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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冷快堆核电厂瞬态特性及固有安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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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摘要

快中子增殖堆能更有效地利用核燃料，将是用于核电生产的新

一代动力堆。快堆安全分析是快堆研究工作的基础和重点。为此建立

了模块式结构纳冷快堆核动力厂系统的数学模型，采用计算机仿真

方法，在微机上完成了纳冷快堆超功率、失流及失热阱多种事故的瞬

态分析。计算结果可与国外大型程序相比较，以此为依据，探讨了为

确保纳冷快堆固有安全性应采取的措施。

·该研究课题得到国家敏委愧士点科学基金、八六三商技术计划快中子堆研究专题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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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ENT BEHAVIOUR AND INHERENT SAFETY
RESEARCH OF LMFBR POWER PLANTS

(1n Chinese)

Zhu Jizhou Wang Ping Yu Baoan

CXPAN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Fast Breeder Reactor will be the next generation reactor for nuclear electricity

production , the development of FBR will give the profits of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nuclear resources. The fast reactor safety analysis is the foundation and key of FBR

research work. Therefore ,a block-oriented mathematical model for the primary sys

tern of LMFBRs was constructed , and the dynamic simulating results which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micro computer are presented for various transients , i. e. TOP ,
LOFS , LOHS. The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corresponding results of the code

NATDEMO and experiment results of EBR- n• Based on previous analysis ,various

methods are discussed to confirm the inherent safety of LMF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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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快中子增殖堆能更有效地利用技燃料，对能源供应有重要意义。国家八六三高技术能

源领域专家委员会在组织专家调研和论证后，选择快中子增殖堆为压水堆之后我国第二代

先进核动力堆，并向国家提出发展模块式铀冷原型快堆和大型商用铀冷快堆、近期建设一

座热功率为 65MW、电功率为 25MW 铀冷实验快堆电厂的建议。

核安全问题是核能利用中的首要问题。自从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0979 年〉发生后，

国际核工程专家们深入探讨了核安全的确切含义，认为反应堆的安全性按其性质可分为工

程安全性和固有安全性两类，前者是依赖外设的工程设施〈控制保护系统、应急堆芯冷却

系统〉确保堆芯安全，后者属于反应堆本身的内在固有特性;提出了先进核动力堆应是固

有安全堆的论点。

80 年代前，国外对快堆瞬态安全分析工作着重于实验研究，例如建立自然循环、衰变

热去除试验装置，了解停堆后或功率扰动工况下反应堆及主回路系统的响应特性，对有些

快堆进行了失流、失热阱、超功率等极限事故工况的初步实验研究[I叫。在理论分析方面，

则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研制出一批大型快堆安全分析程序，这些程序有的以整个核动力厂

系统为研究对象〈如.3SC-L ， NATDEMO 等) [5 ， 6J有的仅用于堆芯的瞬态安全分析〈如

SASIA、 MELT-III 等〉[7.a]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数学模型详尽而复杂，研制工作量大。而近

十年来，由于固有安全概念的提出，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的中、大型快堆均以固有安全

性为研究重点，即验证事故瞬态下反应堆的自停闭和余热排除能力。

鉴于我国快堆研究工作处于刚刚起步的现状，快堆安全分析应是快堆研究工作的基础

和重点，作者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纳玲快中子增殖堆核动力厂系统的数学模型，模型

同时考虑了池式和回路式两种堆型，金属燃料和氧化物燃料两种堆芯，可用于描述世界上

现有的大多数液态金属冷却快中子增殖堆系统。在模型化基础上，作者采用计算机仿真的

方法，在微机上完成铀冷快堆超功率、失流及失热阱等极限事故工况瞬态安全特性分析.以

瞬态安全分析为依据，作者们探讨了为确保铀冷快堆固有安全性应采取的措施。本课题的

研究为我国的快堆安全分析工作作了有益的探索，部分结果可供快堆设计参考。

1 纳冷快堆系统的模型化

纳冷快堆系统的模型化，是以计算机仿真方法完成铺冷快堆瞬态安全分析的基础和前

提。在完成纳冷系统的数学建模工作时，必须根据该系统的物理特性，选择并确定适当的

数学关系式来描述该系统的状态和内部联系，然后对数学方程组进行解算，便可得到需要

研究的瞬态特性。

建立铀冷快堆核动力厂系统的数学模型时，采用控制容积法，按系统的流程，划分成

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一系列模块，各模块的建模工作独立进行。冷池〈单池〉式铀冷

快堆电厂主回路系统，其模块划分如图 1 所示。主要有堆芯(含中子动力学、裂变衰变功

率、反应性反馈、堆芯热工等部分〉、上下联箱、管道、中间热交换器、铀池等模块。由于

各部件在系统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不同，所以上述模块数学模型的详略程度亦有差别。几个

主要模块情况如下。

1.1 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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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反馈 上很合宣

难芯焦工水力

〈驱动区、反射区、再生区】

衰变功*

下混合宣 管道

制池

圄 1 冷池式销玲快堆电厂主回路系统模块圄

采用具有 6 组缓发中子的点堆模型来描述中子动力学过程，其方程为

2= 巳云~n+ 号人CI (1)

反应性由下式结出

dCI {J,
一7 = t-',: n - A;C., i = 1.2.….6cit - A (2)

ρ=ρ1..+ρ他 (3)

式中 ρ" 为控制系统外加的反应性，当控制系统不投入时为零.P，.是反馈反应性，主要考虑

燃料膨胀、多普勒效应，冷却剂密度变化、堆芯结构径向膨胀、控制棒轴向伸长、燃料组

件弯曲等效应.

堆芯裂变功率的水平与中子密度成正比

P,(E. t) = ,p(E. t) • N(t) ,

其中，以E.t) 为描述功率在堆芯内空间分布的形状画数，取决于堆芯燃料布置、控制棒布

置、燃括等多种因素.

裂变产物的衰变功率用下述方程计算

苦42 伽 n - PI) • GmI ω

WT = WTObP" i = 1,2.….5 (5)

PI 为第 i 组裂变产物的衰变热份额J PI 、 GmI分别为第 i 组裂变产物的份额和衰变常数J W.
为裂变产物产生的总衰变热〈归 1 值). Pd(t) 为用 W(瓦〉表示的衰变功率 • Pd(O) 为其初

值.

在堆芯热工水力数学模型建模中，按快堆堆芯的燃料布置沿径向分为驱动区〈布置驱

动燃料〉、再生区(装再生燃料组件〉和反射区(布置用不锈钢棒构成的反射组件)三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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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区用一个等效平均通道描述，各区之间假设无能量、质量交换.径向反射区和再生区的

平均通道都采用最为简单的集总参数模型描述:驱动区的平均通道，在轴向上又分成三段:轴

向下反射区段、活性区段、轴向上反射区段。对于活性区段，可写出如下能量守恒方程:

AI阳军!=一叫e(T， - T e) + £jP ω

A.，Pece 号= 2trrlhle (T,

A.P.C. 去=… m誓+叫回(Te - T，什 £.P ω

式中下标 f、 c 、 s 分别表示燃料、包亮和冷却剂铺 o h'e 、儿分别为燃料与包壳间、包壳与冷

却剂间的换热系数 ， P 为线性功率 ， r 为半径， £为通道内某种材料中的功率份额。

驱动区的上下反射区段，以及径向反射区、径向再生区平均通道的数学方程与上述方

程类似。

1.2 上、下混合室

假定上、下混合室中的混合过程均为理想过程，即散热损失可以忽略，则可用集总参

数模型写出其传热方程.对于上混合室，当铺冷却剂流量低于正常水平时，只有部分容积

参加换热，为此，在方程中引入有效混合因子E 来反映这一现象的影响

dT.
NePecpc -cite = Gecpc(Tci - T e) - UA(Te 一 T"，) 0 e (9)

dT
M ",cp", -dt'" = eUA(Tc 一 T"，) (1 0)

T e 、 T"， 分别为上、下混合室中冷却剂和金属梅件的平均温度; Tei 为混合室人口冷却剂温

度;U 、 A 分别为冷却剂和金属间的换热系数、换热面积;冉、汇、 Cpc 分别为冷却剂的密度、

体积和比热 ; M"， 、句，分别为金属构件的质量和比热; Ce 为冷却剂质量流率 ， e 由下式定义

11 当主注时时
~=~ '-'cO _ (1I)

lo. 5 (Ge + Geo )/Geo 当击〈时时

Geo 为 Ge 的初值。

1. 3 中间热交换器

采用分布参数模型描述中间热交换器的动态过程=沿径向分成 3 段，即一回路冷却剂

段、管壁段、中间回路冷却剂段;轴向分段视具体情况而定，本例中取 10 段〈见图 3) ，其

传热方程为 z

dT
CpppVPIfi=Fp以T川一 Tpi) - UpAp('l\i 一几〉

J中
c",M ", Udt = UpAp(Tpi - T ",JU.A.(T"'i - T..)

(1 6)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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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C,p,V, "'cit = F,c, (Toi+1 - T，，) 十 V，A， (T..; - T,,)

Tp; = (TpI + T pI-l)/2

(I8)

(1 9)

To; = (To; + T';+1)/2 , i = 1 , 2,'" ,10 (20)

下标 p、 w 、 s 分别指一回路冷却剂、管壁、中间回路侧冷却剂。各变量的含义是:T为温皮，

F 为流量， U为传热系数， A为传热面积， C 为比热， ρ为密度， V为各轴向段冷却剂体积， M

为管壁各轴向段质量。

1.4 铀池

铀池型快堆系统的特点是，整个一回路构件放在一个大池子里，铀池内的换热过程较

为复杂，本文采用假想的"漏管"(Leaking Pipe) 模型时，如图 4 所示，从中间热交换器出

来的一回路冷却剂(流量为G) ， 经过一假想的漏管流向铀泵入口，被铀泵重新打入堆芯。

在此过程中，一回路冷却剂通过漏管与纳池中的铀液进行质量交换、传热数学模型即可据

此而建立[叫。

2 纳冷快堆设计基准事故的动态仿真

在采用模块式结构建立了铀冷快堆系统各主要部件的数学模型后，作者利用有效的核

电厂专用仿真工具 (DSNP ， Dynamic Simulator for Nuclear. Power Plant)川，采用具有预

测校正的变步长非线性多步积分法 (STIFF) 方法来求解饷冷快堆核动力厂刚性微分方程

组，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分别编制了铀冷快堆几种设计基准事故的CDSNP) 语言仿真程

序。以美国单池式铀冷快堆EBR-I 为例，通过对大量试验瞬态的分析计算，探讨了金属燃

料快堆在瞬态超功率 (TOP)、有停堆保护失流 (LOF)、无停堆保护失流 (LOFWS)、元停

堆保护失热阱 (LOHSWS)等极限事故工况下的瞬态安全特性;以美国回路式制冷快堆CR

BRP 为例，通过对一些算例的仿真计算，分析研究了氧化物燃料快堆在瞬态超功率、有保

护停堆失流等设计基准事故下的响应特性。

通过上述大量的分析计算，井通过将仿真结果同国外大型程序的相应计算结果以及实

验数据的分析比较，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实用效果和各动态仿真程序的准确可靠性，探索到

在微机上进行快堆瞬态安全分析的途径。

2. 1 金属燃料铀冷快堆超功率事故的动态仿真

超功率瞬态 (Transient Overpower) 是快堆设计基准事故之一。在反应堆启动和功率运

行期间，由于操纵员失误或多重机械故障，可能导致反应性意外引入，引发超功率瞬态;另

外，地震引起的堆芯移动、堆芯进口铀流突然过冷等，也会造成相似效应。反应性的意外

引入，会使反应堆偏离设计工况，功率迅速上升，燃料、包壳、冷却剂温度不断升高，造

成元件过热、包壳破裂，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保护措施，会危及堆芯安全。

利用 DSNP 仿真工具编制了 MFTOP 仿真程序，分析计算以美国池式铀冷快堆 EBR

I 为代表的金属燃料制冷快堆超功率瞬态。反应性引入的初始瞬态有两种 z 一种为反应堆

从临界启动工况 z 另一种是功率运行工况，堆芯为满功率 (62.5 MW) ，堆芯铀冷却剂流量



。. 1

反应性速率. $ Is

-- MFTOP
--- NATDEMO

图 2 满功率工况下超功率瞬态

始终保持额定值，反应性引入速率则从6.8 X 10- 5 S-I¥!j 6. 8X 10-2 S-I范围内变化，以功率

为触发信号的事故保护停堆系统的整定值为 115%额定功率， EBR- I 快堆 MK- I 驱动燃料

元件包壳内表面温度限值有两个，在预期事故 (Anticipated faults) 下的温度限值是7lS'C

(此时，包壳和燃料会形成共熔混合物)，在更严重事故时的温度限值是 816'C 。

为了求得 115%额定功率与温度限值之间的时间裕度，计算中假定堆内事故保护停堆

系统在功率达到整定值时不投入。计算结果示于囡 2. 作为参考基准，图中同时给出美国动

态分析程序 NATDEMO 的相应计算曲线[川。对启动工况下反应性引入事故发生时计算结

果表明，达到给定功率水平的时间，和达到包壳内表面峰值温度 (715'C 、 816'C) 的时间

虽有差别，却相当接近;当反应性引入速率大于 0.0102 S-I时，两者已很接近，且小于事故

保护停堆系统的响应时间(一般为1O~50 m础。

图 2 为反应堆功率运行时反应性引入事故

工况的计算结果。与启动工况时相比，可发现有

两点不同，一是达到 115%额定功率的时间短 F

‘二是功率达 115%额定功率和包壳内表面峰值

温度达 715'C 、 816'C限值之间的时间间隔较

长。前者显然是由于初始功率水平(额定功率) .,

离功率定值很近所致;后者主要是由于功率运 E

行时的强反应性反馈有效地抑制了功率增长的

速度，从而使包壳表面峰值温度达到限值的时

间向后推移。从国 2 中也可看出，对于所研究的

反应性引入速率范围，达到 115%额定功率和

达到包壳内表面温度限值之间的时间间隔都大 。-L.01

于 100 ms，足以让事故保护停堆系统作出响

应。

从图 2 的计算曲线可知， MFTOP 和 NAT

DEMO 的相应计算结果的符合情况较好。

2.2 金属燃料纳冷快堆失流事故的动态仿真

失流事故可能造成铀冷快堆堆芯冷却故障或严重破坏，是典型的设计基准事故之一。它

一旦发生，就要求事故保护系统立即投入工作，实现事故保护停堆。但是，即使实现了保

护停堆，如果系统没有继续获得足够的冷却，衰变热仍足以使堆芯受到破坏。另一种情况

是，事故保护停堆系统因机械故障或操作失当而不能正常工作时，反应堆只能依靠自身的

固有安全机制被动地作出响应。因此，研究失流事故下铀冷快堆主回路系统的动态响应过

程，分析其是否具备足够的冷却能力和安全性能，是快堆瞬态安全分析的重要尚容之一。
造成失流事故的典型初因事件是全厂断电引起铀泵全部停运。作者以此初因事件为代

表，以美国池式铀冷快堆EBR-I 和回路式为研究对象，利用在DSNP 基础上开发的

MFLOF仿真程序，分析计算失流事故下铀冷快堆主回路系统瞬态安全特性。

2.2.1 有保护停堆失流瞬态分析

图 3 示出了 MFLOF对美国池式金属燃料制冷快堆EBR-I 有保护停堆失流试验的计

算结果，井给出NATDEMO的相应计算曲线及试验实测数据["，以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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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中可以看出，纳泵失电后，主回路冷却:2
剂流量以较快速率从强迫对流平稳地向自然循彗慧

环过渡，在瞬态开始后约 50 s 时达到最低值. I ;
此后系统依靠自然循环冷却堆芯.紧急停堆系 4飞 u

统的投入，使堆芯裂变功率由初始值急剧下降 川 1

至满功率的 2.5%左右，实现保护停堆.停堆初 440

期，堆芯功率比流量下降速度快得多，结果使活

性区出口冷却剂温度也迅速下降.随后，以衰变 420

功率为主的堆芯功率下降速度变得缓慢，而堆 1

芯流量下降速度仍旧很快，故堆芯出口温度又 400

有所回升.当系统建立起稳定的自然循环〈约

50 s 处)，流量基本维持一个低值不变时，回升 380

的堆芯出口温度在达到一个并不太高的峰值后 0.1

又随衰变功率缓慢下降. 360

由此可见，对于有保护停堆失流瞬态，

EBR-I 的响应是良好的，堆芯流动平稳地从强

迫对流过渡到自然循环工况，自然循环流量虽

然不大，但足以带走堆内的衰变热，维持对堆芯

的有效冷却.

2.2.2 无保护停堆失流瞬志分析

对无保护停堆失流试验的主要计算结果示于图4 和图 5. 图中同时给出NATDEMO的

计算曲线和试验实测数据[n1.

40

-- MFLOF
-- - - NATDEMO

骨+ 。 测量值

M
m
M惧
幢
幢X
·
。
嗣
娓

nUAU
吨
。
饨
，
"

G

'串态时间，8

图 3 MFLOF 对 ERB-I 的计算结果

nu
nunu--··

700

l问
-一-裂变功率， NATDEMO

---- MFLOH5

650 •

+ 测量值

-·-5锵HART45.NATDEMO 一一裂变功率，NATDEMO

_00- MFLOF 一·一 MFLOHS

600~
80

目

υ
a‘

岳 550
~ 60

'叶
剧 部

500 40

20

400E . . . '
-200 。 200 400 600 800 1000

麟态时间 .8
-200 。 200 400 600 800 1000

麟态时间，8

图 4 驱动区出口玲却剂平均温度 图 5 功率曲线

从各图可看出，铺泵断电后，主回路系统的冷却剂流量迅速下降的结果，使堆芯出口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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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ATDEiv10

一-- MFLOHS
+ 测量值

却刑温度迅速升高(困 4) 。而在堆内负反应性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堆芯功率下降~~快(囡

5) ，抑制了堆芯出口温度的进一步升高。当流量下降至自然循环水平并维持在低值不变后.

由于裂变功率继续 F降，反应堆出口温度随之下降，反应性曲线也因此而回升。最后，裂

变功率下降到与衰变功率相当的水平，和自然循环流动排热能力相平衡，堆芯出口温度逐

渐稳定于其稳态值相当的数值，反馈反应性回升至近于零的水平，反应堆成功地实现了自

动停闭。

MFLOF 的计算结果与 NATDEMO 的预测曲线和实测数据符合较好。

2.3 金属燃料铀冷快堆的失热阱瞬态计算

铀冷快堆正常工作时，相对于主回路系统来说，中间回路以及三回路是热阱，如果二

回路或三回路某个环节发生故障，不能及时排走主回路系统产生的热量，必然造成返回堆

芯的主回路系统冷却剂温度过高，导致堆芯因冷却能力不足而过热，形成热阱丧失事故。

造成失热阱事故的初因事件较为复杂。当汽轮发电机组或电网发生故障触发汽轮跳闸

时，如果旁路阀未打开，三回路将充满蒸汽，使中间回路乃至主回路中的热量无法及时排

出;中间回路铀泵失电，阀门意外关闭，都将直接造成主回路系统热阱丧失。

失热阱事故后果虽不如失流事故严重，但它与失流事故、超功率事故一样，均属设计

基准事故，是快堆瞬态安全分析中的重点之一。作者以美国池式铀冷快堆EBR-I 中间铀泵

失电这一典型事故为研究对象，分析无停堆保护失热阱事故瞬态，使用的仿真程序为

MFLOHS。作者分析计算了EBR-I 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LOHSWS试验瞬态，下面叙述满

功率工况的计算结果。

试验是在满功率 (60 MW)、全流量(一回路 500

冷却剂流率为485 kg/g) 的稳态工况下进行。试验

开始后，首先将中间回路的冷却剂泵电源断开，然

后通过一定的手动控制，使中间回路的流量在20 450

秒内从满流量(317 kg/g) 线性下降到额定流量的

0.5% ，从而基本消除中间热交换器的除热能力，

造成与二回路断电事战极为相似的失热阱瞬态。υ400

整个试验期间，反应堆的控制保护系统都不投入勾

工作，散热能力不大的停堆空气冷却系统(正常工

况下只能带走350 kW 的热量)也关掉，以保证系 350

统完全依靠自身的反馈机制，来应付LOHSWS事

故。

MFLOHS对这一瞬态的计算结果见固6-固 31100 0 500 1000 1500 20002500

9。从因 6 中可以看出，热阱的丧失，使中间热交 瞬态时间，S

换器 IHX 一回路侧出口铀温迅速上升，以致堆芯 固 6 60MW试验时堆芯入口销温和IHX

入口温度迅速增高，但由于堆芯内固有的负反馈 一回路侧出口销温

机制的作用(图7)，堆芯功率却迅速下降(图8) ，从而使堆芯出口纳温也呈下降趋势(囡

9)，随着堆功率渐趋于牢，堆芯的进出口铀温也趋于一致。整个瞬态过程中所有的温度曲

线都远低于铀的沸点。由此可见， EBR- I 对于无停堆保护失热阱瞬态确是固有安全的。

MFLOHS 的计算结果和 NATDEMO 的计算结果以及实测数据的符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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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3 确保销冷快堆固有安全性的措施

由上节制玲快堆瞬态安全分析可以看出，反

应堆固有安全性来源于两方面 z

(1)异常工况下依靠自然科学法则〈负反应性

反馈、多普勒效应)的反应性，能自动终止裂变反 υ

应，确保堆芯不熔化，称为自然安全性 F 首~

(2) 建立在惯性原理〈如泵的情转)、重力法则

(如位差)、热传递法则等基础上的安全性，称非能 400

动安全性.

为了防止可能造成堆芯破坏性解体的超功率

(TO川、失流 (LOF)、失热阱 (LOHS) 事故的发 380

生，饷冷快堆除了设置控制保护系统外，重点还在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于确保饷玲快堆的固有安全性，使反应堆出现异 图 9 叫W试验鼠驻马均通道出口
常工况时，不靠人为的操作或外部机构的强制性 销温

干预，而是依赖于堆芯中与设计有关的固有安全

特性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自我稳定，使反应堆趋于正常运行或安全停闭的能力。

从铺冷快堆事故工况瞬态安全特性分析可知，确保饷冷快堆固有安全性措施可以归纳

为如下 5 个方面: (1)加强负反应性反馈; (2) 减小铀正空泡效应; (3) 延长饷泵情转时

间; (4) 提高自然循环流量; (5) 设置自作用停堆系统。

3. 1 加强负反应性反馈

反应性反馈产生于堆内温度、压力或流量的变化，其中温度对反应性影响是最主要的

反馈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负反馈效应是反应堆自稳性的内在因素，它可以在无保护超功

440

-- NATDEMO

- --- MFLOHS

1

1
飞

飞

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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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瞬态工况下，抑制功率的失控增长，而在无保护失流事故巾，延迟饷冷却剂沸腾的时间。

铀冷快堆的反应性反馈包括 z 多普勒效应、堆芯结构径向膨胀、燃料弯曲、燃料轴向

膨胀和控制棒轴向伸长等所引起的反应性变化.

多普勒效应是当燃料温度升高时，铀-238 共振峰变宽，中子吸收增加从而影响堆内反

应性的一种负效应.在快堆中由于不存在慢化剂、中子能谱硬，多普勒效应比热堆小，但

是，销冷却剂会使中子能谱软化，而有铀情况下的多普勒系数为无铺时的1. 5-2 倍.若采

用氧化物燃料 (UO: 或 PuO:) 或碳化物燃料 (UC 和 PuC) ，中子被轻核氧或碳的弹性散射

而慢化，中子能诺向低能区偏移，会延伸到可分辨共振区[1‘1 ，多普勒效应比金属燃料更大

一些。提高多普勒效应对抑制超功率瞬态起重要的作用。

堆芯径向膨胀是由于冷却剂温度升高，堆芯结构上、下支撑板径向热膨胀导致燃料栅

距增大， J在芯铀冷却剂增多而产生的一个负反应性，如发生失流事故时，它是将反应堆引

入次临界的重要反馈机制[旧.

燃料弯曲导致反应性反馈的机理较为复杂，在销冷快堆中，堆芯温度分布是不均匀的，

对于同一根燃料棒，中间部分温度高、上下两端的温度低，不同的差胀导致了燃料的弯曲。

燃料弯曲产生空间位移，从而又影响堆内反应性，虽然弯曲引起的空间位移不到 1ern ，但

它对反应性的影响却不能忽略。

燃料受热轴向膨胀、密度变小，单位体积内核子数减少，由此引起反应性下降，是一

个负反馈效应。

控制棒受热膨胀?轴向伸长相当于控制棒插入量增大，向堆内引入一个负反应性，其

大小取决于控制棒的棒位，反应性价值曲线和轴向伸长量.

3.2 减小铀正空泡踉应

从快堆物理分析可知，销冷却剂局部沸腾

后，由于mpu 俘获-裂变比降低，大于1MeV的

高能中子增多引起%38U 裂变增加，以及铀对中 堆芯

子俘获的减少而产生正反应性p 另一方面，铀密 瓦区

皮下降，泄漏增大而引入负反应性.在大型铀冷

快堆中，中子泄漏是次耍的，因此铀空泡系数往 堆芯

往出现正值，成为堆内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为了降低纳正空泡效应，可通过增大堆芯

的表面·体棋比，如果用高度，半径比偏小的扁 径向

平堆芯结构形式，以增大中子泄漏来实现另一ZtE
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把燃料棒按三角形间距排 旦旦旦

列在六角形组件中，每个组件用一个不锈钢管

套住，燃料区和再生区以同心圆分层布置，如图

10 所示.在这种形式的堆芯布置中，可转换物 固 10 具有销空泡反应性接近零的非均匀

质组成的再生区环形层起着中子阱的作用，减 布置

少了中子在燃料区的榈合，增长了中子泄漏，使

纳空泡效应明显下降。此外，还可改变燃料区和再生区厚度，实现饷正空泡系数接近于零

的最佳堆芯布置。

再生区

。
"
陆
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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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反应难功事

_..一二次倒流量

…- -次倒流量

3.3 延长-固路铀泵惰转时间

大型销冷快堆发生失流事故时，堆芯结构径

向热膨胀是将反应堆引入次临界的重要反馈机

制.但是，由于堆芯热膨胀效应在时间上有延迟，

如果流量下降过快，与功率变化严重失配时，在堆

芯发生热膨胀之前锅达到沸点温度，正空泡效应 l
释放的反应性将使反应堆超临界，功率上升。另一国 协

种情吨，如断电后也 7 min 时(图 ω 流量仍保§MK

持 9%额定值，堆芯热膨胀效应使反应堆自动停丰 !干、

闭，功率降到 3%额定值的衰变热水平，玲却剂温哇。.叶飞
'l>( I 、飞

度为 83Z'C，离沸点温度约有60'C的安全裕量e 延于 | \;二\二
长铀泵惰转时间对推迟或防止冷却剂沸腾，抑制思 J 斗了???言:二二~二舌。

事故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时间，8

延长铀泵情转时间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 (1)

减小回路阻力，降低冷却剂流动能艳;(2) 加大铀 图 11 情转流量缓慢下降时功率曲线

泵转动惯量，泵轴上端装飞轮，提高泵的贮能F

(3) 实现汽轮机惰转I (4) 输铀电磁泵增用可靠电源(如蓄电池组)，由于泵的即送功率与

流量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只要0.8%额定值的'即送功率即可维持20%额定值流量。

3.4 提高自然环流量

在失流事故工况下，铺泵惯性能量消耗于回路阻力而逐渐下降到零，直至停止转动。之

后，通过堆芯的冷却剂借助于流体的温度梯度，引起密度变化所产生的压头驱动，进行自

然循环。这时，反应堆必须紧急停闭以免冷却剂温度上升造成堆芯的损坏。即使反应堆停

闭，堆的剩余功率仍然十分可观，如果自然循环流量不足，热量不能及时导出也会危及堆

芯安全。

为了估算自然循环驱动压头t:i.Pd 的大小，可从图1 右边所示的主回路流程图分析得到，

在此闭合回路内自然循环的驱动压头为z

t:i.Pd = - ~ t:i.P.I.i

=一0';一汇 )g('ZAx - 2.)
=C(Tbz - T.) (2hz - z.)

式中

t:i.Pe I 表示提升压降，

只，几分别表示第 i 段和参考段冷却剂密度 F

'lbz ， Z. 分别表示中间热交换器，堆芯中心标高z

Thz 表示中间热交换器入口温度，忽略热损失时，等于堆芯出口温度P

Z 表示堆芯入口温度.

从上式可以看出，提高自然循环流量途径有z

(1)增大中间热交换器与堆芯之间的位差，位差越大则驱动压头越高F

(2) 在堆芯上部设置吸力腔，可以增大自然循环的驱动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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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设剩余功率热交换器，通过停堆热交换器可在事故后对一次铀进行冷却，强化

自然循卉。

3.5 自作用停堆系统

在快堆设计中通常采用两套相互独立的、按不同原理作用的停堆保护系统，以便第一

套系统故障时，第二套备用系统(其整定值高于第一套系统〉投入，将反应堆停闭，使保

护系统故障率小于10叶。

按照固有安全快堆的要求，停堆系统应由非能动设备驱动、例如当电源中断、反应堆

需要紧急停闭时，位于堆芯上部中子吸收球依靠重力落入堆芯，将反应堆引人次临界，这

种即为自作用停堆系统。

4 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语z

(1)应用控制容和、法，采用模块式结构，建立了液态金属铀冷快堆核动力厂系统的数学

模型，同时，在DSNP仿真工具的支持下，整套模型具有简便实用、替换灵活、编程方便、

适应面广等优点。

(2) 利用微机，对以EBR-I 和 CRBRP为代表的金属燃料和氧化物燃料铀冷快堆的多

种事故瞬态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计算，从获得的良好计算结果，以及相当短的CPU计算时间，

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实用效果以及所研制的仿真程序的准确可靠性。

(3) 确保纳冷快堆固有安全性主要措施有两方面，即:

I 强化负反应性反馈，这样，在超功率瞬态工况下靠多普勒效应和燃料轴向热膨胀，在

失流和失热阱事故工况下靠堆芯结构径向热膨胀等效应引入的负反应性，保证反应堆自动

停闭.

E 加大冷却能力、加强余热排出，避免堆芯过热。如加大饷泵惯性、加强自然循环，和

采用池式结构，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止销冷却剂沸腾。

瞬态安全分析和研究的结果表明，只要合理设计，优化选择、充分利用反应堆自身的

内在安全特性，那么，饷冷快堆的破坏性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有希望使官成为固有安全、经

济上又有竞争力的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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