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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辐射监测仪表系统

武醺哲郭树生

〈西安核仪器厂〉

摘要

该系统有 8 种监测仪和 2 种微计算机。系统的信息由两级微计

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存储、打印制表、CRT 彩色屏幕显示.此系统具有

放射性超限警告报警、超限事故报警及低值失效报警，即三级报警功

能。微机具有判别功能，可以抗误操作，故此系统属于智能化系统.系

统特点是运行稳定、可靠，量程范围极宽〈多探头自动切换) ，抗地震，

抗干扰，阻燃能达到 IEC-761-1 的标准。系统中大部分仪表(按技术要

求)和一级微计算机是属于核安全三级仪表。此外还重点研制了击t

133 监测仪，碗-131 监测仪，低放水监测仪，强辐射电离室监测仪。本

系统可以满足核电厂运行要求。



RADIATION MONITOR SYSTEM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C，抽re.se)

Wu Bingzhe Guo Shusheng

(XIAN NUCLEAR INSTRUMENT FACTORY)

ABSTRACf

白le system has 8 kinds of radiation monitors and 2 stage microcomputers designed

for processing the data from each monitor. storaging the information ,printout and dis

playon the colour CRT.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includes high-value alarm , warm

alarm and failure alarm , it is called 气hree-level alarms" , Two functions of alarms are

the threshold alarm and the tendency alarm ,SO thatthis system is a intelligency system.

This system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very wide range when LOeA accident takes place.

It is aseismic ,and immune to industrial interference. The system can meet IEC-761-1

standard and is of nuclear safety 3th class. Also the fo:lowing monitors were de

signed: 13~Xe monitor , 131 I monitor , low-level liquid monitor and high radiation y area

monitor. The system 臼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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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士
臼

核电厂辐财监测仪表系统的任务是监测核电厂各遭放射性屏酶运行是否正常，一旦出

理眩耀帽，要能及时报菁、及时处理，防止放射性物质扩散.为了保证笛电厂的安全运行.对

真辐射监测仪表的要求很严格，如要有极重的量噩，要监测缸-133 鼓射性惰性气体，具有多

级报警功能.X!数据进行存储.系统具有智能比功能等.西安核仪器厂研制了核电厂用的辐

射监测仅褒系统.官包括 8 种监测仪，两级髓计算机和软件系统.

1 系统中使用的几种监测仪和两种微计算机

为了组成监割仪表系统共计研制了下列 8 种监测仪 z

(I)低放惰性气体。监测悦，代号 GIJI

(2)低放惰性气体 y 监测仪，代号 GL，

(3)中放惰性气体 y 监测f叉，代号 GM ，

(-1)区蝇 y 电离室监测仪.代号 Ar(电h

(5)低放水连续监测仪.代号 WI

(6)躏-131 监测仪，代号 I ，

(7)横燃料元件包壳息破损监测仪，代号 F ，

(8)区城 y 计费生管监测仪.代号 Ar(it) •

研制了下列两种徽计算饥，以便将以上仪毒组成计算机系统.

(I )728 一级融计算机.包括接口.成套软件如通讯撞口、通讯软件，简称一级机s

(2)728二级管理机.包括接口、专用通讯软件和系统软件.简称二级饥.

最挠的硬件相软件都考虑了标准化.模块饨，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成新的系统

1.1 幢熠料元件包壳单破损监测倪

核燃料元件包壳一旦破损，将有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一回路水中，使-回路水中的y 放

射性活度升高.围1 为我们研制的燃料元件包壳总破损监测仪恒固.

用
〕

回 1 穰燎料元件包凳恩破损监测仪槽囤

1-一水节，2-IIHI':II，3-俯Iif.画面，4-N;ll:， S-/I{大:IJ，6一-Q饰挪，7-!\'t.ia分析郁，←一帽

fl.

此监测f且由 Nal 晶体和光电倍增管组成的报头.将一回路水中的高能y 财线转换成电

脉冲倩号.经放大电路，穗峰器电路.单jt分析嚣咆盹处理后遇到一级机.这种监测仪环槐条

件~劣.环境掘度寓，温度变ft大，周围放射性本眼高，为此要果用如下技术措施克服上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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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呆用铅屏醺.准直孔来降低本鹿.

(2】采用坏-239.作为踵峰攘，提高f~袤的稳定性，畸少温嚣相电子电路漂移引起的提

量.

监测仪主要技术指标=

(I)测量范围为 2. 7X 10-5-2. 7X lO- l cpm!(Bq. L- l ). 由于测量上限比校高，所以在

计撞事离的情况下，仪器仍幢正常工作.

口】y 射缉能量为 1.5-2. 5MeV.

。)500 小时怅跑试验.指示值最大偏量。 .34 0/0.

(-1)高温试验 z露头温度 45'C .测量襄置温度 40'C ，指示值最大偏盖 0.5%.

(5】低温试噩=仪'在 0'C条件下，指示值最大偏盖为 O. 4Yo.
(6】抗地震要求 z在 7 级地震时，仪器仍能正常工作.

1.2 僵雄本章撞监到但

当囊汽发生器管道.裂时，-回路水将由酷ill二回路水中，使霎汽含有披财性，这佯就

污蜂了汽轮机视发电视.本监测仅用以监测量否发生砸帽.离框团"固2 所示.

',

因 2 低At水连结萃'因f也程回

E一一边点 II ， 2-一点巅，:.一-:IIJlt n 川一一梳头，S一-民 k黯;6-·'f\ ili分析嚣，7一一自由肌.

由蒸发器来的二回路水引进测量水罐，探头囱 Nal 晶体和光电惜t雷管组成.官将水中的

Y 射线性转换成电脉冲情号，经过放大电路和单遭电酶，然后遇到融机进行处理.本监il'J仪

的待点是灵敏度高，一旦发生泄漏应能准确地报警.因此探头采用了大面朝( t/J 75)Nal 晶体

相大面相{骨 75)光电倍增管，以提高捺测灵敏皮.

主要技术指标 g

(I)测量范围为1. 85-7. 4X JO'Bq!L.
(2)500 小时桂穗试验 z指示值最大偏差为 I. -1 6%.
(3)高温试瞌E指示值最大偏差小于0.99%.

(1)低温试验g指示值最大偏差小于6.10% •
(5)y 射线能量大于 O. IMeV.

现在已有同英型仪表在真官反应堆运行多年的经验.当出现幢捕事被时.仪器能准确、

及时地棍..由此可以推断.这种仪辑可以满足微电「运行监澜的事求.



1. :I I!:罐 y 电离童监测但

当反应堆出现失水事战和曹遭破费时.有大量素汽外揭.使安全亮内的放财性相空气压

力富~~IJ地上升.这时区城 y 电离室监测{{和温度、压力监测仪部应结出报警信号.指示运

行人员进行啧滑.降低安全壳内的压力.保护安全壳.防止泄漏事故.区民 y 电离室监两仪恒

困细团 3 所示.

'.1/.

l. z.

因 3 区蜻 v 电离主监测 {.l短固

l 一一也离京，:!--运撞， 3一-'-1/ 资拽，~一一罐fl..

当 y 射缉射 ill 咆离室内时将引起电离，电离电荷被收集到电极上.形成\0-"- !O-~'\

弱电班.葫咆班在高阻 R，处形成信号电压.此信号电 E经过运放 • \'/f;变换后，将陈冲信号

退到微机处理，同时微m通过继电器 ZuZJ 切换高阻 RuRJ 来改变量程.这种改变量理方法

的优点是:0 )量程宽.本监测仪可以跨 6 个敬量级川2】每段量程都是线性i响 lit.所以精攫

高.比对撞放大嚣误盖小，

此法与法国梅兰日兰公司 M-1 分公司的中子监测 t(.方寝相同.所以本监测仪技术.可

为我国自己研制新型电子计算机的中子监测仪提供技术储备.

监制仪的技术特点 t

CD电离室是属于弱电班调量.要求极高的绝缘电阻.高达 10"~U.

(2)擅咆嚣闭舍时.触点的压电效应会对信号产生干扰.需治当处理才能使系统惶定运

行.

监测仪的主要技术指标 z

(I)监制拖囤:1 0→-IOJGy/h.

3X 10-'-1. OGY/h.

(2)能量响应: 80keV.... 3MeV.内指示值变化小于 25;--; ，

(3)耐幅照试验:衬布晴樱;监 i咧No经 IO-IOy 辅照后.仪器施正常工作，

(-I)量理自动切槐正常.

。



1.4 11-133监拥但

反应堆在正常运行时.会产生31-133眩It性惰性气体.需要刊真浓度进行监测.当发生

臣力在嚣泄画事故时.将大量得出缸-133 放射性气体，而且放的性橡皮it高.所U理~;~监i咽

{是盲ft高的灵敏度相段宽的量理.缸-133 监测i:i.包括三仲仪器=低放惰性气体f' 监耐N..低

就惰性气体y 监测{~相中放惰性气体y 监测仪. t正戴惰性气体β 监测!还恒固甸园 1 所示.

2

日 8∞0<::二日

回 4 氨-133 fit撞惰性气体，监割ft

←一逝'i.l:h%一-:f:'{u ， 3-一N :l，~一-A大嚣，S一-JP远份JiZJ.6- !lt凯， 7一一气II.

当惰性气体缸·133 由进气口进入气罐之后. Eb堕制问烁体与光电借用管组成的惊头两

量 H 放射性.真It冲信号经放大嚣和单遭分析嚣送到融机进行处理.由于录用研型先进的塑

料问烁体，所以监测仪的灵敏度已达到国际同英仪器的指标.由于缸 133 气体还在i y 披肘

性.所以也研制Ta-133 低班惰性气体 y监测仪和中政惰性气体 y 监;附近.

缸-133 低it惰性气体 β 监割f泛的主要技术指标z

(I)最低可探测浓度为 10.IBQ/L.

(2】指示值准确度为 2.9%.

(3)取佯气体睿器.正IE 3kl/CmJ 鞠 -700mmHs 试验时不漏气.

1.5 .-131 监拥但

?贺电广运行时会产生'舆-131 放射性气体.在正常情提下.排放到大气中是很少~~J .当发

生植捕事故时.会有大量麟-131 气体排放到周罔环槐中.醺-131 监i"f~惬困饵l因 5 所示.

10-

1日

~;. -'.1 :1 1 监:唰佬tr!图

1-一的rI:~i:l越ft ， Z-一卡啊lid.'字，~_.. l. tIt'''.'机←-I扭头，日-6tA lI，6-U'n"7一一吁t

ilL'"忻瓢，II一-帽tJllll-一-沼气11 ， 10-:1:飞II.

~-131 气体经过活性费过扭'盘时被活性艇III附.由 Nal 晶体和光电情蜻啻组成的陈头



，-r捂住丧上的~-131 的 y 眩'f性进行珊量.产生的'在冲信号经过戴大电路fG~遭分析嚣电

白送到激型计算凯进行处理.题峰器是用来调整披大嚣的政大健量相高臣的事辖.使礁-131

的先电峰昆主地落在待珊的道宽内.这样可以准确地拥量'--131 的浓度值.

{是嚣完成的主要技术指挥=

(I】仪器灵敏匮舒于 1. 3cpm/8ol.

<Z)仪器本庭小于 6Scpm.

(3)监测幢量 :365kcV.

<，1)500 小时最酶 z指示值变化小子 I. 9·t ~，; •

(5)仪器在高罩、低温.源遭试验中.指示值变 It小于 2.3% •

(6)抗地震 :7 组地震条件下指示值变化小于 6.1%.

1.1 .霉头自动切撞的Jl组但寝<II噩噩疆宽〉

在核电厂正常运行时，气辜捧出混的植蜻性活度较低.f童电厂发生事融.1l1气革推出在

中的披前性活度量剧上升.羹国三里岛事故之后.要求监耐仪能跨10-12个敬量级.在If

电厂的锢囱悻血口、汽轮饥冷截击tt气口商处均应设置宽量瞿仪表t可以跨 10 个重量级).

这就是多Ii头自动切拽的成组仪表.它可以监精细由的放肘性物质总排放量和主蔓汽发生

嚣的运行情况，监i明 til.恒固旬l固 6 所示.

Grot

-蝇.r一「畏..:1:

叶'''I.

朋 6 监测f盖自动切镜示"因

臼--低."，""'(.协同 民刑凡，

GL-ttlt俯傲气体 v 底细 fZ B

G~-II'崎儒"'L体~ :t:~呵 t~.

对成组仪袤的功能要求.

(I).iE常情况 .~j OB 为主进行监if!.

(2)事故情况 .ori 达到最高限值左右时. it·算帆自动记录 OL 值.此值为 CL，同时转向

OL 进行监嗣.

(3)幢射性浓度着锺续上升.此R;t or! 已经过魏.当攸肘性浓度值大于 5 借口，值时.应

自动切断 oa 高臣，停止 Gβ 工作.防止损坏仪黯.

(4)当放tt性浓厦上升ilJOL 的最高限值左右时.计算饥自动记最 OM 值.此值即为 CM

7



值.丽后转向 GM 进行监测.

(S)放射性浓厦锺摆上升 .GL 已经过疆，植当撞~性攘厦值大于 5 倍 eM 曲时.自动切

断 GL离臣.停止 GL 工作-

(6)当航lH性橡皮值下降时.下降到 3 倍eM值.应瞌自动恢置 GL 高压.使 GL :I: ft:.击

政耐性橡皮值撞撞下阵到 3 借口，擅时.应瞌自动恢复 GO 高压.GO 工 fl= .革捷恢.u到正常工

作拔毫.

1.7 -疆.计算..

本革提晕用Z-IOa件作为C阿，内事售量田R偏1116民.RA.'4 -IK.共计划K.n设育事

仲功幢篝口.~摩到标准化的要求.一氧幌景JRNIM.件.

所育监测恒的值号，造入融机中进行计算相处理后，可得到相应的瞌耐性活度值.丽后

进行比植报警相幢幢饲断等工作.

1..二蟹..

'二组髓计算饥〈简称二氧饥}量自I剧-XT.计算舰相专用撞口组凰.负青幢幢菁筒、

n印嗣费、CRT 在色属摹显示.

二氧凯完成的功幢z

.何印或显示历史值

M一一盯印〈噩噩示)I分钟值

N一一盯印{噩噩示)10 分钟值

"一一盯印【噩噩示)I 小时值

。一一打印【噩噩示)J天值

·损害记景的显示重盯印

主襄挽叶'但一组凯分fit" 个组，仲组显示或盯印

(I)显示t或打印〉分.报警记录倩i.5l. 5

(2)显示t或打印}小时.棍'记豪情况 s

(3)显示〈疆盯印}目.掘'记最倩况.

·备一缉吼工作'敬.分为区蝇 v 监测倪各台一损帆工作.敏和非区城 y 监湖 f童工作

声It两种.

·多点监甜的打印

.~排H;量的显示和n印

..幢状萃的显示或打印

2 系统组成和功能

2.1 .蝇组成说明

I现共青 8 仲监测仪.Ij、it 91 台支.-绳'世型计算帆 18 台.二银甜型i ~ J7-帆 2 台

2.2mtn悟'个.院炮舰恒 12 个.由以上设备翻成全部赢挽.各仲监i" 悦的分费见U附的it

明.篱 IA-21 为一镀饥缅号.

8



2.2 事撞要衷的主要功'量

(I) 1f各?在咱哥王道行政ttftt番霞值监测.由监越f是将戴帽性强厦转虞电信号.L:U‘冲

的方式选入一提凯.每台一级饥倍1 个 t去'于3监晴f~t去it缸Wl.

在计"凯中佳计算公式计算出适度值.并进行显示，

但}三撞撞.:撞计算出的宴测活度值避行高幢幢...告擅...值失幢报..

(3)咆幢=每台监南阻篝盲电幢脉冲输入越.可用电幢但(Ill.在生量3造人'拿啡输入躏.

画后司董脉冲撞.一边凯~.童:t:岳仲棍'馆号.从丽可U随时幢幢革捷报'功能是否正

常.

(.I)露脸=除计缸啻.高噩噩咆离重U外的真宦革穗饵'育霞幢擎置.由计算凯控割将噩

险费置内的.迭入监-刻f~ .为此可U位查监剥!这运行是否正常.

(5)际定=监测!是均白汁育固定的几何佳If.可tl退入标定..草帽跑'示定区~fi.

(6)多在头自动切'‘=旦前面的介绍-

(1)失放掘'分~:在以下情况出现时.部要宵夜坟掘'输出

U监理优断电

的监i明忧计段小于本院随

时醺-131 穰?事不到佳

d)一级凯撒咆

c)一级凯自桂不能正常矗it

(8)多J接功能z惰性气体B :.i剥f曼可L:UU一台臣'两I是从不同的来悖J菇取侨t.;!愕黄可以

进行多点监洞.多烹可监渭10-12 !在.但在多.~J.i:;明中给主.~贯彻霉主是两费.主，告号可U人

为世宦.也可U随量培a.当调主.?!Bot .tt功能何啻翅通道相同.非主点时仅记录点号.所测

rc嚣不童声细存幢与平均值计算.只饵菁所i嘀虫号.并显示秘tr印.

当采梯为0 个重 2 个且多于2 个点时，赞l出现安饺标志.

(9)搞出 z系镜用锵孝亵达式表示ft黯.表达式旬下z

A)( 10·

典中 A 一一革航.范田由 1.00 至 9.99 ，

B-一擂ft.范围曲 -s 至+ 1.1.

蕃幢幢大于 10·"时.恒ijl输出值为9. 99X 10" ，苦ft据'J、于 10-J时.则按 10-
0
惺定倪

输出.

输出时来用两个OfA.转倏嚣A 和 B.辑中入~:归罪'立.B 输出指缸.".B两个 OfA.斡

揍嚣输出的电压值楼下式计算z

t'-iA -?

1'. -节~ \!

(10)贮 (f.功能 z 各监i喇 fi( (计It'"另有慢定}贮 ((I 外钟温度值 :\0 ~.IO 分钟 f·均倪 21

t.1 小时平均倪 21 个. --.天于均的 :u 个.

9



2. :J 矗篝功撞'母布要拿

a)A离多 J在南量均自在曲 fi寝旦在 I.

时具有It破，!;!.量酒量的('{1t .1.囊 2.

e)K育成组:~衰待性的仅丧.1.量 3.

U上各项幢幢处理'计算功能均已经由教件功瞌幸在理

2.4 .安全三锺要事

巫缸中的L:l"F仪漠和汁'舰为筷安全三级要求=

的惰性气体B J:嚣仅

tI)fUt惰性气体y监嚣但

d中8:惰性气体y 监遭仅

d)醺-131 监菌但

c)幢幢饵元件包壳单霞.监圃忧

n区属 y(电离重》草翻但

I)一缀'曾盟计算凯

4毫安全三级仪器必须符合U下要求z

的元件富接嘎定条件进行者ft..遣.或是章用有厦量保证的军二氧.或者t 尊严品

ω但嚣度使用E但导缉

。挠地震要求;f速器在地震台上.在相当于"性地霞的条件下.仪器不量生理掘W·地

震'5«8瞌立即自动恢复正窜工ft:.

Z. 1-2. ，I 各项工作均已全部竟rI.

3 关键技术

景'技术包恬 z属电霞测量相量理切'展，揽子It.系提敏件.$帆革ft相监两 1过跑定性

Jlfl协唰说明匍下 z

J.l .电撞到量制量疆切'

幢术的关幢点z因为区蝇y 电离重监嗣是属于属电旅馆号监甜.需号咆班fL与 10-'‘~

I ':.-'A.所M 当量理切'良时，蝇电器敏J在闭舍的压电电商就可以子扰电离室的正常监刑信

号.导噩噩翻~提不能酷定工作."决办法噩噩用计算饥软件处理帽锺.

利用'贯作霄能割断.绕过饵'曼时压电电膏的干扰.在际防毒髓.It停.这部分批件所需

常 tot!费 I.

!。



寝 l 区域 y电鹰*软件.8寝

。、 .'u 1,\ f~ 低!.\ f~

低~Ul! OA 5.90X 10'币、(911:\:\洛阳) 14.4R.OS.6E(计算机的} S. 1l8X !O' 14. 47.(.'6. Ell

醉.、" 报 OE 6. 96X 10-讪Gy/b OA.56.FF.EC 6.96XI0'1l0y!b OA.56.FF.EC

~ 告 12 5.22XIO-·"Oy/1I OA.41.:\F.F8 5. 22X 10'μOy/b OA.~I.:\F.FII

失 放 16 2. 9>< 10~'μGy/b 09 , 48.7F.F6 1.63XI0' 05 , 41.3:\.2E

，:':jf~，系敬 22 4. 83X 1O""Oy/1I 09.78. 8F .EO o Oo.OO.OO.OCt

"内下限 26 4. 5X 10'cpm(75也:JB} IA.55.d4.!U 4.81 页 10'也;pm IA.5fl.RE.3C

'I'的系敏 31 4. R3X 10· 03.4d.49.9C ).63XI0-' FE.53.H.RlI

'I' 内 F限 35 4. SX 10飞:pm(7队:J1') 13.6d.dc.FC 4.111 X 10'crm 13. iii .6E.6~

'1'的 t阻 39 5. 9X 10'cpm份的3、相} IA.70.冉冉.7~ 5. RRX 10'.阴n IA .7 0.26.Cll

低同系f.£ 3d 4. 83X 10-' FC.62.E8.04 1.6:\XIO" F7.6A.d2.dR

1rij再系置~ SQ04 OE.4E.20 ,OO. 10' 向内

伤jfi 系舷 SQO~ 07.64.10. ∞ 10' 叶'罚

3. Z 抗干扰

对工业应用现场主要干扰有电网电翻浸入的干扰和他也慌的共模干扰.冥中抗共愤干

扰时，二正统采用的措施细下 z

沪、

--220V

由扭曲Hfl500\'

F优侨号

因 7 电鸡室抗干扰连接框图

m
-220V

3. Z. I 理空

即信号零线对帆壳进行绝缘处理.与1去固 MOP 公司刊比如下 z

II



法国 MGP 西安核仪器厂

浮重绝缘电阻 l~Q 2Xl~-7XI~Q

此浮空指标略优于法国的.

3.2.2 脉冲隔离变压嚣

来取此项技术之后，从理论上推算，当峰峰值500V 干扰的情况下，在电离室探头中产

生的干扰值可以控制在μV 级的水平，因此不会再干扰电离重的正常工作.

实际测试，在强干扰的情况下对电离室的干扰贡献，括台在1'//变换器的输入端远小子

troV.已达到 μV 辑，丝毫不干扰电离室的正常测试值，敢果良好.

因为电离室是最弱的系统，一旦电离室具有抗干扰能力，呆用此抗干扰技术后，其它6

种监测仪将不会再出现问题，实际在鉴定会的测试中证明，监测仪和计算机系统抗干扰试验

都全部合格.

以上抗干扰设计符合美国RDTCI-IT标准

3.3 系统软件

由于来用微机系统之后，监测仪电子电路大为简化.省去故障比较多的定标器电路相率

袭电路、报警比较电路，为此提高了监测仪和系统的可靠性.但整个系统是否可靠的另一个

关键问题是要求软件系统运行可靠.

为了提高软件的可靠性，防止死髓，采取技术措施如下

3.3.1 果用结构it编辑撞术

这是最新的编程要求，共计有三种编理模式.

入口

时
，
，
，
隔
一

出口 出口

J、口

降一-

I""逗徨 l

(是否结束}

出口

要求币一入rJ.t(! -IU rl , 1'，1:舷跳f~条件且Hi21m. l1i 绣/ll' ill入栅 li;成 il!:l:循环.

!f·n不同的 r:例 :k.!."

因 8 铺程模式

要求所有软件设计人员，据统一格式编程.而后进行程序之间的联调.

12



3.3.2 层次结构如下回

3.3.3 踵果

经过长期运行.未发生死锁融障.放果良好.

I~i U

IliU术协议-IH'"求指标

.，佣忌h!'W~ !J.t

实际运行lIoH··!

英国 GEe 公iJJi f 算机系统运1i~锁

份 l.l~之间.外层 nI调1日内层的子应序，内

日本可词用外层的-f段If!. 同层之 '1'一贱

不相l豆套用.调刷子在J1之后立即退出愣

披资源，不做避在.入处理，防止死愤.

图 9 层次结构

指标

~统.i4i. Eo 500 小时

336K

570 小lit fi 人J: fNIL

400 JJ、 lit

西安核仪嚣厂系统考核指标高于英国 GEe 公司

3.4 徽机'机票镜

辐射仪表监测系统一级机是使用抗地震的核安全三级专用计算机.而且又要组成专用

的多机累挠，所以采用的通讯系统就成了组成章挠的技术基础.

3.4.1 通讯员统撞以下系统组成

接以前的要求流程完成接口和软件系统设计.形成完整的通讯系统，以此为组成多机系

统提供了技术基咄。

由 J8 台一细微型计算机和二级例组成多微机的计算机网络，完成了辐射监i"~ .多级报

警.It据存储、打印制在、团象显示等功能-

3.5 监测仪的穗定性

要使监测仪的稳定性良好，关键是提高高压电糟的稳走哇.这样可使光电借用臂的放大

13



倍数稳定.也就使仪表系统鲁、定.我们对高压电潭进行了改进.使高压电潭稳定性指标由万

分之几提高到 10 万分之几.故 500 小时长期运行考核中，系统稳定性效果良吁.

4 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

4.1 国内情况

国内以前仅使用一般的核监测仪器，仅能做事故报警一项功能.本系统是属于智能It监

测倪表系统，不仅可以做事故报誓，同时还可以智能判断，故，并预报警，判断植势报警.判

断仪器本身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由于以上功能，本系统属于国内首创的智能化仪器系

统.

4.2 与国外罔鬓撞术比较

寝' 监测仅部分

法国普.旺斯公司主要技术指标 西安锁仪锦厂位水航标

区tit y II.!.离室~精仪
高血程可银测范围 10-'Gy/b-1肘'Gy/b 10-咆Y/h-IO-'Gy!b

低rrlf.1.可探精范'" 10-'Oy/h-100(;y!b 3>< 10-'Oy.. 且 -IO·Gy/h

证政i啦!盯删仪
'吁t宿制范 I IiI 3.7 X IO'IIq!m'-3. 7X 10'Rq!m' I. 8SX 10'Rq/m'- I. IIS>< 1 0'问!m'

能Ii!响 1句 再OkcV-3McV >IOOkcV

跑射性气体缸"仅
iII饵"范 I IiI 3.7 X JO'IIq/m'-5. 55>< 10101Iq!m' 1. 11 X 10'Rq/m'- I. IIS>< 10'问/m'

tJt lit响应 SkcV-3McV 80kcV-3McV

梳艘$4元件也Tt总俄
灵敏I!l IXIO'-IXIO'

3征收集到法国资串串 e阳回/(Ci· L--I)
细监测{且

监翻一回路水中 I. 5-2. SMcV

.-131 监测仪
航测'能!it 365kcV 览楠"能最为 365kcV

』取精放事 >2% 本底 6崎m 饵"效率 >2 )-6 ;在1点 6切m

II计算机
CPU 6800 CPU Z·80

·二级llHU棚' ·二级组限报警

·失效棍' ·二银ll~搬，

'幌 II: ·尖妓棍，

·带一个探头 ·模11\

.4It 4 个跟头

法国普鲁旺斯公司是法国核电广辐射监测系统主要生产广商，其产品已装备了法国 20

多个核电站.由上表可知，西安核仪器广仪牺技术指标与法国相当，其技术指标完全满足核

电广的监测需要，而且微机计算机的功能略高于法国.

注 z法国膏'旺斯公司也确:米兰目兰普鲁旺斯公司.简钩 :MGP.

1<1



4.3 撞机功能对比

寝'徽机功能对比

tt 凶

(J)CPU型号 680。

m盒式结构.并带有12 个输入操作命令.a

(3)耶放烟限顶撞..事故II限棍'、失放报"

西安街仪嚣「

CPU型号Z-IO

(2)盒式结构'有20 个输入撮作命令.a

(3)事故..预报..事..阪棍If.事融怠铮si椒

....a.报If.失级报，

(4)在地A:i:条件下，运衍可值不正常·可能会发生~I (4)在地震条件下·运行→定正常.不公~11:.i只棍'
恨If.地Ali后恢复正常

由上表对比，可以看出西安核仪器厂的微机功能和性能高于法国.

大亚湾核电厂采用的核辐射监测仪表系统是法国的系统，其功能低于我国指标.

5 尚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辐射监测仪表系统尚需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现建议如下z

(I)事故后耐高温，耐辐射区域 y 高量程电离室监刑仪 E

(2)事故后惰性气体监i时仪(法国是来用耐高温、高臣的高温量程的电离室方案，这种方

案运行可靠h

(3)瞰尘监测仪 s

(4)氨- J6 监测仪，用于监测主熏汽管道的蒸汽中氨-J6 的活度值，可以判断主熏汽发生

器中一、二回路水之间是否出现世漏事烛，德国、法国均采用氨-J6 监测方案.

6 结论

(])本系统的组成共计 8 种监测仪共 901 台、支，两种微计算机 20 台.

(2)现完成研制的监测仪如楼燃料元件包壳总破损监测仪，低放水监测悦.破-131 监测

仪，低放惰性气体。监测仪等，可以监测燃料元件破损，主熏发器一、二回路水之间世捕，压

力窑器世栅等情况.以上仪表均为孩安全主缀，可以满足被电厂运行的需要.

(3)革统由一级机，二级帆两级管，里，一级机负责放射性活度值计算，三级报警，执行电

惶、摞惶.标定.冲慌等功能.并向中央计算机传送参数.一级机运行穰定，可靠，速度快，进行

实时处理.二级机负责散据存储、报警记录、各种状态的记录、打印制茬，以及影色 CRT 屏幕

显示，融机具有判断功能，具有抗误操作能力，是属于智能系统.

(4)系统具有浮空、屏蔽、隔离、脉冲变E辑隔离、抗地震、阻燃等特点，故系统具有良好

的抗干扰能力.

(5)最统方案合理，系统设计主要立足于国内1占况，大量采用国产电子元甜件(倪个别几

项大饵模集成电路进口λ另外大力简 ftn~ j"~仪电路，采用微机软件和接口电路.代替故障比

税多的监测仪咆赂，如定标嚣，事者咆路和1报警比校咆路等，因而使得全~绕运行稳定可靠，

由全系统 168 小时侯稳试验推算，各种监恻仪和1微计算机单台的无故障间隔时间可达到一

万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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