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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测温技术在核工业中的应用

王文津

(~七京核工程研究 i'( if 院〉

摘要

在弱放废液沥苦了回化工艺中，需要测量移动着的、装有废液和沥

青的金属桶的壁温。为此，研制了专用红外测温仪，并对测温仪的主

要部件-一包酸埋红外探 2月器的耐妇照性能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

表明，在核工业中应用红外划;吕技术是可行的。



THE APPLICATION OF INFRARED THERMOMETRIC

TECHNOLOGY I" THE NUCLEAt( INDUSTRY

Jn ChillPse)

Wang Wenjin

(BEIJING INSTITUTE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ituminization of low level waste liquid , to measure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a moving barrel filled with waste liquid and bitumen is essentia l. Til l!，古

a special infrared thermometer is developed. The property of radiation resistance for the

lithium tantalate prober which is a main part of the thermometer was carefully tested.

The lest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the infrared thermometric technology is

applic;l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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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弱放废液沥青团 it工艺中，要求测量装有放射性l寰液和沥青的金属桶的壁温.因不HI

桶内物质有自立射性.而且金属情是在运输轨道上一个括一个地依吹移动，所以要测量每个桶

的壁温阴-陋;在自jl式i且I[ il"Q元1坚实现的，

红外i'-l ?ll It非接触iJ!1温技术仨特别适合i司Hft 惨动中的彷体在人不宜接近的物体温度

it主要优点是不必接触被测物体，也不会影响被刮目标的温度分布，反应速度快，不必像一

般热电偶郎样需要与被调拘达到热平衡.官只要接收到目标的辐射就行了，而辐射能的传描

述Lf!就是光速;7K敏度高 z测温范围广巧。……因此我俨唤定果用红外调温来解决这一问

题民

来川红外测温法测量有放射饨的物体温度，其关键问题是红外探酣器能否耐牺照.能承

受多少累权剂量。

本文所介细的专用21.外 i明lJU证.阳、进行了主妻 ttiit:制试外，还 X·t其主要部件-ill酸饵

红外在i赞il'~~ 做了耐和ncr 试验.试 5~f'占*去/Ill. i亥商测?~在经费) X I Q'Gy 牺照后.性htHHL

i1:tiYli，且仪己在某，

l 专用红外测1日仪简介

1. 1 原理;足红外挥~J嚣的选降

1. 1.1 {WID
任何物体，只要其缸度不是绝对零度，都不断地发财红外辐射，对于温度为 T的物体.单

位面帜所发射的辐射功率由下式 [2j确定:

w=eσ俨 (Wjcm 1 )

其中 E 为比辐射率 • e= J 的物体叫做黑体.对一般物体来说。 <[<I.

由上式可见，如果测出物体的牺射功率，就可确定它的温度，这就是红外测温技术的依

据.

把物体所友出的红外辐射经红外挥测器接收并转换成电信号，再经过处理显示出物体

温度.这一工作就是由红外调温仪来完成的。

红外愣测器接收到的红外辐射功率 P 与温度的关系由下式确定 g

eσ(T1 - Ta)AIA lp = _. . .~. . - (W)
1TK'

其中 ε一一幢恻物体的比牺肘率，

σ一一斯蒂槽-榷尔娃曼常数1

T.一一被调物体温度，

Tp一一摞测器温度〈环境温度) ,

AI一一曲调温仪用场限定的幢测物体表面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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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一探测器面积z

R一一探测器与被;l!1J物体间的臣离.

I. I. 2 红外探测器的选择

红外探测器种类很多，根据用途和被测对象不同选用不同的挥测器.有的阳湖器在:'.;)

时需要政玲措施，这样使探测器维持在低温下工作.恨不方 f也有的罪测器响附注长范 [H-~F

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钮醺惶红外慌测器是一种高建敏度、宽光 i苦响!在、宽线性范围、室 ig下工作不;后矶山的

摞测器，它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在核工业中使用比较合适.因此决定适用1£11\五凹主!;外 n~川

嚣.

1.2 红外测温仪的主要性能指标及构成

l. 2. 1 主要性能指标

调温范围:l OO-200'C

基本误差 z土3%(实测土2%)

分瓣率 :<J·C

视场:距离目标 0.5 m 时，被测目标直径>50 mm

工作环境温度 :5-10'C ，相对温度 80%

辐射率补偿范围 :0. I-I

探头与变换器之间电描长:30 m

变换器输出信号: ·1- 20 mA(DC)

供电电If:220 '1 (Ae) 50 Hz

1.2.2 构成

成套测温仪〈见固 1】囱黯头、变换器和盘装显示仪表组成.显示仪表为 lF! i'I: I 川，z Pi ?~.~

指示记录仪.探头外壳材料为不锈钢.与金属桶所在的箱室之间用法兰连接，机 U-(!;，I.n-I :n
内装有斩先片、马达及其驱动电路、钮陋惺红外探测器、前置放大器、同步信号发生，.二以及 J1、

境温度补偿用二极管组.变铁器由主放大器、选频股大器、移相辑、非日敏放大捕、 f'M1 可1 fl· f';:. i市

大辑、同步信号放大辑、加法器、线性化电赂、电压电慌变换黯以及指示者头等部分组成。吃:

换棉做成埔挂式便于现场安装。

-170

调tJ盒(衍光片} rtJ，纽插头

锚'口

梅兰非I ~Orn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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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跚锢t在穰筒立移事'】

穰筒

图 1 金属桶堕II测量系统示患固

1. 3 红外测温假的主要性能测试

测量仅是用J.11J研究所的黑体妒进行标定的，用 DWT-702 温度控制仪控温.用 UJ-23

型携带式直班....位盖计测量.测试结果，主要性能满足技术指标要求.

I. 3. 1 仪表基本误差及示值稳定性

测试时，将探头对准黑体炉，探头与变换器用电缆连接，示值占人变换器上的指示表头读

出，与结定标准值比较.

寝 A 仪寝基本琪"

妒温('C) II。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10 190 200

第 IX 11 (1 111.4
' 却 139 151.2 160 170.6 179 190 200.4

第 2 天 III 122 I~" 139 149 ISII 1611 179 I 血' 200

第 2夭 III 120 130.11 141 150. 6 160 169.6 110 1119 202

第 4 天 109.4 119.6 130 141 152 160.4 110 1110.4 190 201

从以上散据者，各点示值与标准值比较相盖均在 I-?'r 以内，满足基本误差要求.

关于吃擅稳定性，我们重复鼓吹测试仪表示值，在各点均不越差前提下，把示值固定在

150'C ，让壤<1 8 h 观察其示值变化，均满足要求。

寝 2 仅寝示值的稳定性

om 那-天 第二天

1I1fl可 Z~ • 00 4' 20 6 I 30 10 I 40 12 130 17. 10

妒.('C) 150 ISO 150 ISO ISO 150

仪表系也('l"') 152 lSI 149 ISO ISO 149.6

日期 "三天 第四天

时向 2 I 00 12 100 19 I 00 ?4'00 11100

妒8( 'C) 150 150 150 150 150

倪貌示倪('C) 150 151 150.4 150.4 150

1.3.2 分oM.

将温度控制仪的毫伏值升高~ mV(相当沪温升高 I'C) ，侧温仪示值也迅速升高 I'C ，



说明分'事合幡.

1. 3. 3 环撞温度补惶

当环撞温度画室温升至 40'C时，有无温度补健时示值细下 ε

寝'量应*-的锺.<'C}

重..件亨 40'C运份c时 40'C亨i协~lfl

.1 街tit鑫 141 ISS u阜

.2 台假. lIZ 170 E‘2. ~

.Sistit寝 III US 1%5. S

从以上数量'出，三台测量仅温度补售妓果都程好

1. t 缸tI'翻温恒的精点

(I)测量仅是用比辐射事，极近似于 1 的黑体妒进行标定的.但在实际使用肘，被捕目

标的比辐射率是不同的，放在仅辑中设有辐射事'正电位嚣，以保证示值准确.

(2)为补偿环槐温度变化的影响，测量仅中设有温度补偿电路.

(3)电路中还育加法放大量，除用做温度补偿外，还将 Iro"C以下的信号畸掉.使仪表刻

度下限为 100 'C •

(4)电路中有 4-20 mA 直流信号输出，便于和 DDZ-I 型仪表配套进行自动控制和调

节.

(5)本仪亵是专用仪表，被翻目标植大，测量距Jlfl小且固定不变，放在f牵头内不需另加

先孝醺黛系统，使探头结构简化.

2 红外探测器耐辐照试验(I)

2. ! 试验目的

帮棋缸外摞测器经过不同荆量牺照后的性能变化.从而做出在横工业中能否使用红外

测温的结论.

2.2 辐酬'J量的确定原则

面膏固化厂房中金属桶带有放射性，其在测温仪慌头处产生酌刑量率并不高.为了进一

步撞广红外测温仪在后处理厂应用.费们在对红外探测器进行牺照时，按以下原则确定辅~a

剂量z

(1)假设虹外拥测帽安装在世岳重上方仪亵托盘内.

(2)以比触最强的设备在仪亵托盘处产生的1ftJ.事做为计算依据，算出年精用刑量.

(3)仪囊至少能工作两年.

根据以上原则，本试验辐帽~量取lXl0' Gy.

2.3 试幢幢掘及结论

2.3.1 融试器件种费

恒醺惺虹外探测'共有三种

HRD-IA 2 只 员敏面积晶1



HRD- IB 1 只 翼敏画寝 .1

〈带阻就变摸》

HRD- Ie 1 只 灵敏面事理.1

〈带菌置放大》

2.3.2 测试系统及测试仅嚣

Raw 罐罐'伴

因 2 测试系统

测试系徒"回 3 所示.将被测试嚣件踵入试噩台上的专用戴大雷撞座内，司董靳壳片

速度，使英达到 90 阳，翻出放大后的情号 V.值.德后便精先片停止.翻出此时的唱声咆!E V..

值.··s 及 Y..均从矗伏计上读出.

以上的测试，在撞试'件蝠'前及'照后备进行-~.比撞骗跚嗣后的测试结果.即可

饲断出'件佳能有无变化.

测试仅需及辐照嚣z

500 K 黑体辐射'

专用放大哥

WYJ-45 穰压电露

毫伏囊

由中国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提供的辐熙攘

2.3.3 .跚跚后测试数据

警 4 锢..后'到菌的'蜀'

HaD- IA(I) HRD- IA(l)‘ HID- II HaO- Ie....../.." 1550/11 路0017.5 1600/11 %301)/10.5

.!lI IXIO· Oy
150'/..5 1600/11.5 2300/1%

..sI··..
..IXIO' Oy

15CKl17 11100月2 %400/14
rslr"

%.5XI0'
D· (500. to. I)

酬. H.4-1W
I.IIXI O' I.IXIO' I.JXJC庐

窥中 v.-一倩号输出电压 (m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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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唱'电压(.V) ，

D--一篝回事《蛊擅自'的..元..膏.佳菌'昆、撞大'曲'宽为 I Hz时..佳

"恨的·跚跚.霉'的笛"-，，JIll也_ 500. 10.1 疆示U 切OK.体为缸JI

.蜻霞，调...，旨"险，戴大嚣'章为』陆).

3 结论

(I) 三.....的惶..缸'非蟹"不诠是一~矗罐'擅自1 X IOSG，..还矗再放'圃

'计达到 IXIDl07 后，寞'血债'正窜.擅自事D·>l X 100an • ttzlllfW.篝菌'可正常工

悻.

(%) If..缸'非'蜀'是I X 1010，...后幢幢陡篝.晕用此嚣件嗣虞的测量何植在

盾处理厂至少I.f萨两年.在面膏困化「可工停更t段时间.

(3) t阻'篝工疆宴'革要事.-幢但囊..按1-2年"摩.8!咂嗣量为 1)( 100Gy 已授

是If.本试瞌的目前已经盐到.幢幢幢虹外酶自嚣的耐"植限制..可通过遇一步的试验

确定.

后记z在噩噩倪哥嗣追回中.)411 研究所王文筝'罔革大力协作.示砸了大量工作z费

院娟士里同意在草悻方事上锥子指导III田tt同志也..了方熏lt诠.向健们一并量甜.

..主融

<'J ".R...篝.."11电~元件.n._响.嗣后 rt:t..ι It"

<ZJ 21(.缸 ....OJ.. 句皮帽. "'!J:I:.U..t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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