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α/gg()o6?z

CI盹4削"

111 IUS

址

'一一日CHINA NUCLEAR SCIENCE &TECHNOLOGY REPORT

液踉式静电沉降嚣的研制

申回穰情报申心

China Nuclear Inforn、ation Centre



仆"斗.

漉膜式静电沉醉器的研制

刘玉囔

〈中国原子幢科学研究院，北京〉

中国核情报中心

辑，....' .



摘要

擅醺式静电玩障嚣，是为挥洒水冷却幢元件包壳·摄面研制的.其特点是将气水公寓

..11障嚣和摞调器三者合为一体，靠元件玲却水的啧财使载气自动循环，井靠中心电极囊

商量萄崎水'传输配悔fJ.设计了兰种不同的理式，在专用的试塾回路上，对模扭元件'撮

..樨晶璋避行测量.回定了贵沉降嚣她灵敏度、饱和配阵嚣电压、信号蜻最遭厦、沉...

..遭度和玩降输血分等费据e 试验证明镜就阵嚣具有翼敏度高，筒便、可靠和经济等优

点.

提...穰鹏式静电沉降嚣蕾帽捧回铀样品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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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NT OF PRECIPITATOR Of FLUID FILl TYPE
Liu Yupu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f

The precipi la I ，、 r of fluid film I)'pe is deHloped for the delerminatio田。f

fuel elemenl daddin吨 f..ilurt' of 1Il" alt'r-cnoled reaclor. II inle~rales n,l' SHU

bbn. precipitalor and deleclor. Th,e jet of element coolin e: "ater' automatic

ally circulale .s carrier c:a .s and Ihe flow "'aler film Iran .s fers precipitales onl ..

Ihe surface of c l"nlre d o:clrode. Three different t~pes are desi a; ned. On th O'

special tesl loop. Ihe uranium sample pellets of sim&;~ating cladding failure

is measured The sensilivity of precipitalors. salurated precipi1 1l tion vollage.

in !:remental spt'ed of signal. speed of dri ￥ in电 out precipitate and Ihe conlents

of the prt'cipilat t' s arc d t:l crmined. The lesl shows Ihal Ihe precipilalors are

highly se;uitive. reliable. cheap and easy 10 opt·r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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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静电沉障j~方法，用在反应堆元件眩缸探羁方面，具有但高白灵敏度。这二L因为它所探测

的疆变产物，经过两个过程，主掉了绝大多最崎本属于it元囊.首先量过气水分离过程，使

回事捂住本鹿滞留在水中，其在在静电沉降过程申，只沉降了裂变气体鸪于代产物，又量开

了气事捂住卒鹿子挠，因此提高了探测1白灵敏度，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但目前厨且曲盘形.

单形ll:a茄静电沉阵嚣，其机梅都较复杂，可靠性盖，价格昂贵，不宜太监用在反应堆惰.

提监画上.卒缸告所介绍 ·i~擅膜式静电阮阵嚣，是结合静电沉阵法用于水玲堆破损捧回锦全

过程面设计;自.在结鸪.t将气水分离器、饵!革器:如探阔器兰者合为一体，靠桂元件冷却点的囔

It'使藏气自动循环，网中心电极襄面流动的水酶传输沉降钩.勺其官蹄电沉降器比辑，檀膜

式静电沉降器有如下优点z

(I~用在 '1~玲堆上，不需另组气水分离菜挠和气体循环i吗蹄-

(2)缸降t!(;~运载靠穰膜水，先去了复豪战机械传功装置11控制电路

(3)鞭'臣，且由净化也不断供给，不存在一般沉降器均沉降区沾污问题.

(4)沉降电压低(lOOV左右) ，沉降效率高-

(5) 体Jl小、重量辑、承压高，加工睿易.

试制了三种不同型式捕掖膜式，带电沉降嚣， I 型是为探索原理而设计的， I 型是在 I 型

曲:Ie撞基础上加以战涯，日的址追求自(I~灵敏匪， .型战设计在蜡梅上加民简化，探测'最

用简单可疆的计监管，便于工程上使用. .
二.原理概述

(...) .‘嚣'擅基本..a锚.*鹰份析

反应堆元件也壳-但发生植捆，铀(l~裂变}白'妨碍从元件破损处进入冷却点中，取-小脏

冷却水对其提变产掬边行撮剧，即OJ判断璀J&件丛否磁踊.裂变产物(，:，种类蟹多，静电视睁

撞撞摒蹦到抽裂变产钩衰变链如费I De列@

静电VL降法探测怕过程Jot边停的，冷却水边入气点分离器时，气事裂变产:国Kr和Xe (凰

襄1) 从这冷却 '};".t~，分离HI来，再由俑邱槐I}J的就气携入沉陈章，在祝阵主中Kr和Xc 进行9

囊聋生成正离{在"1~Rb+和Cs+，在静电场的作用下Rb+租Csφ沉阵在负电艇上，追到负电It

时履收-个电~{-变为中性，并铺在负电撞上，经停种n;式的传输机陶将这些沉降物遮住撮"

'盛行就射性测量，从而据知元件黯捆与否.

沉降樨筒'事探测的最小破损量，由千拢;事属所限制，当It损伯母小到淹搅在本属伯号~

时，就无端撮如元件也壳.~与否.因此，降低于抗本属水平越提高町降器具幅度的重要遭

蟹，干出本属来f.l两个方面，一方面Nt环捕本庸，过主翼靠加强探测榻的放射性屏黯来减小

宫，到-方面~冷却点带来的任仲反应堪的捕他本庸，属中回事的金属的化水膺，如PAJ.

17 M::t. I'Na. f':.In 市在't ~分离过属中搜捕阳在冷却很中，远不到操跚跚内.不会造成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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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气牵?后他产;为主要1f41Ar、 liN ， l~ 、 J:lNe 凹种，它们 l~产生如岳变由下列模反应式

囊示I ~

'寇-Ar (0' y> 1.83 1.'IAr- .~4'K,
S寇liN (0' y>7.355 liN-~G寇"。

β

鹤II() (at Y) 2协咱 7缸IIf

a寇liNe (a， γ> 40. PNe---J>稳定:'Na

这些话也气体与裂变气悴同时]A冷却*中分离::i来，并到远沉降室，宫的自1-tt严掏虽

锦也撞饵'到负电极上或攘'水中，但..J·a.:.t元素《如上面接反应式中的elK ， 1咆.. liP.

liN吟，不会造成干扰.这些括他气体遭属于拢的囔-遁径，在其官型式而沉!每器中14扩触

到饵..曲气目中，在槽'式静电沉降'中则是"属在穰鹏水中.这样，宫的每沉降钩-a

植撮..记囊，造成本鹿子拢.这四种活化气体中liN 由于半囊期很小. 11-寇肖远~.l1意要

蜀可回忽略的程度，由于1'0 租 liNe在自德鼻青量艇..官旬的话也产物"。租2'Ne的比

..也很小，也可忽略不计."Ar是大气的第三属分，水中含量相对篝多，官J崎 J昌4也产"

nAr *遭虞槐障霉的干扰本靡，但可通过降低圃'本的啻Ar 量来躏少CIAr .~ 卢生( pJ 椅

反应罐梯'水用蝇氧气冲撞，沉降嚣的就气.用鲍氧制埠.等措施)•

圃'是 I 型辘'式静电沉降嚣的精掬原理圃，其左边是气水分离锚，在边撞撞型沉降重.

桂型饵'重的上.下两蜻与气水分离'很好地连遇，掏属气体循环阳蹄.桂盟沉降辜的下回

疆撞饵仓"夫饵...

C:) ~*绪..
如圃'左卒'所示，气水分离疆的生蜻世-个啧孔桓，下鄙.Ii鹰缉多属:J~ 分离片，当罐

啡'水JA囔孔桓嚼射下来时迫健.气随z.向下槐捕，通过分离'填饵，捕后从下跑跑入佳型，

饵'童. -，从桂型饵".1:.跑回气水分离棚，形成气体循环梳功..yJt同时.项下来的水

a



4

I.雄~.水λ口.

/FF-3-
1.沉目'电lia头.

I. 浪民水λ口.

4上绝缘于.

Ii. i:;;'综盒fli环.

S.沉降电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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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醉.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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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元在笛糟管.

12. 动且Uk夫..

IS.幽水口.

U.分离'槐树.

" U. 气水分离li'.

11.啧孔篝.

圆1 I型液串串式静也沉降揭结构原理图

O~一「h 寸 3 4 r;-一--r
~却水篇.nl"inl

固2 气循环IJt.!"j冷却非:;Ut J.:系 .



..到分离器填抖的叶片上，融分离嚣Il~J; 磁附1[(坷，并在叶Ji"麦丽向下革动.如果玲章'水

咿啻有襄变气体，周it.水在喷射过程中及在分离叶片麦丽施功中，裂变气体从水中扩触到

.气肉面幢分离出来，并由霸气带到沉降室中避行沉醉测量.玲'成最后由捧水'自然撞

出.分"蟆鹏还起到阻止水雾量入It降室的11 用.

a伺测定了气循环量与玲量'水撞量的关系曲辑《示于回Z) .测量时矗用了两种不同啧

孔直径崎囔孔板，一种是fO.4mm曲，一神是fO.7mm的.两种囔孔植的囔孔晕目都是 37 个

并撞三角障均匀分布.比篝胃.曲蝇可知相同的水班量，囔孔直径小的脐带动的气温量大.

这矗因为囔孔直径小，水的囔射速度大，脐带动捕气班量也大.气班量随着水露量避翻地剧组

"‘嗣遭踵'大，四票可目比水量量大胃个量氧以上.我们在实验中遭用的是fO.4mm 的啧

孔恒，岭'水葛量是I.SL/min，对庄的气露量是SOL/min. 旗气水分离嚣的气水接触面飘篝

大《大局有Iml) ，气窿量也很大，这对提高气水分'敷率篝为者利.

《呈》撞'羁酶盒

固E的右半部分是桂形配阵室.沉酶室的中心电极是用直径2mm的不曾钢量割成的，上

亨胃跚跚绝罐子"因罐罐， A.t部接头施"负的扭酶电压，在玩'电极周田形11植对廊的扭

'电.a. 到-It纯净的水麓，费们叫做攘'脏水，且穰鹏水入口注入，输中心电极囊面赢下，

在电极囊菌..-属班萄的东酶，环抱着中庐电极向下植入摞副主.如果民阵室内有襄变气

体，则其于优产tJ-.iE离子，在电场作用于电匠'在中心电极的水'上，许撞撞鹏水量携入

篝圄童，量行it射性目量.

辄障室"壳上下胃蠕所"的绝晕'揭环，使饵'室"壳与大尴蝠'量越来，这是由于最韧

担心篝量"壳与中争电极之间的穰鹏水，使中心电极施加的沉降电压'电越多使沉醉器不能

E常工，在，跑时可辖中心电极接蝇，丽梅阮障室外壳施加E电压.经实验证明，这种担心是

不必要的了z 由于攘觑水为纯净的土离于水，电阻率很高 <>IO'O/cm') ，而且访样的抚酶

盒其饵'电E细得不高(JOOV左右)， .电很小.撞在寞'险中是将抚降室外壳接埠，商将中心

电檀加负电压的.在 E 望和 E型攘鹏饵"的'自捕中，鹏是这'也篝密却环去掉了.

《圃)...

I 蟹和 E 型攘"式"电沉降'的摞副部分，都是最用切仓科夫摞测.<且团。.因为

抚降"全部麓If_;射缉，在水中只要'射缉的酶量犬于O.26MeVa可宽出切仓科夫先.因此，

果用相仑"夫摞圃"舍有篝高{勘探测敢率.穰鹏水从中心电植班下，量醉蔽塞内的蛇形导营

造入切仓科夫撮.~脏，然后再从'蔽.拂面的剖隙向上穗，到上圃凰"孔拖入气水分离.，

与罐元件玲-*-同捧出.在摞割草内沉降"的6射织，在遭明介厦水中囊出切仑"夫先.这

先朦冲射入先电倍增臂，产生光?缸子并远镜倍增，齐!成足够强的电臆坤'也.切仓"失探测室

用有机.璃制成，其内外囊画i蝇先重量明.有机11璃小直遭先*好并起先导作用.由于小重体

现小，先寇的蹄程姐，损失少，且先电倍:'t~阴桓对小童的也睿角大，吸收先量相对提高，

因此筒'幅度篝大，故不用符合电路即 IiI渭陈光电倍增管鹅啸声的影响.再则有机.璃襄面剧

化，楠，冒血金属材解'小得多，故4、直就射性"的抽得小.小童的事相是21.8cm·，事饵小

fl.水的重换时间姐，对篝损商号的变化反应画皮快.在摞侧重上田所加的屏融事是为了阻

眉来自民酶盒的本鹰辐射.

ell) fit..霉"饵..

' 霸槽鹏式静电倪阱糟的精掬原理承于用3，宫的气水分离原理及静电倪阱原理与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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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I I型液幌式"电沉降"结构原JI!'回 回4 I 理液模式"宅沉\If.结构原理因

I.编排却水入口. .:l.沉'电店，接头. 1.冷却水/口 • 2. 沉'电压镰头.

..稽'末人口. 4.土纪罐子. '.;费膜水人口. 4. 上绝缘于.

I. 疵'咆!t. ，.沉降'J!. 6. 沉同哥哥烧. 5. 分离沉"P.

1.τl!.于. 8.俑屏蔽. T. 下绝缘芋. I. 惕屏矗....... 10. 切仓科夫n~亨. '.1Jf.蔽雪~. I lJ.计敷.， J'06'.

U.光电偌嚼 w. 12. .it2 .&t大 t;;. II. it戴臂CElsr. 12.出水口.

II.幽*口. 14. 分鹰"填树.

II.气水分离II~ II 究院"'t"f.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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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只是气水分离器改成套筒形，将沉降室套在中间，啧孔板也相应制成环形，这样结构

'事，便于加工.在套筒的外层〈气水分离童) ，由于冷却水的喷射使载气向下流动，穿越

分离'琪料从底部进入中阔的沉降室空间向上就动，在沉阵室顶部分散开又进入"层的气水

分离室，形成气体循环流动，以完成"分离'与 a沉降'工作.探测器与 I 型的完全相同.

在篝目器上都增捕了铅靡.<图2-剖，用U鼻蔽掉来自沉降室的v本鹰辐射.

《六) I噩擅.st..嚣..

E型摧醺式静电沉降嚣的结构原理示于回4. 它与 I 型和 E 型不同之处是，气水分离嚣

与沉降室合为-体了，不用喷孔板和分离器填料，玲却水避入沉降室后沿沉障室内壁自然瘾

下，与戴气接触而达到分离出裂变气体的目的.沉降室内壁加工成螺镜状，以增大气水接触

面飘避丽提高分离效率.此型式的气水接尊面现较 I 型和 E 型为小，占苦，水分离效率可能降

低，但沉降舷率将会提高，因裂变气体一旦分离出，即将处于沉降电场之中，不象 I 型和 E

望'樨在气体循环的路上损耗了一大部分正离于.

E型穰醺式静电沉降嚣的探副部分采用计数管探测器，因为计数管探测器有简便可靠、

经挤的优点，便于工程上大量使用.从沉降室来的穰膜水，进入计数管探测器流经双层套

霄，将计数管包在中间以提高探测敢率o fJ射线要穿透lmm厚的铝管到这计数管，使能量大

于lMeV曲，射辑能较好地被探测到。锢管较细能承受较大的压力e 中间安放两个不同的计

It臂，其中J3051J计数管测量弱的沉降物J CE-13r 强班管在强的信号时使用，相互弥补量

理上的不足.计数曹操测糟的灵敏睿枫为41.7cm'，对破损信号的反应速度不会造成多大影

响.

三.实验系统及铀样品球

(-)寓幢禀篝

圄5是三个穰鹏式静电沉降器在实撞中与回蹄连接的情形。水泵使阳鹏水循环流动进入倒

向阂，如果倒向同置E向位置时，水流将使铺球闽理就在球出口的样lYI球刑1入反应堆活性区，

如果倒向阅量反向位置时，在辐照段中的水将反向班动，样品球将从反应堆活性区""屈l 储球

间.偏球阑有六个位置，可放五个不同载铀量的样晶球，留一个空位做本鹿实验时用，或放不

舍铀曲纯铝球.转动锦"阀芯，可更换所需用她样品球.样品球冲入反应堆悟性区时，在中

于墙的牺照下其铀的裂变产物反冲通入回路水中，由[!!!鹏水带回，模拟反应堆元件破损信

号，对各探测方法进行标度和考验.章有裂变产物的回路水，在六遭阔的控制下可经过不同

耸度的延时段，以选择有和~~r测量的延迟时间达到各探测站.自!蹄水短跑榄量计Q. 及支路

槐量计Q，和L. ，再分别通过8·间或 10份阀送入 I M-I 和 1M-I 两个班鹏沉降嚣.在Q，之

后，固蹄水通过马选人 IM-Io 三个汶陈沉氏'梧的出水口井摆在-个曾粗的排水臂上，通

过较大的20φ闸间接到分离补偿嚣的气雪~ fri; 七由于扭'水管较:与现畅，使钮'三个捕膜沉降幅

中不舍稠水.遭迫与之水经离子交换中l:I'~'t他以盯，再经LG 和Lo 供三个掖膜沉醉嚣的班鹏水

用 • 11飞 12非和13·三个阀门并按后通过26·阀扭氯气瓶， j主为了在实验中用氯气消除捕鹏沉

降辑中的裂聋气体而键的.在Qa支蹄巾申照了缰囊中于探测拙和1单γ探测站，茄为了与愤鹏

饵酶'避行性能比较而用的.由于归路槐量所限， I M- I 军II 1M-I:不能伊时投入，可通过

"，俨.. 9·和10非同个阀门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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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5 实验回路流程四

4二〉事幢周..樨晶蹲

表2所列为实验用氧铀样品球特性数据o 0号尊丑铝钻片样晶'事，是用来测量幅照嚣的中

子通量而用的@是在锢琼孔内愤葡-攸锢铀含金片而成怖。锢钳合金片精确称踵，经-寇时

间闹中于牺照后取出，副幅钳合金片的捂住，避而推断出中子的通量.1. 2. 3号"是氧化

铀样晶慧，是在铝里'孔内幌费-枝不锈钢载铀片而戚。这It铀)\.是用面积4 XlOmml，厚。.3

mm的不幌钢片，在其麦丽烧结-层氧化铀鹏，其铀-235的量可剧准确剧寇.这三个雄是用

.2 挠.~.........

编号 1 辐照材料 U-236 质 lit; 筛铀flWe! 注 '串

。 ! 铅钻合金 15.021S11 I 测中子通量用 一， •

一一 1 氧化铀 I 31.1 问 : 不锈钢烧结氧化锦

一2 l 氧化铀 i suμz 不锈钢烧结氧化铀

3 I 氧化铀 --• -一一22.8 时 不锈钢烧销氧化创1

4 铀铝合会 t 师.83mm' 49-3 元件芯体材料

• r, 铀切合 1! 133.6 mm l I 41-3 元件芯体材料，-
'



来标定擅凰沉降器及其它撮割方法可探测的最小铀量而用的o 4、 5号f~;是铀铝合金样品球，

是在锢璋上辙肇铀恒合金片丽靡的.宫的特点是能给出比辑强的黯损仿号，用来标定各探测

方量可摞割的最小露铀面租.

四、实验结果及分析

整个实验分四项内睿避衍，即翼敏度测定、信号组成测定、沉醉器特性鑫致测定及沉醉

"成分测定.实验操作-量是先将回路很好地精挠，起动回酶，投入仪表，使回蹄撞量、班

时、压力等参数调到预定值，并稳定运行-定时间.操纵倒向嗣和储球间，把所要牺照的样

晶璋送入反应堆活性区，然后进行各种实验和测量.待规定由实验项日测完时后，使样品球

反回铺琼间，并将带有放'才性的回蹄水全部排放干净，用去离于水将网路多改摘班，停回蹄

待第二天直接另-个样品球进行实验.实验时回路班量参数固定如下，

总 流 量Ql =6L/min 穰鹏沉降器流量Ll = L2= 1.5L/min

疆震中于支流量Q2=2L/min 穰酶水流量LS = L6 = 30mL/min

这样，回蹄水从反应堆活性区拖到各探测站的时间;1;;1分军10秒钟左右.

用锢钻合金片及金片进行活化分析辄得辄照段的中子通量为1.77XI011 中于/(cm: • s).

(-)贝锺血曲拥窟

元件破损探测系统的灵敏度是指挥测站"可探跚到的是少核燃料的旦"，或"可探测到

的最小.损面棋'.这个最小量，实际是U能可靠区分本庇计数的最小破损口号来确寇的.

由于摞割的是核燃料的裂变产髓，显然灵敏度与反应堆中子通51:伊及冷却剂班员。有失.醺

损锦号和lip成正比，和Q成反比，这信号小到幢幢在本底计数中就无注m~吐了.由于造成本靡

计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是无法用理论计算来确寇的，因此探测;古绝灼灵敏因只能从实际

搁置中进行标寇.

根据统计学分析，放射性割量值偏离真值在30 (0-标准偏差) r:,( r·. ~q 幌率只有

O.0027ta:J，故·可用破损信号的净叶数率等于其标准偏差 3 倍f均计数率来标寇扼制地饰灵敏

度，具体计算如下 z

it某探惯站的本鹿计数串为 N" 已知载铀量 ~vG 的样品雄反应到探剧时 Ii ~~ i' 计数为

-N. ， 摞榻站对该梓晶球进行测量时实际测量到的值 Nc' 是它们的和

liP, N.=N"+N,, (1)

则， N. = N. - N" (2)

根据统计学偏差的理论，两敷相捕的标准误量等于两勘标准现盖平方和的棍E汀，则N~

的标准偏差h为

σ. =11'0.1 + 0 ,,·

帽由所遍，世可分辨的最小.损倩号No 是其标准偏整的S倍

(3)

即， N ao =30. =3V C元1+-0&1 (4)

就射性测量来用辑性计数1ft电路时.其标准偏费有如下窘迫式ClJ.

I N
a=:: ן1 … 2RC一 (5)

9



(6)

RC 为计数事ii-电路的时间常数.将公式。》和(5) 代入公式 U) 得z

NZJ N..+2N.…" l' 2RC

由公式 (6) 可僻111 ;'

Na.=9+ 11'81 +144万r可J
•• - 4RC (7)

世F， 为单位销量反应到摞测站的计数率• F.=N. G 可四通过实验测定.M哥摞阔的

最小蛐量《郎果敏度)G.如下z

σ'. =N..IF， 但〉

同理，世F. 为单位露铀面相反应到摞测站的计鼓掌• F.=N.IS, s 为蛐梓晶璋的'

铺面飘，则探测站可探测的最小蕾损面辄S. 如下，

5.= N..IF. (9)

囊S为各探测方法对三个氧化铀样晶球髓量崎数据，根据这些最据可计算出各摞田方法

筐'摞测到的最少U 的量G.. 囊4是用这些探测方法对两个铀铝合金样品璋副量的结果，措

施我们可计算出各探副方法能譬摞测到的最小蕾损面飘5.. 囊5列出了这些计算曲蜡果，可

.3 .化....1Ii…·

样品 o N. N. r, r,
.澜方法 一

Me仰/s 球号 '且E 脉冲/s 脐冲/1 脉冲/(s.问} 脉冲/(1'问}

IM-I

z i 川 I 114 I 瓜S 3.0li4
'

0.1 2 I 53. 1! I 13自u 1211.3 2.411 2.&44

3 I 22品 .8 50 .11.3 2.162
一一一一一一一

i iz| 川 !203 队也 | 5.445

协E i 川 lJ-I &3 .5 I 260 I 2li9 」一哩1 I 5.212

lls l2M.!123!122!""
一…广 ----f--~ 内瓦下…-r 85.1 T一-刀汇…←一一

IM-E J M;2| 眈{; ~川 !ω( 1. 718 1.818

: :I I22.8 I 49.5 I 川 I 2.145

jli旦土lJ:6 I 1.3 I O.19T
且 7 6132jsMiIMl9.0 i0.181 0.1'0

3 I 22.8 I8.0 I 4.1 I 0.206

l|311i z.12i z.os i0.064T

DN l u Jrd;i jA丁气:55丁li玩了一- 0.0582

I 3 ! 22.8 i 1.44 I 1.34 I 0刷'

10



.4 ..舍盒_....

8 ,

0.480

0.304

"

1.200

30.50

。.380

18.00

10.103

!t冲/(s...·)

Fs

。.380: 2. lJa I0.0582

0.385

DN

且 v

III-I

111-1

Be I N.
探测方法←一←-一一

' i 脉冲/5

111- J I 15 i 0.1

协E!15 i
汇El--ifj
总 γi~l~
DN i so lo.110.186

吵闹21:11号!古时刘
111-1 I 0.1 !4 I 川 I 1300 I 1211.3 I 11.01j

!M5i川2刷".5叫I 2栅翩咀巳ωI J'
川 I_~Iη币|向队飞飞.13叫|叩棚 |川剖a 门i汇石丙:1石l再;--=1

t-J!hiiT "一一!J…一「豆" 一!

··i4|"·叫 800 I T99.4 I 川
--5~-!1丙丁1…一I 15由.4 I 豆豆-

J fho♂[甲.5 I 产生L一 1些 -1
Ii 1133.li \ 181 I 119.T11·";

0·!1(??JS!23·4!2u(-P735-0
1 I --;-1 肌6 I 49.5 :. 49.4 I 0.310

.5...方法曼德.it篝...

~\ FI L~l
忡忡Is 脉冲/，问 ! 向 til 脉冲/町' ! ma,

1.0 !ω!sz;2io180;3860-le翩
。，:川 i1";?:?"; 川 0.OT25

知在这三个捕膜式静电沉降器巾，灵敏厦最高的是 E 步~ (I M- J) ，它可探测的最少U的量
是。.18μg，探测铀锢合金元件的黯损信号时可探阔的最小破损面秽，是O.0308mml • 灵敏度眉

第二的是 I M-' ，第三是 1M-I. 1M-I比 1M-I 丑敏1.5锚，比 1M-I灵敏2.4倍，

比单v果罐10倩，比缉囊中子员敏15倍e 缰发中子怯由于探测姓*很低〈即Y 值小) ，在这

低中于通量的实验条件下来能显露其优越性。

<:)攘'琪'电饵..的帽'组成

穰鹏式'电沉降器所探测到的倍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本廊，第二部分是攘'

水带来的篝捆信号.由于糟膜水是用回路水II离于柱净化而来的，净化的目的在于摘除田在

本廊，但是离于桂只能把回事的裂聋产物吸附掉，而对气恋的裂变产物Kr AXe It有理附
作用， Kr 和Xe 穿过离于柱，最蜡到达探测棉形成倍号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沉酶盒中

曲裂聋气体Kr 和Xe 直接稿于搜鹏*-中所形成的植损俏号.第四部分是篝损筒'的主要成

分，即裂费气体的于ft产物Rb"和Ie俨，在静电场的作用下饵降到穰鹏水中形成的篝摘帽.fJ.



j查过实验可U割量出这四种成分的百分比.测量酌过程是这样的I...不放样品球时..

量到1汪古一种成分一一本底，如后将样月球冲入反应堆话住区，此时蕾损信号已存在.这

时如果夜晚沉降器不投入[iI[蹄水， ;-:2入i世膜水，周探测器测量到的是第-神虞分与第二种

成分之和，如果再投入[iii赔水，但不相沉降电压，此时裂变气体撞分离出并槽于攘'自水中，

所测到m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三种成分之和，如果再加上沉降电压，回到的将是四fill.分之

和.设①..~、@、@依段代表上述各成分，实际测得最据如囊6所示.

费'健号组虑到量..【讲.J

方 法 lM-I (计鼓，/S) . IM- I (计数Is) i IM-I(计数Is)

① O.T 1.0 0.1
一一一

(+<D 21 31 2&

(+®+@ 145 114 140

①+⑦+⑦十④ ZTOO 2470 1&阳

根据表6的数据，可计算 iE每个成分的计数和所占的百分比，列于表 7中.

襄7....百分比

1l i.士-
!:「势/s

1M-I 1M-I

~ i nr£/s i ~~ il"敷/s

I\{-I

~

@@@@
本底 O.T 0.03 1.0 0.04 0.1 0.04

;夜院水携带 i 25.3 0.94 3T 1.50 i M.· 1.U

气体溶解 119 ".41 TIl 3.01 115 1.11
沉降物 饨25阳55 94.6 2358 95.4 1360 90.1

从表7可知，攘酶沉阵樱fi号的主要成分是沉醉物，占90%以上，从其官逾径来的信号，

占不到10%.

《呈〉擅醺式'电饵..幢幢...窟

这堕将介绍实5争中所测泣的踱腹沉降器对噩损倩号的反应谴度和理除啤度，檀鹏饵"

的饱和沉降咆压，横膜水流量对摞回信号温度的影响.这对如何E而i使用液膺沉降器有所"

助.

(1) {;r号增民曲线，罔6是三个穰鹏式静电沉阵疆、绩囊中于摞酣棉及总v 摞跚榻的仿

号增挺曲线，从这些曲线的起始部分可以看出，穰膜祝阵器与蟹囊中子辑、总v 法对'翻倩

号有着i-4悖的反应速度. 3-5min倩号即接近最大值.曲缉随后有一缉慢增加如过程，反'良

了实验问蹄中长寿命裂变产物的事1鹏过程，经过约I.Sh信号趋丁饱和.

(2)裂费气体囊费曲线和沉博物衰变曲拽，测贵裂费气体衰变曲缉的操作是，将槐入

情膜沉降器的回路水遇坦切断，即切断型费气体n来泪。榄鹏!~保恃原来她搅动状态，让沉

障室中现存的.聋气体进行衰变，并注行沉降和测量.搁置沉降黯变翩钱时，是将擅鹏水画

遭切断，此时摞翻记挚的是探测室内现存的缸降畅的衰变情况.逛商舞曲蝇示于回7. 比艘

i蹲..曲翻看出，沉阱物衰变曲现开蛐时衰变何棋有裂变气体那样快，但约10mim眉叉不.鞭

12 I



'i--li ZtI丁~-~ω 言。"、，
揭露.，.(副副

告18 信号窍H乏也出

.辈气体蛮聋!lilA

震".襄蜜III.
τ二之二:=0::11圃""

画 10 ,. 10 .• io 10 70 10 9iJ Ito II' lZO

囊蜜财tII(·画"

[窍7 .!;l变气体衰变曲线和沉降物哀蛮线曲

壶气体囊壶'樨疆慢. ..囊I可知，裂变气体诸元素的半查期居于两端，短的-蜻不大于

3，2町D，丽蜒的"Kr 是2， 8h，居中间的只有illlXe，故两条曲缉的差异与囊 1 所示的是相符

的.这两.曲蝇反应了穰鹏玩降'对撞损倍号的驱除速度，由于民寿命裂提气体的存在，靠

自篇囊~来瞿除这些蕾损信号是很髓的.实验中为了迅速驱除裂变气体，采用了排气的办

法，并用鲍渺的氯气不断冲洗，挥洒室内由于穰鹏水不断更新，沉降物将迅速披驱除.

。》饱和沉降电压的测量 z 裂变气体Kr 和Xc:经，班聋生成 Rb'和Cs今， Rb' 和Cs'在

It阵直中保固其正离于状牵的时间是不艇的，很快与周固气体中的负电性物质和 i遇，中和为

中佳的Rb 租。，此时缸阵电场对其不再有理功作用.正离于在电场中在悔的加遭应是和电

椅噩厦属正比的，也就是和沉降电压成正比.丽且正离 T盐'捆着电力缉的方向由 E植运动到

负撞击的.-个正属于-旦产生，其擅沉降到负电榻上的儿'萨大小由两个因素所酶窟，一个

田霸矗要走的'程.由民短，实际上就是电力蝇的最短，这由阮 i辛辛的蜡构所民窟，另-个剧

'是聋的遭皮大小，这和施加的沉降电压大小有关.两个!母 i肃JJ!. m辅相成的，电力镇位了幸

的..*了，为了在所需要的时间里边到负撮，搞得加快边靡，也就址'也 1高沉降电压，书 i

Jla问眶小电力蝇题，正离 T的路程锢，就可减小沉降电匾，榷鹏 tit;革器正J1dl种ttHi. 宫

的a间JiA布4c:m， ~所锚的饵阵也压植侃.沉降电压的大小时时跑过茹际阑 III来确在.自i

a矗三个罐'沉降榻的沉降电压饱满曲辑，开婚时探测嗣号 mi着M阵电压的增加丽逼迫增

加.t{眉增加量迢渐减少，到后来民阵也压增加而撮"伯-'J不再增加了，此时正离:云越大部

13



-4撞撞押吨.111沉降达到饱和故事a 开始进入饱和臣"电踵，称为饱和电压.. tt饱鞠电压I<

1"1 lit.;噜 til主作时 :11沉搏电压搜为理想，因为此嗣即幢幢草草式多童正离子撞出'峰，且沉静电

压又不末高.从四 8可知，三个擅瞌沉睡器椅扭幢幢租咆压 z

1M-I 是150V ， 1M-I 是lOGY ， 1M-I 晕目V.

(4)穰提水灌量对信号直度 1白'巨响 s 设 L 代.檀鹏水班量，

攘醺沉降嚣约倍号强度与 L 和 V 有如下关系 z

Y 代囊撮割小董事tl.周

1- exp (- A在)x信号'虽攫

t斗

,

A
-
2
·
全

a‘
捆'萄事I苟--寸§

缸..IICY>

;也S 沉降也lf~立 f口也L;:

一一II 50

D
-
3
·串
串

寄一寸~("I..;

-水嚣'
l'~3 ;记陈水流量对他号的最响

4fIall
• P~

式中A， 是第t>，降物的宿费帘a，比值VIL A:.穰斟水在摞嗣小宫内抽里换时嗣. .Il.tJC
可以看出，为了得到..蝇的仿号，可以通过增大比值 J'/L来实现，也属趋增大 Y.醺小 L，

但Y/L 越:k， 穰鸥水里幌很慢，会使得阮向 a:对酶蝇fS哥饰费也反应监饨. JII-I.
1 1(-1 来用切仓科夫摞圈.. 1M-I晕用 ii-最曹操嗣帽，它们的'现罩在寞'监申'民翩翩

..列在袅'中.

田9·r~实验中嗣榻的偏号强If(与榄鹏~梳量呆系曲魏.回中...IM-ltlIM-1曲

it算恤. ~I'算中川考虑了"Rh (T = 11.3min) 徊1事'C~(T.. 32.2.lmi时间种主要.份，并且帽

14



…..u~惊-- ,, 撞 v L VII.

D.'" ..ν.. 51.1s

III-I 41.'-' ..νIts lI.ts

盒宫"崎缸'量目相等.Jl.t圃胃'血，实撞锺与理蜡计算值布'相同酶~也趟it.在擅鹏

水.量唱大捕"计算...恤，适量由于计算.中霞膏考虐量'串命捕民酶"厨孽.

<.) "'JI~..
宴.申摩.11-1嗣霞.志的水悍，用Ge (Li) .，躏但量衍'橱，测量擅噩饵"笛号

"元噩噩...贡献西'也.为了梅'篝量的饵"II剧'且V 遭但回量的要事，在取挥时先'

，...，吨..
,.,.l'''C.

,."..1IIlC.

剧10 沉降IIY... 民

错'

15



血事踵水撞，如沉醉电压白干燥的中心电.DL~lOmi.，然后用植..功~j缸4号Dt悖钩冲下.入

取悻再，将取ir~F茜λGc (Li) y 谱仪.面'但目量出不同踵时崎V 僵噩氧，由，，!t鹤的瞌

量Jt半囊踊走过:组凰笛号的元章虞量t. 固10是取挥后延时S副a曲v …蝠. ...司自由搞

上V 峰鸪强度撞算出鲁元摩v 租'撞撞黯笛号贡瞌副百分血.(旦囊，).由于测量.件厨

阻，撞篝值与擅.fJt障'宴犀副量值将有幢大的理整.穰凰沉降'厨回信号是β 租y.蝇曲

综合黄颤，并且篝圄嚣黯不同筐量曲v 财辑曲篝副肇事量鼻祖大.Jl囊'可口看出，擅厦缸

酶'笛号曲主要属'矗挺障til. 其中目-Rb和.11臼贡献最多，其在是l:IIes、 U·Ba 租 -Rb.

'于擅.Ii二f白Kr 和Xc 的贡献不到10"，这与前面笛号组凰"塞曲蜻果基本相符.由于实在

圃'噩时来撞'得较小，取鼻副量时间不宣缩短，更短寿命蜻沉'锦如··Rb、闹。租E崎lla

未.回到.官们实际上应是在贡献的.

l~t.G:ai"

1~ 号

2

元«

"Kr

囊'藩属式..票'画笛..9暴露....*臆

\ l'强理 \ p 强吨
'I~~O司 卜一…←--f一 ----I 一一一一

1 il-鼓/昌町愧! 结 ; _':r.我/昌mit ...

HZ ' 1.5 i ii i"{ 1.3
-_.-一一一一-一-

，、"

0_8

Z.Z

3. 昌

G.a

1.1

34.'

!EM
l-iEz一

二53

，、~

10剧

15 !JG

.;!Z

2131
一

ISii12

I.'
o.a
3.~

Vi

1.0

2.2

U.S

311

G61

4 白马-，- -14.5一- 1a20
:

i541 剖.1 g.;W&
-一_._- ...

,(51.2 1.2 Z!l1Z

!HZ j4893.1 :

1:;1;9

'.4阳 i~l

3:L~lmi ...

62.T1 minUJq ...,.-

lItes

10

12

11

2 ;'kr-;3川'阳一

_3 .. J__少:-1.孔II d一!即
4lmxe:111:21"'

5 I lUXe i ; {.C :n !I' ; I 沁:

‘ r--- ';~-1--3 !J .1 ~ :--3i;
τI--·;<b -- I·J1:'~;~

s I 吨， ;lj ， zzig

giH肌!川nt泊

:一II盯

五.结论

.帽U上冀.蜡果租分 ~i证明，三台罐麟式静电棍降嚣的虱敏II均属 fll震申子篝圃桂

御a" 篝嗣障，大绚高-个过晕， 1:对.It伯号的反应遭度与蟹Jt中于挫.. ，Q. y 万蕾帽III.

冀·厨副前'翩倪酶'筒"性"与应常分析相梅舍，缸碎鞠元，伍'扁舟的回事与筒'的相

精.

费幢申不足的矗圃"最不筒'足'事，帽事q'J、的圃'噩时，组绩，命的篝聋产"来

.摞翻.，这I~植眠悦陶器;，~敏鹰的捐h来跑觅处嚣.， fjf.~冀植圃.1虫矗盾再矗钳冀幢.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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