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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了向通量工程试验堆堆芯燃料元件的面度-流量测量装置及其测量系统.论述

了在反应堆提升功;和· VI炉全寿朗运行试验和第二妒加深元件燃辈在试验中仪表燃料元件在稳

态与动态测试方面的应用情况，论述了确定肋下热点温度的方法，进行了误差分析，介绍了

燃料元件出堆脱水试验。该测量装置的研制及其应用成功，为高通量堆两炉高功率.深煌事E

安全运行、燃料元件随堆辐照及各种试验研究作出I 重要的贡献.装有本测量装置的仪表燃

料元件经过两炉运行，积分功率运到90.88MWd. 最主大点燃能约为64.99串.从而大大提高了

高通量堆燃料使用的经济性。

美檀调高通量堆堆芯测量温度流量



THE IN-CORE FUEL ELEMENT

TEMPERATURE AND FLOW

MEASUREMENT OF HFETR

Chen Daolong Jiang pei

(Southwest Institute of Nuclear Reactor

Engineering , Sichuan)

ABSTRACT

The HFETR in-core fuel element temperature-flow measurement facility

a:ld its measurement system are expounded.The applications of the instrumen

~ed fuel element on stationary and transient states 皿easureme四ts during the

lift of po..er , the operation test of all lifetime at first load , a四d the deep

ening burn-up test at second had ar~ described. The method of determination

。f the htlt point tempenlture under the fin is discussed. The error analysis is

made.The fuel element out-of-pile ..ater deprivation test is described. The de

velopment of this measurement fac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success make im

portant contribution for high power and deep burn-up safe operation at t..。

load , in-core fuel element irradiation , and varied investigation of HFETR.

After operation at t..o 10aJ , the integrated po..er of this instrumented fuel

element arrives at 90.88 MWd , its maximum point burn-up is about 6"'.9铃，

so that the economy of fuel use of HFETR is raised very much.



一、慨述

高适量王程试验堆是我国臼行设计租建造的.为了提高燃料 Ie芹的排熟能力，高遁量堆

采用了先进的多层套管状燃料元件，从而大大提高了堆的功积水平和中子通建水平. ---般地

说，反应堆的释出功率或中子通量水平是~热工条件的限制，而不是受物理条件的限制.在

这种具有最合适的排热系统条件下，反应准ili性区的运行功率也不能太大，必须使活性区内

任何地方的燃斜及其包壳温度不超过安全限.FE则，燃料元件的破损将导致大量的放射性物

质释放到冷却剂中，或者可能导致活性区燃料熔化.

核反应堆燃料元件的研究工作对于发展先进的倏反应堆具有重雯的意义.为了取得试验

燃料元件的随堆辐照性能和运行特性，在该燃料元件上装设了各种测量探头，随it检测燃料

元件的各种参数，例如燃料中心温度.包壳温度.元件盒进出口冷却剂温度 ji;件盆冷却剂

流量.中子通量分布等，为校核热工设计提供依据，以便改进和1完挎新型燃料元件.在动力

堆中，为了提高雄运行的经济性，希:m其燃料元件在允许的最高温度下运行z 但是，动力维

运行的安全性则‘要求正常的运行温度和燃科元件破损几率为 III大的运行温度之间留有余量.

由于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彭响到所11.i雯的安全余量的估算，因此测出可靠的温度.流量和元

件盒功苹数据将减小这些不确定性，并容许燃料元件在较高的安全温度下运行.例如.Ili水

动力堆热工设计的主要限制条件就是燃料芯体不能熔化z 不容许产生容积沸腾:烧毁比的数

值必须大于给定的数值。在试验堆中，限制堆芯中子通量的主斐因素是燃料元件的热点包壳

温度，它是由热应力.腐蚀以及表面沸腾等因素决定的.

高通量堆的热工设计要求限制热点包完温度不超过 J95"C. 但是，理论计算是在JII!.想的

假定条件下进行的川，实际情况往往和假定条件差别较大.特别应该指出，在高通量堆首'炉

运行之前关于燃料元件在辐照条件下的性能知识是十分贫乏的。因此，在反应堆各种运行条

件下实测元件包壳的温度，对于了解燃料元件实际的物J'!!..热工特性，监督堆的安全运行，

提高堆运行的中子通量水平，校核设计计算，改进新理燃料元件的设计是十分必要的.

高速量堆的陈料元件结构比较复杂，而且在额寇功率下单盒元件功率相当于一座游泳池

堆的功率。当反应堆处于功率状态运行时，由于各元件盒发热不同，而燃料if;件包完与冷却剂

之间又存在温度梯度，这就使得燃料元件，.阻数值不同于均匀温度场下的数值，因此难以直

接使用均匀温度场的流量分配数据.特别是在功率运行中.后il叨，燃料元件肿胀.弯曲.氧

化膜生长与剥落等因素引起的流道变化，将造成元件盆流量变化。而且，如果流退缩萃，将

造成燃料元件烧毁.准确测量元件盒流量也是准确计算元件盒热功事所必馆的。只有元件盒

功率准确，才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元件包壳温度与功率的关系.

难芯燃料元件包壳温度和元件盒的冷却剂流量测量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十分困难的。针

对高通量堆燃料元件的具体结构，我们研制了独特的监测包壳热汽温度的技术和元件盒1I:口

水温，流量.中子通量组合探头.在提升功率试验和两炉i采燃娓运行试验中成功地取得了大

量宝贵的燃料元件包壳温度，进出口水温，盒;流量和元件盒热功率的~态与动态If(据，为高

遇最堆提升功率和两炉安全运行，以及摸清燃料元件随堆揭照性能和堆的特性，提供了吁靠

的依据.随着反应堆研究工作的进展，维芯仪表技术也在不断发展.I卜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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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装置与测量系统

1. 钮'娼"元'串在难忘"位置

装有各种测量探头(例如，元件包壳温度.进出口水温.元件盒流量及中子通量筝的测

量探头)的燃料元件，称之为仪表喔料元件.根据零功率物理试验结果，在首妒装载各运行

期， JIO. J II 、 KIO K l1. KI2、 L I1. Li2是一组热金元件，英中又以JIO. LI2 为最热

(图 I). 然而，在KlI位置可以上下垂直进行元件装卸，比较方便，因此选定Kl1位置安装

仪表燃料元件.监测Kl1燃料元件的包壳最高温度.元件盒迸出口水温、盒流量、盒功率及

其相互关系，并利用JIO与 KII元件盒的功率关系.就吁以监督堆的安全和进一步挖掘堆的

精力，并且了解和掌握堆z燃料元件在随堆辐照过程中有代表性的性能数据.

z. 元fI:包"温度到点布置

高通量堆燃料元件是由内套管.6层燃料元件套管.外套管一起共S层套管组成的套管状

元件(图2， A-A断面).元件套管长1I00mm，其中话性段名义长度为1000mm，两端50mm

为无燃料段长眩，燃料元件套管外壁带有三条相隔120·的定位助，构成了力学上稳定的燃料

元件盆.同时，这三条肋也给元件的热E性能带来不良影响.由于肋下传热不佳及肋下燃料

志体增厚，从而造成肋下热点(图的.由于结构条件阪制，直接测量肋下热点温度是不可能

的.但是，肋条的存在却给元件包壳澜温铠装热电偶的敷设提供了方便.这是由于肋条上不

含燃料，因此可以在肋条上开槽理设铠装热电偶.直接测量肋条断面上某一定点的温度，并

借助于计算得到的差值温度，就可以外推得到助下热点温度.

采用外径为t\1 (长20m) -~0.5 (民1. 2m) -φ0.25皿m(长200mm)的以不锈钢为外皮.

氧化使为绝缘的锦钝-穗铝变断面铠装热电偶测量包壳温度.为了在安装热电偶前后保持

元件套管径向定位，肋条上不能全长镜通槽，头部留 15mm长不镜.在肋条槽内理设 ~0.5

向 .25mm的变断面段 z 然后拐弯进入无燃料的元件~~部，沿堕部的槽内埋设.铠装热电锢在

槽内要嵌压密实，尤其是热接点附近要用专用工具把肋条两侧夹紧.然后，把待封唱的肋条

对准趣声焊机焊盘右侧，并以适当压力贴紧，在超声波振动作用下进行肋顶封焊.为了保护

铠装热电偶在操作过程巾不至损坏，各元件管头部附加了保护件.关于用超声封焊法埋设铠

装热电偶的技术在文献[7]中已有详述，本文不再赘远。银钝-镶铝铠装热电偶的抗辐照性能

良好，这是理论租实验已经证明了的"叫 ·1.

根据第一炉堆芯装载的零功率试验及热工计算，确定在最高温度断面附近布置包壳温度

测点，其径向.铀向位直如图4所，iJ;o 经超声波封知理设之后，用X光透视法及千分表测定

的 10个包壳温度测点离燃料芯体的距离、志体厚度及肋高的数据如表I所示.数据表明，开槽

没有触及置IJ燃斜芯体.

包壳温度测点附近的水隙数据盘II:表2所忌.水隙数据是由涡流式水隙测量仪测定的.

把理设了铠裴热电偶的各层燃料套管从里到外套在 J起组装之后，因寇好元件盒头部.

下部1革位也块。然后，各铠装热电偶沿元件盒头部寇位囱块和提孔管理说{图2)0 仪表燃料

元件 ι端头附加-长孔智，其作用在于敷设引导热电偶电缆，并把水流人口阻力损失精小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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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忽略的程度.元件包亮测温热电饵从1是孔管管堕出来之后就选人过邃导臂12 (固z). 在

读导管肉包壳测温铠楚，且也俩的外径自φ0.5_回过襄沟归回国.以便改善集电'同的强度.幢后

进入难内引线装置..1 元fit旬.番温.....τS像.......与量.-离

包壳..... T. , I T.. IT.. T. , T.. T.. I T T.. IT.. 7...
‘

.To恤".晶<-) 。~55 。.57 也 57 o. 二5 。.5Z 0. 53 I 0.揭 0.55 ‘ 曾 。~5Z

aJ‘. (-) 1.10 I. '19 1.13 1.11 1.11 1.1% i 1.13 1.11 i 1.12 1.77

'且寓a".1I!离S(..) 1.15 1.23 1.23 1.)5 i 1.15 1.21 I 1.15 1.59 I 1.%7 1.11

.2 元..-费量.'番蜀矗黯-*…〈皿-)

事 量

• 阳
l' II' III' IV' V'

a 2.01 2.10 1.99 2.23 1. '19

b 2.25 1.90 ;.91; 2.15 1.11

c 2' .ij5 1.92 1.94 1.但 1.17

4 1.13 1.92 1.79 1.78 1.94

e 1.78 2.12 1.~4 1.95 1.13

1.81 2.12 1.99 2.05 1.75

3. 元it鑫..出口*...布置

KII仪表燃斜元件入口水温测点离元件盒上端面6Omm，热电偶沿长孔管上的精理设，进

入过夜导管12 (图2). 出口水温测点离元件盒下端面150皿田，位于尼件盒下接头管内.出

口水温热电偶和流量取压管组成为一组合探头，铠装热电偶在取压管内走向.进.出口水温

测量均采用外径为"Imm的镰储-镶铝铠装热电偶.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在这些测点位置上的

水流搅混良好，给出了稳定的水温数据.

4. 元件鑫擅量...Jr..与罐掏

元件盒流量是通过测量元件出口段内径1，660与~39mm两个截面上的静Hi.尼 (p， -p.) 而

确定的(图。.

根据燃料元件出口段的几何形状，呼以暑出，当冷却剂流过收缩嘴肘，说L线亦形成问部

收缩，从而使流速增加，静lU降低，在树。与归9mm两个截面上产生!正降(即静压经~P'"

'I-P2). 静压主量~p与元件盆流量G之间在在单值的函数关系.

由伯努利方程可以知遵

~p-t乓主 (I)

式巾 ~P-PI-Ph Pal

. .. .



-元件盒出口段内径白hla撞面处的水流速度. a/s ,

p-冷却水密度. ltc/-飞

在-一系数.

由于流速

G
w-

Z
"""4 D&'ρ

式中 G-一元件盒冷却水质量it量. Itc/s ,

D---斑遭直径.此处D=39X 10-0圃.

由 (I)、。〉两式可以得到

G=豆.e:. Ap
K

(2)

(3)

式中 K-一由堆外标定的元件盒总压阵与盆流量的关系曲线及流量测量探头幢雄等温流动

标定而确定的流量系数• K-525.35m-&

因此，根据测量的L\p值.相胶于元件盒出口水温的ρ值以及已知的K值，就可曲。〉式

计算出元件盒冷却剂质量流量.

仪表燃料元件盒流量测量探头的详细结构如回5所示.为了取出内径~60回回与归'皿m这

两个截面上有代表性的静眩. P" P，取压点皆为 4孔~1.5m皿均布.测量出口水温的外径

φImm的铠装热电偶在 PI取压管 (~3XO.5mm) 内走向，节省了空间，使探头结构更加适用

于本测量对象.由于此种探头无运动部件，而且探头零件，精细的加工.组装和密封焊接技

术，使得官能胜任难内苛刻的工况，经得起高速水斑lI\I嗣.振动和辐熙的作用-

6. 噜肉.，.馨置

两根~3XO.5mm 的流量测量探头取压管作为骨集. 7支螺旋形饥自给能探测器以一定的

问隔套在该骨架上，这样就构成元件盆出口水温.流量及中子矗量测量组合探头.该组合探

头插在元件盒内套管中(图 2). 10支包壳测温铠装热电饵， I支入口水温热电偶和两根取压管

以及7支自给能探测器的电缆一起用熔锡浇键在仪表燃抖 )c件的双半圆怀 14处，并用螺母锁紧

固定{图 2). 安绕在PI取压管内的 tH口水温铠装热电偶在三通接头 16处与取压管分开.仪表

燃料元件的长孔管上部圆11.内有一凸台，可承受组合探头的重量.这样，当组合探头插在元

件盒内套管现那时，挂在凸臼 to 可以避免真下自块受力 e 组合探头与元件内套智之间及篱

电缆之间均有间隙，可以得到水流冷却.这样就构成了带有 12支槌装热电偶， 2 根取压管

和7支自给能探测器电缆的仪表燃料元件(图 2).

在堆外把银装好的仪表燃料元件和电缆保护导管连接在一趣，这样，仪表燃料元件就可

以和保护导告成为一体，从堆顶整体直上直下装卸料.图自表示仪表燃料元件在离退量罐罐内

的布置.仪表燃料元件 5插在栅楠板 2的KII位置.士三角支撑架 !6承受保护导管由的重量.三

角支撑架 16插在支撑座 11的燕尾槽中.电缆保护导管采用双层结构，外层为 ~70x2mm 的不

锈钢管.承受各种力量的作用，越剧性保护作用$内层为 f50X2mm 的铝管，周来fJ. I进入

栅幡板的燃料元件，压It后尚可脱开.仪表燃料元件的锁 if帽母 11 ， 13 (圆"可以在保护导

臂9 (圈"的导向机构内自由地上下滑动，因此燃料元件可以自由地向上热膨胀.在平 1贸盖

• s .



的"'165皿E 中心孔道内用定位套使保护导臂上下对中.铠装热电偶电缓和取压管穿透蕾封法

兰的结构系采用橡皮-lli盖机被需封方案.

6. ..摹篝

罔 it.主 ;j-;~~ 1<愤鸭}i:f千温度'3比 ltl测吐系统万块图.测温铠装热电饵 lt!l宽从密封 iE 兰 fB

堆日，合(£.起成为- -束. JIBE 包责l料{if拙簸，以便引人注目，避免电缆损伤.该束电缆从

堆m进飞环形 It!绞沟，持到l电线沟接线何 L 通过嗣-康嗣补~导线引j1 1~~~ 贺!验室内的

。°C冰瓶内，然盯用铜号线引圭 '1 测 .ltl仪表o J， j提i~:i测量准确度，每支热电偶和补偿导线均

在实在空进行工作 i品度范?可内的精密怜定.同时 J， r{:!ii可使用补位导线的准确度，也监测了
接线\'{2的ia度.

流 f主测 liUli1 IJ~管路系统组l因81i，斤，j-;. -It巾巴只仪表阀门分协!在1负了仪表隔离.变送器压力

平衡.脉冲钉排气哼功能.二决 IIi /J表直接指示各处静压.费自142统中并联使用电~式 ~Ili传

感器和DBC-ll型 121巨变送器，目的在于提高流垦测远系统的可靠性.并比较二者的功能.其

中DBC-I1~U:~压变送稽的输出端并联两只 loa的标准也醒，目的是让它的输出电势位于PF

3型数字电压表的~一虽程 (0......60皿V) 内.实验表明. DBC斗I型 Z~压变送器在输出线性度

和功态特性方面较咆惑式是应传嚷器优越.使用带有数字打印机的数字电压表进行温度与流

量的稳态测觅，准确度较卢'i:使用两台十宅记录仪进行温度与流璋的动态测 :t: 二者的切换

n双刀双掷开关来实现(因 i).

一、应用

1. 曹炉..萄量

在高通量堆提升功率初首炉全寿期运行过程中. KII 燃料元件温度和流量稳态测璋的目

的在于确定各运行期堆功率与 Kit仪表燃科元件盆功率之间的关系，测~各运行期元件包壳

温度与元件盒功率之间的关系，监督元件包壳温度不要越过规宠值，以便保证堆的安全运

行，并为高通量堆挖掘潜力.组功率运行以及技核热工设计提供可靠的数据.

限于篇幅，表3简变地列出了高通量堆i'f炉功率运行各运行用的主要堆参数和 KlI仪表

燃科元件各参数有代表性的稳态测量倍。图自表泊在不同运行期，堆热功率 PT与 Kit元件盒

热功率P盒的关系.因 10求放在相同的堆il，i虽下，各运行邦IKllje件包壳高温点温度 T...

T盯与入口水温之拉伯随元件盆功率的变化关系，在，寇的分散度范围内成线性关系.可以

看到，在运行中刷，由于手动补fJ;栋 15B. 25B (阁。提出堆;j5250......SS0mm.中子通量蹄下

移，峰值加大，因此包壳温度To.为放，f5. 在同样的盆功率和入口水温条件下，运行中期的

T..较初期.末期高得多.因此，运行rl1191的容许功率较初I~I. 末期为低。

图 II比钱了在不同的堆总流量下.KII元件包壳有代表性的测点温度与人r:J水温之差值

(T..-T，，) 随元件盆热功率P盒的变化情况，可以苟主II. (T町 -Til) ......P拿及(T.1-T..)

-P盒在相应的数据分散度范围内均为直线关系.在各种堆总流量下的包壳温度与入口水温

T"之兹值相对于盒功率的变化率如表4所:ir:;a 可以看到，随着堆流量的加大，变化率

l!.(T..-T，， )/liP盒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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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黯遭....功事运街备蠢衔..幸事 ....K I1傻'

淫"元'非备..葡 ft........

60••5

KII孟件鑫
λ目牟Il

KII元件a: KII 尾件拿
出臼点温 ..J1J司E

E 一r----k\V

'i l..!)τI !li1τ.6

G6.12 2165.1

.3.53 I S!I.4

哇'功事
屈指'

kW E

回
舅
舅

何
申
末 521:!:!

T.. 1 To' iT.. iT.. I T叫

七厅 i t: I t: I t:-I-了'-t:-

60400

量臂. IT.. iT.. IT..
I t: I t:; t:

棚" 126.11 120.98 126.12 108.93 131.12 I 108.14 121.31 12lJ .41

申周 112.55 112.11 101.臼 I倍.SO 122.09 If随 .08 118.04 I 105.12 111.45 116.52

末嗣 1'!2 回35 1:!3 .38 114.78 I 114.0玉 131.70 1I0. 1I 130.sa I 113.99 126.48 121.05

..在不固的罐aa量τ.W佬'恒的元件包壳..与人口*.筒.值

(T.-Tt;) 相对于元件盒'且功.P盒.室住. ( ~T.-TfI) / _\P盘

堆a撞量 l.'b 16ω 24ω 3阳"

6(T...., Tr;)/tJ.P盒 t; /kW 。.069 。 .046 0.034

MT.....-T，‘)/t1P盒 t; /kW 。 .OS8 0.041' 0.032

图 12'bl~Hi在不同(('J:I在总流量 f. KI1;l:.f'卡企流量与盒功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元

件盒流量G盆随元件盒功率P盒的变化率fiGt./liP盒，以及在相应的功率范围内的流量相对

变化进/!G盒/G愈加表5f!，斤哀。呼以在?到. ~I]堆总流 fit:在变fI·t随着兀作盒功率(1~IJjU 大，该元件

盒的流量布所增大。这是因为随着元作盒rJj本刊11JU I:.. 元「卡包42温度 f\' ，句，其ifi体边界日·摩

阻 F降，冈比在同样的i后t't[{II阵的况 F. 功率 k(f:j元件ir(F-j流量呢稍大些.维总流世愈

小，此种现象愈明显。例如，巧培训t最为 16001/h. P盘在: 199. 7----6 i \kW范例内变化时，盒

流量的相对变化最/!G盒/G盆 IIf达8.59铃。.s .不坷的罐a..τ，元件盒II量G盘"元件盒功 .P盒筒'位'

I1G盆/tiP盒，以及在相鹰"功事菇'肉的..徊It皇位量、 σ鑫/G盆

|仙 i
kW

t/kW·h

'

堆 a 流量 G总

盒功事施lllI P盒

t ,Ga/APa

!J.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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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应堆功率状态运行时，由于煌t4元件温度场的作用.冷却娟的非等温羹动.使得活

性区流量分配更趋不均匀，元件盒流量的计算数据必须作非等温修正.可以署出.在反应堆

功率状拿下测量元件盒流量具育重要的实际意义.

为了定量确定高矗量堆的自然循环冷却能力，运行初期还进行 r雄怯功率从100kW直到

15QOkW的稳态自然对流实验，应用本测量装置测定了元件盒上海水墨‘ F部水温及包壳各

点温度的相应数值.图 13示出 f 自然~.fii的实验结果.可以雹到，在一定的数'自分散度范围

内均成线性关系.

2. .，.......窟

为了从热电饵测!~温度 T.外推求出事兴趣的助下焦点握度 T. (因吟，需在一定的边界

条件和衔接条件下求解直角坐标怡，对中的泊松方瞿 z

6 ZT.6ZT. Q
~: + ::...= +~-=O (4)缸a 句z • ).

式中 T(K.y)-l!且科芯体!l包壳的温度. 'C:

λ一-材抖的导煞系数• WI (皿 ··C) :

q.--体热源强度. W;'圃'.

可以用有限是分法，借助电-热镜报计算机求解[III: 也可用有限单元体法，借助电子计

算机求解EE21.作为例子，表6列出了运行初期KlI熄抖元件包壳温度实爵值与计算值的比後.

囊' 量待..Kn..元'非钮'I..事蜀·与钳..比篝鑫惆

("T-~OOOkW. G雇-39.1Ot h. ，.盒-%4锦kW. T ,'·%lI. II 't. Ga.58.笛t:h) •

号 111%1314151617iBI 9 I 10

T.实.. 109.8% 111.00 黯 ‘ 且14.%0 笛 町 10% .13 105.ω

T.计算健 tω.98 10% .3% I 08.50 I 98.47 106.12 111.15 I I∞.50! 96.0% 105. '11 E铺.111

T ，计算也 11%. %1 115. 09 1 1川
l ltt·" 111.39 1%9.14! 113.14 I 111.33 111.15 11'，'.τ5

• PT-一堆'功事;G擅-一堆A;«量; ，.鑫-一元fIoaaJ1J事; T..-一元骨盒λ口*a;

G鑫-一且骨盒1M.; T.-一但壳.....III.ll..; T，-一但亮助1'...

在一定工ISi' T计算 III ~:，的 i品泣值 (T.-T.) 与元件盆热功率P盒得在单值的函数关系，元

件盒功率愈高• (T.-T.) 也愈大.取臼文献[12]的数据，因 14示出高温匿堆首炉运行训期

KII仪表燃料元件的 (T，， -T.，) 计算....p盒关系困线.尽管由于计算模组.热源条件，边界条

件对于肋区温度分衔的绝对值计算准确度影响较太.但是根据计算可以知道是值 (T， -T.)

受热源条件.边界条件的变化影响段小，这是因为T，. T.的变化方向是 a致的.因此，可以

用下式以足够的准确度确定T‘的敷也 z

T ,"'" (T ， -T.)lt算+T.窍. (~

这是因为占几值约909岛的数值T.寞，是实际测定的，准确度较剧，即便是值 (T ， -T.)钟算的

计算误差再大(士 15*左右): T.仍然可以保持较小的误差.

作为例子，在第一妒策载初期工况下，写P盒-2498kW.计算向到T， .-T.."'" IO.57·C.

T.， -T.， -13.34·C. 此时T... T. ，实测值分别为 III.OO·C. 114.20·C. 问此，根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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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助下路点温度T..= 121.盯·C. Tu-I盯.54·C.

5. 最.绪.

(I)元件盒进.出口水温测量误差.l，.，.. a, ，.是由热电饵检定误差(± 0.2·C). 集电饵

捡定曲线内锚误提(士。.I·C).补偿导线检定误差(± 0.2·C).补偿导线检定曲线内播误差

{主 0.1·C).稳态测量仪表误是( ±0.5·C).热电饵冷瑞温度误差(士。.0s·C). 热电饵辐

照效应误是{运行韧用此项误差可以忽略，螺旋末期此项误差为主 I.) 等组成的.计算得

到，运行初期品'" =.l,.,. =主 0.59·C; 运行末期品..Ii ==士。.盯·C. .l,.,. =土。.92·C.

(%)元件包壳温度测量误差a..是曲调点径向位置不确定性(主O.lmm). 周向位置不确

忘性{士O.lmm). 温度被动及测量系统综合误差决定的.以黯高量度点为例，在穰定功率

下计算得到运行栩栩备.=主1.3·C. 运行末期品r.= 主 I.S·C.

(3)元件盒施量测量误差ρ.. 由 {3} 式可得

ρ'.= ±..It时，+tp;+时 (6)

(1)

式中 向，---~压测量误差(主0.5.) ;

p，-一水的密度误差{士。.039的:

p&一一探头施量系数随雄等温标定误差，主斐由元件盆it量-压降特性难外际运误

差.难内元件立压降测量误差)i:.件阻力特性差异引起的流量不均匀性误是反流量波动误差，

组成.根据我们的实验条件，在常用流量lS.....601/h范围内， ρ.= 主 4. 窜'lio.

因此，向=主 5嚼.

(4)元件盒热功率测量误差ρ'a. 由下式

C.·G·{U
P盒=-毛ι号?毛

式中 P.-一元件盒热功率· kW;

C，-一水的定压比热· J/k,··C;
G-一一元件盒拎句水质量流量， kl/h;
AI 一-)i;件盒进.出u冷却水温差， ·C.

如果忽略定.ffi比热C，的误差，则

ρ'.= 土 ..I p~千再. (8)

式III 向，--AI的测量误差· 'lio.

因此，可以算出运行初期额定功率下的 P，.=±5.4惕，运行末期'晨起功率下的 ρ，.-主-5.8*.

(的助下焦点温度水也误差品'"由(5) 式令

(T.-T.)钟_-AT._ (的

卿l肋下焦点温度示值误草

a，.-a...+仇'··

a叫.-t ..l百平可有1

(lO)

( II)

. , .



式中 3.-一肋下J巳体厚度不确定性(士。.05mm) 引起的温差值 I!J.T.. 的计算误差

(±0.59·C);

3.-.lf，(热系数不确定性(± 20%) 司|坦的温注值I!J.T..的计算误是 (±I·C);

δf一一氧化腹厚度不确定性(士 1511m) 引起的温差值I!J.T.w 的计算误);~ (士 I·C).

由此可以得到，运行初期 δ， h z 士 2.S·C.

(的关于元 f'H2壳温度计算值与测量的偏差的讨论

由表6可以否)iIJ. 计算伯与测是值的最大偏差量分刑为+ :5. 74"C、 -13.70·C. 占测量

值的百分比分别为+16.5伪、 -12铃。这种偏菜主I更是由于肋阮温度场的计算误差造成的。

~计算误差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

i) 肋下芯体厚度的不确定性，例如l第 IV层元件管取为士0.025mm。在额定功率下，由

此引入的肋[(温度场绝对值的计算误差A， =2.5·C.

ii) 放热系数不确~性±20伪，在额1江功率下由ill:引入的肋区温度场绝对值的计算误R:

A z = 士 10·C.

iii) 在热电偶测点附近元件包壳氧化吸由于安装原因引起剥落，以及实际运行时由于氧

化膜的生长和剥落情况不同，氧化膜~j度的不确定性对于肋[圣温度场绝对值计算引入的误差

十分可观。若氧化膜厚度不确完性为士1511m • 则引入的肋区温度场绝对值的计算误差A3 =

士 15·C.

iV) 由于中子通量分布的不确寇性而引入的误差难以确定。

因此，在额定功率下仅头兰项引入的肋区温度场绝对值的计算综合误差为z

A= ±.,/ A~+A~+A: = 士 18.2·C

由表B可以看到，大多数点的计算值与测量值符合较好，只有三个点偏差稍大些，但也均

落在计算误差带之内。由于计算值的误差带较大，因此更可看出在实际运行工况下，实际测

量元件包壳温度的喧要意义。

4. .炉琐事测量

动态测量使用十笔记录仪。记录仪准确度为士 0.5""'0.8 9&.十笔记录仪全行程时间为

(J .55. 在实验条件下，各参数变化范围均小干记录全行程的一半，因此这时由记录仪引入的

等效时间常数均小于 0.165. 测量迸出口水温的热电偶时间常数为 0.1355 ，测量元件包壳温

度的热电偶时间常数为 0.0165 ，测量流量的差压变送器时间常数为 0.35。为了使十笔记录仪

能够在现场强干扰条件下测量热电偶的输出电势，其输入端并联一只 50μF 的也容，热电偶

内阻小于 15000 因此这样的RC环节的时间常数不起过 0.0755. 因此 • it件包壳温度、*

温.流量测量系统的时间常数分别为 0.255 ， 0.375 , 0.465，可以满足本堆动态实验的要

求.

在高通量堆提升功率和首炉全寿期运行的许多动态实验中，都测远了 K Il仪表燃料元件

热工参数瞬态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动态数据.这些动态实验包括， (I) 流动反向实验; (2)

反应性的流量系数实验， (3) 反应性的功率系数实验; (4) 反应性的温度系数实验; (5) 自

动梅效率刻度实验; (的反应堆自稳性实验; (7) 自动降功~~试验; (8) 金厂断电实验z

(的停堆冷却与剩余J;热实验等l161. 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在全厂断电事故情况下燃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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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热工参数的瞬态过程。

反应堆全厂断电事故是入们最关心的重大事故之一(J 3..... J 51。在全厂用电供应不可靠的情

况下，出现断电事故的儿率较大。高通量堆经历了首妒运行寿期运行实践考验之后.在运行

末期进行了全厂断电事故实验，以便检验安全停堆系统和事故冷却系统的可靠性e 在全厂断

电事故情况下堆芯燃料元件热工参数的变化情况(元件盒进出口水温，元件包壳温度，元件

盒流量及其热功率)是堆的设计、运行人员最关心的问题。为了给堆的安全分析提供致据，

我们测定了燃料元件在全部主泵断电，即全厂断电事故情况下，上述热工参数的变化过程。

断电前， 2". 沪、 4·主泵运行，进堆总流量为3800t/b o 断电信号发出后安全棒和所有

控制棒迅速 F插 ， 0.955安全棒下插到底，反应堆停闭。停推动作与停泵动作同时进行.在断

也信号发出后0.65，元件盒流量开始衰减(图 15) .由于各主泵的惯性作用以及旁路阀~~迅

速关闭，流量以一定的速率衰减。断电后邸，元件盆流量衰减到l初始值的44.9~岛。但后事故

泵开始贡献流量， 505后事战泵流量i-s!Elj稳定，此时元件盒流量为初始值的 18.5 11& ，这是主泵

惯性流量与事故泵流茸的综合贡献.6(，5后元件盒流贯达到 Ell 寻H世泵流量所决定的稳定值-

伺始流量的 17. I 惕。

断电后0.85堆功率才开始丁跌，而流亘在断电后 0.65 就已开始衰减，因此.II:件包完温度

(以T叮为例)和出口水ili，.T i 。分别在断电后的υ .875和1 1. 0751l>t~司 I'，比初始值略高些。由于反

应堆核功率在1. 65时间内迅速 F跌为初始功率的4.811画.而这时流最仍具有初始值的87铃，因

此元件包壳温厚!T町、 ]i;伴在出口水温T ，.及元件盒热功率P盒在25内也迅速下跌.然而，由于

25之后核功率衰减速度减慢，而i流量继续哀减，因此元{'I'包壳温度和ill 口水温都缓慢地有所

增加，大致在50s.it重IJ 峰值。然后，随着弟I!;t功斗;(j(J :R减，而 VIi量又趋于稳右，因此 T川与

T 。又继母:缓慢「降。仨泵断也后，由于热交换器的二次水泵尚未停止，因此.Ii: rl'盒入口水

温Tf;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恒定。随着核攻守f哀减，元f'l:盒出口水温 T • 下降， T. 下降对于

Tit的影响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否得出来 fl]，这是因为事故泵输运的 次水经热交换~\t再回到

堆芯是在j耍」段时间的。实际测量表明， T ，大致在断电后9505才开始下降.随着T ，的迅速

下降以及堆剩余发热的农减.T町 !gT '0又继续迅速下降。

在全厂断电事故情况下，缸重25的是:男保讼，及时停烧和学It!. 泵J.1 D·t启动，以便反应堆功

串迅速哀隙，并且在堆，巳流动反向现象HI现之前足够的时间内，事故泵!it献出 un冠，防止元

件包壳温度过尚。在目前的断电实验情况下，安全停堆系统和事放冷却I系统娃可靠的，燃料

元件是安全的。

6. 在第二#加深元件黯辑试撞中的测量

高通量堆经币'炉袋就全寿 WJ运行之后 .Kll仪农燃料兀件的事l分功率已ili1\j 47. 51MWd.

按式( 12)"J以确忘Kllji;件的首炉平Y.iJ燃挺X=23.35惕。

0.91
工Pa·~T， =m.. ·x· •
,- - -'0 1.25

:rttl l

平川←Kll元件的事!分功凉. MWd ,

P盒一一-Kll元件盆功率. MW ,

~T，--运行时间， d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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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吨--KIJ元件的u..·含量. kg;

x--元件的平均燃提z

0.94-一元件片及元件内部慢化剂发热占可回收的裂变能份额g

1. 25-一仨堆产生IMWd的能量i1.1燃延1.25XI0→ kg的U口气

首炉运行到]fa]l\. 11元件轴向功率不均匀系数为1.5. 因此其品大点憾耗为35.021Jf1.这个

燃程指标十分保守，大大低于安全限.问此，为了提;臼燃料元件的经济性，有必要进行加深

燃花的试验。第2炉装载图及仪表燃料元件在堆芯的位置如阁IE所示。第2炉装载与首炉装载

的区别在于:f(炉外国6盒燃在较浅的元件K8. H8. HII、 K14. NI4 、 Nil分别换到J9.

110. J12. LI3 , M12. LIO位置:首炉中心6盒燃花较i泵的元件KIO. 110. 111. KI2、

LI2、 LII分别换到H8， K8、 HII. N14. K14. Nil位置.新加的6盒元件分£IJ 放在KIO，

110. III , KI2、 L12. LII位置.安全棒 lAB、 2AB首炉 w.~电小元件出堆，换新的跟随元

件。手动补偿棒 15B. 25B跟随元件换新的，其首炉跟随元件协作45B， 75B的跟随元件.

带有温度-流量测量装置的仪表燃料元件仍在 KII位置不动，此位霞在第二炉装载条件下仍

是最高通量位置，有利于仪表燃料元件的加深燃耗试验，以便KII元件为全堆中燃辑量 i宋

者。

在加深燃延试验中，我们的测量任务在于确定KII元件的积分功率，从而确定其燃耗深

度，并监测元件包壳温度，盒流量的主化情况，以便监督该元件是否发生可觉察的辐照变形

或流道堵塞现象，以保证在深燃屁 F辐照元件的安全性。同时，收集辐照过程中元件热工参

数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摸清在深燃耗下元件的性能。

根据本测量装置测定的元件盒流量G盒}}:大堆上的活性区压降 I'!.p总，可以确定元件的阻

力特性 2

可_.1M孟
二一

G盒
(13)

一一一

第1炉 初期 8.02 37.15 1566.~ 57.38 4.86 43.74

2 第 1炉 巾朔 24.23 46.00 1719.3 55.73 4.59 43.76

3 第 1炉 末期 47.51 42.22 1662.5 55.96 4.70 44.10

4 第2炉 初期 47.77 34.55 1470.0 5G.98 4.73 44.23

5 1112炉 中期 85.27 38.68 1499.5 56.53 4.83 44.26

s .2炉 末期 90.88 1617.6 56.36 -τ4.83 44.39

表7列出了在市…、二炉各运行期测定的 η-}.:P盆.I'!.τ，关系.可以看到，随着燃屁加 i泵，

可只有微小的增加，第二炉末期比第…炉切 JUI 增大了1. 59&.这是在测量的误差范闺之内。

襄7 两炉鲁运行翩 Ktt傻'剿"元件"阻力"锥

"厅川运叫斗~川 T， I p. I G. /I\P" I ..-..;面幽
I I I MWd I t I kW Iνh I 10'Pa I kg-Ill. 11' -1μ

:zp. . 衔，-一元件盒飘分功事;于，-一元件盒的平均水a; p.-元件盒功事:

0，，-盒槐量; I\pa-元件盒.ali障~ AT，-…远行时阁.

• IZ •



咽值的比较是在相近的平均水温‘相近的盒功率下进行的.实验敷据表明，在深燃提条件下

元件流道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留 11示出在两炉不同运行烦 • (T叫一T fl) .......p盒关系曲线的比较。这里的运行期是以

手功补偿椿ISB.2SB提升高度大致划分均(初期1 、 2SB为0.......Z50mm. 巾期为250--550P1m.

末期为550--1000mm)。中增l中子通量抽肉不均匀性为扯大，因此，在同样的元件盒功率水

平下运行中期元件包壳温度较初期、末期高些。而且，由于燃耗的影响，第二炉轴向功率不

均匀性要比第一妒小些，因此在同样的元件盒功率、同样的运行期第二炉的(T町一T Ii)值

要较第一炉低些。这里选取第7点包壳温度T叫进行比较，是因为在两炉运行期间T町均具有

代表性，热电偶性能-直保持良好状态.

图 18示出，第二炉运行伺期.中朗堆功率与KII元件盒功率的关系:图19示出在第一.二

炉装载情况下.P盒/P.比值与KI;元件职分功率I:P盆.f'!.τ.的关系。从图川、图19可以看到，

随着KlI元件燃耗加深. KlI元件对全堆功率的贡献逐渐减小.图20示出第二炉运行末期元

件包壳温度随燃援的变化情况，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因中以每IKW元件盒功率的温差值

(T町-T ，，) 作为元件盒积分功率I:P鑫 .f'!.1'，的函数画出.可以看到，在第二炉运行末期由

于元件燃施加深，袖向功率不均匀性进一步得到改善，在同样的元件盒功率下，温差值

T..-T
(T町-T，，)下降。而且， Fh-AOSTMWd之后，比值-FFL下降较快.直至第三

炉运行完了. KII元件包壳温度变化正常，趋势稳定.

第二炉元件轴向功率不均匀性估算为1.4. 第二炉Kll元件事1分功率为43.37MWd. 因此

根据式。拧，第二炉Kll元件平均燃耗为2 1. 31". 最大点燃耗为29.84"0 这样. Kll仪表

燃料元件经过两炉运行，平均燃耗为44.669岛，最大点燃耗为64.86"0 这个指标在国际上也

属先进之列，表明我国高通量堆燃料元件是成功的.在无试验回路情况下，依靠KlI仪表燃

料元件的强度一流量测量装置，敢于对该元件进行高功率.深燃糙的大堆运行考验，并取得

了成功。该元件的平均燃耗值太太地超过I设计值34~. 在目前高通量培燃料元件价格为13

万元/盒的情况下，经济上的收益是十分显著的。

8. 燃帽荒僻由堆脏*..

高通量堆燃料元件经过高功率，深燃就运行之后，其剩余发然较大.通常热元件的卸料

是在压力壳内的斜孔道中进行的，因此一般是不脱水的.但是.Kll 仪表燃料元件由于装有

温度-流量测量装置，不能从斜孔道中卸料.同时，为了简化卸料操作，并利用该元件的测

量装置测定热元件在脱水情况下包壳温度到底能升高多少T 为热室巾元件脱水检验及今后辐

照装'li出堆提供参考数据。

为了估计元件在脱水悄况下依靠空气臼然对流冷却，其包尧温度的稳态值有多尚，我们

在堆外进行了元件片也加热的模拟试验，并取得了居高!It!温TWmaw.与元件余热P余的关系曲线

(图21). 第二炉运行结束后'兀件在堆内冷却了4个多月，这时我们利用水测量装贸测定了维

肉KI1元件的余热为843W. 测;汪余热使用的公式为z

Fλ
=一 ft:. v • ·~-·M (14)

0.921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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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fl F'一-ii:!'中传热面帜. F=I.395m' ,
K，-一抽I句功率不均匀系数 • K.=1.37 ,

λ-n:元件盒测点水温下水的导热系数 • W/m'C ,

()--!/2流道间隙. 6= 1x 1O-'m:

ft，:;-一传;~\I，温IL 'C.

/iI)=T叫 -T门 (15)

式中 T. 7-一那7点Jcft-包壳温度， ·C.
T fT-一在;'.j17点包壳温度测点附近的水溢， ·C o

T '7 士T I .+0.35 (Tn-T I .) (16)

式中 T ，，-一兀件盒人口水i忌. ·C;

T ，.-一-元件拿出口水温. ·C o

系敏0.921--热源按余弦分布考虑，从Jl:件铀向中点折合到T. 7测点处的输向功率

不均匀系数衰减值.

由四"的曲线查得余热为S43W((.J元件在脱水情况下Tw". ， =sS·C. 这对元件来说是安

全的.

为了能够在吊起ii: n. 出堆过程中连续监测燃抖兀件的温度，从电缆沟端子排jtJ测量装

置顶部的热电偶拎端之间加了20皿民的软线.为了安全起见，该元件脱水时们插在堆顶讼兰

.fL中，以便当元{中温度过高时可再进入水中.随着元件脱水，元件余热不断加热元件套管，

使之温度升岗，这IH5'i.空气自然对流带走一部分热量.元件脱水后其包壳温度 T町最高达到

67.S0·C. 随后，元件全部提出平顶盖，暴露于堆大厅空气中，这时由于大厅内的空气温度

较压力壳顶部空气温度低些，因此包壳温度稍微降低了一点.在脱水过程中元件包壳温升曲

线如阁22所示.段后，带有测量装置的这根热元件放入保存水池，完成了元件脱水实验.

这项实验表明.我们堆外实验预计的&高壁温值稍偏高些，但作为近似估算来说，是具

有参考价值的.元件脱水实验表明，在元件剩余发热为 IkW左右脱水是安全的.这样就为元

件脱水III堆.脱水检验及热主巾的一些操作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四、结论

I.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堆芯燃料元件温度-iAt:最测量装置经过该堆提升功率、首炉全寿

朋运1'j试验及第二炉加深燃挺试验的考验，已经证明测量探头牢固"J蝶，测量装置结构设计

台呢，测量系统运转性能良好，满足堆运行和试验的变求。

2，在提升功率和首炉全寿期运行中，测量装置为堆的高功率安全运行.校核燃料元件

热工设计.抱掘堆的潜力.提高功率水平和中子通量以放各项实验，提供了大量准确‘ "J靠

的燃料元件稳态与动态热工数据.在第二炉加深元件燃链的试验中，测量装置提供了元件盒

的枫分功率租元件盒温度.流量的变化情况，为监督元件在深燃M; f的热工性能与安全性提

供了重要的手段.通过加深燃蜒的试验，把仪表燃料元件的燃挺指标提高到l先进水平，大大

提高了商通量难燃料元件的经济性.

;1. JC件盆各热工参数的测量准确度对于工程试验研究来说是满意的，

, '4 .



本项工作f~d·11 本院实验工f'‘四所.高通量堆运行室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张熠.

蒲玉珍、冉登槐吨，同志帮助怜定热也偶，江兴英同志帮助进行流量测量探头的堆外试验工作，

王惠贤同志在现场协!~J有关工作，张赛琳同志带助检修一卡宅记录仪，作者在此一持政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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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件下'接头 z

2-元件盒血口*温离点:

3-ifj;a..lIlfi点 (PI. Ps l;

4-元件下'定位齿块E

5-元件蕃啻5

6-a自绘'探圃.;

1-元件是'皇位齿块E

8-元件盒入口水aaii;

←-佳孔'I;

10-.合摄失皇位聋臂E

11-帽黯罐It;

12-边疆"'W;

13-铺紧螺母:

14-震丰田怀Z

15-..;

18-三'蟹~;

11-取匾'I (桐'‘o.的;

T.....".-一蜀'但壳矗厦筒鹅咆偶电.;

T，，-..入日本矗筒II电偶电.;

T..--.量血口水困的"电惆电.;

..-，-11自给篝掠iJIO.咆..

lGF

U
V
最1-4

图2 商遇最罐仪表燃料元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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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凡，

1-一助条:

2-一倍但元;

3-一.~芯体2

4-一也4;

5-一毡羹鲍电偶.Il4;

T.-&4.虞; T.-一测点..;

fl-一励7志体厚应;

，，-助高 E

1-一测点离娼"的E寓，

回3 离通ftl堆燃料元件肋下热点及铠装热电饵测点位置

图4 元件包壳温度测点位置示意图

4翩翩4. 1. 8. "5. 队 10倍鹏在三肋Ill:.)

4凰"细肉'阳"孔F

.".
困6 元件盒流'世测量探头

~UU-W

r-. r.-

L

/



因6 商通量堆堆内仪表燃料元件测 ~Il装置的布置

1-控..传动装置;

2-.幡板z

3-肉'如屏矗2

-4-悟性区:

5-仪表僧'再元件:

6-固筒;

7-槐体分钮.;

8-一压力壳z

9-电'与取匾'的保妒导'I;

10-平顶量 3

II-.~撞兰Z

12-饱糙'属咆偶啦II;

13--自给幢饵测'电篇;

14-一取压'I;

15-一椭圆锺肘L;

16-三角支'魏2

17-支'座;

P，-一堆顶压力;

PI. P1-槐量测量取犀点".IIi;

T-温瞿倔哥;

φ--申于组量I~号.

." .



Tit

孔!t1<==:

T.. <二

A

罔T 仪表燃料元件温度与流量测量系统方块图

1-棚'镶帽相裴鹅电惆; 2-一电篝掏接螺桓;

.-o't殊班; 5-帽'蝇 z

7-PF-3震飘毋式多画直梳擎字电压囊; 8-LY-41怦打印机;

lo-OBC-II型是压蜜退a; 11-电黯式噩压传画..

13-标魔电阻 (RI-50. R.~IOO) ; 14-电事 (C-SOIIF) •

T"T，.--元件盒遭.出臼水画 Z

T.. 1"..T.I.-一娼"元件也壳温度E

IIp-一梳量嗣量饵量压差.

3-一帽-靡'补偿'蝇 z

6-现刀瓢'开是Ii;

9一-元件拿槐量测量隙K

12-.1t..元W;
15-+笔记量仪E

•• ••
图' 元件盒流量测量探头取压管路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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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首炉韧期，在不同的堆流量下有代表性的 CT.-T..) -p量关系曲线的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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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在酋妒备种尴总流量下， Ka元件鑫酶量与盒功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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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4 岗通量堆首炉运行初期Kl1仪表燃料元件的 (Tbi -T.，j) 州-P.关系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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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首炉全厂断电情况下，燃料元件各热工参数和

堆核功率的变化曲线

Tn一-元件鑫入日本凰，初蝇值TCiQ国纽.40·C;

T，，--元件盒由口水圃，韧蛐值T.....55.04·C;

Tw ， -t再7点元件也壳温虞，韧蛐值TW7D-81.4S'C;

σ--元件鑫流量，初麟值G.-55.98t/h;

P.-元件盒德功事，初蛐值PIt.-1创Z.5kW;

P.-反应罐穰功"初始值F舶-4361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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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6 高通量堆第二炉装载图及仪表燃料元件在堆芯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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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7 在两炉装载不同运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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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元件盒平均梳量，

• Z6·



j

/
-
-
P
Z
M
R
Z
也

翻..l iIID
Pafklr)

因 18 第二炉堆热功率PT与KI1元件盒热功率P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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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在第一二妒装载情况下，去比值与 KIJ元件积分功事 FhAf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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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炉

2.
•

巅.~.I:

主 0. (8 )(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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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童-XII元件盒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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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运行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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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0 第二妒运行末期，元件包壳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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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1 在眼水情况下，元件簸高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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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22 余热为843W的燃料元件在陇东

情况下的包壳温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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