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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核反应堆中反应性测量的意义及常用的测量方法;着重

阐述了数字反应性仪的工作原理、软件及硬件构成、主要技术指标、

使用情况，以及仪器特点。数字反应性仪在各种堆上的使用情况表

明，它具有测量精度高、响应快、噪声低、分辨率高、测量范围宽、

操作简便、使用灵活、工作稳定可靠等特点。同时，该仪器还能将测

量数据自动存盘，并有较完善的自检功能，不仅能满足核电站的测量

要求，也适用于其它各种反应堆的反应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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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REACTIVITY lVIETER
(1n Chinese)

Jiang Zongbing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and the usual methods of reactivity measurement in a nuclear

reactor are presented. Emphasis is put upon the calculation principle. sofiware and

hardware components. main specifications. application , as well as the features of

the digital reactivity meter. The test results of operation in various reactors shown

that the meter posses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high accuracy. short response time.

low output noise.high re吕olution.wide measuring range. simple and flexible to oper

ate. high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n addition. the reactivity meter can save the mea

suring data automatically and have a perfect capability of self-verifying. It not only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reactivity measurement in nuclear power plant. but also

can be applied to other various re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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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能源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将加快核电站的发展步伐。特

别是在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核电站的建造会更加迅速。

核电站反应堆的安全运行是至关重要的。而要保证其安全性，首先要对影响中子通量

变化的关键变量一一反应性进行准确测量，以利于及时正确地控制反应堆的正常运行.

反应性测量有很多方法，如周期法、落棒法、脉冲中子源法等。但在核电站的反应性

测量中，则要求测量方法能实时地、连续快速地监测微小的反应性值。早期多用模拟电路

(反应性模拟机)来实现反应性测量。但由于模拟电路本身所固有的弱点，使其操作不便，

如在设置常数、调整零点及时间间隔等方面的准备工作非常麻烦，既费时又费事。因而，随

着微机技术的发展，逐渐被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数字反应性仪所代替。与模拟式反应性仪

相比较，数字式反应性仪有测量精度高、噪声低、应用范围宽、操作简便等优点。因此，美

国西屋公司、日本三菱公司、法国 M·G 公司及法马通公司等都开发出了数字反应性仪。为

了增强我国核电设备国产化能力，我们在"八五"期间也研制出了数字反应性仪。该仪器

经过实际使用表明，完全能满足核电站对反应性测量的要求，也适用于其它各种堆的反应

性测量。

1 主要技术指标

1.1 输入信号

电离室屯iiiE从 3X10-9 A 到 1X10-'A，分为下列 10 档:

3X10- 9
• 1X10- 8 , 3X10- 8 , 1X10- 7

• 3X10斗'

1X10- 6 • 3X10- 6 , 1X10-; , 3X10-; , 1X10-'o

也离室电流测量稍皮优于满盘程的土1%。输入信号也可用10 Hz--1 MHz 的脉冲。

1.2 反应性测量范围

反应性测量范围士10000 pem，分为下列 10 档，可手动切换，也可自动切换。

土 10 ，土20，土50，土 100，土 200

土 500，土 1000 ， ± 2000 ，土 5000 ，土 10000 。

反应性测盘精皮小于 4% ，实际上一般都在 2%以内。

分辨率为 0.01 pem。反应性仪本身的输出睐声ζ0.2 pem。测量反应性的响应时间

~1 s 。

1.3 使用环境

额定工作条件:温度 0'C-45'C: 温度 ζ85%

极限工作条件:诅皮 一 10'C-+55'C; 湿皮 ~90%

1.4 电漂

交流电压: 220 V (十 10%--15%): 频率: 50 Hz土 10 Hz

2 仪器简介

这种反应性仪备有三种配置=一种是含相应探测器所需的高压电源及放大器的全配置

反应性仪;另一种是不带高压电源而带放大器的反应性仪;第三种是简易型一一仅反应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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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用户可根据不同需要进行选择。

2. 1 工作原理

在点堆模型的中子动力学方程中，描述了反应性与中子通量之间的关系。

2= 乎什主礼品十 S

dC; Pi
一一= ~. ·11- .\C;dt ~ L .. -，~.

式中: 71 -一中子密度，中子数 /ern 3 ;

ρ 一一反应性. pem;

L 一一瞬发中子平均寿期， s;

卢一一缓发中子份额2

Pi 一一第 i 组级发中子份额;

C，一一第 i 组缓发中子先驱核的浓度，原子核数femJ :

Ai 一一站 i 组辑发中子先躯核衰变常数. l/s;

i 一一级发中子先躯核组号;

M 一一辑发中子组数;

一一中子源强皮，中子敖f (ern3 ，吟。

卢 = L; Pi

由 (1)式{导到:

L ,P'71 平飞 A
p= 万〈丁 -pc 十 75〉

式中:

(1)

(2)

(3)

(4)主Ah34 卜等〉
由于中子密度与探测器的输出信号是成比例的，囚而将探测器的输出信号经放大后取

佯，由已知的初始状态，对上述方程求解，得到反应性数值。

2·2 硬件

仪器硬件的各部件构成如图l 所示。仪器的放大器、高压电顿和低压电源装在一个独

立的机箱旦。

广'医王亘-+ttmt~pl一'|微型计算机|一咂E函
|:
山'(iIj1E t卧一匮1E t\!~固 Ijifi 用接口|

因 l 硬件框图

2. 2. 1 放大器

放大器用于将探测器送来的小电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进行放大和整形。用电流信号时，则

用小电流放大器。小电流放大器输出 0--10 V 电压信号。该放大器响应速度快、输出牒声

低、盘程可手动切换或自动切换，放大倍数在 1-4 范围内可连续调节，使放大器在:Jt测量



范围内不论中子通量处于何种水平都能在得 10 V 的输出信号。

如果需要用脉冲信号来测量反应性，则用脉冲放大器。这种脉冲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分

辨率。它具有放大、整形、 fi别等功能，其输出与 TTL 电平兼容。

2.2.2 专用接口

专用接口用于将放大器送来的电压信号或脉冲信号转换成微型计算机便于接受的数字

信号。为了满足对小反应性的测量要求，它具有很高的分辨率及噪声抑制能力。对信号的

取样间隔可根据使用要求编程。

2.2.3 微型计算机

反应性仪中所用的微型计算机是能适应恶劣环境的工业控制机。它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配有 80486 CPU , 4 M RAM , 210 M 硬盘， 3.5" 软盘驱动器， 1024X768分辨率的彩色CRT

监视器， 101 键盘。机箱内采用双风扇正压排风冷却系统，插件有防震卡固定措施。

2. 2. 4 Jill用接口

通用接口用于采入与反应性有关的参数，例如控制棒位置、温度、珊浓度、压力等。它

具有分辨率为 12 位的 AID 通道 16 个，用于反应性输出的 DIA 通道 2 个。还具有用来控制

放大器量程切换的数字母输入输出通道，及一个 16 位的定时/计数器。

2.2.5 输出设备

测量结果除直接从监视器的屏幕上读出外，还有几种输出方式。第一种是用打印机拷

贝屏幕;第二种是用多笔记录仪连续记录反应性、中子通量及引入反应性的参数(如棒位

等) ;第三种是通过微型计算机的串行通讯接口将测量结果送到其它设备。

2.2.6 高压Lg源

高压电¥l?供探测器用。补偿电离室配有正负两种高压，0~800 V 范围内连续可调，在

JJ~回报上有表头监视。负高压用于探测器的补偿电压。其它探测器，配有相应的高压电源。

2. 2. 7 低压电源

低压电源分为十5V ， +15V 和一 15 V 三组。分别用于放大器和高压电源。该电源具

有抗干扰能力强和输出睐声低的特点。

2.3 软件

开发应用软件的指导思想是使用方便、稳定可靠。

应用软件由阿大部分构成一一菜单部分和计算部分。

2.3.1 菜单

菜单选择部分作为人机对话的界而，可以为反应性仪设置各仲测量方式和参数。

(1)测量方式设置 测盐方式有连续值方式、瞬时值方式及其它方式。选择瞬时值方式

II才.以条1~图形象j也表示反应性的大小，以数字具体地表示当时的反应性值。连续值测量

方式则是以山线形式显示反应性连续测茧的结果。屏幕的右而为逐点显示测量值部分，左

而为压缩后的i~J1J 1ij;值显示部分，以便在更宽的时间范围内观察反应性的变化情况。同时在

右上f(j 用数字显示出当前的瞬时值。

为了满足某些特殊测量要求，还设置有落棒法和周期法等其它测量方式。

(2) 参数设置及检查 通过键盘可以设置和检查下列各种参数。

物理参数:包括缓发中子组数(不限于 6 组)及各组的份额，各先躯核的衰变1Ii'数等。

计算常数:包括计算周j町、输入和输出的滤波系数以及各种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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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参数:反应性的量程、中子通量的盘程及参数二(引人反应性的参数〉的量程和

单位。

控制参数 z 中子通量虽·程的切换方式是手动或自动，通量信号的输入方式是电流或脉

冲，参数二的输入方式是通过键盘输入或通过 AID 输入。

(3) 其它 将自动存入磁盘的测量结果直显在屏幕上，井可展开或压缩某一部分或全

部，需要时可将整个屏幕复制下来。

此外，还有仪器的自诊断选择。

2.3.2 计算

计算部分包含下列内容

(1)数据采集 按菜单中设置的计算周期及滤波系数，进行采样和滤波。

(2) 数据处理 根据测量要求选择相应的算法计算反应性。

(3) 数据输出 按选择的测量方式将测量结果输出到屏幕上，并经 DIA 转换后送多笔

记录仪及自动存盘(待需要时再输出)。

3 反应堆上实验

地点时间pent
测试值

序号

从 1994 年 10 月至 1995 年 6 月，我们先后在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军功率堆、高迎

盘堆».秦山核电站进行了各种实验，如:反应性仪在各现场的适应性能(抗干扰能力)实

验.在不同中子通量水平下输出噪声实验，对小反应性测量的跟踪性能实验及仪器的漂移

实验等。还对影响测量精度、响应时间、输出噪声的各种因素，如滤波系数、信号电平和

计算周期等，部分别及综合地进行了实验，确定了有关系数的选择范围，换前丁各种因素

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程度。

表 1 列出丁部分反应堆上实验的结果。

表 1 部分反应堆上实验结果

周期法 扭旦旦圭
pcm %

l 75. (} 74.1 +1.2 1994.10.20 高.ilJitft堆

z 51.0 50.5 十0.99 1994.1 1. 30 零功率堆

3 30.5 30.3 +0.66 1994.1 1. 30 军功率1ft

-31.0 一 3 1. 6 一 1.8 1994.12.6 零功率堆

5 22.8 22.5 +1.3 1994.12.6 零功率堆

6 -42.0 一 42.2 一 0.45 199·1.12.6 零功率堆

7 11.2 11.0 +1.8 1994.12.6 零功i私堆

8 -12.0 一 11.8 +1.69 1994.12.6 零功率堆

9 -21.0 一20.7 +1.6 1995.1.17 秦山 l也站

l 的υ 11.7 11.8 -0.6 1995.6.7 零功率堆

11 -13·2 -13.2 。 :995.6.7 零功事耳E

12 7.0 7. 1 一 1.13 1995.6.7 f军功i私堆

13 8.0 8. 14 一 1.7 1995.6.8 零功率堆

14 -20.4 一 20.5 一 0.49 1995.6.8 零功:在堆

15 21. 0 21. 1 -0.5 1995.6.8 零功率堆

16 一 30.0 一 30.4 一 1.3 1995.6.8 零功率堆

17 29.6 29.9 9 1995.6. R 零功率III

18 40.8 40.9 -0.39 1995.6.8 零功率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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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器特点

该仪器与同类仪器相比，有如下特点 z

(D 精度高 一般都在 2%以内，完全满足美国联邦法规 10 CFR 50 附录 B 的规定

(4%) 。

(2) 漂移小 无论是温度漂移还是时间漂移，静态漂移还是动态漂移，都非常小，工作

很稳定。

(3) 跟踪性能好 由于响应快 «1 s)、分辨率高 (0.01 pcm)，使得测量小反应性的

跟踪性能好。

(4) 测量范围宽 反应性的测量范围从0.1 pcm 到 10000 pcm; 脉冲输入信号可从3X

10- 11 A 到 1 X 10- ‘ A; 运算电平可从 0.1 V 到 10 V; 缓发中子组数不局限于 6 组。因而，

可在各种反应堆、各种通盘水平下测量其反应性。

(5) 自动存盘 测量结果自动存盘，自动形成以 XX月 XX 日 XX时XX分(开始测量

时间)为文件号的记录文件，以便查找。文件长短不限，伏的可存若干天的测量数据。需

要时·可将该敖据调出显示在荧光屏上。并可灵活地显示全部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即可用

菜单进行压缩或展开，便于不同目的的观察和分析。屏幕上显示的全部信息可由打印机打

印下来，以便长期保存。

(6) 放大倍数连续可调 小电流放大器在 3X10- 9 A 到 1X10- ‘ A·内，按 1 、 3 划分，共

分为 10 档，换档可手动或自动进行。此外，在每一档内放大倍数有 1........4 倍的连续调节功

能。因而在其测量范围内的任意中子通量水平下，放大器都能输出 10 V 的电压信号，以便

反应性获得最佳的信噪比。

(7)测量方式多 除连续方式、瞬时值方式外，还有可消除空间效应的落棒法方式，因

而.使用更灵活。

(8) 自动化程度高 除放大器和反应性仪的自动量程转换外，对测量结果还可进行自

动分析和处理。

(9) 自检功能强 不仅对算法可以进行自动检查，对包括放大器在内的硬件也都可进

行自诊断。

(I O) 操作简便 仪器在使用前不必调试，使用人员只要进行简单的键盘操作，即可实

现测量。

(II)体积小、茸茸轻，便于携带和使用。

5 结论

在最新微型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研制出的该数字反应性仪，通过在几种反应堆上各种工

况下的应用表明:该仪器的测量梢度高、响应速度快、输出噪声低、分辨率高、测量范围

宽、操作简便、工作稳定可靠、携带(或搬运)方便、自动化程度高。由于它具有各种配

置和多种灵活的输出手段和测量方式，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环挠选用相应的配置，选

配所需的输出设备.选择最佳的测量方式，以满足各种不同的使用要求，即不仅适用于核

电站的反应性测量，而且也适用于其它各种核反应堆的反应性测量。

参加研制工作的还有魏昌武、魏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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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核电站、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二所和一所有关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验

条件，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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