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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满足下世纪上半叶核能迅速发展的需要，设计了为轻水堆提供充足核燃料的磁键囊变

精确堆 CHD. 增痕维能满足10个以上同等规模功率轻水堆的核燃抖的需要，它可以在不需要

进行再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加浓燃料.为了抑制靠近等离 f体区域的裂变，对压平的功旦震预度

进行了计算.用这种办法，糟骗了直接加浓聚变增碗堆的l!科生产.为了减少MHDt'J~Hi净，

冷却剂LiPb 轴向流入再生区.虽然在反应堆中氟的投料量很低，先了减少尔通过冷却剂营

的渗透，必须研制特殊材料.由11个轻水堆电站和一个骤变糟痛难组成的系统的电成本为传

统的轻水堆电站的1.05倍.

美.饵.变增殖堆磁笛抑制裂变直接加浓



CONCEPTUAL DESIGN STUDY

FOR A MIRROR FUSION BREEDER

Huang Jinhua Deng Boquan Li Guiqing et 01.

(Southwestern Institute of Pbysics. Sicbuan)

ABSTRACf

Amiπ。r fusion breed町. CHD. bas been desi,... for providina plenty

of nuclear fuel for liaht water reKtOn to meet the D镜dS for rapid devel

。pment of nuclear power in the fint half of next century. Tbe breeder is

able to suppon tbe nuclear fuel needs for more than 10 LWRs of 剧l1Ial

scale in power witb fuel enriched directly in CHD without re庐ocessin，.

Measures are taken to flatten tbe power density distribution in tbe blankel

so that fission is suppr目配d in tbe re,ion dose to the Plasma. and bY

this way fuel prOduction is enhanced for this direct enriched fusion bre町ler.

In order to reduce tbe MHO pressure drop.LiPb flows in the blanket axially.

Thouab II旨 tritium inventory in the reaClor.s very lOW， s庐cial material

and desian have to be developed to reduce the permeation of Iritium Ihro

u.h the coolant pipes.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from the system, consisun.

。f 11 LWR Plants and one fusion breeder is predicted to be 1.05 times of

that from a trilditionat LWR pl.ant. Tbis fiaure is insensitive both to tbe

cost of CHD and its sUPPOrt ra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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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源战略考ft..能源的解决中期哥哥依靠裂变能.宫内优势是工理技术哎熟. ~}济性能

良好，而远期要依\'1.赘变能，宫'优势是盯民 1二百、 ;lti争安全.但是这!lJl 1t lI'Hi t'r n苟安t解

决的!可理.

对于裂变，大:tl建造裂变咆站2;变犬。核燃抖.专使裂变能源~J 1l1 可1ft:巳约!如也 'tt 气;中

占栩吨的比例.总在解决犬 ~it23'U fn23 'Th 1":j 和!阴间~~1.

对于娶变，几十年来时装变的科学可IJ性研究取得r进展. "--:f i豆 ~-·t tolE ri I~变 in工程技术

也得到了尚可E发展.预 III"斗学呵 if性 (J演 'J飞不会遇到{[: }~困难. If，'气*"fii件上迄今没有

发地稽n克服的网意.然而1if贝多问44·要研究，在聚变堆研究rtlli~ 亏、日征的约济1'f， !'!I ~~1. rl
10年代后期以来-2到悦大rl'j关.在.日前没 ;~'(J聚变堆 (t:~'~ 济上 17.tl! Ij~! 安堆是 '{t. 还;苟安做

很大的改进.

褒变婚时l堆具有解决土边向方 ifiil'~题向 ?~tE可能作.'这一主 f!2 .~由于安王用汽堆只 1丁 it毯

的核舷科晴的性能.

ff.放 J MW". 竿的裂变能所能生产 1:J裂变燃料公斤数

SP to = 3.1F [公斤"·Pu/MW".年聚变徒]

这喂F是每个嚷变中f{f包层巾能产生的净裂主根科钱数.取屯站rn vi荷肉?为0.10 相夜

地

5Pz3.87.E ftM} 〔公可·..·Pu/MW...年哥哥变裂变能]M

tt巾M是包层的能 fIt 糟，.1.. iffj

U.IM
f(M> =-;一~-;;; ;-;，-~ ~(0.81--J .0)- 14.1 M' + 3.5

另→个德j 奇核燃抖生产li~J 参数是支持比No 它去!1I1--个~变响可l堆能支挠多少个问专刀1

3萃的裂变堆. Niif简 If'-地点;"J ，为

N- f#·裂变 :7 J.;~ f在 ~l~I:Jf~ ~I( • F
- 1:; 骂是哇!运 J.;~ (包 1-";- 裂(}~ Jff ?rl't) t? 放lf'Ji"t~:I(

-
1-ι

H 巾C 是裂-;，，:堆~ ri I r刊燃料裂，换比.

r I
IV =13.5:.' ..r (M)M' l-C

仰割裂变包层具有大Hψ'l'，.. Jt 支将比N刊JorU:. 恍环境帆船仔， i?i: T!'Ei'咽燃

fl. 向于支忡比大，从rfli f:}~这样- "I'骂.t iOfJ~'it件Li缸，，1它所起~!f!(J N 个裂变好.可纠i吨的系统具

H良好的约济性能.换{'H再说， J主仲班组:增的堆(I:(?i占t'F. 111; Ii rfli ifgmWi ~运 !Zl:J前实况J.让用，

[..I时又能解决裂变也 iliifCj攸燃 tWJUt贼!咱也.伊!'I已不能郁lIJ lj降低，';~!r!妃，巳， :fjC :';J'耍，其.

抑制裂变 II:) 氓 11措施之，止咛 i li'~~ 'I勺 ":'un 核燃川浓缩 1主 ;IHl~ Ii.:' (<: I %) ~t:rl:料， 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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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达到很苟的支持比.但水堆用燃料的浓缩度约为 s Yo.因此从抑制裂变包层中生产的核

燃料需要进;'1后处理才能使用。直接加浓慨念是使卸料时浓翁度达到 3Yo.这可以节省可观

的后处理费用，也无需发展和完善聚变增殖堆的后处理系统.但是这种包层由于M大，不易

达到校高趾 P/M倪.

我们在E恕的概念是在满.lJlJ'~ tl给和直接加Ii衣条件下尽可能增大F/M值，得到较好的核燃

料生产性能.

磁键l盘盘具有稳态运行. J垂于这堆 II，!直线几何尊优点.为了概念没计，作为;:r，一步，我

们选怪了磁镜位型，以后将开展托卡马克寺位型的概念设计.

二、系统描述

1 等离子体..

‘ I~绳磁镜地i 出野f';~ '[~: r扫心'主 fn端塞组成。在端塞监用汉极挣也势相I 强磁场相结合来tr，

塞螺线~;申心主 ·.}t!.~ J 体 li:J端主~;世漏. m八议场或壁放应来稳Ji二等离俨体.为了约束中心主

的电子，主坛tt.端主 JL二 jJ.巨大 Ii) f;~ 电势，为了约束中心室fljtll r ， 主Ufo端塞形成大 (I:J iE电势.这

些电势都.:I i甘I!!JI在共振加热f生II，!热电 f军肖(-体制中性束产生的晃i;!H鸟 f 相综合的方it;产

生的.由于在极小磁场的地方产生‘热垒'，端赛中的电子与中心室的电子国此而被嗣肉。

技!!I现申心室和端塞各处的物理过程，采用零维流体模型建立起空间各处的岳种离(在i电

子的温!泣，密度、磁场和电纷问 :I·j关系式。 J!!i以共中的一些 iA包括申心窒禹 I 温度、端塞II··J

热电子i£. f豆、队电子 i品lit.J忌，力反.~ j气温!豆、中心窒队， dd基~p、中心袖线上的磁场分布.恢

聚变i}l二牛、*-~:~~、~径和1中心应负找 1号。调整i主乓参数，可以 f~l·H:l满，心'11q (f f[;解.计 }lj\J- jirJ

白 :J 参数自s 申心主宰肖r:你半怡、长皮、i'l'.'1芷、也 jτ温度、端事各种位 J 的*，豆、主!要点In

静电势、约·~f 参数.吸收功和、 I口科!应求相οf且辛.

根据苟且~{:f.l.H(i:j→组参数列在在 1 中.

襄 1 .离子体..

~il心室参1l

P ,.. MW 2000 'to em 4&

(P.) n. MW/m' 3.3 Lei m 128

pc 。.28 【mτ} 川. cm- J • s 5.1' 10"

To c. k~ \i 30 【nτ) . cm- J • 5 5.1' 10"

T. c. k~ \i 26.6 Be. Testa 4.S

lie. C圃-， 2.9 '10" B瞩(， Tesla 21

't.. e回 ，。 'i. j. A 且312

品i 禀寺，霄 j气体嗷IjJ(J}J+

Pu;.... MW 53.2 Pi',,,""', MW 8.4

P，讯. MW 1, 2 PTOT. MW &8 .8

。 29

Z. 中't....得

II:, :~'，i礁惋增 ~'lJflirl:J 中心主{，Iuo I'悦yt.如IniH/l::撞倒，或 (n I. 2) 。占 2 结 iii镰m增对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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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压抑串级磁镜混合堆申-t:..主及包层维修程序图

设计的一些主要特征.增殖剂液体 1ili.同时作为冷却]剂，优点是包层结构简啦，缺点 J止 tjfJz 构

材抖相容性差，与含氧物质的反应会引起安全闯踵以及在磁场下流吻会产生过大 il~J磁流体压

力损失.对于低卡马克堆内侧包层后一 MHO 效应尤为严重.但是对于磁镜堆，由于锺场校

低，容易得到解决.选用低共熔合金 17LiS3Po是因为彼之液体Li有较好的安全性。它与铁素

体铜有钱好的相容性.此外 Pb 是很好的中子增殖剂，有利于提高包层的增殖性能.选 JRTh

作裂变燃料增植剂是因为官适合我们选挣的堆型一-抑制裂变直接加浓.这种堆具有较大的

支持比.

每一个包层槐件的主体部分是同铀心的多层钢筒{因 3) • t西层铜筒分男IJ 与两端;1;兰焊

接.筒璧间分别用嗣扳支承以增加筒里的刚度相机械强度.嗣板焊接在内仰的外阅由i上，与

外简内蟹的接触部分不焊接，以便径向与轴向在热胀冷缩时自由移动.通过上下两个j'i径为

40厘米的管子冷却剂LiPb被输送到横件-嚼的圆环状‘水盘'上，通过节流板分流，m-铀向

流过第-璧初燃料区冷却逼迫，流入另一峭的"水盘"，然后流出包层.此外，‘水盆'J止采

用嵌街也绝串'层的复合材料制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威小导电流体 ~JJ'~磁力线产生的 MHO

压力损失.由于黯键堆第_.-壁上的我副热负载'J' (约 4-5W!cm勺，输i句流功不会导敛过

高的第 4壁结构材料的温度.冷却剂给阅峭造出的方式结为了减小尉 i~古怪城的温度{:(:J辈，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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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划出口普

图 s 也12~卡件，轴侧副而因

.2 CnD筒皇...

班吏;jJ 非P r.. MW

耳离子体骨f..:.lJll且Q

;'fl--，，-!半筐，归. em

叫If¥1.如战 (Pw) n. MWjm'

中心主¥:鹰L， m

I'(啡'立

坏增现1111 帆布!II乱

结构u料

中 o曲植剂

燃抖增值剂

输出 t争电功中， MW

年产"'Ii， It,
支持比

aua

,
aHV

ozeaw,,.

J.J

121

40

17Li8JPb共培 I~j盘

棋l:体制HT-9

Be. Pb

~l

1000

4200

It

而B兔局部过大的将隘/J.

采用Be中子增磕剂是为了得刽更多的可用于生产燃料的中儿刃一方面，对于直接加浓

的概念，卸料时SUU 的浓度高，乘用Be 中 f增值剂后·包层中((OJ裂变不易抑制住，这不利于

F/M 的提高.包层中f学设计的任务就是要克服这个困难以达到rJa佳的燃料生产性能.为

了便于添料和匈料，采用了文献[1]所提出的将Th 附在 Be小球上的方案.包居模件袖而Ij((oj

中阳l位置上布肉根糙甥l料的管 t ， 这是利用 IJ、L:~(I~ rr!{(进11装卸l抖i(rj 设 ((oJ.

也层外日Hi约so胆米的超导幽体屏融l迢， i究解曲HJ由Fe， B.C 属I Pb 组/Ill..由于tl'.1Jt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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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要求中最难满足的是将在坦导磁体性瓦中辐照的能量沉积降低到限制值以下，为了得

到最低的能量沉现.选择了阳、 B ‘C和Pb的最佳厚度.

超导体选用 NbTi，超导线圈申心间距为 30 2m. 为了喊IJ、磁体应力和增加l超导体Ilj稳在

性，导体分为三层，在磁场高的区域，采用较小的电流密度.超导线罔内半径为 20 5m，宽

为Oo8m，原为Oo6m. 每个线圈社瓦外壁尺寸为内半径20 27m，外半径为30 33m.

包层、屏敲层、磁体等全部重量支承在一个装有导轨的底座上.底座可以在垂直于中心

室的轴线上横向移动.过包层轴线水平面两侧有两条寻轨托在屏蔽层相应的位置上， 1.董导轨

既是包层的支架，又可用于轴向移动包ffi (罔 I) •

模件之间的连接采用端面雷封，由密封法兰、波纹管租滚珠组成〈罔! ) 0 滚珠的主要

作用是为密封法兰提供偏转一小角度的自由度以补偿两个配合窑封法兰的不完全平行问题，

吃草

匮直直属一\
Df '甜撞呈

、

飞

1

E

、

一一 一

/

出生/

--.!!

国.. ~:;JIftj'1i封结构四

保证瑞丽密封可靠. ，圭兰 II~ 移功.Yl为 0-25 毫米，气室坏带宽度 :f.J IOem , {j 放受 JJ献 ~hih

8000em" 调节气体(或液体) I五强， '·TU达到满足密封II~压力要求.

二、中于学设计

也应申子学的计算模型如回 5 所示.它用_.-维肉散A¥;标叶1-[输it 计 11:棺I¥ANlSN ..作

{呼II学性能优化的设计计算.计算了参数PoToM峭LiPb rll" ~j 浓缩 Ill:以及随 l3 'V 在 Th中

z
d
L帽
子
体

L,Pb 975 ,";; LiP\> 机与俨丁- ~ 2 飞

HT-9 15 Y. s.. + TIl 58 %

i/ 「4; 主 l
iJ I 叫|事 l 时配 |事| 慢占晴壶'~ I 丘 l
i I-I I 二 I ~ I: I I I I ti I
!宝|主 I III i Ifl ! ! I 二 ii ~ I~I I-I I rl I I I I
L.LL.Ll一一.l.-LL，_干 L...年L.. ,.. ...L..1._

.e l 6' 飞; ~ 65"65 晶 刷刷 1168 11&&佣R CO

ι'"

L~H r; {Qιl III ("hi 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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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浓度的变化.中子通量在包层的分布很不均匀，靠近等离子体的区蜡‘"u 的窥变率比

其官区城大得多.我们提出了一些方案试图抑制住靠近等离子体区的裂变.计算结果见袤

3.

z

，事'

_.一--n，二

四

n~
.....---_.报田

"、~T.. Ha比量Z%

z.t

,.,

1·4

4饵
'
咽
锚
'
蜜

0-4

u

‘', E

E崛 i " 5

图 a 局部能量沉织M.

把燃料增组区划分为 5 个小区如圈 5 所示.我 s 列出了一些方案的布置情况，二ij 玲，~ 1 为

Th的布置均匀，方祟 2 减少了前两小区的Th，但保持Th的平均比为3%，其余方案是进一步

增加Th在后三小区中的体织比.表 s 申卸料时t aBu在Th中的体狈比达到2%时，其浓度巳达

3%. 图 s 表示局部锦量精益M" 这里

M‘罩在第 i 小区沉飘的能量/每班变中子
,- 14.1

从我 s可看出，方案 4 比较可取，佩增殖足以自结，支持比大.此外由于生 1''' 1I~' 0 au运间分

布均匀，可以鳖体装部而不必分批，这缔结构和操作带来方便.包层功率分布比段均匀，裂

变;慕不大，有利于包层排热和安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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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分析计算

1.篇工水力给串串

谴钳篝术.求I 1) 液体金属与结构材科接触面上的最高温度限制为 500C以限制j腐蚀

率. 2) 对结构材码的最高温度限制为 550"(; 以保持材料的强度. 3) 冷却剂循环所需1证功

率限制在总发电功串的4"以下.

第}壁上的辐照热负就取为 4W/cm'. 假设漏流完全为磁场抑制，按热传导方式进行热

传输.用两维有限元热停输程序 AYER ， '1 对整个包层作了温度场计算.最高温度出现在第

一壁上LiPb 流出端处.可以适当调节钮层冷却通道流量分配比例，使第一壁最高温度和与

LiPb交界面温度满足技术要求.

如前所述，设计上着重考虑了减小MHD压力损失的措施.经初步分析给出也层中LiPb

流动的压力降为2.B5MPa，相应地泵循环功率 P， =1.26%·PT ， 能满足设计要求.压力降主

要发生在LiPb进出口"水盘"上.增大"水盘'直径可以进一步降低MHD的损失.

2. 应为份If

包层结掬是几个同心圆桂先在铀向与等踱离排列的圆环嗣板焊接而成.圆柱亮两端刷性

连结在厚端板上，壳与壳之间的隔握不豆榈焊接.冷却剂从壳的一瑞流入，沿轴向流动，然

后从壳的另一端流出.

初步分析只考虑了热负戴和机械负载应力，没有考虑辐照放应，因而应JJ只依赖于热1:

水力分析提供的温度场和压力负载.利用经典的板壳理论，求解壳体在这两种负就下的弯曲

挠度微分方程，给出壳体应力的解析解.这是适合现阶段的分析方法，它能迅速判断 ijHI 参

数的合理性，也为用有限方法精细地分析应力提供解析判断.计算漠明，各层壁的厚度尴烁

'



是合适的，负载产生的应11在材料许可的应力范围之内。

3. .屿，锺蜀失份蜻

为了tJ 算系统中坏的输运情况，建立了→组从)，R.!l~nl源强度出发的计算公式.根据中严

学和热工水力分析提供的产M率分布， LiPbl'C 流动也层的温度场以及包层的结构等参数分析

了氯在各分系统中的浴解初渗透行为，计坏了各个部件中低的投料显和渗透速卒，结出了在

包层、管道系统以及热交换器中低的分布相漏失状况。为了减小低的泄漏，在LiPb进入热交

换器之前先提侃，以尽量缩短高温、高声t浓度管道并降低热交换器中1I1t的分压。

计算表明， CHD系统中坏的投料量很小，但漏失速二字很大，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幅以

衰减氟渗透流.为了满足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各分系统要求的衰减因子必须为z

包层模件 10-1-10- 1

营造 10- 1-10- 0

热交换面 10-'

利用氧化物、碳it物涂层、多层金属组合材料及低阻挡层可以有效地衰减低的渗透流.

例如，在包层模件外壁加上年1阻挡区以后， M渗透int可能下降5 个虽级。我们还计算了几种

多层金属组合材料的渗透流，当采用三层组合材料IncoloY-800-Al-IncO~OY-800作热交换

面时，渗透流几乎袁减7-8 个量级。采用三层氧化物法层可使渗透流哀减因[-j丰

到3.10- 1 '0] 。

.t.戴射性、"罐命热和剂量计算

联合使用ANISN和DKR"] 程序， i I 算 r系统包L;材料活化产物的放射性， if午在二七吻危

害因子BHP，停堆余热和原晴Hif外~i面 I'(j刑 id率以反它们随时间的衰减.同时对铜系 II~~ J.挺i-¥ll

裂变产物的放射i生危志作了{山计。

通过i-I 算和估计该系统在运h2 年后II~放射位停堆余热和刑 hi:

I ，在停堆时，由于材料活化irli产生的总放射性强度为 4.4XIO'Ci，平均 1泌的 it

为 1. 2CijW ，hO堆的BHP 值为4.0 x 10"km'空气jKw ， h ，仰堆余热为i正行」刀半时 O.7~·o ，停

堆时在屏般层外~面的剂量率为1.9 x 10"mremjh. --天后为94mremjh. 较大，，:jBHP(f\)，':让

由于 10 .Pb 的批大允许放射性浓JJt MPC flli创小叫起的. DKR 机 1)':11 1给出 Ii~j i生 MPC {I'l

为lxl0- IOμCijcm" ，它是14"关放射性同位素中最小(I '.j.

2，由饷系元素和裂变产物引起的放射性为 2.2 x 10 lOCi. 平均放Mtt为 5.9 Cijw. h'
BHP值为1.2 x 10"km"空气jKw.. ， 停堆余热J;;运h功率rl~4.2% 。

3，如强求停堆一天后允许在屏敝外进竹人工楝作维修，则谛增加mtJ~融以 II~~世I'飞 10

1 5Cm才能满足2.5mrmjb il~ 允许剂!jj:，丰i水平.

电站费用估算和经济性分析

对聚交增殖堆CHDt且拙的投资丰Uj♀付费 ill 作 f 遥项 IY~Uj n..

且接投资 $ 23.0亿 (1 982年美元)

间接费丹J $ 8.1亿

与时间倒关费用 $ 20.5亿

总披资 $ 51.6亿

这，lit侬说建造期为 8 1卡，全 i1苦斗~Hj1I' ，fIJμ8~ωlij J& I(} t? ，;义@

10



年可变费用为

燃料费用 $ 19.6M

操作费用 64.1

包层更换 8.0

忌、计 9I .7M

我们计r 了 CHo-ffi水堆系统以及传统核电系统的发电哎本，结果见袤4 .计算是按贴

现率为12%，运行寿命30年， u ，O，及 F他物价上丹草z 为4%进行约。去中给出第π 年的发

电成本 S. 以及财况也常本f.=- 5"
(I + i)'

最后计算了咆hX术对一此同紊li'J敏感性s 当 CHO投资变化士50%， i争电功草输出变化

士50%时，相应地整个系统的电IJIG本变化为士5.9~·o初 ±4%，在支持比大二FIO时，宫的变化

对电成本的影响很小，

.4 CHD-li*粮票镜与传镰核电'罐崎电II事 f篝分/千百E小时}比'童

Yl:产市年价

t
4

B
)2

)6

20

24

26
可， t:·J

(专缉恪(!!军~ CH~ffi* 堆系统

当年!且;，本 S. 贴现电咙束 S. s. S.

5.513 ..30) 5.900 5.673

5.711 4.811 6.083 5.200

6.0)2 4.393 6.363 4.650

币 .365 3.976 6.690 4.178

面 .779 3.619 7.073 3.776

7.212 3.31. 7.521 3.432

7.827 3.053 8.045 3.138

8.481 2.831 8.658 2.887

3.786 3.965

于L 、 ff;i仓

这是一个初步 ::1 概念设计. .r:作正:在深入 o 通过抑制住靠近等;胡子体区域的裂变.

CliO具有较好的核燃抖，例叶飞性蚀，年，'<J'(接 lmi我IlJ r水堆的 133U 4200 公斤.工秤.技术分析

丧明宫设{f难以克服的问胞。 1怜，一比/"]也仍 Ii 冲进一步的实份研究，例如MHOm力损

失、扣制低漏失问题.材抖相容性问题等。通过成本 n·n:去明由CHOfWZ't;支持的水准组成

的系统， Jt电fAt木与传统核电站的电"~木的比 (f'tJ11.05，且此的 MeH!) 仨身的造价;不敏感.

自以上分析看出，这样的朋踊堆能够满足下 (Itt己 J: 芋 lit·核能迅速增民对核燃料的宿求。

• .立'自

[11 R.W.Moir. ., 01. , Nucl.ar T.c""ology!Pu,io". 4. 589 (198到.

[21 °ANISN-ORNL. "RSIC Cod. Packag. CCC-254. ORNL , (1979).

t3 J R.O.Lawton. LA-5613-MS, (1 974).

[41 h.G..."._n , ., 01.. 1 CRL-53333, (1983).

[~1 T国 Y. Sun. and W. F. Vo.elsans. IIWFDM··170.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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