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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陋-OO~ •

y 射线液位计60co 棒状源研制

林宜炳温良才尹颐久

〈中国核动力研究院，四川I>

摘要

介绍了尿素汽提塔液位计的安装方式、棒状源的结构、源的组合

形式，及近似线性刻度计算.实际使用的进口棒状源和研制成功的棒

状源实测结果比较，证实理论与实践的可行性.还介绍了生产工艺运

程，实现线源轴向活度分布的方法，研制的棒状源现场调试及爱用等

情况.



DEVELOPMENT OF A ··Co RADIOACTIVE ROD

吨。URCE USED FOR γ-RAY LEV园..GAUGE

(la C阳ese)

Lin Yibing pan Liangcai Yin Shunjiu

(NUCLEAR PO"哩R INSfI11JTE OF CHINA ,SICHUAN)

ABSTRACf

The installation of level gauge used for urea stripping tower. the structure and

forming of radi咽ctive r叫 source,and the 臼lculati∞ of i怪 approximate linear gradua

tion are describe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has been confirmed from the

test results of com阴ring the imported radioactive rod source to the developed radiωc

tive r叫 sour臼. The technological pr田部 of production ,method for obtaining distribu

tion of radioactivity along the axis ,and the test and operation of develo伊d rodωurce

on site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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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y射缉液位计或料佳计的带点是可剧不与画监测液体直接接触，待到适宜于测量密闭容

量内的高温、高压、蜀.、暴蝇、有毒、有属蚀性液体的液佳租'植物的料位.国内许多化工厂

利用·Co y 射线捧状嚣与辐财计撞事仅配套，直接用来指示檀位或料佳状况.但大型化工

r.特别是原摩汽提培、合成墙的液也计梅状谭一董事进口 .1989 年中国核动力研究院一所

与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共同研制的"Co y 射线梅状嚣在汽提蟠液位计中试验成功，解决了国

内对这仲摞的需要.改变了依赖进口的植动局面.

1 尿素汽提塔液位计安装方式

梅状霞、被调液体、辐射握测器三者几何位置的安在原则 z院要使得尽可能小的放射性

活度达到极大的仪表指示灵敏度和较好的线性到度，又要使尿素设备运行维修操作方便.保

证操作人员的核辐射防妒安全.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尿章汽提培液佳汁的糠状霞、被;~液体、捺测器三者相对位置如图 i

所示.

•••
!|1·
! 呻〉为鹤'

II 叫庵'

，-而- (r + ,)'
,,- ..;;;τlz

回 1 尿'汽提培f1Ul计安装示.图

椰状摞在F气提培窑器内的偏心位置.f军测锢在球形体下部外侧与梅状班上端顶点间在

一水平坐标抽上，在容嚣帽植面内径为1050 mm 处的平面上.梯状雷与报测器之间的液体

为测量对象.砸他最大例量苗圃近似等于..缉·原加1在畴"的怯度，民813 mm. 为了保证，汽提if



周圃蟹辐财安全，特躏矗睿嚣内无攘佳革穰佳钮A时对.if人员的安全，梅状事容器内有厚

度为 45mm 的铅和 IOmm 的不幡嗣作为'财由妒屏矗蕃.酶'阳蕃开萄 I X " X l = 823 X 20

X45的准直帽对准捧回嚣.这样霞'足拽提墙外部'财安全.又不~响幢佳测量的可靠性.

2 尿素汽提塔捧状源

2.1 .梳量结掏

ft.培鞭位计-COy.就.分为有嚣臣和无.段的噩伸体二部分，具体结构且尺寸见

回 2.

c.-隔舍盒'电 Co-附舍盒筐

u /

' , ~ 队\三〉 ;.
V I 22 川~本峪乌

20 20 50 1.3 5U

回 2 莓.，气键海液也计橡状'结悔

有摞段包括z作为尿.汽提培'高液也掘'用的一小段点穗，活度为1. 1I XI0·土 10%

8q (3mCO;另一端为测量液也指示用的"Co 惨状潭，活度 2. 35X 10'土 IO~Bq(63. 5mCi);有

摞段来用。7XI 不铺铜管密封.

无醺段亦来用~7Xl 不锈钢管制成.有摞段与无嚣臣之间的连接，进口瞟是假链式连

接，装卸时睿易卡住，我们改成螺纹式刚性连接，装卸操作较方便.

2.2 .状嚣的组合形式

檀位it橡状 y 霞的组合形式有多种多样，有多点霞、费霞加点霞、几组点绽百草等形式组

合而成的惨状雷.但橡状霄无论用什么形式组合.都必须按一定的活质分布形式.才能实现

辐射计敏率仪的指示〈输出电流或电压)随液也变化成线性刻度.根据赤水天然气比工厂、云

南天然气化工厂的原章汽提增液也计悔状旗的宴测结果茬明z梅状楝是采用一种连续分布

线摞叫的，并在线摞下端置一屁楝A..即所i四"线摞+点耀"的组合形式.按图l 的安装方式

11曹榻的彤状，可参考文献【门的近似缉性刻厦计算方法来分析汽提增液位H悔状穰.缉梗

上下蠕点与探测嚣连线形成待测檀位h 坐标系，坐标系的原点与缉额上端点和愣测籍等高.

真正向垂直向下.假;i!要满足探测器的线性刻度方程，则探测榻的计敏率f( A) 和液位h 的关

东式为 z

ICh} = Gh + I。

式中 G 为灵敏度(cps/mm) 川，为常敏.

撞困 i 安装方式.··搜慨+鹿班"对掠测器的计航事 I( h) 的贡献及们的与液位 h 关系可

列出如下}f程式 z



r" ，.<t、"阳，.(1、dl___. .Ao.
1(4) == I ';一::;cae' + I - ';'一寸e"f!'r + .9'宇4J. l' + r - I J.. l' +，崎+ ,1-

(2)

(il - "i.)
英中:K==- }l'[了+-=，一] .,fiI+ii

ω + i.)
L ==- P"(一，一]'"τ7

(1-的，,,=- /&[一「-f]J轩
T==-川乓~-斗旦+于〕厅百E

U==- II'[干+坠芒!l]反右

(Ae-的，
==- p[~τ一 -f〕 J再亨7

w ==- p"[乓坐一坠俨+于J ，/iJ亨丁E

式中: ，户=3. 忖川I

eι.8 分E萝别F刊l为挥测嚣妓率和育效测量面幌z

q 为"Co y 雷每次衰变发射的y 量于幢• q =2;

4 为梅状醺防护套的厚度• i =IOmm(不锈钢h

tI, == ..JHf (Y + '1)1 - b2 ;12 == .J哥二 (Y +川军- 62

，..阮分别为梅状醺上任意一点与挥洒嚣连续相交于睿嚣的内外堕.交点与 h 坐标系水

平铀的距离，是被位 h 的画ft.

23011'1 == 1~59. 16 - 0.694晶'

150.111'2 == 1459.16 - 0.51品

凡，几分别为撑形容嚣的内外径. RI == 1190mm; H2 == 1260mm

Y.b 为安装几何值置常撇， Y == 5f'l)r.lm I b == 198mm

μ' ，庐， μ" 分别为窑嚣堕材料、砸相、气相绩寰威震敷 z

p! -0. 12cm-' ， μ==0. 06~cm-'1 庐" = O. 00693cm-'

，，(阳为线霞上任意-/J、段话度{强酌.Bq(Cj) I 何为底翻坐标高度la= 去 =fτLg

将【J>it代入 (2)式，计算结果如下t

( I)J臣服活度 A吃相灵敏度(;的关系为

C A.( I<二主!l '_I== -----一一二一一 ~e'e

" ./h~ +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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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sfl. .x - - Ii'(斗生3瓜和

(2)缉嚣的分布为

C1 ..,/1/ + ,I
.(1) = --~~-二~c'lf(l)

，吨，.-

寞中.8= 叶+坠于应]♂τF

6+i,. ~, = Ii"←7斗.p亨F

式中.NU) =- .1V.(的 +N沃的 + ~'-I(盼+… + N，(的+…

N.(的 = F'.仙，句}

1\', (1) = tN.α肌ω

(.f)

700

200

300

100

1.3"-.口…a
z 为鼠......

4 ~JlJt剖 JJ..

1001

,oo

m
.1Ii，(的= J:;Vr- 1ωdlF'仇。 (j= 1.2.3.···)

川】=四p[ - (#1- 川〈Likh〉 J亨Ii]

公式《剖 .(4)袭明，一定的底潭插度，句有着一定

的奥敏匮 G 值.并决定'需要什么形式的缉源分布，

正确的缉源分布形式才能实现挥洒嚣的计散率随液

也缉性变化.一般情况下，用户仅仅提出梅状霞所需

的总插度，而实际是"缉W+庭谭"的总插度.在制作 <

时，必瘸优先考虑眨雷洁度.保证仪襄量理范围内有 i 棚

足够的 G值，将 C 值代入(~)式·束M.(川的分布值. 2 4"

在求"圳的过理中.需用到第二英理尔特拉棋分方程

的银散求解方法..HAl为班级融解，虽有无限多项.

根据宴际情况计算有限项便足够了.撞制作精状谭时

给出的A值，取.\"(的为40个点f项)，每点之间的距离

是均匀的.理论计算.(川的结果见回3虚缉曲线，田中

还有3.宴际使用的精状百事实测曲线.冥中两条曲线

为进口镖，1.为试制穰.

图3 尿素汽撞墙糟也源输向t舌度分布曲线

3 生产工艺

3. I 配件辅料及罔恤霞的Itl.

靶件材剌为钻帽含金丝，由中国传动力研究院二所试栩栩提供，真嗖楠见袤 I •

根据用户提出所需f·CO 踱射性活度，大略恻定出锚锦含金重量彻民度.装入需时靶件窑

嚣内.经准物理计算后，将钻幌合盘丝靶件放入指定的唯幅照孔遭中进行辅照.按现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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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帽，--Co 罔惶章.画.话也甚小，真撞耐性插度可挚'不计..的主要停用是精噩销

量的画量相抗氧化幢幢. .1 笛.含金锺••

肉' 试.~冒..• .0....·
• 铿 -'3士..，.- u凰21.-)

笛舍. "-31企0. 3" so,‘(tS.. 72士0.7")

.售量 s.. IZ" 0'‘($4- 72企...，，)

<S}

·蟹.内~宴..

S.2 laC曲同位霉的it.测量

'就霞撞嗣筒，对民应堆"后的气:0罔佳章进行插班商量.

由于NCo罔佳嚣的蝠'体棋幢小.~II不大于6伽田，直径不大于2伽un.回量距离大于

1m.因此，景用下列点嚣公式计算气~的活度.

... =: x...=:…-r

严

/
100

式中 A 为"放擂度.Bq (Cj) J R 为撞射露中心至电离重中心距离 .m. r 为--Co y 常敬.9.17X

JO- IIC·mJ/(q·h-Bqh .x为照射量事.C/(k.·h).它是经修正后的值，修正因子包括理'量仪

器蟹正因子 A. .温度气压'正因于 A. _环咙瞰射修正因于 K. 等.测量仪器是采用I'YL- .A
型他琴计配20Ocm!电离室.足为伦琴计毒戴-

S. S ·Co梅拔潭的缉制厦窜到

以梅状霞的理论分布曲缉毒实测的分布曲线为

依据，将巳细语度的笛.含金笙费制在直径怖的不幌

钢'上.经幅照后的髓镰含金丝.入雄幅M时已经考

虑了单位提度放射性活度近似相等，第抽上某一 j、段 "

的擅射性活度与钻幢合金锺圃.应正比.因而可以\:.1 * 10

圃敬的赢密来实现现定的活度分布形式.扭蟠绕仔愣 Z

状摞后，需要重复进行辅向 y 扫描、调堕、再扫描，直 40

至完全符合铀向分布为止，并同时满足所需的总活 I //.'
20~ /r I

度. --I f' i
梅状摞的绕割完成以后.用 φ7XI 不铜铜管 L三→-i

。CrI8Ni9Ti)啻纣.密封封口用.弧焊机悍接·饵撞质 2 4ve • ,,

量必缅边到国际标准1502919的鲤定要求.
回4 水位与{~寝'画出电压失系曲线

S. • 曹金幢幢幢幢 i 氏111. (1 988.1，川标jl!} ,
根据原章拽提墙"Co 棉状密封霞的性质且使用 2. "ill n "III鄙lI 988. 1.3如岭，

环崛要求，按照国际标准 1802919的在2密封摞性能分 J.-避 I'''.仆982， S. 13旬在 J.

费际准.原型糠的检验 tf极为 C13313. 经温度、压力、冲击‘搬动、穿制，.植验.均达到现定'自

求.

除原型雷的 r-1.骗外.必须对制悖的每个梅状需封翻进行世翻且表面放射性沾 J亏徨踵，筒

验的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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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用霞氧量檀量.先'膏"就事植入擅缸中撞撞扭曲础上.取出后立即放入无水乙'中，

仔细理事.tI:膏气跑队"披露中遭出.JlI畏为合幡.

噩噩幢幢舍幡后.尉'披露进行曾提去琵.去障包壳毒面撞耐性描需.先用四AT 槽霞

疆跑Ib 左右后.剩用可'式'匾'矗作醋fa.用最担工具裹住tt布幢幢.再用量妙布椅上优质

去霄"在复撞撞'状'囊画.If捷子'并撞于'就嚣寝画水分.露后用无水乙'拮踵~布蠢

'在对暨幢幢幢霞'就.tI副对不平'但重要仔细壁.8..后的'布章'在.撞入 FJ

nω量事靡襄置中翻量.冀嚣厦小于J85IIq时.lIa为噩噩霄'舍幡.

幢幢证明.11章fit.蟠气=0.扰'纣霉的量'和囊面肯矗已达到阻)2919鞠阳)1677的

组定要求.

4 现场调试及应用

捶厂方.作鲤程，将研嗣的"状事安靠在靡_fit撞墙内.植入使用前'进行液佳与仅囊

"出咆压桂正.幢正结果是对"状'踵量的重要依据.桂正方法是幢幢厂方行之有蚀的模缸

方法避行的，即用厂方生产的去离子水代'篝圃液体.撞后进行修正.修正系撞到为D.925.

桂正步'如下=

(I)将汽攫蟠内檀体It政干净.并在摞菌'瞒面细气相司'最幅植 • I X 晶 X l-300X210

X33.醺序调节擅佳计二~缸'的·钮霄'开关和·缅词'电佳蟹，使仅在输出电压为OV.

(2)向R锺培害'内注水歪'极富量高顶点处，让最高擅佳掘'用的点雷同时掩tie取

下气相.，放铅恒，利用仅囊的·扩展'电佳'调节假囊输出电压为9.52V.

(3)置'哥加上气相等辙t9缸，将水佳降至撞割擅位为100"的位置.开插标定水位相仅在

输出电压的变化关系.此时."'.调"开英、·组帽'相·矿匾'电位嚣均固定不变.如果水值与i是

囊输出电E变化关系呈费性变化.剧证明檀佳计栅状嚣捋舍'求.结果匈费2相回·1所示，

窑' 汽罐罐藩位it.糠蜀.鑫籍.

水{:t('") 100· 100· 自" " 75 IS .. :!7 I 15 。

仅 Ii输 :l~也lli 1.09 9. SO 1.1。 7.10 II.IS 11.00 ..111 啕4 ,, 'a ls! <MW .,4‘ 。.22
(V)

-Ii kltli 有 ~ -Ii -Ii 矿t 街 -Ii 们: .(i .(i

·水位缸"状.嗣离顶点 ~P! 的.fI 1对侃

寝' 远口擎的*位与{I寝输出电压串'对值 (J.n. 7. ~Il)

水位(，，) ，。 8$ 跑' 7S i6.5 115 110 55 4冉 45 ，。 格 30 zs
仅窑.11:

9.70 1.10 8.35 7.75:7.04 6.75 '.3 5.75 5.05 4. AS 4.47 3.10 3.45 2.75
也fi(V)

有龙lID.白Ii -Ii -Ii -Ii .(i I .(, -Ii -Ii -Ii -Ii -I, 有 -Ii " -I.

20 " s 。 i

2.40 1. 38 。.43 0.30 I
-Ii .(i -Ii 街 i

8



.. .0.<淫.>的事也与钮.输出电II.. U.... 1. :I)

Jl位<") ••• 15 7s ‘s " u zs '
...*电Ji ".se L I' 7." ‘" '牛"

也但 .... 1. SS
(Y)

(j足- 运 fi 萄 街 萄 有 街 ‘
·水健在....离顶点量'世筒..，e

寝2-4.田，缸'寝咽 .1\提蟠攘佳计'就嚣的研倒是虞功的.完全符合使用要求.r方

'章.
研制靡'汽提蟠擅佳计梅拔'投入运行以来.厂方反幢幢幢幢定可..擅但测量真实.

四"年5月大'嗣同置'进行桂正，翼撞撞见囊5.

司晨' 谜"事..11个月后*位与«寝'售出电a.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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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章，吃撞墙"Co.就窜ft.经过凡在试验.包岳用不同语度的庭雷相不同温度的绩'

分布形式试验，并按理论分析方法证宴 z只有足够的眼雷洁度和符合班霉的绩，活用E分布形

式，才幢宴襄液佳的变化与仅在指示《输出电疏或电压》凰续性割厦.经一年多的运行使用.

厂方匠幢幢能理定可..液位精量真实.达到西德罔费型产品水平，

原章，吃捷塔‘'Coff状嚣的研割成功.为开E事主产同英组合形式的被位或辑位 it用的悔

就密刽嚣奠定了良悖的基础.

在"Co栅状窜纣霞研制过理中.得到云南天然气化王「费县团副总工程师、中国辖动力

设计研究院蝇士修副且工程师以反回书厚、季里t!t等同志的帮助相指导 .tt*量同志负责计算

机处理.在此一并最示'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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