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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j用优化}Jij~ ，l·U n~水堆i注优 il~燃料装载格式，优化的目标函披为维J志的功半峰:i>i -j气，

只i 物1'1!.原员II ffi寻 F的直接搜索i'!;.f找优化解.通过堆芯内燃料组件互换来搜索功卒峰回二f-.

小的燃料装载格式.搜索分两段进行=zpz→阶段是布置堆志内洒的事rr组件，以得到具有较小

功半峰回 i士的 [i 1'H盐载棉 jot.:第二阶段是在 t述合刑1装载格式基础l:.1Ii置堆芯内有燃糙的

组伴，以进一步降低堆忘的功率蜂因于，得到优化装载恪式. .{I:优化过程巾，可;r别采用直是

随;自.组fT采用 I!群粗网扩散照论和两群 it块恪林函数扩散卵.论计算每次换料Iii的反应堆两维

功率分布及宾它反院堆状态搓，不仅保证 f结果的准确性，而且可以 -ril与 CPU 时间.除上

述优化计算外，正能作燃 foL.调 i临i'N跚浓度非计算.计算程序是采用FGRTRAN-IV算itil仁 J

编制.

美.胃 A占优化 功卡岭t lJ:i [- 堆芯燃料装载格式 I~;群但同扩散1'f! i(: 二群 'ii tit恪林

闲散扩散JllI ie



AN AUTOMATED OPTIMIZATION OF

CORE FUEL LOADING PATTERN FOR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S

Chen Renji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An optimum method was adopted to search for an optimum fuel loading

pattern in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s , A radial power peak factor was chosen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optimum loading. The direct search method with

shuffling rules is used to find optimum solution , The search for an optimum

loading pattern with the smaUest radial power peak by exchanging fuel assem

blies was made. The search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wo steps. In the first step

fresh fuels or high reactivity fuels are arranged which are placed in core interior

to have a reasonable fuel loading pattern. To further reduce the r"dial power

peak factor , the second step will be necessary to rearrange the exposed lower

reactivity fuel around the assemblies which has the radial power peak.ln optimum

process 1. [) group coarse mesh diffusion theory or two 胃roup nodal Green func

tion diffusion theory is utili 7.cd to calculate the Iwo dimensional power distribu

tion after each shuffle , Also. above two methods are combinatively utilized to

calculate the state q uanUty , It is not only true to save CPU time , but also ca,l
obtlan exact results. Desides above function ,the code MSOFEL is used to search

critical boron concentration and to predict burn-up. The code has been written

with FORTRAN-4 , .Thc optimum loadin~ pattern was chosen for OCONEE and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ants as reference examples. The validity and feasibility

or MSOFEL was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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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国

r-a

楼电站的燃料循环费用在核电发也成本中占很大比例.如何优化核燃料循环，使燃料循

环费用最小，是很有意义的.

横燃料管理分成两部分 2 堆内和堆外燃料管理.堆内燃料管乒 rr涉及燃料悔悔佳.栅 ~E(句

:选取，控制梅和可燃毒物的布置，换料锚环长度.燃料浓缔度 PI反燃料费载恪式的选取.堆

外燃料管理包括铀的取得.转换和加浓，燃料元件的制造以放废燃料的后处~.

堆内最料管理涉反反应堆整个物理.热工水力性能在 l燃料也壳的机械完整性.上边有关

寥数的选取，主竖在核电站的核设计巾 f以解决.属 I二堆内燃料循环范畴内赞解决的堆内燃

料管理问题主要布如下四个 2

I) 确定换料循环长度:

。确定每次换料的份额 z

。确定换人难芯内新燃料的浓缩度:

。确定装入堆忘内新燃料的布置格式租倒料格式.

本文提出的万 i};和计算程卜，旨 'I用来解决上述第 4个问题， I!pHl优化机去寻找 d种装八堆

iS内的新燃料组件布置格式和有燃挺燃料组件的倒换格式，使换料后的堆芯功率峰闪 f 般

小，这种维 JZ燃料装就格式就是我们费寻找的巅优装魏格式.功·丰:峰回 (-PPF在义为

PPF= 堆JS内具布最大功率组件的功率侦 (I)
堆志内组件功率的平均值

优化的目标函数远忘功率峰因子，J午在仅避免 rt步反任何怯燃料循环工业品环w 的经济寥

数，使优化能得到l确寇性结束，而且对改善钱也经济性也是很有成纹的.使雄，芯功¥峰因f

簸小的燃料费载格式的优化，具饵益高二.:能提高反应堆的。J中密度，相当于降低核也站

的建设投赞 二能提高难忘的平均饵"燃挠，从而j降低格也站的燃棉循环费用;二是 Ilf

以造气地降低对燃料兀件的制作-γZ费水，茹苦现， ur Jfl飞地降低i豆付过程rtl 燃斜j(;ft的破

损 1年.

二.ffi水堆最优燃料装载格式自功选择的方法概述

我们选堆，已.rJJ年峰时 f作为优化目标前数，;.f?;川物附属L则指导卡'的((楼槐*峙"H~堆

芯功率'章因 f量最小的领科装载格式.搜第鼠优化解的凶悍简介虫U f: fI'先， ff:摩市，种堆志燃

料麓'配格式作为切慰IR耳，计算宫的功率分旬，}H~:II功中峰回 (-ht 兵!沂地机直• ')0] { 改进燃料

'是戴格式，使 J1J+; 峰回 (-tf所 F降，在们根据预先确屯的组 l f't 'l:l唤逻辑和1规则，决在堆芯内

须互换tr'1两 1、燃料每1件.将官们豆挽川，就得到 J种新的燃料钝魏格式.如果它的功率蜂因

子小于互换前的枝载格式，边，意味着攘，巳内燃料饺魏楠式 ~i {改进，将'‘保留 F来，在入计

算机内，作为到日'前沟， I'.能找到的触好装载楠式，并在此岖副 L if.继续进仔细件的直模选代.

如果宫的功 1日，锦闵于大于豆换前的 ， .'111 1.; 宫， }F Ii (nl 11: l唤梢的袋.幡式， ·(E此尊础上再进

行'的组件互换，以寻找功率降间 -r小的燃料袋魏格式. .L追随象过观重复进竹，肉i.:节再也

拽不到直拽堆芯内任何两纠 1ft-能造，步降低堆 i巳功;年镰川(- n·t 1·J II: •

. z .



[i:I-f通过堆，已内 I吨姐{牛庄挽米搜索功本岭囚f挝小的燃料装载格式 • lit负心式非商多，

ll4 此瘦索最优解的工作 I在卡分大.为 f 克服过一困难，我们采用物理原则指导 F的直接搜索

;}:束寻找医优解./-J (减少组i件互换 U式的歌日，根据HJ 水准 I二 JQI .J1累起来的运1i和装模料经

验，在们采用(如 F--'吨原则:

1)采用 1/4堆忘的付称t'l:.

。每个根料循环fJi 取的. t良八堆i巳L内的新组l件腹罩在维.iiS 边缘[泛，作 U.禁止它们参弓经i

件互换.

:J)除堆，巳边缘区外，还将堆志内部以分成细件位置铿标的存教区南i俱数区(组件坐标位

直I和J之和J7-J奇敬的，称为奇数区 z 若I在11之在lh偶数的，称为偶数区) .组件位置

的奇、偶数区如1因 l所本.另 J方面，将堆芯内除新组件外的其余组件，按反应性大小

分成两姐，一句l是反~;.性较大的组件，另一姐是反应性较小的组件.若两纪中任意-姐

姐件放在~敏[豆. illl 另』刽必须放在在偶数[><: .而且规定在纽件互换过程中 .1f 换

间组件的各自华战位宵.奇偶性必须相同. i1 .原则保证征，反民性校大的组件问周

必定fj四个反庇性较小的组件，有til TJ))丰展于.

4) 根据rr 水准fJ!H唤科运行贸验知道，在旦模经l件时，如果在位向功率峰附近披换-盒反

院性小的经i件，会 Jk低这./，，]部~:或的功率峰:与此相陆的在原来放E小反应性组件

处因换入较大反院性组件，会使读M击IH><:域的功和有所rr高.鉴于 t述事实，我们来

用 r}j华报 J~ :!t r"j 部功率RJ..:组l件同全堆功率.Irl小戎KJ部功率量生小姐件亘模.这不仅改

溥堆芯功字展于度，而11.能有放地ZA少1ft唤 Ij)飞(l二放 tl.

手:1 J11_~:.遥四原则后 ."T将对降低堆，已J)) 字峰 i叫 f A:成波的 fr·多组件互换}j ~t 臼动排除，大幅

营地就少豆J唤 Uf 式的事{ t1.计算实验表明，经过 10: 量级的吉fl件直拽，就可按1'1蜂优解，使直

接搜集if; ， H~挝优解成 J:J JI.¥:~; ·fUHf ; f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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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燃料制作， h} 叫循正f· I.f Iq! t'; ，~! I, i ，梢'、 I辙，ιI'， i内 JT~料当l件. r.~! \'攸宦 (E 雄ι边缘以外还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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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这些剩余的新组件必须1IX置在壤，巳内部[;.("域。fJ:堆，巳内部的这些新组件处放其附近K

域，往往会形成功率峰，而且新组件在堆芯内从- .处移泸J J}-处，会对径向功年分布产生很大

的扰功，真所谓"憋足轻毒...为{避免引包大扰动. lill 迪纣Lf'i:互模选代的收敛，在创作亘换((.)

t复索过程 Ill. 新组ln 的移动必~tJ{渐近制短距离的，也 ~x;~说，新创作从 I~-:j J力丰;L{侈向低功

f;怪不能.-F l"完成，只能从新创作原来所处{\f. ·lll~IJ 低」万字处移 i丘·个到{中位置 .Mf堆芯

i与已烧过~- ..个式向个循环东!别的f!:lf'l:， IlfT它们的反肉价较小， ，HJ}) 丰:分旬的扰功'卜. ，可Tn

(I:如件互挨过程巾，允 i于它们移功跨¥Ii }.，:.也就 JLi址，它们 pf L' tl'J' 接 ('ii 'I::堆挝小 J)J 年妇 L f't: .!,:

换.付于 t述两种仨同的悄况，分别采川]向种不同的刽 l ('1: 1/:i负逻辑SHUFL A .f\ISHUFL B 呆

地刑t. {-存l Fi:SHUFL AJ~1f] 来叶in堆芯内部l反战的新创作，使它们(i .PI' 炮彼此分吁，以向货l

具有较小功率峰山f 的f'i fl!.装载怖式. (-f'f.f(:SHUFL BJ.':.N:i主 (r .fI1!;民载恪式JI~ftlll 仁，而捉饶

i;t-寸、或两个循环寿悔Hr.)燃料制作. rL进. :t;降低堆，巳，;(1<)功率由f (14 (. f~fj;fJ难忘岛w.:的愤料

'技载格式. MT 大啊Il~水难，rl1 r 没 il'( J'.连 i饨'种 f汀..jlfJ €tl f'l: Hi唤 i主剿，保 il l: (.y.滑Jt!! 11',( ~现 r

it 优解.

J:J f 保证优化结束的准确性. Jj:使计算时间限 a~l{[ pr~在安 {iWil 内，在优 It.过程巾. "f 汁

圳采用武随意组 I ;i :t: Hl 叶群粗网扩散 Plti吉布l 向群 j'i t乌恪怵 ~I敬扩散 PI!. i f: i I 算反)以堆状态植.

前茜计算快速.'11~·具有较高的计算精确性. 二芮组l ;r使用. I~j 先 IIJ I HI手粗网扩散J~1 if:计算

反应堆状态量进h组件互换选代，找到 iW优化解，然，，OJ {I:此毕丽II L. ~I~ 川向醉'r'i J'J~恪怵函数

扩散理论作选代次数较少的组件 Id唤选代. Uj;'j it'- 'I -; (('J 优化解. j1 伴. {~仅保 liE (f把 ftri'i 喂

的准确性，而 fl.W省 (CPU fl.t fl1j.

三、组件互换迭代的逻辑原理

搜集11:优僻的结 L f'I:}':换选代 I Ii SHUFL ，1 和ISHUFL B两个 f;川功能 (I~J(- 柯~1于 *tMj. .已

们的i!钝原照分巧 II 介绍句1 F.
(1) SHUFL A曲置...

对于大. til 刷 fr水难， -"i 循环存朋fz'，成 j口，冉八攘，己、内的新燃料组In. rtf脑里II:堆，巳;

边缘区外压1'j~ :，;.必须将剩 I勺'均新组l件胧百It:堆，巳;内部Ii(城. SHUFL .A Jl~ 阳来市罩堆芯

内部的新结 H'l:. n得势i 归: JI 较小』刀，午 tl: lJ~ (-I向极 (r PI!.(r'..，燃料钱就怖式.

反应堆的功 ;';i月号'应!让哇雄，已 i气功 t; 烛火的n1>M.到 tn·的限制，是自I~且受堆，已内功和峰闪 f

的限制.已 ht簸能 f1J是攘，已在伞，三址，必;同哽 ~.tt.\'fj i~ j);降低堆，巳 ((OW) 年峰，这趾组 l件:旦榄迭

代'婴 i5到的 f1((.J.

芮先. M(E 您怡古(.) j章，ι惯料性钝伤 .r\: (:lfI 问怡解 ) ~ ,. Jr. j力 HI 旬，找 IIpη:f'放大当 i 件

成英佐维内 ((.j{尺商〈儿 .0. J....) • HI!

P....=Max[PiJ] 、
.
F

吨
，
.

，
，
‘
、

(1 =1. '2,… , NYI , J=I.2… .NXI)

i!IJ!.. NX I 有INγI "f ~jlJ I:J 1/4胁"已fl: X 何 i Y }j II'! UHIj (('J 燃料忽l件 let A:散rI.对 f大唱压水

堆• N X I - N l' I =8 (切问 1 向川、) .功·年做大约ln .假 j:J斯组1件是屁向性较大的组i件，官们

在雄芯内从·址移到坷，址， j? 付"内J刀 *jr~j ,": 'I:制 J.;， (('J扰础，战'ι们的移功必2因是斯近

• 4 •



f: i 'I:~( 陀的。 J; ( (，士!JJj~ i'!~J I叫到f'I:之间的 ~l! 肉干、武 fm大. {:'<;们在功年 ill )，，:组f'l: J，';J U~ 的(Jm.鬼士

2, J ln • ，士 2) l<h.xi't'J间 IIHtl1\功半 ill小的组n放宾在堆;巳内所处的位 jY (J Im川 1 1 m'.) • IlIJ

PI川 =Min[P υ]
、
‘
，
，
，

9J
，
E
·、

(J =1m,, -2. … , I m. :II十 2; J=J圄H-2，… .Jm，， +2)

Jt -Ii PI.. ,. l)p午的组l f'l:码; J:J )n) i$岛生小 ;')1 二年经i仲.沟 f 避免组件五换过程 rlt发生长距离的移位而

引起的M功冷:分布较大扰tJJ，采取将全堆 u止大功率组 fl: (Ii)同部监小 J)J 半生n件的jJ向靠拢一个

拙作位置，同时被 Ul Jo))~丰，;tl f'I: i"'i.快出来 Il~ 1J1)盒 ftl件 ill Yt: :{£lJii 米批大功率结 l件所处的位置.

;{I:SHUFL A 子程序中的逻槐原则就是基于上述原则~，t;础上的.须注意的是，同敢大功*缸

(I: Ji换的1Jl;盆经If'中必须满趾如下约束条件才能同放大功率组件进行互换: (i) 不能是处在堆

，巳边缘区的组('\:; (ii) 位直数的奇偶性 t~H民大功率组件的相同;(iii) 其Ie..小于最大功率组件

(1~ 1e..('t:不满足七述条 ('I二，就不能作却同趾大;fJ 斗.iftlf'l二进行互换的互换经1仲 .'f 是，在(Jrn.. 士

:2, Jmn，土 2) lO去 ll~ 乘'If的组fl: ~~l 再找丘帧统l件. J'{烹 ~j;II}~ 止. J主种寻找同最大功率组 ('I工

进行互拟的丘挽组仲的过程一 "T表述 J'1

P'''h= Set {P'J.lr ，)111) 沛 id小功中组I f't: )j rl，l 移动 J组作位匠，满足均术条仲(i) , (ii) • (iii) }

(4)
(/=lm,, -2 ,…, l m,, +2; J=Jm..-2 ,… .Jm,, +2)

jj: ilL SeLtb~·， I·找选ru 的在巴. •

';"，&t连同组In 丘挽以!斤，就UiIJ..- .f'1'1~ [,'1-f 1取;农盐此怖式的新 n~J装执恪式.对立重

新过Hi'功功2分 (ji 计算.如果宫的功学峰川 f小 j二 id免前的，在 I床营新的装载 rtb飞优于原来的装

执怖式，组[j'nH唤对改进功;和盹因f来说:是成功的. T J止，将这新的燃料装载格式作为剑

Ufiii J.J止 iiU~剑的故 ~f住战怖式. ~HtE计算机 IlL 五此，亢 liX 1'- .出手i成放的组件互换选

民.把 1八.il:此}，~ lilll I.:...of(组 (2)-(4) 式所在蛊的~骤，进 ii 把-二次旦院选代.依次进行 1，0·};; •

I'l 五找不到能再进~:j;使功，和峙 lq{- ~.降的燃料装载的式时 J-J JI二. J主怦，就 ";cIJX{ 第→轮的

纣I f'l: 1t:挽~:飞.所 i\'1 茹 J轮 Ji挽选!飞，泣m以Juj-f倍以小功中级I f'l'- J，;毕点米确在间?在堆放大Ij1 斗;

但In.;丘 filH负(F-I E:快经[('I二 (也可立址， r、川 I) ;:部辄 l以T让t 小f功I) ，，~仨飞纠如l('付，才!卡: J勿~ I毕占ι.'点'

以 f优Je f也已堆，ι巳 i内y川4 燃燃.料住 4我范 t恪1伟bλ飞.

〉已成耳3·轮 I(.H1 l('\'- .1 i.1 (r~ j主 I ，Xi ， j且 i j' ;~i 性的均 ll'l· I,: f~~ j生(1;;， U .Hl<JHi 'J.!小功半峰时

子的燃料:民战rtf)J: .:1;.轮 (i(J 封 l f'l: .!i拟 i生 {'\;J{这 n.i丘 ij' (I~J ， j"(I'i; (I:~::J在{1!:1间内找III if，二放大功

，很组件，找机直:h (1 '.0川、， J"ubml') , jf:/I:(J. lI brn o1 ", ±2 , Jl lJ llml' 土 2) 川崎I/H~ lI lkH、功卒&l

1'1二，这 IH fIr l t tl!.称 'ι 川江 J"1 l~1) 以小」力和纠 I(L r.1、 ;1 -j ~. J. .i 3: fllj ii~ Iti 小 J刀丰纠 Inhl~~ 点来确在同金堆

次画-X i}) 中纠 l(I\:j丘 ij'ln负 if.j:i !f'l二，将'已 (rl I ，:快，的附注 '4Ullfl 1 t:悄 til 飞 liJrr仨川的各:J主嚷，

立成缸轮的负 II才 ， .!i挽边代.

元 1世如:轮纠 i ('I'- .IJ:快 i生 {('ii ， ('.'JJJ·(~tlI4 {-止 f、自己 I; I卒， ~!fJ .(1: ~::地位 II~ I人1'h 树忱l1J触 k

J}J事组件 .n 在 (I刷，士 2 ， JmH 土:!) I{.h~ il~ it II', ,," fa;;火 id 小功中组 l f'!'.然 f ， -i 川 )，，)i'和次 ii ，j、 I}J

非但1问:J-J 山点来晌出 P，川，将它地~Ul. ，UJj:中纠 l niii] JJJf' J~P. "h I句纠ln Id珑，的 L亢成那--轮

的组In.'/:挽 l~代 .rj雄，ι的功中崎ll;1 {fJ~ λ;&.r址. ~!'Ik (/rn.. ± '!. .1m.. ± 2 )l:(城内拽Hl!rJJ部

次次 ltk小J)j 丰封In· ，以 'ι y.) JI~lt确 ·/j~P.. "，. ， 将 -k堆的 }..;J);: 问Il ('!·Iii! jJ) 丰i J-:P"'hil~J 纠!问:丘挽，

的 1~';~I JI(JMq 轮的负 ln· I t: 1'足 j主 l\:. nJ布中的 if;; I气r: '.;、 i·j Ll;:f(l~. 11!1! flO欠 j性 i j' F};, .，'[步II 写H-

• Ii •



同轮组件互挽选l飞?二!此 n·t J:J 11-_. :'i~此. -r.: 堆，巳;以:JJ)J 仨峙 V4(-:i丑不见{j r~i'r' 降，贝II 在们认 J.; HJ
k述组件互挽迭 1飞W: 1~j -t UIJ(内、许已保存在 iH1-机内的'民技恪式，吨 JL较 (I JIll 的装载恪式，

JIl SHUFL A所作的搜索恍告f'!i \-R. SHUFL AFJ,>;c fJ'x. J)J(it IIJ在述 h

SHUFLAt~YIJ(10_ Min ~PPF[(lm" ， Jm,,) <->(1..忡. J"'h)]} (5)
址~f:l)J :年峙[I、1 ，(一封l 件 II:换集合

j主里， PPF[(Imn , Jm ..) 唁~ (Inch ， Jn'h)]在 "j~/[~t位[在 b); 丰; fll f':: I'il J); 牛人IP.盯川~J fllfl1i.民

局得到的堆，已燃料;~~载的式 HI习功半岭 [!;l (-.

(2) SHUFL B的遭蝠'理

1日 SHUFL A <Ii'i1好堆在、内部以域内的主 rr 刽 [(1\二，找到 r 较 :1 PIT 的地;ι 燃料'民载恪式. {E 此

基础上， r日 SHUFL B再叶jjYl 堆，巳 I;才挠j:1.. .个在I两个循环寿 J~j (r.J 燃料到 l仲，以进一步降低堆 iS

功率峰因子， ~~}jiIJ U生优的堆，巳燃料:民载怖式.

SHUFL B搜索耻优解的过应初步骤F，iJSHUFL AflHI\f，以. ((妃，对 l门 SHUFL A式认外

llii输入给SHUFL B的堆，巳燃料枝我恪式， -t'WI全堆h占 hJ)J 丰:好 l fll/{ !~ {t:. 士。i I!~ 的 k 'i飞I: (J malt ,

Jm...) ，并在(1m.. 土 N ， Jm .. 士 N) ({域内战IB 次放大矿J丰台l f'i' J!<. 1t {I: 雄|人j 扣iii' ~也的忧民(I， m. 川

J. m..) 1苟同:J~ luj 部始大功率组(↑.这过程可表述为

P ,m,, =Max [PJJ ] (6)

(I =Im..-N.…• Im..+N: J=Jm ,,-N.…,Jm..+ N :

I 乒 I nla 鬼， J 7" Jm..)

这里， PFJ为处在堆志内(/， J) {句时~J才。如何:功'和， N= I , 2. iT} {I: 快 l位;'l!: II斗 II.jf 飞 II \J刀在最

小的组fi:且其忱n. ([m'n , Jm'n) ，它 "f 点 i韭 J~

Pmi.= Min [P1JJ 、
.
，
，
，

圃
，A
'

，
，
‘
、

(1= 1.2 ,….N}' I: J = I • 2 ,… .NXI)

如果乍堆full}、功年组if'!:满}丘前述的约束条('Hi). (ii) 乎II (iii). 它恍"ff'O~川 luj i币以大J)j丰:组l

仲进行互换的JL挽公lf\二. i'r'1: ;.t!j )ι 则在全堆 tr£ II斗内 i窍'已川.州、 (t~JliJl 1jmf'l:qllrH足 J)j +hJ: '1-..，旬

出件，卫LiHUIli战Ill. :.-'1、约~!条('\:的功中趾 IJ" (t(j J1: t6~ fli f'I: ll.f J~ Ir-. .将 fll) (~i) 以大 J1J 丰;fJlf'j: l j 川七

i! 1Jit 确忘的乍*挝小功中纠 i fl ill: 1jJ J: f凡 l~HIJ 种不 FdlT阻挠的冽的堆， ι燃料性抗恪:ri.: ,

.H'已两新竹:5); +分<Ii计J'L 行'己的功和 II争[1;\ 'j勺l、 F it: WH日j (I~J 堆，C.:J);t·飞阶 l);i (, \先将它们， y.; 少IJ

u 前为 If-.能-tUI\(r.HrHj·住我伤式， n 仇.~ fi.NH拌机 1 1'1 .刑此， ';t.: JA:' J' -i)~{1lf 'l: In何应氏。 If(

县上述过税， 1'( 斗1 堆，已;功水dJ条 [1;1 «在内 1;1:和，·t )) If"," .i主付， .;~ I歧 J 吁\ .4'2 l'i~J fIf ('i: 10唤 j左代.

接着 ， H- 'I{i 泪，轮的纠[('/: Tn免法代. JJ<:们 ¥.r i")iii~M }~J)H~ 如n [IiJ 价廉 ;j~M: 小 J)J 中i'l l('j: It:

f负，的阳市·轮)I Ji 纯的的各:J;珊. ';C 'll(: ;'f~ 二轮 (Mil f'j: II: jr:! .i生 1 \: .i且非11拙轮 i)， ((.Hll f' 1二It: -I也应比

垂组地进行 FL J飞逝 fin伦次 (t:j 纠 [(II: JJ:-I唤选代.

'iLl挺{.i主 n轮 i欠的KIl n .7£-1负选代 II-j ，堆，巳功和的 (I斗(.i f千J 见 1'1' Fh I; I;革，则战们川 I"j (币;大扯

).:.;)1 丰{纠in 光叮 )"j 捕版 }.:.J)1 中:如 n ， FiiJ 1可堆放小功年妇ln l7:挽 • {，iO!J:t~% 吐，圳的 I'.II} 分另I}

何l 金堆次趾小，次次 MJj、 '1Hllf'l: Tn俗， . olio i!t: if jill ;~~m轮 (I~HIl{干 I，:向边代 hll'，.

j哨此， .I丑不能改进，则 III 川扩大搜集~ I,，j 部版).;，功，中叶1 [1'1: :'I~Ji·<j!& ， IfLot飞到 1fVi ， 吼 14i二洼

'路才、 (n+m) 吨纠[(lid负选代.咋 j;ILi.~ 磊纠j 拽'东 i尘 f'，(立 ~'X~' 1./1j' ，堆，E.; ;1);;昨 l';ll吃 i 巨居们见

. c .



F降， IJ!ijSHUFLB i~ij· :，n~k. JtJ 匕砖全过 f'~ 忧坷的;让 'ii → pft ZJE.~ 叹;f-:t- :}~钦的人 ~~;L 认}J;止itt: ft

z民就格式.简山之. SHUFLB的功能可表述J.J

SHUFLB找到的_ Min {PPF[ (I,m... lt,nox)<: ">(Imin. Jm,")]}
址优功平的l&i-( - tfl件任换集合

、
，
，
，

。
。

，
，
.
‘
、

.1..5:叭.( I min , Jrnin) 纠 -I飞占全堆 i泣才\i大陆小.次次hi小骂:功半纠it卡的位FL.

四、计算反应堆状态量的模型之-z1: 群粗网扩散理论

11:搜索IU优解的忽l门，芷换选代过程中，切费作 I二百次的反应堆状态:J:计算，得到堆，已(()

2刀和分布，功率峰因[-!fr..其位置，以反反IN.堆的有效增殖因(-~反应堆状态1tl.这不仅要求

mC)，计算!王山堆状态 lIt iV-J物熙模型和 jj I};具有可立在性和精确性，而且计算简便和快速，后:ft'

:1 l!. J~ 亟:坚. {I: 水之J足 11\的堆在;f让优燃料装载格式白功选择的方法和平'I~ 1"": i生计巾，我们采用

I~群粗网扩散户l\i~作为快 i在计算状态茧的方法，选两群jJ快格林函数扩散J:l([i~fLI:I精确计算

状态:，tfr.J 刀 iji ，结l fr使用这两种方位能达重IJ 既精确又省时的目的.

现将 1 ~群斗:u网扩 li'，{ J'J! i~ 介绍如下.在两纬;X-y几何情况 f. Vij群扩散1jfV~

飞 D，，(叫忡，怡，y) -Sz(x冽的，yMtrJF(VZI)，币II' (x , y)]

18-1 、

+ I: 1:与'.J .p.， (x ， y)=O (9)

(g= 1 ， 。

1υII

工~=~~十l';_l

1:;=l'i

~;. };:fl\~:给与JIJJ~ ~\g世1侈:B ，吸收和裂变截剧，}; :'叮J:I从第g'群慢比王Ij 可~g群的慢化截丽，其

宫那 J22堆物PI!. III 惯用 rpJ.将反应堆技x-v几何分成 a些节块(例如 ·il:燃料组f'l:作为一个 iY

jJd , I:J_. ':n~认 /:I ;t均匀的 • J:I{ 将力ifH9) 化成粗网尼分刀 tr~ ，将变i f'H9) 对 iY快体事l

1号:分，)f'-门 ， 1，;01JflfH、在J1f 1.

JDgV :l.p,, (x ,y)dV = fD川，，(ωdA (10)

把i世汹冽的体fH积分化J:J(~ 1m .f!.\分 .111 r- .般以燃H f1 1fl 作为口 Jk. 只凡、i 较大(约):l 20cm x

20cm) • i国i:t 'ii JI~ ;}~ Illi j'llt 圳 il\Lin 热'I I (-披日 i!t小 j" l'j JJ~内发IUt'~格反λ数 II ， [([I

JD 2 \ ,.p 2 .dA«J.l"':~2dV (II)
','jJ:); I,I时曹! 节块体事l

弘l 此 ， J，、I' 'I'i Ik H~ ~t 机分'， 'j 的扩!\:{ }j f',llll ，热Ijl [- ill!拗场i Iii] 热'I I (- ij刷义刷刷比. II] 以忽田币， Yj

夕j.. HJ /: ;Iij j~ (U, !t~， f 飞件 r.n ,lij , lit i'!t够nj;lj~u I、I内 I' 双手扩/ra/[ ie !" (I:J 桩Ij«l J:: ir ij ~'，~ :

二， U:A
JLjf(功~- .p:)-.1\"!/Jiv o+S~VO= 0

、
.
，
，

9"l
，
，
.
、

zrη t/J l; =~II'~J tP ~
、
.
，
，

qJlJ
S‘
、

其Ij l

sl=L;三 (V~I"I)"~~ 、••
Fa

唱

l，
，
‘
、

, , •



J~ Iii 分刷阳角标Of日 h代表!可i 号虑的't'i t~ 丰U1j'l:; f1 1~1;(r:J l[l\个 \j tk: (见 l飞升，向和l，6~分别 h '('j

.t~0和节上k: Rf('J 司\9群、V' t与通 lit (通!过?有理) • VQl止口jk: O (l~J 体-In. 'll)址止 l闷4刽4 恪f点，i， k1j 闽恪r~ ，飞E飞与、j川i

i的向 E距R离 ， Ad~ Wt~kl :i '(丁 t~o交怦 lfli~ 1l1i {l to J)1!止 '!'j tJ~ k I j 'l'j t /t o之 rill (I~J 11 '&快1I'r.扩散 45 珉，它

;二义只l

U?=DI Df(bRn+bRI)
一一一一
D'l oR• 十 D~bRo

、
，
，

'
气J
U

i，
，
‘
飞

式巾 ， ":J R.是 'l'jJ}t k (I: 毕 ')illl} 1 二I'(.J.山 i二， ιj止 b.x i五!止 by ， l[;{;J~ J 口 tj~k !止 1 、 ~if~让 :1 ， 4 (!.i!.

!写纱， D':fUm 分男IJ J:; -'I'j Jk: 0 fll k ((.j 快v:'f.扩散系数. :j<:.解 lif\\( I吵，盯了:J 'l'jtl~OII"Jγ 均tJ: II下 j吗 M

S';V n 十安 I也φh
'扫 tι 二 (16)

二、 n:A.
EYJVo+L ii-

根据(16) 立. )且过 IlL 外边 fURi平反问堆11>j(于'l'j J~的 -V均快群i函日.

(11+ *-1.1网恪II~J ~{j f主较大，从心'盹(16) 水件 (('J I'j tk: th部泊 !Ti必始l ('U修正 • VL 号 lt.i虚 ~t

从 jk: (('J中心安IJ .ilJ. ~在 fn 刑 J;.!-~ 减小 I(.j 变化，自势 t J主种 JM );';1是减小的巨化也势 'HII 百;圳 n的温 lit

，~':j 低 lf 斗~f ~(挂的联系. [J.i 此， iY 快OI(.H毛修 iIi 川的 j必 lit , 'l~i. 该 (Ii 也尔 q((.jj函 iti 阳 {tiJ'ιH I ~I; ((')[1 Lj 个

WVt交 Y~llti Ul~j垣吐任i1远、 11 的 N ，H)挺* i~;' ， 1~IJ'('j H~O I'i'j {j忱的 yntJ: I1r..i咀 fit J.J

·/~I = W I tP;+立了:LD!" (lT)

λ巾，肘"吐 'I~j tho tll ','j j)~iJY:J交以jilj 址的 thll)\.i亟 i ，l:. W);止 A~r↑hll%jl且 i)I. (I~J fl. 1，在 (';1 (-. '('j tI~记作

Wi 处的快 llfj咀 lrl.φ?'F 叫 fl]川交界 lui 地 I(.j .i咀 :lt 啊 1II I J气J1Ul1i'U共条n 挺，长衍， ι/]

eypz ￠ lfD'bRJ 忡 'D空~ (18)
D;bR， 十 D;bRo

r 址， m拟 (1 7) .I\:洗 IIf ¥ i~ f. -w JI: 的 U "iJ< 卡J'.J t}: ur Jm 献.
J

R "--,---,

.1 ~c ~r-一‘一J 牛唱41 咱自

干一一」 ;
- - --一______________..J

4

1t-12 rJ 吹口 j 川.FlI I，'dvq个 'r'i t岛的 /j';，@t I生!

·8'



II1I")作的 til if()}出 J长 riJhf句古坡、v· Y.-)热 tt1 j虚 :It j j:f!JHJ( 13) ;:飞， f~J j;rj-j'j 快有议的、 fO. J习f实

群油 }~t

飞"'S.ll 1 'J,,- 04

hwzt;如斗~.冉' ( 19)

其巾 ， w2;止对 j二热胖j道 itt 的仪'li: li4·(. 剖'让'!'i J)tO和rrj JJU 云:界 rili 处 IYH:~H~j凶址，它))

，p ~.i= tP~ D'bR.+圳D~bR
.. = D~bRJ+ D!叭s- (2 fJ)

只;ql

"'" ,
φ;=-L二 (i=O 扎;) (21 )

最h'i. 根据( 1 7)和 (19) 式::~ ('.[.((')堆，巳 ll~?r{代料组1('Hj '~"{((j f .l斗 thlt'f制热群i且址， ,it IIhHT.
J斗纣[('I:的 1人均 J)j 和以反堆，巳: ((.)功中的l';!( •

快R丰收\1~.1飞胡平(('Ji'亟 欧 fi. "在闪 (W > 根如lW 2~二. \山1\80时r盯r刊噎们刊nsωo川0"ρI; '.刁:h:;山\'.. ~批戈划f古们{υiμi‘·t1AEA 二:维缚!压&准{，扣川5口叶'1 题，

!川川III ~，

!川川\11 ~刊古群丰性拙11网4列司忖扭扩~l阪吐}州ill呗i1!i吃(:;水拉角解~)反王!川沪时叫/儿~~堆1位tj涵亟 ;h忱f~让:t; 分叶伯仙iμi时\.叶、L 斗禾二!川Il f~i1 r-j且 'f，~ X~il: 。 在 1/4堆心的付

你 Iili 处. J皿 r，tt..l'}应 )0) τ; 2) ，(I: 水反 iHV 外边怦 (('J 11、JfE~li 肉址. J凶 :~th岑.

五、计算反应堆状态量的隙，但之二 z 两 1咋节块格林函数扩散理论

{It性 I ~都相 l网扩 It'<pnit 能 fm N1 firl tJ ~j虫 j也~ I' '(I: i2. j ，;i. .I币1伏在址，们的确 i也不;~ 1li l:j , uI能金

影响 i泣的搜 jf;jilj 的 i14 优!'Itι燃料科技的式In准确性.尸、l 此. {I:-I安东 hk 优惭~ (I~) MII f有限次数的

细f'l:1i根选 1飞过 f，\ Jj I ，战们*川丰 !$1 确 tt位 I::j I'f() I呵 n"rj JJt协作的孩扩 l\X flH 论来~ I' 捍反向堆状，告

时.

rt1怵 ff.1 数 iY Jhijilz; ，伺机:NGFM ， 也在 ', 'j J)t lit} } I二iJ: 1'11 分'I I filii 、 v· 衡山的)，~ W:.!二在民起来

的l zl. 它的 i: 咚，也妞 )t. tJI 八'r'i Jh在 jf:i 分 ql (;~Ur.J 慨 J缸， 4~ 多牙!UI(]II'·(扩散 }Jf~\化成几个材l隅

仕的 -m积分 Ii f't\，听; !, 'i flJ 川!升!扩 Il'x移 1 1l1r( (r.，格 t~ If.I 拉来 ;l~~f(， h直以J -t惊喜!分力和 .m

j'- 'r'itJt内 i俗的 III (分 (Ijtl~ 况) lJ Yr1 fj: pt.! 放在边，所 U {J较 H(i~ 梢!在. j'it: Ij 纬|间有限不分扩散.fIff

it 蝇元， lfti 前占 1ilr'.l，iCPU时间 J巫今 j二 ill 月，千{眈叹之);:: •

认问你X ， Y JL (rrf I; ((.) III (- if' i世/jfUH皮，将心，N(9) J]' i'jJ )~k(I~J 休秘 !Ii 曲和!分， 1~HIJ"Jt是

n5..\:. I汀'内 .1 1 (-、 1'- 衔 liN

2 ，中[川 (a.:)-J';:~(a:)+ ι~·:f~· (- a:) -川(-a~.)]

+zr叫=ο:. (0= 1, 2) (22)

这 tj!.

Q!=CfF1(VXfhM， +FBZ;川，
、
-
B
F

tqM,a‘‘

~~=人 jvye川)dV

4! fIl::'fj~朵白 :U }j /rlj '-，附中咀眩 ， ，， :::X~是" X -Y~快怀旧点jμ(I: rj J屹 rjl 心， M~·)3Iili Ij';: J:门. •

• 9 •



(an 手!IJKfdt(a:) 分 7JIJ J.; 节 j~ktt+a1处的茹g群表面HI 射和入盯中 ~{i缸， J:.J· 导( -a~) 初

J JfJ(-al) 分别/.;节上是h在 -a~处的第9群表丽i扫射租入射中于 ilii. 它们为

t _. a
Jftbat)=[TW.(u抖了D~一~-:-r/J g.. (:1)]1..

L.L .

、
‘
，
，
，

a
惜

。


'
'
飞•··.

JZ;( 土叫)=[ ~r/J z'，， (II) 士→LDi-L灿 (u)J..
4量!.. UII o' -= - • .1

t/J ;.U (均为节块 ktt-J分积分适量平均值，即

轧此川川h飞七川川，川儿山俨'(")=2

(II=X. Yo II 关v吟)

v是垂直于ua'']另外一个方向.很显然， (24)式内的刮." (的I.. 1: ~ ~是垂自于 ujil[l! 的那两个 17

块表l副主的丽i平均if豆址 .(I:i立(J找到联系表面 i5)- ~; 1[- 比和节块通量的附加 I ~在豆豆式之前，址不

能单独从方程(~~)求向 ((O W J}~.i咀:，:: (I~J .).; -
r 寻找这吨补充关系式，我们先将两维ql子扩散方扭转

(25)

其中，

Jr~·;'(a~) Ji:'旷 (0;)

牛，，~

I r.PI"h
'，节
'楠
'且--er---·-

];:~O叫y

J'N(，，~}

,,;

+a.'

11.·~· >, -".'
-"r

IJhj'J ';'"Ir( -at 、

节 j)~k坐标 'J;UiJ仅 j去以及'，)j..l;;在 jJii H:. 入Ij l'h:L

化为芮个---"纬:积分 jiN. J.; 此，将 IJ f'1:(9) ，q'lf~l[+U(I(J日外」个}ill'! 积分， 1'·}j:i]陆 ([IJ 积 5j'ii1

的方将

l电13

(26)
.. -

-D~叫二句.，，(川 +ZY啡，飞机) =QL (u) - L /I'" (u)

(2;)

利用Jjf'J.(24) ，这械I;"J 泄漏 11=.

l!lJ

(u=X , Yo g= 1,2)

以(htfZ干了飞，队(u)+ZZJ批气" (u)

Lι(←-2ifjJD;;:州 ，v)dv

L~ ，， (u )-Jι最:I!1: Fu 的'l}' - /i II'J .1.:. (1'1 、I!. J匀 jill: i-lfl，简称:~li'JW七届
U}j(J，L!二仰、V· J::I ftc能川:，j - j'j [(IJV的在 j(li 'V. 均分 Il' I lIl£来表们，

LA=2;1j.:LJAU

" 10 •

其中



=2;:[JZh(α~) -J~'~' (a:) +J~'~" (- an -J~~' (- a~)] (28)

显然，方自(26) 足·维(、F极)扩散jjfJf~形式，平IJ J1) --- ~1'F.(子阿)扩吕立移出算子的恪怵函数，

将-}j 乎在 (~6) 转化为积分括在形式.

;H I泣]工 lj程(26) I~l 扩散移 ~H 算子的恪 H~函数G~ ， (uuJ 满足如下 jj程 z
.1 2

-D:"王-G~.(uu~)+~γG;.(uu.，) =b( r. -u~) (29)

( -a~<.u ， uo:二叫 ; JI=X .J' , g= 1.2)

有1 边界条内，

[;GL(叫士~ D~ ddziG:..(uuv)]L 斗 =0

式巾， ~(u-uu);~Dirac-b illl 数. J1~将 lj f'f.( 26) 采 n v'1 休的的G.~.(u:uo) •

，;.(吟，两式相腻，并将它从一a~积分到)+叫，件纠l

化(矶)=(··jG:" 阳IUo)[Q' 忡L;.川u+

f'牛叫才.?:肌 (ui叫!

-上Lβ式:1有:lJ边县?拮f占i:1t、扭帜l分，经过分部积分. }HIIHI(24) 和 (:30) 式，咣川f (!} :fll
(:3 I) 点自边草二个积分 = 2G;. (a~:uo) .J~': (a:) +

2G; , (-dluJJ;!;Y(-a!)

将( :l 2) 式代人(:31) 式，炸交J兔 U~( l.lUo 和1J动i~u. f'.HI)

"awjM:GL问)肌ω-L~. (u~)] duo +

2G~.. (uia~)J~:.' (a~) + 2Gt. (u- a~)J';;:(- a~)

(:w)

方程 (29) 乘以

(1)

(32)

(:J3 )

(-a:< ,,<+a:; U=X ,y: g= 1.2)

ftJ往呼 ia，式 i尘 f'l~ Ij I. fll)WI' 臼视野:{恪林函数对~;; :tl ，<.t科:((J t'l: f币， L~l j

G:. (uluo)=C:. (u川) (:34)

力 l'H:l.l) 4吁 'I'j j)~ 在 Ihi的分 rll r 比同通量联系越来(•

'IJ ~个 i阳系占 (hi 分J! lhlrUllj国吐的力和:口[川 ~II'F 可 LIJ 来推哼内 ili(24) 式 l~fj;'1

Jx·:." ( 士 a;)= :比(士的-川(士 a~ ) (时

今jjN (:l:l) {I: U= 士叫她求的，然 IJ将所u如果代久 (:15) ;飞，得到

J~"'.'( 士 t )Ej;>,1( 士 a叫!引灿l川肌Mωu叽时0)

[G，ρ~(归a叫~I阳a:)-1口]-J I'川;/ ( 土 a~η)+ σ，川~ (归a刮叫!川I-at匀) .J::ι}( 丰 an

(u=x ,)I; g=I , 2) (:36)

在推导(:36) ;:'~ j 士 NIII. 川 I jill (34) 式和1棉林闹到( (I~J ~II j' t'!: 昕 z

G，~(o~lon-G，H-a'!-a~) (:n)

• J1 ..



二b-程 (:33) 和 (36) 构成了 lG整的棋介为在纽t. 对 A个 "-Yj 块和下，个能酥}币二. :h .f:'il (:n) 代

表了两个.ffi~ 在1分右程 • jJ .f]~(36)代表四个识分方程.这些1J程中总兵也含了十个来!aT 址:

两个分积分通茧φ~.(u). u=x. Y; 四个表刷出射流JZ"‘ (±a~)， u=x. Y; 四个农副人q·t

i起J~~;' (士 a口. u=x , )'.由于一个 iY块的各表面入射流必须同'efll邻节快的表刷出射试缸

'已们的交界面i处连续，因此强立的术加过为六个，方程(33)租 (36) 1I!E-地确在这式个尔加

!在.为了用 trn权剩余1~1'求解1J fJ. (33)和 (5时，先将通量，源和惊肉泄漏项都展成空间变量u((.J

二次近似式 g

以(u)= ~tS~Jr ..P! ， .(u)

.-,

其中

Q~.(u)= ~Q~...P~ ， .(u)
•• ,

日. (u) = \-, L ~...P~.. (u)
~• -,

p.\. ,(u)= 1

PL(u)=u

ple(huz-;(al)Z

( 38)

(39)

将 (38】式分别代八心有It(33)在1(36) ，刊m加权剥杂法得到如F矩阵形式(J'Jij税务L

[A.] φ~.=[G;:]{Q~.-L~.}+2G;;J'jHan+ 2G;;J';~t(-a~) (40)

J~.~.t (土 an = [G' .I' :]T{Q~.-L~. }+R~.J川 ·t (士 aD+T~"J::~t ( 平 aD (41)

(u=x ,Y; 9=1 , 2; k=I.2 ,… .K)

这血， 16~. ， Q~"和(L~. .~让t.l 1 巳 f( J(斗1' 1 的 1民 n·;:飞系极动l'&(I~J 列民啦， [A.]在lEG;:]足 :IX 3 把

阵，官们(I~J ~U吗'JL:分月II JJ

[A.]阶=jf4PL(u)du

[G;:]俨~ .:u…叫二G~.(uu川. (U ,, )dll.,

G;; ，fI.IG~: 昂址列元址.ι们的航P'f. JL: 分月IJh

[C;汀.= \ :δ~. (u; 士均u'-'du

阳，zlj叽(士川川

R:.将IT~.7川Illl: ii' J是 h的Ji q·t 街l穿透 '-'1向前坡， .(;: ffJ JJ

( 42)

( 4:t)

Rt.=G~.(a!ia~)-I

n.=G~，， (a~i-d~) (44)

/:1 ]'水 Wili'li \lf榻的.>'1、民)f-式，王戳，fl1 x屯 Iii (:18) 式'也 ζ的愤 li'I;' 峭的二次近似.I t'任扩展

J:iY.川 lf·1j 'Mkk 制l~I(.JI鸣个 'I'nkk- ~II k' • 平11111(28) J\ III点川懒li，j ;tfI:漏的'V.均值L~;; ， L~.鞠l

L~~. i.n下， 't'i tkk((.J tf! li'l 榄树 (I~J :.个!民 J l'-;:\系1!c IIf 通过 F 夕II :.个天系式¥'1吁:

• 12 •



UJU
、
-
F

JU
U
.

，
.
‘
、

‘
，
、J
·
·

L-RSZL
u

、
，

,d-、
‘
.
，
，
‘

a

u·'
'
飞
-

..•,,"Ebe

,.

itt-z..
--

广
J
-
f

寸

)e·g--

‘

l-a-G
-
9
』
-
斗
-

-------‘
，
、

••

‘
，
、
••

-LL

( 45)

u-d
、•.,u，

，
.
、

.•

吨
J
R

'b.‘•.•

‘
吨
'

且
，
"
·

LV+FEEtJ

-A'

一σ
-
吨
，
"

=..a，
、
••'L

于是，由方程(40) 和 (41 )就可:r-{~J IX r·i ;.堆内品 17炖的 i盟与llll~j 昵汗系数和表面分巾子流.知

道远量系数后， it 块的平均温挝J:J

V=!|. 的.(u)du= ~ιr ~ {γ I/I t... p~..(U) }dU=~:.. ，
n2a:J--12a1 1.?"，一

( 46)

除此以外，在们正~IJ 以求~:}fjt~1句的梢细i迪马lj)'"{ji. 11此，令间f在 rq是内的精细通量分布为

的 (~，y)= ~ c: j·P~ ，， (x)P:.;(y)
,., ~且'

=C'~11十 C'~IZP: .,(y) +C;.%,P: ,,(x) +C:.口PL(x)P:.，(y)

+C:.1, P:.,(y)+C:. ,.P:.,(x) (47)

典中 • P:. i (x)和P: ，; (y)沟 (39) 式屯泛的多项式.恨据.t式恨在易得重I)

j-:"j-:剧。，州=以此=C:' IlL.:dxL~. dy

jy:叫归

ct"L.:P: ,,( x)dy

:"(x，的dx=州ω=c:ι:d川:zjJPiωdx+

叫":町 ，(y)dx

它们1t简盯为

C:. l ,=.:

C:. 1l +c:.，. P~ Ax) +C:.'IP~.，(X) =φ:. (x)

C:. 1 ， +C:.口P: .,(y) +c:.., P:. ,(y)嚣φ:.(y)

于是. ftl (47) • (48) • (4的相1(50) 式坑 "f求 1:'

φ:(x .y) =φ:. (x)+φ: ， (y)-.: (51)

现们在MSOFEL程序内，和)HI (51 ).rt~l 饵'l'i t丸，是燃抖纠[('I: I勾 i'但 i白梢细 j噩噩分布或功率分布，!

并拽'.H'r'jJ'~ :!提细 f'~ 内 fa)J以t; 怖的 1、i.n.

( 48)

(49)

(50)

• IJ •



六、 MSOFEL程序的简要介绍

MSOFEL程序是在叶群粗网扩散理论和两群节块格林函数扩散J1P.if:: -F ，用物理原则指导

下的直接搜索法，寻找难忘功率降因子最小的堆芯燃料装载格式的计算程序，并有燃玩计算

如搜索临界跚浓度的功能.其逻拇框罔如图4所示.程序是用FORTRAN-IV算出语言编写的.

计算在序MSOFEL 是这样来运刊的 z 首先，从外面输入反应堆和组件的几何尺寸，控制

程序运行的反应堆状态模型选择开关数MODSTA，功能选择开关数NCH和两群截面参数的

选择开关放NPOLY，以及控制反应堆本征值选代收故度等输入敬据:接苦，输入初始的堆JE;

燃料装载格式，可任意给Z 为了使组件互换选代能较快地收r 于最优解，一般选一种较合

卵-的堆在、燃料裴报格式作为组件互换选代的初始解.当MODSTA=I时，反应堆状态量是采

用吐雾粗同扩散.PI( if::计算; i':l MODSTA=2时，反应堆状态量是采用两群节决格林i'EJ数扩散

理论计算; ，ljMODSTA=3时，计算宣告结束; :}当 MODSTA=4时，自动转入干 -471'来计算，

雄本程序适my批量计-P:.功能开天数NCH有如下几种选径 z 气jNCH= I时，程序的运行状

" ..

i纲 4 MSOFEL 税巾的 i也但简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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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恢复到创始起功状态 • J~ 进fj- 'f·" ，阶段的经l作互陆选 i飞们， H·准备;叮 NCH=2时，程序ι

功后就转入SHUFL B.这种情况主费用于 3找小组kbj(堆的故优堆忘燃料装抉恪式 z 飞 NCH

=3时，程序的运fi t"1先转变IjSHUFL A. 待它的计算3已成 la ，程序就臼功转入执1i SHUFL

B. 适用于J找大、 I ~l 、小组山水堆的iG比堆芯燃料'民载恪式:叶jNCH=4时，只进行反)\'~堆

*iiE值计算. n.按照预先规屯的燃屁步长，们:燃盹计算，以确"呈阳环1;fWli二哇，并'lIf扰 1\\ 燃

吨过程'II 堆忘内HJ现的放大功率降[biT; 叮 NCH=5时， J县i"1待命，可结束本1j实计算，也

可对本方案作其它计71-. :tt执行SHUFL A在JSHUFL B时，都是按照事先规湿的组件互换选

代次数来寻找优化解.NPOLY!止有关选得两群截(hi舍数(t(JJf关负 ::"\NPOLY= 1 时，堆，已内

各组件相反射旦的两群扩散参数由程序内臼功产生.ι们足J些以燃~[J~ (j变址的拟 fr 多项

}~ (例如 Pf 以JHLEOPARD程序计算衍生却D ，预先编八程序内:什NPOLY=or时， ， L述两群

扩散参数从外面读入. NADJB是钉夫是否斐搜索!拉i界棚浓度的开关数:叮NADJB=1时，燃

乾计算中考虑伍燃f.E~(r.Jll:liW·棚浓度搜索;、'jNADJB=O时，不作搜索.

归纳之. MSOFELft: 计算功能有如If 'iJ!~特点:

1)IIJ作单;后来计算，也lIf VI' -lit-ii 来连续 H' 算 z

2) 既适JH 于小组fl.:水堆，山适)iJ f J.;.. 'i l !边儿:水准 (I~J 燃料'民抗恼式的优化:

。对于平衡循环堆在;戎非平衡循环堆心，郎 'ur H11':盹序寻找堆，巳的批优燃料装载恪式 z

4) III UfE崽选悴状态慨地， !先茜任忠 ill [j 使川两种状态懊型，以 1世计算既精确又快速 z

5) ~，J; ·'，H~堆芯品优燃料装载格式外， jf IIJ f'F燃革UU搜京 1~lj 呢!硕;农 l立非计算 p

6) SHUFL A和JSHUFL BI们的组l 问:11:快 i生代次数 III 川]尸 mM币'旦回i应规屯.Lt SHUFL

A和 SHUFL BilJ细介或重复调用.

-to 几个例子的数f归结果

为j' )j'验MSOFEL.f'J.序的有效性，我们对足It4 (I\JOCONEEfbK J在 Ill)，'j HI ~号山 )l~* 堆 1 l!.Y'.'i

f~: ]'堆芯燃料袋载格式的优化计算.

(1) OCONEEBi*堆曲优化计篝

OCONEEJf，:水堆电站的也功中/J850MW，堆，巳i句:民 1i l"i7 鼠'作:H~il fl. (I:非 ·V~ 衡循环

下，堆，巳;内咬人64盒新燃料组忡. ltll f 40盒放置 (I:堆L的边缘1<'. 24 (,;r. f1j 'N {J:堆芯内 $k{'

燃料组1件的愤椒面i尺寸}]Z I. 81!cmXZI.811 cm. ，<·LI: 迪 w 干像i V{i Jf I: in jiLE,: f1' (燃料裁统怖

式的优化计算.优化前， ff:.i;H1r 屯准;C:: li.J 燃料块钱怖式， f'F);) 优化 rl'W: ，均创始解，如回 5a所

Ij,.抖J为中峰时{-J" I. 528 , 1二 iJElllK.rr fJ L 1214 ， ~UI号ISb)i斤/户. :it川 I ~RF也间扩散JIll ie计算

反M堆状态险，作耳1 阶段优化解搜象，纠 l {'I二 14挽选代次数MAXJTI 耳 J" 100. It:此且，耐 II 上，

jTf 5i~用两僻 W~是格林的数扩版.fi ll 论计算状，告单， ill if市二阶段优化解拽'京，己的组l ('I'，丘换选

民1\数MAXITZ'i.江均 80.以 h-i找到 1把他川的燃料古钱棉;t f，!1\阁制Ii斤斗、.其功牛;I/tLJ;j f- J~ 1, 203 ,

本伍也k.rr ).; L J185 , 如知l阁 6仙b lij所v听r ij户';. ，(1在i此循H环、问 (BOC) 钝钱恪};;飞 IιJ勺， J峰fi川I' 骨算C ]' i何捅r所I 环1考#则，

约为 11000MWdjT

随着岔组If件卡互换次数j刷鸭tOJ川j川川II. 燃料装革且将式逐渐收敛r Irk (ι麟. ~l1 l电!7a·fIl 7bJ il r/j;. !M~ 拉ftl

i仪的剑件互换次数备不料 1 网， (If，机就格式郁 lli接近 f I: lflit~ 型IJir'~优化块钱梢式.

通过上副 H'算，正确切细迢. IH1~ 相i网 i);' ~两群 W~是楠怵踊敬 i}; 计算状，各幢 liJi ~t.iI'r.JCPU

. l !i '



时间之比为 1 :1 6. 因此，组合使用这两种状态院型不仅使优化计算可靠农l有边，而且也是苗

时的.在MAXITI= 100 , MAXlT2=60情况-卜，作上追优化计算在 IBM-4341上约市39 :1
钟.

2345 17 I

1

2

'
4

s

'
7

•

21.71 II.. ' 13.57 to.. 1'.70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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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b 优(t盯奈 III械电站 Jffi;巳功率 ~t布

八.结论

本文提出的用物JlR原则指导下直接搜索讼，寻找佳向功卒峰回子id:小 rtJ堆芯燃料装载恪

式的方法是能够乎也收敛于最优解的.组合使用 11群和网 it租两群节快恪林面数沽，不仅使

优化计算有放和可在，而且省时.如果优化前的初始解结得合照，一般优化计算所需的 CPU

时间约为 10-15分钟(对 lBM-4341 而言) ;li iJJ始解不1'iPU. ， 回IJ t '-J ~!;;CPU 时间 30-40 分钟.

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本计算程序除 γ 优化计算外. 1主具有计算幌 JC' 调临界唰浓「主.计算细件内附细功率分

布等多种功能. R: RJ 于反 f·\~堆燃料轩"的 ~jm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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