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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建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氢化错固态零功率反应

堆.该堆采用氢化错作慢化剂，有机玻璃作反射层，富集度为20%

的 UiOS 为燃料.首次临界后，完成了物理特性和安全特性测量，证

明它具有稳定性好、灵敏度高等特点.应用该堆成功地进行了人员培

训，堆控仪表和实验仪器考验，以及某些应用的预先研究.显示出了

它特有的优越性。



ZIRCONIUM-HYDRIDE SOLID ZERO POWER

REACTOR AND ITS APPLICATION RESEARCII

(bl C: :lIese)

Lin Shenghωlω Zhanglin su Zhuting

(CHINA INSTITUTE OF A1'(>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T

The Zirconium Hydride 位地it! Zero Power f<ea<:tor buil: at Chin., Institute of

At佣lic Energy is introd~. In the r阔的or Zin:onium-hydride is used 描 modera

tor. plexigL,:ss as reflector and UJO. with enrichment of 20，""崎 the fuel. Since its

initial criticality.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踊fety features have been measured

with the result showing that the reactor has 拍und stability and high sensitivity.

etc. It has heen successfully u~ for the 阳rsonnel training ilnd for the testing of re

actor control instruments and t'X阳riment devices. It also presents the special advan

tage for the pre-research of 驯ne applic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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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化幢回事零功率反应雄是以氧化错为僵化剂，有舰磕聘为反时居.富疆度为 20"'，的

UJ也栅东为但料曲集中子反应罐.由于宦反应性蜀'小，待到适用于矗行葛些对葛定性要

求富的宴撞事 对于接仪器考验和被学后调也矗-个十分方恒的囊置.璋JLtL后.竟成了装

置本身的安全带性和街理将性测量.主要包插幅界踵量确定、 E嗣棒和安全部肇事割厦、捆

对中子通量分布嚣量、反应性雹定性和果罐厦测量等.并开.T人员雄调 z 为涉外量水军

功率反应罐工理和 863 J‘技术快中于军功率丘应罐篝仅嚣.7全面的量'瞌s 进行了'里斟元

件幢幢在蝇菌量宴量万童画先研究‘开展了中子摆橱窗研..本文"对氧化'量圄革等功率

巨应罐的结构和特点遭行介绍，并对若干应用研究情况作简要说明.

1 反应堆结掏与控制保护系统

7

a

与..定

-元

Jr' 一T'TlIT千←…户，

圆』 反应耀割槐囚

Fig. 1 R~"ctor cUlllway view

'一-檀恙 I 2-一~.四侧幡劫后 M!A， 3-一立后'惰. 4-一下庭的腾. 5-1'.., 6-tlft!平窗，

7 一一气缸I II 一一属"till ， 9 一屹筒， III 一-圄寇凰"属1 IJ-一安鱼ff ， u-一缸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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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窑嚣的直径 102" "，m. 高 1524 mm. 在堆窑嚣的学·高度处有一个王n·:乎台.与罐车

停鞠罐玩不镜制贴画连成一体.既使于操作，又对罐车4年起固定作用.详见回 1.

本雄豪用 DF- .堆的惶抖元件·\厚壁氧化黯啻的外佳为 15 mm. 内硅为 7 mm. ~毛 1置

有 4ωmm相 55 mm 两仲.桂林遭法确定氢原子:fa错原子的比例

Nw
豆~ = }.70 ± 0.01

式中: HM 相 Nz •分副代表氢相暗的原子鼓.为了疏少中于世量.在氢化错啻之间锺入噩乙

烯三角..罐芯氢与偏-235原子敬之比约为4ω.

I. J 撞嗣像'摹擅

氢化错固主零功率反应堆的控嗣保护系统布下连主要将点 z

(D 东西侧活动反射块慧动系统阿茸.由气嚣、调E闽、二位五通电磁间.单向节革阀、

气缸等气功元件组成.反射块行自 ZOO mm. 单续享 -1.5XIOZ~/ι 断电时可快量下西.

金E可fi时间小子 O. 5~.

tZ】安全悻哽动系统阿 l~. III 10 W 巧逆电动机、转植、离合嚣.蝇轮、钢丝绳#目楝体

组成.行自 600 mm. ~.效率一1.02:< 10 =M/ι 快速下落时间为 O. 5~.

(3) 控制愣囔动系统阿在. (1110 W 可遇也功机、位置指示丧、f是桂、尼龙蝇彻悟体组

成.行程 600 mm. 息量t 率一 3.56)( 10 '~Iι 运动速度乓 30 mm/lI.反应性罩"事

Q 川ofA

2 安全特性

<I)雄本 H;~占向完整i't强. Jft志纯l裴在六角形的艇繁内 .m\柬问走在庇板响Ilfl容器侧面i

上.外嗣同川嗣费·':iJfHJt的不伪 tli贴而书Illi1 jif.无倒塌归I拙架的可能.

(2) 反应性;在 111/ Ii式单- -. !-j"二零功率增.桥!比无水i圭亚; f1~.r"1毡，陈控制元n~:i外.只能

是遥恨添加精f.I元件这一种反应f£ i:~'J11方式. £l;1J陀.每次元件操作的反应1'£添加率小于

I. OX门1凹O 号予，川

(3) 停唯系t统直捋合四取一原则.安生f恃如束!川H两套z纱'虫.立的电动驱z功J掬J初机L拘;东西倒活动反射

t峡起来用阿E拽立的气动咂动肌构.息的负反应恪绝对值大于2. OX 10 -z~/k. 当反应堆运行
工况异常 n·t. r~要有一膏驱动机构能正常工作.即可使反应取处于次临界状态.

(，0 后r.r反应 ft:小.规 ft\现在.实验/t·r辆公民应性 1\、于 2. ox]o '~/儿;年峨的临界燃

料元件姐为 liH6 悦.堆芯总共有 698 个燃料元件孔 ill • 实验M.t余的孔位 1日铝啻填事.四

防止捕入 t余的幌料元件，从而保证剩余反应件:满足现德规定.

3 物理特性

3. J 瞄界眉量

悦据l品r， ~1占外推实段并月1闭目1Jt!测定超临界反应性，然后内销.求出了 i我堆的临界燃料

元件敢为 685.51 土 0.24 根. in Ii燃料密度有 1 富集 1!t .换算出临界质量为

2.632 士 0.03 kg mu.

J.% 中子通量曹鹰份有



最用瞌·惶合主 Mn80NiZIl片作为锺iff树割.洒走了中子通量密度的wi向相佳向相对分

布.植向菌量最用 ISXO.% nun 的瞌-镰含金片撞在 16X I. 挺 600mm 的恒啻里，片与片

之间用Io SXIO mm 毒 ~5X20 ftim 的恒梅隔开z 佳向来用 11. SX !XO. 3 IIUD 的恒-罐告盒

片融在噩乙蜡三角条.t.再插入割量虫的位置上.挥洒片话化后用半自动测量囊置II量翼

。瞌蜻佳.费后撞最高点的平均值归一，跚跚结泉细固%.回 311示.N..固 2 可且，输向中

于矗量密度下蝠班高.最大中子通量密度偏向下榻.这是由于下曙有 175 aam 厚的反酣层，

面上蠕it宿"萄机磕璃反耐嚣，只喜 25 mill 厚的氧化幢反耐层厨嚣.N..固 3 可见.佳向通

量啻度分布曲辑是呈贝事尔分布.是与罐志的曹理中心相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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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Z 输向遇最啻度分布囚 因 3 径向遇最密度分布图

Fig. Z Axi"r rime dill.ribution d~"'lgram Fig. 3 R"dial flux dil'triblllion diagram

).) 备部件厦应幢幢

为配合实验.保证安全运行.l·t各类活动部件的反应性的进行了实验测量.活动部件

包括东西侧活动反肘块、究生梅、控制悻有1边缘幌料元件.测量结果flJ于丧 I.

,II 番'件反应性11

Table I Rearti.il，胃orth of cach IUbla部taabl ，

.悴忽陈 阳性也/于 方除

京西侧 t茜~匠"换 (I.丑。士。 .31 】 >(\0 I '咱·罐自费

向根安金" (1 .02士 0.18】>( \0 I Jt撞II;

两艘f'Z栩栩 (3.玉'士。·1\)(10 I 鹰"佳

i.1I缘'辙f.l!n元件 (%. ~4士。.119))(10 ' 跚跚梅

).4 徨陶鹏料元件厦应性值分布

为了按倒使向燃料元件后应性由分布.测惯了从活性区边缘至中心17 根幌料无件的民

应性钮，舷掘列于我2. 从击中的黠据可见. J 号位燃料元件的她率艘2 号佳的略高.这是

由于前者E靠近反射层，中二ff:介 lfl归盘略有册商所fL.靠近地芯中臭的几根燃料无件的效

率相近，盘»J忧小.

s



.z .商量"元'巫摩幢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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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 号撞嗣帽的 Sill撞

为了方便实验运行，酒量了 1 号担嗣悔的 s 曲辑..1.田 4. 从田中可见.班悔的灵敏

霞在 3∞-]20 mm 行E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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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厦店'量'定健和翼..
(1)稳定性 氢化幡圄辜军功率反应堆的特点之-矗宫的幢定性好，可以调足3旺盛骨

醺宴瞌的需要.为此，我们专门侧定了反应耀的稳定性.~功.堆的稳定性用反应性标准

偏噩'曾描述.在运行工况不蜜的条件下，运行朋何反应性的偏噩篇小， a，z性越好.在幢

芯帽..元件辑蝇，几何结构宪金不变的情况下，匈隔一小时，用周期班副量此工况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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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重11.4项主验.连撞运行11 小时.共越R II it. 站果到子亵3. 寝 3 绘出在 I! 小

时运行中.不同赳量仪器.不同测量量fl. 反应性的平均值及际擅筒量.其标准偏量主要

露自中于水平的革疆、嚣噩但嚣本身的嚣8. 且商量人员拥圃m时曲菌量理重.

(2) 灵敏度 在氢化幢圄毫零功率反应曦的中心惶斟竟件乱矗咿.辑用~度来同的蛐

挥晶矗衍了灵敏度测量·尊佳质量的吨引起的反应性变化为4.以 10- r争鸣·利用毒定
性的宴撞撞晕可以笛'再出，当反应堆功率在1 wtiti时.氢化幢回事事功率反应罐中心

惶斜元侨乱遁对ZIIU 的灵敏度的为 15.6 吨·

寝卫反应lIaa量2….

T....e3 Mnsur蝇ra8ltswlsaa副酶.y. lIIr r帽...

I~输事..a I Z~....li

平均医庭佳 I lie筐. I 平均lietl I 墨liS

5..璧 I I 麟…

斗生:主 i 讪，号 : 卒flO'τ
主\I. Z1 i 10. :Jll i 量也口

土。·11 ! Ill. zS I 士也 01

In • 11'- ‘s 士。.IZ 10. ZI 士0. 01

4 应用研究

(})校1:1:器考验与人员珩训.氧化t~困辛军功事反应堆设有各种中T-I军南载置.司提供

各仲巾子通盘if. 1庄市号.并号段各史中手监测仪器.巾子通髓*度的变化范I目可U从幢小

开始直到lO'n.l仆mZ
• !I).实验j~行万便.四此i变堆己实际用于重水零功率反应堆阳快中

手军功率反应堆位副系统和j;段1茸茸的生丽考验.并先后利用i在堆培训了~各国内外反应

堆工理技术人员.

(2) 高温气;专lft燃料元件幌昆反应性的在线测量万事预先研究.

(3) 巾子照丰fl研究.中子照相技术有广泛的用造.尤其是对于氧原子富嚣的弹药.导火

索等内部质量的无损抽查是陈常适用的.我们在氧化桔困牵军功率反应堆上开展了巾子照

相报测导火~内部缺陷的面明，取得了初步的结果.

5 结束语

氧化惜困在牢功旦在反应JIll!!/.现后通过各仲性能拥试，证明官具有也定性好，灵敏度高

等特点，可以满足¥些峙殊实验的需要.对'使用仪表性能的考验和1反应堆工tv技术人员培

训是-个安全.可事.方便的装置.对开展的苦干应用研究也取例了精好的蜡果.

.饵本韶题研究工作的还有跳世贵、阎凤立.赵品台、史永谶.时提雷.胡定胜.郭

文元、李京喜.王文丹、自璀捕、成文华、 i于现帕昌，.

，帮文献

[口.."'. 防大绩.. stf~帽，功'再后应蝠J:fI:M.. J匣子雄"字岱束， l'IlJ , 2 I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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