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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硅玻璃可燃毒物的辐照试验

冯明金廖祖民杨明金

'最龙黄德杨曾旺春赵锡候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ID

摘要

描述了棚硅玻璃可燃毒物的辐照考验及辐照后性能检验，其中

包括辐照后试样的外观、腐蚀检查、尺寸及密度测量、氨气释放量和

lOB燃耗测定，对玻璃腐蚀和辐照密实现象进行了讨论。通过两种规格

的样品进行不同中子注量的辐照考验，证明国产 GG-17 棚硅玻喀取

代lOB 不锈钢用作秦山核电站可燃毒物是安全、经济、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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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TION I ESf OF 阪)ROSILICATE
GLASS BURNABLE P(班泊N

(In 侃剧精)

Feng Mingquan uao Zumin Yang Mingjin

Lu Clang!∞8 日回ng Deyang

Zeng Wangcht.en Zhao Xihou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 CHENGDU. SICHUAN)

A应iTRACf

The irradiation t凶t and post- irradiati∞ examinations for borosilil~atc gla恼 burn

able poison are inrrodllccd. Examinations indude visual examination. mea、uremen! 01

dimensions and density , and determination of He ga... rclea<,ing and 1GB burnllpo The lOUr

rusion and phenomenon of irradiation densificmion are also disnl如xl. T、、" [Y~比 gla""

samplt:."\ have bl.--en irradiated with differenr levels of nClItr∞ flux. It pro、 cd that tlw

GG-17 胁rosilieate glass ('an be l1')oo as burnable poison to replace the IOn "tainlcs.s steel

in the Qin 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it is 咀fe ，四onomical and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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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程水属动力罐中.为了这到高功率、妖..的目的.矗窜捆入具有很大"寄生'中子停

在植面的树刺，即可憾事..可罐'幅在罐内的主要作用 :0】孙僵过剩反应性.噩筐.饵'

环周帽.α} 改进酷性区径自功率分布，墨画II属的平均艘ft. 早期的可幢霉'多用'咽不帽

帽，由于·不钢铜有瞿严重的幅照损伤及官自身的·寄生'幢幢京大..属是宫的 Hi 含量植

高.Ni 囔收中子后变..吨3白，不仅蜡掏了放射性.也提僵了幢大的反应性.因此.田"后来'

用醺饨'、氧化缸，副硅踵璃作为可罐霉..寞中的·硅疆璃，由于凰本'在、中于经济性高..

.咽醉摩事镜、阿L鼓应小，因此，羹国西E公司.菌'电站歌星等设计的核电站压水撞'矗使

用宦E". 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襄山核电站，如果采用'硅疆璃取代咱不幡钢，则反应堆筹期

末毒物管束缚的反应性将蜡少一半，第一循环艘抖的使用寿期增加24d.相当于平均艘辑露

度加深了 5.68%，第一循环饲料组件的nsu 浓度从 1.204 yo下降到 1.15] %.zuU 利用率提

高 4.5%.鲸合前三个循环，电站将净精加在咆时间14d.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回

硅踵璃有很高的-Ie 挥放、强度低、对水冷却剂的抗腐蚀性差.为此.研究跚硅磺璃的辐熙佳

能，无;e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校电设计还是对以后核动为堆改进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有极重要的意义.

1 试样及辐照考验

1. I 试验样品

实验用的悸品由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提供.试得分别为带包壳的和幌体的.跚硅踵

璃样晶由上海踱璃仪器-厂制作，带包壳型样品由宜宾锁燃料元件厂亮..密封.预宽 He 压

力为 O. ]MPa内外啻及瑞事材抖用冷变形 10%的 OCrl8Ni盯h铀向及任向留有适当间隙.覆

确试佯成分13辑棉如表] •

1. 2 幅照善置及费件

根据跚硅噩璃的幅照要求及 HFETR 堆的具体情况，设计了铝佯晶模结构的辐跚肇置.

为了满足实验温度要求，来用整体冷却的全密封幅照肇置，中心回营及外臂、上下蠕量用不

幌钢材料，内外营中间为铝棋，模内有装样晶的圃孔，孔与样品之间自有最佳间隙.雄外玲卸

系统在雄功率变化时分别用阳或 co. 气体的比事来调节温度.温度监测来用与跚硅玻瑞佯

晶具有相同盎然量的模拟体，在模拟体内中心捕入蜘电偶.在每一层装置及其阴阳面均辈有

热电偶，以便随时监测样品温度并同时进行温度调节.根据实噩要求.辐跚襄置分别肇入

辘 J ..试辘n.~与德格

'‘
分<") 晨It(mm)

.，晶突， 局o. 翻OJ AlA 民ρ 胁，。 l(度 外役 内极

.Ill榨 12.114 80.99 2.23 0.325 3.84 50 lUI 6

也壳鼠" 12.19 10.99 2.23 。.325 3.84 28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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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GIG、PI2 三个 φ63.... Jl遭肉。12 为'包亮樨晶>.在开罐菌宴割了孔遭集中子通量的

绝对值及相对分布L并在襄置肉'配有集中于'画片.但由于医应雄豪达到要束的功事.田面

宴'辱"的集中子通量...试樨曲"矗件"囊 2!暗示.

.1.‘...的_.事

"... .注a.时圃， .应量.aI圃， ...'C .注

区曹 .. 57X II庐 I. OftXI'" 330-350 I*'

GIO 1. Z2XI" 3. 28XI'" 33O-3fO %t"

PI2 1. \l XI" 3.髓XII圄 :u0-315 2"

2 辐照后性能检验和结果

2.1 谴篝外观幢董~X娟蝠..

襄置在热重内"体后，在槽盟镰下撞查外现并随后避行X 射缉蜡像.发现装入K7，GIO

曲'悻晶遭到严重腐蚀.寞中GIO榨晶全部变成灰白色粉状或碎块.K7 下部铝模的样品变

成灰白色碎管，而上部横肉样品仍保留三个完蔓样品相少量半节就.样晶呈辈色.具有最璃

的先菁、量明等待性.费们认为董璃遭到庸蚀并非辐赔本身所嚣，英原因是辐跚跚间装置内

He 循环时.因He纯度不高带避辙量水分在高温下对重璃腐蚀的结果.当水和破璃在面的阳

离子尤其是醺金属离子V就会植水中的V离子所置接.使这费金属氧化物水解.当疆璃的

硅氧罔蟠结构撞。H-离于分解.Si-~Si幢断裂，此时破璃就呈现檀严重侵蚀的情况.K7

上部挥晶较下部悻晶好.是因 He 循环由下至上，下部样晶与水作用较强，因而腐蚀严重.

010 样品在璀内循环两个周期.腐蚀情况最坏.庸蚀枕况和文献【 2)报道的∞-17 履璃在相

近温度、压力下来经辐熙的情况费似，而 PI2 是包壳密封型悻品，经 X 财缉照像分析及切割

后取出样品植查，结构完噩，挺有庸蚀现象，颜色为奈色，冀强度也很吁.

2.2 尺寸及'应蜜化

果用标准样品进行尺寸的比辍测量.测量相对误差为0.2%.采用排水法测量密度，相

对误量小于 O. 1Yo.尺寸变化均为缩小，寞中 ttL/Lo 为0.86%-I.S1%.MJ/Do 为 O. ] Yo

O.8Yo.玻璃辐照后发生了密实现象，密度随中子通量的增大而增大.燃链为31.17%的样品

K7，真密度变化t1p/p掬 1. 7 Yo，而愤辑约80Yo的样品 PI2.t1p/向为2.36%.此结果与文献μJ

报遭的"低积分通量蜻C啤 7740疆璃曹直径约收缩1%"基本相符.尺寸缩小帽'度增加符

合备向同性.我们认为戴晴锢，喃后发生曹实是锢照期间(n.的反应引起化学成分和结构变化

所致.回来幅照踱辆在高温下由玻璃态向晶体态转变〈原子短程有序向最理有序转变)时不

发生尺寸变化ES3.

缸'酶'撞量和咽蠕羁

将5棍带包壳样品进行刺孔测量，得到胁'放..结果如在3，奠中压力是根据测得的

He 摩尔敬与试样的空应体相及标准状态的温度换算而得.陆的理论'放量是接相近中子

注量的舰艇值计算的.尽管来测佯品预克的陆，得到的结果与文献(-1)基本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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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艘船阳最用囊'法嗣挥.测定离子为(Na，匹马沪、自."B/IIB 同位章车皮值.再

修正氧罔位章的摩响.本宴磕用 Varian MAT CH，厦蕾计囊画电离霞.电离温度 SOO"C .遭崎分

'拿4ω，此质画画定~得到锢'前后比值相对最量分到为 0.3'"和 I y..囊4列出 .eB艘tt值.

•• ••后圃a/"..与..锺

鼻晶 ..., "8 E…E镰." 吨想II平均值.，.‘

0. 17121 :11.0:1

民7 0. 1‘ut :12.1 :1 :1 1.17 士0.'5

O. 172M :10.33

0. Na70 10. :11

GIO 0.047‘' 10.11 10.74士 0.30

0.0471S 10.01

3 结论

两种规楠'硅疆璃样晶在HF町R 1:经不同中于注量的幅照考验后，尽管悻晶K1、GIO

遭到严重腐蚀，但PI2却表现了极好的幅照稳定性.令人欣慰的是在此种中子注量下，不仅

漫育出现令人担忧的锢，喃肿胀."楠、损伤筝，而且发生了尺寸幢蜻稠密度增捆的'瓢'宴

琪a.这更育利于毒物"的罐内运行.即使在莓..霞捆的情况下，覆藕接触高温水后撞撞

庸蚀，梅"于300"C的啻跚水中，但由于踵璃楠'而进入畸甸剂的'能以'醺形式存在.因而

和可楠'物化学孙健霞什么噩到.曲.晴店出的惺和撮少量的AIJo..NazO和 SiO，的水舍"

经大量的玲却俐"后对回黯鄙件也不会膏严重的影响.因此，魏们认为此种'磕磕躏用作

'山穰电站的可艘*..经受一个融制'吓周嗣矗切实可行的.

此项工作得到鳞士彬、胡良佑同志的指导，张..III!志负责榨晶蝠，喃装置的"体及惮晶

切割，林直俩同志负责测量样晶y 剂量，像霉'同志..rx射钝照像，时丽华、赵宇亮同

志，加了眉if分析.在此一并囊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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