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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摘造了 lOOMeV 电子直线加遭嚣幢擅矗国矗挠的原理、结构、测试结果和主

要技术性能. i在系统由中功率矗调管输出a冲功率 15kW，经幢幢幢出揭分将功率分为

六路去.圄六个高功率遭惆智.结果表明，系统结构简单，幢幢良好，完全满足'矗霉

的使用要求.

美·词.翩翩智回割器销相



11£ D阳VE SYST酬。F 100胁V ELECT阪削四唱EAR

ACCELERATOR

SUD Yuzhen Su Guoping Wang Xiulong Yang Tianlu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a, Beijinl)

ABSTRACT

The principle, structure,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technical per

formances of microwan driye system for 100MeV electron linear acce

lerator are presented. In this system the peak power of 15.kW is pro

duced by the S band middle power klystroll. The output power of tbe

klystron is diYided into six subdrin lines that drin six hilb power

klystrons respectinly. The results shoy the system with simple struc

ture and good characteristics complete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100MeV Li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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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OMeV 电子直线加盖嚣于研阶段提出研制髓..圄系统的任务. 10oM~V 电子

直缉蛐噩噩蓄要六个功率檀提供幢幢能量，功率赢由高功率撞调智和矗翩系统组成."t:

要求量画系统提供六路千瓦量握的脉神功率，且阔步触衷，功率，相位可调.根据目前

髓量器件的生产情况~.画系镜可采用F面几种方案z

1 行量管量大量.行量管输出千瓦撞撞的脉冲功率，用14蛮行撞管撞大嚣分属矗

翩六个大功率矗回营.

2 大功率矗调管放大嚣.奠输出功率 10MW，从中取出小部分功率分成六路分

属..六个大功率遭调管.

s 中功率矗调曹量大器.此量大器输出 15kW 脉冲功率，分为JJ路后分明矗励

大个大功事矗惆管.三种方囊比最后，认为方案 8 较为理想和实用.

..翩矗篝副主要技术要求，

正悻蜻事· 2IS6MHz.
顿事毒草皮，优于 lX10-·/d.

悻神*庭· 1.6 lis, 0.8 阳.

重篝蝠'恨· 3ω次f秽， Iω0次f秒.

式'输出，每酶lit掉功圈恨不小于 lkW，各路功率相位可调，相位调节范围。-

~，一、

sω·.

.副莓镜属中功率追惆管篮大器、输入部分和输m功率配系统ill'此，地院11 •
1. 输入部分

馆号源呆用 WSY-llA 咱徽

披铺把品据面目.输出功率 20mW ，

可通过微带放大器放大至 1 W,

工作频率 2856 士 0.0·15 MHz，频

率稳定庄好于 l X 10- 6 /d，矗过长

期也在性与验，件.能也在.功率输

出端撞同轴可变成减辑和同轴在向

捐合器，用作.励功率的周整和监

测.

2. 中功率遣词管篇大'

i集部分由 1025 中功喉遭惆

激励系统的组成及性能
~、

zj 国 E

mmm百四{-ffi
些 lEji旦出自川
剧，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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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I. 锄 fi 统方根囚

管.惆制器和电磁囊焦系统组成.

1025 中功事尴惆管是电6酷现然金属陶佳λ院遮惆智.

'



工作顿率为 2856 士 SMHz.

工作电压V运部kV.

输出功率P?:15kW ..

饱租增益A>玉Sdb.

电压-捆住调制灵敏度 S二?21· •

电噩噩!!£系统有Jt组缉闹，来用凰玲，由电捷毒定度为 I"的a撞..电.矗胃管

工作在最佳状牵肘，匾JiJ电ii数据如茬儿

寝1. 蝠电潭'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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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便于调量和1监测，噩Ji电源 W-fl! 1025 遭调管 30 米外的控制室内，用多志也瘦与

噩蝠线国连接.

躏嗣器为嗣智商割嚣，实割指标是 z

脉冲电压几= - 21kV

脉冲电撞 I. =3A

脉冲宽度(顶宽} 1". =1.6μs
1" z = 0.8μg

重复频率， 300 次/秽， 1000 次/静

脉冲前沿， Tr = 0.35 f.l S

脉冲后括: 1"1=0.33 f.l s
施形见回 2. 调制嚣采用 380 V 的二二相交捷 112 It鼻息J( it 形

毡厄嚣供电 o ~机开低!最后，生 f丝电昭自动上舟，茸分钟后加到额定值.高压开美分为

本机和遥控，高压可自动 "I-1'i. 和降 1至.事机备有门开关、遣回管收集樨冷却水，醺蜡散

费和真空连镇保妒装置.

3. .撞输出错配系统

i集系统的微披元件111标准 S撞段~.~形撞导制成，系统的捆住稳定性分析如1'，

d8 =拙-M4=(1-C) 叮 +aδT+C 〈工旦旦旦 -ω矶vg' I . ~ ..,.. •• Up 'Up aT

#革中， Be =ωz _ 2~n._ (7. 氏度加追披导的相梅}
C A

，d224 咔度撒翩缉的相穆}

Up, Vg 分别龚，r·相通. r~遍，酌， σ，分别毒后巅画'辑.加遭撞导的错膨胀赢巅，

对制来蝇， a=I.65 X l0-'/Co Te , Td 分别为加遣'撞事~fp..蜡俯量 a， e 为先

遇， r 囊示频率.

吗果用际椎 s 撞民矩形放异，频事为 2856MHz， It

•



铲=川2

be=0.055V m ·10OKHz
bf

btJ
bTd

b9 ~ ~__.，
一: .= O.OS7"'m· 'cbTe ~.~_.，

显黑，对本..;系统，最长→跻约5 来，其相{.'t.~Ai:性对整机相位也在性并不产生

严重影响.

遣词管辑出挂有三螺回配器和三结隔离嚣，以缸证良好酌匹配和高的隔离度.定肉

'合嚣用于监测散被功字的yf:小和包结谊形.

六路笛电采用 IA<t> D 单元. i安:单元包ffi Fi'/:离l:i.可变~减嚣，

器.主要技术要求是: r!lf~!}j:渡比: p<1.15. 在i-~ 离『变: £1 -\3{)d h.

360'，电动遥持.人工f，:截嚣: 0-30d:、电动远拉@

人工京被器用米闰节各ftH5~m功率A'-:二七小， N~}.:功率速嗣n=工作在最佳状态.在实

践中~理，速商管输出在去到大功E{~ill! iii -)~ ~~It坏.问此在r 、二ffift电的 fAφD 单元中加入

自动保护在民."" it; n~_hr.到设在 1ft-激励功率可nJ:f;!含:1\ --' (、 (Jil :f f;i号.使保护菇硅嚣由

衷疏最大阵王军.此过lr!¥.;芮 1 分信~ .此费.!-!-::r)忖二;毛i81;节苦:!!!街准去的功半夜 1 分钟内由

零到和.在fl'lo 可1 正常 J~凯或:H现位~ i:':j ,I~ i!飞嗣肘 . t('~ m'U t;iI:i可.佳{某护在硅器由军到最

大.只有"j'i::回到农疏最大肘，调制%i高原，f-能加上.这样就起到了~护钻出宙的作用.

+ a , bTe - 1. ·1 6a~1lT.bf
f

移相嚣和在向鹏合

相{.j: 移范罔: 0-

= O.08Z'!m·'C

结果z

系统所JJjJC器仲按装ipj-~部进行 n三 ~J:~把试，均退货!设计t~~，io 系统所用 1~ 仲，

:It计 10 余件 I: ;卓技术指标兔!丧2.

寝2 主要徽撞元件-览寝

驻波系f<，但奸、桥入n~- db

1.06

1.15

1.10

1. 郎

主要技术指标测试及结果」
-、

陆合度 .db }j('>J筐 .db 敷矗

I 6

I G

12

i 6
i 2

!s

I :1

元件?. 11':

槽，式隔禽部

咆动遁筐，相 II

电功矗控寰战n

定向.合部

功埠'分配 II

功率分配部

撞.-间"转换

+1事机'配开关

#1移窜 瓷鸿自E

。.2

0.5

0. :1:电 :\5

1. 输出功率与'撞撞包蟠擅形的测试

用大功率刮. G)(-2B 测 lef功卒，权钱 'I~i皮黯 COSGI00 !，J.'I~放形， '1-榄嚣电源用隔

离蜜 ni嚣供电，以减也;公民地纯鹏任和机 i\~'P街股 l l.!. i~;! r扰的影，肉， 11纯'~-:' ilr能的烛，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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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经磨噩噩环输入示撞嚣.革形如回 8.

夜 f兰络包被需

\f三

恩13

7 丁

~... 

1.;"-

2. 癫事'定厦的测量

使用量字烦事计掘毡，蜻率稳定度优于

3 X 10- 7 !d, .. X 10-7 11ooh.
3. 相位-电!i ii嗣翼敏庭

测试系统是一个环形桥路，将速调管.

蝴信号的一部分(参考信号〉和输出信号的

-部分《被割信号) ，分割远入魔 T 的两个

胃巾进行相位比段，在两路中分割用'相

嚣阳农畸嚣调节两位号幅植相捆住，使它们

在 E 霄中相泊，黑后使速调苦的高压变化 ly'再调两位号的制植租捆住，使其在 E 臂中

相捕，比对移帽嚣的变化被就是速调营电压变化所 ~I坦的捆住变化，即

S， aa且
=一~';.~ XI"iV,

惧'

μs

测试结果z 相位-电压调制灵敏度为 21°.

系统的其它测试数据为z

工作频率I 2856MHz，相穆毡: 0-360· AJ调.

入王寰赢器襄畸重: 0-3Sdb电动遥控.

脉冲宽度(踊宽) : 1.6 肘， 0.8 Jls.

重复频事• 3001X1秒， 1000次/钞.

脉神前沿I (0.36 t. ;:'.03)

脉冲后沿I (0.33 ± 0.0,1>

IA 今D 单元损挺 ~1.8db

输出各路功率分配值见表 8.

th 不同电压下各路功根健《重复巍率 1侧'次/秒，字'«d! 1.11~. )

p.i p.

'‘一-p . P. i P .
kW 'W kW

编

P:

功

PI

号

I P. i P,

•
亨，声， !7. 币， ;7 ，|芦，

W kW· VI 'I kW i VI I illY

I . A_ •• _ • __ '. • _ I . __ i • _. I
9.7 t 8.82 0.83 0, 75 0. 7:l O. li f; I , 1.11 1. 02 1.17 1.05 1.18' 1.06 : 1.21 I 1.09

EZJM , EIUS1.131010.MLn!U0148l133149iI, "l L臼 i l.31

; 13.7 , J2.3 ;1.48 1.331.14 J.I):! 1.6:1 11.41 1.68 1. 51 J.70! 1.53 i 1.13 i 1.56

l18.umzj-891701451312.10l1.mi2.16i1.9512.19iu7!2，却! 2.ω

18.616.8 !1.92 1.13 1.47 1. 32 2.111 l.!IO I2.19! 1.97 2.1911.91 12.2512.饵

"，4193iMBM51·71154止锦lmJM41·":2·"luzi川|川'

P.2

….. - ，、-

P. :P. P. P. P.
W kW W kW' W

19.2

:lO.5

21.7

22.9

24

25.3

商JiV. kV

5



四、结束语

一九八三年六月帽tbl功 s 撞段 1025 中功率矗.一九八六年三月研制成功 100MeV

电子直撞捆遭毒撞撞撞蹲矗篝，经画试，各项技术指标均搞足~tt要求，本系统在萌嗣

埠.串'到息子工量.12 所、 13 所、 38 所租航天工业部二院 23 所的大力支持，在此

毒磊'捕，

'嗜支醺

ma矢.: -I…eY电子重锺黛蠢'徽被遣讶方案·内'费'哥

(2).支筝.-s戴ao.-夫'掌握.a定怪自试.班子II科学技术. 1锦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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