５５

Ａ５４ ０.０００ ３４９ ２８ ０.０００ ８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３４２ ０.００１ ９５２ ８１

Ａ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７３ ９４ ０.０００ ８５６ ０.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３

Ａ５６ ０.０００ ４０３ ５２ ０.０００ ９０３ ０.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０１ ４６ ０.００２ ０９２ ７５

表 ３　 节径比 １.２５ 的数据分布

　 　 　 　 Ｒｅ
ｗ" 　 　 　 　 　

２.０８×１０５ ３.１２×１０５ ４.０３×１０５ ４.１６×１０５ ５.２０×１０５

Ａ１ ０.００５ ０７２ ３ ０.００７ ５８３ ０.００９ ７７８ ０.０１０ ０８６ ０.０１２ ５８４

Ａ２ ０.００４ ３６８ ２ ０.００６ ５４８ ０.００８ ４６１ ０.００８ ７１６ ０.０１０ ８９１

Ａ３ ０.００３ ３１１ ０.００４ ９６８ ０.００６ ４３ ０.００６ ６３４ ０.００８ ２９７

Ａ４ ０.００２ ４８３ ９ ０.００３ ７１４ ０.００４ ７９８ ０.００４ ９５７ ０.００６ １９

Ａ５ ０.００１ ８３５ ５ ０.００２ ７２４ ０.００３ ５０４ ０.００３ ６１９ ０.００４ ５０３

     

Ａ５２ ０.０００ ３２１ ０.０００ ５８ ０.０００ ８３ ０.０００ 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８

Ａ５３ ０.０００ ３１９ ０.０００ ５８ ０.０００ ８３ ０.０００ ８５ ０.００１ ０８

Ａ５４ ０.０００ ３５５ ０.０００ ６３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０ ９２ ０.００１ １７

Ａ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５２ ０.０００ ６３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０ ９２ ０.００１ １７

Ａ５６ ０.０００ ３６６ ０.０００ ６５ ０.０００ ９３ ０.０００ ９５ ０.００１ ２１

２　 无因次关系式

由 ＣＦＤ 研究表明ꎬ影响湍流交混的主要因素是棒束几何形状(包括棒直径、棒间距及棒的排列形

式)和流体的运动速度及物性参数(主要包括黏度和密度)ꎮ 如忽略系统压力及燃料棒表面粗糙度等

次要因素的影响ꎬ假设湍流交混横流流率仅仅是流体的流速、黏度、密度及棒直径和棒间距的函数ꎬ即
ｆ(ｗ''ꎬνꎬμꎬρꎬｄꎬδꎬＤ) ＝ ０ (２)

式中: ｗ″ 表示通过单位长度间隙的湍流交混横流流率ꎬｋｇ / ｍ∙ｓꎻ ｖ 表示子通道中流体流速ꎬｍ / ｓꎻ μ 表

示流体的动力黏度ꎬｋｇ / ｍ∙ｓꎻ ρ 表示流体密度ꎬｋｇ / ｍ３ꎻ ｄ 表示燃料棒直径ꎬｍꎻ δ 表示燃料棒间距ꎬｍꎻ Ｄ
表示燃料棒束的水力直径ꎮ 应用因次分析ꎬ从式(２)可以得到三个独立的无因次量ꎬ

２５４



π１ ＝ ｗ″
μ

(３)

π２ ＝ ρｖＤ
μ

＝ Ｒｅ (４)

π３ ＝ δ
ｄ

(５)

并且三个无因次量可以表示成

π１ ＝ ｋπα
２
πβ

３
(６)

式中 ｋ ꎬ α ꎬ β 为待定常数ꎮ
将式(３) ~式(５)代入式(６)就可以得到

ｗ″
μ

＝ ｋ (ρｖＤ
μ

)
α

( δ
ｄ
)

β

(７)

根据调研文献ꎬ选择跟关系式(７)机理匹配的最优理论关系式ꎬ最终确定的湍流交混流量计算公

式如式(８)所示ꎮ

Ｗ''
ｉｊ ＝ ０.００５(Ｄｅ

ｓ
) × ( ｓ

ｄ
)

－０.８９

× Ｒ －０.１
ｅ ×

ｓ(Ｇ ｉ ＋ Ｇ ｊ)
２

(８)

式中 ｓ 表示相邻通道间的间隙宽度ꎬ Ｇ ｉｊ ＝(Ｇ ｉ＋Ｇｊ) / ２ 表示相邻通道 ｉ、ｊ 的平均质量流速ꎬ其中 Ｇ ｉ 和 Ｇ ｊ

分别表示通道 ｉ 和 ｊ 的质量流速ꎬｄ 表示堆芯燃料棒直径ꎬＤｅ 表示子通道的水力直径ꎬＲｅ 表示雷诺数ꎮ

３　 子通道分析

根据获得方形排列燃料棒子通道间湍流交混计算的最佳无因次方程式ꎬ实现对现有的系统仿真

程序进行子通道改造ꎬ然后基于秦山一期主冷却剂系统对该子通道计算模型进行稳态和瞬态仿真计

算验证ꎬ验证反应堆系统关键参数变化是否合理ꎬ计算是否更加精确ꎮ
根据秦山一期主冷却剂系统的特点以及参数ꎬ本节建立了基于子通道模型的主冷却剂系统仿真

模型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主冷却剂系统节点图

３.１　 稳态工况仿真计算验证

秦山一期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采用冷却剂平均温度与负荷成正比的控制方案ꎬ如图 ４ 所示[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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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秦山一期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控制方案

表 ４ 分别为 １００％负荷下秦山一期主要参数情况ꎮ 从对比结果上看ꎬ在不同负荷工况下堆芯功

率、系统压力、平均温度和蒸汽产量等主要参数误差在 ２％以内ꎮ
表 ４　 满负荷下模型运行参数

设计参数 仿真计算参数 误差 / ％

堆芯热功率 / ＭＷ ９６６ ９６６ ０.０

稳压器压力 / ＭＰａ １５.２ １５.１９ －０.０６５ ８

稳压器水位 / ｍ ５.４ ５.４１ ０.１８５ ２

平均温度 / Ｋ ５７５.１５ ５７５.２８ ０.０２２ ６

堆芯进口温度 / Ｋ ５６１.９５ ５６２.６ ０.１１５ ７

堆芯出口温度 / Ｋ ５８８.１５ ５８７.９４ －０.０３５ ７

新蒸汽流量 / (ｋｇ / ｓ) ２６０ ２５９.７５ －０.０９６ ２

蒸发器二次侧水位 / ｍ １.０４７ １.０４７ ０.０

蒸发器压力 / ＭＰａ ５.３ ５.３ ０.０

在此基础上ꎬ根据单通道模型和子通道模型的不同计算特点ꎬ本文还分析了两种计算条件下各个

通道焓值及出口温度分布情况ꎬ如图 ５ 至图 ７ 所示ꎮ
通过对比分析单通道模型和子通道模型ꎬ由于考虑通道之间的相互影响ꎬ压力、温度和焓值分布

有了区别ꎬ从上述图中可以发现子通道模型中堆芯各热工参数在堆芯相同高度处分布更均匀ꎬ而且能

够有效降低堆芯热通道出口温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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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瞬态工况仿真计算验证

上节已经从稳态计算方面验证了子通道系统程序的准确性ꎮ 下面将从瞬态计算角度验证系统在

受到扰动后ꎬ主要参数的变化趋势是否合理正确ꎮ
在正常运行工况下ꎬ反应堆系统堆芯功率随负荷要求而不断进行调整ꎮ 本节以秦山一期反应堆

主冷却剂系统为研究对象ꎬ研究子通道程序在进行升降负荷时系统各参数的变化趋势ꎮ 由于自然循

环蒸汽发生器二次侧蒸汽产量与蒸汽出口压力成反比ꎬ因此可以通过调控蒸汽出口压力设定值来调

节负荷ꎮ
堆芯负荷开始以 ０.１％ / ｓ 的速度由 １００％降到 ８０％ꎬ然后以 １.０％ / ｓ 的速度由 ８０％降到 ６０％ꎬ验证

子通道模型堆型功率、稳压器压力水位和一回路平均温度等主要参数瞬态变化趋势是否合理ꎮ 初始

条件下ꎬ反应堆 １００％负荷下热功率为 ９６６ ＭＷꎬ稳压器压力为 １５.２ ＭＰａꎬ平均温度为 ５７５.１５ Ｋꎮ

图 ５　 堆芯各通道出口温度分布 图 ６　 堆芯焓值分布趋势

图 ７　 堆芯焓值分布趋势

图 ８ 到图 １１ 为高功率情况下快速降负荷主要参数的变化趋势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蒸汽出口压力

线性增加ꎬ导致蒸汽出口处压差减小ꎬ蒸汽流量降低ꎮ 图 ８ 表示一回路平均温度动态变化过程情况ꎮ
因为秦山一期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采用的是平均温度与负荷成正比的控制方案ꎬ所以在负荷减小过

程中ꎬ平均温度设定值也相应降低ꎬ实际平均温度高于平均温度设定值ꎬ引起负反应性反馈ꎬ驱动控制

棒下插ꎬ使堆芯功率下降ꎻ堆芯功率下降ꎬ换热量减少ꎬ又导致实际的平均温度降低ꎮ
综上ꎬ利用秦山一期反应堆主冷却剂系统对子通道模型的正确性性进行了稳态和瞬态工况的分

析验证ꎮ 在稳态情况下ꎬ将 １００％负荷下堆芯功率、平均温度、稳压器压力和水位等主要参数与运行参

数进行对比ꎻ在瞬态情况下ꎬ在变负荷工况下对子通道模型的瞬态变化情况进行分析ꎮ 从分析结果来

看ꎬ稳态计算结果误差较小ꎬ瞬态变化趋势符合实际过程ꎬ验证了子通道模型的正确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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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堆芯功率随时间的变化

　
图 ９　 蒸汽产量随时间的变化

图 １０　 蒸汽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图 １１　 冷却剂平均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４　 结论

本文基于 ＣＦＤ 的计算结果ꎬ通过数值计算分析ꎬ确定子通道间交混影响因素ꎬ并选用方形排列燃

料棒子通道间湍流交混计算的最佳无因次关系式ꎮ 然后根据轻水堆的设计特点对现有的系统分析程

序 ＴＨＥＡＴＲｅ 进行子通道改造ꎬ建立精细化的系统计算分析程序ꎬ然后利用秦山一期核电厂主冷却剂

系统进行了子通道程序验证ꎬ计算结果良好ꎮ 表明改造后的计算程序能够实现对压水堆核电厂主冷

却剂系统热工水力特性的精细化模拟计算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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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钠冷快堆电站中的小型化氢计真
空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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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丽岩(１９８８—)ꎬ女ꎬ河北人ꎬ工程师ꎬ工学硕士ꎬ现主要从事反应堆设计研究工作

摘要:目前ꎬ从已发表的长期的实验研究结果看ꎬ大的镍管扩散面积和高的离子泵抽速会导致真空系统比较庞大ꎬ难以

实现紧靠蒸汽发生器系统就地安装ꎮ 因此ꎬ需对氢计系统进行简化ꎬ以实现多点微氢探测ꎮ 本文主要针对氢计系统中

的离子泵真空系统小型化展开论述ꎬ分别从离子泵高真空系统的理论计算、结构设计等方面介绍了小型化扩散型氢计

真空系统的设计过程ꎮ 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ꎬ本文对小型化扩散型氢计的设计方案进行了实验验证ꎮ 通过验证得到ꎬ
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选择的技术路线是基本正确的ꎬ主要的设计目标基本实现ꎮ
关键词:钠冷快堆ꎻ氢计ꎻ真空系统

在中国实验快堆蒸汽发生器事故保护系统设计中ꎬ为了及时发现水向钠中的泄漏ꎬ需采用氢计作

为钠水反应的早期探测[１]ꎮ 目前扩散型氢计已经应用于中国实验快堆的钠水蒸气发生器的微小泄漏

探测ꎬ其结构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钠中取样系统(氩气中取样系统)、离子泵高真空系统、测量

控制系统ꎮ 扩散型氢计本身的灵敏度和响应时间取决于镍管传感器和氢计真空系统的系统参数和结

构参数ꎮ 氢计本体的时间响应特性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组成:镍管传感器的透氢时间ꎻ真空系统传播

时间ꎮ 镍管传感器的透氢时间ꎬ主要取决于镍管材料壁厚与工作温度ꎻ真空系统传播时间主要取决于

离子泵抽速、真空管道长度、真空系统的泄漏率等因素ꎮ 由于离子泵抽速相对于其内部容积很大ꎬ高
真空系统响应时间很短(小于 １ ｓ) ꎬ因此整个探测系统的响应时间决定于镍管的透氢时间ꎬ本文暂不

考虑真空系统传播时间的影响ꎮ
目前ꎬ综合考虑微氢探测的灵敏度和响应时间ꎬ以及真空系统在系统启动初期的抗污能力ꎮ 中国

实验快堆氢计样机[２]采用了与法国 Ｐｈｅｎｉｘ 和 Ｓｕｐｅｒ－Ｐｈｅｎｉｘ 所用氢计系统相同的基本系统参数ꎮ 大

的镍管扩散面积和高的离子泵抽速ꎬ在具有灵敏度高和响应时间快的特点的同时ꎬ必然导致真空系统

比较庞大ꎬ难以紧靠快堆蒸汽发生器系统就地安装ꎮ 依据上述要求ꎬ在不降低氢计灵敏度的条件下ꎬ
需对氢计系统进行简化ꎬ以实现多点微氢探测ꎮ

本文分别从离子泵高真空系统的理论计算、结构设计等方面介绍了小型化扩散型氢计真空系统

的设计过程ꎮ 本文对小型化扩散型氢计的设计方案进行了实验验证ꎬ即ꎻ①国产化大型氢计中使用的

真空系统与法国氢计中使用的真空系统的设计参数及实验数据进行对比ꎻ②改进后的小型化氢计中

使用的真空系统与国产化大型氢计中使用的真空系统的设计参数及实验数据进行对比ꎮ

１　 扩散型氢计真空系统特性　

扩散型氢计是根据氢通过镍的扩散渗透原理工作的[３]ꎮ 当水 /水蒸气泄漏时ꎬ钠水反应生成氢气

和氢离子ꎬ钠和氩气中的氢浓度增加ꎬ氢便通过镍管扩散至真空系统ꎬ这样真空系统中的氢分压升高ꎬ
与高真空系统相连的离子泵可以探测到氢分压的变化ꎬ从而得知泄漏及泄漏率的大小ꎬ其系统原理图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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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扩散型氢计原理图

２　 离子泵高真空系统组成

离子泵高真空系统由高真空泵组、中真空计、真空管道与阀门和安全紧急切断阀组成ꎬ其结构见图 ２ꎮ

图 ２　 离子泵高真空系统

高真空系统利用三级真空泵组对系统抽空ꎬ 第一级为机械泵ꎬ 将系统抽至 １０ Ｐａ 左右ꎬ第二级为

低温吸附泵ꎬ 利用它可使系统真空达 １０－２ ~１０－１ Ｐａꎬ为第三级泵———离子泵的启动创造条件ꎮ 在系统

运行过程中ꎬ 离子泵对系统连续抽空ꎬ 如无水泄漏发生ꎬ 系统真空可达 １０－６ Ｐａ 左右ꎮ 当系统进行稳

态标定时(离子泵停)ꎬ由中真空计测量系统真空度ꎮ 一旦发生水泄漏ꎬ 钠水反应生成的氢便通过镍

管管壁扩散至真空系统ꎬ 使其压力升高ꎬ 这种压力变化由监测仪器测得ꎮ

３　 离子泵高真空系统的设计计算及校验

与国产大型化氢计的真空系统相比主要变化是将离子泵抽速降低ꎬ即选用抽速低的小离子泵ꎮ
这样在保证氢计系统的灵敏度和响应时间的前提下ꎬ可以使原有的真空－质谱系统就地安装部分的体

积减小一半ꎻ重量也至少降低一半以上ꎮ 同时将吸附泵由原有的两个减少为一个ꎬ并将吸附泵可移动

化ꎬ作为真空系统第一次启动时的临时设备ꎬ在氢计系统正常工作以及未通大气之后的离子泵启动时

拆卸吸附泵ꎬ真空－质谱系统体积将下降更多ꎮ
由于小型化氢计的真空系统采用抽速低的小离子泵ꎬ为了满足氢计探测系统灵敏度的要求ꎬ需重

新匹配更合理真空管道ꎬ并对离子泵高真空系统进行设计验算及相应实验验证ꎬ从而确定小型化氢计

的三个特性参数ꎬ即离子泵抽速、镍管扩散面积和真空管道流导的合适范围ꎬ以满足氢计性能指标要

求ꎬ使系统灵敏度达到最优ꎮ
由于离子泵抽速降低ꎬ小型化氢计系统初期运行烘烤除气时间会有所延长ꎬ这部分时间损失可以

通过对镍管传感器、真空管道等进行更严格的清洗和净化处理来弥补ꎬ本文将在后半部分真空系统性

能实验验证中给出实验结果ꎮ
此部分的设计验算和实验验证分为以下两部分:
(１)国产化大型氢计中使用的真空系统与法国氢计中使用的真空系统的设计参数及实验数据进

行对比ꎬ通过对比判断国产大型化国产氢计中的真空系统性能优劣ꎻ
(２)改进后的小型化氢计中使用的真空系统与国产化大型氢计中使用的真空系统的设计参数及

实验数据进行对比ꎬ以此判断小型化氢计中的真空系统是否满足系统设计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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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国产化大型氢计和法国氢计对比

３.１.１　 法国氢计真空系统

本文通过搜集资料ꎬ得到法国氢计真空系统的管路流导 Ｆ 为 ６.５×１０－５(ｍ３ / ｓ)ꎬ离子泵抽速 Ｗ 为

０.３ (ｍ３ / ｓ)ꎬ镍管面积 Ｓ 为 ２０９ ｃｍ２ꎮ 法国氢计真空系统的真空管道分为三段ꎬ其尺寸分别为:１ ｃｍ×
１８８ ｃｍꎻ０.８ ｃｍ×７２ ｃｍꎻ０.４ ｃｍ×２４ ｃｍꎮ

对于法国氢计真空系统ꎬ本文分别搜集到其在 １９９１ 年的实验数据和 ２００２ 年的实验数据ꎬ因此本

文将对两部分实验数据分别进行分析ꎬ校验法国氢计的性能优劣ꎮ
由于透氢性能与镍管温度有关ꎬ对于 １９９１ 年法国氢计真空系统的镍管温度分别控制在 ４００ ℃、

４７０ ℃和 ５００ ℃ꎬ２００２ 年法国氢计真空系统的镍管温度分别控制在 ４００ ℃和 ４５０ ℃ꎮ
利用扩散型氢计的动态特性方程ꎬ法国氢计真空系统的镍管钠侧氢浓度为 ０.０６５、０.１０７、０.２０、

０ ７５ μｇ / ｇꎬ进行了理论计算ꎬ各自计算结果和相关实验数据见表 １ꎮ 其中ꎬＰ１氩气空间中的氢分压ꎬＰ２

镍管真空侧的氢分压ꎬＰ３离子泵出口处的压力ꎮ
表 １　 法国氢计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

镍管温度 /
℃

ＣＮａ /

(μｇ / ｇ)

Ｐ１(计算) /

Ｐａ

Ｐ２(计算) /

Ｐａ

Ｐ３(计算)

(１０－７ Ｐａ)

Ｐ３(实验)

(１０－７ Ｐａ)
(Ｉ / Ａ)

(ｄＰ３ / ｄＣＮａ)

[Ｐａ / (μｇ∙ｇ)]

４００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０３８ ８６.０ １０(１１) ５.７×１０－５计算

４００ ０.７５ ３.２９ ０.１８ ３９６ １６(２８) ０.１１×１０－５实验

４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１８.９ ９.０(９.２) ４. ４×１０－５计算

４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３６.９ ９.３(９.８) ０.０７×１０－５实验

４５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２ ２６.３ ２５(５０) ６.７×１０－５计算

４５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４ ５４.６ ２８(５６) ０.７×１０－５实验

３.１.２　 国产氢计真空系统

国产氢计真空系统的管路流导 Ｆ 为 ２×１０－４(ｍ３ / ｓ)ꎬ离子泵抽速 Ｗ 为 ０.２ (ｍ３ / ｓ)ꎬ镍管面积 Ｓ 为

２０２ ｃｍ２ꎮ 法国氢计真空系统的真空管道分为一段ꎬ其尺寸为 １.２ ｃｍ×４２０ ｃｍꎮ
由于透氢性能与镍管温度有关ꎬ对于国产氢计真空系统的镍管温度分别控制在 ４００ ℃和 ４５０ ℃ꎮ

利用扩散型氢计的动态特性方程ꎬ对于国产氢计真空系统镍管钠侧氢浓度为 ０.０６５、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７５０
μｇ / ｇꎬ进行了理论计算ꎬ其计算结果和相关实验数据见表 ２ꎮ

表 ２　 国产氢计计算结果和实验结果

镍管温度 /
℃

ＣＮａ /

(μｇ / ｇ)

Ｐ１(计算) /

Ｐａ

Ｐ２(计算) /

Ｐａ

Ｐ３(计算)

(１０－７ Ｐａ)

Ｐ３(实验)

(１０－７ Ｐａ)
(Ｉ / Ａ)

(ｄＰ３ / ｄＣＮａ)

[Ｐａ / (μｇ∙ｇ)]

４００ ０.２０ ０.２３４ ０.０１３ １５０ ５.０(２０) ９.０×１０－５计算

４００ ０.７５ ３.３０ ０.０５４ ６４５ １７(１４０) ０.２２×１０－５实验

４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３ ４０.２ ３.０(１１) ７.８×１０－５计算

４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６ ７３.１ ４.０(１５) ０.２３×１０－５实验

４５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６４.８ ４.０(１５) １４×１０－５计算

４５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０ １２３ １２(８１) １.９０×１０－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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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结果分析

通过对比法国氢计真空系统和国产氢计真空系统ꎬ从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比较来看ꎬ只有法国

氢计系统在高温的情况下预测比较接近实验结果ꎮ 分析产生差别的原因有下列因素:
(１)国产氢计样机的真空刻度比离子泵电流明显要低ꎬ实际上离子泵电流是真空压力的更真实描

述ꎬ对比法国氢计和国产氢计真空压力(Ｐａ)与离子泵电流之间关系ꎬ可以发现国产氢计离子泵电流值

描述的真空压力的实验值更符合真空计算的预测值ꎮ 在实际微氢探测时ꎬ总是应用离子泵电流作为

氢计的读数基准ꎻ
(２)实际的真空管道、阀门、接头要比计算情况复杂得多ꎬ实际的管道内低压气流十分复杂ꎬ流量

与压降关系需要进一步精确方法计算ꎮ

３.２　 改进后的小型化氢计与国产氢计对比

改进后的小型化氢计的真空系统主要变化是将离子泵抽速降低ꎬ即选用抽速低的小离子泵ꎬ从而

减小真空系统就地安装部分的体积和重量ꎮ 由于小型化氢计的真空系统采用抽速低的小离子泵ꎬ为
了满足氢计探测系统灵敏度和响应时间的要求ꎬ需重新匹配更合理真空管道ꎬ并对离子泵高真空系统

进行设计验算ꎬ从而确定小型化氢计的三个特性参数ꎬ即离子泵抽速、镍管扩散面积和真空管道流导

的合适范围ꎬ以满足氢计性能指标要求ꎬ使系统灵敏度达到最优ꎮ
根据国产氢计的设计经验ꎬ本文中的小型化氢计通过假定离子泵抽速、镍管扩散面积和真空管道

流导的经验值(见表 ３)ꎬ利用扩散型氢计的动态特性方程ꎬ计算得到小型化氢计的灵敏度ꎬ从而确定

上述三个特性参数的匹配范围ꎮ
对于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的理论计算ꎬ本文将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的镍管温度控制在 ５００ ℃ꎬ分别对

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镍管钠侧氢浓度为 ０.０６５ μｇ / ｇ 和 ０.１０７ μｇ / ｇ 时ꎬ进行了理论计算ꎬ结果见表 ３ꎮ

表 ３　 小型化氢计的理论计算结果

抽速 ｗ /
(ｍ２ / ｓ)

镍管温度 / ℃
ＣＮａ

Ｐ１(计算) /

(μｇ / ｇ)

Ｐ２(计算) /

Ｐａ

Ｐ３(计算) /

Ｐａ

Ｐ３(实验) /

１０－７ Ｐａ

(ＩꎬＡ)
１０－７ / Ｐａ

(ｄＰ３ / ｄＣＮａ) /

[(Ｐａ / (μｇ∙ｇ)]

０.０５

Ｓ＝ ０.０１６
Ｆ＝ ２１×１０－５

Ｓ＝ ０.００８
Ｆ＝ １２×１０－５

Ｓ＝ ０.００４
Ｆ＝ １２×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３０５ ７６×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５ ６２６

５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１６５ ３５×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３ ３１０

５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１０２ ２１×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８ １８９

０.０２５

Ｓ＝ ０.００８
Ｆ＝ １２×１０－５

Ｓ＝ ０.００４
Ｆ＝ １２×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３２３ ７３×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３ ６３１

５００ ０.２１ ０.２３１ ０.０３１ １４８０

５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２０３ ４２×１０－５

５００ ０.１０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８ ３７９

由表 ３ 可见ꎬ通过将小型化氢计真空性能的计算结果和前面国产氢计的计算和实验结果进行对

比ꎬ在满足氢计探测系统性能指标前提下ꎬ小型化氢计的三个特性参数ꎬ即离子泵抽速、镍管扩散面积

和真空管道流导取在如下范围都是比较合理的:Ｗ＝ ０.０２５~０.０５ (ｍ３ / ｓ)ꎻ Ｓ ＝ ０.００４~０.０１ｍ２ꎻＦ ＝ (１０~
２０)×１０－５(ｍ３ / ｓ)ꎮ

通过上述计算和对比ꎬ确定了小型化氢计三个特性参数的适用范围ꎬ对于中国实验快堆中已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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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小型化氢计ꎬ其离子泵抽速由原来的国产氢计的 ０.２ ｍ３ / ｓ 降低为 ０.０５ ｍ３ / ｓꎬ在保证氢计系统的

灵敏度和响应时间的前提下ꎬ原有的真空—质谱系统就地安装部分的体积由原来的 １.５ ｍ(高)×０.８ ｍ
×０.８ ｍ 降为 ０.８ ｍ(高)×０.６ ｍ×０.６ ｍꎻ重量也至少降低一半以上ꎮ

４　 总结

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的主要工作已全部完成ꎬ从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系列实验

验证来看ꎬ小型化氢计真空系统研制的设想和所选择的技术路线是基本正确的ꎬ主要的设计目标基本

实现ꎮ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
(１)采用低抽速的离子泵可以满足氢计系统对真空度要求ꎬ预计如果是镍管传感器与真空系统一

对一设计(实验验证的真空系统要负责氩气取样和钠中取样两个镍管传感器ꎬ以及相应真空管道、阀
门等真空负载)ꎬ可以使本底离子泵电流更低ꎮ

(２)通过与国产化氢计真空系统对比ꎬ小型化氢计的灵敏度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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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陈道龙.钠冷快堆氢探测技术[Ｊ].原子能科学技术ꎬ１９９０ꎬ１１(１):３６－４２.
[３]　 杨献勇ꎬ等.扩散式氢计中镍管传感器的设计和制造[Ｊ].核动力工程ꎬ２００９ꎬ３０(１):２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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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核电厂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统
建设及运行维护

张　 华ꎬ徐润龙
(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８)

　 　 　 　 　 　 　 　 　 　 　 　 　 　 　 　 　 　 　 　 　 　 　 　 　 　 　 　 　 　 　 　 　 　 　 　 　 　 　 　 　 　 　 　 　 　　
　

　
　 　　　　　　　　　　　　　　　　　　　　　　　　　　　　　　　　　　　　　　　　　　　　　　

　
　

　
　

作者简介:张华(１９８１—)ꎬ河南人ꎬ学士学位ꎬ现主要从事事辐射监测方面的工作

摘要:福岛核事故后核安全监管部门对核电厂放射性水平监测的可靠性和功能性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本文介绍了核电

厂监督性监测系统组成及运行维护规范ꎬ总结了目前系统维护难点及需要关注问题ꎬ探讨了今后系统维护工作中针对

维护难点的解决方法ꎬ并以阳江核电为例介绍了系统的运行情况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监督性监测ꎻ运行维护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ꎬ我国核安全监管部门总结福岛事故经验并制定福岛后

行动计划ꎬ为今后一段时间新建核电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安全要求ꎮ “核电厂辐射环境现场监督性

监测系统”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对核动力厂实施监督性监测的环保设施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及第二十四条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

其他有关部门ꎬ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

查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环境保护部与国家能源局共同下发«核电厂辐射环境现场监督性监测系统建

设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ꎬ“规范”第二十七条规定 “为保证核电厂周围辐射环境安全ꎬ必须对

核电厂实施监督性监测ꎬ核电厂辐射环境现场监督性监测系统是核电厂必须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且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ꎮ
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统主要是监测核电厂向环境释放的气载放射性所产生的 γ 辐射水平ꎮ 核

电厂在正常运行情况下释放的气载放射性的量是很小的ꎬ所以要监测到核电厂的气态放射性物质的

排放对环境的影响ꎬ其探测器的灵敏度要达到能监测天然 γ 辐射水平的能力ꎬ甚至更低ꎮ 根据国标

ＧＢ / Ｔ １４５８３—９３«环境地表 γ 辐射 剂量率测定规范»的要求ꎬ仪器的 γ 辐射剂量率的测量范围为

１×１０－８ ~１×１０－２ Ｇｙ / ｈꎮ 所以选择的探测器既要监测到天然辐射的变化ꎬ同时又要区分人工辐射水平

的附加影响ꎻ既要满足常规监测ꎬ又要满足应急监测ꎮ

１　 监督性监测系统组成

核电厂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督性监测系统)由两大系统组成:核电厂外围辐射

环境监测系统和流出物监测系统ꎬ按照建设内容和建设地点可将监督性监测系统分为三大子项组成:
①监测子站ꎻ②前沿站ꎻ③流出物实验室ꎮ

１.１　 监测子站

按照“规范”的要求ꎬ监测子站连续监测核电厂周围环境 γ 剂量率、γ 能谱ꎬ并采集空气中气溶胶、
碘、空气中１４Ｃ 和氚、干湿沉降ꎬ以及对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压、雨量和感雨等气象数据进行观测ꎮ
监测数据实时传送至前沿站数据处理中心ꎮ

１.２　 前沿站

前沿站主要包括监督性监测系统前沿监测实验室、监测子站数据接收处理传输中心和环境监测车ꎮ
监督性监测系统前沿站主要承担核电厂厂区及周边环境的辐射环境监测职能ꎬ并作为环境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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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储存、处理及分析前沿工作基地ꎮ 具体为:
１)接收监督性监测系统各个自动连续监测子站的监测数据并进行处理分析ꎻ
２)定期采集、储存环境样品ꎬ开展样品前处理及分析工作ꎮ
同时ꎬ在前沿站还将配置 １ 辆环境监测车和 １ 辆采样车ꎮ 监测车和采样车是监督性监测系统前

沿站的一部分ꎬ其主要功能为现场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环境介质采样等功能ꎮ

１.３　 连续监测系统及流出物实验室

流出物监督性监测主要包括流出物连续监测系统和流出物抽样监测系统ꎮ
气态、液态流出物监督性监测的连续监测共用核电厂自行实施的流出物连续监测系统的采样与

监测设备ꎬ配置相应传输及通信设备ꎬ实时同步传输连续监测数据至相关环境保护部门现场监督单

位、省区市及国家数据处理汇总中心ꎮ
本项目同时建设一个流出物监测实验室ꎬ进行抽样监测并承担运行事件应急样品分析ꎮ 在严重

事故情况下ꎬ流出物应急监测将由建设的移动流出物实验室承担ꎮ

２　 运维的内容和措施

２.１　 日常维护

(１)每月至少一次巡视监测站设备ꎬ检查系统运行情况

检查站房、机柜、安装支架等设备外层漆是否完好ꎬ是否有剥落ꎬ是否存在锈蚀情况ꎬ必要时进行

补漆ꎻ检查辐射监测仪、采样设备、气象设备是否完好ꎬ是否运行正常ꎻ检查雨量计、风速风向仪和机柜

内设备是否完好ꎬ是否运行正常ꎻ检查采样器是否正常工作ꎬ流量显示是否正常ꎻ检查站房、机柜内温

度是否正常ꎻ根据现场显示器查看通讯是否运行正常ꎻ检查系统供电情况ꎬ检查蓄电池是否漏液ꎬ如漏

液应及时进行清理并及时更换蓄电池ꎻ清洁数据采集器、各种传感器及相关设备ꎬ保证数据采集和传

输环境良好ꎮ
(２)每季度对监测站进行一次系统维护

对站房、机柜内进行清洁ꎬ对设备上的灰尘进行清扫ꎻ检查风速风向仪运行状况ꎬ防止污染物质填

入设备转动部件与静止部件间隙ꎬ如有污垢须予以清除ꎻ对雨量计进行维护保养ꎬ防止风沙及其他原

因影响正常使用ꎮ 对主要设备开机测试ꎬ检查关键性部件是否工作正常ꎻ对蓄电池接头进行清洁ꎻ对
站房、机柜空调系统、风机进行测试ꎻ对雨量计进行维护保养ꎬ防止风沙及其他原因影响正常使用ꎻ蓄
电池每年进行一次完全充放电ꎬ并视蓄电池使用情况更换蓄电池ꎮ

(３)每年对监测站进行一次全面维护

对机柜外壳、设备安装支架刷漆ꎻ对超大流量采样器、大流量气溶胶与碘采样器风机进行检查ꎬ确
认是否需要添加润滑剂ꎻ检查监测站站房、机柜大门密封条是否老化ꎬ如遇老化ꎬ及时更换ꎮ

(４)其他情况下的管理和维护

在采集气溶胶纸和碘盒后用毛刷或其他工具对采样器进气口和出气口除尘ꎻ在夏季高温时ꎬ不定

期对站房、机柜风机进行检查ꎬ通过调节温控显示仪ꎬ检查空调系统、风机能否正常运行ꎻ如遇特殊气

象条件ꎬ及时巡视监测站ꎬ对监测站所有设备进行检查ꎬ例如遇强风天气ꎬ应及时检查气象设备安装支

架是否松动和倾斜ꎮ
(５)定期巡视数据汇总中心设备ꎬ检查系统运行情况

在数据采集工作站上检查系统数据状态和运行状态ꎻ查询前一天的监测数据记录ꎬ检查有无异

常ꎻ观看工作站数据界面ꎬ查看有无报警信息ꎻ将无线网络切换到有线传输网络ꎬ检查有线传输方式是

否正常ꎻ检查远程监测设备(γ 辐射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运行状态ꎻ检查数据传输网络是否正常ꎻ检
查备用 γ 辐射数据采集工作站是否正常采集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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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定期试验

(１)γ 剂量率监测仪

试验方法:采用便携式高压电离室对子站 γ 辐射监测仪进行比对测试ꎬ频次为半年一次ꎮ
(２)ＮａＩ 谱仪

试验方法:弱源检验ꎬ即采用一枚弱源靠近 ＮａＩ 谱仪ꎬ观察谱形响应和报警信息触发情况ꎬ频次为

半年一次ꎮ
(３)采样器

包括超大流量采样器、大流量采样器和碘采样器、氚采样器等

试验方法:开机测试ꎬ观测和记录流量、温湿度以及工作状态等参数ꎬ确定设备工作是否正常ꎬ频
次为半年ꎮ

２.３　 定期检定

运行期间ꎬ对辐射监测需要强制检定的设备按期进行检定或校准ꎮ 当设备发生故障性维修后ꎬ重
新进行检定或校准ꎮ 检定或校准必须送有资质的单位ꎬ包括各市级、省级及以上的计量检定部门ꎮ

２.４　 预防性维修

预防性维修是指通过对系统软、硬件系统的系统性检查、检测和(或)定期更换以防止功能故障发

生ꎬ使其保持在规定状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ꎮ 预防性维修的目的是降低系统失效的概率或防止功能

退化ꎮ 它按预定的时间间隔或按规定的准则实施维修ꎬ通常包括保养、操作人员监控、使用检查、功能

检测、定时拆修和定时报废等维修工作类型ꎮ 本系统预防性维修包含在日常维护、定期试验和定期检

定等活动中ꎮ

２.５　 纠正性维修

纠正性维修过程一般为故障诊断、临时处理、修复和再鉴定试验等ꎮ 在发现本系统任何故障后ꎬ
相关技术人员及时响应ꎬ２４ ｈ 内恢复系统正常运行ꎮ

３　 系统运行维护难点及解决方案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反馈问题ꎬ总结经验ꎬ系统运行维护有以下几方面技术难点:
１)设备功耗大ꎬ电池续航能力不足ꎬ电池运行时间长后容易老化ꎬ不能长时间确保断电后 ７２ ｈ 设

备运行时间ꎻ
２)系统可靠性不强ꎬ容易造成雷击ꎬ经常损坏设备ꎬ并造成数据丢失等ꎻ
３)系统维修及维护困难ꎬ一般情况下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维修维护ꎻ
４)系统设备环境适应性差ꎬ在极端气候条件下ꎬ容易造成设备故障ꎮ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采取的解决方案及关键技术要求如下:
１)定期对供电系统进行充放电ꎬ提高电池的寿命ꎬ另外要求供应商采用低功耗设备ꎬ并对采集系

统进行模块化设计ꎬ在模块化集成设计中ꎬ各模块的功耗独立核算ꎬ并保证所有设备功耗小于 ５０ Ｗ
(包括辐射气象传感器功耗)ꎻ采用大容量铅酸电池ꎬ保证电池在损耗一半电量的情况下仍可以维持系

统在断电情况下正常运行 ７２ ｈꎮ
２)为有效、安全地采集探测器监测数据ꎬ要求系统集成商提供的整套系统都采用工业级或以上的

数据采集设备ꎬ具备有效的缓震、抗电磁干扰、抗雷击、抗电压过载等措施ꎮ 各种监测数据及管理数据

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得到及时的存储备份ꎬ并能在线恢复ꎮ 实现与数据接收中心的网络化数据交换ꎮ
３)为提高系统的易维护性ꎬ对子站主要设备进行模块化集成设计ꎬ具有独立功能ꎬ主要设备安装

于集成箱体内ꎬ便于维修及更换ꎮ
４)个别特殊环境(如高温、低温、高湿、台风等极端气候条件或存在其他影响站点运行的情况)ꎬ在建

设时进行特殊考虑及处理ꎬ使设备设施正常运行ꎮ 考虑到电池容量所需的环境条件ꎬ我们主要采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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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体内加入隔热保温材料来提高电池寿命ꎬ保证系统在恶劣环境条件下的运行稳定性ꎮ

４　 系统运行情况

根据国家相关要求ꎬ核电厂内建设了 ＫＲＳ 系统ꎬ由电厂负责运行维护ꎬ监测厂内及周边地区的辐

射环境状态ꎮ 区别于 ＫＲＳ 系统ꎬ监督性监测系统采用的设备性能更优ꎬ精度更高ꎬ事故状态下能获取

更加准确的数据ꎮ
以阳江核电为例ꎬ监督性监测系统采用了 ＧＥ 公司的 ＲＳＳ１３１ 高压电离室测量环境中 γ 辐射水

平ꎻ另外配备了加拿大 ＲＳＩ 公司的 ＲＳ２５０ 碘化钠谱仪ꎬ用于测量事故下环境中的核素贡献ꎬ便于事故

下的快速判断及决策ꎮ 而厂内 ＫＲＳ 系统仅配备了 ＧＭ 管(盖革计数管)ꎬ测量精度及准确度均不如高

压电离室ꎬ也没有碘化钠谱仪来判断核素ꎮ
两套系统在环境 γ 辐射水平异常时ꎬ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其中优劣ꎮ 以阳江核电气象塔站点为

例ꎬ该站点属于共站ꎬ两套系统在气象塔附近相距不远处设有自动站ꎮ 在气象塔附近有一个加工厂ꎬ
是广东火电公司的加工厂ꎬ该厂晚上有时会有带源探伤作业ꎮ 表 １ 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凌晨测得

的两个系统的辐射数据(五分钟平均值)ꎬ从数据中可以看到ꎬ高压电离室及碘化钠谱仪的数据比较一

致ꎬ数据的稳定性比较好ꎬ在 ２ 点时都出现了高值ꎬ而 ＧＭ 管测得的数据稳定性较差ꎮ 表 ２ 中是监督

性监测系统碘化钠谱仪测得的核素数据ꎬ可以看到在 ２:０５ 时ꎬ除了天然本底４０Ｋ 和２３２Ｔｈꎬ还多出了两

个人工核素２３５Ｕ 和１９２Ｉｒꎬ环境 γ 水平异常也是由于这两个人工核素出现造成的ꎮ
表 １　 厂外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与厂内 ＫＲＳ 系统数据比较(气象塔站)

核电厂外监督性监测系统 核电厂内 ＫＲＳ 系统

ＧＥ 高压电离室 ＲＳ－２５０ 碘化钠谱仪 ＧＭ 计数管

时间 剂量率 剂量率 剂量率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１:４５ １２２.５ １１９.５８ １３６.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１:５０ １２６.３ １１９.７０ ７６.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１:５５ １２３.９ １１９.６８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００ ４７２.２ ３４５.９３ ４９８.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０５ ４８１.６ ５４３.６３ ２８２.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１０ １２６.９ １１９.９３ ２９４.０

表 ２　 核电厂外监督性监测系统碘化钠谱仪核素数据(气象塔站)

时间 剂量率 ２３５Ｕ ６０Ｃｏ １３７Ｃｅ ２３２Ｔｈ ４０Ｋ １９２ Ｉｒ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１:４５ １１９.５８ ０ ０ ０ ２４.０２ １２.１７ 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１:５０ １１９.７０ ０ ０ ０ ２３.５６ １２.３６ 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１:５５ １１９.６８ ０ ０ ０ ２５.４７ １２.２０ 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００ ３４５.９３ ０ ０ ０ ２９.０８ ９.６２ ０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０５ ５４３.６３ １８８.３１ ０ ０ ２６.０３ １０.９２ １８７.６９

２０１５－０５－１３ ２:１０ １１９.９３ ０ ０ ０ ２５.２２ １１.３２ ０

５　 总结

监督性监测系统使用高压电离室加 ＮａＩ 谱仪的辐射监测方式ꎬ满足“规范”要求ꎮ 辐射监测数据

６６４



稳定性、准确性及可靠性较高ꎬ更有利于核电厂事故下的快速判断及决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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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ｔ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ꎬ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ｉｔｓ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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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ＢＰ－ＳＤＧ 的核动力装置典型
故障诊断研究

武茂浦ꎬ刘永阔ꎬ于巍峰ꎬ彭敏俊ꎬ周　 文ꎬ刘鹏飞
(哈尔滨工程大学ꎬ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武茂浦(１９９１—)ꎬ男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核动力装置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研究工作

摘要:保证核动力装置的安全运行一直是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ꎮ 因此ꎬ国内外提出了各种方法用于核动力装

置的故障诊断ꎬ以辅助操作员的工作ꎮ ＢＰ 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ꎬ能够对复杂信息进行快速处理、识别

和分类ꎬ因此可以用来对系统设备的状态变化进行识别和判断ꎮ 而符号有向图(Ｓｉｇ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ꎬ ＳＤＧ)可以形象

明确地表示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故障传播的路径ꎬ且具有建模方便、推理灵活等特点ꎮ 利用 ＳＤＧ 方法对诊断结果进

行推理验证的同时ꎬ还可以给出故障的播路径ꎬ有利于操作员快速采取有效的措施ꎬ确保核电站的安全、稳定运行ꎮ 本

文首先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对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诊断识别ꎬ然后使用 ＳＤＧ 方法对诊断结果进行推理验证ꎬ确保诊断的

正确性和可靠性ꎮ 最后ꎬ通过仿真数据对该方法进行验证ꎮ
关键词:核安全ꎻ故障诊断ꎻＢＰ 神经网络ꎻ符号有向图

核动力装置是一个复杂的堆物理和热力系统ꎬ系统间相互耦合ꎬ且存在潜在的放射性危害ꎬ对安

全性和可靠性要求极高ꎮ 对核动力装置进行故障诊断就是希望能够及时、准确的识别核动力装置的

故障及故障的详细信息ꎬ帮助操作人员了解和判断核动力装置的运行状态ꎬ及时、正确的决策ꎬ降低运

行人员的工作负担ꎬ减少操纵员的判断失误和操作失误确保核动力装置的运行安全ꎮ 目前ꎬ应用到核

动力装置故障诊断领域中的方法很多ꎮ
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旨在模仿人脑结构及其功能的脑式智能信息处理系统ꎮ 自产生以来就广泛

应用于信息处理、智能控制、故障诊断等领域中ꎮ 印度 Ｂｈａｂｈａ 原子能研究中心从各种人工神经网络

算法中选出反向弹性传播算法进行应用分析[１]ꎮ 伊朗 Ｓｈｉｒａｚ 大学的 Ｋａｍａｌ Ｈａｄａｄ 等人利用基于小波

变换的人工神经网络对 ＶＶＥＲ－１０００ 堆型的 １０ 个设计基准事故进行故障识别和分类[２]ꎮ 在国内ꎬ贺
小辉、石嵘将 ＢＰ 神经网络与集成神经网络应用于故障诊断[ ３ ]ꎮ 程虹等人针对核动力装置的冷凝器

故障ꎬ建立故障仿真模型和基于 ＢＰ 网络的故障诊断模型[ ４ ]ꎮ
虽然 ＢＰ 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ꎬ应用也很广泛ꎮ 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无法

准确了解到故障诊断的过程ꎬ而且无法识别新型故障ꎬ从而无法保证故障诊断结果 １００％的可靠ꎮ 为

解决以上问题ꎬ本文针对 ＣＰＲ１０００ 压水堆堆型的部分典型故障ꎬ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进行故障诊断ꎬ并
采用符号有向图(Ｓｉｇ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ꎬ ＳＤＧ)进行推理验证ꎬ并展示出系统中潜在的危险和故障传播

的规则ꎬ以便操作人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ꎬ确保核电站的安全运行ꎮ

１　 ＢＰ 神经网络

在故障诊断领域中ꎬ应用最广泛的是多层前馈神经网络ꎮ 由于该网络经常采用误差反向传播算

法进行训练ꎬ故通常直接称其为 ＢＰ 神经网络ꎮ ＢＰ 算法的学习过程是由信号的正向传播和误差的反

向传播组成[５]ꎮ 即正向传播时ꎬ输入信号从输入层传入网络ꎬ并在隐含层处理后传入输出层ꎮ 若实际

的输出信号与期望输出信号的误差达不到要求ꎬ则转入误差的反向传播过程ꎮ 误差反向传播是将计

算出的输出误差以某种方式分散到各层所有的单元ꎬ通过不断修改权值和阈值ꎬ最终使得输出误差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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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求ꎮ 这种不间断调整权值、阈值的过程ꎬ就是神经网络学习训练的过程ꎮ
标准的三层 ＢＰ 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ＢＰ 网络模型

虽然 ＢＰ 神经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ꎮ 但它同样存在着许多缺陷:①学习收敛的速度

慢ꎻ②无法保证收敛到全局最小点ꎻ③隐含层的节点数目缺乏理论指导ꎻ④网络的学习与记忆有不稳

定性等ꎮ
针对上述问题ꎬ简要介绍以下几种较常用的方法ꎮ
(１)增加动量项

为了防止震荡、加速收敛ꎬ可以在权值调整公式中加入一个动量项ꎬ即将上一次权值调整中的一

部分ꎬ叠加到本次的权值调整量中ꎮ 其原理是:若相邻两次迭代点处的梯度方向是一致的ꎬ则引入的

动量项可使权值的调整量增大ꎬ从而加速收敛ꎻ若相邻两次迭代点处的梯度方向相反ꎬ则引入的动量

项可使权值的调整量减小ꎬ避免来回振荡、加快收敛[ ６ ]ꎮ
(２)弹性 ＢＰ 神经网络

ＢＰ 神经网络的激活函数通常选用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ꎮ 它可以将输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大小内ꎮ 其原

理是:偏导数的符号表示改变权值的方向ꎬ而偏导数的大小却不影响权值改变量的大小ꎮ 若连续两次

迭代的偏导数符号不变ꎬ则增大权值改变量ꎻ若符号改变ꎬ则减小改变量[ ７ ]ꎮ 因此ꎬ使用弹性 ＢＰ 算法

可以加快收敛ꎬ提升训练速度ꎮ
(３)遗传优化的神经网络

ＢＰ 算法的优点是能精确地找到最优点ꎬ但它也存在容易陷入局部极小以及收敛速度慢等问题ꎮ
而遗传算法是基于自然选择和遗传规律的全局优化搜索算法ꎬ具有很强的宏观搜索能力和寻优全局

性ꎮ 因此ꎬ如果使 ＢＰ 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相结合ꎬ那么可以先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全局搜索ꎬ找到全局

最小点的区域ꎬ然后再利用 ＢＰ 神经网络进行训练ꎬ直至找到全局的最小点[ ６ ]ꎮ

２　 ＳＤＧ 方法

ＳＤＧ(Ｓｉｇ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ｓ)即符号有向图ꎬ是一种节点与节点之间由有方向的线段连接而成的

图ꎮ 它可以形象明确地表示出过程变量之间的关系和故障传播的路径ꎮ
ＳＤＧ 模型 γ 是由有向图 Ｇ 和函数 φ 共同表示ꎬ即 γ ＝ (Ｇꎬφ) ꎬ其中 Ｇ ＝ (ＶꎬＥꎬθ ＋ꎬθ － ) ꎻ节点集合

Ｖ ＝ {ｖｉ} ꎻ支路集合 Ｅ ＝ {ｅｉ} ꎮ 函数 φ:φ(ｅｋ) ∈ { ＋ꎬ －} 称为支路 ｅｋ 的符号ꎬ“ ＋ ”表示正影响ꎬ “ －”
表示负影响ꎮ ＳＤＧ 模型样本的节点状态值是根据各自参数的状态参数的上下限值比较确定[ ８ ]ꎮ

ψｉ ＝

－１ꎬｎｉ<ｎｉ１

０ꎬｎｉ１<ｎｉ<ｎｉｈ

＋１ꎬｎｉ>ｎｉｈ

ì

î

í

ï
ï

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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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ｎｉ 表示第 ｉ 个参数节点的状态ꎬ ｎｉｌ 表示参数 ｎｉ 的下限值ꎬ ｎｉｈ 表示参数 ｎｉ 的上限值ꎮ
应用 ＳＤＧ 模型进行故障诊断ꎬ一般采用正向推理与反向推理相结合的方式ꎮ 正向推理是指在节

点状态未知的情况下ꎬ从故障源出发ꎬ依据各节点间的关系进行一步步推理ꎬ最后得到各节点的状态

及导致的后果ꎮ 而反向推理则是在已知各节点的状态下ꎬ从关注的故障节点开始逆向推理ꎬ通过各节

点间的关系得到相应节点状态ꎬ并与节点的实际状态相比较ꎬ若一致则路径可能正确ꎬ若不一致则路

径错误ꎮ 当两者混合使用时ꎬ效果最好ꎮ 推理流程图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ＳＤＧ 推理流程图

３　 基于 ＢＰ－ＳＤＧ 故障诊断技术

本文以 ＣＰＲ１０００ 压水堆堆型为研究对象ꎬ其核岛主体结构是由反应堆及三条并联的闭合环路组

成ꎬ三条环路以反应堆压力容器为中心作辐射状分布ꎬ每条环路都由一台主泵、一个蒸汽发生器和相

应的管道仪表组成[ ９ ]ꎮ 依据 ＣＰＲ１０００ 的仿真数据ꎬ进行 ＢＰ 神经网络样本训练ꎬ并根据其特点建立

ＳＤＧ 模型ꎮ 整个系统流程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故障诊断系统流程图

本文选择冷却剂管道破口事故(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ｏｌａｎ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ꎬＬＯＣＡ)ꎬ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破裂(Ｓｔ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Ｔｕｂ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ꎬＳＧＴＲ)ꎬ主蒸汽管道破裂(Ｍａｉｎ Ｓｔｅａｍ Ｌｉｎｅ ＢｒｅａｋꎬＭＳＬＢ)ꎬ其中 ＭＳＬＢ 事故分为

破口在安全壳内和安全壳外ꎬ总共 ４ 种故障作为诊断对象ꎮ ４ 种故障类型与特征参量的对应关系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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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所示ꎮ

表 １　 故障类型与特征参量的对应关系

故障名称 特征参量变化

ＬＯＣＡ

冷却剂流量下降　 　 　 　 　 　 冷管段温度上升

稳压器压力减小　 　 稳压器水位下降

安全壳内温度上升 安全壳内压力增大

安全壳地坑水位上升 安全壳内辐射计量上升

一回路冷却剂压力下降 蒸汽压力上升

ＳＧＴＲ

冷却剂流量下降　 　 　 　 　 　 冷管段温度上升

稳压器压力减小 稳压器水位下降

蒸汽发生器水位升高 一回路冷却剂压力下降

蒸汽压力上升 主蒸汽辐射计量升高

ＭＳＬＢ

二回路蒸汽流量增大

稳压器压力减小　 　 　 　 　 　 稳压器水位下降

冷管段温度下降

(破口在安全壳内ꎬ安全壳

内温度上升

安全壳内压力增大)

３.１　 ＢＰ 神经网络的构建

３.１.１　 训练样本的获取

根据四种故障的特征参量的变化和故障数据的实际情况ꎬ从已有参量中选出了 ２１ 个合适的特征

参量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用于诊断的特征参量

序号 参量名称 参量符号 序号 参量名称 参量符号

１ 安全壳内温度 ＴＧＲＢ(４) １２ 安全壳内压力 ＰＲＢ(４)

２ 安全地坑水位 ＺＷＲＢ(３) １３ 稳压器压力 ＰＰＺ

３ 稳压器水位 ＺＷＰＺ １４ １ 号蒸汽发生器蒸汽流量 ＷＧＯＵＴＳＧ(１)

４ ２ 号蒸汽发生器蒸汽流量 ＷＧＯＵＴＳＧ(２) １５ ３ 号蒸汽发生器蒸汽流量 ＷＧＯＵＴＳＧ(３)

５ １ 号环路冷却剂流量 ＷＬＯＯＰ(１) １６ ２ 号环路冷却剂流量 ＷＬＯＯＰ(２)

６ ３ 号环路冷却剂流量 ＷＬＯＯＰ(３) １７ 一回路平均压力 ＰＰＳＳＯＬＩＤ

７ １ 号蒸汽发生器蒸汽压力 ＰＳＧＧＥＮ(１) １８ ２ 号蒸汽发生器蒸汽压力 ＰＳＧＧＥＮ(２)

８ ３ 号蒸汽发生器蒸汽压力 ＰＳＧＧＥＮ(３) １９ １ 号环路热管段温度 ＴＷＲＣＳ(１５)

９ ２ 号环路热管段温度 ＴＷＲＣＳ(２５) ２０ ３ 号环路热管段温度 ＴＷＲＣＳ(３５)

１０ １ 号环路冷管段温度 ＴＷＲＣＳ(１０) ２１ ２ 号环路冷管段温度 ＴＷＲＣＳ(２０)

１１ ３ 号环路冷管段温度 ＴＷＲＣＳ(３０)

样本的获取方法是:从 ＣＰＲ１０００ 正常运行数据及四种故障的运行数据中ꎬ采取等时间间隔的原

则ꎬ各选出 ５０ 组数据作为样本训练时的输入信号ꎬ制作成 ｉｎｐｕｔ 表ꎮ 同时从各种参量中选出最大、最
小值ꎬ以及正常运行值作为训练样本时所需要的中间数据ꎬ制成 ｍａｘｍｉｎ 表ꎬ用以数据处理ꎮ 并写出与

输入对应的输出数组ꎬ作为样本训练时的输出信号ꎬ制作成 ｏｕｔｐｕｔ 表ꎮ 每个输出信号是由五个数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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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ꎬ依次分别代表正常运行、ＬＯＣＡ、ＳＧＴＲ、ＭＳＬＢ(壳内)和 ＭＳＬＢ(壳外)的状态ꎮ 这五个数值均为“０”
或“１”ꎬ用“０”表示代表状态没有发生ꎬ用“１”表示代表状态发生ꎮ 例如:若输入信号来自 ＬＯＣＡ 故障

数据ꎬ则对应的输出信号则为“０ꎬ１ꎬ０ꎬ０ꎬ０”ꎮ
３.１.２　 ＢＰ 神经网络训练

在 ＢＰ 神经网络训练中ꎬ隐含层节点的个数、样本数据的处理方式以及 ＢＰ 网络训练各性能参数

的选取对训练结果都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ꎮ
(１)隐含层节点数

隐含层节点个数直接影响 ＢＰ 神经网络的结构和权值、阈值的修改过程ꎮ 一般都是根据经验公式

进行选取ꎮ

ｓ ＝ ０.４３ｍｎ ＋ ２.５４ｍ ＋ ０.７７ｎ ＋ ０.１２ｎ２ ＋ ０.３５ ＋ ０.５１ (２)
其中ꎬｓ 为隐含层节点数ꎬｍ 为输入层节点数ꎬｎ 为输出层节点数[ １０ ]ꎮ

(２)样本的处理方式

为了对原始数据进行统一的处理ꎬ将数据的大小按一定的规则限定在一定范围内ꎬ通常采用的处

理方式有归一化处理和应用某些函数ꎮ
本文介绍归一化处理及尖 Γ 函数处理两种模式ꎮ
①归一化处理公式:

μ(ｘ) ＝
ｘ － 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 ｘｍｉｎ
(３)

其中ꎬｘ 为实际运行值ꎻｘｍａｘꎬ ｘｍｉｎ分别为参数的最大、最小值ꎻ它可以将数据线性映射到[０ꎬ１]区间上ꎮ
②尖 Γ 函数处理公式:

μ(ｘ) ＝
ｅｋ(ｘ－ａ)ꎬ ｘ ≤ ａ

ｅ －ｋ(ｘ－ａ)ꎬ ｘ > ａꎬｋ > ０{ (４)

其中ꎬｘ 为实际运行值ꎻａ 为最佳运行值ꎮ 主要应用于处理在最佳运行值附近变化不大的参量ꎮ
(３)网络训练性能参量

在 ＢＰ 神经网络中ꎬ学习率 η 的取值直接影响到权值修改量的大小ꎬ故其与收敛速率密切相关ꎮ
若学习率 η 取值过小ꎬ则每次权值的修改量就小ꎬ收敛速度就慢ꎬ甚至会使网络陷入局部极小ꎻ若学习

率 η 取值过大ꎬ则权值的修改量就大ꎬ可能使得收敛过程在最小值点附近来回徘徊产生振荡[ ７ ]ꎮ 本

文利用公式 η ＝ １ / ｓ ꎬ选择 ０.２ 作为默认的学习率ꎮ 动量因子默认选取 ０.５ꎮ
开发出的样本训练界面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训练样本界面

通过各种控制组合ꎬ得知:当激活函数为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ꎬ样本处理方式为尖 Γ 函数时ꎬ进行弹性 Ｂ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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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ꎬ最容易产生符合要求的训练结果ꎮ 其中某次训练结果展示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符合要求的训练结果

３.２　 ＳＤＧ 模型的建立

应用 ＳＤＧ 方法的关键部分就是建立正确的 ＳＤＧ 模型ꎬ而模型的建立却十分复杂ꎬ主要有基于流

程图、基于数学模型、基于经验和知识三种建模方法ꎮ 考虑四种故障ꎬ根据系统工作原理分析各个参

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ꎬ建立系统 ＳＤＧ 模型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系统 ＳＤＧ 模型图

４　 实例分析

基于研究的 ＢＰ－ＳＤＧ 故障诊断方法ꎬ开发了一个核动力装置故障诊断与验证系统ꎬ与 ＣＰＲ１０００
仿真数据库连接ꎬ通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插入不同故障ꎬ测试所开发系统的响应ꎬ以验证所研究方法

的可行性ꎮ

４.１　 失水事故诊断与验证测试研究

在 ＣＰＲ１０００ 仿真软件正常工况运行 ２０ ｓ 时ꎬ插入冷却剂丧失事故ꎮ 系统诊断出冷却剂管道破口

的发生ꎬ并利用 ＳＤＧ 模型对诊断结果进行推理验证ꎬ得出传播路径ꎮ ＢＰ 神经网络故障诊断结果如图

７ 所示ꎮ 当插入故障 １ ｓ 后ꎬＬＯＣＡ 故障被检测出来ꎮ
利用 ＳＤＧ 方法验证的结果如图 ８ 所示ꎬ各个可能的传播路径的始点均指向 ＬＯＣＡ 事故ꎬ而 ＬＯＣＡ

事故也能很好解释所有的故障征兆ꎬ故 ＳＤＧ 验证结果为失水事故ꎬ与 ＢＰ 网络诊断的结果一致ꎬ系统

测试成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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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ＬＯＣＡ 故障诊断结果

图 ８　 ＬＯＣＡ 故障验证结果

４.２　 主蒸汽管道破裂事故诊断与验证测试研究

在 ＣＰＲ１０００ 仿真软件正常工况运行 ２０ ｓ 时ꎬ插入主蒸汽管道破口事故ꎮ 系统诊断出主蒸汽管道

破口的发生ꎬ并利用 ＳＤＧ 模型对诊断结果进行推理验证ꎬ得出传播路径ꎮ ＢＰ 神经网络故障诊断结果

如图 ９ 所示ꎮ
ＳＤＧ 验证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ꎮ 验证结果与 ＢＰ 神经网络诊断结果一致ꎬ测试成功ꎮ

５　 结论

本文研究了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和 ＳＤＧ 模型的故障诊断验证方法ꎬ应用 ＢＰ 神经网络方法实现对故

障的定性诊断ꎬ然后利用 ＳＤＧ 模型实现对故障诊断结果的验证并得出故障的传播路径ꎮ 通过对两个

案例的分析ꎬ可见提出的方法能够对 ＣＰＲ１０００ 仿真软件插入的不同故障实现准确、及时的诊断与

验证ꎮ
但是ꎬ由于受仿真软件数据的限制ꎬ本文建立的 ＳＤＧ 模型也较简单ꎬ分析的故障种类有限ꎬ研究中

仅对所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ꎬ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对核动力装置的故障特性进行更加全面的

分析ꎬ不断地改善训练数据及 ＳＤＧ 模型ꎬ扩展系统的适用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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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ＭＳＬＢ(安全壳内)故障诊断结果

图 １０　 ＭＳＬＢ(安全壳内)故障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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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Ｐ－ＳＤＧ

ＷＵ Ｍａｏ￣ｐｕꎬ ＬＩＵ Ｙｏｎｇ￣ｋｕｏꎬＹＵ Ｗｅｉ￣ｆｅｎｇꎬ ＰＥＮＧ Ｍｉｎ￣ｊｕｎꎬ
ＺＨＯＵ Ｗｅｎꎬ ＬＩＵ Ｐｅｎｇ￣ｆｅｉ

(Ｈａｒｂ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Ｈａｒｂｉｎꎬ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００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ａｆｅｌｙꎻ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ａｐｉｄｌｙꎬ ｓｏ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ｂｙ ｓｉｇ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 ( ＳＤＧ)ꎬ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ｌｙꎬ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ＳＤＧ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Ｄ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ｔｏ ｂ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ꎻ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ꎻ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ꎻ ｓｉｇｎ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ｇｒａ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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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反应堆堆芯突然发生熔融坍塌后ꎬ堆芯熔融物沉积在反应堆压力容器(ＲＰＶ)下封头壁面上ꎬ引起下封头产生

严重的热烧蚀和较大热应力ꎬ严重威胁 ＲＰＶ 下封头的结构安全性ꎮ 本文以 １ ０００ ＭＷ 压水堆为例ꎬ通过数值模拟分析

方法ꎬ研究堆芯熔融坍塌后 ＲＰＶ 下封头的传热烧蚀和热应力情况ꎮ 利用二维极坐标热模型分析 ＲＰＶ 壁面与双层堆芯

熔池和外部冷却水堆腔之间的传热ꎬ计算了下封头壁面瞬态二维温度场分布和烧蚀情况ꎬ并通过有限元分析程序计算

壁面的应力应变情况ꎮ 计算结果表明:(１)堆芯熔融池的体积和高度随着堆芯熔融物在 ＲＰＶ 下封头内沉积时间增加

而增长ꎮ 据统计结果显示ꎬ堆芯熔融池体积为 ２２.９ ｍ３ꎬ高度为 ３.２４ ｍꎻ其中氧化铀熔融物体积为 ８.９ ｍ３ꎬ堆芯、ＲＰＶ 壁

面及下支撑板的金属熔融物体积为 １４ ｍ３ꎻ(２)在铀氧化物熔融层与压力容器内壁和金属熔融层底部接触面都有一层

冷凝壳ꎮ 氧化铀熔池的上冷凝壳层厚度 ０.０１ ｍꎬ侧冷凝壳层厚度随极角增大而变薄ꎬ氧化铀熔池顶部冷凝壳层最薄为

０.０１ ｍꎬ下封头底部冷凝壳层厚度最厚为 ０.１２ ｍꎮ (３)芯熔融坍塌后 ２００ ｓ 下封头壁面开始熔融ꎬ此后直至 ２ ５００ ｓ 壁面

的最薄厚度直线下降ꎬ２ ５００ ｓ 时达到最小为 ０.０４ ｍꎬ其后最薄厚度不再变化ꎬ但熔融区域进一步扩大ꎮ (４)４ ０００ ｓ 和

５ ０００ ｓ时下封头壁面熔融区形状和温度分布基本相同ꎬ熔融区沿下封头内壁呈一片柳叶形状分布ꎮ (５)下封头内表面

的吸热热流大于外表面的散热热流ꎬ在两层熔池界面处内外表面热流密度达到最大ꎬ分别为 ７５０ ｋＷ / ｍ２和２５０ ｋＷ / ｍ２ꎻ
在金属熔池部分内表面热流迅速下降并维持恒定为 ４００ ｋＷ / ｍ２ꎬ外表面热流随极角增大持续下降ꎮ
关键词:ＲＰＶ 下封头ꎻ堆芯熔融ꎻ壁面热传导ꎻ烧蚀ꎻ热应力

压力容器内熔融物滞留－压力容器外冷却(ＩＶＲ－ＥＲＶＣ)是第三代压水堆最重要的严重事故缓解

方法ꎬ由于堆芯熔融物压力容器外冷却实施起来需要对反应堆结构做巨大改动ꎬ所以中国的先进压水

堆设计更加青睐 ＩＶＲ－ＥＲＶＣꎮ ＩＶＲ－ＥＲＶＣ 的概念最先是 １９８９ 年 ＵＣＳＢ 大学的 Ｔｈｅｒｆａｎｏｕｓ 教授提出作

为芬兰 Ｌｏｖｉｉｓａ 压水堆核电站的 ＶＶＥＲ－４４０ 反应堆的备用安全设施[１]ꎬ后来成为 Ｌｏｖｉｉｓａ 反应堆的独特

设计ꎬ在 ＡＰ６００ 和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得到应用ꎬ近年来在中国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 ( ＣＡＰ１４００ꎬ
ＨＰＲ１０００)的设计中得以应用ꎮ 堆芯熔融物滴落并熔穿下支撑板后ꎬ将进一步掉落至 ＲＰＶ 下封头ꎬ若
下封头中水已蒸干ꎬ熔融的堆芯将引起下封头壁面局部过热而烧蚀ꎬ危及 ＲＰＶ 的结构完整性ꎬ因此国

际上针对 ＲＰＶ 下封头受堆芯熔融物作用ꎬ壁面的热流与升温熔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ꎮ
对下封头熔池结构及壁面热流的研究有:傅孝良等采用 ＭＥＬＣＯＲ 程序分析 ＣＰＲ１０００ 反应堆在堆

芯熔融、坍塌并在下封头形成熔池的整个过程、下封头中熔池的分层结构及金属层的热聚集效应[２]ꎻ
Ｒａｅ－Ｊｏｏｎ Ｐａｒｋ 等采用 ＳＣＤＡＰ / ＲＥＬＡＰ５ 和 ＧＥＭＩＮＩ２ 程序计算 ＡＰＲ１４００ 反应堆严重事故 ＲＰＶ 失效过

程中熔池的结构、氧化层和金属层的成分和质量[３]ꎻ关仲华等研究堆芯熔融物在下腔室内冷却的计算

模型ꎬ计算 ＡＰ６００ 和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堆芯熔融物单位体积释热量以及集热效应对堆芯熔融物冷却的

影响[４]ꎻＡ. Ｌｉａｑａｔ 等关注影响熔池表面辐射换热的关键参数ꎬ用封闭腔－净辐射模型计算辐射换热ꎬ辐
射角系数用交叉线法计算ꎬ指出在一定的熔池参数条件下ꎬ熔池表面对 ＲＰＶ 壁面的辐射换热比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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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更强[５]ꎻＹ.Ｐ. Ｚｈａｎｇ 等采用一维模型计算反应堆 ＡＰ６００ 严重事故时实施预期泄压和堆腔注水情

况下的熔池温度和热流安全边界[６]ꎬＦｅｉ－Ｊａｎ Ｔｓａｉ 等采用 ＲＥＬＡＰ－３Ｄ 程序模拟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 ＩＶＲ－
ＥＲＶＣ 设施的堆腔自然对流ꎬ程序的计算结果代入 ＵＬＰＵꎬ ＳＵＬＴＡＮꎬ ＳＢＬＢ 和 ＫＡＩＳＴ 的 ＣＨＦ 关系式

中ꎬ分析 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 ＩＶＲ－ＥＲＶＣ 设计的安全边界[７]ꎮ
在下封头壁面温度的研究方面ꎬ白伟等开发了基于有限元方法的 ＲＰＶ 下封头两维瞬态导热程

序ꎬ利用固体导热模型计算熔融物的两相传热[８]ꎻＹｕｅ Ｊｉｎ 等研究 ＲＰＶ 内熔池和外腔流动换热的耦合

(ＩＶＲ－ＥＲＶＣ)模型ꎬ采用 ＭＬＥＣＯＲ 程序研究先进非能动三环路 ５ ０００ ＭＷ 热功率压水堆在堆芯解体

与重整以及熔池形成过程中熔融物的体积和壁面温度分布[９]ꎻ日本原子能工程公司开发了集成模块

式核电站下封头碎片冷却分析程序(ＤＣＡ)ꎬ采用集中参数模型分析堆芯熔融物、冷凝壳和 ＲＰＶ 壁面

的换热ꎬ冷凝壳的平均温度设为熔池的边界温度ꎬ实际冷凝壳温度比熔池温度低[１０]ꎻ张龙飞等采用程

序 ＲＥＬＡＰ / ＳＣＤＡＰＳＩＭ 的二维有限元下封头分析模型(ＣＯＵＰＬＥ)ꎬ分析 ２ 代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

严重事故后堆芯碎片床和下封头的温度分布及升温过程[１１]ꎻ郭涛等根据能量平衡方程建立沿器壁厚

度的一维导热温度场分析模型ꎬ计算严重事故 ＩＶＲ－ＥＲＶＣ 下反应堆 ＲＰＶ 壁面的稳态温度场[１２] 上述

分析下封头壁面温度的研究都是在给定熔池体积和结构不变条件下进行的ꎮ
在下封头传热实验方面ꎬ唐超力、匡波等进行了全高度非能动的压力容器外部冷却(ＥＲＶＣ)一维

传热与流动特性试验 ＲＥＰＥＣ－ＩＩꎬ研究 ＥＲＶＣ 流道的自然循环能力与循环流动特性[１３]ꎮ Ｌｕｔ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ꎬ
Ｓｕｉｚｈｅｎｇ Ｑｉｕ 等以国内某自主设计三代核电堆型下封头尺寸ꎬ设计 １ ∶ １ 比例 １ / ４ 圆二维切片实验装

置ꎬ采用在装置中填充非共晶摩尔比例 ２０％ＮａＮＯ３－８０％ＫＮＯ３混合物作为熔融物模拟物进行试验ꎬ测
量试验段内熔融池温度场和内外壁面的温度ꎬ用于热流密度的计算ꎬ并测量熔融物硬壳参数[１４]ꎮ

综合现有公开的研究ꎬ在下封头的传热分析方面主要采用一维导热分析模型ꎬ在下封头壁面受熔

池加热被烧蚀过程中假设熔池的几何结构不变ꎮ 实际上ꎬ由于熔池两层结构的铀氧化物熔融层和金

属熔融层对下封头壁面加热的热流密度大不相同ꎬ下封头壁面温度沿厚度和高度方向都呈现明显不

均匀性ꎬ一维热分析模型精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ꎻ另一方面ꎬ熔池中金属熔融物质量随下封头壁面熔

融不断增加ꎬ铀氧化物填充下封头壁面熔融区导致熔池几何结构不断变化ꎮ 对压水堆 ＩＶＲ－ＥＲＶＣ 有

效性的准确评估需要更高精度的模型和算法ꎬ对此本文将提出一种基于动态熔池几何结构的下封头

内壁熔池对流 /辐射加热－壁面二维导热－外壁堆腔对流冷却的耦合热分析模型ꎬ计算壁面的瞬态温度

与烧蚀厚度ꎬ研究压力容器下封头的动态烧蚀过程ꎮ
采用两层熔池结构ꎬ铀氧化物熔融层位于下封头底部ꎬ金属熔融层位于铀氧化物熔融层上部ꎬ铀

氧化物熔融层与压力容器内壁和金属熔融层底部接触面都有一层冷凝壳ꎬ熔池的几何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当氧化铀熔融物和金属熔融物的体积总和不超过球形下封头内容积 Ｖｕ ＋ Ｖｍ ≤ ２
３
πＲｐｖ

３ 时ꎬ两种

熔融物所在高度及方位角计算为:

Ｖｕ ＝ πＨ２
ｕ Ｒｐｖ －

Ｈｕ

３
æ

è
ç

ö

ø
÷ ꎬ Ｖｕ ＋ Ｖｍ ＝ π

３
Ｈｕ ＋ Ｈｍ( ) ２ ３Ｒｐｖ － Ｈｕ － Ｈｍ( ) (１)

ｃｏｓθｕ ＝
Ｒｐｖ － Ｈｕ

Ｒｐｖ
ꎬ ｃｏｓθｍ ＝

Ｒｐｖ － Ｈｕ － Ｈｍ

Ｒｐｖ
(２)

当氧化铀熔融物和金属熔融物的体积总和超过球形下封头内容积 Ｖｕ ＋ Ｖｍ > ２
３
πＲｐｖ

３ 时ꎬ氧化铀

熔融物高度和方位角计算与上式相同ꎬ金属熔融物体积的一部分 Ｖｍ１
在球形下封头以下ꎬ另一部分体

积 Ｖｍ２
在球形下封头以上ꎬ两部分金属熔融物的高度 Ｈｍ１

和 Ｈｍ２
ꎬ以及方位角 θｍ１

和 θｍ２
分别计算为:

Ｖｍ１
＝ Ｖｍ － Ｖｍ２

ꎬ Ｖｍ２
＝ ２

３
πＲｐｖ

３ － Ｖ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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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两层熔池结构简图

Ｈｍ１
＝

Ｖｍ１

πＲ２
ｐｖ

ꎬ θｍ１
＝ θｍ２

＋ ａｒｃｔａｎ
Ｈｍ１

Ｒｐｖ

æ

è
ç

ö

ø
÷ (４)

Ｈｍ２
＝ Ｒｐｖ － Ｈｕ ꎬ θｍ２

＝ π / ２ (５)

１　 熔池的热分析数学模型

１.１　 下封头壁面的导热模型

若堆芯熔融物中考虑下支撑板熔融ꎬ则熔池总体积较大ꎬ顶部超过下封头平面ꎬ达到部分压力容

器直筒段高度ꎮ 在受堆芯熔融物浸没的压力容器直筒段ꎬ考虑直筒段的形状ꎬ采用圆柱坐标系的导热

方程求解ꎮ

图 ２　 压力容器直筒段的节点网格

　 　 　 　 　 　 　 　 　
图 ３　 压力容器下封头的节点网格

ρｃ ∂ｔ
∂τ

＝ １
ｒ

∂
∂ｒ

λｒ ∂ｔ
∂ｒ

æ

è
ç

ö

ø
÷ ＋ ∂

∂ｚ
λ ∂ｔ

∂ｚ
æ

è
ç

ö

ø
÷ ＋ Ｓ


(６)

下封头壁面是球形壳体结构ꎬ具有轴对称性ꎬ可忽略圆周方向的导热ꎬ考虑沿下封头壁面厚度和

极角的导热ꎬ采用极坐标系的导热方程求解ꎮ

ρｃ ∂Ｔ
∂τ

＝ １
ｒ

１
∂ｒ

ｒλ ∂Ｔ
∂ｒ

æ

è
ç

ö

ø
÷ ＋ １

ｒ
∂
∂θ

λ
ｒ

∂Ｔ
∂θ

æ

è
ç

ö

ø
÷ ＋ ｑ


(７)

以上两式都可以离散为:
ａＰＴＰ ＝ ａＥＴＥ ＋ ａＷＴＷ ＋ ａＮＴＮ ＋ ａＳＴＳ ＋ ｂＰ (８)

９７４



对直筒段壁面ꎬ方程(８)中的各系数为:

ａＷ ＝
ｒｗΔｚ

δｒｗ / λｗ
ꎬ ａＥ ＝

ｒｅΔｚ
δｒｅ / λｅ

ꎬ ａＳ ＝
ｒｐΔｒ
δｚｓ / λｓ

ꎬ ａＮ ＝
ｒｐΔｒ

δｚｎ / λｎ
ꎬ ｂＰ ＝

ρｃ( ) ＰｒΔｒΔｚＴｎ
Ｐ

Δτ
＋ ｑ


ｒΔｒΔｚ

ａ０
Ｐ ＝ ρｃ( ) ｒΔｒΔｚ / Δτ ꎬꎬ ａＰ ＝ ａＥ ＋ ａＷ ＋ ａＮ ＋ ａＳ ＋ ａ０

Ｐ

对下封头壁面ꎬ方程(８)中的各系数为:

ａＥ ＝
ｒｅΔθ
Δｒ / λ

ꎬ ａＷ ＝
ｒｗΔθ
Δｒ / λ

ꎬ ａＮ ＝ Δｒ
ｒｎΔθ / λ

ꎬ ａＳ ＝ Δｒ
ｒｓΔθ / λ

ꎬ ｂ ＝
ρｃｒＰΔθΔｒ

Δτ
Ｔｎ

Ｐ ＋ ｑ

ｒＰΔθΔｒ

ａＰ ＝ ａＥ ＋ ａＷ ＋ ａＮ ＋ ａＳ ＋ ａ０
Ｐ ꎬ ａ０

Ｐ ＝
ρｃｒＰΔθΔｒ

Δτ
对边界节点ꎬ都采用附加源项法处理ꎮ

１.２　 下封头壁面的导热模型

氧化铀熔池沿下封头倾角分布的熔池对冷凝壳层的局部对流热流密度ꎬ采用 ｍｉｎｉ－ＡＣＯＰＯ 的实

验公式计算[１]ꎬ

ｑｕｄｎ θ( )

ｑｕꎬｄｎ

＝

０.１ ＋ １.０８ θ
θｕ

æ

è
ç

ö

ø
÷ － ４.５ θ

θｕ

æ

è
ç

ö

ø
÷

２

＋ ８.６ θ
θｕ

æ

è
ç

ö

ø
÷

３

ꎬ ０.１ ≤ θ
θｕ

≤ ０.６

０.４１ ＋ ０.３５ θ
θｕ

æ

è
ç

ö

ø
÷ ＋ θ

θｕ

æ

è
ç

ö

ø
÷

２

ꎬ ０.６ ≤ θ
θｕ

≤ １.０

ｑｕｄｎ θ ＝ ０.１θｕ( )

ｑｕꎬｄｎ

ꎬ θ
θｕ

< ０.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９)

ｑｕꎬｄｎ ＝ Ｑ


ｕＶｕ ２πＲ２ １ ＋ ０.５Ｒ′( )[ ] －１ (１０)

其中: Ｒ′ ＝
Ｎｕｕꎬｕｐ

Ｎｕｕꎬｄｎ

＝ ０.６Ｒａ′０.０３３３ ꎬ Ｒａ′ ＝ ＧｒＰｒＤａ ＝
ｇβｕＨ５

ｕＱ


ｕ

αｕνｕλｕ

为计算金属熔融层的主体温度 Ｔｍｂꎬ对金属熔融层列能量平衡方程ꎮ 氧化铀冷凝壳层上表面经过

对流换热传给金属熔融层的热量等于金属熔融层升温的内能增量与金属熔融层经过对流换热传热

ＲＰＶ 侧壁的热量ꎬ以及金属熔融层上表面经辐射换热传给 ＲＰＶ 上部壁面的热量ꎬ

ｑｕꎬｕｐＡｕꎬｕｐ ＝ ｍｍｃｐꎬｍ Ｔｎ＋１
ｍｂ － Ｔｎ

ｍｂ( ) ＋ λＭ × ０.０６９
ｇβＭρＭｃｐＭ
νＭλＭ

æ

è
ç

ö

ø
÷

１ / ３

Ｐｒ０.０７４Ｍ Ｔｎ＋１
ｍｂ － Ｔｗꎬｉｎ( ) ４ / ３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πＲｐｖｈｍ ＋ ｑｒꎬｐｖＡｐｖ (１１)

１.３　 氧化铀熔池冷凝壳层的厚度

在氧化铀熔池的上表面和侧面ꎬ与金属熔融层和下封头接触面的温度都远低于熔池中心温度ꎬ因
此在氧化铀熔池外缘存在一层冷凝壳层ꎬ分别称为上冷凝壳层和侧冷凝壳层ꎮ 熔池向压力容器壁面

传热必须通过冷凝壳层进行ꎬ因此需要分析冷凝壳层的温度及厚度ꎮ 冷凝壳层的温度与氧化铀熔池ꎬ
以及金属熔融池的温度有关:假定上冷凝壳层底面温度等于氧化铀熔池顶面温度 Ｔｕꎬｕｐꎬ而上冷凝壳层

上表面温度等于金属熔池下表面温度 Ｔｍꎬｄｎꎻ侧冷凝壳层内表面温度等于氧化铀熔池侧面温度 Ｔｕꎬｄｎꎬ侧
冷凝壳层外表面温度等于金属熔点 Ｔｍꎬｍꎮ 根据冷凝壳层的能量平衡方程求解上冷凝壳层厚度:沿上

冷凝壳层厚度的导热热流量＝氧化铀熔融池上表面的对流热流量ꎬ

ｑｕꎬｕｐ ＝ λｕ

Ｔｕꎬｕｐ － Ｔｍꎬｄｎ

δｕꎬｕｐ
(１２)

同样ꎬ下冷凝壳层的厚度也根据能量平衡方程求解:

ｑｕꎬｄｎ θ( ) ＝ λｕ

Ｔｕꎬｄｎ θ( ) － Ｔｍꎬｍ

δｕꎬｄｎ θ(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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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氧化铀熔融池上表面和下表面的温度根据熔融池的对流换热计算:

Ｔｕꎬｕｐ ＝ Ｔｕꎬｂ －
ｑｕꎬｕｐ

ｈｕꎬｕｐ
ꎬ Ｔｕꎬｄｎ θ( ) ＝ Ｔｕꎬｂ －

ｑｕꎬｄｎ θ( )

ｈｕꎬｄｎ
(１４)

１.４　 金属熔池的对流换热

金属熔池与氧化铀熔池冷凝壳层和压力容器壁面的对流换热采用 Ｇｌｏｂｅ Ｄｒｏｐｋｉｎ 关系式表示[１]:
Ｎｕｍ ＝ ０.０６９Ｒａ１ / ３

ｍ Ｐｒｍ ０.０７４ ꎬ ０.０２ < Ｐｒｍ < ８７５０ ꎬ ３ × １０５ < Ｒａｍ < ７ × １０９ (１５)
其中ꎬ Ｒａｍ ＝ ＧｒｍＰｒｍ
１.５　 金属熔池表面对下封头壁面的辐射换热

假设金属熔池表面与位于熔池上方的下封头壁面间无辐射吸收性介质ꎬ用有限灰表面间辐射换

热模型计算金属熔池表面与下封头壁面的辐射换热ꎬ下封头壁面的有效辐射热流计算为ꎬ
Ｊｐｖ ＝ εｐｖσＴ４

ｐｖ ＋ １ － εｐｖ( ) εｍσＴ４
ｍｂＸｐｖ－ｍ (１６)

下封头壁面的净辐射热流则根据有效辐射和壁面温度计算为ꎬ

ｑｒꎬｐｖ ＝
εｐｖ

１ － εｐｖ
σＴ ４

ｐｖ － Ｊｐｖ( ) (１７)

１.６　 下封头外表面的对流冷却[１５]

下封头外表面与堆腔中冷却剂的对流换热采用球形物体表面的自然对流传热关系式计算ꎮ

Ｎｕ ＝ ２ ＋ ０.５８９ ＧｒＰｒ( ) １ / ４

１ ＋ ０.４６９ / Ｐｒ( ) ９ / １６[ ] ４ / ９ ꎬ Ｇｒ ＝
ｇβｖ Ｔｐｖꎬｏｕｔ － Ｔｆ( ) Ｄｐｖ

３

ν２ ꎬ ＧｒＰｒ ≤ １０１１ (１８)

１.７　 下封头壁面计算域的动边界模型和热流壁温耦合算法

忽略下封头壁面材料熔融相变的潜热ꎬ根据壁面导热计算的瞬态节点温度ꎬ对于温度超过壁面材

料熔点的节点即视为熔融ꎮ 为体现下封头壁面的熔融厚度ꎬ将某时刻熔融后的节点温度设为一个远

超过其熔点的数值ꎬ计算新时刻下封头壁面温度时将节点温度不超过材料熔点的区域定为计算域ꎮ
如图 ４ 所示ꎬ２００ ｓ 时下封头壁面局部的计算域是完整厚度ꎬ在 ２ ０００ ｓ 时红色区域的节点熔融ꎬ剩下形

状不规则的未熔融计算域ꎮ

图 ４　 下封头壁面局部熔融前(τ＝ ２００ ｓ)

　 　
图 ５　 下封头壁面局部熔融后(τ＝ ２ ０００ ｓ)

在下封头壁温求解过程中ꎬ壁面温度与内外壁面的热流相互影响ꎬ需要耦合求解ꎬ本文采用壁温

与热流的修正计算加以解决ꎮ 对任一新时刻 τｎ＋１ ꎬ首先假定壁温等于前一时刻温度 Ｔｎ
ｐｖ ꎬ求解下封头

壁面内外的对流和辐射热流 ｑ ꎻ然后以热流 ｑ 为边界条件求解下封头壁面导热方程得到 Ｔ
~

ｐｖ ꎻ再以 Ｔ
~

ｐｖ

修正计算壁面的对流和辐射热流 ｑｎ＋１ ꎻ最后以热流 ｑｎ＋１ 为边界条件再次求解下封头壁面导热方程得

１８４



到新时刻壁温 Ｔｎ＋１
ｐｖ ꎮ

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本文以某百万千瓦压水堆为例ꎬ计算了该反应堆在堆芯整体熔融坍塌以后下封头壁面的传热与

烧蚀ꎮ 该反应堆堆芯熔融物中ꎬ铀氧化物的体积为 ８.９ ｍ３ꎬ金属熔融物体积为 １４ ｍ３ꎻ下封头半径为

２ ｍꎬ铀氧化物熔池的体积热功率为 １.４×１０６ Ｗ / ｍ３ꎬ并假定在计算过程中不变ꎻ下封头壁面材料熔点

为 １ ６００ Ｋꎻ总计算时间为 ５ ０００ ｓꎮ
经本文计算氧化铀熔池的上冷凝壳层厚度为 ０.０１ ｍꎬ侧冷凝壳层厚度随极角的分布见图 ６ 所示ꎮ

图中可见侧冷凝壳层厚度随极角增大而变薄ꎬ下封头底部冷凝壳层最厚ꎬ约为 ０.１２ ｍꎬ在接近氧化铀

熔池顶部冷凝壳层最薄ꎬ约为 ０.０１ ｍꎬ与上冷凝壳层厚度接近ꎮ 这是因为氧化铀熔池对下封头底部的

对流换热强度最小ꎬ对侧面的对流换热强度较大ꎬ熔池的对流换热强度越小ꎬ则冷凝壳层越厚ꎮ
计算了熔池加热作用下ꎬ下封头壁面熔融后的最小厚度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７ 所示ꎮ 堆芯整体熔

融坍塌后 ２００ ｓ 下封头壁面开始熔融ꎬ在此后直至 ２ ５００ ｓ 熔融层厚度一直呈线性增加ꎬ因此壁面的最

薄厚度呈直线下降ꎬ２ ５００ ｓ 时壁面最薄厚度达到最小值ꎬ为 ０.０４ ｍꎬ其后最薄厚度不再变化ꎬ但熔融区

域进一步扩大ꎮ

图 ６　 侧冷凝壳层的厚度　 　 　 　 　 　 　 　 图 ７　 下封头壁面的最薄厚度

下封头壁面受熔池对流和辐射加热ꎬ壁面熔融质量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８ 所示ꎬ图中 ２００ ｓ 时下封

头壁面开始熔融ꎬ壁面熔融质量随计算时间持续增长ꎬ增长速率呈现先快后慢的趋势ꎬ在 ５ ０００ ｓ 时下

封头壁面熔融质量达到 ３ ０００ ｋｇꎮ
下封头壁面内外的热流密度受壁面温度影响因而随时间变化ꎬ图 ９ 和图 １０ 给出 ２ ０００ ｓ 时壁面内

外的热流密度ꎮ 图中ꎬ下封头内表面吸热ꎬ热流密度为正ꎬ外表面散热ꎬ热流密度为负ꎬ内表面的吸热

热流大于外表面的散热热流ꎻ从下封头底部往上在氧化铀熔池部分(θ ＝ ０~ ６５°)ꎬ随极角增大ꎬ内表面

热流密度和外表面热流密度都上升ꎬ在氧化物熔池和金属熔池的交界面处内外表面热流密度达到最

大ꎬ分别为 ７５０ ｋＷ / ｍ２和 ２５０ ｋＷ / ｍ２ꎻ在金属熔池部分(θ＝ ６０° ~１００°)ꎬ内表面热流密度迅速下降并维

持恒定为 ４００ ｋＷ / ｍ２ꎬ外表面热流则随 θ 增大持续下降ꎬ仅在金属熔池上表面处(θ ＝ ９０°)有一个小幅

增强ꎮ
所计算 ５ ０００ ｓ 时间范围内ꎬ一系列时刻下封头壁面的温度分布及 ５ ０００ ｓ 时的壁面熔融区形状如

图 １１ 所示ꎮ 图中ꎬ下封头内壁在熔池直接加热作用下首先开始升温ꎬ随后热量很快沿壁面厚度向下

封头外壁传递ꎬ引起壁面整体升温ꎻ壁面熔融最先在 ２００ ｓ 时从氧化铀熔池和金属熔池间的界面处发

生ꎬ之后熔融区沿壁面高度和厚度向纵深迅速发展ꎬ在 ２００ ~ ３ ０００ ｓ 熔融区迅速扩大ꎻ３ ０００ ｓ 以后熔

融区发展趋势减缓ꎬ因此 ４ ０００ ｓ 和 ５ ０００ ｓ 时下封头壁面熔融区形状和温度分布基本相同ꎬ熔融区沿

下封头内壁呈一片柳叶形状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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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下封头壁面的熔融质量　 　 　 　 　 　 　 　 图 ９　 下封头壁面内侧的热流(τ＝ ２ ０００ ｓ)

图 １０　 下封头壁面外侧的热流(τ＝ ２ ０００ ｓ)

３　 结论

为研究压水堆 ＩＶＲ－ＥＲＶＣ 在严重事故后ꎬ压力容器下封头受到内部堆芯熔融物加热和外部堆腔

水池冷却作用下的壁面升温和熔融过程ꎬ建立壁面内外耦合换热的二维导热分析模型ꎬ采用热流与温

度的修正算法计算壁面温度和材料熔融ꎬ研究发现:
在堆芯熔融物中铀氧化物的体积为 ８.９ ｍ３ꎬ金属熔融物体积为 １４ ｍ３条件下ꎬ堆芯熔融坍塌后

５ ０００ ｓ时下封头壁面的熔融质量为 ３ ０００ ｋｇꎬ体积为 ０.４２７ ｍ３ꎻ氧化铀熔池上冷凝壳层厚度为 ０.０１ ｍꎬ
侧冷凝壳层厚度随极角增大而变薄ꎬ下封头底部冷凝壳层最厚为 ０.１２ ｍꎬ在氧化铀熔池顶部冷凝壳层

最薄为 ０.０１ ｍꎻ堆芯熔融坍塌后 ２００ ｓ 下封头壁面开始熔融ꎬ此后直至 ２ ５００ ｓ 壁面的最薄厚度直线下

降ꎬ２ ５００ ｓ 时达到最小为 ０.０４ ｍꎬ其后最薄厚度不再变化ꎬ但熔融区域进一步扩大ꎻ下封头壁面熔融质

量随计算时间持续增长ꎬ增长速率呈现先快后慢的特征ꎮ
下封头内表面的吸热热流大于外表面的散热热流ꎬ在氧化铀熔池部分随极角增大ꎬ内、外表面热

流密度都上升ꎬ在两层熔池界面处内外表面热流密度达到最大ꎬ分别为 ７５０ ｋＷ / ｍ２和 ２５０ ｋＷ / ｍ２ꎻ在
金属熔池部分内表面热流迅速下降并维持恒定为 ４００ ｋＷ / ｍ２ꎬ外表面热流随极角增大持续下降ꎮ

下封头壁面熔融最先在堆芯熔融坍塌后 ２００ ｓ 时从氧化铀熔池和金属熔池间的界面处发生ꎬ之后

熔融区沿壁面高度和厚度向纵深迅速发展ꎬ在 ２００~３ ０００ ｓ 熔融区迅速扩大ꎻ３ ０００ ｓ 以后熔融区发展

趋势减缓ꎬ因此 ４ ０００ ｓ 和 ５ ０００ ｓ 时下封头壁面熔融区形状和温度分布基本相同ꎬ熔融区沿下封头内

壁呈一片柳叶形状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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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５ ０００ ｓ 范围内系列时刻的下封头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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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ｍｂ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２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ｈｅａｄ ｗ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ｃｏｒｅ ｐｏｏ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ｍｅ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ＰＶ ｂｏｔｔｏｍ 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ｏｌ ｈａｄ 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２２.９ｍ３ꎬ 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３.
２４ｍ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ｍｅｌｔｅｄ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ｏｘｉｄｅ ｗａｓ ８.９ｍ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ｍｅｌｔ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ꎬ ＲＰＶ 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ｌ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４ｍ３ꎻ (２)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ｔｈｉｎ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ｓｈｅｌ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ｏｘｉｄ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ꎬ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ｈｅａｄ ｗ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ｓｈｅｌｌ ｗａｓ ０.０１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ｅｎｓｉｎｇ ｓｈｅ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ｉｎ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ｏｌａｒ ａｎｇｌ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ｓｈｅ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ｗａｓ ０. ０１ｍꎬ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ｅ ｓｈｅ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ｌａｙｅｒ ｗａｓ ０.１２ｍꎻ (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ｍｅｌ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ＲＰＶ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ｏｌ ｒａｉ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ｔ ２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ｗａ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ｄｏｗｎ ｕｎｔｉｌ ２５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ｏｆ ０.０４ｍ.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ｎｅｓ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４)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ｈｅａｄ ｏｆ ＲＰＶ ｗ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ｌｔｅｎ ｚｏｎ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ｈａ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０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５０００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ｔｈｅ ｍｏｌｔｅｎ ｚｏｎ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ｗ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ｌａｎｃｅｔ
ｓｈａ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５)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ｗ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ｈｅａｄ ｈａｄ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ｉｃ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ｘｏｔｈｅｒｍｉｃ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 ａｔ ７５０ｋＷ / ｍ２ ａｎｄ ２５０ｋＷ / ｍ２.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ｌｔｅｎ ｍｅｔａｌ
ｐｏｏｌ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ｔ ４００ｋＷ / ｍ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ａｔ ｆｌｏｗ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ａｎｇ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ＰＶ ｂｏｔｔｏｍ ｈｅａｄꎻ ｃｏｒ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ꎻ ｗａｌｌ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ꎻ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ꎻ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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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棒事故下反应堆堆外探测器响应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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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飞飞(１９９２.０３—)ꎬ男ꎬ硕士研究生ꎬ现主要从事核反应堆安全分析研究工作

摘要:在核电站反应堆落棒事故工况下ꎬ通过反应堆堆外功率量程探测器监测堆内热中子注量率的变化ꎬ并根据探测

器响应判断是否产生停堆信号ꎮ 本文选取不同权重分配方案ꎬ使用 ｒｅｌａｐ５－３Ｄ 程序对探测器响应进行模拟ꎬ通过对比

两种模拟方案计算结果ꎬ选取合适的模拟方案ꎮ
关键词:功率量程ꎻｒｅｌａｐ５－３Ｄꎻ落棒

当满功率运行的反应堆发生落棒事故时ꎬ一束或者多束控制棒失控落入堆芯ꎬ从而引入负反应

性ꎬ功率量程测量通道探测器监测到中子通量的降低ꎬ产生“中子注量率减少过快紧急停堆信号”(阈
值为－５％满功率 / ２ ｓ) [ １]ꎬ该种类探测器围绕堆芯分布在堆外四个象限内ꎬ当四个探测器中三个及以

上的探测器输出信号好过预先设定的阈值ꎬ反应堆实行紧急停堆ꎮ 本文使用 ｒｅｌａｐ５－３Ｄ 程序对反应堆

中功率量程测量通道的探测器响应进行模拟ꎬ对反应堆中对该探测器产生影响的燃料组件采用不同

权重分配方案ꎬ对比两种方案的模拟计算结果ꎬ选取合适模拟方案ꎮ

１　 探测器原理及停堆逻辑

功率量程测量通道是硼衬基非补偿电离室ꎬ当中子打入容器内与硼发生反应产生锂离子和 α 粒

子使得容器内的混合气体产生正负离子对ꎬ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运动ꎬ形成电脉冲ꎬ在 ｒｅｌａｐ５－３Ｄ 程序

中对该过程使用比例滞后环节传递函数进行模拟ꎬ将输入信号经过传递函数变换之后得出输出信号ꎬ
对比信号与中子注量率减少过快紧急停堆信号阈值判断该探测器是否触发ꎮ 将单一故障准则应用于

一列负中子注量率减少过快信号系统上ꎬ停堆保护系统采用 ２ / ４ 逻辑ꎬ假设单一故障ꎬ当第三个高负

信号超过阈值便触发停堆ꎬ反之ꎬ则不会触发停堆ꎮ 在对探测器模拟过程中ꎬ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ꎬ将
阈值认为是－７％ＦＰ / ２ ｓꎬ即 ２ ｓ 内变化满功率的 ７％ꎮ

２　 探测器位置及权重初分布

每个功率量程探测器有六个灵敏段ꎬ均匀分布在探测器井的竖直方向上ꎬ因此轴向位置差异对探

测器计数的影响忽略ꎮ 探测器井与堆芯相对位置如图 １ꎮ
参考文献[２]ꎬ文中根据中子输运理论ꎬ可以用堆外探测器响应函数描述堆芯各点产生的裂变中

子对堆外探测器读书的贡献率ꎬ堆外探测器读数可表示为:
Ｒ＝ ∫ ｖＰ ( ｒ)ｗ( ｒ)ｄｒ

式中:Ｒ 为堆芯外探测器读数ꎬＰ( ｒ)为堆芯活性区域体积 Ｖ 内的裂变功率ꎻｗ( ｒ)为探测器空间响应函数ꎮ
采用共轭输运法对空间探测器 ｗ 进行求解ꎬ通过一次计算得出全堆芯内分布对探测器的响应函

数ꎬ其中离探测器最近的几组燃料组件对探测器读数的贡献率可达 ９０％以上[３－７]ꎮ 堆芯内层组件所产

生的热中子在穿过堆芯外层组件时ꎬ经过外层组件吸收ꎬ热中子对堆外探测器读数贡献相当弱ꎮ 因此

忽略内层热中子贡献ꎬ影响第二象限探测器读数组件如图 ２ 分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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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功率量程探测器通道与堆芯相对位置图

图 ２　 堆芯控制棒位置及带权组件位置图

２.１　 初步计算结果

当 Ａ１ 棒束落入堆芯ꎬ探测器输入输出信号对比如图 ３ꎬ输入信号经过一个比例滞后环节传递函

数变换之后ꎬ产生一定的衰减、滞后ꎮ 两束棒组合中只有 Ａ１＋Ａ２ 类以及 Ｓ１＋Ｓ２ 类不引起停堆ꎮ Ａ１＋
Ａ２ 落棒组合四象限内探测器输出信号如图 ４ꎬＡ１＋Ａ４ 落棒组合探测器输出信号如图 ５ꎬＳ１＋Ｓ２ 落棒组

合探测器响应如图 ６ꎮ Ａ１ 与 Ａ２ 棒对称分布ꎬ因此ꎬ第一象限与第二象限内探测器输出信号相同ꎬ第
三、第四象限内探测器输出信号相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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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探测器输入输出信号对比图

图 ４　 Ａ１＋Ａ２ 落棒组合探测器输出图

图 ５　 Ａ１＋Ａ４ 落棒组合探测器输出图

３　 响应权重重新分布及结果

考虑全堆芯组件对探测器读数作用ꎬ尤其当堆芯内层组件中有控制棒失控落入堆芯时ꎬ忽略内层

组件影响可能会造成很大误差ꎬ因此权重重新分布时需要考虑内层组件影响ꎮ 两类模拟方案计算结

果对比图 ７、图 ８ 所示ꎮ 其中第一类探测器响应模拟为不考虑堆芯内部权重较小的组件对探测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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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Ｓ１＋Ｓ２ 落棒组合探测器输出图

的贡献ꎬ第二类探测器响应模拟为考虑全堆芯权重ꎮ

图 ７　 Ａ１＋Ａ４ 落棒组合第二象限两类探测器输出对比图

图 ８　 Ｂ１＋Ｂ２ 落棒组合第二象限两类探测器输出对比图

考虑全堆芯组件影响响应模拟输出结果略大于只考虑部分组件影响的输出结果ꎬ然而ꎬ通过针对

两束所有组合进行计算ꎬ图 ７、图 ８ 分别为两类极端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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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由计算得出的数据可知第一类探测器的输出函数比第二类探测器输出函数变化幅度减小 ３％左

右ꎬ两类探测器响应模拟方案计算结果差别不大ꎬ同时只考虑部分组件(第二类探测器响应模拟方案)
的响应模拟与考虑全堆芯的模拟相比最终得出的触发停堆组合没有变化ꎬ同时简化了计算过程ꎮ 将

权重分布简化后的第一类模拟方案可以代替第二类模拟方案ꎮ 因此ꎬ可选用第一类方案对落棒事故

下的探测器响应进行模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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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参考美国核管会的异常事件判定程序及检查手册ꎬ针对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管理ꎬ展开异常事件分

级管理方法研究ꎮ 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主要技术要素包括性能缺陷及极低风险的判定、定性及定

量分析、分级准则及管理行动制定ꎮ 本文选择一个典型异常事件进行风险重要度确定分析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功率工况ꎻ异常事件ꎻ风险评价ꎻ重要度分级

近年来ꎬ我国核能需求大幅增长ꎬ核电装机容量迅速增加ꎮ 按照我国能源发展规划ꎬ２０２０ 年核电

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例达到 ４％以上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ꎬ我国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机组共 ３０
台ꎬ处在调试期 １ 台ꎬ商运总装机容量 ２８６０ 万千瓦ꎬ调试总装机容量 １０９ 万千瓦ꎮ 高效的多基地核电

厂安全管理是国家、集团核安全监管部门今后几年共同关注的焦点ꎮ 如何科学、高效、定量地评估核

电厂甚至全行业的安全状态ꎬ并通过实施有效的改进措施ꎬ提高核安全水平ꎬ是安全管理的核心ꎮ
通常ꎬ核电厂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异常事件ꎮ 图 １ 给出了一座典型核电厂一年中发生的事件次数

及其分类情况[１]ꎮ 对于运行核电厂数量多的国家(例如ꎬ美国 １０４ 座反应堆ꎬ法国 ５８ 座反应堆)ꎬ要从

如此众多的事件中ꎬ确定其中对电厂核安全水平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进一步深入评价与分析则变

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ꎮ

图 １　 典型核电厂事件按影响分布比例

运行核电厂所发生的涉及核安全相关的事项有轻重缓急之分ꎬ如果不进行分级分类管理ꎬ会加重

核电厂和监管当局双方的负担ꎬ让人疲于奔命ꎬ分散双方的注意力ꎬ浪费有限的宝贵资源ꎬ从而引发各

种问题———风险重要度高的事项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ꎬ风险重要度低的事项过度关注ꎬ最终影响到核

电厂的总体安全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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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１０ 多年来ꎬ随着概率安全评价(ＰＳ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ꎬ国际上发展了一种风险指引型(Ｒｉｓｋ－
ｉｎｆｏｒｍｅｄ)的事件分析方法ꎮ 这种分析方法是在传统的事件分析方法的基础上ꎬ综合考虑概率安全评价

(ＰＳＡ)的风险分析结果ꎬ从而对事件进行全面的、定性定量的分析ꎮ 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对核电厂发生的

事件从安全重要度的方面进行定性定量评估ꎬ对异常事件进行筛选和评价ꎬ给出其风险重要性ꎬ并对各类

异常事件进行分级管理ꎬ有助于解决目前安全监管和运营者所面临的问题ꎬ进一步优化核安全的监管方

式和提高监管效率ꎮ 从而加强安全决策的有效性ꎬ更有效地利用监管资源和减轻核电厂不必要的负担ꎬ
改进核电厂运行、维修的灵活性ꎬ提高核电厂的安全水平ꎮ

１　 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

为了使得事件分析更加完善、事件定级更加科学合理、确保风险重要度高的事项得到应有的关

注ꎮ 本文在研究传统事件分析方法和国内外风险指引型事件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２ ]ꎬ设计了适用于国

内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的分析方法ꎮ
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在传统事件分析方法的基础上ꎬ综合考虑 ＰＳＡ 的风险分

析结果ꎬ从安全重要度的角度对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进行筛选、定性分析、定量评价ꎬ进而对异常

事件分级ꎬ从而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ꎮ
根据异常事件的严重程度共分为四类事件ꎬ分别为 Ａ、Ｂ、Ｃ、Ｄ 类ꎻ同时根据 ＮＲＣ 异常事件重要度

分级原则[ ３ ]ꎬ并结合异常事件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结果对 Ａ、Ｂ 类事件划分为“绿、白、黄、红”四个

等级ꎬ具体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流程见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

１.１　 异常事件性能缺陷确定

在进行分析之前ꎬ要确定该异常事件是否存在性能缺陷ꎮ 通过此项筛选工作ꎬ可以将大量的异常

事件划分为 Ｄ 类事件ꎬ该类事件可以认为是一般缺陷或未遂事件ꎬ不会对电厂的运行或安全造成影

响ꎮ 同时ꎬ该项筛选工作也是后续进一步评价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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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进行异常事件性能缺陷的确定ꎬ采用如下准则[ ４ ]:
１)异常事件的发生是否是因为核电厂未能遵守某项技术要求或标准所导致的? (例如技术规范、

许可证申请条件等)ꎮ
２)核电厂是否能够预见异常事件发生的原因并进行纠正? 是否本应该避免?
如果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ꎬ那么异常事件是一个性能缺陷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性能缺陷不

是降级条件ꎬ只是降级条件最直接的原因ꎮ 为了确定原因ꎬ不需要完成一份严格的根本原因分析ꎬ相
反可以在初步分析中给出的合理评价和判断的基础上完成初步原因分析ꎮ

１.２　 风险极低异常事件确定

在性能缺陷确定分析后ꎬ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否为风险极低事件ꎬ以便使得安全重要度高的异常事

件能够得到更好的关注ꎮ 通过此步骤的筛选分析ꎬ可以将与电厂安全相关、并对电厂运行或安全产生

轻微后果的异常事件筛选为 Ｃ 类事件ꎬ该类事件也不需要进一步分析ꎬ但需要对其采取相关的纠正行

动进行缺陷消除ꎬ避免发生重大安全异常事件ꎮ
采用如下的判断准则来确定异常事件是否为风险极低异常事件:
１)该性能缺陷是否可以视为某始发事件的先兆事件?
２)如果不进行处理ꎬ该性能缺陷是否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安全问题?
３)该性能缺陷是否与某个性能指标有关ꎬ并将导致其超出阈值?
４)该性能缺陷是否涉及安全基石的某个属性ꎬ并影响相应的基础目标?
①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判定涉及三个安全基石ꎬ分别为始发事件、缓解系统、屏障完整性ꎻ
②各基石的目标和涉及属性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各基石的目标和属性

基石 目标 属性

始发事件
控制那些在停堆和运行工况下影响电厂的稳定性和影响关键安全功能的

事件的发生频率

缓解系统
确保事故发生期间缓解系统的可用性、可靠性和缓解能力ꎬ防止堆芯损伤

的不良后果

屏障完整性
对反应堆实体屏障(燃料包壳、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和安全壳)的完整性提

供有效的保障ꎬ以保护公众免受事故引起的辐射伤害

设计控制、防止外部

因素、组态控制、设
备性能、程序质量

如果以上 ４ 个问题的回答是“否”ꎬ则判定该异常事件的风险重要度极低ꎬ不需要进一步分析ꎬ否
则需要进入定性分析阶段ꎮ

１.３　 异常事件定性分析

通过前两步骤的筛选后确定影响核电厂运行和安全的异常事件ꎬ需要对其进行定性分析ꎬ该步骤

主要是对发异常事件的特征描述和初步筛选ꎬ以辨别所发现的异常事件的重要属性ꎬ并进行初步筛

选ꎬ以识别出具有低风险重要度的异常事件ꎮ 对于被定性筛选为“绿色”异常事件ꎬ可分为 Ｂ 类ꎬ不需

要进一步定量分析ꎬ但需要核电厂制定纠正行动计划进行处理ꎬ并且确保优先级比 Ｃ 类高ꎮ
异常事件的定性分析逻辑[３]主要由四个工作表组成ꎬ异常事件的定性分析流程如图 ３ 所示ꎬ由四

个步骤组成:
１)汇总安全相关异常事件的来源、影响ꎻ
２)通过简单的逻辑构成ꎬ判断安全相关异常事件对始发事件、缓解系统和屏障完整性的影响ꎻ
３)根据第二步判断确定的安全基石ꎬ选择始发事件分析表、缓解系统分析表或屏障完整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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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详细的定性分析ꎬ以判断核安全相关异常事件是否需要进行定量分析ꎮ
在执行完以上三个工作表后ꎬ就会得出所确定的异常事件是否需要进一步定量评价ꎬ以确定其重

要性等级ꎮ

图 ３　 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定性分析实施流程

１.４　 异常事件定量分析

本步骤的分析对象为定性分析中确定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的异常事件ꎬ其目的是为了通过采用

ＰＳＡ 概率分析方法对异常事件进行详细分析来确定异常事件对堆芯安全的潜在影响ꎮ
堆芯损坏频率(ＣＤＦ)是一级 ＰＳＡ 最主要的评价结果ꎬ是表征核电机组风险高低最常用的度量指

标ꎮ 异常事件分级的依据就是由该异常事件引起的 ＣＤＦ 的变化量(ΔＣＤＦ)ꎮ
ΔＣＤＦ＝(ＣＤＦ１－ＣＤＦ０)×ｆ (１)

式中:ＣＤＦ０ 表示机组的基准风险ꎻ ＣＤＦ１ 表示该异常事件存在时机组的即时风险ꎻｆ 表示该事件缺陷存

在时间占一年(１２ 个月)的份额ꎮ
由公式(１)可以看出ꎬ评价异常事件对堆芯安全的潜在影响ꎬ需要考虑缺陷存在的时间及引起堆

芯损坏频率增量ꎮ 下面对暴露时间的确定和定量分析两个关键要素进行详细描述ꎮ
１.４.１　 暴露时间确定

暴露时间[ ５ ]是指被评价的构筑物、系统或设备(ＳＳＣ)失效或降级的已知合理存在的持续时间ꎮ
根据 ＳＳＣ 失效原因及失效模式ꎬ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情况来确定:

(１)备用失效的暴露时间确定

暴露时间＝ ｔ＋修复时间 (２)
本暴露时间判定方法适用于因上次运行或试验期间造成本次备用设备、定期运行设备失效ꎬ且失

效机理在备用期间不起作用的情况ꎮ
比如:
•上一次试验或运行后在设备被认为即将不可用时发生的人因失效ꎻ
•更换设备存在缺陷ꎬ但通过了再鉴定试验ꎻ
•上次系统运行时导致设备出现损伤(如水锤)ꎬ下一次运行才能暴露出来ꎻ
•泵吸入口堵塞的情况(认为最有可能是上次成功运行时将堵塞物吸进吸入口)ꎮ

暴露时间＝ ｔ / ２＋修复时间 (３)
自上一次设备投运之后可能发生的任何失效(例如由于失效机理本身特性无法判定实际失效时

间)ꎬ暴露时间(Ｔ)等于自上一次设备成功投运到现在的时间的一半( ｔ / ２)与修复时间之和ꎬ且失效机

理在设备备用期间会产生渐进的影响ꎮ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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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力证据证明失效的原因与最后一次成功投运相关ꎻ
•失效机理在名义上是由环境条件所造成的(例如腐蚀、凝液罐浮顶隔膜降级)ꎮ
(２)运行失效的暴露时间确定

本暴露时间确定方法适用于失效机理只在运行期间起作用的备用或定期运行设备失效(例如运

行时设备降级导致失效ꎬ并假设与运行时间呈线性比例关系)ꎮ 在此种情况下ꎬ根据设备需要在概率

风险评价任务时间内保持运行(例如 ２４ ｈ)来确定暴露时间ꎬ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暴露时间确定原则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４ 小时

情况始发
出现运行失效

－－－－暴露时间(根据 ２４ 小时 ＰＳＡ 任务时间)－－－－－－

比如:在定期试验中ꎬ某设备在 ９ 月 ３０ 日发生失效ꎬ其累计运行时间为 ３６ ｈꎮ 失效机理开始时间

为 １ 月 １ 日ꎬ修复时间可以忽略ꎮ 根据失效之前 ２４ ｈ(ＰＳＡ 任务时间)的运行时间计算得出暴露时间

为 ６ 个月ꎮ
(３)持续运行设备失效暴露时间确定

对于持续运行设备的失效(如常运行 ＳＥＣ 泵)ꎬ暴露时间为 ＰＳＡ 任务时间(例如 ２４ 小时)ꎮ
１.４.２　 定量分析过程

异常事件风险定量分析主要是对异常事件的理解ꎬ将事件映射到 ＰＳＡ 逻辑结构上ꎬ通过对 ＰＳＡ
模型参数进行设置或逻辑修改来评价异常事件对核电机组堆芯安全的影响ꎮ 其主要分析流程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异常事件定量风险分析流程

１.５　 风险重要度等级确定准则

通过异常事件定量分析ꎬ可以得出异常事件的 ΔＣＤＦꎮ 为了简便了解异常事件的重要度ꎬ并实现

分级管理的目标ꎬ需要设定相应的风险重要度确定准则ꎮ 基于 ＲＧ１.１７４ 或 ＮＮＳＡ－０１４７ 的管理要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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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照 ＮＲＣ 中事件定级准则ꎬ制定异常事件风险重要度等级确定准则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异常事件风险重要度等级

颜色 风险大小程度(定量) 意义

绿色 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６ 表示安全性能完全满足相关安全基石的目标ꎬ电厂性能没有重大偏离

白色 １.０×１０－６<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５ 表示安全性能偏离期望的正常范围ꎬ安全裕量略有下降ꎬ但是满足安

全基石的目标

黄色 １.０×１０－５<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４ 表示安全性能下降明显ꎬ安全裕量有所下降ꎬ安全基石目标有所下降

红色 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４ 表示安全裕量大幅度降低ꎬ连续运行有可能将不能确保公众的健康与

安全

将定量分析得出的异常事件 ΔＣＤＦ 与重要度准则进行比较ꎬ就可以得出异常事件的风险重要度

等级ꎮ
根据 ΔＣＤＦ 的大小将异常事件划分为绿色、白色、黄色、红色四个等级ꎬ分别代表异常事件对电厂

安全的影响程度ꎮ 这四个等级可与电厂目前的事件分级相对应ꎬ绿色的事件为一般事件ꎬ白色的事件

为内部事件ꎬ黄色和红色的事件为运行事件ꎮ 实际上可以将红色的事件定义为重大的运行事件ꎮ 可

将风险重要度等级准则与电厂目前的事件等级做出初步的对应关系ꎬ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异常事件风险重要度等级与电厂对应事件分级

等级 风险大小程度(定量) 意义 现行等级

绿色 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６ 对安全只有轻微影响 一般事件

白色 １.０×１０－６<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５ 对安全有些影响 内部事件

黄色 １.０×１０－５<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４ 对安全有较大影响 运行事件

红色 ΔＣＤＦ≥１.０×１０－４ 对安全有不能接受的影响 (重大)运行事件

１.６　 分级管理行动制定

根据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 ６ ]ꎬ将异常事件分为 Ａ、Ｂ、Ｃ、Ｄ 类ꎬ同时根据异常事件安全重要度将

Ａ、Ｂ 类事件分为绿、白、黄、红四个重要度等级ꎮ
为了实现对异常事件的分级管理ꎬ根据事件的安全重要性制定相应的管理行动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５　 事件的安全重要性制定相应的管理行动

事件类别 重要度等级 现行等级 管理行动

Ａ 类

红色 重大运行事件
监管部门进行事件原因调查ꎬ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整

改ꎬ并制定长期的改进计划

黄色 运行事件
制定纠正行动并报监管部门备案ꎬ监管部门监督审

查纠正行动的有效性

白色 内部事件 制定纠正行动ꎬ并将纠正行动报监管部门备案

Ｂ 类 绿色 一般事件 维持电厂的例行管理

Ｃ 类 极低风险

Ｄ 类 无风险
无 需要进行年度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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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案例分析

２.１　 异常事件重要度分析

(１)事件描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２９ 日期间ꎬ对某核电厂进行检查发现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在应急柴油发电

机定期试验期间ꎬ柴油机成功启动运行 ３ 小时后跳闸ꎬ后续分析结果为励磁系统二极管老化(热作用)
导致励磁系统故障ꎬ并最终导致 Ｂ 列应急柴油发电机失效ꎮ

(２)事件调查

针对该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调查ꎬ具体过程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外部经验反馈显示应急柴油发电机的励磁系统的二极管的平均寿命为 １２ 年

左右ꎬ但电厂人员错误认为该结论不适用于该电厂的情况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在 Ｂ 列应急柴油发电机区域发现绝缘材料烧焦的味道ꎬ在配电柜附件有少量

烟出现ꎬ电厂认为柴油机可用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１３ 点 ２６ 分ꎬ在进行柴油机定期试验期间ꎬ发生跳闸故障ꎬ电厂宣布不可用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７ 点 １７ 分ꎬ再鉴定合格ꎬ电厂宣布可用ꎮ
经过初步分析ꎬ发现该事件的主要原因为电厂未建立励磁系统二极管预防性维修程序并有效调

整预防性维修活动ꎮ
(３)评价过程

ａ)筛选逻辑

•该事件导致 Ｂ 列应急柴油发电机失效ꎬ不满足定期试验监督要求ꎬ同时该事件本应该可以避免

发生ꎬ故该事件为一个性能缺陷事件ꎬ且该缺陷的原因为维修程序不足ꎮ
•该性能缺陷由于与“缓解系统”安全基石的属性项“设备性能”有关ꎬ并影响该基石的目标ꎬ故

为非风险极低事件ꎬ需要进一步定性分析ꎮ
ｂ)定性分析

根据缓解系统分析表可知ꎬ该性能缺陷导致 Ｂ 列应急柴油发电机真实丧失安全功能ꎬ且不可用时

间超过技术规范要求的后撤时间ꎬ需要进行定量分析ꎮ
ｃ)定量分析

•暴露时间

从根本原因分析可知ꎬ二极管老化故障是由于热退化导致ꎬ该失效机理仅在柴油机运行时才会影

响设备性能ꎬ备用期间不起作用ꎮ 根据暴露时间确定原则可知ꎬ从设备失效时追溯至设备累积运行满

２４ 小时的时间节点(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５ 日)再加上设备维修时间(３.１６ 天)ꎬ由图 ５ 可知ꎬ暴露时间为 ２４３
天＋３.１６ 天ꎮ

•定量分析过程

该事件缺陷为一台应急柴油机不可用ꎬ主要影响丧失厂外电始发事件(ＬＯＯＰ)ꎬ故主要在 ＬＯＯＰ
事件树中进行失效影响分析ꎮ 采用功率工况内部事件一级 ＰＳＡ 模型中 ＬＯＯＰ 事件树来评价应急柴油

机失效的影响ꎬ在模型中直接设置 Ｂ 列应急柴油机运行失效ꎬ计算得出 ＣＤＦ１ ＝ ８.７５×１０－６ /堆年ꎬ基
准 ＣＤＦ０ ＝ ４.００×１０－６ /堆年ꎬ根据 １.４ 节介绍的计算公式可知:

ΔＣＤＦ ＝(ＣＤＦ１－ＣＤＦ０)×ｆ (４)
＝ (８.７５×１０－６－４.００×１０－６)×(２４６.１６ / ３６５)
＝ ３.２０×１０－６>１.００×１０－６

根据 １.５ 节介绍的风险等级准则ꎬ该事件重要度为“白色”ꎬ应该定级为内部运行事件(ＩＯＥ)ꎬ需要

对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ꎬ制定有效的纠正行动ꎬ并将纠正行动方案报相关监管部门备案ꎮ
８９４



图 ５　 应急柴油机暴露时间

３　 结论

本文所研究的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件分级管理方法可以定性定量地对核电厂功率工况异常事

件进行风险评价ꎬ实现事件分级管理ꎬ方便电厂和监管部门加强对核安全重要度高的异常事件的关

注ꎬ同时可以有效对目前核电厂的事件分级管理制度进行有效的补充ꎬ确保风险重要度高的事件得到

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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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ＣＡＰ１４００ 为我国自行研发的装机容量为 １４０ 万 ｋＷ 的先进非能动三代核电机组ꎮ 本文介绍了事故后对公众的几种

照射方式ꎬ并以 ＭＡＣＣＳ 软件为基础ꎬ介绍了我国自行设计的 ＣＡＰ１４００ 核电站事故情况下气载流出物对周围公众早期的

健康效应影响ꎮ 这些结果为了解 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核电厂事故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环境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信息ꎮ
关键词:ＣＡＰ１４００ꎻ核电厂ꎻ事故ꎻ早期健康影响

ＣＡＰ１４００ 为我国自行研发的装机容量为 １４０ 万 ｋＷ 的先进非能动核电机组ꎬ属于第三代核电技

术ꎬ是在消化吸收我国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的基础上ꎬ通过再创新ꎬ形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

核电技术品牌ꎮ 尽管核电站有非常严密的预防措施ꎬ但是当发生超设计基准的地震、海啸等极端自然

灾害的情况时ꎬ包括初始事件叠加和失效叠加ꎬ还是会有可能发生堆芯熔化类的最严重事故ꎮ 如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日本福岛核电厂在地震叠加海啸的影响下造成了核电厂堆芯熔化ꎬ造成了大规模的放射性物

质释放和环境的放射性污染ꎮ 福岛核电厂的本次事故最终被评定为七级事故ꎬ造成了对自然环境、公
众健康和社会环境的广泛不利影响ꎮ

１　 核事故后果评价软件介绍

美国核管会(ＮＲＣ)曾就核电厂事故条件下的大气扩散发布过 ３ 个导则ꎬ其一为 ＲＧ１.３«评价沸水

堆失水事故潜在辐射后果时采用的假设»(ＵＳＮＲ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１.３ꎬ １９７４)ꎬ其二为导则 ＲＧ１.４«评
价压水堆失水事故潜在辐射后果时采用的假设»(ＵＳＮＲ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１.４ꎬ １９７４)ꎬ 其三为导则 ＲＧ１.１４５
«用于核电厂潜在事故后果评价的大气弥散模式»(ＵＳＮＲ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１.１４５ꎬ１９７９)ꎮ

这些导则的发布奠定了核电厂大气扩散模式的基础ꎬ提出了对法规模式研究的基本要求ꎬ在此基

础上ꎬ开发了一些高斯模式ꎬ计算长期评价的效应ꎬ但是随着模式研究的发展ꎬ已有很多新一代的模式

用于核事故情况下的计算模拟ꎮ 目前国际上评价核事故后果评价的软件较多ꎬ主要有 ＭＡＣＣＳ、
ＣＯＳＹＭＡ、ＳＰＥＥＤＹ、 ＧＥＮＩＩ、 ＲＯＤＯＳ 等ꎬ我国也有部分软件ꎬ 如 ＡＲＡＣ￣３、 ＴＷ￣ＮＡＯＣＡＳ、 ＲＡＤＣＯＮ、
ＣＲＯＤＯＳ 等ꎮ 本研究以 ＭＡＣＣＳ 为媒介进行计算ꎮ

ＭＡＣＣＳ[ １ ]由美国 Ｓａｎｄｉａ 国家实验室(ＳＮＬ)为 ＮＲＣ 开发的ꎬ是一个内容完整、开发较好的核事故

后果评价程序ꎬ它包括一系列数学模型ꎬ描述了放射性物质从安全壳的释放ꎬ这些物质在核电厂下风

向的扩散ꎬ放射性物质的地面沉积ꎬ以及空气和沉积物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２－５ ]ꎮ 该软件已被多国采

用ꎬ进行核事故早期健康效应ꎬ长期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的计算分析ꎬ本研究有利于更好的消化吸收、
应用该软件ꎬ为我国的核电审评和指导应急提供技术支持ꎮ 研究 ＭＡＣＣＳ 三个模块 ＡＴＭＯＳ、ＥＡＲＬＹ 和

ＣＨＲＯＮＣ 的特点ꎻ结合我国自主研发的 ＣＡＰ１４００ 机组ꎬ应用 ＭＡＣＣＳ 软件ꎬ根据源项数据ꎬ结合厂址数

据ꎬ通过模拟计算ꎬ进行核事故后果评价实例应用ꎮ 通过计算ꎬ可以确定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在环境中

的输运和扩散情况ꎬ对公众造成的放射性照射情况以及早期健康效应进行了解等ꎬ为核电厂安全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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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支持ꎮ

２　 ＡＴＭＯＳ 模块进行事故后大气弥散计算ꎮ

用 ＡＴＭＯＳ 进行事故后的大气计算ꎬ主要过程为指定气象条件、烟羽设置初值、计算释放过程中的

放射性衰变、确定烟羽是否抬升、计算烟羽到达时间、计算湿沉降后物质的量、计算烟羽扩散、计算输

运过程中的放射性衰变、计算浮力烟羽的抬升、计算不考虑沉降的大气弥散因子、计算干沉降后的物

质的量、计算干、湿沉积的物质总量、计算平均的空气及地面浓度、沉降产生的烟羽存量的减少、即使

更新沉降的粒径分布ꎮ
在本研究中ꎬ依据我国核电环境影响评价的分析ꎬ将重点分析事故后ꎬ利用 ＡＴＭＯＳ 对不同距离、

不同概率下大气弥散因子进行校核计算ꎮ 同时ꎬ大气弥散因子也是后续两个模块进行剂量计算的基

础ꎮ 利用 ＡＴＭＯＳ 计算大气弥散因子的缺点是不能根据各个方位给出计算值ꎮ

３　 用 ＥＡＲＬＹ 模块进行事故所致有效剂量计算

利用 ＥＡＲＬＹ 模块ꎬ可以进行计算高斯分布的直方近似、计算烟云照射修正因子、计算避迁区的剂

量(非隐蔽、非撤离)、计算隐蔽者和撤离者时的剂量、计算撤离者移动时的剂量、计算健康影响风险、
根据用户要求输出 ＥＡＲＬＹ 结果ꎮ

ＥＡＲＬＹ 模块按照早期和中长期两种过程考虑辐射的途径ꎮ 早期照射考虑五种途径ꎬ分别是:
•浸没于放射性烟云中所受的外照射(空气浸没外照射)ꎻ
•吸入放射性烟云中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照射(烟云吸入)ꎻ
•放射性物质沉积在地面上的照射(地面照射)ꎻ
•吸入再悬浮物质造成的照射(再悬浮吸入)ꎻ
•放射性物质沉积在皮肤上造成的皮肤剂量ꎮ
ＭＡＣＣＳ 程序将所有 １２８ 个代表性天气序列的剂量计算结果按照由小到大排列ꎬ再根据对应的发

生频率做出剂量累积分布ꎬ使用内插法ꎬ将剂量参考水平(此处指干预水平值)与获得的剂量累积分布

与剂量参考水平(此处指干预水平值)比较ꎬ即获得了最终的结果ꎬ即高于干预水平的概率ꎮ

３.１　 空气浸没外照射剂量

对于空气浸没外照射剂量ꎬ采用的计算使用如公式(１):

ＤＣｋ ＝ {∑
ｉ
ＡＣＣ

ｉ ＤＦＣ －ｉｋ}ＣＦＳＦＣ (１)

式中:ＤＣｋ为计算点处居民个人浸没于污染的半无限烟云中所致的有效剂量ꎬＳｖ / ａꎻＤＦＣ－ｉｋ为居民个人

浸没于污染的半无限烟云中放射性核素 ｉ 的有效剂量转换因子ꎬ(Ｓｖ / ｓ) / (Ｂｑ / ｍ３)ꎻＡＣＣ
ｉ 为地面空气中

核素 ｉ 的浓度ꎬＢｑｓ / ｍ３ꎻＣ 为偏离轴心因子ꎻＦ 为在空气中暴露因子ꎻＳＦＣ 为屏蔽因子ꎮ

３.２　 地面沉积外照射剂量

对于地面沉积外照射剂量ꎬ所采用的计算使用如公式(２):

ＤＧ１
ｋ ＝ ＧＤＲｋ( ｔ０)∫ｔ ２

ｔ１
( ｔ － ｔｅ) / ( ｔ０ － ｔｅ)ｄｔ (２)

式中:ＤＧ１
ｋ 为污染的地面对居民个人所致的有效剂量ꎬＳｖ / ａꎻ

ＧＤＲｋ( ｔ０)为地面沉积对器官的外照射剂量率(Ｓｖ / ｓ)ꎬ具体计算公式(３)为:
ＧＤＲｋ( ｔ０) ＝ {Σ

ｔ
ＧＣ ｉ( ｔ０)ＤＲＦＧ ｉｋ}ＪＳＦＣ (３)

式中:Σ ｉＧＣ ｉ( ｔ０) 为地面浓度ꎬＢｑ / ｍ２ꎻ
ＤＲＦＧ ｉｋ为沉积物中放射性核素 ｉ 的有效剂量转换因子ꎬ(Ｓｖ / ｓ) / (Ｂｑ / ｍ２)ꎻ
Ｊ 为偏离轴心因子ꎻ
ＳＦＣ 为屏蔽因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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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烟云吸入内照射剂量

对于吸入内照射剂量ꎬ所采用的计算使用如公式(４):
ＤＲｋ ＝ {Σ

ｉ
ＧＣ ｉＤＦＩｉｋ}ＢＲＪＦＳＦＩ (４)

式中:ＤＲｋ为居民个人吸入污染的空气所致的有效剂量ꎬＳｖꎻ
ＧＣ ｉ 为地表浓度ꎬＢｑ / ｍ２ꎻ
ＤＦＩｉｋ为居民个人吸入核素 ｉ 的有效剂量转换因子ꎬＳｖ / Ｂｑꎻ
ＢＲ 为居民个人的呼吸率ꎬｍ３ / ｈꎻ
Ｊ 为偏离轴心因子ꎻ
Ｆ 为在空气中暴露因子ꎻ
ＳＦＩ 为屏蔽因子ꎮ

３.４　 再悬浮吸入所受内照射

对于吸入再悬浮污染所造成的内照射剂量ꎬ所采用的计算使用如公式(５):
ＤＲｋ ＝ {Σ

ｉ
ＧＣ ｉＤＦＩｉｋ}ＢＲＪＲＦＳＦＩ (５)

式中:ＤＲｋ为居民个人吸入再悬浮污染的空气所致的有效剂量ꎬＳｖꎻ
ＧＣ ｉ 为地表浓度ꎬＢｑ / ｍ２ꎻ
ＤＦＩｉｋ为居民个人吸入核素 ｉ 的有效剂量转换因子ꎬＳｖ / Ｂｑꎻ
ＢＲ 为居民个人的呼吸率ꎬｍ３ / ｈꎻ
Ｊ 为偏离轴心因子ꎻ
ＲＦ 为在空气中暴露因子ꎻ
ＳＦＩ 为屏蔽因子ꎮ

３.５　 皮肤沉积所致外照射

对于皮肤沉积所致外照射ꎬ所采用的计算使用如公式(６):
ＤＳ ＝ {Σ

ｔ
ＡＣ ｉＶｄＤＦＩｉ}ＪＦＳＦＳ (６)

式中:ＤＳ 为居民个人由于皮肤接触污染物所致的有效剂量ꎬＳｖꎻ
ＡＣ ｉ 为地表空气浓度ꎬＢｑ / ｍ３ꎻ
Ｖｄ为污染物沉积到皮肤的速率ꎬ光滑表面为 ０.０１ ｍ / ｓꎻ
ＤＦＳｉ为居民个人核素 ｉ 在皮肤表面的有效剂量转换因子ꎬＳｖｍ２ / Ｂｑꎻ
Ｊ 为偏离轴心因子ꎻ
Ｆ 为再悬浮因子ꎬｓ / ｍꎻ
ＳＦＩ 为屏蔽因子ꎮ

４　 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电厂早期健康效应

早期健康效应是非随机效应ꎬ有阈值ꎮ 在发生严重事故后ꎬ通常只有直接受到放射性烟云和沉积

在地面的放射性物质的外照射ꎬ即接受了较大剂量的公众才会呈现早期效应ꎮ 早期效应的表现形式

分为两类:早期死亡和损伤ꎬ早期死亡包括以下几类:
造血系统(骨髓)受照引起的早期死亡ꎻ肺部受照引起的早期死亡ꎻ肠胃受照引起的早期死亡ꎮ
早期损伤包括:全身受照引起的腹泻和呕吐等躯体效应ꎻ肺部受照引起的肺炎ꎻ甲状腺受照引起

的甲状腺炎和甲状腺机能障碍ꎮ
此外ꎬ早期损伤还包括眼部受照后产生的白内障ꎬ头部受照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疾病以及皮肤受照

后引起的皮肤疾病等ꎮ
对于个人健康效应 Ｎｉ的计算公式(７)为:

Ｎｉ ＝ ｒｉｆｉ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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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 为受照居民人数ꎻ
ｆｉ 为对风险ꎻ
ｒｉ 敏感的人口份额ꎮ

对于早期健康效应模型ꎬ是根据 ＮＵＲＥＧ / ＣＲ４２１４ 报告ꎬ每一种早期效应的风险 ｒ 与危害函数 Ｈ
的关系为:

ｒ ＝ １ － ｅｘｐ( － Ｈ) (８)
式中ꎬＨ 为两个参数的 Ｗｅｉｂｕｌｌ 函数ꎬ形式为:

Ｈ ＝ ｌｎ２ｘβ

ｘ ＝ Ｄ
Ｄ５０

ꎬ　 Ｄ > Ｄ ｔｈ (９)

式中ꎬＤ 为某受照器官接受的平均剂量ꎬＤ５０为使受照居民中的二分之一呈现该种效应的剂量ꎬ称为中

值剂量ꎻＨ 为两个参数的 Ｗｅｉｂｕｌｌ 函数ꎬ形式为:β 为形状参数及 Ｄ５０为阈值剂量ꎮ
在相同剂量下ꎬ大剂量率比小剂量率辐照形式带来的危害大ꎮ 如式(１０)所示:

ｘ ＝ ∫－

ｎ

Ｒ
Ｄ５０(Ｒ)

ｄｔ (１０)

因此ꎬ某一距离段单位时间受照剂量的总和如式(１１)所示:

ｘ ＝ ∑
ｔ

Ｄｔ

Ｄ５０ꎬｔ
(１１)

式中ꎬＲ 为吸收剂量ꎬＤｔ是事故辐照后 ｔ 时间段内累积的辐照剂量ꎬＤ５０ꎬｔ是该时段内( ｔ 时间段内)的中

值剂量ꎮ
在核电厂发生向环境释放放射性物质的严重事故后ꎬ导致早期健康效应的辐射主要来自于早期

的放射性烟羽和地面沉积的放射性的外照射途径ꎮ 在计算这些照射途径的剂量时ꎬ本研究假设地面

照射将持续 ２４ ｈꎬ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ꎮ
表 １ 给出的是在发生事故下 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电厂石岛湾地区各种早期效应在 ０ ~ ８０ ｋｍ 范围内的

汇总情况ꎮ 由该表可知ꎬ早期皮肤红斑、甲状腺功能减退和呕吐发生概率比较高ꎬ平均概率分别是

２ ８４×１０３、１.９０×１０２ 和 ４.０８×１０１ꎬ５０％的概率是 １.７５×１０３、１.０８×１０２ 和 １.０８×１０２ꎮ

表 １　 早期损伤效应结果列表

平均 ５０％ ９０％ ９５％ ９９％ ９９.５％

总和 ２.９０×１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５ ４.１６ ４.８５

呕吐 ４.０８×１０１ １.０８×１０２ ９.５６×１０１ ２.８０×１０２ ３.９４×１０２ ４.４６×１０２

腹泻 １.６７×１０１ ０.００ ４.２５×１０１ １.３３×１０２ ２.２６×１０２ ２.４７×１０２

肺炎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甲状腺炎 ５.２４ ０.００ １.５４×１０１ ３.９５×１０１ ６.０９×１０１ ６.７９×１０１

甲状腺功能减退 １.９０×１０２ １.０８×１０２ ４.９１×１０２ ７.２２×１０２ ８.９１×１０２ ９.７６×１０２

皮肤红斑 ２.８４×１０３ １.７５×１０３ ６.４６×１０３ １.０３×１０４ １.４１×１０４ １.６１×１０４

人均所受剂量超过 １ Ｓｖ 的平均概率为 ７.１６×１０２ꎬ５０％ 的概率为 ４.８８×１０２ꎻ人均所受剂量大于 ０.０５
Ｓｖ 的平均概率为 ９.０４×１０３ꎬ５０％ 的概率为 ４.２４×１０３ꎻ人均所受剂量大于 ０.０１ Ｓｖ 的平均概率为 ３.５８×
１０４ꎬ５０％ 的概率为 ２.８９×１０４ꎮ 由此可见ꎬ随着所受剂量的降低ꎬ发生的概率越大ꎮ

根据 ＭＡＣＣＳ 的结果可知ꎬ早期致死率的平均距离为 ０.２４９ ｋｍꎮ 对于距离释放点不同位置ꎬ早期

致死率的总和如表 ２ 所示ꎮ 随着距离的增大ꎬ致死率发生的概率逐渐降低ꎮ 由表 ３ 可知ꎬ超过 ２.５ ｋｍ
后ꎬ致死概率基本为 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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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距离段致死总和汇总表

序号 距离 / ｋｍ 平均 ５０％ ９０％ ９５％ ９９％ ９９.５％

１ ０~０.５ １.０９×１０－３ ０.００ ２.２５×１０－３ １.０７×１０－２ １.６０×１０－２ １.９１×１０－２

２ ０.５~１.５ ４.０４×１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１２×１０－４ ６.１４×１０－４ ６.６４×１０－４

３ １.５~２.５ １.５６×１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４ ２.５~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４.０~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根据 ＩＣＲＰ ６０ ＥＤꎬ０~２５ ｋｍ、０~５５ ｋｍ、０~７５ ｋｍ 的集体剂量如表 ３ 所示ꎮ 由该表可知ꎬ集体剂量

在三个距离段的差异不大ꎬ基本保持在同一个数量级ꎮ 集体剂量早期致死率在 ０~７.５ ｋｍ 的平均概率

为 ５.７×１０－６ꎮ

表 ３　 不同距离段集体剂量汇总表 Ｓｖ

序号 距离 / ｋｍ 平均 ５０％ ９０％ ９５％ ９９％ ９９.５０％

１ ０~２５.０ ３.８１×１０３ ３.０２×１０３ ９.０２×１０３ １.０９×１０４ １.４５×１０４ １.６４×１０４

２ ０~５５.０ ４.１４×１０３ ３.１３×１０３ １.００×１０４ １.１３×１０４ １.４８×１０４ １.６６×１０４

３ ０~７５.０ ４.２８×１０３ ３.１８×１０３ １.００×１０４ １.１３×１０４ １.４８×１０４ １.６６×１０４

根据 ＩＣＲＰ６０ ＥＤꎬ表 ４ 列出了不同距离段内的个人剂量的最大浓度ꎮ 随着距离的增大ꎬ平均概率

和 ５０％概率都是逐渐减小的ꎮ

表 ４　 不同距离段剂量峰值汇总表 Ｓｖ

序号 距离 / ｋｍ 平均 ５０％ ９０％ ９５％ ９９％ ９９.５０％

１ ０~０.５ ４.８６ ３.８８ ８.９９ １.０８×１０１ １.４７×１０１ １.６７×１０１

２ ０.５~１.５ ３.７２ ３.２１ ７.８７ １.０４×１０１ １.１９×１０１ １.２６×１０１

３ １.５~２.５ ２.１３ １.３８ ５.２６ ７.２３ — —

４ ２.５~４.０ １.２９ ８.５０×１０－１ ２.７６ ５.１０ — —

５ ４.０~７.５ ５.９１×１０－１ ３.７０×１０－１ １.６６ ２.１６ — —

６ ７.５~１５.０ １.９８×１０－１ １.１３×１０－１ ４.９２×１０－１ ６.５８×１０－１ — —

７ １５.０~２５.０ ６.４２×１０－２ ４.１２×１０－２ １.４４×１０－１ ２.１２×１０－１ — —

８ ２５.０~３５.０ ２.４５×１０－２ ２.０２×１０－２ ５.０６×１０－２ ６.６５×１０－２ ８.９９×１０－２ １.０３×１０－１

９ ３５.０~４５.０ １.３６×１０－２ １.０３×１０－２ ２.６３×１０－２ ３.３４×１０－２ — —

１０ ４５.０~５５.０ ８.６７×１０－３ ６.１７×１０－３ １.５５×１０－２ １.９１×１０－２ ３.３４×１０－２ ３.５３×１０－２

１１ ５５.０~６５.０ ５.５４×１０－３ ４.１３×１０－３ １.０９×１０－２ １.４３×１０－２ ２.２５×１０－２ ２.５０×１０－２

１２ ６５.０~７５.０ ３.５８×１０－３ ２.４６×１０－３ ７.６９×１０－３ ９.０５×１０－３ １.１６×１０－２ １.２６×１０－２

５　 结论

ＭＡＣＣＳ 是一个内容完整、开发较好的核事故后果评价程序ꎬ可视化 ＭＡＣＣＳ 软件使得数据输入直

观有序ꎬ也更加人性化ꎬ所有的参数都可由用户输入ꎬ便于进行敏感性分析和不确定性分析ꎮ 利用

ＭＡＣＣＳ 软件ꎬ在核安全审评过程中ꎬ可以确定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在环境中的输运和扩散情况ꎬ对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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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放射性照射情况等ꎬ为核电厂安全审评提供技术支持ꎬ同时也为指导核事故应急和治理提供指

导和方向ꎮ
ＭＡＣＣＳ 的 ＡＴＭＯＳ 模块ꎬ采用高斯烟羽模型计算大气扩散因子和地面沉积因子ꎬ考虑了包括建筑

物尾流、烟羽抬升、干 /湿沉降、放射性物质衰变和再悬浮等物理化学现象ꎬ其典型气象条件的采样方

法是将气象序列进行分组ꎬ然后根据风向、风速、稳定度和降雨发生的距离和强度分析每组的发生概

率ꎬ可以得到在某一个距离段内中心处单一核素的空气浓度、单一核素地面空气浓度、单一核素中心

处地表浓度ꎬ所有核素中心处地表浓度ꎬ地表大气弥散因子 Ｘ / Ｑꎬ烟团到达时间的平均值等所对应的

平均值、５０％、９０％、９５％和 ９９.５％概率值ꎬ以及最大峰值等ꎬ其结果为 ＥＡＲＬＹ 模块调用ꎮ
使用该 ＥＡＲＬＹ 模块ꎬ可校核核电厂址的应急计划区范围ꎮ ＣＡＰ１４００ 石岛湾示范工程的烟羽应急

计划区的内区(撤离区)为距各反应堆为中心半径 ５ ｋｍ 所包罗的范围ꎬ外区(掩蔽区)为各反应堆为

中心半径 １０ ｋｍ 所包罗的范围ꎮ
使用该 ＥＡＲＬＹ 模块ꎬ可以分析事故发生后早期所造成的各种损伤的概率、不同距离段的致死概

率、不同距离段的集体剂量以及峰值剂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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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突破 ＰＡＶＡＮ 程序在高频小静风厂址应用中的局限性ꎬ借鉴 ＰＡＶＡＮ 程序说明中推荐的方法ꎬ采用增加小风

风速分组的修正方式获得了适用于各种小静风频率的修正程序ꎬ且经优化后的 １４ 组风速分组比程序说明中推荐的 １２
组更优ꎮ 其中ꎬ在高频小静风厂址进行的 ２７ 次野外示踪试验表明修正程序所得结果具有合理的保守性ꎬ并可在受小

静风影响最显著的厂址近区显著提高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模拟精度ꎻ而对于小静风频率较低的正常扩散模拟ꎬ修正程

序针对小静风的优化效果依然存在ꎬ只是随着小静风频率的降低ꎬ优化的幅度减弱ꎬ但仍可获得与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同

样精确的结果ꎬ表明增加小风风速分组的修正方式并未破坏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理论体系ꎬ有效扩展了原始程序的适

用范围ꎮ
关键词:大气扩散ꎻ小风ꎻ风摆ꎻ高斯烟羽模式ꎻＰＡＶＡＮ

ＰＡＶＡＮ 程序是美国核管理委员会(ＮＲＣ)推出的首个基于概率论评价核设施放射性后果的大气

弥散程序ꎬ因该程序结合大量现场实验的研究成果[１]ꎬ较全面考虑了针对多种典型扩散条件的修正ꎬ
加之计算所需参数较少ꎬ所得结果相对保守[２]ꎬ一经推出就在国内外核设施放射性后果评价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３]ꎮ 但由于 ＰＡＶＡＮ 程序是针对美国核电厂址特征开发的ꎬ其首要特征是 Ｆ 稳定度小风

时(风速小于 １ ｍ / ｓ)的发生频率小于等于 ５％ꎬ程序以此作为不常发生且保守的大气扩散条件ꎬ取全

厂址的 ５％或各方位 ０.５％作为最终结果的不确定度[ ４ ]ꎻ而我国某些拟建核电厂址小静风频率普遍偏

高ꎬ比如有些厂址 Ｆ 稳定度的静风频率(风速小于 ０.５ ｍ / ｓ)已超过 １０％ꎬ加上小风甚至超过 ２０％ꎬ超出

了 ＰＡＶＡＮ 程序假定的小静风频率范围ꎬ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应用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会得出异常保守的

计算结果ꎮ 因此ꎬ为了使 ＰＡＶＡＮ 程序更加适用于我国高频小静风厂址的事故后果分析和评价ꎬ有必

要对 ＰＡＶＡＮ 程序进行合理的修正和优化ꎮ

１　 基于高斯模式的 ＰＡＶＡＮ 程序修正依据

ＮＲＣ 在标准审评大纲 ＳＲＰ ２.３.４ 中推荐采用的 ＰＡＶＡＮ 程序是以直线高斯烟羽模式为基础的[ ５ ]ꎬ
该模式是在源高处水平平均风速不太小ꎬ例如≥２ ｍ / ｓ 的条件下推导的ꎬ此时ꎬ扩散公式中水平纵向扩

散(σｘ)相对于水平输运(ｕｘ)是被忽略的ꎻ但是当风速降低到某个值(１ ~ ２ ｍ / ｓ)时ꎬ开始出现风摆ꎬ这
种低频的水平风摆一般被认为是低风速条件下大气流动的固有属性[ ６ ]ꎬ通常不需要特别的触发机制ꎬ
因而常伴有大幅度的气流偏转ꎬ造成污染物较大范围的水平散布和稀释ꎬ在这种情况下ꎬ若仍按一般

情况设定稳定类的扩散参数(量值很小)ꎬ则据此计算所得地面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极大ꎬ与扩散试验结

果具有显著偏差ꎬ因此ꎬ在微风以至准静风条件下ꎬ需要重新考虑这类条件下的扩散特征和扩散处理ꎮ
其中ꎬ大气湍流观测和扩散试验事实都表明ꎬ此时垂直扩散的稳定度类与正常风速的扩散情况下相

同ꎬ而水平扩散的稳定度类会向不稳定方向偏移ꎬ其偏移程度由实际气象条件决定ꎬ亦即一旦扩散参

数正确确定ꎬ仍可利用高斯扩散公式处理小静风条件下的扩散估算[ ７ ]ꎮ
针对稳定气象条件小风时的风摆效应ꎬＰＡＶＡＮ 程序以 Ｐ －Ｇ 扩散曲线中的水平大气扩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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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ｙ)为基础ꎬ获得了针对不同风速和稳定度的比例修正因子[ ４ ]ꎬ修正后的扩散参数可有效模拟弥散

范围的扩大ꎬ烟羽浓度的降低ꎬ以及非直线的烟羽迁移轨迹等ꎬ显著提高了 ＰＡＶＡＮ 程序在小风条件下

的模拟精度ꎮ
此外ꎬ当风速趋近于 ０ 时ꎬ高斯模式也将不再成立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ꎬ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

采用常规的三维联合频率而不是逐时气象信息作为气象驱动ꎬ计算该三维联合频率表中每个样本点

的事故短期大气弥散因子(χ / Ｑ)ꎬ其所采用的风速为所在风速分组中风速上下限的均值ꎬ由此即可有

效避免风速过小、接近于 ０ 等情况的出现ꎮ

２　 基于 ＰＡＶＡＮ 程序上包络算法的修正和优化

综上所述ꎬＰＡＶＡＮ 程序虽然基于高斯模式针对小风风摆、建筑物尾流以及沿海熏烟等多种特殊

扩散情形进行了考虑和修正ꎬ但当某一特定厂址气象条件中 Ｆ 稳定度下的小风频率远超前述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适用范围时ꎬ最终结果依旧取全厂址 ５％或各方位 ０.５％的不确定度ꎬ则会产生较大的偏差ꎮ 这

是因为 ＰＡＶＡＮ 程序是先采用上包络算法将所有样本点的计算结果进行排序并与相应累积频率进行

高斯变换和作图后ꎬ再由相应不确定度对应的包络曲线求取最终结果的[８]ꎮ 由于只有较小的风速才

能产生不确定度附近较大的 χ / Ｑꎬ而在高频小静风条件下ꎬ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中静风速组(０~０.５ ｍ / ｓ)
与小风速组(０.５~１.９ ｍ / ｓ)间的风速偏差较大ꎬ导致对应包络曲线两端点在垂向的差距和水平的跨度

均较大ꎬ进而在基于该段曲线的两个端点进行内插或外推求取不确定度所对应的最终结果时ꎬ容易产

生较大的偏差ꎮ
为了有效减小最终取值的不确定性ꎬＰＡＶＡＮ 程序使用说明中明确指出ꎬ可以通过增加小风范畴

风速分组的方法ꎬ来产生更多不确定度附近的样本点ꎬ以使最终结果的取值被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ꎬ
从而显著提高模拟的精确度[ １ ]ꎮ 虽然 ＰＡＶＡＮ 程序使用说明中提及了一份 １２ 组的风速分组(各风速

组的风速上限分别为 ０.５、０.７５、１.０、１.２５、１.５、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８.０ 和 １０.０ ｍ / ｓ[ ４ ] )ꎬ且该风速分组

与 ＮＲＣ 管理导则«核电厂气象监测大纲»(ＲＧ１ ２３)中推荐的 １０ 组风速分组基本一致[ ９ ]ꎬ但对比发现

这类风速设置虽然分布较均匀ꎬ但对小风速组的细化程度有限ꎬ而在较大风速区间(６ ~ １０ ｍ / ｓ)浪费

了有限的分组个数ꎮ 这是因为 ＰＡＶＡＮ 程序中设定的风速分组范围是 １ ~ １４ 组ꎬ而在正常扩散条件下

通常使用的是 ６ 组风速分组的常规三维联合频率ꎬ因此ꎬ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修

正和优化潜力ꎬ修正程序选取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所设定的分组上限ꎬ即 １４ 组ꎮ
由于 ＰＡＶＡＮ 程序所采用的上包络曲线算法包络了所有样本点的计算结果ꎬ因此ꎬ在其他输入信

息相同的条件下ꎬ不同风速上限所得计算结果越小ꎬ模拟精度越高ꎮ 为有效减小最终取值的不确定

性ꎬ尽可能提高模拟精度ꎬ在进行 １４ 组风速分组实践时ꎬ既要尽量增加小风范围的风速分组ꎬ又要兼

顾风速分布的均匀性ꎬ以使全厂址 ５％或各方位 ０.５％不确定度所对应的上包络曲线尽可能平缓和短

小ꎬ即该曲线两端点的差距尽可能小ꎮ 经过反复比较和不断调整优化ꎬ最终确认了 １４ 组风速分组中

各风速组的风速上限ꎮ
此外ꎬ由于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可直接读取常规 ６ 组风速分组的三维联合频率ꎬ但对于其他风速分

组的三维联合频率ꎬ只能通过在 ＰＡＶＡＮ 程序中增加读取逐时气象数据并转化为相应联合频率的模

块ꎮ 因此ꎬ修正程序的输入文件简化了与三维联合频率相关的气象信息ꎬ但仍设置了风速组数、各组

风速上限、厂址构筑物信息及其他参数选项等ꎬ所得结果文件也与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完全一致ꎬ可为后

续剂量计算提供必要的核素浓度信息ꎮ

３　 修正程序在高频小静风厂址的应用分析

３.１　 事故短期大气弥散因子对比分析

３.１.１　 不同风速分组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为了对比分析优化后的 １４ 组风速分组与 ＰＡＶＡＮ 程序说明中提及的 １２ 组风速分组以及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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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ＶＡＮ 程序中默认的 ６ 组风速分组所得计算结果的差异ꎬ首先将三种风速分组分别应用于某假想核

电厂址高频小静风条件下的事故后果分析ꎮ 将事故后各方位 ０~２ ｈ 厂址周边典型距离段 χ / Ｑ 的最大

值汇总于表 １ꎬ可以看出ꎬ修正程序对于厂址近区的优化幅度最大ꎬ几乎可使计算结果减半ꎬ即精度提

高近一倍ꎬ且 １４ 组的优化效果普遍优于 １２ 组ꎮ 此外ꎬ随着距离的增加ꎬ修正程序的 χ / Ｑ 均不断减少ꎬ
但采用 ６ 组风速分组的原始程序却在 ４５ ０００ ｍ 后不降反升ꎬ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ꎬ说明在高频小静

风条件下ꎬ直接应用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会得出过于保守且不合理的计算结果ꎮ

表 １　 不同风速分组所得事故后 ０~ ２ ｈ 各方位 ０.５％累积频率的 χ / Ｑ 最大值 / (ｓｍ－ ３)

距离 / ｍ ６ 层风速组 １２ 层风速组 １４ 层风速组

５００ １.３４×１０－２ ７.６０×１０－３ ６.８２×１０－３

８００ ６.０４×１０－３ ３.４７×１０－３ ３.１２×１０－３

１ ５００ ３.２８×１０－３ ２.０７×１０－３ ２.７７×１０－３

２ ５００ ２.００×１０－３ １.４３×１０－３ １.６９×１０－３

４ ０００ １.２７×１０－３ １.０９×１０－３ １.０７×１０－３

５ ０００ １.０８×１０－３ ８.７５×１０－４ ８.５６×１０－４

７ ５００ ９.４０×１０－４ ５.７８×１０－４ ５.６６×１０－４

１５ ０００ ４.６９×１０－４ ２.７６×１０－４ ２.７０×１０－４

２５ ０００ ２.６７×１０－４ １.５７×１０－４ １.５４×１０－４

３５ ０００ １.３８×１０－４ １.０８×１０－４ １.０６×１０－４

４５ ０００ １.１４×１０－４ ９.２４×１０－５ ９.０４×１０－５

５５ ０００ １.１９×１０－４ ８.７２×１０－５ ８.５３×１０－５

６５ ０００ １.２３×１０－４ ８.３１×１０－５ ８.１３×１０－５

７５ ０００ １.２６×１０－４ ７.９８×１０－５ ７.８１×１０－５

３.１.２　 野外示踪试验对计算结果的验证

由于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上述计算结果是基于概率论给出的ꎬ很难像验证确定论程序那样ꎬ用有限次

数的示踪试验一一对应地准确验证计算结果ꎬ但现场野外示踪试验的试验结果仍然是不同厂址独特

扩散特征的可靠依据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衡量修正程序计算结果的合理性ꎮ 从 ２７ 次覆盖多种

释放高度及气象条件的野外示踪试验结果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采样结果汇总于表 ２ꎮ 其中ꎬ在距离

释放源 ３ ２１０ ｍ 的广阔区域内仍可获得 １.１４×１０－４ ｓ / ｍ３的实测 χ / Ｑꎬ说明随着距离的减小ꎬ在厂址近

区、非居住区边界附近的某些方位增加至 １.０×１０－３ ｓ / ｍ３的量级是比较合理的ꎻ因此ꎬ表 ３ 汇总了 １４ 组

风速分组所得典型距离处各方位 ０.５％累积频率的 χ / Ｑꎬ对比发现ꎬ在厂址近区ꎬ除个别 Ｆ 稳定度小风

频率较高的下风向计算结果(Ｓ、ＮＥ、ＥＮＥ)较示踪试验结果大一个数量级以外ꎬ绝大多数方位的计算

结果与示踪试验结果处于同一量级且普遍偏大ꎬ表现出合理的保守程度ꎮ 此外ꎬ将修正模式所得拟定

非居住区边界(８００ ｍ)全厂址 ５％累积频率的 χ / Ｑ 与美国 ２１ 个不同类型典型核电厂址的相应结果进

行比较[４](如图 １ 所示)ꎬ也可看出修正模式的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合理性ꎮ

表 ２　 最具代表性的采样点信息

采样点 距离 / ｍ 方位 风向 / (°) 平均风速 / (ｍ / ｓ) 最大(χ / Ｑ) / (ｓ / ｍ３)

１ １８６ ＥＮＥ ２１２~２８５ ０.７８ １.３３×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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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样点 距离 / ｍ 方位 风向 / (°) 平均风速 / (ｍ / ｓ) 最大(χ / Ｑ) / (ｓ / ｍ３)

２ ２０１ ＥＳＥ １.６~３５５ ０.７６ １.１０×１０－４

３ ３７９ ＥＮＥ ２８９~３３６ １.０ １.０４×１０－４

４ ３ ２１０ Ｗ ２８~３８ ４.５１ １.１４×１０－４

表 ３　 １４ 组风速分组所得事故后 ０~ ２ ｈ 典型距离段各方位 ０.５％累积频率(χ / Ｑ) / (ｓ / ｍ３)

方位 ５００ ｍ ８００ ｍ ３２１０ ｍ

Ｓ ２.０９×１０－３ ９.５４×１０－４ ４.１８×１０－４

ＳＳＷ ８.９５×１０－４ ４.０９×１０－４ ９.９９×１０－５

ＳＷ ７.７８×１０－４ ３.５５×１０－４ ８.０３×１０－５

ＷＳＷ ８.４４×１０－４ ３.８５×１０－４ ９.１４×１０－５

Ｗ ４.１４×１０－４ １.８９×１０－４ ３.５８×１０－５

ＷＮＷ １.７７×１０－４ ７.４４×１０－５ １.０９×１０－５

ＮＷ １.１６×１０－４ ５.２１×１０－５ ６.９１×１０－６

ＮＮＷ １.９８×１０－４ ８.９４×１０－５ １.２７×１０－５

Ｎ ６.０１×１０－４ ２.７４×１０－４ ６.０１×１０－５

ＮＮＥ １.４０×１０－３ ６.４０×１０－４ １.９９×１０－４

ＮＥ ６.８２×１０－３ ３.１２×１０－３ １.３３×１０－３

ＥＮＥ ６.３７×１０－３ ２.９１×１０－３ ９.３３×１０－４

Ｅ ９.６１×１０－４ ４.３８×１０－４ １.０８×１０－４

ＥＳＥ ５.９４×１０－４ ２.７１×１０－４ ５.４９×１０－５

ＳＥ ６.６５×１０－４ ３.０２×１０－４ ６.４２×１０－５

ＳＳＥ ７.９８×１０－４ ３.６４×１０－４ ８.４０×１０－５

图 １　 高频小静风条件下修正模式计算结果与美国典型厂址相应结果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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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事故后果对比分析

«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明确了公众在核电厂非居住区和规划限制区边界的剂量限值[ １０ ]ꎬ由
于低风速通常与大气中的高污染浓度相关ꎬ因此ꎬ有必要根据上述 χ / Ｑ 进一步计算事故剂量ꎬ并将 １４
组和 ６ 组的剂量计算结果与标准限值进行比较ꎬ汇总于表 ４ꎮ

表 ４　 不同风速分组所得事故剂量与标准限值的比较

项目 １４ 组 ６ 组 标准限值

非居住区边界最大个人有效剂量 / Ｓｖ ０.２８３ ０.５４７ ０.２５

规划限制区边界最大个人有效剂量 / Ｓｖ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３ ０.２５

集体有效剂量 / (人Ｓｖ) ９.５×１０３ １.３４×１０４ ２×１０４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ꎬ虽然高频小静风导致厂址近区的污染物浓度偏高ꎬ即两种分组方式所得拟定

非居住区边界(８００ ｍ)最大个人有效剂量均超出标准限值ꎬ但超标的幅度不同:根据 １４ 组的计算结

果ꎬ只需将 ＮＥ 和 ＥＮＥ 方位的非居住区边界分别扩展至 １ ０５０ 和 １ ０００ ｍ 即可满足限值要求ꎻ而对于

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 ６ 组风速分组ꎬ却需要将 ＮＥ 和 ＥＮＥ 方位的非居住区边界扩展至 １ ８００ ｍ 才可满

足限值要求ꎬ这显然是过于保守和难以实现的ꎮ 由此可见ꎬ在高频小静风条件下ꎬ通过增加小风速组

的方法得到的计算结果更加合理可靠ꎬ可显著提高原始程序的模拟精度ꎬ有效扩展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

的适用范围ꎮ

４　 修正程序在正常大气扩散条件下的应用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和验证修正的 ＰＡＶＡＮ 程序在小静风频率较低即正常大气扩散条件下的适用性ꎬ选
取我国南、北方小静风频率稍有偏差的典型核电厂址(见表 ５)ꎬ采用上述三种风速分组计算了事故后

０~２ ｈ 厂址近区各方位 ０.５％累积频率 χ / Ｑ 最大值ꎬ汇总于表 ６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随着小静风频率的降

低ꎬ北方厂址近区的 χ / Ｑ 相比于高频小静风厂址(见表 １)显著降低了 １ 个数量级ꎬ而南方厂址又进一

步减小了近一半ꎬ表现出不同风速分布ꎬ特别是小静风频率对于厂址近区污染程度的显著影响ꎮ 此

外ꎬ由于正常扩散条件下的小静风频率已经符合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适用范围ꎬ因此ꎬ修正程序的优化

幅度不断减弱ꎬ但优化效果始终存在ꎬ且 １４ 组的优化效果更好ꎬ说明增加小风速组的修正方式没有破

坏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的理论体系ꎬ在正常扩散条件下仍然可以获得与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同样精确的

结果ꎮ
表 ５　 我国南北方典型厂址风速分布差异

北方厂址 南方厂址

风速 / (ｍ / ｓ) 累积频率 / ％ 风速 / (ｍ / ｓ) 累积频率 / ％

０.５ ３.２９ ０.５ ０.９５

１.９ ２０.７２ １.９ ２０.０７

２.９ ４１.２９ ２.９ ３９.９９

４.９ ７６.９９ ４.９ ６９.８２

５.９ ９０.００ ５.９ ８１.８８

６.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９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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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不同风速分组所得事故后 ０~ ２ ｈ 不同厂址典型距离 χ / Ｑ 最大值(ｓ / ｍ３)

风速组
北方厂址 南方厂址

５００ ｍ ８００ ｍ ５００ ｍ ８００ ｍ

６ 组 ７.２１×１０－４ ３.３７×１０－４ ４.３１×１０－４ ２.０８×１０－４

１２ 组 ７.２７×１０－４ ３.３６×１０－４ ４.４３×１０－４ ２.０２×１０－４

１４ 组 ６.７７×１０－４ ３.０９×１０－４ ４.４１×１０－４ ２.０１×１０－４

５　 结论

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在正常扩散条件下可获得精确合理的计算结果ꎬ但不适用于高频小静风厂址ꎬ
为了提高小风条件下的模拟精度ꎬ扩展程序的应用范围ꎬＰＡＶＡＮ 程序说明中指出可以采用增加小风

速组的修正方法ꎮ 本研究分析和验证了该修正方法的可行性ꎬ并在程序说明中提及的 １２ 组风速分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模拟精度和优化效果:
(１)本研究的修正方法建立在原始 ＰＡＶＡＮ 程序概率论的理论框架内ꎬ采用经过优化后的 １４ 组风

速分组方式ꎬ获得了既适用于高频小静风条件ꎬ又适用于正常扩散条件的修正程序ꎮ
(２)高频小静风厂址的示踪试验结果表明ꎬ修正程序所得计算结果具有合理的保守程度ꎮ
(３)事故工况下厂址近区短期大气弥散因子受小静风频率影响较大ꎬ修正模式可合理模拟各种小

静风频率对厂址近区污染程度的影响ꎬ其优化效果随小静风频率增加而增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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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１ 类设备事故鉴定热力环境确定方法研究

郑晓威ꎬ何　 凡ꎬ徐教珅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ꎬ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作者简介:郑晓威(１９８２—)ꎬ男ꎬ工程师ꎬ现主要从事安全分析、设备鉴定相关设计工作

摘要:基于设备鉴定的目的对设备鉴定需考虑的安全分析以及 Ｋ１ 类设备热力环境参数进行了探讨ꎮ 明确了从安全分

析到鉴定试验三条与鉴定相关的曲线ꎬ并结合具体的安全分析结果阐述了确定 Ｋ１ 类设备事故鉴定环境条件的方法ꎮ
在考虑设备鉴定各阶段鉴定热力环境要求时ꎬ对不同的安分计算结果需考虑的裕量进行了分析ꎬ为合理的确定设备鉴

定热力环境提供了依据ꎮ
关键词:核电厂ꎻＫ１ 设备ꎻ设备鉴定ꎻ热力环境

设备鉴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所确定的需鉴定设备能够在寿期内的正常运行工况、地震工况以及

事故工况执行预期的安全功能ꎮ 环境验证是验证设备在正常和事故工况下的性能ꎮ 其中热力环境条

件的验证是环境验证的重要环节ꎮ
我国核电设备鉴定领域主要遵循美国 ＩＥＥＥ 和法国 ＲＣＣ－Ｅ 标准[１]ꎮ 我国在设备鉴定方面缺乏经

验和系统性积累ꎬ在 ＣＰＲ１０００ 中环境鉴定条件主要参考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中的已有结果ꎮ 在国内已有的

设备鉴定相关调研和研究[２ꎬ３]更多的关注于不同设备鉴定试验的方法ꎬ对如何合理的确定设备鉴定环

境条件却未曾涉及ꎮ
目前我国核电发展走向了第三代自主研发设计之路ꎬ相关设计方案有了较大调整ꎬＲＣＣ－Ｅ 中已

有的鉴定要求以及参考电站相关数据不能毫无依据的直接引用ꎮ 标准[１]中还提到除了 Ｋ１ 类设备ꎬ位
于壳外的安全级设备同样需考虑经历恶劣的环境条件ꎬ如何合理确定此类环境条件同样需要一定的

方法指导ꎮ 另外ꎬ为了保证核电设备的国产化率ꎬ在满足核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必须保证鉴定要求在现

有的工业制造水平能承受的范围内ꎬ这也是工程实践提出的现实需求ꎮ 本文提出了在保证核安全要

求的前提下可用于合理确定设备鉴定温度和压力鉴定环境条件的方法ꎬ并结合工程实践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对设备鉴定的环境条件的确定进行探讨ꎮ

１　 设备鉴定相关安全分析

设备鉴定的目的是要证明设备在整个寿期内能保证不受环境影响执行安全功能ꎬ所以在针对某

一类设备提鉴定要求时需明确该类设备在哪些事故下执行安全功能ꎬ执行安全功能时所处的环境条

件是否受到事故的影响ꎮ 只有经过此类安全分析过程才能确保设备鉴定环境条件满足核安全要求ꎮ

１.１　 Ｋ１ 类设备事故安全分析

位于安全壳类需要经历恶劣环境条件的安全级设备(Ｋ１ 类设备)在壳外发生部分事故时同样需

要执行安全功能ꎮ 一方面壳外造成环境恶化的事故有限ꎬ另一方面由于安全壳及系统的隔离和屏蔽

作用ꎬ壳外事故不会导致 Ｋ１ 类设备执行安全功能时的环境条件恶化ꎮ 对于 Ｋ１ 类设备需要考虑的主

要是壳内破口事故ꎮ 但是以壳内安全壳隔离阀为例ꎬ无论是 ＤＢＣ－３ 类的破口还是 ＤＢＣ－４ 类的破口

都需要其执行安全壳隔离功能ꎬ而确定事故鉴定环境条件时不可能穷尽所有破口尺寸进行分析ꎮ 为

了保证设备在任何事故下都能执行安全功能ꎬ确定鉴定环境条件时需选取典型的事故进行分析得到

包络的环境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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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鉴定要求参数的选取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中只对 Ｋ１ 类设备提出了鉴定要求ꎮ 标准中提到在事故分析中考虑了四个温度和压

力参数ꎬ分别是总压力、局部蒸汽压力、局部空气压力和露点温度ꎮ 露点温度即混合气体中蒸汽分压

对应的饱和温度ꎮ 总压力即为局部蒸汽分压与空气分压之和ꎮ 虽然标准中提到四个参数却只有两个

变量需要确定ꎮ
在安全壳内发生事故后ꎬ设备与周围环境的换热公式可表示如下:

Ｑ ＝ ｈ × Ａ × Δｔ (１)
式中:Ｑ———换热量ꎬＷꎻ

ｈ———换热系数ꎬＷ / (ｍ２Ｋ)ꎻ
Ａ———换热面积ꎬｍ２ꎻ
Δｔ———换热温差ꎬＫꎮ
环境温度对设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设备本身的温升和温度变化速率ꎮ 引起设备温升越快温度值

越高的环境条件越保守ꎮ 在一定时间内ꎬ换热面积不变ꎬ设备的温度不仅取决于传热温差(环境温度

大小)ꎬ还与换热系数有关ꎮ 壳内发生破口后一回路冷却剂的质能向大空间释放ꎬ破口区域以外的露

点温度与混合气体温度相差不会太大ꎮ 在 ＮＵＲＥＧ ０８００ 中提到蒸汽占比越大换热系数越高ꎬ对于 Ｋ１
设备可以考虑以露点温度作为要求ꎮ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中也认为安全壳内事故后热传输主要依赖于露点

温度 [ ４ ]ꎮ 若以混合环境温度作为要求则从传热温差的角度保证了要求足够保守ꎮ 压力的传递是一

个瞬态过程ꎬ对于同一空间不假设存在压力梯度ꎮ 以安全壳内的总压作为鉴定要求符合安全要求ꎮ
在明确了参数后ꎬ则需要确定具体的鉴定要求ꎬ其中各个阶段考虑因素不同ꎮ 具体涉及事故安全

分析、设计鉴定要求及设备鉴定试验各个环节ꎮ

２　 设备鉴定相关曲线及确定方法

２.１　 事故计算曲线

事故鉴定条件的确定必须基于事故的安全分析计算ꎮ 通过安全分析计算给出的典型工况曲线即

为事故计算曲线ꎮ 在事故计算曲线时事故计算的假设本是保守的ꎮ 为了获得更加保守结果通常是选

取包络的事故进行分析ꎮ 对于 Ｋ１ 类设备ꎬ造成质能释放最恶劣的事故通常选取 ＭＳＬＢ 和 ＬＯＣＡꎮ 即

便是 ＭＳＬＢ 和 ＬＯＣＡꎬ不同的破口尺寸温度和压力的响应也不同ꎮ
考虑露点温度作为鉴定要求ꎬ为了便于鉴定环境确定方法的探讨ꎬ确定安全壳自由容积、相关参

数以及边界条件等通过计算得到热段双端断裂、冷管段双端断裂、３９０ ｃｍ２冷管段破口、４５ ｃｍ２冷管段

破口、４５ ｃｍ２热管段破口和主蒸汽管道断裂的温度和压力的响应曲线如图 １ꎬ图 ２ 所示ꎮ
不同堆型以及不同事故得到的事故计算曲线不同ꎬ但壳内多种事故计算曲线之间能找到一定的

包络关系ꎮ 从如上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冷段破口面积 ３９０ ｃｍ２、热段破口 ４５ ｃｍ２及冷段破口 ４５ ｃｍ２的

事故计算结果能够被其他三个事故完全包络ꎮ 就以上计算结果而言ꎬ若能证明设备在热段双端断裂、
冷管段双端断裂和主蒸汽管道断裂事故造成的温度和压力下执行安全功能ꎬ则设备一定能在另外三

个事故中执行安全功能ꎮ 所以ꎬ若在典型包络事故下证明设备能执行安全功能则能验证设备在各事

故下都不会因环境因素导致失效ꎮ

２.２　 设计要求曲线

以安全分析计算结果为基础提出的设备鉴定环境条件要求即为设计要求曲线ꎬ该曲线不含鉴定

试验裕量ꎮ 从安全分析的角度ꎬ能包络所有事故的环境条件是对设备鉴定提出的最低的要求ꎮ 以图 １
和图 ２ 为列ꎬ针对事故计算曲线做包络ꎬ得到的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的包络曲线ꎬ经过敏感性分析若该

包络曲线能包络各种事故的响应曲线ꎬ则可认为该环境条件是满足核安全的最低要求ꎮ
为了保证环境条件能满足标准化设计或者便于下游试验的方便ꎬ在事故计算的曲线上可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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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典型设计基准事故计算温度曲线

图 ２　 典型设计基准事故计算压力曲线

图 ３　 事故计算温度包络曲线

际情况做包络或者增加一定裕度ꎮ 另外ꎬ已有的标准设备鉴定环境曲线(例如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中的设备

鉴定设计要求曲线)已经考虑了堆型和厂址等不确定性因素ꎬ将事故计算曲线与已有的标准设备鉴定

曲线对比ꎬ若事故计算曲线能被包络ꎬ则已有的标准曲线亦可作为设计要求曲线ꎮ 同样以前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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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事故计算压力包络曲线

分析数据为列ꎬ将不含裕量的温度和压力曲线与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的设备鉴定设计要求曲线对比如图 ５ 和

图 ６ 所示ꎮ

图 ５　 设备鉴定温度设计要求曲线

图 ６　 设备鉴定温度设计要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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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比结果来看ꎬ不含裕量的包络曲线完全能被标准鉴定要求曲线包络ꎮ 国内核电设备厂家在

ＣＰＲ１０００ 考虑的 Ｋ１ 鉴定要求即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中提到的这条曲线ꎮ 在包络值的基础上增加 １０％裕量

如图中含裕量曲线所示ꎬ仍能被标准鉴定曲线包络ꎮ 即使不同厂址或者技术改进可能造成安分计算

值的变化ꎬ由于存在这 １０％的裕量ꎬ设备具有了足够的适应性ꎮ 通过该方法确定设备鉴定要求能最大

限度保证设备国产化率同时还能满足安全要求ꎮ
若事故包络曲线突破了标准鉴定曲线的要求ꎬ需要重新确定一条标准曲线ꎬ此时需要结合厂址或

者假设的不确定性考虑一定的标准化裕量ꎮ 该标准化裕量能保证同一个堆型供货设备具有较强的适

用性ꎬ同时在要求确定时还可考虑下游试验的实施ꎮ 但前提是要考虑已有的工业水平ꎬ若设备无法制

造ꎬ对于工程设计而言则无意义ꎮ

２.３　 事故鉴定曲线

在已有设计要求曲线的基础上做鉴定试验时ꎬ参考标准 ＩＥＣ ６０７８０—１９９８[５] 的要求ꎬ若只是受一

次热冲击则需取一定的鉴定裕量(裕量的选取可参考 ＩＥＣ ６０７８０—１９９８、ＩＥＥＥ ３２３—２００３[６])ꎮ 若实施

两次热冲击则可不再增加裕量ꎬ以 ＲＣＣＥ １９９３ 中的要求曲线为例ꎬ考虑两次热冲击则是 ＮＦ Ｍ６４—００１
１９９１[７]中给出的实际鉴定试验曲线ꎮ

３　 结束语

设备鉴定的环境条件直接影响设备的采购成本ꎬ合理的确定设备鉴定的环境条件对于降低自主

研发堆型的造价ꎬ提高设备的国产化率至关重要ꎮ
本文从安全分析的角度明确了包络事故及相关参数选取的合理性ꎮ 基于设备鉴定的目的ꎬ提出

从安全分析到鉴定试验实施各环节都需考虑设备鉴定相关曲线ꎮ 设备鉴定相关环境鉴定要求都是基

于事故安全分析结果ꎮ 在确定设计要求曲线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考虑裕量ꎮ 本文以具体的安全分

析数据和假设进一步阐述了设备鉴定环境条件的确定方法ꎮ 该方法即保证设备鉴定环境符合核安全

要求又有助于提高 Ｋ１ 设备的国产化ꎮ 根据三代核电实践ꎬ壳外的设备同样需要考虑通过设备鉴定的

方式保证其能执行安全功能ꎮ 用于 Ｋ１ 设备鉴定环境条件确定方法同样可用于指导壳外设备热力鉴

定环境条件的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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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Ｋ１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ｗｅｉꎬ ＨＥ Ｆａｎꎬ ＸＵ Ｊｉａｏ￣ｓｈｅｎ
(ＣＮＰＥＣꎬ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１８０００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１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ｏ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ｓｕｒ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ꎻ Ｋ１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ꎻ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ｆｙꎻ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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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高雷(１９７９—)ꎬ男ꎬ本科ꎬＨＳＥ 经理ꎬ现主要从事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建设 ＨＳＥ 管理工作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基金(２０１０ＺＸ０６００１－０２１－１９)

摘要: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机组作为一种新的堆型ꎬ在建造方面有许多新的特点ꎬ如先进的模块化施工理念、“开顶法”施工等ꎮ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模块化施工技术改变了先进行土建施工、后进行安装的传统施工方式ꎬ使得安装与土建几乎同时开始进

行施工ꎮ 其特点是引入了大量预制等平行作业ꎬ使土建、安装、调试等作业深度交叉ꎬ从而导致现场交叉作业施工面较

多ꎬ模块化施工决定了大量的模块预制工作将在工厂进行ꎬ而对于部分超大型模块则必须在现场进行焊接组装ꎬ如
ＣＡ０１、ＣＡ２０、ＣＡ０３ 等模块ꎬ受限空间作业点较多ꎬ内部空间非常狭小ꎬ工人必须要钻到不到 ６００ ｍｍ 的窄缝里去施工ꎬ
并且要在里边进行焊接、绑扎钢筋、打磨、除锈、油漆等作业ꎬ加大了施工的难度和危险度ꎮ 狭小的施工空间使得机械

伤害、撞击等事故不断发生ꎬ特别在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和缺氧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等受限空间内作

业ꎮ 施工现场焊接非常大ꎬ且存在高空动火作业点较多ꎬ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以及对弧光伤害作业人员眼部风险ꎬ从而

对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在简要分析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建设施工特点和风险特点的基础上ꎬ提出了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在建期间的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思路ꎬ并对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建造期间应急管理体系

作了详细的描述ꎬ期望对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项目施工阶段的应急管理有一定的帮助ꎮ
关键词:ＡＰ１０００ꎬ核电厂ꎬ应急管理体系ꎬ施工总承包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模块化施工技术改变了先进行土建施工、后进行安装的传统施工方式ꎬ使得安装与

土建几乎同时开始进行施工ꎮ 其特点是引入了大量预制等平行作业ꎬ使土建、安装、调试等作业深度

交叉ꎬ从而导致现场交叉作业施工面较多ꎬ模块化施工决定了大量的模块预制工作将在工厂进行ꎬ而
对于部分超大型模块则必须在现场进行焊接组装ꎬ如 ＣＡ０１、ＣＡ２０、ＣＡ０３ 等模块ꎬ受限空间作业点较

多ꎬ内部空间非常狭小ꎬ工人必须要钻到不到 ６００ ｍｍ 的窄缝里去施工ꎬ并且要在里边进行焊接、绑扎

钢筋、打磨、除锈、油漆等作业ꎬ加大了施工的难度和危险度ꎮ 狭小的施工空间使得机械伤害、撞击等

事故不断发生ꎬ特别在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和缺氧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等受限空间

内作业ꎮ 施工现场焊接非常大ꎬ且存在高空动火作业点较多ꎬ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以及对弧光伤害作业

人员眼部风险ꎬ从而对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１　 ＡＰ１０００ 堆型核电厂的建造特点及风险特征

ＡＰ１０００ 堆型核电厂采用了模块化设计理念和“开顶法”施工等特点ꎮ 目前ꎬ浙江三门核电项目是

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的首个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ＡＰ１０００)技术的依托项目ꎬ厂
址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台州市三门县ꎬ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三门核电一

期工程项目建议书ꎬ批准三门核电按 ６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规划建设ꎬ一期工程建设 ２ 台ꎬ并明确

将通过招标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ꎮ

１.１　 ＡＰ１０００ 堆型核电厂的建造特点

１.１.１　 模块化施工理念

为缩短建造工期、提高工程质量ꎬＡＰ１０００ 采用先进的模块化施工理念ꎬ其特点是引入了大量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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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行作业ꎬ使土建、安装、调试等作业深度交叉ꎬ从而导致现场交产作业施工面较多ꎬ模块化施工决

定了大量的模块预制工作将在工厂进行ꎬ而对于部分超大型模块则必须在现场进行焊接组装ꎬ如
ＣＡ０１、ＣＡ２０、ＣＡ０３ 等模块ꎮ 施工现场焊接非常大ꎬ且存在高空动火作业点较多ꎬ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以

及对弧光伤害作业人员眼部风险ꎬ从而对动火作业安全防护提出更高要求ꎮ
１.１.２　 “开顶法”施工方法

与以往压水堆施工方式不同ꎬＡＰ１０００ 反应堆厂房内大型设备ꎬ都采用“开顶法”吊装[１]ꎬ即在反应

堆厂房环吊安装前ꎬ用大型吊车将重型设备在厂房外吊装ꎬ翻转竖立ꎬ然后越过安全壳厂房穹顶实现

设备的就位ꎮ 大型结构模块如 ＣＡ０１ꎬ核岛主设备如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等均采用“开顶法”吊装ꎮ
施工现场就有可能出现吊装交叉作业风险隐患ꎮ

１.２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工程建设特殊安全风险特征

与其他堆型核电厂施工相比较ꎬ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建造是个系统工程ꎬ会遇到各种不同应急情况ꎬ例如

受限空间区域较多ꎬ内部空间非常狭小ꎬ工人必须要钻到不到 ６００ ｍｍ 的窄缝里去施工ꎬ并且要在里边

进行焊接、绑钢筋、打磨、除锈等作业ꎬ加大了施工的难度和危险度ꎮ 这是与 ＥＰＲ 等以前堆型不同地

方ꎮ 在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施工中ꎬ最容易引起能量意外释放ꎬ造成安全事故的施工作业有受限空间中的

高温作业、高空作业、交叉作业、狭小作业面施工以及起重机械作业ꎮ 另外ꎬ施工工期的延缓使得安全

管理变得更加困难ꎬ也会间接导致一些安全问题ꎮ 因此ꎬ为了保证核岛建设施工的安全性ꎬ必须对施

工作业过程特殊安全特征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ꎮ
１.２.１　 受限空间作业风险

在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施工中ꎬ受限空间作业点较多ꎬ内部空间非常狭小ꎬ工人必须要钻到不到

６００ ｍｍ 的窄缝里去施工ꎬ并且要在里边进行焊接、绑钢筋、打磨、除锈等作业ꎬ加大了施工的难度和危

险度ꎮ 狭小的施工空间使得机械伤害、撞击等事故不断发生ꎬ特别在通风不良、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气

体积聚和缺氧的设备、设施和场所等受限空间内作业ꎮ
１.２.２　 交叉作业危险

核岛内部同一工作面的施工ꎬ既不是土建与安装在不同工作面的平行 /交叉施工ꎬ也不是在某一

阶段以谁为主的施工ꎬ而是土建、安装在核岛同一区域按照各自细分的工序交叉作业ꎬ二者交界面多ꎬ
接口复杂ꎮ
１.２.３　 高空作业安全风险

由于核岛结构及施工流程的特殊性以及 ＡＰ１０００ 的设计原因ꎬ导致设置防护栏杆措施无法实施ꎬ
更多的是通过系挂生命线的方式进行焊接、绑钢筋、浇筑混凝土等作业ꎬ工作中ꎬ一旦工人自我保护意

识不强ꎬ想投机取巧就得不到有效地防护ꎮ 随着高度的不断增加ꎬ高空作业危险性也逐步增大ꎮ
１.２.４　 起重机械管理风险

ＡＰ１０００ 项目施工不同于以往核电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顶法”施工ꎬ这是模块化施工的直接体

现ꎮ 大型主设备和结构模块都是在安全壳厂房封顶之前ꎬ利用超大吨吊车(２６ ０００ ｔ 履带吊)从厂房顶

部直接吊装就位ꎮ
１.２.５　 项目工期延误ꎬ施工危险性增大

一般核电厂机组需要 ５~６ 年的时间ꎬ而模块化施工使 ＡＰ１０００ 的建造变得类似于“搭积木”ꎬ从而

将 ＡＰ１０００ 的理论施工工期缩短至 ４５ 个月左右ꎬ大大缩小减工期ꎮ 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ꎬ由于首次进

行模块化施工ꎬ工程进展并没有理论上那么完美ꎬ局部的延期时常发生ꎬ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模块运输对吊车的依赖程度较高ꎬ产生施工时间冲突ꎬ影响施工进度ꎮ
(２)安装与土建并行作业ꎬ导致二者间的界限模糊ꎬ从而加长二者的绝对施工工期ꎮ
(３)我国初次建设 ＡＰ１０００ 堆型核电厂ꎬ施工经验匮乏、技术受制于国外公司ꎬ设计变更多ꎬ影响

正常的施工时间ꎮ
(４)高标准的安全管理要求使得工期延误ꎮ 核电厂建设现场安全管理工作比一般施工单位严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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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施工条件没有达到规范要求ꎬ施工必须停止ꎮ

２　 建立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性

针对核电建设过程中的风险特点和核电工程的特殊性ꎬ加之目前大多核电项目均采用施工总承

包模式ꎬ为了加强对项目现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和响应ꎬ迅速、科学、有效、妥善地处理各类突发事

件ꎬ防止灾情和事态进一步蔓延ꎬ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ꎮ 本文即

从核岛工程施工总承包方的角度ꎬ也就是结合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三门核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部在现场的管理实践来对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建设的应急管理体系作如下探讨ꎮ

３　 应急管理体系的内涵

３.１　 应急管理体系的定义和性质

应急管理体系是总的管理体系的一部分ꎬ用于组织对其生产、服务和活动中的突发事件的应急管

理ꎮ 应急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突发事件ꎮ 突发事件ꎬ是指突然发生ꎬ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ꎬ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ꎮ 突发事件的

发生有高度不确定性、复杂变异性、潜在危机性ꎮ
３.１.１　 应急管理过程

应急管理按照时间序列划分为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四个阶段ꎮ 这四个阶段前后相互关联、交
织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的、循环的过程ꎮ 但每个阶段又相互独立ꎬ也都包含各自关键性要素和目标ꎮ

预防阶段: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或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而开展的各种预防性工作ꎮ 预防是应

急管理的首要阶段ꎬ是应急管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重点内容ꎬ也是降低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减少突

发事件损失最有效、最经济和最安全的办法ꎮ 预防体现在:安全策划管理、基础地理信息管理、危险源

管理、脆弱设施管理、监测监控管理、安全培训教育、安全检查、安全会议等ꎮ
准备阶段:应对突发事件发生而开展的各种准备性工作ꎮ 是在应急发生前进行的工作ꎬ主要是为

了建立应急管理能力ꎮ 目标集中在开展应急操作计划和系统上ꎮ 准备体现在:应急资源管理、应急预

案管理、应急演练、应急能力评估、预测预警分析、灾害后果模拟等ꎮ
响应阶段:又称反应ꎮ 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事故期间和事故后立即采取的行动ꎮ 通过发挥预警、疏

散、搜寻和营救以及提供避难所和医疗服务等紧急事务功能ꎬ减少损失和伤亡ꎮ 响应体现在:接警处

警、指挥协调、数据采集交互、人员疏散、辅助决策支持、救灾资源调度、应急保障措施、应急信息发

布等ꎮ
恢复阶段:在事故发生之后ꎬ首先使事故影响地区恢复最起码的功能ꎬ然后继续采取措施ꎬ使地区

恢复到正常状态ꎮ 恢复则体现在:事故统计分析、现场清理、解除警戒、善后处理、事故调查、总结分

析、信息发布、应急案例管理、总结评估管理等ꎮ

４　 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

４.１　 应急管理体系应以风险管理为基础

在构建应急管理体系的过程中ꎬ通常做法是管理体系实际上就是系统的管理ꎮ 体系或系统的解

释一般为:根据某些方案或计划ꎬ由多个组成部分有序组合的整体ꎮ 应急管理分为“预防、准备、响应、
恢复”四个管理阶段[２]ꎬ实质是把应急管理看作一个系统的全过程管理ꎮ 从推行质量管理体系

(ＩＳＯ９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以来ꎬ到建立 ＨＳＥ 管理体系ꎬ都遵循着 ＰＤＣＡ 原理ꎮ 无疑ꎬ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也应该遵循这一原理ꎬ以便和组织的整个管理体系融为一体和持续改进ꎮ

４.２　 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

应急管理体系应包括五个方面:组织体系、制度体系、预案体系、救援保障体系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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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３]ꎮ
４.２.１　 组织体系

三门核电施工总承包部设立现场应急救援指导组负责现场应急工作的总体管理ꎮ 施工总承包部

现场应急救援指导组组长由三门核电施工总承包部项目经理担任ꎻ副组长由三门核电施工总承包部

施工管理部经理及承包商项目经理担任ꎻ成员由施工总承包部各职能部门经理组成ꎮ 应急救援指导

组下设应急办公室ꎬ应急办公室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施工总承包部 ＨＳＥ 部ꎬ成员由施工总承包部 ＨＳＥ
部、施工部及办公室相关人员组成ꎮ 应急救援指导组下设应急现场处置组、应急现场救护组、应急保

障组、专家组等ꎮ 同时ꎬ承包商也建立了完善的应急组织机构ꎮ
４.２.２　 制度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ＡＱＴ９００２—２００６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编制导则»等法律法规ꎬ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三门核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部(以下简称“三门

总承包部”)建立了应急管理工作程序ꎬ明确了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目标ꎬ提出了加

强应急组织体系、制度体系、预案体系、救援保障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应急队伍和专家队伍建设ꎬ建立

完善应急运行机制的具体措施和要求ꎮ
４.２.３　 预案体系

三门总承包部在上级公司及业主应急预案的架构下ꎬ编制了«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其他专

项应急预案ꎮ 总体应急预案是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纲领性文件ꎬ它对专项预案的编制、构成提出要求

及指导ꎬ并阐明各专项预案之间的关联和衔接关系ꎮ 专项预案是总体预案的支持性文件ꎬ主要针对某

一类或某一特定的突发事件ꎬ对应急预警、响应以及救援行动等工作职责和程序作出的具体规定ꎮ 对

于危险性较大的重点岗位ꎬ应制定岗位应急处置程序ꎮ 岗位应急处置程序作为安全操作规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用以指导作业现场岗位操作人员进行应急处置的规定动作ꎬ内容应简明、易记、可操作ꎮ
通过以上描述形成了以三门总承包部应急预案模式为统领ꎬ各级承包商应急响应和救援预案为

补充ꎬ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和岗位应急处置程序为重点的预案管理体系ꎮ
４.２.４　 应急保障体系

应急保障体系包括资金保障、应急物资保障、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
应急车辆保障、通信保障、内部秩序保障等[３]ꎮ

三门现场的应急救援队伍由应急救援人员和应急医护人员组成ꎮ 应急救援人员则主要由三门核

电有限公司的消防队和三门总承包部及承包商的义务抢险队组成ꎮ 应急医护人员的组成有以下三部

分:一是业主在现场所设置的现场诊室ꎻ二是聘请的国际 ＳＯＳ 医生在三门核电现场设立诊室ꎻ三是三

门总承包部在现场办公区域设置的 ２４ 小时诊室ꎮ
４.２.５　 技术支撑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ꎬ即建立专业人才团队、购买技术装备、理论方法等ꎮ 在技术支撑方面ꎬ施工总承包

部有如下实践:公司建立了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专家组人员ꎬ在应急状态下ꎬ施工总承包部可

申请调动相关专家组成应急救援专家组ꎬ对现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参加开展突发事件的调

查与分析ꎮ

５　 结论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项目有许多新的施工特点和风险特点ꎬ这对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厂的安全施工带来了很大

挑战ꎮ 由于核电工程的特殊性ꎬ很小的事故或事件都会导致国家及全社会的关注ꎮ 因此ꎬ除了加强正

常生产状态下的安全管理之外ꎬ也必须加强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和管理ꎬ以便在突发事件发生时ꎬ迅
速、科学、有效、妥善地对其进行处置ꎬ防止灾情和事态进一步蔓延ꎬ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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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安全文化为核心的核电质量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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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识(１９７６—)ꎬ男ꎬ四川仁寿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学士ꎬ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和安全工程工程师ꎬ现从事核电厂设

计管理、执照申请及焊接管理等工作

摘要:核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ꎬ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核安全ꎬ质量是核安全的基础ꎬ核安全依赖于质量的控制ꎬ
离开了质量的保证ꎬ核安全则无从谈起ꎮ 在核电厂建设过程中ꎬ核安全和质量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ꎬ以建立和保持有

效的纵深防御ꎬ实现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遭过量辐射危害的核安全总目标ꎮ 本文介绍了核安全文化的定义、
组成及特性、内容以及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ꎻ质量文化、安全与质量的关系ꎻ并从核安全文化对质量文化建立的启

发、核安全文化是核电质量文化建设的核心、员工是核电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建立制度是核电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
提高员工核安全文化素养和质量意识、经验反馈ꎬ追求卓越是质量文化发展的动力等方面阐述了以核安全文化核心的

核电质量文化建设ꎮ
关键词:核安全文化ꎻ核电ꎻ质量文化ꎻ经验反馈ꎻ质量方针

核电厂的建设和运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ꎬ决定核电厂能否安全、高效、稳定运行的诸多因素

中ꎬ除了核电厂建成正式运营维护因素外ꎬ核电厂的建设质量好坏也是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ꎮ 在核电

厂建设过程中ꎬ核安全和质量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ꎬ以建立和保持有效的纵深防御ꎬ实现保护工作人

员、公众和环境免遭过量辐射危害的核安全总目标ꎮ 因此ꎬ与核电相关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和运

行等单位及其全体员工在工作中应始终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核电建设质量方针ꎬ以卓越的核

安全文化 ８ 大原则和 １１ 项防人因工具为重要抓手ꎬ将核安全视为生命线ꎬ不断强化法制意识、责任意

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和质量意识ꎬ营造敬畏核安全、守护核安全、珍惜核安全的文化的氛围ꎬ促进员

工质量文化水平的提升ꎮ

１　 核安全文化

１.１　 核安全文化概念

核电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ꎬ核安全是核电事业发展的生命线ꎬ核电厂的安全文化是国际核能行业

在 １９７９ 年的三哩岛核事故和 １９８６ 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ꎬ结合“企业文化”思想ꎬ提出的新的安全

管理思想和原则ꎬ它是传统的纵深防御原则的扩充ꎬ也是安全管理思想的一次重大变更ꎬ可以说核安

全文化是核电企业最坚固的“安全屏障”ꎮ 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的核安全咨询专家组在«核安全文

化»(ＩＮＳＡＧ－４)中对“核安全文化”的定义[１]:“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的总和ꎬ
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ꎬ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得到应有的重视” ꎮ 建立

核安全文化的目的ꎬ就是要规范所有参与核电厂活动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自身的行为以及相互的行为ꎮ

１.２　 核安全文化组成及特性

核安全文化的实质是一种手段ꎬ是通过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和规章制度ꎬ培养全体员工

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良好的工作习惯ꎬ在整个核电厂内营造人人自觉关注安全的氛围[２]ꎮ
就核安全文化的定义来看ꎬ核安全文化由两个主要方面组成[３]ꎬ其一为体制:即单位(组织)的政

策和管理活动所确定的安全体系ꎬ是指明确和落实组织中必要的体系以及各级管理层的责任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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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活动(包括质量管理活动)实现组织确定的方针、政策、目标ꎬ以保证核安全ꎻ其二为个人响应:个
人在安全体系中的响应和表现ꎬ是指组织中的各级人员树立“响应核安全体系并能从中受益”的观念ꎬ
并将这一观念认真测地的贯彻到工作中ꎮ

其实核安全文化既是体制问题又是态度问题ꎬ既和组织有关也与个人有关ꎮ 一个单位(组织)的
核安全文化与组织内个人的态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组织)的风格相关联ꎮ 安全文化要求必须正确

地履行所有的重要安全职责ꎬ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ꎬ丰富的知识和准确无误的判断能力ꎬ适时

做出见解ꎮ

１.３　 核安全文化内容

安全文化是所有从事与核安全相关的工作人员参与的结果ꎬ它包括核电厂普通员工、管理层及决

策层三个层次ꎬ它包括核电工程建设所有员工、管理层和决策层ꎬ其内容如图 １ 所示ꎮ 核安全文化的

发展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ꎬ安全被认为是外部的监管要求(要我安全)ꎻ第二阶段ꎬ追求良好

的安全业绩(我要安全)ꎻ第三阶段ꎬ安全持续改进ꎬ寻求安全管理方法(完善安全)ꎮ

图 １　 核安全文化内容组成图

１.４　 安全文化建设关键要素

ＩＡＥＡ ＩＮＳＡＧ－１５«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中提出了承诺、坚持使用程序、保守决策、透明报告

文化、质疑和挑战不安全行为和状况、学习型组织ꎬ有效的沟通机制、清晰的组织结构及职责等八个安

全文化建设的关键要素ꎮ
安全承诺:核电企业应建立包括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命和安全目标等在内的安全承诺ꎮ

企业的领导者应对安全承诺做出有形的表率ꎬ应让各级管理者和员工切身感受到领导者对安全承诺

的实践ꎮ 企业的各级管理者应对安全承诺的实施起到示范和推进作用ꎬ形成严谨的制度化工作方法ꎬ
营造有益于安全的工作氛围ꎬ培育重视安全的工作态度ꎮ 企业的员工应充分理解和接受企业的安全

承诺ꎬ并结合岗位工作任务实践这种安全承诺ꎮ
坚持使用程序:企业内部的行为规范是企业安全承诺的具体体现和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要求ꎮ

任何管理要求必须通过程序文件的形式体现ꎬ并通过程序来指导和规范所有与安全有关的行为ꎬ在程

序使用过程中要保证程序的正确性和适用性ꎮ
保守决策:要以“安全至上”的理念来思考安全问题ꎬ要以质疑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方法对待安全

问题ꎬ要以保守的方式来处理安全问题ꎮ
透明的报告文化:要鼓励员工报告包括未遂事件在内的任何异常或偏差ꎻ要妥善分析和处理收集

的异常或偏差ꎬ并积极将结果反馈给员工ꎮ
质疑和挑战不安全行为和状况:要鼓励员工质疑和挑战不安全的行为和状况ꎻ要培养员工挑战不

安全行为的能力ꎻ要建立不安全行为和状况的处理和反馈渠道ꎮ
学习型组织:要建立鼓励员工积极探索有助于改进安全的手段或实践ꎻ鼓励员工积极学习和借鉴

同行的经验和教训ꎻ建立善于从错误中学习的机制ꎻ要积极收集和整理增进安全的手段和实践ꎬ并将

其纳入管理体系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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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沟通机制:建立良好的安全问题沟通机制ꎻ鼓励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安全问题ꎻ安全相关信

息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ꎮ
清晰的组织结构及职责:明确组织机构及组织中各层人员的职责ꎻ明确组织机构中各环节的接口

关系ꎻ明确各岗位的资质及技能要求ꎮ

２　 质量文化

ＧＢ / Ｔ １９０００ 标准对质量的定义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ꎮ 质量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

的质量管理过程和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自我特色的质量管理理念、规范、行为准则的总和ꎮ
通常质量文化所指的质量是指广义的质量ꎬ包括产品或服务质量、工作质量、生活质量、消费质量以及

环境质量等ꎮ
质量文化从管理层上来讲ꎬ高层管理者的质量价值观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质量理念、质量目标和员

工的质量意识与质量行为ꎮ 一方面ꎬ高层管理者需要确立组织统一的宗旨及方向ꎬ在这个过程中ꎬ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高层管理者自身对于社会、企业的理解ꎬ并进而对企业质量文化产生影响ꎻ另一

方面ꎬ高层管理者还是质量文化实施的环境缔造者和制度推进者ꎮ 在质量文化实施过程中ꎬ只有依靠

高层管理者的有力支持ꎬ才能弱化重重的阻力ꎬ保证质量文化的顺利实施ꎮ 从行为层上来讲ꎬ对内要

对广大员工、干部进行教育培训ꎬ将员工的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相结合ꎮ

２.１　 质量文化内容

质量的发展经历了质量检查、统计质量控制、全面质量管理、ＩＳＯ ９０００ 质量认证等四个阶段ꎮ 企

业质量文化的核心内容:ＩＳＯ ９０００ 族标准推出了八项质量管理则:①以顾客为关注焦点ꎻ②领导作用ꎻ
③全员参与ꎻ④过程方法ꎻ⑤管理的系统方法ꎻ⑥持续改进ꎻ⑦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ꎻ⑧与供方互利的

关系ꎮ 质量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决策层、管理层和个人的要求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质量文化构成图

２.２　 安全与质量的关系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ꎬ“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是核电建设的总方针ꎬ也是核电工程项目管理和控制

的基本原则ꎮ 安全与质量是相互联系ꎬ相互依存ꎬ相辅相成的统一体ꎻ安全是着眼点ꎬ质量是着手点ꎻ
安全是开展高质量活动的结果ꎬ质量是获得安全的基础和保障ꎮ 对核电厂建造阶段来讲ꎬ安全的首要

就是质量[４]ꎮ
质量意识、责任感和敬业精神是核电厂工程质量文化的基础和核心ꎬ其中质量意识的高低主要体

现在对待质量保证工作态度以及个人的工作行为是否符合质量保证的要求ꎬ责任感体现在个人是否

具有良好的安全文化素养ꎮ 参与核电厂工程建设的所有的人的质量意识和核安全文化素养直接影响

到工程的建设质量ꎮ 一个核电厂安全文化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决策层如何将其对核安全的认识和

重视程度通过制定安全政策并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来实现ꎮ 质量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质量管理过

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管理思想和精神理念ꎮ 同样ꎬ先进的质量文化也是和企业本身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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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密不可分的ꎮ 因此ꎬ可以说核电厂的质量文化和安全文化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整体ꎬ核
电厂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同时考虑质量文化和安全文化ꎬ二者在核心价值观、意识、工作行为等方面

有着同样的约束、激励和规范作用ꎮ
核电企业必须在建立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的同时重视安全文化和质量文化的建设ꎬ积极培育全

体员工的安全文化和质量文化理念ꎮ 对公司各级干部和员工进行有关安全文化和质量文化的培训ꎬ
并逐步在管理和工作执行过程中营造安全文化和质量文化的氛围ꎬ以此来促进质量保证工作ꎮ 利用

先进的质量和安全文化理念和严格的质量保证制度ꎬ使得质量保证工作成为核电厂所有工程建设者

的自觉行为ꎬ确保“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质量方针在核电工程全过程中落到实处ꎮ

３　 以核安全文化核心构建核电质量文化

３.１　 核安全文化对质量文化建立的启发

核安全文化主要由个人在体系里的工作表现、管理活动与组织政策所确定的安全体系这两个方

面组成ꎮ 核安全文化既是体制问题ꎬ又是态度问题ꎬ不仅与个人有关系ꎬ还和组织有关ꎬ同时也关系着

用恰当的行动和理解对所有核安全事项进行处理的要求ꎮ 与核安全文化相关联的除了个人的态度ꎬ
还有组织的风格和思维习惯ꎮ 同样ꎬ质量管理中的组织ꎬ如果期望形成健康的有质量的文化ꎬ主要依

赖两个方面:第一ꎬ员工具备良好质量行为ꎬ第二ꎬ组织中质量过程所构成的质量管理体系、正确的质

量方针与目标ꎮ 因此ꎬ建立、实施和保持质量管理体系的过程中ꎬ第一步需要把正确的质目标与方针

建立起来ꎬ同时确定并建立所需要的质量过程[５]ꎬ引导并培养员工树立起“良好的质量行为能够使自

己受益”这一观念ꎻ同时ꎬ为了保持其能够相互适应ꎬ质量管理体系应对思维习惯、员工的态度以及组

织的风格加以考虑ꎮ
３.２　 核安全文化是核电质量文化建设的核心

核电厂质量是指核电厂各种活动及其结果(如核电)满足规定的或潜在要求的特征和特性的总
和ꎬ在这些规定的或潜在特征和特性总和中ꎬ核安全是核电厂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６ ]ꎮ 核安全除了包括

所有的常规安全要求外ꎬ还包括核电厂设计、采购、建造、调试、运行和退役各个阶段特定的核安全方

面的要求ꎬ也是核电厂区别于常规电站的最主要方面ꎮ 核安全不仅要确保核电厂在设计上的多重安

全保障ꎬ还要保证核电厂在各个阶段内的持续安全ꎬ除了核电厂本身的安全可靠经济运行外ꎬ更要确

保核电厂员工、公众和环境的安全和健康ꎮ 核安全直接影响到核电厂的设计、生存和发展ꎬ是核电厂

的灵魂和生命ꎬ决定了核电厂企业的安全理念和宗旨使命、质量方针和目标、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员
工质量意识和行为规范ꎮ 因此ꎬ核安全文化是核电厂质量文化建设的核心ꎮ
３.３　 员工是核电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

质量文化与核安全文化一样ꎬ包括理念、制度、行为和物质 ４ 个层面ꎮ 核安全理念作为核电质量

文化的核心ꎬ影响到制度、行为和物质层面的建设ꎬ员工对质量文化的认知、认同、认真程度将决定质

量文化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ꎮ 广大的员工是质量文化建设的主体ꎬ质量文化建设需要有一个良

好的质量文化建设的氛围ꎬ它离不开广大员工的参与ꎬ必须根植于各级员工的思想、行为和规范中ꎮ
公司的决策层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ꎬ起着引领和导向作用ꎻ管理层是质量文化的传播者和督促者ꎻ
工作层是质量文化的主力军和实践者ꎮ 在核电工程建设过程中ꎬ个人的行为与核安全文化和质量文

化有着密切的关系ꎬ因为ꎬ只有当每个人致力于核安全这个共同目标ꎬ才能获得核电厂最高水平的安

全和质量ꎬ才能真正满足“安全第一和质量第一” 的核电建设质量方针ꎮ
为了提高员工的核安全文化素养和质量意识ꎬ国核示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训管理体系ꎬ规定了

每位员工每年必须参加安全、质量方面的培训ꎬ只有通过培训考核颁发授权许可证后ꎬ方可从事相关

工作ꎮ
３.４　 构建全面有效的核安全体系和制度是核电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

核电厂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ꎬ确保在制定政策、机构设置、资源分配、计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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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度安排、成本控制等方面任何考虑都不能凌驾于安全和质量之上ꎮ
体系和制度是质量文化的表现ꎬ是规范和约束员工行为的准则ꎬ也是衡量工作质量的最基本的标

准ꎬ是质量文化建设的关键ꎮ 国核示范根据国家核安全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公司质量管理大纲» «质
量保证大纲»(设计与建造阶段)、«质量管理政策»«经验反馈管理大纲»等工作大纲和工作程序体系ꎮ
其中安全相关的工作程序 ４３ 份ꎻ质量相关的程序 １１ 份ꎻ工程管理相关程序 ３８ 份ꎻ设计管理相关程序

３４ 份等ꎬ这些工作大纲、管理制度和程序ꎬ管理制度涉及核电厂建设、生产准备阶段的安全和质量、工
程管理、设计等各个领域ꎬ满足了示范工程建造阶段管理要求ꎮ

为了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和不断完善ꎬ国核示范编制了«管理者巡视»«自我评估管理»«核安全

文化自我评估管理»等程序ꎬ确保了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ꎮ 通过质保监查、质保监督等方式验证质量

制度的执行有效性ꎬ并定期召开管理部门审查会议来审查质量制度的适宜性和符合性ꎬ从而根据审查

结论不断修订和完善管理制度ꎮ

３.５　 培育学习型组织ꎬ加强培训ꎬ提高员工核安全文化素养和质量意识

培育学习型组织ꎬ制定程序来识别和解决组织体系中的存在的可能弱项ꎬ通过培训、自我评估、纠
正行动和对标ꎬ来激励员工学习和培育员工的质疑的态度ꎬ提高核安全文化素养和强化员工的质量意

识ꎮ 为了提高员工的核安全文化素养和质量意识ꎬ国核示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培训管理体系ꎬ规定了

每位员工每年必须参加安全、质量方面的培训ꎬ只有通过培训考核颁发授权许可证后ꎬ方可从事相关

工作ꎮ 在加强对员工培训的同时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活动ꎬ增强员工的感受ꎮ
为此ꎬ国核示范每年都组织公司各部门和现场各承包商开展一系列质量活动(质量征文、质量活

动、质量班组评比等)ꎬ在公司和承包商办公场所和施工现场张贴各种与质量和安全相关的标识标语ꎬ
并在承包商中强力推行工前会和工后会ꎬ经验反馈等ꎬ把安全和质量文化意识渗透到了员工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ꎮ 公司有意识地指导员工的质量行为模式、工作方式和方法ꎬ培养全体核电员工的敬业

奉献精神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责任心、使命感ꎬ养成一种优先思考安全和质量问题的工作态度ꎬ培
育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和良好的工作习惯ꎬ营造在整个公司和现场承包商人人自觉关注安全和质量的

气氛ꎮ

３.６　 经验反馈ꎬ追求卓越是质量文化发展的动力

核安全文化需要内化于心ꎬ外化于形ꎬ让安全高于一切的核安全理念成为核电企业的自觉行动ꎬ
国核示范已建立一套以核安全和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管理体系ꎬ健全了与核安全和质量相关的规章制

度并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ꎬ建立有效的经验反馈体系ꎬ结合案例教育ꎬ预防人因失误ꎮ
经验反馈作为一项管理工具ꎬ在国内外核电厂运行中得到了广泛运用ꎬ有效提高了核电厂运行安

全水平ꎮ 在核电厂工程建设阶段开展经验反馈的目的ꎬ从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偏差、事件群类中发现工

程质量、管理问题ꎬ为工程建设监管提供帮助ꎮ 同时对提高承包商管理人员、工人的核安全和质量意

识起着重要作用ꎬ促进承包商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ꎮ 为了建立经验反馈制度ꎬ充分利用公司内外核电

建设、运行经验ꎬ提高员工核安全文化素养和质量意识ꎬ国核示范制定了«经验反馈管理大纲» «设计

经验反馈管理»«承包商经验反馈管理»«经验反馈学习及考核管理»等工作制度ꎬ明确了公司各级员

工在经验反馈中的职责要求ꎮ 同时在公司办公平台上建立了经验平台和反馈专栏ꎬ保证了经验反馈

工作有效推进和实施ꎬ为质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ꎮ

３.７　 践行核安全文化的“四个凡事”已成为核电质量保证的重要手段

核安全文化既是态度问题ꎬ又是体制问题ꎬ既和单位有关ꎬ也和个人有关ꎬ是核电人共同的价值取

向和行为方式ꎮ 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核安全ꎬ践行核安全文化就是践行质量文化ꎬ人人都是一道安

全屏障和最后一道屏障ꎬ在工作中要严格践行 “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核安全

文化理念的基本要求和核安全文化的“四个凡事———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ꎬ凡
事有据可查”ꎬ做到一次把事情做好ꎬ已成为核电质量保证的重要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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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结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ꎬ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

一”是一个企业做出的铿锵的承诺ꎮ 质量是核安全的基础ꎬ核安全依赖于质量的控制ꎬ离开了质量的

保证ꎬ核安全则无从谈起ꎮ 国核示范的质量理念为:一次做对、持续提升ꎻ安全理念为:本质安全ꎬ至高

无上ꎮ 将核安全视为企业的生命线ꎬ通过核安全文化的培育和实践ꎬ不断强化了员工的法制意识、责
任意识ꎬ风险意识、诚信意识和质量意识ꎮ 营造了敬畏核安全、守护核安全、珍惜核安全的文化氛围ꎬ
今天的质量就是明天的核安全ꎬ已逐步成为国核示范全体员工的共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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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在国核示范电站培育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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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非(１９７６—)ꎬ男ꎬ湖北襄樊人ꎬ高级工程师ꎬ学士ꎬ公司总工程师ꎬ主要从事生产准备管理、技术设计、计划

与控制等工作

摘要:核电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ꎬ核安全是核电企业发展的生命线ꎮ 核安全文化是核电企业最坚固的“安全屏障”ꎬ为
了确保核电的安全ꎬ核电厂采取的是纵深防御ꎬ除了采取多道实体屏障和全方位的管理屏障外ꎬ通过核安全文化的培

育与实践ꎬ提升核电厂员工的核安全文化素养ꎬ使核电厂各项工作满足核安全法规要求是核电厂设计、建造、调试和运

行等阶段各项工作高效、安全进行的前提ꎬ也是核电厂管理的重要环节ꎮ 本文对核安全文化的定义、内涵、内容等方面

进行了阐述ꎻ对国核示范电站的特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ꎬ并从机构设置、制度建设、培训、宣传、事件报告和经验反馈、
自我评估与同行评估等方面阐述了国核示范电站在核安全文化方面的培育和实践ꎮ
关键词:核安全文化ꎻ国核示范电站ꎻ同行评估ꎻ经验反馈

核电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ꎬ核安全是核电事业发展的生命线ꎬ核电厂的安全文化是国际核能行业

在 １９７９ 年的三哩岛核事故和 １９８６ 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ꎬ结合“企业文化”思想ꎬ提出的新的安全

管理思想和原则ꎬ它是传统的纵深防御原则的扩充ꎬ也是安全管理思想的一次重大变更ꎬ可以说核安

全文化是核电企业最坚固的“安全屏障”ꎬ为了确保核电的安全ꎬ核电厂采取的是纵深防御ꎬ除了采取

多道实体屏障和全方位的管理屏障外ꎬ在核电厂培育核安全文化是确保核电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１　 核安全文化

１９９１ 年ꎬ国际原子能机构(ＩＡＥＡ)的核安全咨询专家组在«核安全文化»(ＩＮＳＡＧ－４)中对“安全文

化”的定义:安全文化是组织和个人具有的特性和态度的总和ꎬ它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观念ꎬ即核

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重要性要得到应有的重视ꎬ该定义表明:核安全在核电厂的所有活动中处于

绝对优先地位ꎬ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必须考虑其对核安全的影响ꎬ对核安全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安全

文化水平的高低ꎮ 建立核安全文化的目的ꎬ就是要规范所有参与核电厂活动相关的组织和个人自身

的行为以及相互的行为ꎮ

１.１　 核安全文化内涵

安全文化有两大组成部分:体制和个人响应ꎮ 体制由单位的政策和管理者的活动所确定ꎮ 个人

的响应指个人在上述体制中工作ꎬ并从中受益所持的态度ꎮ 安全文化不仅适用于核安全ꎬ还适用于常

规安全和人身安全ꎮ 所有对于安全的考虑ꎬ都受到信念、态度、行为的共同点和文化差异的影响ꎬ与价

值观和标准的认同密切相关ꎮ 其包含以下三方面涵义:
(１)安全文化既是态度问题ꎬ又是体制问题ꎻ既与单位有关ꎬ又与个人有关ꎮ 同时还牵涉到在处理

所有核安全问题时ꎬ应该具有的正确理解能力和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ꎮ 即:安全文化和每个人的工作

态度、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联系在一起ꎮ
(２)工作态度、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看似抽象的ꎬ但是这些品质却可引出种种具体表现ꎮ

即:安全文化作为一项基本安全管理原则ꎬ就是要寻找各种办法ꎬ利用具体表现来检验那些内在的隐

含的东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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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安全文化要求必须正确地履行所有的重要安全职责ꎬ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ꎬ丰富的知

识和准确无误的判断能力ꎬ适时做出见解ꎮ

１.２　 核安全文化内容

核安全文化的组成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组织层面管理活动所确定的核安全文化政策与工作程序ꎻ
二是个体依据组织的政策与程序锁实施的具体行为ꎮ 核安全文化既有态度属性ꎬ又有结构属性ꎻ既与

组织相关ꎬ又与个人相关ꎮ 核安全文化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要求遵守规则和条例发展

到组织自发追求良好的安全绩效ꎬ后续进一步发展到持续改进阶段[１]ꎮ
安全文化是所有从事与核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参与的结果ꎬ它包括核电厂普通员工、管理层及决

策层三个层次ꎬ安全文化的内容见图 １ 所示ꎮ 三个层次在核安全中负有不同责任ꎬ具体如下:
(１)对决策层———要求是公布核安全政策ꎬ建立必要的管理体制、提供人力、物力资源和自我

完善ꎻ
(２)对管理层———要求是明确责任分工、安全工作的安排和管理、人员资格审查和培训、奖励、惩

罚、监查、审查和对比ꎻ
(３)对个人———个人的响应是善于质疑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方法和互相交流的工作习惯ꎮ 这

三者也是个人卓有成效的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ꎮ

图 １　 核安全文化内容构成图

２　 核安全文化有形导出

安全文化存在于核电领域的每个环节中ꎬ大到公司战略决策ꎬ小到设备的一个小零件的采购或一

项服务内容ꎬ都会受到安全文化意识的影响ꎬ无形的内在特性会导出有形的外部表现ꎮ 因此ꎬ可以用

有形导出作为衡量核安全文化优劣指标ꎮ 如用卓越核安全文化八大原则对企业核安全文化建设进行

评估ꎬ以此来判定核电企业的核安全文化水平和员工核安全文化素养ꎮ

３　 国核示范电站的核安全文化培育与实践

３.１　 国核示范电站简介

国核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核示范电站)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成立ꎬ由国家核电技术公

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出资组建ꎬ国家核电控股ꎮ 国核示范电站全面负责国家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

厂重大专项 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工程建设管理和运营ꎬＣＡＰ１４００ 示范工程采用工程总承包建设模式进行设

计、采购、建造和调试ꎬ目前现场已经具备项目核准开工条件ꎬ待国务院核准ꎮ
目前ꎬ国核示范电站共有约 ３８０ 名员工ꎬ其中社会招聘人员约为 １８０ 人ꎬ校园招聘大学生约 ２００

名ꎬ大部分社会招聘人员来自国内核电行业的核电厂、设计院、工程公司或建安承包商ꎬ具有良好的核

安全文化素养ꎮ 除了生产准备的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外ꎬ近几年招聘的大学生已通过专项和在岗培

训已充实到相关岗位ꎬ这些人员虽然是新员工ꎬ但通过几年核安全文化宣贯和学习ꎬ已经是国核示范

电站工作的主力军ꎬ已具备良好的核安全文化素养ꎮ 现实行设计与建造阶段组织机构ꎬ现有的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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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能满足电站建造阶段的需要ꎮ

３.２　 核安全文化培育与实践

核电厂安全的核心问题是管理问题ꎬ核安全文化的本质是管理文化ꎬ建立核安全文化的关键就是

建立以管理文化为特征的核安全文化[２]ꎮ 核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ꎬ加强核安全文

化建设ꎬ必须尊重核安全文化建设规律ꎬ通过加强核电厂的硬件、软件建设和对人的管理ꎬ努力实现核

安全文化建设的目标ꎬ确保核电厂长治久安[３]ꎮ
核安全文化需要内化于心ꎬ外化于形ꎬ让安全高于一切的核安全理念成为核电企业的自觉行动ꎬ

核电企业应建立一套以核安全和质量保证为核心的管理体系ꎬ健全规章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ꎬ通过加

强队伍建设ꎬ完善人才培养和鼓励机制ꎬ在企业里形成安全意识良好、工作作风严谨、技术能力过硬的

队伍ꎮ
１)成立核安全文化推进机构ꎬ为核安全文化的培育和实践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为了加强核安全文化工作的组织与领导ꎬ提高全体员工的核安全文化水平ꎬ国核示范电站成立了

核安全文化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和工作组ꎬ国核示范电站总经理担任推进领导小组组长ꎬ公司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担任副组长ꎬ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为:指导和推动公司核安全文化的培育和实践ꎬ并提供必

要的资源保障ꎻ定期对公司部门的核安全管理体系情况进行审查与评价ꎻ营造适宜的工作环境ꎬ培养

全体员工重视安全的工作态度ꎮ 工作组组长由公司负责安全质量的部门主任担任ꎬ各部门经验反馈

工程师为小组成员ꎬ工作组的主要职责为:制定并执行核安全文化推进与发展大纲ꎻ制定公司核安全

文化评估计划ꎬ并编制核安全文化状态评估报告ꎻ组织编制公司安全文化培训教材ꎬ并配合完成培训

工作ꎻ组织制定安全文化水平评估指标并负责指标的考核工作ꎮ
２)制定核安全文化建设规划ꎬ持续有效推进核安全文化培育与实践

计划、组织、控制ꎬ是管理的三项职能ꎬ作为计划ꎬ是管理工作之先ꎮ 一项工作ꎬ首先要具有计划ꎬ
才会有后续的组织和控制ꎬ没有计划的工作ꎬ不叫管理工作ꎮ 为了持续有效的推进核安全建设ꎬ国核

示范电站根据公司发展和电站工程建设情况并借鉴国内外核电同行核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ꎬ编制

了公司核安全文化建设规划ꎬ规划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进行了策划ꎬ覆盖了安全文化建设的关键要

素ꎬ规划内容包括安全文化建设的目标、当前安全文化状况分析及存在的问题、后续五年建设的主要

计划及措施(其中包括解决的针对性问题)等ꎮ 为了保证核安全文化建设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ꎬ国
核示范电站通常会在每年年初总结上一年的核安全文化培育和实践的实际情况和效果ꎬ并根据规划

执行情况和效果ꎬ对建设规划进行审查、修订与升版ꎮ
３)决策层的安全观和承诺是践行核安全文化的纲领性文件

核电企业的决策层要树立正确的核安全观念ꎬ并在确立公司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构建管理

体系、建立监督机制、落实安全责任等决策过程总能始终要坚持“安全第一”的根本方针ꎬ并就确保安

全目标做出承诺ꎮ
安全是核电企业发展的生命线ꎬ只要是关系到核电安全ꎬ任何事都是大事ꎬ必须把安全工作至于

至高无上的地位ꎬ国核示范电站的安全理念是:本质安全ꎬ至高无上ꎮ 国核示范电站结合企业自身特

点和核安全对决策层责任制定了国核示范电站的核安全政策ꎬ国核示范电站的核安全政策为:
(１)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ꎬ确保电站所有核安全相关活动都满足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和规范的要求ꎻ
(２)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ꎬ确保做到电站的安全始终占据优先地位ꎬ且这一原则不受工程进度、生

产进度和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ꎻ
(３)建立和维持核电厂有效的纵深防御ꎬ保护电站员工、公众和环境免受放射性的危害ꎻ
(４)在公司内营造良好的核安全文化氛围ꎬ鼓励员工及时报告和纠正危害安全和质量的行为ꎬ奖

励员工良好的安全态度、对安全所做出的贡献ꎻ
(５)制定质量保证大纲并完善程序体系ꎬ切实维护所有程序和文件的有效性并确保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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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ꎻ
(６)注重培训ꎬ对所有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培训并使其具有相应的技能和资格ꎬ并自觉主动地使用

防人因失误工具ꎬ预防和防止人因事件对核安全造成危害ꎻ
(７)强调经验反馈是电站运行经验积累的宝贵财富ꎬ积极开展内外部经验反馈、自我评估、同行评

估、创建学习型组织ꎮ
４)构建全面有效的管理体系是核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

核电厂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建设良好核安全文化的基础ꎬ制定的管理体系应确保在

制度政策、机构设置、资源分配ꎬ计划制度、进度安排ꎬ成本控制等方面的任何要求、规定都不能凌驾于

安全之上ꎮ 国核示范电站结合公司和项目特点ꎬ在充分调研国内同行业管理体系建设情况ꎬ建立了一

套适合公司发展核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过程、质量管理等体系ꎬ为国核示范电站的和安全文化建设奠

定基础ꎬ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凡事有依据”ꎬ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行ꎮ
５)培育学习型组织ꎬ加强员工培训ꎬ提高员工核安全文化素养

核电企业应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系统培训方法ꎬ建立一体化培训体系[４]ꎬ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ꎬ
积极开展培训ꎬ评估和改进培训行动ꎬ激励员工乐于学习ꎬ提升员工的综合技能ꎬ形成继承发扬ꎬ持续

改进、完善ꎬ戒骄戒躁ꎬ不断创新ꎬ追求卓越ꎬ超越自我的学习氛围ꎮ
国核示范已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培训体系ꎬ制定了«操纵人员培训与再培训大纲» «新员工入职培

训»«岗位技术培训与考核管理»«培训评估与反馈»等 ２９ 份培训相关的工作程序ꎬ国核示范电站每年

年初都会根据公司、部门和员工个人的培训需求制定年度培训计划ꎬ培训计划覆盖公司全体员工ꎮ
国核示范电站针对员工构成ꎬ尤其是针对新来的大学生ꎬ从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开始ꎬ就涉及核电

与核安全相关知识ꎬ通过内部培训教案ꎬ深入浅出地讲解ꎬ为新员工系统全面地介绍核电知识ꎬ使新员

工具备了核电的基本专业技术素质及核安全知识ꎬ在后续的在职培训中还对不同部门、岗位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训ꎬ不断强化核安全意识ꎮ 公司非常重视培训工作ꎬ培训组织方尽心尽力ꎬ受训者也认真学

习ꎬ某些授权必须经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ꎬ如针对国核示范电站现场员工ꎬ每年都要开展安全、质量、
应急方面的安全授权培训ꎬ只有通过培训考核ꎬ才能获得安全资格授权ꎮ 通过不断的培训使员工将核

安全理念内化于心ꎬ外化于行ꎮ
６)强化宣传ꎬ创建和谐的公共关系

核安全的宣传分为对外和对内宣传ꎬ对外宣传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科普宣传等公众沟

通形式ꎬ确保公众对核安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ꎮ 国核示范电站非常重视对外的公共关系ꎬ结
合核电前期准备工作的需要ꎬ通过在政府网站、报纸、公司网站等媒体进行信息公开ꎻ通过环境影响评

价、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的问卷调查ꎬ使群众能更多了解核电、支持核电ꎻ组织群

众、老师、政府官员、学生现场参观电站建设ꎻ核电科普下乡(为政府机关、学校、企业)、资助电站周围

大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等ꎬ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ꎮ 对内宣传ꎬ为了让员工感受安全文

化的氛围ꎬ营造人人讲安全、重视安全、关注安全的氛围ꎬ公司充分利用内外网网站、微信平台ꎻ核安全

文化知识竞赛ꎬ在公司办公区(办公室、会议室、食堂)和电站现场等场所显眼的地方张贴、悬挂核安全

宣传标语和画板等方式进行核安全文化宣传ꎬ如图 ２ 所示ꎮ
７)建立对安全问题的质疑、事件报告和经验反馈机制

核电企业应倡导员工对安全问题要有严谨质疑的态度ꎬ通过建立制度鼓励全体员工自由报告安

全相关问题并且保证不受到歧视和报复ꎮ 作为核电企业的管理者应及时回应并合理解决员工报告的

潜在问题和安全隐患ꎻ核电企业应建立有效的经验反馈体系并持续的开展经验反馈工作ꎬ结合厂内外

实际案例教育员工ꎬ使用防人因失误工具预防人因失误ꎮ
另外国核示范电站鼓励报告文化ꎬ提倡建立透明的报告制度ꎬ要求各级管理层在工作中要鼓励员

工(包括承包商和监理员工)及时、如实地报告各种异常情况ꎬ同时组织员工对良好实践进行推广ꎮ 国

核示范电站已经编制并发布施«事故和安全事件管理»«经验反馈管理大纲»«设计经验反馈管理»«承
３３５



图 ２　 核安全文化宣传画板

包商经验反馈管理»«经验反馈学习及考核» «外部经验反馈管理»以及«人员管理»等管理制度和程

序ꎬ在员工能够按照编制的工作程序开展ꎬ保证体系的有效执行ꎮ 另外国核示范电站还在办公综合平

台上开发建立了状态报告、信息及经验反馈平台ꎬ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ꎮ
８)开展同行评估、自我评估ꎬ提升核电厂管理水平

核电企业利用同行评估和自我评估方式ꎬ监督、强化和提升企业绩效ꎬ对提高企业核安全文化水

平很有益处ꎮ 为了不断改进和提升公司管理水平ꎬ国核示范电站编制并发布了«自我评估管理»、«核
安全文化自我评估管理»等工作程序ꎬ公司自我评估分为专项评估和综合性评估ꎬ专项评估为部门级

自我评估ꎬ由责任部门负责人在其部门内指派相应的人员完成ꎮ 综合性评估为公司级自我评估ꎬ由评

估组完成ꎬ评估组组长必须由责任部门负责人及以上级别人员担任ꎮ 综合性自我评估领域分为:组织

和管理、生产准备、培训和授权、运行经验反馈、工程管理、技术与设计管理、消防、应急准备等领域ꎮ
原则上ꎬ要求至少 ３ 年对各领域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我评估ꎬ评估过程中以 ＷＡＮＯ 评估手册为指导ꎮ

核安全文化自我评估作为核电厂核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切入点ꎬ可以有效推动核安全文化理念

在核电厂的传播ꎬ推动核电厂核安全文化向深层次发展ꎬ促进核电厂开展核安全文化建设和对标ꎮ 核

安全文化自我评估的评估准则以卓越核安全文化八大原则为主ꎮ 评估方法:主要包括评估前人员问

卷调查、现场评估人员访谈和观察、现场文件和资料查阅等ꎮ 国核示范通过同行评估和自我评估ꎬ提
升了公司管理水平ꎮ

４　 核安全文化实践成果及存在的问题

国核示范电站自公司成立开始至今ꎬ公司决策层高度重视核安全文化培育和实践ꎬ成立了核安全

文化推进工作小组ꎬ制定并发布了核安全文化建设规划和适合公司发展的核安全政策、体系和规章制

度ꎬ要求管理层干部在工作中要起表率作用ꎬ鼓励员工个人积极响应ꎬ持之以恒ꎬ形成了良好的核安全

文化氛围ꎮ
通过近几年核安全文化的培育与实践ꎬ全体的员工的核安全文化素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ꎬ但是在

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等内、外部监察发现了一些问题:
１)在工作中ꎬ个别管理层口头上重视核安全文化ꎬ但实际工作中遇到进度问题时ꎬ不能严格按照

程序办事ꎬ不能做到把核安全放在首位ꎮ
２)个别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可操作性不强ꎬ需要进一步完善ꎮ
３)少部分员工在工作中不能完全做到核安全文化的“四个凡是”要求ꎮ
４)培新工作的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要加强和考核指标需要进一步量化ꎬ部分管理层不重视

培训ꎬ因工作忙等原因不参加培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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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别员工对经验反馈的意义认识不足ꎬ对反馈的信息不够重视ꎬ需要进一步强化员工的经验反

馈意识ꎮ

５　 总结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发展的生命线ꎬ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工作中全面贯彻“安全第

一ꎬ质量第一”质量方针ꎬ国核示范电站通过核安全文化的培育和实践ꎬ 加强了全体员工的核安全文

化素养ꎬ营造了全体员工敬畏核安全、守护核安全、珍惜核安全的文化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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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实践

于　 勇ꎬ陈登科ꎬ韩仁余ꎬ胥建国
(北京核化安全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７)

　 　 　 　 　 　 　 　 　 　 　 　 　 　 　 　 　 　 　 　 　 　 　 　 　 　 　 　 　 　 　 　 　 　 　 　 　 　 　 　 　 　 　 　 　 　　
　

　
　 　　　　　　　　　　　　　　　　　　　　　　　　　　　　　　　　　　　　　　　　　　　　　　

　
　

　
　

作者简介:于勇(１９７２—)ꎬ男ꎬ辽宁营口人ꎬ高级工程师ꎬ硕士ꎬ现主要从事核安全管理研究工作

摘要:介绍当前民用、军工以及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现状ꎬ结合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实践ꎬ梳理审查工作应把握的有关

原则ꎬ对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进行了分析ꎮ 呼吁海军核安全资格申请单位把握好目前有利发展形势ꎬ练好内

功ꎬ为国家和军队建设贡献更大力量ꎻ审查单位不断加强队伍建设ꎬ勇于担当责任ꎬ把好核装备质量第一道关口ꎮ
关键词:海军ꎻ核安全资格审查ꎻ原则ꎻ问题

核安全资格审查是军队核安全监管部门对核装备、核设施相关单位实施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手段

之一ꎮ 其目的是审查、确认从事核活动的法人单位所具备的核安全相关资质、业绩和能力ꎬ并通过审

查和监督ꎬ督促涉核单位健全核安全制度ꎬ提高核安全文化意识ꎬ纠正不符合项ꎬ从“源头”上消除核安

全隐患ꎬ从而提高核装备、核设施固有安全性ꎮ
２００５ 年起ꎬ海军核安全监管部门率先在军内开展了核安全资格审查实践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ꎬ«中

国人民解放军核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ꎬ首次在军队核安全工作制度设计

上确立了核安全资格管理制度并明确提出相关要求ꎬ明确承担军事核装备、核设施相关任务单位应当

取得核安全资格ꎮ 为使相关涉核单位适应这一新的制度要求ꎬ原总装备部原则上给出了 ３ 年的适应

期ꎬ并在适应期内逐步推广军队核安全资格管理工作ꎮ 海军在原有核安全资格管理工作基础上ꎬ依据

«条例»要求ꎬ逐步将核装备、核设施全寿期工作纳入核安全资格管理ꎬ有效促进了核安全法规标准的

落实ꎬ提高了有关各方对军队核安全工作的理解和认知ꎬ推动了核安全相关缺陷或问题的处理和解

决ꎬ为海军核装备、核设施的安全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ꎮ

１　 核安全资格审查现状

１.１　 民用核安全资格审查现状

为了加强对民用核安全设备的监督管理ꎬ保证民用核设施的安全运行ꎬ预防核事故ꎬ保障工作人

员和公众的健康ꎬ保护环境ꎬ促进核能事业的顺利发展ꎬ国务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颁布了«民用核安

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该条例规定了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对民用核安

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活动实施监督管理ꎬ同时也规定了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

工和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相关要求ꎮ 另外还发布了«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监督管

理规定»(ＨＡＦ６０１)、«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管理规定»(ＨＡＦ６０２)、«民用核安全设备焊

工及焊接操作工资格管理规定»(ＨＡＦ６０３)、«进口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规定»(ＨＡＦ６０４)、«核电

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ＨＡＦ００３)等部门规章以及«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单位资格条件»、«民用核安

全设备制造单位资格条件»、«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单位资格条件»、«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模拟件制

作»、«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不能分包的关键工艺和技术»等技术文件ꎬ对
民用核安全资格要求逐项进行细化ꎮ 目前ꎬ参与民用核安全资格审查的有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苏州热工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等单位ꎮ 总的来说ꎬ民用核安全资格审查相关法规标准体系已

基本完备、审查能力手段满足目前需求ꎮ

６３５



１.２　 军工核安全资格审查现状

为规范和加强军工核安全设备的监督管理ꎬ保障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设施(以下简称军工核设

施)安全ꎬ依据«国防科技工业军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规定»ꎬ国防科工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颁布

了«军工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办法»ꎬ该办法规定国防科工局对军工核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和

无损检验活动实施监督管理ꎮ 目前ꎬ参与军工核安全资格审查的主要是国防科工局军用核设施核安

全技术审评监督中心ꎬ审查能力手段满足目前需求ꎮ

１.３　 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现状

目前ꎬ«条例»是军队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的主体依据ꎮ 海军核安全部门负责组织海军所属核装

备、核设施相关任务单位的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ꎮ 海军在«条例»基础上ꎬ制定了«海军核安全资格审

查管理办法(试行)»ꎬ作为开展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的具体指导文件ꎻ正在编制、报批的«海军核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海军开展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的有关职责、程序ꎮ 但是ꎬ其他与军队核

安全资格审查相关的标准规范、技术文件等目前还只能借鉴和参考民用核安全设备资格审查相关法

规标准ꎮ

２　 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实践

«条例»颁布前ꎬ海军开展了上海阀门厂等多家军地单位的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ꎮ «条例»实施以

来ꎬ二十余家军地单位向海军提出核安全资格申请ꎬ目前已完成十五家单位的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ꎬ
其资格范围涵盖了«条例»要求的全部资格类型ꎮ

２.１　 核安全资格审查工作的几点原则

目前ꎬ对申请军队核安全资格的单位明确了以下基本条件:①具有法人资格ꎻ②具有与申请承担

涉核任务相称的保密资格ꎻ③具有核领域或者其他相关、相近军工产品领域五年以上工作业绩ꎻ④具

有与申请承担涉核任务相适应的、经考核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ꎻ⑤具有与申请承担涉

核任务相适应的工作场所、设施设备、检测检验和试验手段、关键技术储备等条件ꎻ⑥具有符合军队核

安全要求的质量保证体系ꎻ⑦具有执行军队核安全法规、技术标准的能力ꎻ⑧具有良好的核安全文化ꎻ
⑨无军队核安全设备制造、安装、维修业绩的单位申请核安全资格时ꎬ应当进行有代表性的模拟活动ꎮ
申请与审查过程中如何准确把握这些原则性条件是确保申请审查质量的关键ꎬ这里重点对申请和审

查过程中出现的难以把握的几种情况予以说明:
(１)申请范围和相关资格ꎮ 除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ꎬ其他国内军地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都

可申请军队核安全资格ꎮ 一般情况下ꎬ承担总包任务的单位应当申请总体资格ꎻ承担分项任务的单位

应当申请涉核分系统资格ꎻ提供涉核保障范畴的装备或技术服务的单位应当申请涉核配套资格ꎮ 提

供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维修、检测检验服务的单位ꎬ应当取得配套核安全设备资格ꎮ 通常总

体单位应当具备一级保密资格ꎬ涉核分系统单位和承担核安全 １ 级设备相关任务的单位应当取得二

级以上保密资格ꎬ其他单位均应具备三级以上保密资格ꎮ 除核设施总体建设所涉及的配套核安全设

备供货商外ꎬ其他申请单位均应当取得军队装备承制资格ꎮ
(２)五年以上工作业绩ꎮ 为鼓励并培养更广泛的军事核活动供货商群体ꎬ«条例»允许与申请资

格相关、相近的五年业绩作为工作业绩ꎬ即军核业绩、民核业绩、军品业绩、民品业绩等均可视为有效

工作业绩ꎮ 这一措施旨在降低军队核安全资格准入门槛ꎬ避免非涉核优质单位无法进入军事核活动

供方群体ꎬ但必须经过核质量保证体系、核安全文化、模拟活动等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审查、检验后方能

获取军队核安全资格ꎮ
(３)关于特种作业人员ꎮ 目前军队没有将核级焊工、焊接操作工以及无损检验人员纳入资格管理

范畴ꎬ通过采信民用核安全设备焊工、焊接操作工以及民用核安全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确认上述特

种作用人员的作业资格ꎮ 针对无法取得民核相关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的用人单位ꎬ可由海军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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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门协调国家核安全局组织相关人员的考核、取证工作ꎬ避免了军队企事业单位和部分非核单位特

种作业人员无法取证的困境ꎮ
(４)涉核军品质量保证体系ꎮ 申请单位必须已经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取得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

证证书ꎮ 在此基础上ꎬ申请单位应当按照«ＧＪＢ ８４５ 潜艇核动力装置质量保证安全规定»系列标准的

要求对已建立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改造ꎮ 改造的重点包括明确各级核安全责任ꎬ畅通核安全内外部

接口关系ꎬ按照国家核安全局不能分包的事项加严外包控制和管理ꎬ加严过程控制和不符合项分类管

理ꎮ 同时ꎬ明确要求不同资格类别需要提供相匹配的控制程序ꎬ确保涉核军品质量保证体系制度完善

且能够有效运行ꎮ
(５)关于军队核安全法规、技术标准的执行能力ꎮ 申请单位应当组织学习军队核安全法规和技术

标准ꎬ细致梳理针对目标产品和服务的执行标准清单ꎮ 承担核安全设备相关活动的单位应当将执行

的技术标准细化到章节条款ꎬ并确保执行标准的适宜性和新版标准的适用性ꎮ
(６)关于核安全文化建设ꎮ 申请单位要充分理解国家核安全政策声明ꎬ结合本单位承担的涉核活

动特点ꎬ从核安全文化四个层次和八个方面开展建设ꎮ 建设过程中既要强调组织制度建设ꎬ又要关注

个人对安全的意识和贡献ꎮ 建设的重点首先是发布适宜的安全政策声明ꎬ以此作为员工的核安全行

动指南ꎮ 其次要明确定义责任和分工ꎬ分层次开展培训和资格审查考核ꎬ定期评审安全性能指标ꎬ设
专职机构独立审查安全问题ꎬ提倡质疑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方法和相互交流的工作习惯ꎮ 最后ꎬ
还要针对问题或趋势提出改善安全的措施ꎬ同时重视并开展经验反馈ꎮ

(７)关于模拟活动ꎮ 军队核安全资格审查法规没有明确模拟活动方案中的核安全设备选型、替
代、覆盖等方面的原则要求ꎬ申请单位可参考«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模拟件制作»进行选型论述ꎬ同时

关注以下差异:①军队核安全资格中的维修资格需要模拟活动ꎬ这在民用核安全资格中是不包含的ꎻ
②军队核安全资格审查中要求的模拟活动更关注于关键工艺过程ꎬ因此并不强制制作模拟件ꎮ 申请

单位在模拟活动选型论证时可以选择不同产品的制造、安装、维修过程ꎬ也可以选择已完成的相关涉

核活动ꎬ只要这些过程或活动能全面覆盖申请范围所涉及的关键工艺过程即可ꎬ极大降低了申请单位

的模拟活动成本ꎮ

２.２　 核安全资格审查过程中的典型问题梳理

通过核安全资格审查ꎬ我们发现了部分申请单位在核安全法规标准、涉核军品质量保证大纲执行

以及核安全文化等方面的一些典型问题ꎮ
(１)某公司连接管焊缝泄漏问题ꎮ 该公司在水压试验时发现某系统液位测量隔离阀阀体(材质为

Ｆ３２１ 不锈钢)与液位引压管(材质为 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９０ 镍基合金)连接处焊缝出现泄漏ꎮ 经过核查分析ꎬ主
要原因是施工人员未经核实液位引压管材质ꎬ错误选取不锈钢焊丝焊接导致ꎮ 发现问题后ꎬ该公司按

照设计单位提出的焊缝返修技术要求ꎬ编制返修方案ꎬ经评审后实施返修ꎬ弥补了缺陷ꎮ 同时公司举

一反三ꎬ对所有甲供、自购设备接口材质、焊材使用情况进行清理ꎬ确保施工正确ꎮ
(２)某公司外购的外套缸裂纹问题ꎮ 该公司在产品热态性能试验过程中多次发生阻滞问题ꎬ拆解

发现外套缸镀膜存在裂纹ꎮ 经过试验分析ꎬ认为镀膜产生裂纹后ꎬ渗出物与水形成污渍使摩擦阻力异

常大幅增长ꎮ 进一步调查发现ꎬ外套缸为外购产品ꎬ供货商由于赶工期ꎬ对后续牌号产品的镀膜工艺

控制不严ꎬ导致镀膜不均匀ꎬ是造成裂纹的主要原因ꎮ
(３)某厂钛合金球阀 ＬＯＣＡ 试验失败问题ꎮ 某厂制造的钛合金球阀样机在 ＬＯＣＡ 环境鉴定试验

过程中ꎬ当环境温度达到 １８０ ℃时ꎬ电动执行器不能正常工作ꎮ 经与电动执行器供应商沟通ꎬ确认该

厂在采购过程中ꎬ未对执行器详细技术状态进行核实和交底ꎬ误选购出厂标配电动执行器导致ꎮ
上述三个问题主要发生在技术交底、外包和采购等环节ꎬ充分说明接口部位是涉核军品质量控制

的薄弱环节ꎬ也是审查工作必须关注的重点ꎮ 申请单位只有严格按照涉核军品质量保证大纲“四个凡

事”的要求ꎬ加严各种过程管控ꎬ才能确保产品或服务满足军事核安全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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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军队核安全资格审查是前移核安全关口ꎬ前端构建核装备、核设施质量信心和安全信心的重要举

措ꎬ也是配合我国军事核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安全保障措施ꎮ 军队核安全资格申请单位应当把握好

目前有利发展形势ꎬ练好内功ꎬ为国家和军队建设贡献更大力量ꎮ 海军核安全资格审查力量应当正视

问题ꎬ把握原则ꎬ积极借鉴和吸收外部有益经验ꎬ不断加强队伍建设ꎬ勇于担当责任ꎬ把好核装备质量

第一道关口ꎬ为军队核安全事业贡献力量ꎮ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Ｕ ＹｏｎｇꎬＣＨＥＮ Ｄｅｎｇ￣ｋｅꎬＨＡＮ Ｒｅｎ￣ｙｕꎬＸ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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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ｒａｓｐ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ｍｙꎻ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ｎｉ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ｖｙꎻ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ꎻ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ꎻ ｐｒｏｂｌ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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