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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燃料元件是脉冲堆的关键部件，它的设计和制造是脉冲堆的核心技术

之一.继美国海湾通用原子公司之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也研究并掌

握了这项技术，首座脉冲堆(PRe-I)已安全运行了 3 年多.文中对燃料元

件设计研究工作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并通过与(PRe-I)在运行过程中参

数的测量结果、试验与验证结果，以及国外发表的某些设计结果的比较和

校核，对设计进行了验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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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咀le fuel elem四t 臼 the key c田nponeot for pul副 reactor and its d，国ignis创始 of ker
nel t配:ho吨u臼 for pulsed r'臼etor. FoDowing the GA com归oy of US the NPIC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h画 mastered th白 technique. Up to 皿师，the first 阴阳dr四ctor

in China(PRC-I) h臼 k四副fely operated for about 3 years. The design and r幅幅reb of

fuel em四t uDdenaken by NPIC 臼 summarized. The verification 81咀 evaluation of 由is

d臼go has bf!en carriedωt by using the results of measured parameters d町mg 句Jerab佣

and test of PRC-l 8S weD as c臼n阳ring the d臼ign 阳ramete四 published by oth笛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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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脉冲撞〈圄外称11UGA)是一种用途广泛、价格证摩相安全可靠的研究试撞撞.在世界

研究试验堆中，这件革的最量目前居首位.

罐辑元件是It呻堆的关键部件，它的设计相嗣章是脉呻堆的板.u妓术之一，我们是撞美

国鄙胃矗用原子公司之后掌握真如f和制造技术的回事.

酋直臆冲撞(PRC-I)已于 199。年投入运行.燃料元件现已经历了韧步曲运行考量.

本文对舷料元件设计研究进行了寝全面的总结，并通过与 PRC-l 运行中靠撞测量结

果、试验验k结果，以及国外发寰的某些设计结果的比较与校攘，对设计进行了验证和评价.

1 功能与特点

脉冲撞燃料元件的功能是与真官堆志部件一起构成反应堆堆芯，并接试验研究的需要，

反应堆属可以'幸运行，也可以脉冲函T或方撞运行，使堆芯成为一个可调节的强中于现

脉冲撞嘿料元件具有栩下特点:

(I)固有安全性

由于来用 U-ZzH1.I作为燃料，并且宫是由金属铀与堆芯中主要慢化剂ZrHu均匀棍合而

得，因此艇料元件也称为慰料慢吃剂元!牛.堆芯具有很大的瞬发而不是缰发的反应性负温

度系暨〈约 1.1XI0-4[~/l]/'C)，能在约 3500 MW 的峰值功率〈稳态额定功率为 I MW)
下安全地脉冲运行〈见第 9 章)，而不造成燃料元件的任何损坏，即具有强特的固有客在幢幢

点.

(2) 大直径辑料元件及小尺寸堆芯

由于 U-ZrH，.I燃料具有优良的热物理性能，为了能在地芯中造成因燃料温度引起的大

的负反应性，并使燃料元件具有大的抗知弯曲刷度，燃料元件直径可以而且有必费做得较

大s由于舷料中含有大量氢，堆芯尺寸又可以做得相当小.

(3) 可靠性

脉冲撞是一种地式反应堆，燃料天件包亮是燃料及裂变产物的唯一屏障 F尽管燃料有优

良的抗水腐蚀性能〈见第 8 章〉和瞌低的裂变句，体'敢率〈见第 4 章)，可靠的包壳设计舍更

加提高反应堆的运行可靠性.

2 设计工况

在燃料元件设计中，要针对下述设计工部J]进行设计与安全分析

2. I j£1常运行工况

(1)穗态运行:包括直至 110%额定功率的穗态功率运行，堆芯由池水玲却系统自然对

流玲却.

(2) 脉冲运行 z反应堆在极低功率。 kW 以下，通常为 10 W-IOO W)下稳态运行时瞬

时引入 4 元过剩反应性〈幌发3 元〉后的运行工况.

2. 2 事故工况

(1)弹棉事故z反应堆在 110%额定功率下穗态运仔时，麟时引人 4 元过剩反应幢盾的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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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水事故z反应堆在110"额定功率F毒毫运行时.由于撞撞藏囊，池水佳水位报警

并停罐，直至堆志完全暴露于空气中相只'空气自然对撞玲萄鞠撞墙事故工回

3 设计标准

及时总结了艇'母元件的设计、嗣量、试验及安装经验，并在对英雄内运行宴院和实椎.

数测量进行验证的基画上研刨出下述由f标准.田面它的具宿完董性、可毒性、合理性、可

行性橱窗倒性，可作为指导性文件丽适用于最辑元件设计或嗣童及真质量控嗣.
U 谴it号.1]

这是一项企业标准.该标准规定了艇'略元件设计的一艘原则.对设计提出了基本要求、

详细要求和设计工作内睿，并从工程厦量保证角度提出了设计反债要求.在基本要求中，要

点是要求艇料元件必须在规定的设计工况(见第2 章〉下保持结构完整性.在详细要求中，对

构成燃料元件的材料、零件结构及英功能作了描述.两个酣最较详尽地分别结出了设计中需

要带虑的主要性能靠囔和需要进行分析的艇料元件堆内行为.

1. 2 设计在Ifl]

这是一项行业标准.旗标准鲤定了艘'略元仲设计应该庸足的要求，定义了设计工况.主

要内睿卸下z

I. 2.1 忌的要求

接本标准酣f的帽料元件与反应堆撞嗣和保护系统.-起能够保证，在所规定的设计工

况下，保持醺料元件结构的完整性.

S.2.2 谴计准嗣

(1)疆毫运行中，包壳周向应力必须低于其工作温度下的材料屈噩噩度.

(2) 除穗态运行的其余设计工况.包壳周向应力必须低于真所处温度下的材料抗拉强

度，且安全系数至少为2.

(3) 应针对脉冲运行工况，进行包壳应变在劳分析.燃料元件可以承受的'在呻运行政鼓

《即包壳'但应变蜜劳循环吹鼓〉取按计算的应变范围求出的包亮发生应变瘟劳篝裂时循环

~颤的 1/10.

(4) 考虑到所有尺寸的变化源，为科酷燃料芯体制石噩芯体在包壳中的轴向膨胀，燃料

元件中必须固有足够的'自向间融.

(5) 考虑到所有尺寸的变化源，如幡石墨芯体的径向膨胀，石墨芯体与包壳之间必须

由有足够的径向间隙.

〈的考虑到所有尺寸的变化饵，燃料志体-包壳间融的选择应是权衡下列因素的较佳

折衷结果z

..B坤运行时有适当的间.热阻F

b.穗态运行时燃料温度低于150"C f

eo"期末包亮总的周向理性应变低于 HIo，

d. 加工及装配可行性.

(1)燃料元件捕事结构设计应与堆芯栅板的相关结构相容，以使燃料元件在堆芯中铀

向及程向定位.

(8) 懒料元件上、下捕'与堆芯4酣桓孔配合处应有足够的过水面棋，以便燃料元件得到

克分玲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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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罐鹊元件在结构上必篇有豆篝筐，即任一璧鹊元件篝篮在堆志中安装并可互换位

置.

。0) 罐M:元件结构应使莫在堆志中肇'方便，并为囊"提供抓巅'位和与所用专用囊

"工具结构相睿.

S.I- I 撞楠W:>]

镶标准是一项产品行业标准.该标准主要规定了艇料元件的技术要求、取梓与试量方

法，对撞料元件所用原材料及真半成品和最曼的产品艇辑元件，组定了详尽的质量指标及真

质量控制要求-攘标准主要适用于嚣'唱元件及其相关辅斟、零件的果属、嗣量和撞撞.

4 材料选择

攥料元件所舍主要材料是包亮相融榈树料.

"1 笆'制辑
国外早期TlUGA罐罐M元件景用 6侃1 幅合金作为包壳辅料.由于该据科噩度..运输

巫跑咱中易变形、弯曲和固'轮效应而伸长.允许使用温度也不高，因此后来代之皿 304 囊

制L不锈帽.本设计果用与其相近的脑 1剧归作为包壳材料，它能霸息高温高中子瘟密

度和脉冲运行工况下的使用要求.

也 2 蟠桐树羁

矗用弥霞型 U-uH ...作为舷料材料，因为它有如下优良性act]:

(1)鹅铀理幢幢

高蟠点(l810'C)，熔化热z与 t陆艘料相当s高热导*:在莫使用温度范围内，热导率为

UOa罐割的←7他大集睿z在莫使用温度范围内，比热约为UOa罐抖的两倍，因而在脉冲

运行中不会导致过富的艘'唱温度.

(2) 相结构

在高氢啻量区，沉淀的铺对氢化幡相固的相边界没有什么影响.除铀的弥撒相外，不存

在氢化铺及英官橱相.铀是惰性相.所以，只要研究氢化惜的相回就可以了.由固1 可见，当

H/Zr原子比为 1.6 时，从室温到约10ω℃的宽温度范围内是单一的6相〈面心立方〉结构，

因而在堆内使用中不存在相变相因相变所带来的体棋变化问题.

〈的裂变气体保持能力

国外实验结果证明〈见固刀，当燃料温度低于4佣℃时，反冲'撞机理起主要作用，裂变

气体'放份额仅为1 X l(，'，400'C以上时，扩散'就机理起主要作用，但5佣℃时裂变气体

'就份'也仅为1.2XIO-4 • 虽然脉冲工瓦或事故工况下燃料温度要高些，但其裂变气体'

放份额是曲事故前燃料的正常运行温度决定的，因为曹志的短期性对依据扩散过程的商量

'放结果并无影响.由此可见，该燃料的费变气体'放事要比轻水动力雄用UOz幌料低2

4 个敷量级.

(4)化学惰性

直至 850·C，ZrHx与水、水藕气和空气的反应速率都相当低，在悴水试验中，加热至

850·C-1200·C的 U-ZrH1.•模样晶仍呈现出楠'的行为{见第8 章>.这种优良的化学惰性，

使得即使在包壳破裂并在事故工况下运行时，进入降却剂系统的舷解腐蚀产"也将是握真

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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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咂尺寸'定性

U-M缸曲8!喂'摩大晕晕备向同性带点.U在U-Zrth中作为'他'徽相菁在，反呻损

伤曼'于小的反冲范.(-lOpm)内.国外对‘相四阳A罐羁的"蚌靡衍为的研究囊明.

在0. 52"总金属〈包括蜻〉原子的最大罐篝{相当于烧篝 7S'" 四"情况下，体砚.!喂.1ft.摩仍

小于 1.SW飞表明辐.嘿尺寸稳定性良好.

E 结构描述

罐阔无件结掏如固 3所示.

17.5

z

310

7‘'

17.5

,

圄 3 脉冲罐罐.元件蜡掬示'圄

←-亨篝事，2-ii.a，3-包H，←-U-ZrH....酬莓.，5-%1-4恙.1←一石E体，7一-.t，U.

耀料元件为租'扰，列世37.2 om.a-t去 760 Jm1.重量3.28 kI.

娼料元件由包壳'、三根艇料芯体、三根71-4芯楠、两根石噩'相上下蜻塞组装婷接而

成.上下蜻事与包壳管由噩噩自动焊坷喔焊接连接，通过下蜻辜的"南通孔抽出空气后克以

也 1 MPa氧气，然后焊封班孔.克入氧气的目的是适当改善间隙热导和便于对燃料元件进行

氯气撞嘱撞撞.

艘"材料为8.5'" u-Zr日1.1.宫是由熔融篝造的8.5'" U-b合盒'在一定温度及压力

的氧气氨中经，氢而制成的.四U 富集度为20"'. 密度为61/1时.螺料芯体外径36.1 rrm.

内径 4.6 nun，长度 130 nun. 燃料芯体内乱是为便于..而设置的.在螺料元件中，辙;$l芯

体内孔插入71-4 芯槽，以加强燃料芯体的结构稳定性和瞰少翼而温下的'氢量.鳞料芯体

桂面橡有月A幢米厚的石噩润滑层，以赢弱燃料芯悴包壳的机械相互作用.燃料元件活性段

高度为 390 nun，啻跚U 39r6S.

黯料芯体上下方各置一根直径36 nm.~ 97. 5 nun 的石墨芯体，作为堆芯的辅向中子

反射磨使用.

包壳材料为 OCr18Ni9Ti.内径 36.2 mm，1I厚 0.5 mm，快度 614 nvn.

为补偿燃料、石墨芯体与包壳的不同鹅膨胀及辅料、石墨芯体的辐照肿胀，燃料元件上

方和癫.i&棉、右墨右将与包壳之间分别固有适当的辅向和径向间隙.所布这些闸醺设计是

按照.3章有关酣f准则要求，经详细计算与分析后确定的.

辙'略元件上下楠，上均设有均布的三"状结构，以便燃料元件在堆志上下栅板中径向



定位，并尽量增大旗佳的过水面秧，以藏少砖部割阻力损失.提高自健循环能力.为便于蝶M

元件吊攀援作，上撞事顶蜻量有蝇头.

6 设计方法

.冲撞的三个主要运行参撞是罐辆运行提度、'发反应性负温度系戴帽罐功率，但限嗣

篝运行的唯一基本参数量锺辑运行温度.因为，U-Zdh有-种撞籍的高温馨氢性筐，即所谓

平衡氢分解压〈在蕾帽的睿'中，在H/7z原子比一定的情况下，慰饵'放出的氢厨量成的

压力是罐属温度的唯一画鼓>.固 4结出了平膏氢分解压擅艘'唱温度的变化关系.由固可且，

幢慧"温度的升高，平衡氢分'压..增大，因百撞"元件内压也相应急剧精大，当内压足
够高时，戴可能量成包3l.囊.这也雄是为付么要在堆芯设置篱'幢幢画量攘鹊温度的艇'暗

无件，并把运行中超过保.定值的煌.温度作为反应堆事故停堆保妒倍号的，由所在.

所以，设计中必蟹考虑平膏氢分"压，并针对设计工况进行计算分析，确保满足第4 章

提出的安全要求和有关街f准周要求.

为保守起见，设计中假定，暨棍蕾"元件的攥料均处于最高艇料温度并依此计算平衡氢

费解压，因而计算值要比慧"元件中实际氢分解压赢得多s换盲之，由于氢从罐属第区，撞，

又由蟹玲区囔收，真达到的氢分压平衡值所对应的特征植度要比最高镰料温度低得多.倒

10.0

:. 1.0
2......
g
g-sx
言 0.1

750

圄 4 氧化输份'匾"事蝇t圈内颤字为H/Zr原子比〉

如，曹志运行中氢内压测定囊明，在艘剌最高温度大于 10∞℃的脉冲中，最高内压仅仅约为

按最高燃料温度估计的平衡氢分解压的 6"，就者为接扩融理论〈宫不仅考虑燃料温度的不

均句性，而且嗜血氢从燃料亵面的'就遭事相对氢的再吸收遭事〉计算结果的伺1/筝'1.

依据也壳钳制强度先确定内压上限恤，罐而可以接前远的保守假定求出辙"温度的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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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量限量阳z当包亮温度低于刷℃时.蘸值为 11随'C;当包亮温度等于最辑温度时，蘸值为

蝇。'C.帮虑到嚣罐属矗件F锺桐'盟和自疆变严输引寇的醉摩及变章，矗窜景用2OO'C的

安全幡量，因此'辜运行幢割温度曲世it量'值是 15O'C.

7 计算机程序

针对第 2章定义的设计工况，均编有计算机分析程序.且罐割元件结构设计角度出发，

并考露离失水事故对于包壳量度来说是最苛刻的蕾计工况，因此这里只简单介绍事毫幢幢

分析管序相失水事故行为分析程序，关于肆呻运行和弹捧事故的计算幌分析程序且参考文

.7].
1.1 .拿幢幢给橱疆'

程序分析中考虑TT列葡理规章z锺帽元件'集s堆志的自B对事循环玲却s矗料志体、

气.:和包壳中的传，~u鹅'摩-艇解与石墨的'厦醉E;蔓变气体的产生与'放z罐属的高温

'氢s艇'唱元件内压的噩立F包亮应为s包壳应变.

根据上逮捕理现象，提出数学模型相辅帽了蕾帽元件事毒性能分析程序FESAC. 蘸程

序的功能主要是计算憾.元件'第率和于通道玲卸剂植量及温度分布，求麟艇'再元件疆场

和内压，计算罐剌元件的楠、径向嗣障蜜化，植撞包~I哇哇相强度.

在艘M元件的程毫运行分析中，艇"元件温度场的确定是最重要的，只要温度场分析可

筒，整?分析也:1可倩了.因此，为了验证本程序，使用脉冲罐撞事运行中的相应宴量'甸蜻番

Il'<运行功率:1 MW;罐剌元件囊霸棍敷:86棍s中于矗量密度体扭不均匀系.:2.245，玲却

荆入口量度:27'C等).由本程序进行了校算，费1 结出了计算结果与实跚结果的比破.

寝11...-_功'矗街时…"景仲镰巅噩噩词••每囊-的优黯

项 自
同骂IIC

宴..'C M."诗篝罐.'C -
..司E体画或缉M 447.4 "‘s -f

包捷外- 12‘ s I:鼠' <.2. 7

亵 1 对自:sAC程序验证的结果证明，诙理序是可惰的，计算精度是令人满意的

1.2 失*事故行为'精程序

程序分析中带虑了下列辅理现象z剩余.鹅$堆芯事空气自然对班玲甸事.饵与包壳温

度的持摸上升s舷割的高••氢，艘M:元件内压的持键上升$包壳应力.
根据上述输理现象和下述保守而简化的僵定，编制了计算凯程序τ'fRAQ..这些假定

量z失水开始后立即丧失全部池水和蝠"温度为环境温度，井只靠空气自然对班畸匈F空气

自然对班玲卸之前剩余爱锦井无囊.f忽略攒料元件石墨芯体Ai椎芯'极的导集和第辐射

醺鹅，忽略在儒料芯体、包壳及其径向间隙中疆".即事故期中燃料与包壳处于等温状态，误

噩在5'C以内.

由于失水事融中燃属元件行为的曹态特性，程序中以下述时间步佳量点进行计算z在 o

-1♂，肉，步*:取为10 If在 10'-1 ()t I 肉，步快取为20 s.直至在解到融制这最高温度后一

段时间才"止计算.

失水'故中，辙M'元件包壳宪暨佳取决于所达到的最高内压，即取决于所达到的最高辙

-温度，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支配性条件，所以，只要算准撒料温度，暨个分析也就可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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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撞证本程序，我们输入国外的燃料比热'掘和美国臼咽m 州立大学回IGA 堆的

其它有关参撇，用本程序剖算得出该堆失水事故发生后所达明的最高燃料温度为 753'C，国

剑顿遭值为 780'C.二者相差仅3. 46 Ye.结果符合良好，证明本程序是可惜的.

8 材料试验与试验验证

'.1 I. 5Ye U-7dla••辅相试黯

通过固产 8.5% U-bHu的材料试验证明，其性能与国外同类材料相近或相同，符合设

计要求和满足脉冲堆的使用要求.完成的试验项目和所得结果摘要如下.

(1)密度水提法实测密度为 5. 98-6. 02 r.J时，平均值为 6.0 s/em'.
(2) 热导率通过测定得出拟合公式 g

k=17. 0531+2. 93729XIO-'T+l.15回1 XlO-5T2-2. 27709xI0-'俨(1)

式中rl-一热导事，W/(m' 'C), T·一-温度，'C.

(3)比热通过测定得出拟合公式z

C,=O.120547+5. 07930XI0-4T+l. 39064XI0-7俨 (2)

式中z乌一一比热，J/也· K) ,

T一-温度.K.

(4) 热膨胀通过测定得出拟合公式z

等-=-川45邸 +7ω6 XI川+叫915 X 10-7 严 ω

式中z 守一由室温至温度T的热膨胀相对值.%，
T一温度. ·C.

(5) 腐他性能在 300'C 、 8.47 MPa压力水中，经 400 h 高压釜试验后，实测 30 天腐蚀

增量为 0.831-0.977 鸣/时.读腐蚀率大致与Zr -4 合金在 450'C水藕气中的腐蚀速率相

当，仅及 22% l1-Zr合金在 315'C水中腐蚀率的 1/30.

(6) 弹性模量通过测定得到拟合公式 z

E=63-146. 73XI0-4T-0. 833XI0-''J''l -3. 9XI0-'俨 (4)

式中IE--弹性模量，GPa，

T一-温度;C.

e.2 包壳管材料试验

(1)机械性能测定

包壳管机械性能测定结果见表 2.

寝 2 包壳'割翩幢幢

拉伸温度，K 。D. 2'MPII 曲，MPI fl&,Yo

盒 a 345.4 740.5 51.3.
473 307.6 510.7 32. 9

623 350.3 504.2 24.0

773 244.0 38ι7 24.0

973 ，句0.5 109.0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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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晶间腐蚀性能撞撞

接GBI223规定的T法，对包壳管柑进行了晶间腐蚀倾向幢验.经腐蚀试验后，果用弯

曲法及金相法评定的结果表明，管材不具有晶间腐蚀倾向.

t.3 试验验证

。) 8. 5'" U-ZzHu燃料搏水试验

为了解一旦包壳霞裂，冷却剂进入包壳后燃料的行为，进行了燃料萍水试验.

试撞中，把加热到8S0'C-1200'C的燃料裸试样搏入水中，以观察其行为.试验使用了

两种试梓z小试样，耐X9mm，大试样，倒XSO mm(内孔;4 JmI).另外，还进行了密封焊在

不镜钢壳内〈内有少量空气〉大试样的博水试验.表3 给出摔水试验结果.

寝S 津*试撞撞属

试樨 摆起 操大战.. 摞4战榨

在吉野 848 创8 ，ω 1倒" 1100 12ω

重量 -0. 111 -0.斟撼 +0.崎4 +0. 175 -0. 218 -0. 379

管 直径 +0. 263 -0. 320 +0. 2ω +O~ -0. 078 -0. 513

候度 +0. 179 -0. 458 +0. 011 +0. 145 -0. 223 -2. 031

2盛 无 银少 极少 极少 少量 少量

外观 霉 番 褒面8t~，无龟费，无扭曲变形

由试验结果得知，直至 1200·C(在事故工况下，本堆燃料也未达到这一温度值，详见第

10 章〉燃料仍有满意的行为，对燃料的影响只是龟裂、失重〈主要是失氢)或增重以及相应的

尺寸变化.即使 1200'C水萍时，也仅失重(且主要是失氢 )0.379%.进入玲却系统的燃制腐

蚀产物将是极其有限的.至于带密封帽壳的大试样水摔试验，其结果更说明使用中是安全可

靠的.

(2) 8. 5U U-ZrHu燃料的热循环试验

进行本试验以验证在培功率锚环和脉冲运行中燃料的物理稳定性.试样与搏水试验中

所用的密封于不锈钢壳内的大试梓相同.试摔在 500'C-72S'C温度区间经受了 100次热循

环.试验结果见亵 4 ，

寝 4 锦帽环试瞌结果

重 量 ~ 度 直 径

变化量，y. +0.00935 +0.180 +0.318

• 现 费面烧'自灰包，也槌度比试撞摘稍羞

试验结果表明，燃料物理稳定由良好.栩票不锈钢壳内原来不含有1世空气的话，其重

量及尺寸增量应比费 4 中的值更小.尽管热循环经由了金属铀的α4相费点(668'C) ，其良

好的物理稳定性为燃料元件的可靠使用提供7保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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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壳管爆破试验

对本准用脑1剧i!m包壳管进行了常温内压爆破试验.11 个试件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列

于亵 5. 由表 5可见.其数据与材料单向拉伸数据(表 2)基本吻合.

唱~.. ~---，...，~--
项 目 数.•

-压jJ.MPa >7.86

极限'度*.MPa 61自己'

周赢压方.MPa 10. 58

屈服'度禽.MIIl 331且 I

"性徽量*.MI'lI 2. ]38XllJ1

量大周向延伸..~ 27.89

璧厚麟'事，，， 22. 55

注，*为辘-戴蟹的计算铺果

(4) 包费管应变疲劳试验

巳完成室温和高温应变疲劳试验.

室温试验 z包壳管人工刻伤深度达管堕厚的一半，应变范围为 3000 徽应变，循环 3500

次后每费管才破裂.

高温试验 E试验温度 S3S·C.应变范围为 3000 徽应变，三个包壳管试件经 5000 次循环

后，无-破裂 F其中一个试件循环至 6000 吹之后，应变范围增至 4000 徽应变，禀租共循环至

7500 段，仍未破裂.

9 运行经历

自 1990 年 7 月 22 日达到玲态临界以来，脉冲堆巳历经从低功事直至额定功率的功率

运行试验， 1拥1 年 3 月 8 日始，曾在额定功率下连续运行 12 h ， 1991 年 3 月 15 日至现在，堆

禀棋鹏糙达到约 20 MWd，进行了直至引入瞬发 3 元反应性的罩租 300 余元的脉冲运行.

表 6、表 7和固 5 给出了在上述运行试验中采集的部分主要鼓据.

寝. ] MW，72h运行中 B圃憾'寻元件事翻焦点温厦平均值

项目 I 1t1l.'t
懈芯幅度. I 466.5

锦州.... I 130.0

注，.惕"芯体温度回点位置为罩籍"芯体"面]0.07 mm~.

辘' 引人ys元'提反自幢脉碑喔何时翼测..<脉搏毒何前功 .1OO W)

项目 |敷值

峰值功事 .MW

功，峰半宽度.JIlI

••.;.偏量，W

燃料忽体达到的跚点•••皮. .'t

包房达到的'量高外璧氯度，'t

M
-
u←
川-
m
m
-
ω

12



400

300

υ 1/\贱"

~
II zoo

二三二二
。 50 100

'血冲后 :.flil.~

150

圈 5 引入 3 元'提反应性脉冲时燃料元徘徊圄〉焦点事场变化

10 设计评价

(1)燃料元件结掏完整性

使用自!SAC 和 TFRAα，等程序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任何设计工况下，包壳材料所处温

度下的抗拉强度与包壳周向应力之比均接近 5或远在 5 以上，满足 3.2.2 节的设计准则中

(1)，(幻的要求 z寿期末包壳周向总应变大大低于 3.2.2 的设计准则中(的所规定的 1%周

向塑性且应变限值.

在脉冲运行的功率陡增时，由于燃料温度高出包壳温度许多，如果忽略或没有径向间隙

存在的话，真热膨胀羞将使包亮产生周向拉应变 F反复的脉冲运行使包壳受到低循环应变作

用.在保桐霞定和估算出的包壳温度及其应变范围下所完成的包壳管应变疲劳试验结果〈见

I. 的证明，包壳管有足够的抗应变疲劳破坏的能力，能够保证其堆内使用中不会因应变疲劳

而破裂.

上述结果表明，在各种设计工况下，燃料元件均能保持结构完整性，这与国外的设计结

论和 800 堆·年的1RI0A 运行经验是一致的.

(2) 间酷和填充气体设计

燃料元件中径向、轴向间隙设计和填充气体种类的选定是设计中的关键和难点，因为没

有可供参考的这方面的国外资料，间或有之也是相互矛盾的.

讨算分析相韧步运行实践证明，同障设计是恰当的，填充气体的选择是正确的，满足设

计准则(4)-(的等要求.

(3) 燃料元件结构接口设计

通过在等功事物理试验和实璀装料中的燃料元件操作实院以及运行实践证明，燃料元

件的互换性、与地~栅饭的结构相容性、可装卸性以及堆芯出入口玲却荆班遭的设计是符合

设计准则(1)-00)要求的.

(4) 燃料元件技术条件

燃料元件的制造实贱、材料实验和试验撞证〈见第 8章〉以及反应堆运行中有关参般的

实测结果证明，燃料元件技术条件所规定的技术指标是 E确.合理的，既具有工艺可行性，又

13



满足了堆芯使用要求s同时还表明.所选用的 U-ZrHJ.I舷料确是一种完美的燃剌概在.

(5) 设计特点

本设计具有如下特点E

&与果用最新的 u-Zr合金幡造工艺相适应，设计中提高了囔含量，因而合金晶植更为

细化，事氢中不出现裂纹，改善了罐料芯体E质量.

b.设计规定，镰料芯体表面要撞以 3.....10 .-m石墨润清层，这将有利于缰解运行使用中

罐料芯体-包壳的机辅相互作用.

已上捕事采用整体结构，这不仅提商了结构可靠性，而且蜡大了上端塞与堆芯栅板孔配

合处的过水面秧，有利于堆芯的自然对流恃却.

11 结论

(1)燃料元件是脉冲堆的关键部件，宫的设计和制造是脉冲堆的核，已、技术之一.我国是

继美国GA公司之后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

(2) 通过与脉冲撞运行中的实测数据或国外发表鼓据的比较证明，研制出的Fl:SAC和

τ'FRAQ.程序是可靠的，为本设计及今后的同突出f提供了有利的设计手段.

(3) 船:~元件已经历连续额定功率运行和直至 3 元属发反应性投入的陈冲运行考验.

韧步证明燃料元件的材料选择相设计方法是正确的.结构设计和技术指标是合理可行的，设

计是成功的.

(4) U-ZrHu是一种完费的燃料概念，以此为燃料的反应堆具有比一般水玲动力堆大1

.....2 个鼓量级的反应性鹏发负温度系数，所以脉冲堆具有撞特的固有安全特点.设计计算和

堆内运行考验证明，无论是在稳态运行或脉冲运行，还是在反应性事故或失水事故工况下，

燃料元件都能保持结构完整性，是安全可靠的.

(5) 总结街f经验，编制出三项有关燃料元件设计的标准f叫，可作为同类设计的强制

性或推荐性指导文件.

〈的脉冲堆燃斜元件的设计成功，不仅为脉冲堆燃抖的标准化和系列化发展，而且为其

在特种小型动力堆领域中的开拓应用奠定了基础[41.

参加本设计研究工作的还有刘增琴、周益年、和卫东、尹耀铮、周耀民和李翔同志z此外，

应诗醋、张军炜、吉忠昌、李均调、于振宝、高占武和邓凯等同志提供了材料试验与试验验证

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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