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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当今一些核电站燃料组件制造厂，如前苏联、西欧一些国

家和我国，在燃料组件单棒生严的装'管过程中，测量装入包壳管即错

管中核燃料芯块长度值的方法。利用力学、光学、电学等学科的原理，

分析和论述了各种动态自动测长的方法和原理，及各自的特点.较详

细地介绍了所研制的实验装置的结构，论述了该装置的测量原理，并

分析了装置的测量精度和系统的偏差，最后介绍了模拟芯块的长度

测量考核。结果表明该动态测长装置的方法和原理是可行的，在单根

包壳管的装管中采用这种测量方法，是较为理想和先进的。其测长原

理运用到其它工业部门上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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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YNAMIC MEASUREMENT OF
FUEL PELLET LENGm DURING WADING

INTOα..ADDU唱GroBE

α'. C1IiJw:w)

Zhaag Kai

〈回IE FIF11f RE驱ARCH AND DESIGN INSfITUTE OF

NUCLEAR INDUSTRY. ZHI到GZHOU)

ABSTRACT

Varioos melt时s are presented for measuring the pellet length in the cia剑in皿

tube (zirconium tube) du由1£ the bdiog proc回s of the prea:町ation of single rod of

nuclear fuel 脑sembly. 白E僧 methodsare 田ed in fl但mer SOY自et Uni锢. west Euro
pean countri回 andChina in tM manufacturing of nuclear power plant e1em回忆自f

fermt methods of dynamic measurement by using m配hanies. 叩tics and electricity

and their special features are analysed and di酣睡d. The structrre and m国suring

principle of a devet何时 measuring devi饵. and its m笛suring precision and system

deviation are also introduced. Finally. the length of loaded pellets is checked wi由

analog pellets. The r臼ults are as expected and show that '.he method and principle

U键d in them回suring device are f，ωsible. It is an ideal and advanced method for the

pellet 1侃ding of single cladding tube. The principle mentioned above can al曲』

used in ot.her indll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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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吾

在摄电站燃料组件"造厂.穗..组件单悔的割章中，测量'是入包壳管〈错管}中核燃

料志块*度是装警过程的一个重要工序.目萄在萄苏联、西欧一些国家和我国仍果用人工

测*和以配换.奠生产率低.撮作繁襄、工人劳动条件寝楚，测量精«受人为因素的'医响.

生产过程难以实现自动化.为适应4震憾'唱完件生产发展的需要，宿必要改变人主测量芯块

*度的这种方法，采用自动或机动的测量方法，为此我们进行T动态测量装入错管中芯块

长度的研究和探讨.

1 燃料组件制造厂装管中采用的芯块测长方法简述

1.1 前苏联

新西伯利亚燃料纽件制造厂，在装警过程中，为保证装入错营中志块的长度.奠测量

方法是人工在振动台播*段测量和调整芯块的长度，将定伏的芯块装入错管.然后人工将

导尺插入管内抽俭装入管内的芯块妖度.

1.2 法国和疆'‘

法国的核燃料组件制造厂，在装管的过程中仍采用人工测量芯块长度的方法.在装盘

工序甲.即磨IJ装盘中，控制进入V塑料盘中每一行芯块的*度值I ， 然后将V 型鑫送去

装管.达到定值后，人工将导尺插入错臂，根据测量管内芯块的长度，人工配块装管，保

证最终装入错管中芯块的长度.晴典采用的方法与法国的基本相同.

志块

1.3 英国、意大利

英国、意大利核燃料组件制造厂，在装啻过程中，采用的芯块测*方法基本相同，均

是预装排长，人工配块，保证装入'由管中芯块的最终长度.

1.4 中国

我国的镀燃料组件制造厂，在袭警过程中，仍采用人工测侯，奠方法是将V 型料盘中

的芯块装入一刻度尺中，配块达到定妖后，然后分批装入预裴管中，再装入错管中，保证

装入钳管中，C块的长度.

综上所述，目前在世界各个具有核燃料组件制造厂的国家，在单柿制造装管的过程中，

测量芯块的长度，采用人工测族和配块的工厂是彼多的，因此研究动态国动测长具有一定

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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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自动测长的分类

根据调研.芯块的动态自动ai*. 可分为整触测量和李篝触测量两大类

1- 1 撞触割量

.测物体与测量仅直接接触.如圈 2所示，利用光'传.器来自动测量志块的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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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测量法的原理可通过固 2 来说明.当被捕物体(芯块>，自传动机梅推动作直线运

动.转盘因受摩撞力作用而转动，主光栅同步转动，因主光揭与指示光帽形成莫尔条纹.由

于寞尔条纹的作用.形成了避光和不远光，即产生先脉冲，再由光电元件接收转换成电脉

冲.然后经过数据处理，将主先惕的转数转换成撞测的物体的*度值.此种测量方法的测

量精度取决于摩擦失效的理度，即打滑的程度.打滑越多其精度越差.由于摩擦打滑的不

可避免性.故测量精度较差，一般摩擦打滑有以下几种情况=

a. 几句滑动

由于接触面的几何形状和尺寸的偏差，所造成接触面之间的滑动叫几何滑动，被测物

体芯块的几何尺寸和形状均有偏差.因此几何滑动是必然的.

b. 弹性滑动

由于在接触面处主动轮的表面层处于拉伸状态，而从动轮的表面处于被压缩状态.因

此主动轮和从动轮在接触面之间必然产生滑动.

C. 由于摩摞力大小发生变化，这样造成打滑也就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摩攘tr滑是不可遭兔的，因此这种接触测量.其偏差较大.故不适宜于芯

块的自动测长，

2.2 非攘触测量

披测物体与测量仪不接触，通过物体位移量转换为光电信号，然后经过数据处理系统

的处理就得到被测物体的*度值.

2.2. I 利用罔步感应踵造行自动洒长

a. 测*裴量结构简介

同步感应穗长度测量主要结构如困 3 所示，其中定尺和滑尺均做成印刷电路绕组，定

尺为连续绕组，滑尺为断续绕组.

b. 动作概述及测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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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同步~应器测~.:Jt装置 4如回 3) 动作过程=当电机转动时.丝桥同时转动..

母作直线运动，带动滑尺、 11符~同步运动.清尺上由正璧初余弦两个键组组成撇砸簸，定

尺由一个摩应袋组组成事应*..应电臣的频率和融'瞌电压的'厦事相同.当供电电压改变

一次..电压相应的改变..变化一次对应挺度值是一定的.-.半个节I! (O-ISO·) 变

化 1∞次，对应~度值 lmm. 定尺上的"应电动势的相位及幡值回清尺与定尺钩相对位移

而改变.

主主 』旦 '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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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2 测~装置方法

1-光电筒号..， 2-一边疆啻， 3一-v 盟"盘.4-一芯块， 5一-榷桥. 6-一·母z

7一一电 ill ， 8一一笙忏， g-li尺， 10-晴尺， \1-艘W ， 12-导向忏.

当推桥前进，滑 r~l1"应于定尺移动.推抨推动芯块同步移动.当芯块前进通过过If管

A 点时.芯块挡住党.此时发出信号，滑尺对应于定尺的位置作为计算长度时的零点，开

始it长.当芯块全部通过 A 点、 A 点光通、电机停、精尺同时停，此时滑尺对应于定尺的

位置作为计长的终点.这两点在定尺上的距离即为芯缺的长度值.随机显示民度值.也就

是 V 塑盘上一行芯块的挺度值.电视停后立即反转，维仔返回原来位置， V 型盘传动机构

运动一个节I!.即当 V 型盘移动ilJ芯块轴心钱与过霞管轴心线、推轩轴心线同袖时即停，这

时电机转动，重复上述动作，对 V 型盘上另一行芯块进行测~，直到测量民度到达规定值

后电机立即停止运动.芯块运动同时停止.长度的测量也就随之而停.

此;测*装置在研制过程中未能制造，故未能进行模拟芯块实际测~.有待于作装置进

行验证和考核.

2.1.2 利用胁冲计徽遂行长应测量

a. 测*装置结构简介

为丁说明利用脉冲计敷方法进行*度测量的原理，现将装置的机构动作原理田绘出如

回 4.

b. 动作概述及测量原理

利用脉冲计数进行抵度测量，其装置动作过程z 当步进电机转动，丝杆同时转动，螺

母作直线运动，带动推杆同步直线运动.当推桥接触到芯块，芯块向前向步移动.当芯块

~，~r i赞苦II过渡智的 A 点.此时光被芯块挡住，发出倍号，脉冲计数开始.当V 型科盘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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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志块金.通过 Ai矗时，先通，发出偏号.a啡计.停止.lA.先撞挡住到先通.这段时间

的脉冲戴相对应芯族通过A 点的佳，量.量志块的最....1IIr鼓逼迫..量E衍...

理.事E转换成 V 型量中该行志块的快度筐，并随机显示.当雄事F撞宪V 型量中一行恙块时·

电机立即if. 随后立即反转.笙符同时反臂，蝠'后退..动撞事F退出 V型..到位后立

即停.此时 V 噩鑫通过传动机构'动，移动-个节霞，并对准撞将中心和过霞.中心，立

即停.此时电幌又正转，重复上运动作，完成ZE统的推遂，动态跑出志.的*度..当推

选恙乐的适覆中，测出芯块*度筐.计达到预先给定值时，计算机发出指令.电机立即停.

停止撞远志鳞，并显示所费量的晕8!*度筐，然后将披露打印出来.完成Z族的动态自动

嚣挺.不配.完成囊w.

•,-

-ev\1

夕7王~fE

气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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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 4 翻挺肇量方.二

1-一觉电臂"量1 Z一一温..， 3-V.盒， f-Z. ， 5-罐愣 B

6一-.~， 7一·步进电幌， 1-壁侨.，-..‘ 10-导向仔.

3 脉冲计数测长装置的精度

读装置的测量方法，比前苏联、西欧一些国家和国内来说是领先的.奠测量精度被高，

现就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读装置的测量精度.

3.1 保童"虞嗣措施

3.1.1 机锦方面

8. 为了减少传动链的偏整对测量精度的影响，结短传动链，采用步进电机与笙梓直接

栩连的直连式传动方案.

b. 为了保证速度稳定，灵敬度高.定位准确，传动机掏采用穰森堡杆副，电机采用步进电

机~力短电机.

c. 为了提高光电倍号的重复精度.通过狭缝孔为O.08X8 (mm). 同时光经过调制处

理，光源上装膏.光镜.

3.1.2 控制方面

8. 为了保证系统的精度，采用计算机控制，完成穆序动作和进行It.处理.

b. 为了提高动作的灵敏度，测量偏号的准确性，控制魏.采用闭环回路，还来用了'早

舷抗干扰措施，取倍号的一次仅襄均用灵敏度富的光电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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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应给杨

也，造电.步避角为0.伊...一.为 400..400个障呻...直氯筐，量为5_.

每一个.呻缸，量为0.0125_..造电'且不失-~房，因此多量电..量小于一个.呻，位

...小子0. 0125 m皿.

b. ..襄量要求量 it遮m含量的堡"度等..n.量小于&臼-.

c. 竟经远词..蟹，通壳的孔在挺度方向上又·小，这椰筐'竟电筒号重复"度为零.

保证蜀~.号的准.幢.

上盏.篝单的·羞小于0. 0描-.也要求的'度 a幅-小...将.-a$J.测

量志提的快..羞小于0. 05_.

3- 3 ..运动.幢琦"应曲篝晴

诙囊置.逼迫肇事f.t曹司..俑. ..直缉运动...将运动，雄事态缺量...志缺

为匀邃直缉运窑，四面可想为靡'富力与撞为相等，真计算方法细节.

F=_
f=F
f=·8，庐

1I=IfP

式中;.一-运动物体志块的质量s

F 一-..系.;

g 一一重力细速度 s

a 一一"体运动的细矗度喜

F-作用于物体的外力 s

f-一运动物体的摩擦力.

由于电机停，传动机构也停止运动，芯块也It停止运动，这样一来芯块的末速度配为

零，则有下速公式

v: - 盯=2as

s= V~- η
=一2a

盯

2a
盯

2pg

由上述公式的报导，可知，由于芯块运动的突然停止，运动物体在惯性作用下具有冲

击位移量 S. 从公式可看出冲击量 S与物体运动速度有关，真官摩擦系缸，重力加速度都是

常数，迫停可以理论计算物体的运动惯性对测量"度的彤响值在预计的现蕴缸围内，系统

的长度偏差计算可以不计.

4 装置的性能试验

该实验装置由北京计量仪'厂制造.调试，量后'量收达到原键计要求，其间进行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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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天佳能考篝老化试验.电子元件ft.稳定可霉，计算机工作正常，以后又远行{ 30 多天.

每天遁行 5 小时的'自姐块测快试..蟹II忘费用不4…~.几何尺寸与宴际志*帽同.测

~试验 1ω 多次.所到撞撞丧明囊..过覆中的动态测量志块的挺度值均达到.设计要求.

5 结论

关于志块的商~.蟹~世界上的一些国东徊在国目萄还来用人工割艇和配块.没有自

动翻~装置.更撞在动态自动嚣快.也疆是说投宿在襄管过理中自动完成测挺这一王作，面

我的对这-谭.量行了研究.用建立的宴'量装置对不惕'制作的..块进行上百次的动态

现*:试验.试撞撞撞丧明*瘦测量的精度达到了'原设计的要求.离足了装'中对志*测快

的要求.从西量证了我们研究的原理的方法是正确的.笔际可衍的.该法'摩作简单. ~坦代

了人工测艇和配鳞，使装管易窦耀自动化.~钟'原理鞠方法在奠宦衍量中也可撞广相应用.

如生产流水线上利用光电原理作产品计数，在机廉行量利用脉l+计It可作为进刀量的瘦'国.

因此诙原理和方法在核幢料元件生产中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探索.对于奠宫工业部门也有

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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