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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停疆动机鞠是抹掉堆上的一个关键性运动设备，是读雄在脉冲运行时的执行机构，

幢毫运行时可篝宿补偿悖的运行职能.量机构来用气·电联合瞿动.本文就雷舰棉的谴计原

理.蜡楠"点.运动操作厦主要，藏的计算作了医耍的介绍，还就产品拌机的试量蜡廉量行

了说明.

篝..鼻冲撞脉冲梅瞿动机构



DESIGN OF THE PULSE ROD DRIVE

MECHANISM FOR PULSED REACTOR

You Keyi

(Southwelt Institute of Nuclear R.eactor

Ensineerinl. Sichua.)

ABSTRACT

The pulse rod drive mechaaism is a critical mo..ble dence for a pulsed

reactor. It is an eucut"r under pulse oper-:.t,oas. a.d it .ay be 础sed in a shim

rod uncler steady-state operati帽s.Tbe p.eum.tic-electrOldechaai~al d时villi method

is taken in Ihe desir;l1 inr;. The slructure. operatiDS .,aleal.tion of par...eters and

dcsil.inl methods of the puln rod drin IItCcba.ism are brieily described in this

pap町.The lestin~ res回Its of Ihe protolypical mechanism .re also pr o: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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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障碍梅噩动机构是专为臆呻罐设计的一种运萄帆幢.它配可脉冲运行，又可稳牵运行.

当障碍运行时，它的功幢是帽'自掘令对推向脉冲"执行脉冲发射，而且可以很据需要调节.

摊行..当葛幸运行时，可以篝作褂售'修运行.

矗辄怕是脉冲撞上的一个关键设备，为此，囊创造行了广泛的调研.认真的研制.首先

量行.噩挥机的设计和试割，并进行了原统的试瞌研究.~盯在此在础上曾于整机的设计和

哥M. 目曲已造出拌机.并巳量行了调试试撞.

二、设计要求

,

罔1 脉冲降驱功机构

三、结构设计

廓'反应堆总体对脉冲梅理动机构提出的性能要求如下 z

I. 脉冲悔的最大脉冲矗度 z 注5-/s

2. 臆碎榕的最大肆碎行瞿: 0.38 躏

3. .碎停臆呻行雹调节范圃. 0-0.34 ID

4. 鼻摊停萄幸运行提舟遭度. 0.013 mls
5. aMi悔的上.下锺冲行理: o.饵"

t. 脉冲梅快播时间: 0.8 s

7. 臆摊梅和脉冲行理的稠节应具有

上.下极限行程指示和任意位置揭示.

I. 应具有测时装置.测量脉冲悔脉冲

囊射时间和在脉冲上陋的停靠时间.

根据《研制任务书'的要求，我们对间

内外资串串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在研究.分

析.比蟹和原赌.拌机试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了

现在的机构.

圄 1为脉冲停驱动机陶怦机试验外形

回.

回2为脉冲梅瞿功机构结构回.

束机构采用气·电联合理动.气功部分

用以凰动醋..从而带动脉冲停震射脉冲，

电机停动部分用以调节脉冲fj穗，在睡态运

行时，也可带动脉冲"上. ·f运动，执行补偿憾的功能.

'机向气功部~.机械传动部件.尊向支蟹.上下组冲费菌. {也回椭枯草统以反联甜

柯.锚头组件唱组成.另外，压附有，个气功[iiI酶控制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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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Z 脉冲停驱动机构结构刚

理就各部件的结掏和用矗分别说明如下 g

1. ~..骨 {见团。

由于罐单体对脉冲"脉~..射遭厦费求在5·/1以上，因此;在机构的气功南分乖1tJT~

3f气缸的谁讲原1f.

这种气缸与曹矗气恒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气缸巾'谧置了一个申矗5. ft. 革与气缸2罔寇

联简.悟"噩搭在.气缸内部的叶'矗上. II' 矗的作用费际上帽吗于-个喃喃，啧气口通班回

事1的设计在·为霞嚼，通过 d单列的研呢IBI ，矗流丽，!沟阱*受JJi胃桐附十分之一艘舟JIft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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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气功原理图

啧嚼的下方为苗气缸 6，蕾气缸的作用是储备足够品的气压能.如不孝Jl靡'和活事赢缉的

重量，富气缸的压力只育高于活塞上方压力的 9倍时，活塞才能开始向上'动.话事一旦离

开啧气孔，曹气缸内的高压气体便很快充满活塞下腔，佳话事下腔的受力费~晴女'倍子，

是噩噩在很大的压力量作用下向上峙击.这样便可得到很大的冲击遭厦.

量过计算和后来的试验证明，我们所设计的机构在气嚣压力为 80okPa，脉仲行瞿为

。.348时，最大冲击遭度可选 6_/s.

话'快遭上"'肘，话'上踵的压力受到急剧压粥，青压会远矗升高，活皇上.下踵的臣

是也镜金银快缩小，从而去出现语塞急剧赢遭的现象.为了'应少这种不利影响，在气缸量上

晴的壁上开有4个足够大的长 M排气孔， HI击时能使气缸内的青压气槐迅遭摒入大气.

话事与申矗间的接触面_.-定要保证良好的啻贺，否嗣将会幢小呻击遭虞.密封是矗迫辙

'虞垫4来实现的.为了密封可靠，在活事下方和中盖上方的环形空间内的气缸堕上开有一

个捧气小孔"使环形空间的压力接近于大气压，但当话'开拍冲击后，话'下嚣的压缩空

气逼迫'气小孔直蟹与大气相遇，此时会造成一些遣巅，因此摒气小孔不宜过大.本机楠设

计的'气小孔的直径为..-.

气缸通过缸像下蝙的遭气'接头事日外蟹气醺相联.进入气缸的气体要求调 i占.干镰.并

具有适当的油雾.因此本机楠设计有专门的供气回路装置.

固4为气动回酶原理固.镜艇置由空压机.二位三量电画阀{两个) .分水越气器.醺

"fl. 压力寝.楠..厦臂'附件和真空.皮臂'组虞.分水越气器是帽除由空压机遇来的

压铺空气中的水仲.恤份凰灰尘.躏臣"的作用是葡节气部压力到所霸费的幢幢.恤雾嚣使

气'带曹跚跚耍的恤.，用以嗣精气缸.二位三遁电...为远 E离开断气动团'用.

气章'圃'锦鞠如圃 5所示.左边为空臣帆，中间嗣嗣平台 t辑街备控制元件，在矗立'腿

上篝葡酶'挥机，量在边为矗厦回试饵.

气晴廓"':At:射觑疆凰...."如下: (且田。

(I)~*f脉伸囊MlI备工作，II'节 tf脉冲行钮，穰备好必嚼的 I'lL.仪表，

.. 4 •



(2)启动供气回酶申的电磁嗣2. 使气源进人国酶

(3)调节撞压阁，使气潭压力为所需要的发射压力.

(4) 调节油雾器6. 便进入气恒的压缩空气带有适当的抽雾.

(5) 开动电磁阑7. 使工作气体进入苗气缸，蓄气缸中的能量一旦大于活塞系统的重

量，活事便带动脉冲捧高矗向上发出脉冲.

《的断开电磕嗣7. 缸内气体便通过二位三通电础阀T排入大气.脉冲停在重力作用下快

矗捕入到撞芯原来位置.

回4 气功回路原弹.罔

1-空气厦'如 2-=.三量电...; 3-$苦水·气.; "-ill压回; 5--压力褒;1-沽..;

1-=健三矗咆...:.-脉神气缸.

回S 气动网路彷构图

2. 舰......
机幌传动部件的任务是带动 l.(缸上下运动，从而调节脉冲行程和使脉'铮提丹和 7

幅. ~动蝇直通过-个功牟为 4 I. SW. ..血为 2000r!lIIi8的帽型电机带动.电视精遍可

• Ii •



通过电压避行调整z 电机可以正反持并能翻动.

电机遇过刚性联抽节带动蜗抨.从而带动蜗轮转动.蜗轮与传动螺母联为-体. ..支

掌在壳体商峭的攘璋蛐承上.螺母与气缸夕i、堕的梯形螺就喃舍，官随着蝇轮而精确.在调好

'草协行理位枉停转后，丝枉.螺母可以自锁，气缸不会固自重而下滑.

蜗仔也是支承在壳体上的两个攘珠轴承上.在它的董仲躏疆有一对藏矗齿轮.遭迫齿轮

传动-个舌篝式的位置指 ~J~器指示气缸土、下移动的任意行程.指示盘转一圃.气缸上.下

'动1-.
I. .向童'
导向支擅自-个不幌铜圃筒.上.下捷兰等组成.圃筒主纵向对稼地开布四个最槽，支

'自悬吊安曼于传动蝇置的靡庭上并向下延伸..支'民的作用有三点r-是为气缸升降的导向

用.变蝇轮..每的旋转运动为气缸升降的直佳运动.二是固定行疆陋位开关和植畸位置指

恙，用以测量和控嗣脉冲悔的行程.第三就是固定下辑冲最置.

c. .t.亨.)11..

上锺梯最置自气"机联合罐冲姐凰.官安辑在气缸的顶部.气童囔收大部分幢量，罐呻

弹'只履收-小部分能量.在锺坤气室的上瑞中央有一锥形排气间，用以调节气室的推气

量，从丽调节疆"气室所囔收的酶量.

当活事上升到脉梯行疆末尾 50mm时，即疆上罐仲府，锺冲府上升部推动话事匾罐罐坤

'蟹和组'fa气室，从而使冲击能量在量后 50mm的冲噩内大部分植幢幢.

'呻..除了咂收冲击曹量外，还宿加遍.~梅快捕的功能.

芋.M!囊置由罐冲缸相撞冲毒组靡.它安装在导向支薯的下部，真功用为眼幢脉冲"快

捕时的呻击键量.

I. .量...罐
本机构捷萌下列位置揭示，

(I)臆呻梯上下极限行程指示

附在a牵运行时，指示脉冲梅上下运行的极限位置.行理开关辑在导向帽的臂撞上
(2)脉冲囊尉上极限行瞿揭示

描主民脉冲梅巳囊射到上行雹顶躏.行程开关载在上组冲篝置的倒噩上.

(3) 气缸上下极限行程指示

揭示气缸运动的上下极限位置.行程开关艇在导向筒的上下两躏，

(4)气缸审问位置揭示

气缸在此位置时，陈冲撞射的最大行理为310...

《吵悻呻摊上下'动的租晴位置揭示

毡.观地揭示脉冲悔震射的佳'行帽及租酶的棉位高度，由-系列舌簧管组成.'e安辑

在"肉"的侧壁上.

(.) .呻梅伍'位置精确指示

官~费用作脉冲行哩调节和稳事踵"时的精确位置指功与.测晴机构由舌簧开关管.永久

.M. 隔·圃量和支蝇'组成.官艇在情动费置上，

(1) 翻时蝇置

蕾..用于胃量脉冲撞射时间和停在..t.槌限行髓的停靠时间.lfl脉冲锦上下顿限行幢舟

., .



关.I:出信号，它装在控制台上.

气缸』二下兽动的操纵应和脉冲囊射联银.在气缸上下事动时，不准发射脉冲.只有在气

缸事动就绪.调好Ij冲行8. 并准备好各种测量仪囊相揭示灯提出倍号后，脉冲开关方能动

作.罔样，在陈冲袁射期间.亦不允许气缸上下移动.

4、冲击速度的计算

冲击速度的计算现在还挺有公认的公式，目前只能用牛顿第二定律近似地进行计算.根

据.::1费斜阳进行撞算和他商后得出下列公式s

v-f • (DS-dD P，川 [3171..]+
l 0..... L，'"υ+..)'

s仰-cP，)P·-4.，-.Dψ +4P. ·s }+
-典中 I P一-蕾气缸供气压力{绝 ) Pal

P'-活皇上腔的青压力〈绝) Pa ,

P.-水中浮力 N;
S 一一曹气缸长度 Ill;

n一-气缸直径 18;

".-一话'抒直径 18 ，

d，一-申量小精外佳 18 1

M-一话'藏镜鹏量 k&1

..--冲击行程 JII;

由上式可知，速度是随冲击行程s而变化的，代人不同的民便可得到不同的遭厦. (且

事〉因而可绘出速度随行踵而聋化的曲线圄(见固的.

从囊l和回6可雷出 g

I. 神击矗厦是随着冲击行疆的增加而增加的.0.3418前精加辑快，以后渐趋乎稳，到

最佳行瞿盯便缉慢下降.

2. 在不同气摞压力作用下，冲击缸均有自己的最佳冲击行理和最佳冲击遭度，当压力

为500kPa时，最佳冲程为O.郎m. 最佳呻奇昆鹿为5.9'18/.; 压力为800kPa时，最佳冲程为

J 由 Ie佳冲击遭鹿为6.87m!.. 因此，要想蔬得班高的冲击矗度，冲击缸的行程靠近最佳

冲幢幢为台宜.

.lIInx....
X(.) 0.01 o.os 。.05 0.1 0.15 I 0.% I 0.3‘ 4 0.4

v UI 2.7' 3." 4.27 4." ...t7 5.%1 5.35 5.51

-(ala) P-I制k，.) I 1.41 %.SS S.. ".01 4.71 5.22 5.51 SIS I.ω '.20
X(.) I 0.5 l_~·;_t 0.7 竹子 I 0.' I J.O ~ I'" ~~ I."

v '-lOG叫k，.) 5.11 I." 仇" l.t4 5.ts 5.n I.. I.U 1.7昌 5."

<ll/a) ，....叫k，.) ..44 '.U '.11 "'0 1.13 '.17 I.. I.f‘ 1.7. '.7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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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不同行题时的冲击遭鹰

3. 糟大气谭压力可精加冲击速度，当气嚣压力从500kP.提高到600 kP.时，刽相应点

的速度均有提高，越重i后面提高得越快. I.om以后，各点速度的提高均超过1.om. 4

五、样机试验

梓机经历丁原理样机的试制和试验，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产品悻凯的设计和试制，产品拌

机加工宪阜后.接技术条件所握的各项要求，在专用台报上进行全面的调试和试验.这些试验

包括，运转试验.脉冲试验.掉停试验.缓冲试验.可拆接头快拆试验.现将试验结论筒追如下，

1. 机构经历了较快时间的运转试验，运转平稳可靠.噪声小.提升下插位置准确.显

示可靠.可在任意行程停靠和启动，可调节脉冲行程-

2. 全行程脉冲撞射时的最大脉冲瞬时速度，当压力为400-600kP.时，均等于或超过

5-/-，满足《研制任务书，的要求.

3. 脉冲梅快揭蓓梅时间均小于0.81.

4. 可拆接头拆装轻便灵活.符合要求-

5. 上罐~装置的缓冲能力有待改进，当压刀为400-600kPa'时，其末矗度为3.16

3.851D/-.
下锺冲装置的蓓铮末速度为 0.25-0.26m/s. 祸且使用费求

8. 气动控制回路运行良好，工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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