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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核电站寨汽发生嚣的氯质谱栓漏技术

USING HELIUM MASS-SPECTROMETER LEAK

DETECTOR TO DETECT THE LEAK OF

VAPORIZER IN QINSHAN

NUCLEAR POWf'R PLAN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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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核电站蒸汽发生器的氢质谱检漏技术

王寿设

〈西南物理研究院，四)11)

介绍了核电站蒸汽发生器管子-管板焊缝的氯质谱栓漏及总漏率测

试方法的研究及为提高检测灵敏度所采取的情施.获得了单管栓漏的

系统最小可检灵敏度为 10-BPa.L/s; 总漏率测试系统的灵敏度为 10-1

Pa.L/s的好结果.为核电站蒸汽发生器建造质量的鉴测提供了可靠的

技术保证，也为大容器压力设备的栓漏提供了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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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HELIUM MASS-SPECTROMETER LBAK

DETECTOR TO DETECT THE LEAK OF

VAPORIZER IN QINSHAN NUCLEAR POWER PL.'NT

(In Chif&~s~)

飞、r an~ Shoushe

(SOUTHWEST I~STITUTE OF PHYSICS , SICHUAN)

ABSTRACT

Usin r; the helium mass-spectrometer leak detector to d f" tect thoe leak or

sea lDs between the tube and race-nance and lDeasure tile total leakale rate

are iatroduced in this paper. Measures for hDpro..ial tlae deteeli.., seasit iYit1

are also discussed. The lDinhau lIl detectable leakale rate for sialle tabe

".Idial leam was 10-1 PaL/s and the .ini..a lD detectable leakale rate tor

tbe 111te.. was 10-7 PaL/I. Thele results aot onl,. pro.ide tbe reliable

.q..lit1 allurance in tbe buildinl vaporizer or Qinsbaa Nuclear Po.er Plant

b.t allO lin the I.rle prelsure yessel ..anaracturers a lood leak test .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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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世纪四十年代，人是历史上完成了~项重大的去理-.子之虫.M.此，在量'主意中

出现 r一顿烛崖沟明珠一一原手撞〈核能) .宦标志蕃人囊进入了~个蟹的时代.

棋电站的兴建对解决适用世界撞事问题宿幢大的理安意义.由f技术上比撞庵兽.在踵

"矗40多年的历史中，巳奇不少国军利用撞电站褒解决筐疆罔踵. j因日拿'西欧各国.羹

固、苏醺.细拿大.巴西等国，部在大力量展核电站.

本费自力更生为主.争Jfl舟、提为骗的方钟，费回在开发麟撞撞上巳担隶属撞电站放在重

要的地位.随曾秦山第)座30万'fli:核电站的重庵，囊国的核电工量将会曲.大力量蜒的精

酣段.

穰电站的推理很多，我国采用的是压力雄，因面薯汽发生嚣建成为量关键的诞备之-，

宦毫幢咆站一-2.回路的植纽.具有第噩.it射性的一次筒高量水1l防止对二武倒事篝曲l.alt

性污奈和保证幢电站的正常运行，必须对置三子根U型管与青藏之间的焊缉进行严楠崎气膏

幢幢嚣，这是一项技术难鹰大丽责任立盈的黄要工作.

1 吸枪法检涌的研究

泰山30万于瓦核电站襄ftj:生题总高 11田，直径为:J .B圃，重为ZI It.有近三千掘 +ZZX

1. 2的U噩啻与原为51618m的曹缸焊接，要求单啻焊缝的巅率应低于SX lo-sPa.L/s.总量率

5y.低于1.33X lo-'Pa·L/s. 丽革汽发生嚣的-改倒霉，电奇38m'，表面现为3108..1 • 正常工

作压力为155个大气压，工作温度为302 't':二2x侧的睿识为lOS圃'，表面It为5138.1 • 工作

压力为57个大气盐，工作温度为270'C.对这样大型睿嚣的检撮，国内尚无靡'岛的方捷鞠标

准，因此研究一种奇·效的幢南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根据熏汽发生嚣的复薪结构和严搞的要

求，我们对各种可行的桂商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并参照国外的经量，最后确定罪用'砸

抢挂'的1质谱栓·眉来满足该设矗的检漏要求.

·吸插话'检语是将被检容器克入高于1个大气压的绳'民聋.的混合气体，矗过画孔砸出

的氯气植砸抢融入经联接管遭遇入.厨谱幢榻仪来进行检测的方桂.

很显然， ·吸幢楼'的嗖测灵敏鹰同氨It谱栓萄仪本身的桂葡灵敏度.阪帷本身的惶

惶.联接管道的殿.放气特性. *HJ辅助泵，的种..被监容器壳，匠的纯度反应力等部布明显

的关霸.为了提高'破枪法'的咦阔灵敏度，我们对以上各得因章迪ij宴瞌研究，取得了?

系列的实验数据，最后确定 r不同工作状态下.根据不同要求的膏关'最ts1. 井且通过了'

级鉴定，在鉴定会-一段认为，我们的方法不仅可以满足上梅核工程研究提计院所提出曲始涌

要求，而且对真官结构复巍的高压窑榻的佳酒都布使用价值.

2 泰山核电站慕汽发生器的氯质谱栓漏

苏联切尔诺贝利被电站发生'最以后，人们对核电站的贵全运行掘出了旦码的wJ)t:， a.

'1穆准大气Ii为1013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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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吏是.-段.量撞电站.国面对安全同踵考虑尤为严桩，隔四对革汽量生霉的.厦'撞量

提出的指挥要求也比国"要高些.在国外，宿的只no管子-啻恒之间厚篝后的'疆佳量，摊为

尊曹幢量 z 葡萄的只作--'t量事·的回试.疆的为 r安全.考虑到又是第→次离翩，所以不

但要量行·单啻捡量·.面旦更重要的是必须进行·且漏斗臣'胡测试.披露上海撞工程研究

量计院提出的 -"ft量生暴氯气栓菌技术条件. STG-JT寸的青关霎求，囊们在画自画畏到的

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幢疆技术方案，并通过了'缓技末~定.量认去，寰的

制定的技术方察是吁行的，筐"揭JlSTG-JT-3琦提出的要求.下面介绍具体做法晨.碍的

庵.:

1.1 .蜀jta割草申蝇.霄..

尽管我们已经对·吸幢法·开晨T多方面的'宽，取得了大量的实噩噩框，为上面核工

瞿研究设计院割草·矗汽发生态量质遇险温技术条件·提供了依噩，但从实验室到工量应用

有融大的是黯.要真正在产品上吏撞，仍嚣要做不少工作，一方面实验室的条件是理想的，

人为制造的，而~际情况却是真实盹z 另→万面，实验时是在小的黄置 t进行的，面宴际的

事f(~生器却是巨大的设备. i;!JJt在纽定方案时.就必须事先进行存多先行试验.具体工作

如下z

(I) 真空豪得 主要的困难是如何大量幡酷水，丽在得离真空.因为革镜的一.二次

回路鄙巫氧量>tOoq/CIII! 曲水压试壁，试量后由于内部的结构复杂，水钮'在捧除干净，所

以撞除水气的工作成为获得~雯的真空的主要回囔.这就必须进行必要的试量，果用切实吁

行的办桂来挥除这-障碍.

(2) 真空盒的设计 由于单啻捡矗时，膏近8000个啻于-曹板的焊缰必须桂嚣，如是蕃

果用·吸幢捷'来进行，就是两个·台缸.. (旦'两台吸幢系统同时蜂拥〉三班倒不停的工

作，也需要近一个月的叶间.为 T提高捡巅速度初质量，来用真空盒11;+吸枪法是合理的.

首先用真空盒话来检测，一放就吁以检出25个焊踵，如果发现膏揭可量后用吸枪找到量的具

体位置.归自 F二营之间但布'剑...的间'巨，除啻于晨'锺之后，中间可供窜到用的平面仅

有I..左古，这给真空盒的设计带来困难，必须做先行的试验.此外，为了提高效率，进行

焊疆的单啻植福肘，应将每极管子封住，黯少抽空时间，设计合理的封去同样是必要的，既

要做到啻封可靠，又要做到最...方便.

(3) .f;!.揭率的测定 这项工作对我们来说更为困难，因为蒸汽发生嚣的→武倒体现为

3..'，费面飘喝13106田·，且是经过水压试踵后，这对单巅率的翻过都是很不利的.根据要

求，且精率应低于J .33XJO-'P..L/s.:虞们估算-下z 假定有一个漏矶的揭率正好是1. :J3X

， O-·P..L/s资宽费在-皮帽曲事撞上，用茸茸魔J切.5X 10-·P.. L/:辜的ZLS-23型篝厨诺防

嚣缸能否测出来T 但在经水压处理后的毒面监气量为每秒I X I O-·P..L/c:ml ，那么总面事1

3108ml 撞出的气体量约为3XJO'P..L(每秒)，这样，事镜中漏入的氯气量仅占f(气量的

- L?，这相当于用一个漏率为5.2XJO- u p..L/s的调孔直接联接到氧跚瑞拉巅仪土

被测试.可以者出，读揭率已小于.鹏遭枪鹉悦的最小可幢灵敏鹰，如果再考摩到辅助囊的

分摊影响，就很难测出低于1.33XIO-甲..L/s简单澜事.因此，必须对此进行必费的先行

幢幢. -方面是利用..布的'事画镜键置的大型体飘来进行模拟试蝇，黯证我们的理论分析

是哥正确 s 另-方面是考虑如何提高藕烧的最小可抽灵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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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撞量'曾..童"凰摩"

(I) 首先应明确，总量亭的霎求是量重要的.宫是产品矗后厦量的栓'是标准.画单蕾峰

'曲'标是为息量亭'务的.STC-JT斗中对单量事霎求篝于J .33Xω-tp..L/事，面对尊

'蝇"篝矗率要求仅为5X JO-'P..Lb. 这二者哥恒来是不合理的，因为膏量NOO个单霄'

缝，只要真申苟且0个焊疆的昌率为1.33x 10-·P.·LJ:事，英单量事就达1.33Xlo-tp..L/事，

t渴足不了总撞事的要求，但注单啻焊堤的"辛:面言，却是满足要求的.这主要的原因是

STC斗T-31~r翻定的技求条it-;二极Ji::i£菌I Iii.险iZ 实!A苟且f!~1t-1If[噩来磷在饵， JE用 10.但海

军! i~JJ}'i I _3~k~/C1.l 的;亘古气体进fit主函，蜒险示统江』ht小 llff主总敏哇 .J:l 1 .:UX 10• Pa.

L/章.τ:-;"':'M娘 r':tt主18'-1挝中只汗毛J-J♀ XIO叮Pa.LI章. jil'畏提再过叶，现捡j主桂树三走马C i1;
丁要挽.々{解决这. .(-后，在的 if ':2 ID.1} i};利用真主♀; J-.采桂再4. 使单 Tt IE捕的逆被喧i!i

lo-·Pa.L/s~· i: L:.. _，互作既解决 T 王-一乎后. .(;'Ia 加快桂捕的速度.

，~) JUII;i~i[lii';r 51!斤的，二.扯仨的测试己成 Jj .u J;. 的闲囔，如吁H二xa.: 削应的情画画，进

去阜成 1.3:> Xlo-·Pa.L/s((.J羊注 t·~ 再不出来，

E;二 1/析，造成测试在挠A. ;j在度F存的主~~I!J{间内-r丐个与血 z …;二在沓的去面-&!民 -'i 吐

大，这a副主于把揭入的氯气储ff.T; 另·方面是 ftlT被拉系统体职大，自i~ j:.l抱气凯组的t!!这

也霎大.混在选用的是JK-剧。品~n空画矿散翠机组. all笼，单撞用抽远仅有几L/s的氧If

a撞揭但作为扩散泵的荫援军是属远不够的，还必蟹膏'疆助票，这就量雇了分施，最佳系统桂

疆的灵敏度下降.

tt对这两个同踵，寰的方案。.~均每沾有三条z 第一是在曲曲空的过程中，不断壳Nt气

量行置a晨，将累镜中的水汽撞撞掉 z 第一旦在扩散襄与东辑之间"→个LN t冷阱，可以将事缝

，申的水fUlCO，等可疆气体几乎全部冷砸在挣阱上，耐又不事响氯气的矗遭，从面提高了恒的

辙度 z 第三是在精E囊与氟腊语撞撞缸之间加上一个LN1 冷却的分子篝囔酣阱，这样吁以蜡

少舰'‘寰的分麓，叉'量避-步提高嚣的蔬度，使赢篝的最小可撞灵.度大大提画.

.:2 .J 富商雹量...a.…

{I 、 单管挂面情昆 革篝抽空军8.8XI0·P.越后竟入.榷度为IS"的混合气.(氧与

.)至寝压为0.3skl/ca'(约3.5 x '0' P吟， 3露在盒襄篝的灵敏度为1.6)(16-·.....5XI0-·P..

LIs，它完全满足单啻栓捕时对每个'疆的揭率应配-F4X lo-'P..L/~辜的要求.经抢远?所有

的'于·曹慨之间的'疆的渴率均小子真空盒系统的最小可徨灵敏魔.只有发现-处曾板的雄

'犀膏捕，其葡华大于IO-JP..L/事，经补姆后，重断幢剖，证明涌到院符合要求.

:til证明，在们来用的真空盒+吸枪捷的植巅方雄是正确的，方案是合理的.同时证明了

赢何发生'雷子·啻桓之间姆疆的焊接质量是可靠的.

《苟 且漏率测试 当管子·曾饭'结经尊管幢巅合楠后，还需进行廉啻处理鞠tr 水压

试量，最后方进入且温事圃斌，翻出由二次割肉一次"理榻的总捕事.只要读揭率低于

二 .33x ，o-'p.·L/s，就证明镜产品合楠，可川出厂提供使用.

测试的方语是采用·氟冒出'，即把一次倒~.作为'氯罩'，对一次倒矗缉捕高真空，并

用-J(揭率为10- P.·L/..?).爱的标准褐孔对一次侧系统进行~统量小可撞x敏鹰的标定.然

后对二次佩克人两贾求的混合气体，利用巳调试好的枪调.镜就可以翻出二次侧向-tX 侧~

a的蝇，根据巳枝膺的赢统最小可怜员敏度，就可以计算出恩捕事来.

测试时，应充分利用-武侧打水店时的水温(70~左宿}快擅挪撞水，并用于蝇风气吹挠

• 5·



U岳堕告.撞少在画吸酣的水ft. 在篝缸真空时，妻掌握jf1tN a气置'怪的在不.经高真空辄组

抽空~LNz 冷阱切入LN，后. -武帽革镜的幢跟真空达I.'X 10-·P-. 用标准昌孔对革辑进

行量小可桂灵敏度的测试.西哥反应时间hl-缸，量小吁世灵敏度}J1.4XI0-'Pa.L/s. 坐

后对二~帽撞要求主人氧浓度为15.的翼合气体至O.35kC/C.气表1£).在跑过条件与用标

准疆孔悻定桂孟系统的最小可挂灵敏度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测量二;xt自由-~髓遣量的总量

事.商台襄R发生昌均在西军理理捕，这温鹏总量辛缸于坠巅系统的最小可桂灵敏度，主全

符合要求.

3 结果和分析

(I)通过对试量作的桂苗，重现原来啻于画出营饭一小段的焊接结辑是不合理的，有E

20.的埠撞出理福率在lo-'Pa.L/s量蟹的揭孔. lii~a为营于与世饭平的焊接结构，使氧气

保护更芫金，囚面ff.证了焊接的属量.

(z)尊营桂量最用了真空盘+幢幢的方法，使掌管桂远的灵敏度提高了两个多量嚣，同时

大大撞撞垣了佳量时间，使单管桂革的时间从原定的五个星期变为一个星期.

(:I)总量率的搞试，系统的最小可桂灵敏度达到lo-7p_.L/s. 比国外的指标高了两个多量

绩，为我们的产品质量的重定匍矗了条件.

(4) 画过这两台AI汽2:生嚣的桂蜀，证明囊们的方?号是正确的、可行的.不但虞孙了国

内的空白，面且趣过了国务的指挥，完成了iIfUi:生器重量巾萨'十大重要攻关项目之-的任

务.

董事任务是由王寿最.备作贵.黄金壳.董玉在.路建霸等同志共同完成的.上跑帽ra

厂的毒惕忻.陈平等同志也参加了蔷项工作.在完成最任务中，得到辑工业总公司租囊院提

导..院民品处.九室领导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立醺

[I) ....蜡压力.It..........冀窜'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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