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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分析泰山核电厂的弹捧事故编制了两个程序.一个以有矗度反应性反攒的点模型为

基础.在这个程序巾，弹棒价值是.绝熟'近似下得到的.在另一个程序中，用节块梅林函

数方法解时-空中于动力学方畏.用这两个程序计算了秦山核电厂寿朋韧的两个弹捧例子的

堆芯核功率瞬态.

3是·词 点模型时-空中子动力学弹停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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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DES USED IN ANALYSIS OF ROD

EJECTION ACCIDENT FOR QIN SHAN

NUCLEAR POWER PLANT

Zhu Xinguan

(Shanghai Nuclear Enllnecrlns r回carcb and D帽lID Institute)

ABSTRACT

T...o codes ...ere developed 10 .田.Iyse rod ejee:ti。回 .ceideat for Qia Shaa

Nude.r Power PI.at. One ....s b.sed on point model ...ith temperalure reac

livily feedback.I ., this code ,thewortbof ejecled rod ..as obtained under-.di

ab.tic· .pproximation. In the other c~e.the Nodal Green' s FUDeli。由 Method

was used to solve sp.ce-time depeDdeDt 皿eutr。回 diffasion equation , UsiDI

these codes. the Iransie四t core-power have been calculated for t...o rod ejeclion

cases al bes: innins: of core-life i 田 Qi n Shan Nudear Po冒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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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 吉

在.眩水喧反应堆里，由于控割捧驱动机构密童曹先套自nt. 在推志冷却剂系统的高压水的

作用下，控翻捧将会被快速从难忘弹出:¥.全抽出雄志状态.对于一个正运行疆的反应堆，一

束控嗣悔的快莲弹出.不但在推革快速弓l入E反应性，面且在，毒草出厦一个毒坏的功率纱布.

这哥德导政局部感羁棒损坏.因此，尽管爱生这件的控制捧弹出事攸的几率很小，它仍然是

大家关心的，它是压水罐重要的设计基准事披.

在寒山核电「初步安全分析报告中，我的利用臼编的快速讲算机程序PDK-II tIJ .计算

分析弹梅拳击~.谅程序崔健守的假设下，利用简化院擅自E报事故发生后的枝的和量民主水力的

酶态过程.

麟态巾，在想fit志块肉沉现的能量，依'童子堆志核功率的麟变过兽.由于弹梅事i故的很

强的问嚣反应性扰动，精确计算撞在被功率麟态，最好应用三维时-空中于动力学模型 u，"，

PDK-I1t'l碎的申子动力学模型是点模型，它不能很好地实际地反映麟态中的时-空放应.为了

分析迄种效应，评价安全分析报告中的结果.近年来MIT受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的委托

研翻了三维麟态分析程序区别，对压水堆在零功率状态~Jt生的申心捧弹出事故，作了三肇

雄i己的麟态分析山.但是对在非1/4对称位置上的控制梅弹出事故醉态，没有计算分析.然

而，从弹悻后的难革麟态行为特性及其后果而古，后者是更应着重计算分析的.

在编写泰山核电厂的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申，编制了一个三维罐芯'串毒分析程序.计算了

两个假想的弹棒事故鹏态.通过这两个例子的三维和点模型的结果的比较，分析了事故中空

间玫暇对结果的影响，评价了PDK-ll程序讲算结果的保守性.

二、 PDK-II 程序

PDK-llN序是在PDK-l兽，眩，阳的基础上发展钮来的.程序用-根具有堆志平均恪性

的燃料兀件-冷邱剂遥遥(名义管〉来描述堆芯 z 用一根具有n不利的核的和热工，水力特性

的燃料元件'冷却剂迢迢来描述热11. 程序通过联立求解堆芯的稿本守衡方程得到撞在的重

要物理最在瞬态中的变化. PDK-ll的主要特性如下s

(。中予葡为攀

PDK-ll程序利用布六组续发中子的点中子动力学模型计算麟态中的核功率响应.点模

别的结果依赖于点动力学方程的参数的计算，后者又依籁于计算这些参数所用的通量形状函

数.在弹.梅事故分析中，弹出控制榜的价值是点动力学的品主要的参数. PDK-ll程序中，利

用控制帷弹出后的无温度反馈的中子通量分布作为形状函数计算控制榜的锦悔价值z

晶a_ 〈φ~&(t- tI】φ}
.. - (φ6tφ} (2.1 )

这|喂， It (, ) "表~';~;J'm性区体积积分，制是弹铮前的中子价值函数5φ是弹榨后的

111 子通瞌分布 J f:和tt分别表示中子产生算符和移去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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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犀靡幢厦.

(t.PDK-lIft序中主雯考虑璧斜Doppler 反馈和慢化剂需度反馈.在弹停事披中，由于

弹阳l件晨.附量有段高的功率.在这些[!攘的但斜停内有.高的墨度，因面有篝高的 00

ppler反威性反馈.这S味着实际的反应性反馈比mJ点樱型计算得到的强.矗过不同的 D£

温度分布的髦fl;:度反应佳反班与亨li:，度分布的佳"温度反应性反镜的比'量，确定育放tl黄

冈~f. 将官应用到点模型的IU4温度反应性反棚中去.这样，将墨属D田ppler反应性反馈修

正到全难忘的虞愤.在计算@抖反自贯反M性时，以有it共It温度为毡恼，有建共.温度自下

式计算r:tJ:

TI.-W.T.+ (I- It-.) T I • (%.%)

式中 • T ，和T..分明表示e幌;&块的平均温度郭表面温度，乱，为有效共 a民运度 • W. 是

权啧闵子.

(3).Z* 1I惜.

在PDK-II应序中，利用准二维模型求'事理属悔的量息传等方程.在现停事故中，少量燃

料悔的在块中心可能熔化.如果出现娼化.要求诗"熔化份额.判断是否揭足安全设计要求.

冈此.程序可以模缸事故'态中~料l;块的熔化和组熔化适程.

在但料铮包壳饵冷却荆传集时，有四种传惠方式 s 即强迫对 ii. 泡槐攘..过.诲'和

幌15沸"传热.程序可， :t根蟹实际情况自动选挥，也可规定篡章'传热方式.

在弹悔'故巾，包壳的温度可能锺过锯水反院的嗣温.这样，包壳袤面的边界条件为 z

-ASE坠旦.l l +'~w(ω....(%. 。
IT"'T,

(2.3)

式巾 A，一一包壳的导热系数g

T , (T.Z.I) -一燃科梅内的温度分布 z

T，一一包壳外径 z

4I:III\-(Z.。一一由倍水反应产生的!!':施密度 z

'(Z.I)-但先表面的热流窜度.

PDK-lI程序利用精向-维德理求解冷却的质量.能量和动量守衡方程.通过难忘压降

的计算和JJ~降平衡原陀，选代计算热管在稳态和幌态过程巾自~j入口质量it率及质量流率的铀

i句分布.

(的藩....

在变热是停维以后的裂变产物中的同位素的夜变产生的.愚然在复杂的衰变键中有许多

拽素，一般可以用六组具有不同的衰变$A， 的衰变热核来符合商燃链反应耀的衰变热曲线.

这样，即n·t功率p，可以表示为g

P,= (1-II)N气EAA(2.o

• J •



这哩. .是裂变功'f Ill的夜变功率白穰. "是裂i:功卒. D.由以 fJjfl锺‘志ζ

(2.5)ilD.-;:' ._"'-1.0..
iI'

i-I. ….'

三、三撞撞芯酶毫程序: PARCT

绩"主肇雄~麟毫分析程序PARCT巾的主要目的，是为T评价PDK-II幢房的计算结

果，讲算命frli水雄"梅事故麟毫. i在程J¥也可用于评价'电健在电描审It申用的筒缸.理以

及分析有强空间依.的ffi:水罐罐志"事.

(1).于.，..惜'

中于动力学方程采用节块幡林画.方法求.'.).三罐申子噩噩方程可缸为三个一罐的

'画I!份量量方瞿.利用节块梅林画擎的性质，可以9..飘分遁量羁足的方霍，得到矗量相.

流面足的搞合很分方瞿组.由于控翩梅动作鞠温度反馈效应，在麟牵讲算过瞿申6.每步量

，哥计算梅林函数.为了节约梅林画擎的it算时间，应用'考梅林画擎的方法，得到实际求僻

的..Jl分矗量和假筒中子藻满足的事四分方程组g

，:.{·.0=Jr.ιε:. (II 1_.) x(-占去.:.饵，。
勺"-a: 飞町町

+0:. (岛..) -L:. (酶..) )+2G:. (II I.:> 1比. '~吨。

+2δ:. (II I -.:) J;:;' (-.:.。

-a:<II<.:; 11=%.".%;

.-1.2; 1:=1.….K
上式申禽量下JF.表示中子能理事. I:为节块号. .~为节快k在a方向的节块半宽度.相似

地可以得到定义在节块表面上的ffl射偏施的六个积分方程表示z

j ..飞r.' (±a: .r) =-_I.-r· dιδ:. (ta: \叫
-, r#__:

(3.1)

x(-t「击时·队，r) +P:. 恤.r) -L:. 帆.t))

+ (C:. (a: \a:) -I) xi..,;' (ta:.。

+C:. (a: I-a:) xl',·;' (芋 a: .。

-a:<II<o:; 11-% ,)',%; 1:=1 ,… , K; .-1.2

对上造各式中的符号说明如下z

的. (lI .r) -一在k节块， .篱 ， t时冽的国依..飘份量量g

ε:. (II III.) 一一在k节块. .郁的，考梅林函辙 z

i'~γr }".:…一一分别为在 k节块. ....与"方向毒直的两个方向上的节快魏面的平均
入射和出身·1流 z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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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一-I:'ji扶.... ，时割的~a.项s

I.:. (..r) -I:节快....，时翻在与·方向'重的商个方向上的'温量.
..中子撞在节峡交雾画上连续屿.ft:.可以.JI..撞在节'提交鼻画主副毫罐罐集fh

j~:.. (.ω -呐叫(1+忡+号8咎十)护x沈hk:h叮-.:

+1叫1-→斗号吾:黠§咎秘十钊)xi均;γ 《←-吁.ω (s.s川.s)>

这哩t. .漠示扭'雹F两个节s峡陡. .:(，)定义为z

D:<吟.:(r) !!II-=击二ι (S.4)

式中D:(r) 是k节庚 I.. r时割的树"的扩霞系敷..6:是k节....的兽fJ屿.~(橱

'自》扩散票...

在选代末..慑力畏'回雀方程这植申，为T保证节快申于平衡，阴晴.主掌."T节囊

中于.，.画方瞿z

古和:ω+三...UZ:··ft，04:··tat

+r.:… (-.:.r) -~..;. (-':.r) ]

+%:.. (I)目(，) -p:(,) (S.5)

式中z

品:-J71.dSFMM}

9:(r) • %【X.(I-~) 1"%'-. (,) +%~;，f (r) .耐《。

" .
+ ~ X,.l.C:(,)

ε~(r) ==去!"cff川的

~. ~

这里，.是量'震中子份额• V.是'节的体事且. ~月. V:和白分别是申子量量..项和1m先

驱核浓度在k节块肉的平均值.

在解方雹 (3.5时，应用a.暗的...代入方8. 方. (3.5) 申筒'是真·穗，因此.!i

从方程归.1). (3.。和 (3.3) ，.蜀..槐3后.逼迫细节笑赢得到真·穗I.

〔…，:。)-fz:ω)
1~:··(II~.r) Fll:: ,·O(-.:.,)r·:(') +.;(,)

• s .



(_:(.) (1+吨。"
XI
I -;(.) (1--:(1»
0;:' -(-.:..)飞

xlL1~:' 0(.: .r)

_;(r) (I-_;(r» 1
-:(t) (I +_;(r» J

(s..)

洼~t. .是相筝的两个节快.

在1于雀'方恒。.1). (s.t) 辙。.3) 时.10三~多项式幸运缸'画'电货噩噩.•••

先事撞法度量'民道理，并It稠用领."余的方法.ft空间宿关的，电份为嚣ft搞到fl与时间

有关的JI!阵-t]畏z

(3 .7)

[问A_叫-]+:岳ιι削:Lμ川.( ISz:]Xi--L JfAO>

+~:.(r) -L:.(r) ] +!~:: 1~:' 0(+.:.。

+~:; j~:. O(_~.r)

3二'.O(t~ •。飞扣了 [2::1、14 扣:.ω

在上造方在中， <Aa] •

在1 [ξ~:] 的'巨障元素It为=

+5:.ω -l:.(r) )+前 j~川±.:..I)

+i:. j~:. O( 士 .:.r) (3.')
【ε::] 为3X3的短篝.丽带有.".的量为，咱肉‘. [Aa]

IAB1Jj::4·..叩'~ .(11)

[G::几:

"'-1.2空.:l:跑-I.~. :l

町.(呻51

r: 1 (II)空U

r: ，(畸重.1_ t(.:)1

[2;:1··j巳:"rε:. (II I :ta:)

ISf:1··jfazEL{士 a: I 叫 r:.(时也

坷. iSla:. e.: I -a:)
的.;e;G:. (.: la:> -I

在解与时阔衍夫的.fl分遭囔方耀和偷跑方穰时.~庭用金..式是分近缸，对有关方穰进

{i时间离散化.由于采用金隐式近假，所以数值稳定性好，但街选代求..选代i韭何与稳参

选it求解过程唰拟.不阔的是.C态是本征值同鹰，丽动态是推开次的固定'问题.

., .



(2)".于矿......

在求麟IJI于动刀学方段时，萄雯畏侠再检值.为T使徨"是自启萄的，幢房包篝拿

辛-!jn. 在研究孟哽反mIl饲插o毫功字分布的醺宇放庐(It.需妻遭日慧fJ昆瘦"慢'也割.

~运ft. 1f Tii约1&钵函哑的栓'革时间，在三" II字计算号1人的警与幢林面徽的1市撞撞「到a

二k

锚J!分矗:1'1足的a毫1.ift为=..:
4元创. (.)+%:.. .:.(-)-0:.例-1.:.(呻 (~..)

_-X.7.r: ,-1.%: 11:-1.… .K
1二连 Jjf'l IJl各量的革足目上苦，者时11%:..的橱'由值为峙IIi:... 远!'- X:.. 是k节块

，郁的变..去.画，属上造Jjf'l可it写为z

- ..: . .
-IJ:j;i 耐.制+i:.. .:.(_)-古 [0:. (-)-L:.(时1

Q":(-)~O:.(-)+ (_:i:..-%:..] .:.(_) (%.10)

'\i~棉休雨ft竭足的方rUi:

..:-D:;..c.. (-I..> +i:.. ε:. (-I 叫=协-川

胃用上连各方段，可以饵到与参考梅林函It有关的鄙..电分矗囊 II.泣"合钩为in组.由于

阴晴警警~体函 ft. 在D毒II度矗代过艘中，不e.反复计算节块.体面戴.

{事)a圃'亭'
在矗代求鄙稳态方辍时，采用植网J1J V衡111.近嚣综合Ii:来的方法豪加遮盖恨的舷 at遭

『噎.自态钮陶醉宇筒因于满足'目下的方瞿 z

(3. Jl~

(:1 .12)

'(K)

'(1)

-Fr-fe+qre'+A·M·-正tip--f·

式巾A.fU凡是在辄网V.中的巾子总咂收事制产生事·J.叫是从钮网V.到徊'但网矶的总的

中f混榻.上连姐回再手自方程可以写虞细节的撞阵形式z

[町，记?[，11

在三维饲况下. fllr上i£矩阵阶It辘尚，不宜用直接'医院求量的方法来'再平篝园子，

i'~m下面的技术求解.在三维情况下，上遮蛇阵市n-rif写为z

('HI CIlf1ll1(2) 0 ••• 0 、 (1(1)

I CIf1ll2(1) H. CIf1f2(2) ••• 0 : I
E …· , •

!- CM刷I) 踊 CIf踊仙 • j I
:0 … CIfIfK(I) H..J ~;(K»)

• 7 •



汀'叫锺向于画编;; (能同). CII撞(1) • CM蜡。) :!tf· 画由上.亨，咱个字画的瞿同

绢t1正画的巾 J~孟凡事• f(的注列向拔，在 ~1‘(t.t字画面喂的再孚黯阂'1". , (k)是量芋'自

喂的裂..夫司l. .t邃1fiW-6式~.向.-....量部ii i'""的二至是分'画式的系霞'巨~翻缸.可m追

赶注求..

均~的再字画画市畏为 E

[1I(.i'l)> i-s(.,.,) (3.1 :1)

边 ';111与尊Q~再乎黯市段III同的民巧，求'上)I王'主离于自自"1j砸.
(4) 圃.I

ti~r!@K.::'t'葡反顶时• -.Vl理解辜挠的事均温度为毡酶，但这挥"到的英畏事1分

'J量;际岱ii1iSi大的是嚼. f警别是蹲在'毫申撞-!:SI的共蟹'电份，是割更大.为此，在

p.-\RCTn吁中flUfi踹阳瘦脱撞，计算英撮..~.这与在PDIt由II哩"中的处"帽

~1.. (f.1!1!俺也稠密度反挣申不仅可rt!:了温度放F...画旺考盘空寇妓院.

四、技核与倒匾

。) 'A圃=---

问民r-:嚷sf本罐动力学斌'量问8''') 对遭三级属章程停聋衍了撞撞.三维确为字试'量

间踵是个二筐'中子萄力学回鹰，在搞写一个sf水罐，由于栓.".萄=.Jl每的申子稿为字"

E..毫先由两司~fJst插入最喜的撞倒".夜"室:!I.τ，时间内畏~苦l植的. !皇后在τ.sa烹

4i" .!iS 1句.又 fj另外商辈 ~rJ同样的邃，. JA罐商插入.-毫共 tos. 下表为'A.CTII" 的诗

辄结喂厦典与J，!i准蜒的 "utS ~.

.1 =..Mit_
""hB: 即川|玛.Ii. C.W阳"

0.0 151.0

10.0 10.0 1II.f :1.1

21.0 10.0 虫51.‘ -1.0

:111.0 10.0 191.:1 -s.!
40.0 10.0 117.0 -2.τ

51.0 10.0 τ5.5 0.1

18.0 10.0 57. :1 0.5

(~~..
通梅秦山幢电「作为对..码:撞;r:; to期间.零功唱F.状态下，计算分析了两个辘"$"'.

15. …个是中心...出的!li te嗣~，另--_.个是 1t. l/uf~位罩上的笛.，，(漳饵.巾 'i撞翻"

布宽与需际的不同，是假想的〉锦州的'战"态.~摊位宽鬼1'lI 1. ffl'ARCT"" 计算这

两个例题时. :l{巾心隙fl'1I 1 1S战. JII 1/4 璀志几何，而 In~-·个惆题，由于在，非码It;位置'

悔m~雄志几何计算.

• • •



hT比'最二是幌咂 III血幌哑的占2明./'1:呗 P.\RCT ，"POK-lI it.这两个饵II!时，集工

水力.型是撞目的. II!. 国3. ~"画出 fl退两兮俩疆圈'幢功事'毫院计算结束，为了比

蟹，圈中四时画出f三'醺噩'目点撞蟹的计算结果.

画画翩翩

"气~…..

I I

址
国-

"二.......
踵E 嘛"也噩

.e'

1i;
f

EE
E
-

‘
·
啻
篝
坤
'

'.2 一→一一 I..J tI.f ".$
iI~.~时间， S

l强Z 中心陪弹出的核功...响应

., .



w叫

10

10

==X 10'

懵
f军

‘=10'

10'1

Alrg
~._--_._._.

三组镇'

0.1 0.2 0.3 0.4 0.5

进入畸盔sf闸， •

因3 1~M称位置控制棒弹出后的核功率响应

从国 ~11 番剑，不论是中心棒弹出，还是在非对称位直上的控制棒弹出， PARCT 程序计

算得到的瞬态核功率降远小于同样悄况 F的PDK-lI的计算结果。这元全是由于在弹棒事故

瞬态中的形状反应注效应造成的Cl Il 。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PDK-II和PARCT都是堆芯瞬态分析槌序。 PDK-lI程序的模型简单，计算

迷度快. PARCT程序由于进行三维堆芯的核的和热工-水力分析，需耗费很长的计算机机

时(计算同样的方案，约为PDK-II的计算机时的50-200倍) .而且还需占用很大的计算机

内存，从两个位序对例题的计算结束的比较看到. PDK-Il程序的计算结果有较大的保守余

量e 因此，它吁在核电站审批的安全分析报告中使用，也可用'自做各种敏感性分析.PARCT

程序应用了比较精确的三维模型，能较好地描述堆志瞬态中的时-窑效应，可用作评价程序.

或者直接用于有强空间依赖的各种堆芯瞬态分析。

•.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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