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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泰山核电厂推志可想毒物材料为GG-J7跚硅酸盐草璃.宜的化学成分.理化佳能和美国

西匾公司用的Pyrn-Tτ40磁璃相当.因为GG-口.璃租砖加工的不辑铜包壳篝具有好的物

理.力学.抗腐憾和辐熙性能，因此从这些实量结果可以预跚跚硅酸盐.躏可髓毒输停可以

威跚地用于泰山核电r" .泰山核电「雄志可蝶毒物JA原来的跚不锈钢改成GG- Iτ藏璃后，也

将给电「带来幢大的经济效益.

羹.. .硅酸盐玻麟可鹏毒物设计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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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t町i.1 for the bunable poison of Qinslaan Nuclear Power Pla.t core is CG

-17 boros山cate Sl.ss.The chelDic.1 co_position .nd p.ysieD-che lDie.1 properties of

GG-17 is ycry close to Pyre翼-7740 slass used by Westinlhouse .lt is expected fro_

the Rsalll of the experl.cnts th.t the borosilie.te II.ss bur.able poison r叫

c.n lie successfully used in Qinsh.n Nucle.r '>ower PI.nt dlle to lood physical ,
mechanlcal ,corrosion-resistant .nd irradiation properlies for bolh GG-17 II.ss ..d

cold-worked st.idless sleel cI.ddidl.Chadle of malerlal for bur.able pois帽 from

boro....be.rldl slainless sleel to borosilic.le slass will briDS .boul mucb more

econoaaic benefil to Qinsllan Naclear Power PI.nl.

• 1 •

http://Westinghouse.lt


跚硅踵盐玻~作可融毒物广泛用于国外压水推电站中，由于→些试验J~作汗脏得桂迟，

事山撞电厂的可髓毒物原定为跚不锦铜.但'不赞铜作'iif穗司植物在不少缺点. irij 目前'硅醋

盐董躏由有关试验部已完成.因此我们认为秦山核电厂的 pI燃必坊Tlf ~l'{ft<:帽民陆这玻璃 .ft

将有关的设计晨试验工作总结如下 z

-..疆'盐慧瑞醺饨'不..对黯稠使用..3'!J.~青.

由于董嘱基体的中子囔收植面比不辑嗣证得多，因而用藏璃取代不锈钢后被基体窍生停

在所事缚的一部分反应性就挥政出来，使申于经济性得到改菁，精加了理抖的使用寿用.

第一循环罐芯改用'硅踵盐董躏作可髓毒物后对愚料寿期厦翼它物胃.参麓的影响且表』

-"-~

一一

禽…..IIIIe- 0.021% 0.021% O.缸"
.....戳'I.... 1115.5 11..7 1171.5
.自由'禽a.健.~K 13.51 13.t7 13."

" 始 • 1.217 1.232 1.211

pi ..巾.大· I.m 1.257 1.252
出现网... • 120 120 2.

--

.1.
11........
…包裹树 ... 不 " '

'瓢. ... I 421.9 I 454..

...申..瘾….• I 9.011 I 7.99

掰魏京...制"反座位.. i I.U I 0.10

• ."J:l，固定狮".天计算..界'浓度亨降到药".时认为.II"偏~

..包棍基体

454.3

7.53
0.13

由在 1"，iI 见，用藏璃以后寿期末碍物节来绵的反践性精少 j，-芋，第一循环的脏料使用都

期增加了24d ， j主制"'I于;于均崛娓再度加深 r5.68'" 户I使挠" .-循环即料如何t的 U-235浓度从

J .20".下降到1 1. 151 惕，U·235利用率提1~~4 .5"'.

改成破豌I~i i%唰线帘度将从原来的o .0282KB/c:m 精加到rJo.03gB/cm，以~Jj JI:反T" ;，性温度

赢撒向正方向秽功.从在plI知， jLlf且需度从0.0282提高到0.03KB/cm时，初始临界跚i在鹰.韧

始剩命反1!l性.结l件贯1--化.平而帧功惑不均匀蕉fJ.Fi (内韧拍值的变化部但小，寿用末毒鞠

骨申跚的属附份额刷刷!目降低.

把跚不锈钢改成唰硅徽跺玻璃后，Mmn. 第III哼燃烧橱环寿用的影响见者2.

从费2可见， iA:..，改变对 II ， JJJ两个循环也有影响，到第 IV个错环通t Bt:.1J什么影响 r.因

此简合第 I ， II. 111--:.个循环，黎山槐也r'~i用跚硅酸故黯聘作吁鸭毒物的，电厂净刷刷囊也

时间为14夭，即可多2t "亿1量也.因此这.-....改变可给电厂带来不小的纯情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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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盐寝稿可蝇'楠'的设计

-"1穗毒鞠棒由'硅酸盐旅瑞管.不锦铜也壳告.不锈嗣内衬吉、管应.上端塞.下端事

组成.上.下端塞弓包壳之间用显弧焊连接.具体结掏见因I.

/
'
「

1
,
fi

因I 可燃毒物梯

上lW& 2 包壳曹 z 内树管 4 日帽.现 5 T.事

所用的帽硅酸依赖藕的国内牌号为 GG-11，它相 fti于英回两臣公司用的 Pyrn-j';'':O 玻

璃.再佳字成分见襄3.

.1 …盐'魏鲸a...(.>

树 科 SiO. 11.01 区，。 明 ILia Baa
←一 ……一 一一‘~._--

一

".5 4.0 0.5 %.0
P, ftll-7140 10.3 12.1 J.a 。.5 2.2 。.5 。.1

搜身内竹 tf.J跚伐常!竟在O.028K/cm芦Ijo .0JJycm范用.

跚陡陪她黯I究为 1tfBPi 构材料，它与高温水的相容性萃，回此在它外面i必须加以也坦.也

记材将为冷变形 IO'*i(.JOCrI8Ni9Ti:在情铜霄，它在320·C的叫:沟44kKr/mm~ ，计算-l< !i] JIJ
璋材科组11革的但也能满足 ASME锅炉和压力:窑器规范第]II篇规寇的理求.冷 n:OC rJ SNi9T;;在

吗铜也?\;HtJ: 品跳水中有良好的腐性性能，在 320·C水中的腐蚀矗率均 2. <lsmg!dm% • mono 且也

然是冷加工状态的，但试验表明在0.90，.，的扭应 JJ作用 F在氯离子和氧含量较低的司. ~Ij 路

水屑.r~下，但也骨无应 1J腐蚀现掣.因此用冷作OCrl8Ni9Ti不明铜铜管作品物怖的也 JG

Ji!: fr远的.只1 {的 It.璇属的蜡变 '1翩，在玻璃 t?内孔中 HJ--根if.-厚J.J o •23mm!(.J;.(.悔铜IIi 忖

抒支撑篱宫.

(~事物降内， ，由协1)1是任向 J略目有一·边的间隙，以在纳璇稿的锚阳肿胀&ff.脆的氯气. .11
，gP，ru-1740披肩剑第J橱环末， l'(任肿胀为 I-I .5~rllt飞萝照过 d噩掘tUl的磁物体内

量小fJCJ~串串间隙J~O.llmm ，在热态为 0.145mm ， j主址以在纳破躏的幅照肿胀.叮 "B (n •

.) 'li反院所11r. 11~ «'J饵飞100.".时，昌'槐伸向氯气Hf.)J 为尉.3k气陀，诅低于蝇热凋，，~

• J."



刀.当反应堆i!.=行I丘1J下降时桦的内压土升成为~t!要载荷，针对这种情况进行的包壳啻的内

压爆破试验表f~l. 包壳皆不会因高的内 j正而破损，包壳告的内压爆破极限压力在38S'C时为

613klf/cm~ .棒内玻璃的戴高温度为 347·C. 远低于破璃的转化温度 (810·C) •

三、 GO-17碰琪的疆醺试验

国产的GG-11玻璃于 1锦S1f. 5Jl ff1甸入高通监试验推进行辐熙试验，共照了两个艇料周

期，-f 1985年 1 Ijj f~'旬出堆，随I~-;对试样进fi栓在.试样分为两种z一种是.躏营试样，另一种

是垣可愚毒物梅i式样(共5根)， i式样照射的趾商热中于注量(积分通量r，世 1.22X IO~ 'c..-
s

，快

申于注量为:'}.28X los'cm-s>0.8MeV的快中子注量为 1.01 X lOs 'cm- s • 试样的 liB 熄提为

10.. 磁瑞管试样外表面的辐熙温 l吕tJ~ 330 - 360·C.短可触毒物捧包壳外表面温度为340

SlS·C.

5棍垣可融毒物悻经两个想料周期照射后在热屯的糟望镜下造行外观拉盒，在也壳蓝悍

罐她未发现有裂统等破损反腐性迹辈，整根榨没有什么变形.对这5根试样还作了X 先遁搜

桂查，没有发现就璃管有任何碎裂现象，也无倒崩.辐照后毒物梅内的菠瑞啻呈很好的结构

完整性.旦因2. 这和Pyrex-7740披肩辐照后的情况相同.

「噩醋 二扭主盈J|

四2 m照，日毒物栋试样的X光透视图

跚硅酸盐玻璃幅照时闪IDB(n.a) 反院将产!j:."，-""汪道的氯气，并有荫的氯气释放事

5根垣ill融毒物悻试拌{'!:X光透祖日常!孔测量样;坷的氯气rc. 11. 假日计算真氯气将At率.试

量结果且表4.

...胃....肉...句-

ls申乎.a ~C.-I) M<.)H~".. <.)内K (k.f/c圃')榨晶号

11.4

88.4
19.3
13.3
12.1

:'2.6i

19.20
11.42

20."1
22.'3

E2345

"I. IPCJOU

鲸含5根试样的情况，氯气释煎率为75.. 试噩结果在明圄产GG-J7跚衅融融戴晴具有

裔的佩气畴It职. P"n-7740艘躏在:1'8融娓>80.时，氯气'放率在;81-100惕，

测量了帽可帽部物榨试样的内rr~盯，将试样切开，取IH .lf!.丽的GG-J1就剩臂.藏躏臂宠

'无摘，靠前面X先遁视(f.J站果μ·样.幅照的就瑞骨~I~ 蒂色，但仍遭1到.觉dt，外观抽徽币

测量也们的尺寸和膏度，拜和幅照嗣相比，测量的锦果见现5.

费中L. D. ，分鹏为穰躏ft:H二度.直径和膏鹰.

责制[2]掘遭的p，，"醺躏的体积随中 J住量的变化且 F 阶i回 3，四 3:1t 明，P"..-1140篝

躏在佩佳量照射下出现体事 l收缩.费料 [2J毡掘出. P， '"-71 -10踱确是再向罔性的.在低住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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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3 Pyrex.肩营的休，电随中于证量的变化

根慰费制 (3]. I. I X IOucm斗的热中于注量相当于毒山核电「申靠近可熄毒物智商峭的

热中子注踵，网此辐熙试验结出的GG-17黯藕智照射后出现直径收缩0.8"的结果和pyrn

"7740囔璃节相近.试验结出的GG#IT草璃轩的密度增加为2.48". 可以算出破璃臂的体职收

蜡为2.4". 读结果和困2所示的P，res-7740在低注量端的结果相近.

由于幅照试验的中于在量比试验要求的 1.47 X IOI'c.- a低，战试验未能给IHGG-17疏瘸

臂的肿胀.据.但从上面幅照试瞌结出的错属来萄. GG-17艘躏啻锢嗣后无论是结构完'自性

还是H.气"放根.体职收缩警方嚼，部相英国的Pyrn-7740踱稿的幅照行为相近.

·、-盐.嘱扁蚀慎'由

'硅融~黯躏在高温水中腐蚀性能蜒盏，水和瑞躏接触时，慧属囊丽的阳离子尤典是耐金

属高于R+¥t会植水 Itl 的H+离子所置换，使这费盘属氧化物水..随着耐高于fli) 溶液的迁移，

南稚的pH恤罩糯吁南.吨pH缸}~于 10. 破晴的破氧阿佛钳构被OH-~ -f 分隔.51-0-5' 键

• 5 •



断裂，这时族精就呈现出被严黄侵蚀的情况.因此砸硅酸盐玻璃在水和水溶液中是不稳定

的.这种作用将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剧，据资料[4]介绍，温度升高 I 'C，它的化学稳寇性就

降低15-30*. 当 ill}J提高到30-100k&C/cm z肘，玻璃可以在短期内剧烈地被侵蚀，大量Si0 2

转入水摇滚.

由于玻璃和高温高压水的相容性差 ， J可以我们对GG-lτ磁瑞进行一些表面处理，希望改善

它的耐水腐蚀性能.曾用3*苯甲基硅汹汽油搭成语涂玻璃管在面，然后在350"C烘干的工艺以

改查就腐表面的结构状态，佳磁搞农副从原来亲水的变成僧水的.以提高磁瑞的抗水性能，

英武我们还用→种酸处理加热处理的工艺及表丽戳射Si0 2的工艺使玻璃表面形成-~致富的

SiOI民来提高渡璃的抗水腐蚀佳能.

难属的高温高压静水腐蚀试验在不锈钢高压釜中造行，试验温度为 320 士 SOC，压力为

115 士 lokIC/em:，水质为含800ppm跚的去离于水，pH为5.4. GG-li玻瑞在高温高压水中经

2411试验后表面就略呈毛就璃扰，随着试验时间精加，毛破瑞白色糟加，并逐渐从半透明至乳

白色.玻璃失重随时间变化且固4. 表面未经处理的 GG-lτ玻确的平均腐蚀矗率为0.6841/

d.l·d，表面经苯甲基硅油处理过的GG-17玻璃的平均腐蚀矗率为O.396&/dm 2 .d，表面酷处

理的试样为O.5381/dm z ·d，表面撞射SiOz的试样为 1.24I!dmz .d.

侃NIO

/5饵....

4S0份 /

4f)(lOt- /

'运 35001
吧，

三，

!zsωlitt

细咀

'
琪att间，突

因4 GG叶7玻腐朱重随时间的变也

。-".. A-;革甲.触楠11'.1
lC-...口-麟iN衔。，

上面试瞌船果表明， GG-17璐属在320 "C. 115ksf/cm & i(M~ Ij')~但不耐扁蚀的，表面经非

甲基硅袖处理过的试样凰黠辑姆，但仍具有面的腐蚀彰. jE ~~晓料 [2]所说的，且， *J斗挂有 Ii

盟摸得-神在 345"C水中有良好抗腐怯性的商用跚硅玻躏.四此战们选用不 11'伍何巍副处理的

'...



-GG-n玻璃作可熄毒'也.

罩、 00-11碰璃'工艺试.

设计要求GG-17破躏管的跚绕窜度为0.03g/cms • 允许制造公盏为 0.028-0 .0331!cm I.

要追到此要求除了要严格控制化学成分外，还必蟹严格控制玻璃智的尺寸公差.然而常规生

产的草璃管直径公盖在118m左右，因此无法满足葡线窜度的要求.当然政璃营的内佳可以商

量.菇，外佳可以研属和抛光，经过这些加工后，葳躏臂的内外径尺寸公差较小，但加工'

昂贵，加工后一支100mlll的破璃啻要加20元左右，工理所需的15000支管子共需30万元左右，这

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和工厂多次商讨后我们认为还是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啻于尺寸精度为

好，然后从大量管于中挑选尺寸符合要求的管于，试瞌证明，这样的工艺路线将使玻鸦臂的价

幅大大下降.

为了保证玻璃管的跚缉密度.在玻璃熔制工艺申果取了下"J措施z

(I) 由于B.Os容易挥友，因此在原料配方时多引人BI°I 以补足其挥友量，多引入的

B.O.量为10-15".

{约定期去除国民0，挥~所产生的玻璃表面的低葡高硅变属层.

《。由于玻躏穰睿.分层，下层琅豌液中AlsO，含量高• B.O，含量低，因此下面的分居

安鹏砸瑞液也植定期排出.

由于果取上追措施，玻璃中Bto，含量能控制在12.估计3.05伪.

在玻硝智的控制工艺中采取了提高玻璃成型温度，调整扭管的各种参数{具体参敷工厂

固技术保费没有结出).因此孩鸦臂的尺寸精度得到一寇的提高，能够满足设计!要求的精度

即I;外S.8二::Umm， ~内5.8:U:mm.

在上述的B.O，含量及管子只寸公楚的条件下， GG-17玻璃智的跚钱密度能满足。.028.......

，0.0331/ mm的要求.

六.使用钮硅醺盆玻瑞可瘾'楠'的费量幢

砌砖向发盐破 1离作可燃毒物在国外压水培电站十分普遍的.这些毒物惨的运行性能都很

好，这可以从表 8啻III

.....……·霄........

z m罐在棚.. I 再籍"罐在申锦悔 ! 在笛魏'事申麟醺损 | 削弱罐在申彷罐捕
反应稽-，-__ I _I I ~:

!数 目 I-禽量，叫..舷，..绵的t..tl 徽目 I ,. I 阳 | 侨

25 I -25棚 I 3.' I - I - I
5 I -4700 I 5.6 I - I - I

_ I I 3.1 I I I

t品) I -2V1ωI r8 I 3300 I 3仰 I 2 I o.阳 I 6 I 0.17

我们将从毒物佛的设计.材料1l毒物怖的加工要求上来保证毒物悔的使用安全.这里宿费

褂充说明的是事物佛的上下蝙疆和包壳之间的焊接将 )00*经X光楝伤及氯气阴晴拘捕以保

证"罐的朋量.同时对焊缝朋量做了 320 '0的高压聋静水庸蚀试验，纽 2000b腐蚀届世有提现姆

缰厦热影响区有晶间腐蚀.应刀腐蚀破坏的现象，带有弹锚的包壳啻娃 2000b 腐蚀盾的室温和

, 7 •



.1 20巴的抗拉性能和腐蚀试验前相同.这表明焊缝及冷作不锈钢包劳管的性能是稳定的.

在前面提们也叙追了GG-17玻璃的幅照试验，从5根短可燃毒物捧辐.嘿后的检验情况来

看，可以预期我们设计的跚硅酸盐玻璃可燃毒物棒有好的运行性能.

如果毒物悻破损.则璇瑞接触高温水后就被腐蚀，粗略估计一根菠瑞啻将在几个月就溶

解于300'C的含跚水中.然后由于放璃槽解而进入冷却剂中的副可以副酷的形式存在，因而和

可活碍物化学补位泣有什么隘别，惶和相当少量的AIIO..NaIO和缸10•的水合物经大量的冷

却剂捕择后对回路部件不会有严重的影响，从辐熙试验来看，琅满在辐照过程中不会碎成轮

末和碎片，因而也不可能以各种大小的破瑞碎块流失到回路中.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跚硅酸盐玻硝用作可燃毒物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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