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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即 ADS 系统)作为核裂变能

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创新的技术路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受

到国际核能科技界的普遍重视，进入 90 年代后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逐渐形成热点，有关的专题国际会议十分频繁，正在形成系列，

并渗入相关的科学会议中成为议题。在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

以 ADS 前期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开发这一核能

系统的几大研究计划。

1994 年底，何种扉先生提出应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并

介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C. Rubbia 关于能量放大器的第一篇文

章。 1995 年 4 月，在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局(中国核工业

集团公司科技与国际合作部)的支持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及核工业研究生院的一些同志成立了 ADS 概念研究课题组，开

始了以 ADS 系统物理可行性和次临界堆芯物理特性为重点的研

究工作，并逐渐将研究内容向强流加速器物理和靶物理方面扩

展。这项工作后来也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

院基础局的支持，研究队伍扩大到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

部分同志。

~tJ、这本文集的 29 篇论文基本代表了 ADS 概念研究课题组

从 1995 年 4 月到 1999 年 12 月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其内容涉

及 ADS 系统的物理基础与科学可行性、强济J口速器物理、次11奋

界堆物理、散裂靶物理、核数据和化学分离与嫂变等领域.这些



论文是从完成于不同时期的论文或报告中选出的，因此深度各不

相同，有些对同一问题的讨论也有变化，这反映了我们工作的进

程。希望这本文集能得到有关研究领域专家的批坪、指正，也希

望对本课题有兴趣的同仁起一个导引的作用。

借此机会向对此项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帮助的原中国核工

业总公司科技局(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与国际合作部)、中

国科学院基础局、国防科工委科技质量司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深表谢意。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赵志祥

2000 年 5 月



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技术路线(代序)

丁大钊王方定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妥善处理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及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课题。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能源供应。而自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构成的缺

陷越来越突现。在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着开发利用高效、清洁、安全

及可再生能源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一个国家的能源构成反映了该国

的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构成的多样性也是一个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

下世纪将出现多样性的能源构成.传统化石能源向洁净化方向发展;

可再生能源向高效方向发展，但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其开发程度会有

限度。从高效与洁净两个指标来衡量，核能为最有前途的一种选择。

以能量密度比较，裂变材料所蕴藏的能量比相同质量的化石材料高数

百万倍;以废物量比较，核电站所排放的总废物量比相同发电量的煤

电站少数十万倍，而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真正待处置的"废物"。

核能来自重原子核的裂变或轻原子核的聚变.聚变能的开发尚处

在基础研究阶段。按一项能源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要遵循基础研究、原

理验证、技术验证、示范运行(安全性及经济性验证)，然后进入商用

的过程来考察，聚变能的应用当在 21 世纪后期，所以 21 世纪的核能

必然仍是指裂变能的应用.

裂变能的开发已有半个多世纪，其大规模应用亦已有二十余年，

现已成为能源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份.核电份额约占世界电力供应的

20%，某些国家已达 113，在法国甚至达到 75%. 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统计，近几年来核电份额还将在原有基础上增长 10%以上，其中半数

将建在发展中或初步发达的国家内。

核能的研究与开发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巨大的科学技术体系。

概略地讲，可以分成产能系统与核燃料循环系统两大部分。现在商业

运行的核电站的产能系统一一反应堆都是利用热中子诱发铀-235 核裂

变的轻水或重水反应堆;核燃料循环系统中的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则采

用有机溶剂萃取法(简称水法)。这些都是从有关军用技术演化、发展

成的相对较成熟的技术，可以称之为"第一代核能系统"。随着核能大

规模应用的经验积累及认识的深化，核科技界的同仁们都认识到它并

非是"优化"的核能源技术路线，还存在着若干限制其持续发展的"根

本性"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可归纳为:

(1)充分利用可裂变核资源，使铀-238 高效地转化为易裂变核杯-

239 或开发利用仕-232 资源。

(2) 通过在中子场中核反应的途径，使可能危害环境的长寿命核废

物(次量铜系核素及某些裂变产物)姐变为短寿命的废物，以达到核

废物"减量"及降低放射性毒性的目的。

(3) 提高核反应堆的安全性，甚至达到根本上杜绝临界事故可能性

的目标.

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将使核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核废料对环境的

潜在危害降至最低限度，并提高公众对核能的接受程度，从而使核能

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供应。从现实需要讲，开发新一代核能系

统，取代在 21 世纪二三十年代将达到其寿期的一大批第一代核能系统，

以及处理这些核电站积累的相当数量的核废料是核科技界与工业界亟

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核工业界正在开发的技术可以称为"改进"的技术路线.例如把



核电站卸出的乏燃料中经后处理分离出的铀、杯同位素制成混合氧化

物燃料，再在热中子反应堆中循环利用，把铀资源利用率提高一倍;

采用非能动的安全系统，提高压水堆的安全性、降低堆芯熔化概率。

利用快中子反应堆把铀-238 转化为都-239，以增殖核燃料，理论上可

把铀资源利用率提高六十倍。快中子反应堆增殖核燃料虽然在技术上

已经验证，但其实用还尚待时日，尤其是核燃料的倍增周期较长，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三十年之久。利用快中子反应堆垣变核废料中的次

量铜系核素的可行性研究亦正在开展。但由于受临界堆固有特性的影

响，次量铜系核素的装载量有限度，这就限制了它姐变核废料的能力。

在核燃料循环系统中，乏燃料水法后处理必需把物料稀释成大体积的

硝酸溶液，加入氧化·还原剂及支持剂，经有机溶液及硝酸溶液反复萃

取、洗涤及反萃才能达到分离和纯化的目的。正在研究的不同的流程，

具有不同的分离效率及达到不同的纯化度。但从根本上讲，水法后处

理必然会大大增加物料的容积，可达百倍以上，这将对放射性废物的

最后处置带来很多问题。

由此可见"改进"的技术路线不能适应核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核科技界应研究、开发一种"创新"的技术路线。对创新的核能技术

路线总的要求可概括为:具有高效的增殖核燃料或在产能系统中形成

自持的核燃料供应的能力，以达到充分利用铀资源的目的;系统本身

产生的放射性废物量少，而且在产能的同时具有垣变外加核废料的能

力，以达到核废料减量的目的;燃后乏燃料后处理流程不仅应适应深

燃耗元件的要求，而且应达到总废物减容的目的;产能系统具有本征

的安全性，除了采用非能动安全措施以进一步降低堆芯熔化概率外，

应能从根本上杜绝临界事故的可能性。

"创新"的技术路线要求对核能系统在概念上有根本性的改革与



突破。现有的产能系统是建立在临界堆基础上的;现有的后处理系统

是建立在水法.革取法基础上的.创新的概念则是建立在外中子源驱动

的次临界堆产能系统及高温化学一一干法后处理的基础上.

在临界堆内，中子倍增因数略大于1，因此能自持地发生裂变链

式反应.在次临界堆内中子倍增因数小于1，经几代中子引发核裂变后，

中子数的增长为一有限的定数，必须有外源中子驱动才能维持裂变链

式反应.由于外源中子驱动，与临界堆相比次临界堆内的中子经济学

有本质的不同，使之具有比临界堆更有利于转换、增殖核燃料及擅变

核废料的效益.

反应堆内中子经济学可以简略地归结为"中子数平衡"即系统内

产生的中子数与消耗的中子数相等.在临界堆内中子产生数正比于每

次裂变的平均中子数，消耗的中子数包括:维持裂变链式反应必须的 1

个中子、系统内所有的寄生吸收、从系统泄漏的中子数及可用于转换

(增殖)核燃料或姐变核废料的中子数(这部分称中子余额).不同的

反应堆内中子余额不同，热中子反应堆内中子余额远小于1，因此不能

增殖核燃料;快中子反应堆内中子余额大于}，因而具有增殖核燃料能

力，也可以把中子余额用于擅变核废料而不增殖核燃料。在外源中子

驱动的次临界堆内中子产生数应附加由外源中子诱发的裂变中子，等

效于其中子余额大于临界堆所具有的，从而有利于提高核燃料增殖及

瘟变核废料的能力。例如在热中子系统内，可能形成自持的核燃料库

存;在快中子系统内，则可能同时兼具核燃料增殖及核废料擅变的能

力。在这种系统内，中子余额的增量与次临界度有关，近似反比于中

子倍增系数.当然中子余额增量的加大是以减低系统产能能力为代价

的。由于这是靠外中子源驱动运行的系统，取消外源则系统内链式反

应自动熄灭，因此杜绝了临界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创新的核能产能系统将是由外源中子产生器、次临界反应堆及辑

合二者的结合部件构成的混合系统。这种系统在设计时可取核燃料增

殖、核废料擅变及产能能力的折衷，或设计为优化于某一性能下运行

的专用系统。这种系统将满足核燃料增殖、核废料擅变及具有固有安

全性的要求。

核燃料高温化学的干法后处理可在无水条件下、强辐照场中运行，

将适应处理新型产能系统的深燃耗的要求，而且无需加入大量的水、

酸及有机溶液，因而减少物料流，这将使设备简化和尺寸减小，节约

投资。由于流程中无慢化中子的介质，如水、有机溶剂等，因此可增

大临界质量，便于加大铜系元素的操作量亦是其优点。它的发展前景

是相当乐观的。

核能这一创新路线的研究、开发，将集中 20 世纪后期以来核科学

技术的研究成果，并在实践上依托已开发及近期内可能在工业上实现

的成果为基础。

在产能系统中，产生外源中子的驱动器是关键，这种驱动器必须

是可稳定运行的、高效的中子产生器。中能质子散裂反应是已知产生

中子能量代价最经济的核反应。估计一台连续波运行的 1 GeV , 20 mA 

的质子加速器可满足一个 1000 MWt 量级的核能系统的需要;在优化

设计下，以快中子次临界堆为核心的混合系统可具有年垣变八至十台

相同功率商用压水堆电站排放的长寿命次量铜系核素的能力，并把这

类核废料转化为附加的"可利用"核资源。从工程上讲，加速器与次

l临界堆结合不破坏二者各自结构的完整性，其结合部件是束流导出及

中子产生靶系统，三者相对独立，可分别维修。核聚变研究者曾提出

利用能量增益系数大于 1 (例如 G"'2 ) 的小型核聚变反应器作为混合

系统的驱动器一一所谓聚变·裂变混合堆的概念。但核聚变尚处在基础



研究阶段，还不存在稳定运行的"连续波"的G<1 的聚变反应器;在

混合堆系统内，中子余额首先应满足产氯的需要，余下的才可用于增

殖核燃料或檀变核废料;聚变反应器与高功率裂变包层是一个不可分

的整体，工程上实现的可能性还不可预见。二者相比，加速器驱动的

核能系统是现实与有前途的途径。它将是 21 世纪前期国际核能科技界

研究开发新一代核能的主攻方向，通称为 ADS。

在干法后处理中可有几种选择，例如熔融盐电解法、熔盐萃取法

及氟化挥发法等。熔融盐电解法的依据是每种金属元素在一定介质中

形成具有一定电位的离子对，通过适当调节电解槽电位，可有选择地

将不同的铜系元素从金属相转移到离子相，把它们分别在阴极上析出，

裂变产物则残留在熔盐中，从而达到不同铜系元素与裂变产物有效分

离的目的.与其他方法相比较，这方法更有前途，且已经一定的原理

性验证试验。

与传统的临界堆及水法后处理相比较， ADS 及与之适应的干法后

处理有很多优点，可以解决核能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各种障碍。当然

存在着挑战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有待解决，核科学界面临着许多科学技

术的创新课题。就现已认识到的可列举以下五方面:

(1)中能强流质子加速器的研究 ADS 要求 1 GeV , 20 mA量级

具有高于 85%运行效率的连续波加速器。当前实验室中最高水平是 l

GeV , 1 mA具有约 40%运行效率的脉冲加速器，与上述要求的差距是

明显的。虽然在原理上为达到 ADS 所要求的目标无根本性的障碍，但

就低束流损失、高能量转换率、高使用率及方便的可维修性等诸方面

要求而言，应在加速器物理、结构、功率源及各部件研制等许多课题

进行深入的研究。

(2) 次 l描界堆的研究 ADS 系统是有源系统，在连续波加速器驱



动下，它是一个以 10-8~10-7 S 为间隔的脉冲式"宏观稳态"运行的空

间与能谱参量不可分离的系统。因此，在物理上它与无外源的临界堆

稳态系统是不同的，将有一系列新的堆物理问题有待研究 g 由于外中

子源引致的堆功率空间分布不均匀性及新型高效导热剂的开发等一系

列工程问题，也是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外源中子产生靶件是一个高

热负荷的元件，甚至可能比堆元件的热负荷还高，其导热与冷却是解

决加速器与反应堆精合并使系统稳定工作的关键之一。

(3) 核物理研究 ADS 系统的核过程比临界堆要复杂。粗略地讲，

至少应对下述三方面进行精确的定量研究:外源中子场的空间及能量

分布;上限达 100 MeV 的中子核反应截面;在深燃耗条件下各种铜系

核素(包括某些寿命不长的核素)的中子核反应截面研究。

(4) 放射化学研究在 ADS 中，嬉变铜系元素要求后处理流程中

悻、杯元素的分离与回收率大于 99.98%，锯和锅应大于 99.99%的工业

规模干法后处理流程尚待解决。为满足高度分离要求的熔融盐和熔融

金属体系中分离的级联技术尚待开发;适应不同性能(金属或陶瓷等)

原始燃料与主工艺接口的流程也待研究。这些问题均应在实验室研究的

基础上开展后继的工艺验证才能解决。

(5) 材料研究 为适应高温、高辐照及强腐蚀条件下的运行工况，

有一些关键的材料问题是过去未遇到的，例如强流束引出窗材料、高

效的反应堆导热剂与其他材料的相容性问题、适应强腐蚀的熔盐后处

理过程的合金材料等。

总之 ADS 产能及干法后处理核燃料循环系统的研究、开发面临着

多学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挑战性课题。它必将推动各门

学科向新的领域探索，而其成果将汇集成新一代核能系统的建立，它

已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核科技界的研究热点。目前美、法、



日等重要核能国家都在按 ADS 的技术路线，启动各自符合其国家利益

的研究、开发计划;西班牙、瑞典等中等核能国家则把研究重点放在

核废料撞变上;韩国是缺能源国家，虽然现在核电份额已占 30%，但

仍对核能开发有很高的期待，其 ADS 研究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西欧亦

有研究把 ADS用于仕资源利用的计划。可以预期在 21 世纪 30 年代 ADS

核能系统将成为经技术验证的新一代核能系统，并在其基础上取代基

于 20 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的现行核能系统，使核能成为 21

世纪内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能源。

Introduction to an Innovativ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Op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 Nuclear Energy 

DING Dazhao WANG Fangding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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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核能利用的方案探讨
一一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

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日

摘要 核能是一种高效、洁净和安全的能源。目前商业应用的核能系统还

存在若干阻碍裂变能进一步发展的缺点，即高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处理、铀资源

利用率不高和安全性问题。近十余年来，核科学界一直在寻求可以克服这些障

碍的创新技术路线一一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系统( ADS)。这种混合系统将成

为目前商用的核能系统与核聚变能可充分利用间的过渡。本文说明了这种系统

的基本原理并以加速器驱动的快堆与为口速器驱动的加压重水堆为例，说明其在

遭变核废料和转变核燃料方面的能力。文中说明了开发 ADS 的可行性及列举

了美.日筹国的若干计划.我国正处在建设核能的宏伟计划的初期，现在推动

对 ADS 的研究及技术开发是适时的。

关键词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 (ADS) 放射性废料擅变核燃料增殖

l 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裂变能的开发及大规模商业应用，己分别有 50 年与 25 年的历史。虽然人

们把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希望寄予核聚变能的应用，但纵观核聚变 40 年

的研究发展历程及当前的态势，一般都预期核聚变能的应用从原理验证、工程

开发、工程示范到商业示范，进而到商业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过程，因此，从现

在到 21 世纪中叶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所谓核能即指裂变能的利用。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当前商业运行的是依靠燃烧 235u 的热中子反应堆电

站，而其他几种反应堆仍在实验/开发中。

为使裂变能成为可持续发展，应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

(1) 高放废物的最终处置

一座 1 GWe 的轻水堆，在标准的运行工况下，年排放的乏燃料重金属总

量为 22.5 t，其中除可经后处理回收的铀、怀同位素总共 22454.8 kg 外，有总

.本文系作者在 2000 年 1 月参加"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技术创新院士行"所作学术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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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能应用及开发态势

8Sω 堆·年

压水堆 73% 
商业运行的核电站(热中子反应堆〉

沸水堆 17% 

重水堆 10号也

商业运行堆数 434 

装机容量 3S1.2 GWe 

建造或计划中的堆数 107 

装机容量 91.1 GVi恒

实验/开发中铺冷快堆(增殖核燃料〉 230 堆·年

小型 PblBi 冷快堆(艇用动力堆〉 80 堆·年

高温气冷实验堆(然中子〉 20 堆·年

量约为 34.5 kg 的超铀次量铜系核素 (MA) 及约 50 kg 的长寿命裂变产物

(LLFP)。这几十公斤核废物总量不多，但寿命长，放射性毒性大，假如用稀

释排放方法，则稀释因子在 109~ 1O 11 之间，它们的最长半衰期可达二百万年。

迄今己开发并被认可的处置方式是把后处理的高放废液浓缩、固化，经包装后

埋入稳定的深地层中，称地质埋藏处置法，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与开发，己可

对其费用作出估计，但其对生物圈的潜在影响则仍不可预计。

根据核物理研究的成果，如果把这种放射性废物放在中子场中，通过中

子核反应使其变为短寿命或稳定核素，在某些情况下，超铀元素可以被裂变而

成为附加的"资源飞这种把乏燃料中所含次量铜系核素分离出来，制成元件

放入反应堆中子场中引起嬉变(把长寿命裂变产物也作相似处理)的新方法，

称分离-嬉变法 (P-T)，其关键在于开发新型的放化分离流程及创造一个有利

于中子诱发嬉变的中子场，以大幅度减少废物量并把绝大多数废物转化为短寿

命核素(半衰期小于 300a) 。

(2) 提高资源利用率

从表 2 可以看到，如果把 238u 转换为 23%，则铀资源利用率原则上可提

高 120 倍，因此充分地把 238u 转换成 23% 是提高铀资源利用率的唯一途径。

现在工业上正在开展把轻水堆乏燃料中铀、环回收，再制成 MOX 元件循

环利用的研究，这样大体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一倍。更进一步的技术途径是

正在实验/开发中的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原则上可把铀资源的利用率提高 60

倍。但快中子反应堆的发展要以轻水堆积累的大量 23于u 作为初装料(一座 I

GWe 大型快堆的 23于u 初装料约为 3000 kg)，现在开发的氧化物燃料制冷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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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料倍增周期一般为 30 a。因此，需创造具有合适的中子场的反应堆系统，

提高增殖效率以达到充分利用铀资源的目的。

1.系统

不同资源的能量密度比较

核资源的潜力 IGW'a
(全世界可采贮量 450 万吨天然铀)

表 2

~2.7X 10' 

-1.57X 10' 

-3.24X10' 

1kW'h 

4kW' h 

5X 100kW' h 

2.9X 10' kW. h 

6X lO'kW'h 

3kW' h 

基本数据

60m2阳光 • h 

Ikg 煤

Ikg 汽油

(0.7%自1月

(40%利用率)

1 kg""Pu 

1 kg 天然铀

。)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

尽管对核电的安全性的认识在专业人员中己不成问题，但就公众接受度

而言，对核电安全必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新)代的先进压水堆采用的是非

能动的安全措施，但如果有合适的技术，使系统具有本征安全性，从根本上杜

绝临界事故，用更灵活的手段来改善反应堆的动态性能，则可将核电安全性的
问题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
命
斗

川
脯
制

:乏燃料I CArU I 

"'u 

;少量 MA.短寿命废料:
(5%. 3∞年左右) 1 

核电范式示意图 1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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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核电按"己商用"、"开发中"及"研究中"构成范式，概括

在图 1 中。为使核电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核电技术有待创新。

2 在我国部署研究新型核能系统的合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能源供应将成为关键问题。我国以煤为主的传统

一次能源结构将遇到资源、环境及运输诸方面的限制而必须改变。合理的解决

途径是在大力实施节能的同时，改善一次能源结构及改变能源终端供应方式，

在采用煤的洁净燃烧技术以改善环境污染的同时，大幅度地提高一次能源构成

中水能及核能的比例和提高电力作为能源终端供应形式的份额。

目前我国核电约占总装机容量的 1%。在"十·五"期间，核电装机将从

2.1 GWe 提高到 8.7 GWe; 预期 2020 年左右，可能达到 20~30 GWe 之间。远

期预测表明可能达 120 GWe (如以 2050 年核电装机容量占总电力容量的 10%

计)。我国核电在 21 世纪前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使我国核电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选择，必须解决长寿命核废料的最

终处理与核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以 2020 年我国核电装机为 25 G悦为例，

到 2050 年这些核电站将总共积累约 25000 t 乏燃料，其中 MA及 LLFP 分别约

为 12.5 t 和 27.6 t。那时，我国将与美、法、日等先进核电国家目前己面临核

废料处置问题一样，遇到这一突出的矛盾。如取 2050 年我国将有 120 GWe 核

电装机容量，则估计在 50 年寿期运行中，核电将耗费约1.3 X 106 t 天然铀资

源(如仍采用压水堆电站)。这将约占表 2 所示的世界可采贮量的 1β 弱，这

是一个很难设想的数量。我国是一个铀资源并不充裕的国家，因此必须开发一

种更有效的核燃料增殖技术途径，把可裂变核 238u 转换成易裂变核 239pU. 以

达到充分利用铀资源的目的。

我国正处于核电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大力建设如图 1 所示的己商用

热中子反应堆电站及作为高技术开发的铀冷快堆的同时，部署研究可兼顾妥善

处置核废料及提高核燃料增殖比的新型核能系统一一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应是

合理的选择。

3 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 CAD-RCNPS) 简介

图 2 给出 AD-R:αPS 的构成及其与现用常规核电站的匹配，其主体组成

部分由中能强流加速器、外源中子产生靶及次临界反应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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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商用核电站

加迷~ I GeV40mA 

95%短寿命裂变

产物( 1ì占存)

MA (<5%) 

多次循环

MA. FP (<5%) 

h
凹
'

h
巳

l 

加速器运行

次l临界雄(姐变核废物、增殖核燃料)

图 2 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构成

3.1 原理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系统的基本概念可归纳为:外源中子 no 注入中

子倍增因数为 k 的反应堆中，取k<l ，中子数将按
句句 n~ 

N. =no {l +k+ k" +k
j 

+…)=~ (1) 
l-k 

关系增长。此处 no 为每个质子在靶中散裂反应所产生且按每次裂变归-的中

子数，其中 N. - no 为由次临界反应堆中裂变提供的中子数，除维持反I句堆功

率水平所需的中子数与各种吸收及泄漏外，余下的为中子余额。该中子余额可

用于擅变核废料或转换核燃料。

凡，几分别为外掠驱动的次临界堆及临界堆中的中子余额，利用简单的

模型可以得出:
l-k 

k =Nc+v-7(2) 

即有外源中子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内，中子余额比同样条件下的临界堆

要高。由外源导致的中子余额增量有利于擅变核废料或增加核燃料的转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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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次临界堆内易裂变核素储量，最终达到加深燃耗的目的。根据式(刀， k 
值越小，中子余额的增量越大，但从产能系统的能量增益角度看， k 值会有下

限，否则达不到产能的目的。式(1)中 N. - no 个中子是在次临界堆中由核

燃料裂变倍增的，每个质子将引发

N. -nn nn k 
Nf=-i一一旦=」-一 (3) 

v v l-k 
次裂变。次临界反应堆输出的功率 P=E矶， 1为质子束流强度 ， Ef =2∞ MeV 

为每次裂变释放的能量，由此可得到系统的能量增益(反应堆输出功率与加速

器束流功率之比〉
P K n. k 

G= 一一=..:::r....:.:!!..一一 (4) 
E/ Ep V l-k 

k值合理的变化范围为 0.85~0.98 之间。

表 3 给出铀怀燃料循环在不同次临界系统内中子余额的约数。从中可以

看到 AD-RCNPS 在合适的 k值下，中子余额比临界堆中子余额有很大的提高。

例如，我们知道在热中子堆中 U-Pu 的转换比为 oι 因此，既不能增殖 2咋u.

也不能使铀怀燃料自持。在 AD-R:αPS 中，当 k=0.85 时的转换比为 0.6 + 0.5 = 

1.1，原则上可以在反应堆内形成一个自持供应的 2咋u 库存。在快堆中，→般

讲，铀怀增殖比为 0.6 + 0.6 = 1.2 水平。在 AD-R:αPS 系统中，当 k ~ 0.85 

时，此值为1.75. 则大大提高了增殖比。表 3 所列，虽是估算的约数，但从概

念上说明了 AD-R:αPS 系统是增加中子余额的新途径。如要处置核废料，这

部分提高的中子余额就可用来擅变核废料。

从擅变核废料的角度讲，除了有更多的中子余额可供调用外，由于加速

器散裂反应产生的中子平均能量可达 10 MeV. 因此可以通过适当的栅元结构、

燃料组件组分、慢化(导热剂)的选择，使系统内中子平均能量高于一般快堆，

从而达到更有利于擅变核废料的目的。

λ=λ。 +σRØ (5) 

核废料在系统中的衰变率由于中子引起核擅变 (URØ) 而增大。除 Nk - Nc 

的增大使￠中可调用部分增加外， O"R 是与能量有关的函数。例如 23町的裂变

阐为 0.8 MeV. 23~p 的裂变阀约 O.6MeV。如果使系统内中子的平均能量达 0.7
MeV，则 238U ， 23~p 及 241Am等有阐可裂变核在核系统中都能成为"附加"

的"易裂变核"资源，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把它
的计划称为 o:r-.扭GA 的原因(Option of Making Extra Gain 企Offi Actini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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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子余额比较

l临界堆 AD-RCNPS 

中子倍增因数 /k <1 

中子倍增数 '" 11 (I -k) 

链式反应 自持 外源驱动

中子产生数 热堆 快雄 热堆 快堆
2.5 2.9 (vlk) (ν 1 k) 

中 维持链式反应

中 子 寄生吸收 0.6 0.4 0.6 <0.4 
子 消

经 耗 铀怀转换 0.6 <0.6 0.6 <0.6 

济 数 泄露 0.3 0.3 0.3 0.3 
学

k=0.85 G=15 0.5 1.15 中子余额 。 >0.6 
0.95 50 0.1 5 0.75 

0.98 130 0.07 0.66 

控制方式 中子吸收剂 调节外源中子强度

表 4 资源利用率及能量输出

AD-FBR AD-PHWR <U-Pu) AD-PHWR(Th-U) 

力11速器 1 GeV/mA 1.0/16 1.5/45 1.5/10 

k O.Q，!~局← 0.82 0.985 

输出热些主丛且!r-' 760 (880) 15以)(7侃lO) 1840 (2αlO) 

能量增益 IG 47.5 22.2 122 

燃蜒 IMWd' r' 1O'(7X 104
) 104 (6 X 10') 3X 104 (1 X 10、

增殖系数 1.37 (1.27) 1.∞(田0.6) 1.01 (句1.∞)

倍增周期 la 12.5 (17.1) 

支持比 2 Gwe PWR 

注:括号内数字为l脂界堆相应数值.

3.2 初步计算实例
表 4 给出了两个初步计算的实例:加速器驱动快中子增殖堆 (AD-FBR) • 

A加速器驱动加压重水堆 (AD-PHWR) •• 

AD-FBR 的计算由张玉山等完成;

• AD-PHWR 的计算由徐晓勤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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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BR 计算中取 ANL 设计的纳冷金属元件模块化快堆，抽走中心十九

盒元件后，放置束流导管及靶件与靶件冷却系统。AD-PHWR 取 CANDU 型

堆，抽走中心四束含元件加压管，放置束流导管及靶件。如表中所示，在 AD-FBR

情况下，以降低输出功率 14%的代价，换取了燃料倍增周期缩短 113，且同时

可以檀变 2 GWe 压水堆年排放的废物(如果折换成 1 GWe 功率的 AD-FBR.

则支持比约为别。

在 AD-PHWR 情况下，对于铀怀燃料循环，在降低 25%输出功率的情况

下，反应堆可得到自持的核燃料库存，且燃耗可加深 50%~6例也。而对于牡铀

燃料循环，则在降低 10%输出功率条件下，燃料可略杳增殖能力，且燃耗可

提高两倍。由于Th-U 循环中产生的 MA 比 U-Pu循环低两个数量级，所以除

裂变产物外，总体上比 U-Pu 循环"更洁净"。这是为什么西欧几个国家对

AD-R<αPS 感兴趣的原因工近两年来，甚至决策要停止核能计划的德国核科

技界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概念研究。

3.3 几点结论

从表 3、表 4 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主要结~:

(1) k值应选在 0.85~0.98 之间，当 k = 0.95 时，则可杳>80%的电能上网

供商用，但此时燃料增殖能力与废料擅变能力均相应变低。因此如果一个「址 i

中放置若干座 AD-RCNPS 构成组合系统，则可以调节各单元不同的 k 值，以 i

达到核燃料增殖、核废料擅变支持比及供电能力最佳的组合。

(2) 次临界堆选取快中子反应堆，不仅本身产生的次量铜系核素比 PWR

的少，而且具杳较高的核燃料增殖能力及擅变次量铜系核素的能力。如果堆内

巾子平均能量比现在的快中子堆高 250 keV，达 7∞ keV，则次量铜系核素可

以成为直接被裂变的"易裂变"核资源。

(3) 次临界堆选取加压重水型反应堆，直接利用天然铀，可较快地扩大核

电装机容量，虽然它具杳擅变长寿命裂变产物的可能性，但所产生的核废料与

常规 PWR 大体是一样的，它应与其他系统配合使用。但从远景讲，它开辟了

奋效利用牡资源的途径。

M 安全性 1 
如取 AD-RCNPS k<0.98 ， 则具乎于本征安全性。加速器外中子源维持反应:

堆内的链式反应，在切断束流后，毫秒时段内即可打堆，因此可以防止任何反 l

应性事故。如果导热剂采取以自然对流(或部分自然对流〉冷却方式，则在意!

外停电事故工况下，也将大大地降低堆芯熔化(或部分熔化)事故的发生几率。 i

.在 CERN 的 EET研究组将币I-U 燃料循环的加速器核系统称为"能量放大器 (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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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热剂采取 PblBi :共熔体，则在发生小破口 LOCA 事故时，具有自

封闭的能力，不致引起堆芯事故。

由于 2咋u. 237Np. 241Am的缓发中子份额都比 235u 小( ß 分别为 0.22%.

0.4%及 0.13%. 均小于 235u 的 0.68%). 因此如果在常规的快堆中加入过多的

MA. 把快堆作为"嬉变"炉，则有效 n 值会进一步降低。从物理上讲，。值

的降低对反应堆的动态性能有不利的影响(法国利用 CAPRA 快堆檀变MA 的

研究，只针对 23~p. 而对于 241Am. 242Cm 及 LLFP 等檀变仍寄希望于 AD

RCNPS(11)。而加速器外中子源驱动的次临界系统正可以克服这一缺点。

表 5 不同核反应中产生一个中子的能耗比较

中子源 中子产额 中子能量值 I (MeVln) 

高压{击力H器 4∞ keVd+T-Ti靶 4X 10-' nld 1 创)()()

低能强流加速器 35 MeV d+Li (液态) 2.5 X 10-3 nld I 臼)()()

中能电子直线加速器 1∞ MeV e+238U 5X 10-' nld 2创)()

中能质子直线加速器 l∞OMeV p+Pb 20nlp 50 

(L=60cm, Ø=10cm) 

3.5 中能强流加速器作为产生外中子源的驱动器
从能量平衡的角度讲，我们希望产生一个

外源中子的能量值最低，而在系统内，中子用

于转换核燃料与擅变核废料的效用最高。表 5

列出了现在己知的产生中子核反应的能耗。表 6

给出了两种外源中子驱动系统内中子用途的不

同点。这可以看作为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

系统的科学合理性的物理基础的最简略表述。

表 6ADS 及混合堆中子余额用途

4 AD-RCNPS 系统的可行性

中子余额用途

加速器驱动 聚变反应器驱动

转换核燃料

姐变核废料

产颁 0.6-0.7 旷r

转换核燃料

媲变核燃料

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的物理基础是:核物理基础研究所积累的对核反应

规律的认识:技术基础是几十年来对反应堆物理及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成就:中

能强流加速器近 30 年来运行与研究的成果和放射化学流程的多途径研究成

果。因此它有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是在原有基础上对新的核反应规律、堆物

理、加速器物理及反应堆工程与加速器工程的新原理等综合应用的创新和发展。

(1) 30"-' 100 mA量级强流中能加速器的现实性

在美国 LANL 己有一台 800 MeV/l mA的直线加速器 (LAMPF) 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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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在该加速器上的束流动力学研究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束流不稳 i

íÊ性的了解己达到可作定性模拟的程度。根据它的经验及近若干年来低能段演 i

示性实验的结果，表明建设 1 GeV/40 mA的直线型加速器，在当前物理限制 j

及技术条件下是可以达到的。欧洲的个别研究组认为采用多级回旋加速器组合!

有可能达到 1 GeV/IO mA的水平，但其技术开发程度不如直线型加速器深入。

(2) 高功率次临界堆的中子通量、功率水平与己开发的(或商业应用的)

同型临界堆大体相当，我们上述所举的两个实例，是在有相当研究开发深度的

实验型反应堆(快堆)或己商用的电站堆 (CANDU) 的基础上做的，所有参

数都在现有技术允许的范围内。

(3) 外中子源靶上的热负载是相当高的，但 PblBi 熔融靶技术的引进，有

可能解决问题。

综上所说，从总体上讲 AD-RCNPS (国外文献上通称 ADS) 系统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

5 ADS 研究的问题及态势

ADS 综合利用 20 世纪核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果和依托核工业己有的基 l

础，因此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在结构上，加速器、靶和次临界堆相对独立，藕 J

合比较简单，易于检修。中能强流质子加速器方面主要的物理问题与技术困难

清楚，解决的技术途径也清楚，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次临界系统可采用成熟

的堆型。中子产生靶方面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相当的经验。

AD-RCNPS 的研究除应深入进行物理基础研究，如有外濒驱动的次临界

堆物理，相关的核物理基础及强流加速器物理外，还应开发适应核废物"减

量"并"减容"相关的新的故化流程的研究。当然还有材料科学的若干问题。

因此是对核科学技术综合性的创新。

当前，国际上除对 ADS 系统进行物理基础研究外，还利用己有加速器的

有关经验及数据，对这一系统开展工程上的可靠性 (R)、可使用性 (A)、可

维修性 (M)，可监测性 0) (简称 RAMI) 分析、研究。这四个要求中，可

靠性R 是核心。

研究系统的 RAMI 有两方面的作用:在技术层面上将确定科学及技术研

究、发展的重点，推进系统经济及安全性的研究:在杜会影响层面上，将为管

理规程的确定及政府放发许可证提供依据，同时也将影响公众的接受度肉。

ADS 的可靠性主要决定于高功率质子加速器(HPPA)运行的稳定性。HPPA : 

不稳定性表现为加速器的"失束"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离子源及加速结构

的射频系统事故。离子源事故主要来自高压打火，失束时间一般小于→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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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恢复;射颇系统事故引起的失束在 5 分钟以上者，需人工介入。

HPPA 失束对次临界堆的影响杳两方面是由于堆内中子学行为改变引

起堆功率的变化，其时间常数为秒级;二是由于功率骤变引起受外源中子直接

(或贴近)影响的材料的温度变化，引起热应力，导致材料疲劳与蠕变而影响

寿命。这些材料包括束窗、核燃料包壳及处于反应堆高温区的上部结构等。前

一二者的时间常数略大于堆功率变化的时间常数，后者的时间常数与反应堆导热

剂(或冷却剂)性能有关。

国际社会初步分析的结论认为把 HPPA 的事故概率降低-个数量级是完

全可以做到的:经过努力降低两个数量级，则大体可与现在商业运行的压水堆

核电站的非计划停堆概率相当。因此， ADS 有可能成为构成具有合理 RAMI

的工程系统。图 3 表示-个可能的工程系统构成。这种构成不仅提高了系统的

运行可靠性，也兼顾了产能、转换核燃料与嬉变核废料不同的目的。

}jll速器
25 

-‘ 
75 

平毡75
75 

75 

25 

}气J75

图 3 AD-RCNPS 工程系统构成

除对 HPPA 的研究开发外，法国与俄罗斯利用其快临界装置，开展外源

驱动的次临界堆内中子学研究。所用外源分别有静态的 252Cf源及脉冲 14MeV

中子源，法国的研究工作是在 MASURCA 上做的，称 MUSEo

加速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是-种具杳良好资源效益、安全放益、

环境效益的新型核能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对加j墓器驱动次

临界堆的研究逐渐形成国际热点。美、法、俄、日、西欧、韩国等均强化了对

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的研究与某些杳关技术的开发。近年来，还制定了建设不

同规模的原理验证(或技术集成)装置的十年研究、开发计划。如表 7 所示。

我国研究者提出的第一阶段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 2000"-'2004 年的研

究目标是:对 ADS 这一可持续发展核能的新技术路线进行物理和技术基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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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加速器驱动核能系统研究的当前国际动态举例

国别
计划

目标及计划内容 预期进度
名称

加速器产佩 2∞0 年
建成 10 MeVll∞mA 

APT ·建造
LEDA (低能示范加速器)

计划 1.5 GeVlI∞mA 
把 LEDA 的经验转移给

加速器 2∞5 年
ATW 用加速器的示范试验

嬉变核废料
2∞5 年

示范加速器部件研究

美国 ·设计 jJ;'范用快堆预研及设计

1 GeVl40 mA 
加速器

2∞9 年
完成示范装置用的加速器

ATW ·系统研究 设计及快堆设计与燃料组件研究

中子学、核设计、低功

率() MW) PblBi 2015 年 30MWt 全Vll租演示

靶及回路、 kg 级电化学

后处理济南预研 2025 年 840MWt 全尺寸滔不

2∞0 年 部件研究、注入器预研

NSP 计划嬉变核废料 2∞5 年 1.7 GcVf l.5 mA 
及其它综合利用研究

·加速器 2010 年 1.7 GcVl5.3 mA 
1.7 GeVl5.3 mA 

日本
OMEGA 

2015 年
计划

30MWt 实验系统

2020 年 ωMWt 实验系统

·系统研究
核设计、核反应截面、 2025 年 3∞ MWOF范系统
靶及热主、铜系化学

2030 年 8∞ MWt 商用系统

西欧
核能开发、牡资源利用

法国
1.加速器:

三级凹旋 1 GeVl6 mA 
牙西班

直线加速器 1 GcVl30 mA 
EAìniJ 

2. 系统
2刷年

概念研究、苓功率实验、

核设计、系统分析、~ 窗材料模拟

功率实验、材料模拟研
究 十年计划 EA-250. 250 MWt 实验系统

KOMAC-
1.娼变核废料 2∞7 年 建成 1 GcVl IO mA KOMAC 

韩国
HYPER 

2. 核能后续选择

1 多用途科学装置 2015 年 建成 15MWt 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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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完成系统总体概念研究井优选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裂变能可持续发展的系统

和开展若干重要部件的预研，对该系统所涉及的物理过程进行分解式研究，例

如在脉冲外源驱动的零功率堆上验证中子学行为，在强流质子加速器注入段上

验证强流束物理问题等。为进一步进行总体集成研究奠定科学基础。第二步(到

2010 年)，我们希望建设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池式反应堆为核心，配以

150 MeV/3~5 mA加速器驱动的"原理验证"装置(如图 4 所示)，用以对系

统原理进行总体验证及综合利用。这将为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奠定技术基础。

我们的十年计划设想，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且每阶段的成果都高

明确的物理目标和应用前景，都能再所"回报飞因此投资风险较小。

加 l、可变堆芯池式轻水次临界反应堆

速 (<3 MWt) 

器 2、辐照区(同位素生产、材料模拟)
3、中子核物理区

4、靶材料试验区

5、散裂反应产物及组变试验区

国 4 原理验证装置概念圈

6 结语

新的物理概念的引进，往往会导致科学、技术上的变革，但其实用化必

须经过概念研究、原理验证、技术验证、集成示范等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工业界的支持(至少舆论上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表 7 中，国外的一

些计划现己杳工业界的参与，如法国的法马通公司参加了 EA-250 的技术(概

念〉设计:日本的三菱公司与美国的西屋公司己合作开始了次临界堆中子学的

研究和"标准"程序开发等。



16 1.系统

我们期望我国在核能事业的起步阶段，即能开始关注二三十年后将面对

的问题，共同努力使我国的核能成为我国能源构成中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

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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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c1ear energy is an effective, c1ean and safe energy resource. But some 

shortages ofthe nuc1ear energy system presently commercial available obstruct 如由er

development of the nuclear energy by heavy nuc1ear fission.ηlOse are final disposaI 

of the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部饨， inefficient use of the uranium resource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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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堆堆芯物理概念研究

赵志祥丁大钊刘桂生樊胜审庆彪张宝成田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分析了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堆堆芯的裂变核素增殖和平衡条件、主要

长寿命放射性废物的积累、裂变产物毒性的影响及次临界堆的运行周期、输出

功率和能量增益等主要性质，并对次临界热堆和次临界快堆的物理性质进行了

比较。在简单的球形几何条件下，分析了铀F铅和仕-重水组成的快-热辑合次

l临界系统的物理性质.

关键词 洁净能源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堆

由于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堆其具有良好的资源效益、环境效益、安全效

益而成为新一代核能源的可能选择，近年来在国际上形成一个研究热点[1 ， 2) 。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堆由中能强流加速器、中子产生靶和次临界装置组成。加速

器和中子产生靶糯合而成的散裂中子源提供的中子，作为外源注入一由燃料组

件(天然铀或牡)、慢化剂、冷却剂、结构材料等构成的次临界装置(有效中

子倍增因数 ιff<l ).经过中子的倍增，形成稳定中子通量。

在稳定的中子通量密度条件下，由

232刊 +n → 2JJη1 (自衰变)→却Pa ([3衰变)→2JJU

2J8U +n →刀"u (ß 衰变)→ 23~p (ß 衰变〉→ 2吁u

过程转换生成裂变核素切U 和 239pu。只要中子通量密度适度，启动一段

时间后 233U 和 2咋u 的核数将达到饱和，可以通过裂变稳定地输出能量。

本工作以天然铀和牡为燃料，不考虑装置的具体结构、热负载导出、燃

耗深度及功率密度等堆物理及工程问题，在假定装置内中子通量密度稳定、分

布均匀的情况下，仅就裂变核素的增殖、主要长寿命放射性废物的积累、裂变

产物毒性的影响及次l恼界堆的运行周期、输出功率和能量增益等主要性质进行

分析，并对次临界热堆和次临界快堆的物理性质进行比较。

在简单的球形几何条件下，采用少群常数和一维计算，对铀-~由和牡-重

水组成的快-热稿合次临界系统的物理性质进行分析。

l 加速器驱动的热堆性质和存在问题

1.1 裂变核素的增殖和平衡条件
对于某一核素 A. 它可以由 B 核衰变生成或 C 核俘获中子生成，而 A 核



18 1.系统

则通过衰变、中子俘获或裂变消失。 A 核 t 时刻的核数目 NA (t)满足微分方程

dNA (t) 
一古t一一=Àa刷Ns (价t)川)+叫σ叫C ♂矶N矶阳'Nc(t川(οωt)-(O"A.fσ引O"A.r+叫σ引凡川A川川c)肘ψW矶州N凡阳A川(1)川)

式中:λX'σx.r和σx， c 分别为 X 核的衰变常量、热中子裂变截面和热中子俘

获截面。

使用作者编制的程序 CHAIN 和文献[3]给出的热中子截面和文献[4]给出

的衰变数据，计算加速器驱动的热堆(以下简称热驱动堆)在初始装料为 232Th

和天然铀情况下计算了核素的演变情况。

计算结果表明:
(1) 热驱动堆只能在中子通量密度ψ 运 1 X 1014 cm-2 • S-1 下稳定工作，当

ψ 二三 1 X 1014 cm-2 • S-1 时，裂变核素刀3U 或 23平u 不会达到平衡。事实上，较高

的中子通量密度正是通过热中子俘获檀变方式处置长寿命放射性废料所要求

的。

(2) 燃料 233u 或 239pu大约在热驱动堆启动后→年达到饱和。但这一饱和

时间可以通过在初始装料时加入一定数量的 233U 或 23于u 而大为缩短。
(3) 在伊运 1 X 1014 cm-2 • s-\ 时，饱和条件下出U 的核数对 232Th的初始核

数之比为 0.0114 ， 2吨u 的核数对 238U 的初始核数之比为 0.00256 ， 233U 的核数

约为 2咋u 的 4.5 倍。若初始装料的铀或牡为 20 t，则饱和条件下 233U 或 239pu

分别为 228 和 51 kg。装置运行 5a 后， 232Th和 238U 将分别烧掉 11%和 4.2% 。

(4) 在超铀长寿命放射性废物的积累方面，以牡为燃料的热驱动远小于一

般的压水堆，而以铀为燃料的热驱动堆则与 23SU 装料的压水堆相当(见表1)。

表 1 超铀长寿命放射性废物产额

核素 半衰期 /a
废物产额 /Gg'W1'a l

牡装料驱动堆 铀热驱动堆 PWR 
241Am 4.3X 10' 3.1 X 10-6 0.13 2.2 

241Am 7.3 X 10' 6.2X 10-6 1.60 2.8 

"'Cm 0.446 2.0X 10-6 0.14 。.2

244Cm 18.1 1.2 X 10-6 0.51 。.8

1. 2 热功率和能量增益
1. 2.1 诱发裂变热中子份额

若不考虑中子泄露，则能诱发裂变的热中子份额 F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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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7h zsF' 
F 

(2) 

对牡装料的热驱动堆，计算结果为 F = 0.430. 即 1∞个热中子约有 43 个可诱

发裂变:对铀装料的热驱动堆，计算结果为 F=O.365. 比文献[5]给出的略小。

1. 2. 2 热功率 (1)只考虑 233u 或 239pu裂变。热驱动堆的热功率 Pth 应等于
单位时间的裂变次数乘以每次裂变放出的能量，即

凡 =λNrEr = σrrpNrEr (3) 
式中:σf 为 233u 或 239pu热中子裂变截面 Nr 为 233u 或 239pu的核数目 ; Ef为
每次裂变放出的能量。记裂变核素数目对 232Th或 23SU 的数目之比为 R. 牡或

铀质量为 m ( 以 t 计). 232刀1 戚朋U 的质量数为 Ao. 裂变截面以 10-24 cm2 计，

且记ψ = 1014 伊ocm-2 's-1 • 取 Er= 192 MeV. 凡以 MW计，则有

~h = 158吃时 仰

取σr (23St月= 53 1.4 X 10-24 cm2;σ『俨9pu) = 747.6X 10-24 cm2 ; 平衡条件下 .R e3SU) 

=0.0114. R 俨9pu) = 0.00256; m = 20 t. 伊。= 1; 则有P由(白1)=825MW. P，血。1)

= 254 MWo (2) 超铀核素裂变的影响。装置中生成的超铀核素的裂变有利于

热功率的提高。考虑了超铀核素裂变的影响后，热功率可表达为

几= 1580去ψoLσ(Rj 

设 m = 20 t.ψ。= 1; 则在稳定条件下得到凡(四) = 866 MW. 凡(u) = 330 

MW。即对于 U→阳系统，考虑了超铀核素裂变的影响后，热驱动堆热功率

可提高 30%. 而对于古1→U 系统影响不大。

1. 2. 3 能量增益 (1)加速器流强和功率。在单能近似下，次临界装置堆芯

内的中子数目为 N=ψ Vlvo 式中 V==4 πr3 /3 为堆芯体积 • v 为热中子速度。

中子数目技 N (t)== N (0) exp [(ketr 一1) t / r ]随时间衰减，因而，堆芯内单位时

间消失的中子数目为(I -k.tr) N / r ( r 为热中子的代时间)。这部分中子应由加

速器提供，因此，要求加速器的流强 I(mA) 为

、
-
J

F
、
d

，
，
‘
、

(1- k.rr )rpor 
1 = 0.067 ,- (6) 

TVN. 

式中 N. 为每个质子可以在重靶上打出的中子数。显然，堆芯越紧凑、 ιE越
大，对加速器流强的要求就越低。令伊。=}， v=22∞ mls. N. = 30. r == 10-4 s. 

若限定流强小于 15 mA.则当 ιff= 0.98 时 • r< 200 cm;ιIf= 0.95 时 • r< 14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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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0" =0.90 时 ， r< 110 cmo (2) 增量增益。按定义，能量增益 G表示为

G=P.由/~ U) 
式中: P""为加速器输出功率。本工作设置的条件ψ= 1014 伊ocm-2

.S-I , ketr =0.9 , 

Ep= 1 GeV，每个高能质子产生约 30 个中子，半径r= l00cm (相应于加速器
功率 10MW)，铀的装料 m =20t 下得到 G(η1→U) =87 ， G(U•Pu) =33 。

1. 3 主要裂变产物积累及其影晌
1. 3.1 主要裂变产物积累

主要考虑两种裂变产物的积累z 作为放射性废物的长寿命裂变产物和作

为毒物的中子俘获截面极大的裂变产物。热驱动堆中的主要裂变元素2J3u 或

2J9pu的主要裂变产物的热中子俘获截面取自文献[3]，衰变方式和半衰期取自

文献[句，裂变产额取自文献[6]。这里考虑了 85险， 9OSr , \OS助， 12SSb , 1吨， \35Xe , 

mcs，回Ce ， \5lSm , 155Eu 等 10 种2J9pu的主要裂变产物。设 233U 或 239pu在 t=

0 时的核数目为 Nk{O)，则 t 时刻裂变产物 k核数目凡(t) 应满足微分方程

dNk{t) 
τγ=川(t)Yk - À... N k (t) (8) 

式中:λ=σrC咋u)伊:也 =σc{k)ψ+21: 凡为热中子诱发2J3U 或吨u

裂变的裂变产物 k 的产额。式 (8) 没考虑由 P 衰变和热中于俘获再次产生 k

核的可能性。在伊== 1 X 1014 cm-2 
• S-1 稳定通量密度下进行的计算结果表明:

在长寿命放射性裂变产物的积累方面，热驱动堆与压水堆相当。

1. 3.2 毒性对反应性的影响
由于裂变产物的俘获吸收，诱发裂变的热中子份额 F 值将下降。对 U→pu

系统的计算结果表明z 考虑了上述 10种裂变产物后 ， F值将下降 1%，其中毒

性主要来自\3SXe。这导致反应性 keff 亦下降约 1%。若考虑全部裂变产物，则

反应性的下降将更明显。

1. 4 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热驱动堆在原理上是可行的，但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1) 功率水平低
如果考虑到热-电转换效率ηt.= 4O%、加速器效率引 =50%，则实际的电

功率输出和有效能量增益仅为 P.{Th) ;; 346 MW , P.矶乃= 132 MW , G.tr{四)=

17, G.rr (l月 =7 。

(2) 易受裂变产物毒性影响

若考虑全部裂变产物的毒性，将反应性下降ôkeff取为-1.5%，则在 k.tr =0.9
下工作的热驱动堆导致能量增益 G{正比于 11 (1- 句))下降 13%; keO" = 0.95 , 



1.系统 21 

能量增益下降 23%; 而 k.ø: = O.饵，能量增益下降 43%。这就是说，裂变产物

的毒性对于较高 keff值下工作的热驱动堆是致命的威胁。

。)放射性洁净程度差

以铀为燃料的热驱动堆在长寿命放射性废物的积累方面与压水堆是相当的。

2 加速器驱动的快中子堆初步分析

能谱优化的加速器驱动的快中子堆(以下简称快驱动堆)可以克服热驱动

堆的上述缺点。

2.1 能i曾优化

作为原理探讨，仅对热中子、 Rubbia 的快中子能量放大器能谱(记为

FEA-l)间、铀冷快驱动堆的中子能谱(其平均中子能量为 0.455 MeV，记为

FEA-2}1町、中子能量为 0.7-1.0MeV 的矩形谱(记为 C1AE)和裂变谱进行分析。

2.1.1 放射性洁净程度
裂变核素 233u 和 239pu的 α 值〈即俘在截面对裂变截面之比〉越小，在相

同功率水平下快驱动堆的铜系核素产生率越低。比较表 2 所列的 5 组数据可以

看出， CIAE 谱和裂变谱的α值较低。实际计算也表明，采用这两种能谱的快

驱动堆铜系核素产生率是较低的〈见表 3)。

2.1.2 功率输出

由式〈的，取 m = 20 t，计算各种能谱情况下的热功率输出情况。计算结

果在表 4 中列出。由表可见 C1AE谱和裂变谱快驱动堆的热功率输出凡较

大。对于裂变谱快驱动堆，裂变谱中子直接引起出刊和 238U 裂变对功率的贡

献很大。

表 2 裂变核α值比较

皿U :/l9pu 
能谱

l铲4(7/cm' 10"(7，1αd a lo"(7/cm' 10'‘(7,/cml a 

热中子 4当 王31 0.085 270 747 0.362 

FEA-I 0.289 2.784 0.1例 0.557 1.780 0.313 

FEA-2 0.280 2.815 0.1ω 0.537 1.861 0.288 

CIAE 。.074 1.899 0.039 0.065 1.682 0.039 

裂变谱 0.072 1.950 0.037 0.054 1.8∞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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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U-pg 系统运行 5 王军产生的铜系核踉目相对值

核素 热中子 FEA-1 FEA-2 CIAE 裂变谱

2"Pu 2.36X 10-' 1.49X 10-2 120XIO-2 2.13 X 10-] B.67X 10-4 

"'Pu 4.92X 10-' 112X \O-' 6.42X \0-' 9.08X \0-' 3.21 X 10-' 

"'Pu 1.75 X 10-' 6.70X 10-' 3.34X 10-' 6.32X 10-6 1.56X 1 。一6

2 .. 民， 8.4B X \0-8 2.77X \0-9 1.ωX \O-9 I.99X 10-10 3.58X \0-11 

2"Am I.20X 10-' 7.02X 10-' 1.97X 10-' 5.46X 10-. 1.67X 10-0 

24!Am 5.80X \0-8 3.43 X 10-8 1.77X 10-8 1.55X 10-9 5.29X 10-'0 

241Am 1.49X 10" 3.33X 10;; 1.22X 10-6 2.70X \0-' 4.40XIO-8 

"'Am 5.96X 10-8 8.17X 10-10 2.98X 10-10 3.70X \0-11 4.48 X 10-12 

24!Cm 1.31 X 10-' 5.62X 10-6 2.9O X 10-6 2.1 7X 10-' 7.73X 10-8 

141Cm 2.64X 10-' I.64X 10-' 8.23 X 10 8 4.37X 10-9 1.40XI0 9 

'''Cm 4.67X 10-' 4.18Xl。一7 1.54X 10' 1.54X 10-8 2.03 X 10-9 

2.1.3 239pu 和 233U 的初始装料量为尽快地使 23!1J>u和 238U 及 233U 和 232Th 的

核数比值达到稳定值，应在初装料中加入一定数量的 23!1J>u或 233U 0 但希望在

相同功率水平下 Z哼u或 233U 的初装料量越少越好。单位功率输出下的 2咋u 或

233U 的初装料量 W(kg) 可表示为

W= 
1Q 3 mR 

(9) 

1580子L.R;O':

使用表 4 中的数据，在 m = 20 t 的情况下得到 2吁u 或 233U 的初装料量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 CIAE 谱和裂变谱快驱动堆是较好的选择。

表4 各种能i曾情况下热功率 表5 单位功率吨u或mu的报酬斗量的t民主
输出 P曲的比较

初装料量 Ig.kW'
能谱

p由 IMW U→阳系统 η1→U系统
能谱

U→阳系统 η1→U系统
热中子 0.14 0.22 

热中子 330 866 FEA-I 2.76 1.72 

FEA-I 796 975 FEA-2 2.04 1.69 

FEA-2 861 1183 CL电E 0.82 0.77 

ClAE 1390 15ω 裂变谱 0. \0 0.29 

裂变谱 5440 2280 纳冷快堆(9]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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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铜系核废料擅变 从擅变长寿命的铜系核废料的角度，希望高关铜系

核的裂变截面越大越好。表 6 列出了几种主要的铜系核的裂变截面。 CIAE 谱

和裂变谱快驱动堆仍是较好的选择。

表 6 几种主要的铜系核的裂变截面

能谱
1俨 u， /cm'

23'Np 24IAm 24JAm 

热中子 0.02 3.10 0.1 2 

FEA-I 0.27 0.33 0.1 5 

FEA-2 0.23 0.1 9 0.21 

ClAE 1.27 0.80 0.51 

裂变谱 1.30 1.36 1.07 

2. 1. 5 裂变产物毒性影响 裂变产物的 CIAE 谱和裂变谱平均俘获截面值明

显小于其它几种谱的平均值。在 CIAE 谱和裂变谱快驱动堆中，裂变产物毒性

影响应明显小于其它类型的驱动堆。

综上所述，从放射性洁净程度、功率输出、 23% 和 233U 的初装料量、铜

系核废料的娼变和裂变产物毒性影响等方面考虑， CIAE 谱和裂变谱快驱动堆

都是较好的选择。且然这一结论没有考虑堆工程技术方面的因素，但从上述物

理分析可以看到z 适当选择慢化剂、堆芯结构以优化堆芯内的中子能谱，使之

尽量变硬将是十分有利的。考虑到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裂变谱的反应堆，这里，

使用了中子能量为 0.7- 1.0 MeV 的矩形谱(即 CIAE 谱)分析快驱动堆的物

理性质。

2.2 快驱动堆的主要性质

用 CIAE 谱的平均中子截面代替热中子截面进行类似于热驱动堆的计算。

2.2.1 平衡条件快驱动堆不再有ψ必须小于 1 X 1014 cm-2 
• S-I 的限制，它在

1OIS-1016 cm-2 • S-I 的通量密度下也可以稳定地工作。

2.2.2 裂变核素增殖 平衡条件下裂变核素的数目远大于热驱动堆。对于 Th

→U 系统. 233U 对 232咀1 的核数比为 0.058. 是热驱动堆的 5 倍;对于 U→PU

系统咋u对 238U 的核数比为 0.057，是热驱动堆的 20 倍。

2. 2. 3 长寿命超铀放射性废物积累 快驱动堆的长寿命超铀放射性废物积累

量远小于热驱动堆，一般比热驱动堆小 2 个数量级以上(见表 3)。

2.2.4 热功率设铀或牡的装料为 20 t. 则计算得到Th→U 系统总热功率为

1500MW. 是热驱动堆的 2 倍;对于 U→h系统，总功率达到 1390 MW.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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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驱动堆的 4 倍。

2.2.5 裂变产物毒性影响 计算表明z 由于裂变产物引起的反应性ιg下降，

õ keff句-'L9X 10飞快驱动堆远小于热驱动堆。

2.3 热驱动堆和快驱动堆的比较
上述分析是在一些假设和若干简化条件下进行的，其结果只是定性的。

表 7 归纳了热驱动堆和快驱动堆的主要物理性质。

表7 热驱劫难和快驱动堆的主要物理性质

U→阳系统 币3→U系统
参数

热驱动堆 裂变谱驱动雄 热驱动堆 裂变谱驱动堆

伊 /cm• 2-s 1 (约 O.s~I)X 10" (约 05~I)X 10'6 {约 O.s-I)XI014 (约 O.5-I)X 10'6 

初装辈斗
U. 201 U. 201 币. 201 Th. 20t 

坦、且. 51 kg 四Pu. 1140 Icg 2l3u. 227 kg 2l3U. 11ωkg 

运行时间 /a 5 5 5 5 

热功率JMW 330 1390 866 15ω 

钢系废料量 与 PWR相当 <<PWR <<PWR <<PWR 

FP 毒性战时 O. 01 约 10"

由以上分析可得到如下初步认识z 能谱优化的驱动堆与热驱动堆相比具

有功率输出大、长寿命超铀放射性废物的积累水平低、裂变产物毒性影响小等

优点，这些优点在 U→pu 系统中十分明显。对Th→U 系统，热驱动堆和快

驱动堆都是可以工作的，而对 u→h 系统，能谱优化的快驱动堆则是较好的

选择。

3 加速器驱动的快一热祸合反应堆初步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U→pu 快系统和四→U 热系统都是很好的选择。这里提

出的快.热鹊合的驱动堆设想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z 既要提高铀资源的利

用率又要积极开拓牡资掠利用的途径:装置以生产能量为主，同时兼顾擅变铜

系核废料的要求，即既可擅变外加的长寿命核废料而它本身又尽量少地产生长

寿命核废料量:尽量降低对加速器束功率的要求。

3.1 几何安排
为了简化计算，装置采用球形。中心为用来产生中子的铅靶。内区为快

区，由天然铀、铜系核和铅(或铀)组成。外区为热区，由吐和重水组成。相

对于外区而言，内区可以看成是中心的散裂中子源的中子倍增器，在嬉变嗣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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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废料、转换核燃料的同时具有放大外源中子数目的作用，井有-定的能量输

出。外区的主要作用是产生能量。

3.2 快区的擅变能力

设快区初装料为天然铀 5t 和 23~p 5ookg(或 241Am 10∞ kg，或四Am 1800 

kg)，且初装料中无 23%。使用 αAE 中子能谱进行计算。按 5 a 换料周期，

计算的装置热功率输出和擅变能力在表 8 中列出。

表 8 快区热功率输出和擅蛮能力

装料

U + 237Np 

U+剧Am

U+四Am

…m u叫
一
川
剧
∞
m

d咽
'
·
-
句
，
画
、
‘d

句
‘J

功
-

热
一

姐变能力 Ikg. a-' 

63 

93 

1ω 

在上述装料情况下， 5 a 的运行时间内快区功率水平几乎是常数。由于悻

和媚的快中子裂变截面很可观，这样一个装置很可能不需要初装组9pu，它通

过烧撑和锢维持功率水平，同时将 238U 转换成2怕Jo

3.3 快区的源中子煎大因子
快区以散裂中子源为外源，外源中子进入快区后通过裂变和 (n ， 2n) 等

反应使中子倍增。快区内的总中子数一部分维持本身的擅变、核燃料转换和功

率输出，另一部分泄露出快区进入热区成为热区的外中子源。将后者的中子数

与散裂中子源提供的中子数的比值定义为快区的源中子放大因子 Lo 显然，对

于功率输出的主体热区而言，希望快区的源中子放大因子 L 能够大于1.且越

大越好，这样可以降低对加速器束功率的要求。

设快区初装天然铀 5t和 23~p 5∞ kg，对快区的源中子放大因子作一初步

分析。将外源源强归一到每秒 1 个中子，采用 44 群多群常数库和 SCALE-3

程序系统计算球对称系统的有源快区的通量分布和快区外边界处向外方向的中

子流J (cm-2 • S-I)，对面积积分后得到 L=4πR认计算中假定球中心为产生

中子的铅靶，半径为 20 cm. 考虑了 3 种快区几何条件z 情况 A ， Np 和 U 均

匀混合的球壳，外径为 42cm; 情况 ß. 第一区为 250国的 Np. 外径约 22cm.

第二区为 250 kg 的 Np 和 U 均匀混合的球壳，外径为 42 cm; 情况 C，第一区

为 250kg 的 Np. 外径为 22cm. 第二区为 250陆的 Np 和 U 均匀混合的球壳，

外径为 42cm. 第二区为铅，外径为 42~70cm。

计算结果如下z

(1)L 与 keff成正相关。当如王三0.74 时.L运 1; 0.74~三k.lf~三 0.9. 1 主主L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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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ff= 0.95 , L = 6.3。

(2) 撑靠近源比较有利。若全部锥和铀均匀混合(情况 A)，则 kcff = 0.61, 

L = 0.713; 若 250 kg 撑为靠近源的第一区， 250 kg 悻和铀均匀混合为第二区

〈情况 B)，则 kcif= 0.9525 , L = 6.3594。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23~p 的快中于裂

变截面几倍于n吧。

(3) 对情况C 的计算表明，快区越紧凑越有利。

3.4 热区的热功率输出

当 m =20 t 时，初装 133U 228 kg，热功率输出为 825 MW。若 m = 50 t , 

则初装出U570峙，热功率输出为 2062MW。

本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局的支

持，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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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Research on Reactor Core Physics for 
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Reactor 

ZHAO Zhixiang D剧G Dazhao LIU Guisheng FAN Sheng 

SHEN Qingbiao ZHANG Baocheng TIAN Ye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The main properties of reactor ∞，re physics are analysed for 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reacωtηlese properties include the breeding of fission nuclides, 

也e ∞ndition of equilibrium, the accumulation of long-Iived radioactive wastes, the 

effect from poison of fission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thermaJ power output and the 

energy gain for sub-critical reac脱币le ∞mparison between 世lermaJ and fast system 

for main properties 缸e carried out 刀le properties for a thermal-fast ∞upled system 

缸冒 also anaJysed. 

Key words: c1ean nuclear power, accelerator driven，如b-critical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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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for ADS 

LIU Guisheng ZHAO Zhixiang ZHANG Baocheng 

SHEN Qingbiao D剧GDazhao

China Nuclear Data Center, ClAE, 102413 

1.系统

Abstract: NJOY-91.91 and MILER ∞de systems were used to generate 44 groups 

cross sections ìn AMPX master library format from CENDL-2 and ENDF.店-6. It is 

important that an ADS (Accelerator-Driven System) assembly spectrum is used as the 

weighting spectrum for generatìng rnulti.group constants. Arnplification rnultíples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for several fast assernblies were calculated. 

Key words: ADS, neutron, arnplification rnultiples 

INTRODUCTION 

lt is effec创刊出at using an ADS assembly to transmute nuclear waste. lt 
will be a hopeful new energy so町ce，也at is to say, the assembly will be used to 

produce electric power. C. Rubbia has propos刨出e ADS 臼 an "energy 

缸nplifier" for producing electric powelV -3]. USA, Japan, Russia and NEA have 

carried out lots of research works. 

A research group of "accelerator - driven clean nuclear power system" was 

founded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in 1995. The research group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so fa户]

When a heavy target is bombarded by proton beam wi也 about 1 GeV 

energy and beam current of several tens mA企om an accelerator, 20~40 
neutrons per proton are produced by spal1ation reaction. These spallation 

neu田ns are po町ed into a subcritical assembly composed of fuel element, 
moderator, coolant and structural materials. The steady neutron fluxes with 

lO14~ lO15 nlcm2 
• s are formed through neutron multiplication. 

Maybe it is not possible for China to build such accelerator with high beam 

intensity in a short time. So, it is important how to reduce the requirement for 

accelerator current. In 也is paper the se1ection of weighting spectrum gen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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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gr'Oup c'Onstants and amplificati'On natur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for fast 

c'Ore 'Of subcritical assembly will be discussed. 

1 GENERATIONS OF MULTI-GROUP CONSTANTS 

NSL剧K code system[Sl was used ωprocess evaluated nuclear data and 

generate 44 gr'Oups library in AMPX master library 岛rmat from CENDL-2 and 

ENDFIB-6. NJOY-9 1.91 'Of the NSL剧K can produce infinite diluti 'On multi

gr'Oup cr'Oss secti'Ons, transfer matrices and self-shielding fact 'Ors d叩endent 'On 

reacti'Ons, temperature and Cio. The 'Output data file 'Of multi-gr'Oup cross secti'Ons 

丘om m'Odule GROUPR 'OfNJOY is called the GENDF in ENDFIB f'Ormat.币le

an'Other m'Odule MILER read tw'O GENDF data files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On temperature, respectively. And then the tw'O files are c'Onverted int'O a multi

gr'Oup cross secti'On data file with B 'Ondarenk'O self-shielding fact 'Ors in the 

AMPX master library f'Ormat. 
In 'Order ωtest the effi四t 'Of weighting spectrum used as generating multi

gr'Oup c'Onstants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integral quantities, the b 'Oth 'Of 

weighting functi 'Ons, i.e. stand缸d spectrum (thermal Maxwellian + l/E + fissi 'On 

spectrum) and an energy 甲ectruIη 'Of the calculated ADS were applied t'O 

pr'Oducing tw'O sets 'Of 44 group libraries, respectively. 

2 TRANSPORT CALCULATION METHOD 

2. 1 Calculation Process 

M 'Odule AJAX, BONAMI, NITAWL and XSDRNPM in the SCALE-3 
code system[61 were used in 'Our calculati'Ons. The m'Odule AJAX can select the 

c'Oncemed multi-gr'Oup data fr'Om AMPX master library t'O produce a new master 

library. 白le BONAMI perf'Orms a res'Onance self-shielding calculati'On based 'On 
也e B'Ondarenk'O method and generates a problem-d叩endent master data set. The 

NITAWL c'Onverts the AMPX master library int'O AMPX w'Orking library. 白le

XSDRNPM is 'One dimensi'Onal 位ansport c'Ode. It calculates keff and amplificati '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f'Or fast subcritical assembly. 

2.2 Spectrum ofSpallation Neutron Sourlω 

SHEN Qingbia'O calculated a spectrum 'Of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f'Or a 

lead target using M 'Onte Carl'O meth'Od. 古巴 n'Ormalized spectrum and 44-gr'Oup 
struc阳re 缸'e listed in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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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44-Group Energy Structure aod SpaUatlon Neutron Source Spectrum 

E !1E IMeV Sowt:e E !1E IMeV sowt:e E !1E leV Sowt:e 

20-15 0.02206 16 1.5- 1.0 0.073 15 31 1000-8∞ 0.0 
2 15-12 0.05067 17 1.0-0.8203 0.02673 32 8∞-600 0.0 
3 12-10 0.04346 18 0.8203-0.5 0.04752 33 600-4∞ 0.0 
4 10-0.9 0.02565 19 0.5-0.2 0.03591 34 4∞-2∞ 0.0 
5 9.0-8.0 0.02935 20 0.2-0.1 o.∞827 35 2∞-1∞ 0.0 
6 8.0-7.0 0.03654 21 0.1-0.08 8.94E-4 36 1∞-80 0.0 
7 7.0-6.0 0.04566 22 0.08-0.06 8.94E-4 37 80-ω 0.0 
8 6.0-5.0 0.05229 23 0.06-0.04 8.94E-4 38 ω-40 0.0 
9 5.0-4.5 0.02816 24 0.04-0.02 8.94E-4 39 40-20 0.0 
10 4.5-4.0 0.03266 25 0.02-0.01 8.94巴4 40 20-10 0.0 
11 4.0-3.5 0.03639 26 0.01-0.∞8 0.0 41 10-5 0.0 
12 3.5-3.0 0.04059 27 o.∞8-0α)6 0.0 42 5.0- 1.0 0.0 
13 3.0-2.5 0.04543 28 o.α)6-0.∞4 0.0 43 1.0-0.1 0.0 
14 2.5-2.0 0.05325 29 o.α)4-0.∞2 0.0 44 O.l -IE-5 0.0 
15 2.0- 1.5 0.06320 30 o.∞'2-0.∞1 0.0 

白lese spallation neutron Sp民住wn data are used 臼 input data running 

XSDRNPM to calculate the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wnber. 

2. 3 Calculations of Ampll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When the source neutrons interact ~ith fissionable nuclides, fission 

reactions arise and neutrons with fission sp回往回n energy are produced It is also 
possible 也就 other nuclear reactions occur，岛r example, some neu位。ns are 
absor也ed by these fissionable nuclides. Especially, inelastic-scattering reactions 
of 238U make the system sp民:trum soften. As these nuclear reaction processes 缸琶

repeated many times, a steady energy spe由wn ofthe assembly is formed. 

Let R， μand 呢(r， μ) r叩resent outer rad邸， neutron dir四tion cosine and 

neutron angle flux, resp臼tively. 臼1 the surface of sphere system the number 

proj配ted g group neutrons per second per cm2 is 吨ual 阳也e neutron current 

J; (R) . It is defined as following: 

J;(R) = 萨'1'g (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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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ωneutron current r(R) = IJ;(R). The toωleakage neutron 
E 

number is equal to an integral of.r (R) with respect to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sphere. 
Totalleakage = 4πR2 .r(R) 

Let L and S represent the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and the normalized source intensity, respectively. So, 
L = Totalle现kage / S 

3 WEIGHTING SPECTRUM EFFECT 

Awei民ting function should be selected in NJOY code when multi-group 

constants are generated. It has been proved 也at the weighting function used in 

generating multi-group cross sections must be approximated to the spectrwn of 

the calculated assembly spectrum as far as possible[7]. Unfo民unately， the 

spectr田n is unknown before the assembly is calculated. Therefor, a standard 

spec位um， i.e. therrnal Maxwellian + 1/E + fission spec位um has usually been 

selected. 
In order to test the weighting spec往回n effect on the calculated integral 

parameter, an iteration process to weighting spectrum is adopted to generate 

multi-group constants. Firstly, the standard spec位um is used for generating 44-

group library and calculating a spectrum of the subcritical assembly including 

the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and some integral quantities. Secondly, the 

calculated assembly 叩ectrum is used as weighting function to reproduce another 

44-group 1ibrary in the same energy structure and elements. For a subcritical 

sphere system of natural uranium of 20 tons with a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at 

the center such integral parameters asι岱 ι， F 25 ( 235U fission rat，时， F 28 e38U 

fission rate) and C28 e38U capture rate) have been calculated with both libraries of 

44-groups.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Effects ofWeighting Spectrum on Integral Parameters 

Weighting Group kdf k~ F" F" C,. Flux 

System 44 0 .4042 0.4304 0.0360 0.3670 2.0420 248.88 

Systcm 8 0.0359 0.3644 2.0369 248.02 

Stan也rd 44 0.3412 0.3644 0.0306 0.3∞3 1.8877 197.93 

Standard 8 0.0307 。.3033 1.8937 198 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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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由 library from the sta且也rd spectrum 由e calculated toωflux， keff, F28 

and C28 have been decreased by 20.5 %, 20.7 %, 18.2 %, 7.6 %,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at 企'Om the assembly spectrum. It is the reason that the 

spectrum of the subcritical assembly with spalIation neutron source is much 

harder than the standard spectrum. It results in 也at the values of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s weighted by the assembly spectrum for 238U at high energy region are 

larger than 出at by the standard spectrum. Consequently,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calculated with the Iibrary of 44-groups reproduced by the spectrum of 

subcritical assembly. 

4 CALCULATIONAL RESULTS 

4. 1 Homogeneous Sphere System Mixed 238U, 239pU, 99Tc and Pb~ 

4. 1. 1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Varies with keff 

A fuel cycle process for a subcritical assembly of a depleted uranium sphere 

of 20 t with an extemal source at the center of the spher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se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following three models are adopted, 
System 1: R = 43 cm, depleted U of 4 tons, 239pU with different weight, 99Tc 

ofO.7 t; 

System 2: R = 49 cm, depleted U of 6 tons, 239Pu with different weight, 99Tc 

of 1.2 t; 
System 3: R = 54 cm, depleted U of 8 tons, 239Pu with different weight, 99Tc 

of 1.7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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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ystem 1 the 200 kg of 23% increased to 395 kg, so 也at ke宦 and 也e

ampIification multiple L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increased 企om 0.6752 and 

0.9439 to 0.9523 and 9.9879, respectively. For the System 2, 240 kg of 239pU 

increased to 545 kg, resulting in 也at keff and L have increased 0.6326 and 0.5087 

to 0.9508 and 7.1818, respectively. For System 3, 4∞ kg of 239pU increased to 

1000 kg, resuIting in 也at keff and L increased 企om 0.7180 and 0.5355 to 0.9542 

四d 6.3123, respective1y. All ofthe ca1culated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ig. 1. It 
will be s四n from the Fig. 1 that the larger the amplification multiple L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the smaller the radius of system. 

4.1.2 Amplìfication Multiple ofSource Neutron Number Varies with Radius 

ofSystem 

Three sets of calculation models, whose values of keff are equal to 0.95, 0.92, 
and O.邸， r，臼pectively， are selected from the calculated System 1 (R == 43 cm). 

On condition 也at keeping the values of keff unchanged, incre也sing radiì of 

systems, decreasing nuclear densities Of23平u， the L values for each given system 

have been calculated. Three sets of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ig. 2.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amplification mu1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have 

been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incr四sing radius of system when all of keff values 

are the same. If the radii are equal, the larger value of keff is, the larger L. Keeping 

R = 50 cm, for exarnple, if ke冒 is equal to 0.88, then L is equal to 2.2; if keff = 0.95, 
then L = 6.9. The last value of L is more than 3 times 也at ofthe fr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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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omogeneous Sphere System Mixed l38U, 239pU，仲fc and Pb with 

Graphite Reflector 

For the physics conc叩，t research to ADS an assumption of single direction 

couple was put forward by Dr. O. V. Shvedor, who is 企om Russia. The idea is 

that an U-Pu fuel cycle zone is used as 也e fast multiplication zone, which has 

small volume and 100 MWe and is mainly appliedωamplification source 

neutron numb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power of the thennal zoneωmcrease to 

1000 MWe. The so-called single direction couple means that a graphite reflector 

is added between fast and thermal zones, so that fast neutrons enter into thermal 

zone easily and thermal neutrons enter into fast zone uneasily. The single 

direction couple is not absolute and it can only be relative. Although capture 

cross section in fast energy region for graphite is 100 tirnes larger than that of 
也ermal energy region, thennal capture cross section of 1.0 X 10-6 b 岛，r 12C is, 
after all, very smal1. What causes阳 single direction couple? It is the reason that 

the graphite is an excellent reflector for thennal neutrons, because 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回tion of graphite at thermal energy region is about 5 barns. 

In order to make a rese破'ch on the effect of gr百.phite reflector on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the following both of cores are 

selected,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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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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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ketrvaries wi址1 graphite thickness for U-PU fue! cyc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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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ff = 0.92, R = 43 cm, 4 t natural uranium, 370 kg 23% and 7∞ kg叮c;

ιff= O.邸， R = 43 cm, 4 t Natural Uranium, 339 kg 23% and 700 kg 叮c.

And grapmte is used 臼 reflector wì也 dìfferent 也ickness. It was calculated 

也atιff and L values varied wi也由ickness of graphite refl四tors， resp饵tively.

These calculated results were presented in the Fig. 3 and 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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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aried wi也 graphite thickness for U-Pu system 

Owing to the fact 由at grapmte is also a good reflector for fast neutrons, 
both keff and L values have gradually b臼n incre臼叫， accompanied by increasing 

thickness of gr叩mte. Fig. 3 show variations in k，曲 two curves resembl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hape. However，也可缸'e dìfferent in Fig. 4. For the curve 

loaded more 23% the L value has rapidly risen with increasing the tlllckness of 

grapmte reflector. When the value of也ickness is from zero to 9 cm, the L value 

is frnm 3.25 to 3.80. In brief，也.e loaded nuclear fuel can not oruy be d回陀臼ed

appropriately but the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can be 

increased, because the gr叩hitereflecωr is added between fast and thennal zone. 

Fig.4 

ANALYSIS AND CONCLUSIONS 

5.1ηle weighting spectrum used for generating multi~group library wmch ís 

appliedωper岛nn a calculating related to subcritical assembJy driven by a 

甲allation neutron so山ce should be the energy 甲四trum of the assembly. T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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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uaJ standard sp民trum can not be used as weighting s严ctrum， oth臼wise 由e

calculated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wiU bave remarkable 

e口ur.

5.2 白le larger keff，也e larger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When keff close 阳 1 , L tends to infinity. 

S. 3 Increasing extemal radius of system and }Q臼ping the value of keff 

unchanged，由e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is d配r回sed，

because 也e neutrons 町e absorbed by the syst臼n.

S. 4 It will be seen 企om 由e results of ca1culated U-Pu fuel cycle system 也atif

keff = 0.95，也enL= 9.42, keff=0.92, L=5.52. 1t means 也就 it is en由ely possible to 

reduce requirement for source neutron intensity. 

S. S For a U-Pu fuel cycle system， ιff is gradual1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由ickness of graphite reflec阳'.Owing ωmαeasing value of keff, am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ìs large, t∞-

S. 6 A fast-thennal coupled system may be a best energy amplìfication 

assembly.τbe ta电;et generating source neutrons is 1∞ated at the center of the 

system. The mixed U-Pu fuel, which ìs close to 也e 饱电;et， is 皿ed as a fast 

multiplicatìon zone. It w描 surrounded with 5 cm thickness of graphite reflector. 

Surrounding 也e fast zone, there is a large 也erma1囚ne composed of Thorium or 

Natural Uranium with heavy water mod优ator. A proper fast multiplication zone 

can consid町ably increase 缸nplification multiple of source neutron number. 

Graphite reflecωr mak.es it increase 缸rthe汇 Simultanωusly，也e reflecωrbas 也e

effect on quasì-single direction couple. 咀lat is to 阻y，也st neutron number of fast 

囚ne entering into thennal zone is much more 也an therma1 neuωn number of 

thermal zone entering into fast 囚ne. It is obvious 也at graphite is an excellent 

reflecting material for 也erma1 neutrons. Therefore，也e flux level of thermal zone 

will be effectively raised and it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ing pow缸 in the thenn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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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 源中子放大倍数研究

刘桂生赵志祥张保成申庆彪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使用 CENDL-2 和 ENDFIB-6 微观核数据库及 NJOY-91.91 和

MILER 程序系统加工制作了 AMPX 主库格式的 44 群群常数，在群常数制作

中采用了一个 ADS 装置的能谱作为权重谱。并计算了几个快装置的源中子放

大倍数。

关键词 ADS 中子放大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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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游泳池反应堆物理分析

徐晓勤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1.系统

摘要 洁净核能研究小组提出了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造加速器驱动

游泳池反应堆 (AD-SPR) 的方案，以对加速器驱动系统 (ADS) 进行原理验

证.预定质子直线加速器束流为 3 mA，质子能量为 150 MeV. 次临界反应堆

则需要对即将退役的潜泳池研究反应堆进行改造.该文对水冷铅球靶进行了初

步的可行性分析;应用 X-WIMS-TDCQ 程序对次临界堆芯进行了能谱和有源
三维护散计算.结果表明， AD-SPR 能满足预定目标;堆芯出U 装载量约 3.58

峙，最大热中子通量约为 1014 nJcm2 
• s，堆芯功率峰值因子为 2.48. AD-SPR 

可进行加速器、核物理、反应堆技术、核燃料转换、废物姐变、同位素生产和

中子治癌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是一种安全的、多学科、多用途的综合研究装置.

关键词 加速器驱动游泳池堆初步物理分析有源三维扩散程序

前言

为了对 ADS 进行展理验证，洁净核能小组提出了建造加速器驱动游泳池

反应堆 (Accelerator-Driven Swímming Pool Reacωr) 的原理验证方案，该方案

综合考虑了我国直线加速器和反应堆技术的现状，以及未来进行核科学研究的

要求，预定质子直线加速器束流为 3 mA，质子能量为 150 MeVo 散裂靶可考

虑不同方案，如铅/铝合金靶、固体靶和水冷铅球靶。次临界反应堆则对即将

退役的游咏地反应堆进行改造，这样可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节约费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核总科技局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洁净

核能系统的研究，对 AD-SPR 堆芯也进行了分析计算。计算结果表明，该方

案能满足预定的要求。

l 靶的有关问题

我们初步研究了水冷铅球靶方案，其它方案由于传热困难和结构复杂，

待以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初步计算表明， 150 MeV质子打入大块纯铅靶内，质子射程为 2.97 cm , 

中子产额为1.2001切，靶中能量沉积为 125 MeV/Jpo 
在质子射程内，取靶半径为 5cm，折合纯铅厚 3cm，当流强为 3 mA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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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内总中子产额 Y曲= 1.9xl016 n1S (纯铅靶)

靶内总能量沉积 E,=0.375MW 
靶内平均热源强度 q" =1.59 kW/cm3 

由于靶内热源强度高，大的整块铅靶将会出现导热困难，而液态铅锚合

金靶要求建造循环回路，结构较复杂:一种合适的方案是采用铅球靶，此靶具

有结构简单、散热面积大的优点。

铅球靶中取空洞率为/=0.5235; 根据Kleamean 公式，质子在水中和铅中射

程的比值为 0.295. 抽水和铅球混合靶内中子产额近似为:

Yn=Yn.0 ~， = 0.755Yno = 1.43 x 1016 
(nl8) 

1 + 0.295/(1- f) 
铅球中心和铅球表面温差为:

铅球表面热流密度为:

"__2 

flT = '1':1 =0.4817q"r
2 ("c) 

6K 

qW=~ζ=句.. (W/cm2 ) 
S 3 

式中 r 为铅球半径，取铅球比重 ρ= 11.3 g!cm3 • 热导率K= 0.346 W/cm • 'C 。

图 1 给出了对于不同的球半径，铅球表面热流密度随体和、热源强度的关系。

250 

E 200 
u 

更 150
怆回

r=O. 3 cm 

r=O. 2 cm 

r=O. 1 cm 

2500 

图 1 铅球半径、热流密度与热源强度的关系

参考 SPR 运行参数和 PWR 设计参数，热流密度应小于 1∞ W/Iαn2 • 对应的

铅球半径应小于 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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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球内最高温度，温差和表面热流密度如表 l 所示。

表 1 铅球靶内热工参数

铅比重 11.34 g!cm' 平均热源强度

熔点 327.4 "c 冷却剂平均温度

热传导系数 0.346 W/cmz • "c 铅球中，心温度差

铅球半径 0.1 cm 铅球表面热流密度

2 次临界堆芯物理计算

1.系统

1.S9kW/cm) 

40.0 "c 

7.66 "c 

53W/，αnZ 

SPR 为轻水冷却热中子反应堆。组件结构如图 2 所示。燃料元件为 U02
和 Mg20 弥散体，基本参数如表 2 所示。

68 mm 

16 mm 

图 2 AD-SPR燃料组件

褒 2 燃料组件基本参鼓

燃料元件比重 5.55 g!cm' 包壳外直径 1αn 

重量比 UÜz 87% 栅距 1.6αn 

Mg 13% 组件 4)(4 

Ull>浓集度 1研Y。 隔扳材料 铝

元件直径 0.7αn 隔板厚 0 .1 cm 

包壳材料 铝 组件中心距 7.1 5α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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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铅球靶结构如图 3 所示。为在靶区附近获得不同的中子能谱，靶与堆

芯组件之间可建立缓冲区，其充填材料可采用轻水、镀块或铅块。

一_.L一一

铅球靶I王

N ct 

CZ 

φ116 

φ1司。

图 3 水冷铅球靶结构示意图

原堆芯格架可安放最大 7x8 = 56 个燃料组件，为了在堆芯安装靶及缓冲

区，将中心部分的 3x3 共 9 个组件取出。

堆芯计算采用了栅元能谱计算和三维有源差分计算软件。同时也对本征值

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栅元能谱采用了 X-WIMS 程序。它是 WIMS D4程序的修改版。首先将

原 WIMSD4程序移植到 POWER Station 4.0 微机编译系统，对所附例题输出

了正确的结果。另外，修改了原版本中宽群计算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参照

ENDFIB6 , CENDL 获得的有关数据库，我们对原库中的重核和轻核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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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增加了一些研究堆中常见的核素。然后，我们采用 X-WIMS 程序进行了验

证，计算了回到， 2 等基准问题，杳效增殖因子偏差小于 0.3%; 由于尚难以

对燃耗计算进行验证，故杳关裂变产物参数仍保留。

组件计算可由等效的栅格模型代替，或进行二维 XY 几何输运计算。我们

采用界面流方法发展了四XY 程序，角度展开采用 DP\ 近似，栅元通量分布

作二次近似:组件计算主要用于为扩散计算提供修正的参数，而不提供组件均

匀化参数，因为AD-SPR堆芯较小，非均匀性较强烈。

质子导管泄露效应可采用修正的扩散系数来考虑，或更准确些，可按照二

维 SN 计算结果进行修正。由于具体结构未最后确定，暂时采用了修正扩散系

数的简便方法。

堆芯计算采用三维杳源有限差分计算程序而CQ，基于分群扩散方程中心

差分格式，源分布与空间和能群相关。程序采用了交替方向一线超松驰迭代解

法，以及源外推和粗网再平衡加速技术。程序可输出中子通量和功率空间分布。

3 计算结果

采用上述软件，我们对 AD-SPR堆芯进行了分析计算。

首先，我们对差分程序进行验证，计算了 IAEA2D 基准问题和 ZION-l 堆

芯， k.If*1l功率分布都合乎要求:然后，我们分别采用差分程序和粗网程序 NGFM

对 SPR 堆芯进行了计算。图 4 给出了 kelf随堆在、装载组件数的变化，基本符合

直线关系。

1. 06 

1. 04 t-系列l

1. 02 

1. 00 
U 

，提

0.98 

0.96 

0.94 

O. 92 

0.9 
0 

FD 

20 40 
FA 

图 4 堆芯组件数与 keff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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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对 SPR堆芯 7 种结构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结果表明，

无论中心如3 靶和缓冲区材料为铅或轻水，装载 47 个组件可满足临界要求。

表 3 各种排列方案计算结果

方案 组件 燃料组件数 靶区占组件体积 靶材料 ~ 备注

4x5 20 0.996 

z 5x5 25 1.ω。

3 7x8 56 1.163 

4 7x8 47 9 铅 1.创始

5 7x8 47 9 水 1.021 

6 7x8 47 9 铅 1.ω7 反射层参数已修正

7 7x8 47 12 铅 1.∞5 反射层参数已修正

基于上述初步结果，我们选择了两种次临界堆芯方案，即方案A和方案 B.

其堆芯结构分别如图 5 和图 6所示。其计算结果和通量分布如图 7 和图 8 所示。

燃料 M守 I I 
「\ I I 

•- t-- O •- •-
一←一-

I I 
I I 

FA 36 PPF 2. :3440 
keff O. 9708 235U 4. 86 kg 

图 5 ADS 原理验证装置堆芯参考方案 A

FA 28 PPF 2.478 
k叫I 0.91257 235U 3.58 kg 

固 6 ADS 原理验证装置堆在、参考方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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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弘

1 X 10" 

13 
1 X !O 

。 10 40 
cm 

图 7 方案 A 堆芯通量分布 (Z=H/2 ， y=o) 

-e. 

。 10 20 30 40 

cm 

固 8 方案 B 堆芯通量分布

1.系统

对于靶区全部被铅充填的情况，方案 A， B 热功率均超过 3 MW，在试验

中若靶区材料、结构变化，则组件数也将随之变化。为调节功率，可在靶区添

加吸收体或调节棒。

在C 方案中，我们在靶区增加了吸收截面，计算结果如图 9 所示。热功率为 3.3

MW，功率峰值因子为 2.48，元件表面平均热流密度为 36.5 W/cm2，最大热中子通

量密度为 O.8xlOI4 n1cm2
• So 23:盯临界质量3.584 峙。



1.系统 45 

电如

。 n
υ
 

l 
10 

cm 

固 9 方案 C 堆志通量分布

在 C 方案运行条件下，堆芯 ketr= 0.90，在深度次临界状态下，燃料 Doppler

系数和慢化剂温度系数，空炮系数均为负值。可保证堆芯的安全性。

AD-SPR 靶区中子通量高于堆芯，已超过动力堆中子通量密度水平，靶区

能谱可通过改变靶结构和缰冲区结构，调节加速器束流及改变堆芯结构来进行

调节。可获得较高的快中子通量，以研究 MA 的擅变行为，也可获得较高的

热中子通量密度，以研究 233u 的转换，生产特种同位素，以及唰俘获中子治

癌等等。

表 4 AD-SPR 计算结果

加速器参数 堆芯参数

束流强度 川队 kdf 约 0.90

质子能量 150MeV 热功率 3.3 MW 

束流功率 0.45 MW 功率峰值因子 2.478 

靶参数(水冷铅球靶) q." 平均值 36.5 W/cm' 

铅球半径 0.1 αn qJ' 最大值 90.4 W/cm' 

铅球温度差 7.66 "'c 组件数 28 

表面热流密度 53 W/cm2 出U 装载量 3.58 kg 

铅球热源强度 1590W/cm' Doppler 系数 -<l.397xlOδ/"C 

中子产额 1.43x lO '6 n1s 慢化剂温度系数 -2.475x lO"'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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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和结论

初步计算表明， AD-SPR 方案可满足设计目标(如表 4 所示) ，具有较好

的安全性，较高的中子通量密度和灵活可变的中子能谱。可开展广泛的核科学

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可用于 ADS 的前期实验研究工作，是一种新型的综合研

究装置。

An Analysis of Reactor Physics of an Accelerator 
Driven Swimming Pool Reactor (AD-SPR) 

XUXiaoqi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Ï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An accelerator 命iven sub-critical sys能m based on a swimming 严>01

reactor (AD-SPR) has been suggested by the ADS re民缸ch group at CIAE as a 

V白说臼.tion facility of也eADSωnception. The SPR is an叩a姐onal facility at CIAE 

and will be decommissioned in near future. The physical feasibility of reωnstruction 

ofthis reacωr in meeting the r吨uirement as a verification facility of ADS has been 

studied by a X-WIMS-1DCQ code which is a 3D diffusion code withω'UTce term 

developed recently. The r'四llts 也ow that wi也23SU loading of3 .58 kg the maximum 

thermal neutron fl皿 ísabout 1014 nlcm2 
• s, the pow<町 P臼kfacωr in the ∞陀 is 2.48, 

也eιIf varies from 0.9ω0.97 岛'r dífferent lattice strucωre. Jt is shown that 也is AD

SPR 呐i1l be a multi-pUIpOse facility for waste transrnutation, iso旬'pe production, etc. 

Key words: AD-SPR, reactor physics, 3D diffusion code响也 extern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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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 RCNPS 次临界反应堆初步分析

徐晓勤丁大钊虫永谦罗璋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根据核动力反应堆的研究经验和近两年提出的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

(RCNPS) 的研究动态，应用反应堆物理计算程序，我们对次临界反应堆的某

些堆型、能量放大因子、燃料增殖和放射性废物擅变能力等主要特征进行了初

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重水慢化压力管式热中子能量放大器 (T-EA) 和快

中子能量放大器。-EA) 能获得较大的能量放大因子，并具有较好的增殖能力

以及次量铜系核素仙tA)擅变能力.

关键词 洁净核能系统次临界 F-EA T-EA 

1 基本理论

随着近代如速器技术的进展，借助强流中能质子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核

反应堆系统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以探讨将其用于发电，增殖核材料，擅

变长寿命放射性物质，烧毁军用坏、产佩等用途。

当加速器产生的中能质子(约1.0 GeV) 与重金属靶(铅、铀等)相互作

用时，将会产生大量的散裂中子。借助散裂中子源驱动次临界核反应堆可获得

较高的、稳定的中子通量和功率分布。根据堆物理基本理论，具有外中子源的

次临界核反应堆热功率为E

-
厅

Jm-Ke k-
--A 

E-v Q ,
b 

rJ rA = ra 
p 

、•• 
,, 

'A 
，
，
‘
飞

式中 Q 一一，散裂中子掠强度:

E 一一一每次裂变释放出的能量:

v 一一每次裂变释放出的快中子数:

阳一一次临界堆芯有放增值因素;

Nì 一-一源形状、位置和中子能量修正因子。

我们定义能量放大因子 G 为:

G 次临界反应堆热功率 NE k 
=: .~~:~~~.=~_:_:::~ =/11 一一.-二L (2) 一质子加速器束流功率 -JIJ2.~~ l-k

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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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一一质子平均能量:

N 一一每个质子产生的散裂中子平均数。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以产能、废物擅变和增殖核材料为目的的两种加速器驱

动次临界系统:重水慢化压力管式热中子次临界反应堆和快中子次临界反应堆。

2 重水慢化压力管式次临界系统

根据中子平均能量的不同，次临界核反应堆可分为热中子和快中子两种

类型。热中子核反应堆采用了慢化剂，可将快中子有效地慢化为热中子，燃料

浓缩度较低，目前技术较为成熟。因此，采用热中子反应堆作为 RαPS 的加

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具有许多优点。

重水是性能最为优良的慢化剂，压力管式结构可连续换料，这一类型的

结构是目前唯一可采用天然铀作为燃料的动力堆型，燃耗深度可达 7∞O~

10000 MWd / t (U) O 因此，我们讨论加速器驱动压力管式重水慢化， Th+U 次

临界系统，其目标是:
(1) 实现燃料增殖。首次添加约1.3%的 233U 或者适量 235U ， 23于U，则可实现

平衡，达到充分利用牡资源的目的:

(2) 具有较大的能量放大因子:

(3) 可檀变 MA 及部分长寿命裂变产物(LLFP) 。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采用核反应堆物理计算程序 WIMS 对栅元进行了初

步分析计算，对燃耗深度、能量放大因子等参数作了初步估计。我们得出的初

步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T-EA 计算结果

次临界堆型 重水慢化压力管式 功率密度 20 MW/t σb) 

换料方式 连续换料 牡装载量 75 t ('J3U, 0.95 t) 

燃料循环 232Th-"'U 热功率 15∞ MW 

kdf 0.97 能量放大因子 150 

换料周期 5a 加速器束流功率 10 MW (1.0 GeV) 

平均燃耗深度 328∞ MWdlt(Th) 电站效率 29.7% 

增殖比 约1.0 输出电功率 450MW 

与同类型核电站相比，该系统由于在次临界状态运行，加深了燃耗深度，

提高了增殖能力:具有较大的 MA装载能力。固有安全性得到增强。



I. 系统 49 

上述系统与常规核反应堆电站相比，由于采用了质子加速器而导致成本增

加:另一方面，也存在减小成本因素，例如z

(1) 燃耗探度增加，减少元件帘j造费用。

ο) 减少或取消控帘膳及驱动系统。

。)理论上可全部利用牡资源。

(4) 长寿命废物排放量大为减少。

(5) 可姻变 MA及部分 LLFP。

3 快中子次临界系统

加速器驱动快中子次临界系统方案己在 BNL、 JAERI 和 CERN 等几个研

究机构进行研究。主要目的是擅变 MA和发电，国内 CIAE 也己开展初步分析

和探讨。

由于次临界系统中中子平均能量较高，因此 FP 积累对 ιE 的影响较小，

可获得较高的增殖比和能量放大因子，达到较大的燃耗深度。一般认为取ι而=

O.95~O.97 较为适宜，此时能量放大因子可达 1∞-2∞，燃耗深度达 lOxlOS

MWd/t (1月. F-EA初步计算结果列于表 2.

褒 1 F-.队初步计算结果

次l临界堆型 纳冷快中子系统 功率密度 ω MW/t 

燃料循环 出U.239pu 燃料装载 27t俨平民约 2.7t)

k", 0.97 热功率 I600MW 

换和↓周期 5a 能量放大因子 Iω 

平均燃耗深度 1095∞ MW/t 加速摄束流功率 JOMW 

增殖比 :>1.3 电站效率 33% 

输出电功率 528MW 

作为冷却剂可选用铀或铅，其主要物理参数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见，采用化学上不活泼和沸点极高的铅代替铀具有优越性。前苏

联和日本的部分专家己开始铅冷 FBR 的研究工作. C. Rubbia 提出的 F-EA 也

采用了铅作为冷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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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制和铅主要参数比较

Na pb 

原子量 22.991 207.21 

0.971 11.343 g/I时， 20L: 
比重

0.81 10.33 g/c时， 6OOL: 

熔点 98 327 ℃ 

沸点 883 1750 ℃ 

1.235 0.129 J/gL:, 20L: 

比热 1.30 0.15 J/g'C, 6OOL: 

1.05 1.55 J/cmJ'C, 6OO 'C 

热导 135 17.6 W/mL: 

熔化潜热 1114 24.1 J/g 

热中子u， /b 4 11 

热中子O'./b 0.525 0.170 

化学性质 极活泼 较稳定

4 237Np 在 F-EA 中的嬉变行为

23~p 是 PWR产生的 MA 中的主要核素，为论证PWR产生的 MA在 F-EA

中的擅变能力，研究分析 23~p 的擅变行为、成份变化及烧毁率是必要的。

23~p 嬉变链取下述形式: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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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ll'Np 的姐变分析

时间 la 。 5 40 

积分通量 Icm-2 。 7.87xl俨 6.31 x 10" 

~p重量 Ig 8.39 1.86 4.96x lO.S 

MA 重量 Ig 8.39 1.86 o.α)424 

重核素总量 Ig 8.39 5.224 0.0285 

重核烧毁份额 1% 0.0 38 99.6 

根据上述初步分析的结果，表明 23Np 在 F-EA 中可有效地烧毁，当积分

通量达到 6.31><1 024 Icm2 时，总重核的剩余量不到 1%。

由于 F-EA 具有较高能量的散裂中子源，井且处于改临界状态，因此可提

高 MA 装载份额，具有较高的擅变效率。

5 讨论

根据近年来发展国家提出的加速驱动次临界系统的基本思想，我们分析了

重水慢化压力管式 T~EA 的方案，对 F-EA 冷却剂的选择作了初步探讨，对 237Np

在 F-EA 中的擅变行为作了分析。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 F-EA 或重水慢化压力管式 T-EA (牡·铀循环)均可达到 ιff:::::::0.97，井

在稳定状态下运行，可获得较大的能量放大因子(约 50)，可实现平衡或增殖:

燃耗深度可达到或超过 30000 MWd/t。该系统可充分利用 232Th 或 238U 资源，

理论利用率可达 100%，具有较好的固有安全性。

(2) F-EA 中铀或铅均可作为冷却剂，近年来国外己开展铅作为 FBR 冷却

剂的探讨。铅作为冷却剂具有化学性质稳定和沸点高的优点，井且可作为靶材

料。

σ) 23Np 作为 PWR产生的主要 MA，可有效地在 F-EA 中擅变。

(4) 基于加速器驱动次临界装置的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可充分利用牡铀资

源，具有较好的固有安全性，可撞变本身产生的或 PWR 产生的长寿命放射性

废物，因此对促进核动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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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
原理验证装置的几点考虑*

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ADS 是建立在强流加速器技术的发展和已发展了的反应堆技术基

础上的很有前途的创新核能系统.它在擅变核废料与增殖核燃料方面的优点与

效益已被国际核科技界所认同，它还为反应堆的运行与控制提供了更灵活的方

式.文章讨论了 ADS 作为一个可靠的核能系统的各组成部件一一加速器、反

应堆、材料及中子植物理基础等方面应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核能系统的研究、
开发需经概念研究、原理验证、实验装置、原型堆及商业示范等一系列步骤.
在基础研究阶段，建设原理验证装置是一必要的步骤.文中提出了利用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池式反应堆，结合一台脉冲运行的低能强流加速器组成原理验

证装置的设想.根据原理验证的实验，给出了脉冲低能强流加速器的指标及池

式反应堆堆芯结构改变的设想.还提出了利用这个装置可开展的实验.

关键词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 (ADS) 原理验证装置脉冲低能强流

直线加速器 可变堆芯池式决临界堆 ADS 原理验证实验

前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国际上一些核能发展大国对加速器驱动洁净

核能系统的物理基础及技术可行性作了充分的论证。这种论证工作是从两个角

度出发进行的(1)利用外源驱动的改临界反应堆擅变高放射性的长寿命核废

料 (ADπ〉一一次量铜系核素 (MA) 及长寿命裂变产物 (LLFP) ， (2) 开发

只生产少量最寿命铜系核素的牡-铀燃料循环井具有固有安全性的新型洁净核
能系统 (EA) [1 ， 2]。通过深入的物理论证，对这一系统具有的擅变核燃料能力

及对核能进一步发展的作用己被确认。核科技界认为这是一个有前途的下一代
核能开发的技术路线[坷。

近几年，法、美、俄、日、西欧等国有关实验室均对与该系统有关的物

理过程及技术关键开展了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大体

.本文系归纳了 1997年 7 月第 79 次香山科学会议讨论内容并据 1998 年 2 月份课题组讨论的内容修改而成.



54 1.系统

可以归纳为:

(1) 开展强流中能质子加速器的预先研究:最终指标为 1 GeV/lO~1∞ 

mAo 作为第一步，在物理上正在深入开展束流动力学及束晕形成机制的研究;

在技术上正在进行这类强流加速器低能段的研制例。少数技术基础及经费均雄

厚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及西欧，则在建设或拟议建设 1 GeV/5 mA水平的中
等强流加速器作为一种新型的强流中子源[s-η。

(2) 开展次临界堆物理的研究z 选型杳快中子堆及热中子堆。研究不同结

构、不同慢化剂、不同燃料状态下这一中子倍增系统(即次临界反应堆)的中

子学行为、功率分布、燃耗行为、核燃料转化性能及动态性能等[8， 9) 。

(3) 开展靶物理及加速器与反应堆接口结构的研究:对于中能质子在不同

靶材料上所产生的中子场性质的基准研究、靶材料及其结构对中子利用率的影

响、束流管道及束流引出窗的结构及材料、其它材料在质子、中子长期辐照下
性能的研究等I10， 111.

对于上述各方面的研究，育的实验室利用其各自现布条件进行分单元的

工作，也膏一些实验室正在筹建包括加速器-靶-次临界堆集成的系统进行原理

验证。俄罗斯有一低功率(几十千瓦〉系统的方案，西欧则拟建设一中等功率

(百兆瓦〉的原型装置[12， 1J) 。

我国的核科技工作者自 1995 年开始，对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开展了

概念研究。在原中核总科技局的支持下，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及中科院高

能物理所的一些物理、反应堆及加速器物理工作者完成的一些初步研究工作，

曾在国内的杳关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及讨论 (1996 年 10 月及 1997 年 3 月

两次中国高科技中心学术讨论会 1996 年 3 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RCNPS

讨论会及 1997 年 7 月第 79 次香山科学讨论会议〉。与会的核科技工作者均认

同对这一新的核能技术路线所作的探讨，并认为杳必要部署以更大的力度开展

这一研究，除进行原理及概念的研究外，应部署必要的实验研究。原中核总科

技委于 1997 年 5 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认为这一研究将对核工业产业政策、

技术路线产生影响与发挥作用，无论从需求牵引或科学技术基础看，均应支持

开展这一研究。

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的构成如图 1 所示。与常规核电厂不同的是: (1) 

其产能单元是一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 (ADS)，或称驱动堆; (2) 在核

燃料循环中，必须具布从后处理提取 U， pu 后的高放废液中提取次量铜系核

素 (MA) 及长寿命裂变产物 (LLFP) 的工艺流程 (3) 驱动堆 (ADS) 是与

常规核岛在工作原理、安全性能及结构上均杳所不同的一个"新型核岛"

正因为这些与现杳核能系统不同的组合，我们认为在深入开展原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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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研究的同时，应考虑 ADS 实验装置的建设。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以及核

能系统研究、开发的一般规律，现在应开始着手探讨原理验证装置的建设。

本报告提出 z 建设一个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池式轻水堆为核心，结

合一台低能强流加速器及重金属靶构成的低功率原理验证装置。作为一个对

ADS 原理验证及部件研究的综合利用的平台，为下步建设全规模的实验装置

打下基础。

从乏燃料后处理剩余的高放废液中提取次量铜系核素 CMA) 及裂变产物

CLLFP) 的放射化学及工艺流程研究有其特殊性，属核燃料循环中的一个特

殊环节。虽然它是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核燃料循环中极重要的环节，但由

于专业及技术上的特殊性，在此，我们未把它列入原理验证装置的计划中。

l 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的原理

为了便于下面的行文，也为了方便一些初接触本报告的有关同志了解下

面所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此简述如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的原理。

外源中子 no 注入中子倍增因数为 k 的反应堆中(为保证不发生超临界事

故，取 k(1)， 中子数将按

句 nn

N s =no {1 +k+扩 +k' + …)=-i一(1)
l-k 

关系增长。此处 n。为每一个中能质子在重元素上散裂反应产生的中子数，其

中 Ns -n。为由次临界堆中核燃料裂变提供的中子数。除维持次临界堆功率水
平提供核能输出所需的中子数外，余下的称中子余额。该中子余额即可用来嬉

变核废料或转换核燃料(把可裂变核 n盯 232Th转换成易裂变核 239pu ， 233U) 。

取 Nk及几分别为外源驱动次临界堆及临界堆中的中子余额，在静态平衡
条件下可以得到，当归一为每次裂变时

(1- k) 
k=Nc+vl~J (2) 

即 Nk 比 Nc 要多，多出的中子余额与次临界度 (1 -k) 有关。此处 v为每次

裂主的平均中子数。这多出的中子余额将更有利于增殖核燃料或檀变核废料。

从增殖核燃料的角度看，增殖比定义为

BR=-JL--l-(c+L)(3) 
(1 +α) 

此处α为 a;/饵 • c 及 L 为系统内被吸收及泄漏的中子数。当有外源时，等效的

中子产生率(由外源及裂变提供)将增加为ζ (k < 1) ，则式。)可写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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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高了增殖比。

BR= __ v 一 -l-(c+L)
k(l + α) 

57 

(4) 

从擅变核废料的角度看，在次临界堆中，某一核素的等效衰变率可表示为

λ=λ。 +σR'Ø ß) 
此时 A。为本征衰变率.~为反应截面 • ø 为堆内中子通量。

由于散裂中子的平均能量高于裂变中子，因此可以通过慢化剂的选择及

结构的调节，达到系统内中子能量使某一反应截面。证为一较大的数值，从而

有利于擅变该核素。例如当 E.;>7∞ keV 时. 23'Np. 241Am等核素的裂变截面

相当大，这就使这些核素不仅不是核能系统中吸收中子的核素，而且还可以直

接成为"易"裂变核，在擅变时提供附加的能量。为了擅变裂变产物，则应

选择热能中子或共振中子能区。

在式 (1) 中 • N.- no 个中子是在次临界堆中由裂变倍增的，因此每个中

能质子可引发

N. -no no k (6) 
f v vl-k 

次裂变。由此可以得到反应堆产生的热功率与加速器质子束功率之比(能量增

益系数〉

Wout Er no k 
G=一一一=一·一一一 (7) 

Wbeam Ep V l-k 

如果我们比较式。)与式 (7). 则可以看到 k 值越小，中子余额的增量

越大，这有利于增殖核燃料及擅变核废料，但却使能量增益 G 减小。中子余

额增量的提高是以减少系统能量输出为代价的，即系统作为核能系统的效益与

作为核燃料循环中的一个特殊技术的效益是互相制约的。在我们的概念研究

中，认识到作为产能系统.k 值取在 0.94-0.97 之间较为合理。在适当选取中

能质子能量及重元素靶的条件下， G 值在 30-70 之间，在现高核电站热/电转

换效率及加速器电功率/柬功率转换效率下，大约再 80%的电功率可以上网。

如作为增殖核燃料或擅变核废料系统， k值可取 0.9 左右。

从上述原理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决定系统性能及功效的两个关键参数是 no

及 k. no 为注入次临界堆的可利用的外源中子数，它由加速器能量、散裂反应

靶的核素、结构及与次临界堆的精合形式所决定 k 则为次临界堆的中子倍增

系数，由次临界堆选型、结构、堆内中子学的行为等决定。在讨论系统输出能

量 Wout时 ， Wbeam 由中能加速器的质子能量及流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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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的构成及有关技术

驱动堆 (ADS) 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中能强流加速器、束流引出窗与位于

堆中心位置的中子产生靶及次临界装置。

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列出各组成部分及其关键的物理问题如下。

2.1 中能强流加速器
可适用于ADS 系统的中能强流加速器有两种类型z 直线型及回旋型[4. 14. 15] 。

表 1 列出二者的若干性能、优缺点及开发程度的比较。由于技术开发的历史原

因，对直线型加速器从物理问题到技术环节的了解均优于回旋型。

表 1 直线型和国旋型加速器若干特点比较

直线型

能量可达 IOOOMeV 以上

流强预期最高值为 1∞mA

注入、引出较容易

对强流束流动力学、束流损失机制了解较多

可逐段研究、安装、调试

cw运行模式经验较少

全部为高频结构、可靠性及稳定性较低

主加速黯必须采用超导技术

一次性投资较高

运行费用高

回旋型

<1创Xl MeV

~lOmA 

较复杂

了解较少

整体安装、调试

常规 cw运行模式

整体结构、可靠性及稳定性较高

常规技术

较低

运行费较低

直线型及多级回旋型加速器结构如图 2 所示，应研究的关键技术除低束

流损失外，还有可以归结为"高效率"的要求。对于直线型:

(1) 高流强离子源:

(2) 强流 RFQ 型注入器。""5 MeV); 
(3) 强流低能段加速器 (<100 MeV)，经典式采用 DTL，新型加速结构

有 CCDTL 等:
(4) 主加速器 (100""1500 MeV) 为 CCL 结构，采用超导腔技术。

对于回旋型除应用高亮度正离子源外，还可列举:

(1)高流强负离子源:

(2) 各级间最佳的能量匹配条件:

(3) 高电压高频腔及谐波平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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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束流注入与引出技术。

物理上对于直线型加速器中束流稳定性及束流损失的机制虽已开展了一

定的工作，高定性的了解[16] ，但仍应在具体的机器上进行理论与实验相结合

的研究，以深化认识及找出解决的方法。对中能强流回旋型加速器则尚待开展。

技术上应解决的问题是"高可靠性"以期使加速器整体的可利用率达 80%

以上。

2.2 次临界反应堆

ADS 系统中次临界反应堆的基本特点是:

(1) 根据不同要求，可选择快中子反应堆(其平均中子能量应比一般铀J令

快堆高)或热中子反应堆(其中子通量比压水堆高)[4]:

(2) 由于在堆内存在一个有限体积的外中子源，因此功率分布的不均匀性

将大于无外源的临界堆:

(3) ADS 系统具有擅变核废料、提高燃料增殖比或形成稳定的易裂变核

库存等特点，因此，反应堆内的燃耗行为将更为复杂:

(4) 次临界堆虽从原则上排除了临界事故的可能性，但由于增加了准稳态

运行的加速器所产生的外源中子，堆功率密度较高且不均匀性很大，因此，可

能有新的反应堆安全方面的课题。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关键技术有:

(1)有外源、很宽能区的中子输运行为的研究:

(2) 适应不同应用目的的堆芯结构研究;

(3) 新型反应堆导热剂(铅锚共熔剂)的核性能、化学性能及热工水力性能:

(4) 功率展平技术:

(5) 反应堆的动态中子学行为:

(6) ADS 的安全及控制技术。

2.3 中子物理、中子核数据及材料问题
(1) 加速器与次临界堆的结合点在于产生散裂中子靶及质子束流导管和引

出窗、靶与反应堆的稿合部。

a 不同核素靶的中子产额、能谱及空间分布均不相同。在靶材料内还有

核间的多次作用过程，因此，所产生的中子场又与靶的结构有关:

b.靶结构的不同将对反应堆内功率密度分布有影响;

c 束功率大于lO MW，而靶的体积一般为 0.07 m3，平均功率可达> 20 

kW/kg (如取铅靶及 1 GeV 的质子束散焦成 Ø200 的束斑)。因此靶本身的热

工问题亦应布所考虑:

4 靶核与质子散裂反应生成一系列放射性核素，因此经长期应用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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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成为一高度活化的放射性物质，应解决其处置的问题。

(2) 质子束在真空管道中输运，而靶物质置于堆芯。隔离真空的窗材料处

于高温、强辐照的条件下，因此应研究z

a. 窗的材料:

b. 不同材料对于质子及中子辐照的效应:

C. 窗的寿命及易于更换的封窗结构。

(3) 由于散裂中子的能量上限可达 100 MeV，而次临界堆内，能量可低到

热能。一般反应堆〈快中子或热中子堆〉研究及设计时，所用的中子核数据以

20 MeV 为限，因此更高能区的中子数据尚待研究(或测量)õ ADS 中燃耗行

为复杂，涉及的核素较一般反应堆为多，亦有待研究。但有些超铀元素的截面

很难测量，或许只能在实验装置内进行积分检验。

(4) 其他在高能量及高通量条件下应解决的有关材料方面的问题。

上面所列举的许多关键技术是 ADS 系统中特有的。根据核科学技术发展

的水平来衡量，虽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但研究、开发的项目是多方面的，

任务也是艰巨的。

3 建设原理验证装置的必要性

核能开发是一投资大、周期长的系统工程。就 ADS 而言，它集中了二十

世纪核科技发展的两大技术成果一一加速器与反应堆，而且它们的技术要求又

高于迄今已达到的水平，因此必须遵循原理、概念研究-原理验证-实验装置一

原型堆-商业性示范堆的长期研究、开发途径。

在原理及技术基础研究工作进行到一定深度后，必须建立必要的实验装

置，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及验证有关的关键技术。过去在核能系统的研究、

开发中，往往建设若干台有特定目标的实验装置。由于 ADS 的研究与开发工

作可基于以往核科学、工程的成果上，在坚实的原理及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可

以设计及建立一台小规模具有综合检验效用的实验装置一一即本建议的 ADS

原理验证装置。它的建设应在相当程度上研究及解决前节所述的各项关键技

术，其运行及使用不仅可以验证原理研究的成果，还将为下一步实验装置的工

程设计提供坚实的基础。可以认为，原理验证实验装置的建设是 ADS 系统从

原理研究发展到实际工程的必要步骤。该装置应有较大的可变性(指堆芯结

构)，用以比较全面地验证 ADS 的原理:该装置还应具有综合利用功能，例

如研究中子物理及材料问题，以及可能对国民经济建设有直接效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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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验证装置的构成及其应用的设想

拟建的 ADS 原理验证装置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池式轻水堆为核

心，再配以适当能量与流强的加速器及处于堆中心的中子产生靶构成。质子束

由垂直方向导入堆芯。选用池式反应堆除基于现实性考虑外，还因为改变堆芯

结构的可塑性较大，例如在堆芯改变栅格结构、在靶物质周围放置有利于提高

该区域内中子能量的某些重物质，从而人为地在堆内形成中子平均能量有所差

异的两个区域等等，以适应检验某些 ADS 系统的原理设想。加速器束流引出

后，除一路导入反应堆堆芯外，还应引向专设的多功能实验区，开展中子物理、

靶的核性能与热工研究和其他有关的材料研究:此外还可用于放射性同位素的

研究与生产。

图 3 的(时， (b), (c) 分别表示该装置的总体布局、加速器构成(此处以

直线型加速器为例)、及反应堆堆芯栅格构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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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主卜[忖叫 (2∞业四f性旦旦旦-~jCCLd副+
50 keY 3 X 2.5 MeY 7.5 MeY 80 MeY 

60 mA 3 mA 

a) Pulse mode 
Repetation rate 50 Hz 
Duty factor 5% 
Average current 3 mA 

b) Micropulse mode 

Pulse width -insec 

3 mA 

Average current s; \0 μA 

图 3 (b)低能脉冲运行强流加速器布局概念

口 Fuel assembly with light-water moderator/coolant (68 x 68) 

囚 lnnercore with changeable structure and material 

Target 

Length of core 

Fuel 

k 

Antlcipated k,tJ 

Pb 

500 mm 

2忖U (1 0%) 

1.035 

0.94 - 0.98 , power 王 3 MW 

图 3 (c) 池式轻水堆堆芯布局概念

150 MeY 
3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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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式反应堆的输出热功率为 3 MW. 且己运行近 40 年，如改成 ADS 原理

验证装置，取其最大热功率不超过 2MW，作为原理的实验验证研究，取反应

堆的 k值在 O.92~O.98 间可变，则要求加速器的束功率相应在 0.47MW 至 0.1 1

MW 间变化。至于加速器的能量与流强的确定则应从加速器技术发展及外源

中子场物理要求与其他应用等诸方面来考虑。

中能强流加速器由注入器、低能段及主加速器三部分构成。注入器一般

在 2~5 MeV 之间，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己定型为 ECR强流离子源及盯Q 加

速结构:主加速器为 CCL 超导加速腔结构，原则上亦属定型的结构:至于强

流连续波的低能段加速结构则属待进一步研究、开发的课题，例如常规的 DTL

结构是否适于连续波运行、研究中的 CCDTL 结构的适用性如何、注入段--

DTL -CCDTL -CCL 各结构间的衔接与能量匹配等，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低

能段应适于把质子能量从 5MeV 加速到 100MeV 左右。

重元素上(p， xn)散裂反应阑能约在 100 MeV 左右。根据经验公式I17]，推算

出在 Ep==150 MeV 及 200 MeV 时，在 Pb 靶上的中子产额分别为 0.7n1p 及1.9

n1p。质子在 Pb 中的射程分别为 3.0 cm 及 4.8 cm。综合考虑加速器的规模、

中子源物理测量的要求、靶结构及其热工问题的研究和其他应用的要求，选取

150 MeV 是最低要求。从反应堆 k 值变化的范围，可确定加速器的平均流强

应在 3.1~0.7 mA间可变。

我们建议在对于 CW 运行的强流加速器毫无基础的条件下. 1尿理验证装

置所用的加速器取负载因子 5% 的脉冲运行模式，每秒 50 周，宏脉冲宽度为

1 ms。据前边对平均流强的要求，可以确定离子源流强应在 50~60 mA间。

为适应中子物理研究，在用飞行时间法对(p， xn) 反应产生的自光谱中子

束引起的核反应进行测量时，必须在宏脉冲内进行调制与聚束。物理上根据(1)

两中子脉冲的计数不应重叠 (2) 有合理的计数率(即对中于产额的要求)确

定对微脉冲调制与聚束的基本要求。假定飞行距离取 10. 20. 50 m. 微脉冲

间隔时间为 20. 50. 100 阳，则不致引起两脉冲间重叠计数的下限中子能量，

如表 2所列。当微脉冲间隔在 50 或 100 μs 时，不同飞行距离的实验站上可测

的下限中子能量在 0.1~2 keV 间，这正是反应堆中子学计算中重要的共振巾

子能区，也是在研究核燃料燃耗行为(增殖且擅变)很重要的能区。假定按 100

μs 间隔进行调制，则每个宏脉冲内有十个微脉冲，相应于每秒育 5∞微脉冲;

取聚束效率为 15%. 按上述估计，则每一微脉忡约有1.4X 108 质子。据此可

以推算出，中子产额为 5 X 101O/s。假定在 10. 20. 50m 实验站上进行。~. y , O"n, f' 

句. xy' oj 等研究，取探测器放率在 0.1%~1%间，用厚度为 1~1∞ mglc时间

的样品，对于截面为 1 b 量级的反应截面，每秒计数在 1 次量级。间为 (p，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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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产生的中子平均能量为 MeV 量级，需经约 20 cm 线度的慢化体慢化后，可

得eV~MeV 能区的白光中子束。由于慢化过程，导致实验中的能量分辨率在 1%

水平。这套中子核物理谱仪虽非最高水平，但仍属国际先进的实验系统。

表Z 不同飞行距离上对不同时间间隔的徽脉冲可测下限中子能量 keV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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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调制、聚束后的微脉冲运行条件下进行散裂反应中子源参数测量，

则无论在 20m 或 50m 飞行距离上，均可实现高分辨率的 DDX 测量。

据此，我们归纳对加速器的要求:

离子源流强 50~60 mA:

注入段能量 2-5 MeV: 

低能段能量 <100 MeV (新型加速结构):

主加速段能量 150MeV (超导 CCL 加速结构):

运行条件宏脉冲运行模式) 1 ms: 50 Hz 
(微脉冲调制运行模式) 1 ms 内 10 个脉冲，时间间隔 100

附 5oopps.

建设如图 3 所示的原理验证装置，可以开展以下各方面的研究z

(1)在核物理及材料科学上可以满足:

一一输出热功率 <2MW 的 ADS 系统原理验证:

一一一进行反应堆中于学计算中重要的共振区高分辨率的中子核物理

研究:

一一进行 ADS 外源中子场基本参数分析所需的(p， xn)反应 DDX研究:

一一靶材料的核性质研究(例如用薄靶活化测量或厚靶 ISOL 测量):

一-{).5MW 水平的靶热工研究:

一一材料的质子、中子辐照效应研究。

(2) 在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上可以满足:

一一强流束产生及传输的研究:

一一高效率的加速结构及新型加速结构的研究及开发;

一一分部件及整体上对于强流加速器的工作稳定性、可靠性及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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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进行研究及考验。这一点对于加速器技术的开发十分重要。

加速器作为 ADS 的驱动器，其运行的可靠性及可使用性与作为

物理研究的科学装置的加速器有根本的不同。

(3) 在反应堆物理及技术上可以满足:

一-ADS物理模型的研究，例如热系统、快.热能区捐合系统等;

一-时、空鹊合且具有很广能区的中子输运、扩散特性的研究;

一一反应堆的动态研究及 ADS 控制与安全的研究:

一-ADS 在核燃料增殖及核废料嬉变的性能检验:

一-ADS 系统的整体可使用性的考验。

由上可知，建设鼠理验证装置可为下一步全尺寸实验装置(指能量全尺

寸的加速器，但流强较低，反应堆功率水平较低，例如 100 MW 量级的实验

系统〉打下物理与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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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o 00 the Proposal of Coostructioo 
of a Verificatioo Facility at ClAE for 

the AD-RCNPS R&D 

DINGDazhao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地ing， 102413

Abstract: ADS is a proψective innovative nuclear power system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power proton ~ω:elerator and well developed technology of 



1.系统

pow町 reacωr. Its advantage and benefit in respect of waste transmutation and fuel 

br民对ing were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 nuclear ∞rnrnunity. ADS provides more 

flexibility from viewpoint of op臼曲。n 扭d ∞ntrol. To made ADSωbe a reliable one, 

a series of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mponents of ADS一-accelerator， reacto飞

material and neutron physiωare enurnerated.ηle R&D of a new nuclear power 

system is a long term activity, including ∞nceptual s阳句" verif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experimental facil町， prototype and commercíal demonstrabon. To ∞nstrucbon a 

verification facility is an essential step in promoting the R&D of ADS from concep阳al

study ωtechnical ∞mprehension. A verification facility that consisted of a swirnrning 

p∞1 reactor at CIAE drived by a pulsed low energy highα盯'ent acceleraωr IS 

proposed. According ωthose experiments that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this facility, the 

specifications of ac∞leraωr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reacωr core structure 缸E

glven. 

Key words: acceleraωr 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 (ADS), verification 也.cility，

pul如d low energy high curr回lt linac, swimming pool rea巳tor with 

changeable core structure, experiments ofthe ADS basic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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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堆的安全和

控制特性的初步研究

段天英 罗璋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 102413 

摘 要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简称驱动堆)的结构特点使其安全

和控制特性有别于临界反应堆.该工作使用数值计算和仿真运行方法，对

驱动堆的安全和控制特性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驱动堆不易发生瞬

发临界，其安全特性优于临界堆，次临界度越深，安全性越好;驱动堆控

制回路具有小的时间常数和超调量，调整时间短，控制特性亦优于临界堆.

关键词 驱动堆安全控制

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简称驱动堆)作为一种新型的核动力装

置，其安全性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对驱动堆的安全特性进行研究

十分必要。驱动堆的堆芯结构和物理特性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安全和

控制特性与临界堆有所不同。本工作借用临界堆的参数对驱动堆的安全和

控制特性进行初步计算和分析，给出它的安全特性和控制特性的概念性描

述。

1 结构与动力学

驱动堆的堆型不外乎 3 种类型:热系统、快系统和快.热捐合系统。与

临界堆相比，它的几何结构和中子能谱有显著差别。驱动堆的堆芯内放入

了一中子源靶，堆芯呈环带状，几何结构不均匀。高能质子束打在靶上产

生的散裂中子的能量很高，平均能量约为 10 MeV，堆芯结构导致平均中子

能量从内到外逐渐减小，中子能谱分布很不均匀。但这种不均匀性仅明显

地影响反应堆的静态特性，对动态特性影响较小，作为一级近似，可不考

虑非均匀性的影响，采用点堆模型分析驱动堆的宏观动态行为。

对于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快中子反应堆或次临界热中子反应堆，其动

态过程皆可由点堆动态方程描述:

dN(t) ρ(t) 一 β 忐
一一一=一一一!:.- N(t) + ) : Ci (t)λ + 8(t) (1) 

dt A 1:i' 
dCi(t) ß 
一~一 =~N(t)-Ci(t)儿 ;=1 ， 2，…， 6 (2) 

d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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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t)一一-中子密度:

ρ(t) 一一总的反应性:

βd一一第 i 组缓发中子份额:

A一一中子每代时间:
Å.j-第 i 组缓发中子先驱核的衰变常数:

C;(t)一一第 i 组缓发中子先驱核的浓度:

β= 汇点:
S(t)-散裂中子源强。

对于快-热辑合系统，靶区产生的散裂中子作为内区(快区)的中子源，

由内区泄漏到外区(热区)的中子，成为外区的中子源。如果在内区和外区之

间放置一层足够厚的慢化材料构成外区的内反射层，则从内区泄漏出的快

中子经慢化后成为热中子被热区吸收，不再返回内区:外区的热中子向内

区运动时，被反射层反射和吸收，对内区的增殖贡献可忽略不计。因而，

这种快.热藕合是单向辑合，内区的泄漏中子仅可作为外区的中子源。基于

以上考虑，快热稿合的驱动堆的中子动态行为可按两个独立的区域分别予

以考虑，采用以下两组方程描述快.热糯合系统的动力学问题z

dNF(t) 凡的 -ßF 寺
1一=-z」NF(t)+CH(t)~+制 (3)

F i=1 

dCF;(t) ßF; 
1一=万NF (t) - CF; (t)Å.F; 叫 2川 6 (4) 

dNT(t) PT (t)...: ßT H ,.,..f, 
τ仁=寸fNT(t)γTi(t)儿叫) (5) 

dCT;(t) ß中
一~一 = r." NT (t) -CT;(t)λτ'; ;=1 , 2,…, 6 (6) 

dt AT 

ST(t) 与内区的中子数和泄漏率成正比，在单向中子搞合的简化模型下

有z
11_ R 6 

ST(t)=PL /' ;F NF(t)+ ~Å.川)+SF(t川(7)

其中z11LNdt)为瞬发叫变产四:2λF;C叫缓发时生项:
SF (t) 为散裂中子源项 PL 为内区中子的泄漏几率。下标 F 表示快区 ， T 表

示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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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跳近似情况下，可近似得到:

ST(t)::::: PL 乓生Nf(t) ~凡土Nf(t) (ρF <<1) (8) 
/ÍF - /Í

f 

为简化起见，计算时将缓发中子等效为 1 组。考虑到冷却剂温度反馈
的时间常数相对较大 (I -2 s) ，而计算和分析又主要集中在小于或远小于

1 s 的时间范围内，反应性反馈主要考虑燃料反应性温度效应。控制特性分

析涉及的参数较多，对器.堆联合控制特性的概念性研究，采用单区模型(快

区)。

2 动态参数

目前，驱动堆处于概念研究阶段，尚无实际动态参数可供利用，这里

的动态计算采用国内对应的临界堆的动态参数，计算所用参数列于表 1 。

表 1 动态参数

系统类型 β >>S-I 

热系统 0.006 58 0.078 49 

快系统 0.005022 0.082 2 

注 1) 取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重水研究堆[11.

2) 取白设计中的中国实验快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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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特性分析与动态响应计算

驱动堆是工作在高功率状态下外源驱动的次临界系统，其安全特性有

一些独有的特点。

3.1 瞬态晌应特性

3. 1. 1 意外引入反应性

驱动堆发生断流、失流或流道堵塞等事故时，可能出现堆芯熔化，引

起反应性的意外变化，向堆内引入大的正反应性，导致功率突然上升。图 l

为向不同次临界度的反应堆中引入大的正反应性后的功率瞬态响应曲线。

反应性引入速率为 150 $/s，持续 15 ms。可以看出:次临界堆的功率上升幅

度小于临界堆:井且次临界程度越深，功率上升幅度越小:当次临界度大

于-3加才，功率上升比较平稳，无峰值出现。这表明在较大次临界度下，引

入的正反应性不足以便次临界堆达到临界，不会出现功率的持续上升，而

且，功率上升较小，负的反应性反馈亦很小，因而无峰值出现。可见，次

临界堆的安全特性优于临界堆，且次临界程度越深，安全性越好。因此，

<' 

jJJjj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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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设计时保证在可预见的工况下正反应性引入的总效应不足以使驱动

堆临界或超临界，那么，驱动堆将不会发生反应性事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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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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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40 80 120 160 200 0 10 15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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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 1 引入大的正反应性时次临界系统的瞬态响应

(8) 一一-热系统(b)一一快系统。

。一--0$; 0一一- -1 $; 口-一- -3 $; [:，一- -S $; 'V一一一 -10 $. 

3. 1. 2 保护停堆

当临界反应堆紧急保护停堆时，切断控制棒驱动机构的电源，控制棒

迅速插入堆芯，向堆内引入大的负反应性。从检测到不去全信息到控制棒

全部插入堆芯这一过程，需时 1~2 s。驱动堆紧急保护停堆是通过切断加

速器的束流，使驱动堆失去中子源来实现的。从检测到不安全信息到切断

中子源的这→过程基本上是电子信号的传输和处理时间，约为 1 ms. 远小

于控制棒的机械动作时间。与临界堆相比，驱动堆的停堆保护是迅速的，

可以迅速抑制反应堆的功率上升，对堆安全有利。对于临界堆(快堆)与

次临界度为一4β的驱动堆(快系统) .在稳定功率运行时分别引入 0.5β阶

跃正反应性，驱动堆在 0.01 s 时间内切断中子源，实现紧急停堆:临界堆

在 1 s 时间内引入一大的负反应性实现紧急停堆。它们的功率变化曲线示于

图 2. 由图可见，驱动堆的功率上升幅度远小于临界堆，驱动堆比临界堆安

全。

对于快-热辅合的驱动堆，瞬时关断中子源后功率将迅速下降。图 3 示

出不同次临界度下驱动堆(快.热藕合系统)瞬时关断中子源后功率的变化曲

线。可以看出，快区的功率变化同临界堆引入大的负反应性的结果基本相

同，功率经阶跃下降后进入较为平稳的持续下降阶段，且功率阶跃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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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与次临界度成正比:热区功率瞬态过程相对较为平缓，这是由于热中

子代时间远大于快中子代时间造成的。另外，快区中子不会瞬时降为零，

即热区的中子源不可能瞬间关断，这对热区的瞬态过程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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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保护停堆的瞬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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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瞬时关断中子源后驱动堆的瞬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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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功率系数对安全特性的影晌

80 100 

驱动堆与临界堆一样，运行安全特性对功率系数是敏感的。在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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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情况下，功率突然阶跃下降(如中子源强突然减弱〉将引起堆芯反应

性剧增。这是因为在功率突然变小时，由于冷却能力远大于产生的热能，

从而使燃料温度骤减，引入了较大的正反应性。如果反应堆的改临界深度

不够，有可能使堆芯瞬时超临界，造成功率突然上升。但是，随着功率上

升，负的功率系数又将使堆内反应性减小，使堆回到次临界状态，不致对

反应堆安全造成很大影响。假定z 次临界度为 1%的快系统突然关断中子源，

在很保守的假定条件下(较快的换热、技大的燃料温度反应性反馈系数) , 
其功率和次临界度的变化示于图 4。可以看出:在此情况下，没有出现瞬时

临界现象。实际上，反应堆停堆时必须保持 2%的停堆裕度，即驱动堆运行

时应保持 2%的次临界度。因而，因负的功率系数导致出现堆安全问题的可

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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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负功率系数对反应堆功率的影响

4 功率控制

不论是以擅变为目的、还是以发电为目的，驱动堆都要求能以稳定的
功率运行。驱动堆的功率控制不同于临界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首先，

临界堆的扰动来自于反应性，引起驱动堆功率瞬态的因素则不仅有反应性

方面的扰动，还有中子源强方面的扰动:其次，临界堆的控制变量是反应

性，与扰动变量为同一参数，驱动堆的控制变量则是中子源强。因而，驱

动堆的控制问题具有特殊性。假定驱动堆通过一比例积分微分 (PID) 调节

器调节加速器的束流，则相应的控制系统方框图示于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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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驱动堆功率控制系统方框图

驱动堆闭环功率调节系统包括z 反应堆，中子探测器，定值比较器， PID 

调节器，加速器和中子源靶。其中，中子探测器和定值比较器均为比例环

节 PID 调节器为比例、积分、微分环节，其输入输出关系可用如下数学方

程描述:

y =+kj;xdt-ht 

其中 x 为调节器输入;y 为输出 r， k , h 为系数。

经拉氏变换可得其传递函数为:

(9) 

FFID(s)=-r-E-hs 
S 

、
‘.
F

AU l 
r
·
飞

加速器与靶基本上为一比例环节，考虑到时间延迟效应，可作为一阶

环节处理，传递函数为:

FL(s)=-lT(11) 
ß+I 

τ 为一小的时间常数，取 0.01 s。

将反应堆作为 1 个环节，令 n(t)=血 ， c(t) =孚( No 和 CO 为稳
N。七。

态值) ，可得归一化的单组缓发中子动力学方程:

由(t) p(t) 一 β 卢
一一=一-一!:..n(t)+.!::.c(t)-立~S(t)

dt A "A" A 
(1 2) 

dc(t) 
一?一 =λ[n(t)-c(t)]

dt 

假设反应性受到一小的扰动õp (t) , p (t)= ρ 。+õp (t); 中子源强受到一

小的扰动õS (t), S(t)=So+õS (t); 中子功率和缓发中子先驱核也受到一小量扰

功勋 (t)和Õc (t), n (t)=no+õn (t), c (t)=co+õc (t)。将它们代入式(12)，忽略二

阶小量(即线性化) ，对其进行拉氏变换后，可得驱动堆的传递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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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n(s) = -.-， s+ λ op(s)+-:-;-Po(s + λ'---. åS'(s) (13) 
As" +(Aλ -Po+ β)s- Poλ As" +(Aλ -Po+ β)s- Poλ 

其中 -p。为次临界度。

在驱动堆内引入阶跃正反应性扰动后的调节曲线示于图 6。从曲线可以

看出:驱动堆在受到反应性扰动后，功率超调较小，功率调整时间仅为几

毫秒，这些控制特性明显优与临界堆。临界堆使用控制棒作为控制元件，

具有较大的时间常数，超调大，调整时间较长，为秒量级。驱动堆的控制

回路上没有时间常数大的环节，整个控制回路的时间常数为毫秒量级，超

调小，调整时间短，它的控制特性优于临界堆。

加速器的束流强度能否快速调节，快速调节对加速器和靶有无损害等

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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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驱动堆功率调节曲线

5 结论

(1)驱动堆工作在次临界状态，不易发生瞬发临界安全事故:它通过切

断质子束流实现停堆，保护动作快。驱动堆的安全特性虽好于临界堆，但

它不能完全排除发生反应性事故的可能性。

(2) 驱动堆的控制特性好于临界雄;有关器·堆的联合控制问题有待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控制方案的选择和参数选取亦有待于对驱动堆物理

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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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Research on Safety and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of Accelerator Driven Reactor 

DUAN Tianying LUO 写hangli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The safety and control characteristics of accelerator driven reactor are 

studied with calculation and simulation running. The results show 也at the prompt 

criticality for accelerator driven reactor does not easily happen, it has better safety 

characteristics are better 由an critical reactor's, the higher the subcritical degree, 

the better the safety. The control loop of accelerator driven reactor has a little time 

constant, a little oversh∞t， and short regulating time, its ωntrol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better than critical reactor's. 

Key words: accelerator driven reactor, safe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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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al for a Verification Facility of ADS in China. 

GUAN Xialing LUO Zhanglin 
China l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日

Abstract: The concept, the generallayout and some specifications of a proposed 

verification facility of the accelerator driven radioactive clean nuclear power 

system (AD-RCNPS) in China has been described. It is composed ofa 150 MeV/3 

mA Iow energy accelerator, a swimming pool reactor and some basic research 

facility. The 150 MeV accelerator consists of an ECR proton source, LEBT, RFQ, 

CCDTL and SCC. As the sub-critical reacωr， the swimming pool reactor is an 

existing research reactor i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its maximum output 

power is 3.5 MW. The effect of the instability of proton beam and possibi1ity of 

simulation test on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have been analyzed. 

Key words: verific(Jtion facility, accelerator driven system, sub-critical fac i1ity 

INTRODUCTION 

l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R&D of high 
power proωn accelerator (HPP.A) driven system (A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energy resources, nuclear fuel breeding and the high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transmutation [1). ln almost all known ADS projects, the high power proton 
accelerator, in general, is required as ADS driver, delivering an average beam 
of 30 rnA to 100 mA at 1 Ge V energy and operating at CW mode [21. ln the 

accelerator developme时， proton linear accelerator has been selected to meet 

the r叫uirement with such a high beam power. 
In China,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ks for a rapid 

increase ofthe energy supply. It i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ssue at present 
to develop the energy resources science, especially the nuclear fission energy. 
At the advocacy of some nuclear scientists, the concep阳al study on the 

. This study is comple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and presented at an intemational workshop 
on HPPA application and relibility held in Japan 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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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or driven radioactive clean nuclear power system (AD-RCNPS) has 
begun in China. A group of scientists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physics, reactor 
physics and technology, accelerator physics and nuclear chemistry from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CIAE),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IHEP) and Peking University has been formed since the middle of 1995. 

As the first phase of long term plan, a proposal of verification facility 
has been made [3]. It consists of a 150 MeV/3 mA low energy accelerator 

and a sub-critical light water swimming pool reactor, which is a modified 
core structure of an existing research reactor at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will also include some facilities to be built 
for nuclear data measurement, material testing, target assembly test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super conducting cavity and high power klystron 
laboratory . 

This facility will play a role in testing and verifying the most basic 
concept of the physics and the technology for ADS. It should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the critical points for the HPPA at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for example, the low duty factor or the high duty factor and even the CW 
operation possibility. It should also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ome 
problems for the target and for the sub-critical reactor. This verification 
facility will be also used for some basic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material 
science, neutron physics and nuclear transmutation study. 

The accelerator should operate at two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it will 
be not only at a long pulse mode (1 ms) to drive a sub-critical reactor system 
but also at a short pulse mode (1 ns) to realize the time-of-flight (TOF) 

experiments for neutron physics. The concep阳al layout of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3] is shown in Fig.1. 

1 THE FRONT END OF THE ACCELERA TOR PART 

The accelerator portion is composed of an ECR ion source, a low energy 
beam transportation (LEBT) section, a low energy radio-frequency 
quadrupole accelerator (RFQ), a normal conducting cavity coupled drift 阳be

(CCDTL) linac and a super conducting cavity linac (SCC). The primary 
specifications ofthis accelerator are 1ist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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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ub-criticallight water swimming p∞I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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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Area 

1. Target AI臼:

PblBi target test bed wi也 P"""，=O.5 MW 

3. Irriadiation AIea: 

Isoω'pe production material t臼t simulation 

4. RlBAIea: 

Spallation production analysis & extraction 

transmutation with MA sarnple 

Fig. I Conceptuallayout ofverification facility for ADS in Chil1!l 

Accelerated particle 

Particle energy 

A verage current 

Accelerating frequency 

Proton 

150 MeV 

3 mA 
35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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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pulse mode 

Macro pulse: Repetition rate 50Hz 
Pulse duration 1 ms 
Duty factor 5% 
Micro pulse: Repetitíon rate 350MHz 
A verage current 3 mA 
Macro pulse: Repetition rate 50 Hz 
Pulse duration 1 ms 
Micro pulse: Repetition rate 1.75 MHz 
Repetition period 571 ns 
Pulse duration 1 ns 
Pulse intensity 4X 108 ppp 
A verage current 15μA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mentíoned above, a proton electron 
cyclotron resonan∞ (ECR) ion source is selected for the source of our 
verification facility system. This kind of ion source has some attracting 

advantages [41, for example, better reliability, high ionization efficiency, low 
emittance and high intensity and low gas load on the vacuum system. The 
structure of ECR source is similar to the one at Chalk River Laboratory in 
1993 [坷， which is shown in Fig.2. 

Fig.2 ECR io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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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45 GHz microwave power is adopted, 1 kW microwave power is 

coupled to the plasma chamber by a rectangular-to-ridged wave-guide 
through a microwave window. The plasma chamber is a cylinder 100 mm 

long and 100 mm in diameter. An accelerating and decelerating three 
electrodes extraction structure is adopted. A normalized rms emittance as low 
as 0.2πmm rnrad is required. The discharging chamber is designed to 

withstand up to 75 kV potential voltage. At CIAE and Peking University, the 

DC proton beam current can be produced up to 45 mA with a slit extraction 
structure. A new source is under construction now in CIAE. 

The low energy beam transport (LEBT) is used to match the beam 
transport between the ion source and the RFQ accelerator. The LEBT should 

consider two operating modes. The long (l ms) and short (l ns duration pulse, 

1.75 MHz modulating) pulse operating mod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 one 

optical arrangement. In the long pulse mode, the pulse duration of 1 ms is a 
result of modulation of microwave support of ion source with 50 Hz 
repetition rate. It gives us a duty factor of 5%. At the peak current of 60 mA, 
the average current can reach 3 mA. For space-charge neutralizing by the 

electron ionization, two solenoid magnets are used to match lenses in LEBT. 

The beam optics layout ofLEBT section is iIIustrated in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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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on beam from the ion source is focused by 阳10 solenoid magnet 
lenses. A beam diagnostic box is put in between. The solenoid magnet used in 
the LEBT is 200 mm in length and 80 mm in diameter, the maximum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t beam axis is about 0.7 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hort pulse mode, a pair of chopper plates at 
repetition rate of 1.75 MHz and a bunched gap at repetition rate of 7 MHz 
have to be inserted between two solenoids. The time period of pulse structure 
is 571 ns and the pulse width is around 1 ns at the entrance of RFQ. 币le total 
length of the LEBT section is around 2.1 m. 

2 THE RFQ ACCELERATOR AND CCDTL LINAC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p缸ameters for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of 
150 MeV is dependent on the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fitting, the neutron 
yield is estimated to be roughly one ωone proton at 150 Me V [6]. We can take 
this value as the threshold of the spallation reaction. The proton range in lead 
is roughly 3.5 cm at 150 MeV, this makes the possibility to realize the target 
heat-extractìon and to meet its hydraulic properties. 

The maximum output power of the original swimming pool reactor is 
3.5 MW. It is the reason why we take the maximum beam cuπent up to 3 mA,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of running the sub-critical reactor with the k value 
varying 仕om 0.90 to 0.97. The proposal accelerator facility contains nearly 
a l1 of the accelerating structures, such as ECR source, RFQ and CCDTL, 
which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ll-scale 
accelerator. 

The RFQ is a four-vane type and designed to accelerate 60 mA peak 
current of proton beam with the energy of 75 kV. The structure of this 
proposed RFQ is similar to the one of Los Almos Laboratory (APT). The CW 
APTF RFQ at Los is described in detail in reference[7]. In our verification 

facility, the RFQ machine is composed offour segmentsjoining together with 
three coupling plates which separating the segments and reducing the 
magnetic coupling. The overalllength ofthe RFQ linac is 8 m. Each segment 
is 2 m long. The dipole stabilizers will be designed to be amounted on the 
coupling plates and on the end plate too. The structure of the coupling plates 
and the dipole stabilizers is shown in Fig.4 [8]. The specificatì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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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RFQ are Iisted in Table 1: 

Table 1 

Type Four-vane type 

Injecting energy 75 keV 
Output energy 7MeV 

Peak current 60mA 

Duty factor 5% 
Output average current 3 mA 

NonnaIized rrns emittance 0.2π'mm'mrad 

Coupling plate 

Gas between 
Vane ends 

Dipole stabilizer 

Work frequency 
Cavity length 

Average accelerating gradient 
Cavity average power losses 

Peak RF power consumption 
Average RF consumption 

Fig. 4 Structure of the coupling plates and the dipole stabilizers 

85 

350 MHz 
8 町、

1.4 MV/m 

7.2 kW 

1.6 MW 
96kW 

At Peking University, an integral splitting RFQ has been built and beam 

test has been conducted, which is especially for the pu甲ose of ion 
implantation with adjustable output energy [9, 10]. At the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a 岛m-rod type 盯Q is under conduction as the i叮ector of 
their existing proton linac of 35 Me V [11. 12] , The new model of proposed RFQ 

machine wiII be buiIt based on these experiences. 
The CoupIing Cavity Drift Tube Linac (CCDTL)lI3] system will be 

subsequentIy the RFQ and MEBT bringing the beam energy 企om 7 MeV to 
100 MeV. And then a Super Conducting Cavity Linac (SCC) is propo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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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the beam up to 150 Me V. The work frequency of the CCDTL and 
the SCC is 700 MHz.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proposed CCDTL are listed in 
Table 2: 

Injecting energy 

Output energy 

Peak current 

Length 

Bore radius 

Table 2 

Structure accelerating gradient 

S泸lchro phase 

Cavity power losses 

坠旦旦旦L

7MeV 

IOOMeV 

50 mA 

100m 

1- 1.7cm 

1- 1.8 MV/m 

-30' 

5.0MW 

2.8M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is expected to be in two 

phases untíl2007. In phase one,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will be carried out 

individually, while in phase two the integral will be undertaken. In the first 

five years, the front end of the verification fac iJity should be completed, 
including ECR ion source, LEBT and a 2.5 MeV RFQ.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xcepted to develop the CCDTL model tests, to build a super conducting 

accelerator cavity laboratory and a high power CW klystron laboratory. 

On the base of this verification facility , we expect that a full-scale 
demonstration experimental facility may be realized in the middle of 2010's. 

3 THE CORE STRUCTURE OF MODIFIED SWIMMING 
POOL SUB-CRITICAL REACTOR 

The modified core structure of the swimming pool reactor is shown in 

Fig.5. The fuel elements and assembly wil1 be the same as original one, whíle 
3 X 4 assemblies of the fuel in the central of the core is substituted by beam 

pipe and target with some space for different materials, in order to meet the 
pu甲ose to verify various conceptions of blanket structure, including the fast
thermal coupling, transmutation and so on. The k value is 1.035 when all cells 

are fi l1ed by the fuel assembly besides the central part is fi l1ed by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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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or. This gives us a quite large range to va可 the k value by changing 
the fuel assemblies used andJor the fuel management i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k value 仕om 0.90 to 0.97. 

口
Fuel assembly with light-water 

moderator/coolant (68 X 68) 

Beam 口ioe and tarl!et 
Pb 120 mm in diameter 

O 

图
Inner-core with changeable 

structure and material 

Fig.5 Core Lattice Structure ofVerification Facility Blanket 

Some specifications ofthe core structure are listed in Table 3: 

Target and Moderator 

Length of core 
Fuel 

k 

坦出监盟主且

Table 3 

Pb 

500mm 
235U (1 0%) 

1.035 
0.94-0.98, power ~ 3MW 

4 ACCELERA TOR RELIABILlTY REQUlRED BY SUB
CRITICAL REACTOR IN ADS AND SIMULATION SruDY 
OF REACTOR'S RESISTANCE TO THERMAL SHOCK 

In this section a conceptual analysis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inst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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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n beam and beam trip, and possibility of simulation test on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is presented. In sub-critical reactor of ADS operating at 
high power level, the thennal power density due to fission is about the same 
magnitude as that in reactor core of similar nuclear power plant, thus the 
design criteria relevant to reactor safety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the existing 
reactor core. As the power level of sub-critical reactor core in ADS is 
sustained by the neutron source generating from bombarding the spallation 
target by high cuηent protons, both the instability of proton beam and beam 
trip in any fonn will influence the power level of sub-critical reactor. 

币le reliabiIity of high power proton accelerator (HPPA) in ADS 
comprises beam stability and beam trip. In connection with sub-critical 
reactor, the beam trip refers to proton beam interruption in HPPA or its loss 
企om beam tube due to some causes. Such beam trip will result a fission 
power of sub-critical reactor to be drop and force the reactor shut-down. 

In power reactor design, various measures are taken to avoid thennal 
stress concentration due to repeated thennal shock, which wiII bring about 
fissure occurrence and result in hannful effects on nuclear safety. First, for 
large scale thennal neutron tractor, restrain xenon oscillation induced by 
neutron flux oscillation in space and time domains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cond, emergency shutdown of power reactor wil\ undoubtedly bring about 
intense thennal shock to system's corresponding parts, thus in the operation 
phase, unplanned reactor shutdown is strictly prevented and times of 
emergency shutdown is limited. Besídes economic consideration, ít is for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nnal shocks to guarantee the good condition and 
reliabilíty of the equipment. 

In ADS, the spallation target, located in a certain reactor zone, is 
equivalent to a localized neutron source. Its instabiIity wiII produce a 
disturbance to 出e neu仕'On flux density nearby. The disturbance and its 
probably induced xenon oscillation result in the fission power fluctuation. On 
the other aspect, the proton beam trip causes emergency shutdown whose 
speed depends on the reactor's sub-criticality and swi食ness of the scram 
mechanism. For ordinary nuclear power plant, by mechanic and electronic 
means and relying on gravity drop to insert the control rods, the action time is 
on the order of second. For ADS during operatio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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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time is on the order of millísecond for the fission power cut-off by 
interrupting the proton beam. Thus in regard to the same sub-criticality, the 
shutdown speed for ADS is faster. It is of advantage to prevent unexpected 
power increase when accident occurs[l气 but however unfavorable as view 

from reducing thermal shock, for faster the shutdown speed and more the 
shutdown times, greater the thermal shock to the equipment and more 
concentrated the thermal str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duce thermal shock, 
besídes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HPP A and lowering the unexpected beam 
trip probabi1ity, it is not good if the sub-criticality of the sub-critical reactor 

in ADS is too low. 
On verification facility problems relevant to the accelerator reliability 

wi l1 also be explored. We know that a reactor, as a power system, in linear 
condition, has properties of a inertia system. Its response characterìstìc to 
extemal disturbance can be described by proper time constant. Hence, by 
creating artificial beam disturbance on the verification fac i1ity, combining 
theory with experiment, the study on dynamic behavior of sub-critical reactor, 
for determining the time constant will be helpfulωthe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concemed. 

ln ADS, HPPA beam disturbance brings about the dìsturbance of super
hígh energy neutron source, wíth average neutron energy 10 MeV or 50. But 
average neutron energy in sub-critical fission reactor is ve可 low. For fast 
breeding system it is less than 1 keV，也r thermal neutron system below 1 eV. 
Therefore the disturbance magnitude and average energy of the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strength wil1 have complicated problem in space-dependent 
neutron dynamics. 

ln fission reactor, the thermal power disturbance produced with the 

disturbance of neutron flux density is the direct cause to form thermal shock. 
Hence, to study the sub-critical reactor's resistance to thermal shock, it is 
possible and practical to begin with space-dependent neutron dynamics of 
HPPA beam instability acting on sub-critical reactor. As neutron dynamics 

and thermodynamics work together in reactor, two kinds of time constant are 
needed to describe high power sub-critical reactor, one is neutron dynamic, 
the another ís thermod归amic.

As reactor thermodynamics time constant is related to thermal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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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t is much larger than that of neutron dynamics. This means, as 
viewed 仕om coupling of neutron-thermodynamics, if the sub-critical reactor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neutron disturbance of this transition frequency, it then 
must not be sensitive to various thermodynamic disturbance. Hence, using 
verification facility to simulate proton beam disturbance and to find ways of 
preventing beam loss, through studying time-space behavior of neutron flux 
density in sub-critical reactor to study the reliability requirement of HPPA, 

and developing early research on thermal shock resistance of sub-critical 

reactor, all these are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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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原理
验证装置的建议

关遐令罗璋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描述了一套我国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的原理验证装置的概税

和主要性能.它是由一个 150 MeV 平均流强 3 mA的质子直线加速器、一

个潜泳池式反应堆和一些基础研究设备组成的. 150 MeV 直线加速器系统

由一个电子回旋共振(ECR)离子源、低能束流传输段(LEBT)‘射频四极为口速

器(盯Q)、腔辑合漂移管式加速器(CCDTL)和超导腔加速器(SCC)组成.作

为次临界系统的游泳池堆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CIAE)现有的一个 3.5

MW 反应堆。分析了利用这套原理验证装置开展质子束的不稳定性给次临

界反应堆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性能检验工作的可能性.

关键词 原理验证装置加速器驱动系统次临界反应堆



11. 加速器



MMMA. 
川
川
川
川
民U

HHHHHAI 
盯
刷
刷
刷
刷
刷A
E
'

mmmMnU 
M
M
M川
呵
，ι

川
川
川
川n
u

川
川
川
N

M
M
川

C

11. 加速器 95 

High Power Proton Accelerator for 
N uclear Power Plant 

FANG Shouxianl) FU Shinian2) 

1) Institute ofHigh Energy Physics, Beijing, 100039 
2)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ηle novel nuclear power systern - Energy Amplifier, proposed by C. 

Rubbia, attracts our interest as a prior option for the developrnent of our next 

generation nuclear power plant ì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 st century. The accelerator 

used to drive the systern should provide proton bearn power tens hìgher than that 

of LAMPF. The accelerator physics and technology have been advancing greatly 

since LAPMF was buiJt more than 20 years ago. These new progresses become the 

essentìal basis for the intense beam accelerator to advance up to a much higher 

beam power. However, some challenges are still being faced, including beam loss, 
high efficiency, reliability, as well as some technical issues associated with high 

power CW operation. The accelerator design optìons to tackle wìth the dìfficulties 

are discussed. The suggestions on R&D of high power accelerator in our country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clean nuclear power, energy amplifier, high power proton accelerator 

INTRODUCTION 

Nuclear electricity production ranks second in the wor1d's power 

composition, a little bit less than one fourth of the total yield. The nuclear 

power is 22%, 30% and 75% ofthe national power output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France respectively. Comparing with these nuclear power giants, 
nuclear power in our country is only 1.5% of the national power production at 

present.。町 coun位y has especially high demand on electric power as our 

economy develops at a rate of about 10%. Various predictions indicate that 

the demand on the primary energy resource will reach to 4~5 billion tons 

standard coal, a factor of 4 or 5 higher than present leve1, when China 

becomes a medium-developed country in terms of GNP per capita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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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of the next century. 1n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present primary energy 

resources, fossil energy resource contributes about 90%. About 70% of the 

total electricity supply comes 仕om coal buming. If we still relied on coal 

power for our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would meet serious troubles 

not only in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in environment. And it is also a great waste 

to bum coal, as it is a precious chemical material. 
Therefore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is ve可 necessary to us. We have 

built two nuclear power plants: Qinshan Phase 1 and Daya Bay. And other 

four, Qinshan Phase 11, Ling'ao (Daya Bay Phase 11), Qinshan Phase III and 

Lianyungang, have been decided to start construction before year 2000 and 

also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China, in order to meet the power demand in this 

quickly developing zone and meanwhile to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coal 

transportation 仕om the west to the east, which occupies nearly 70% of the 

railway 企eight at present. We expect the nuclear power wilI play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imary energy resources with a portion of about 

20%, i.e. 240 GWe. 

But at present,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applied in industry in foreign 

countries as well as in our country meets 岛ur severe troubles as follows: (1)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io is very low. Nuclear power station mainly bums 

235U, which is only 0.75% in the natural uranium. Ofthe rest 238U of99.25%, 
only ve可 little portion, less than 1 %, can be transferred into the bumable 

239pU; (2) A great amount of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s exists in the spent 

fuel from reactor. Some of the nuclides in the wastes have half-life time 

longer than million years. They wiII eventually become the potential harmful 

factor to the biosphere, even though they can be gathered together for control. 
And the final processing method ωthem has not yet become perfect; (3) The 

measures for nuclear safety in nuclear power station need continuous 

upgrading,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of the investment costs of the station; (4)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station is also curbed by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nriched uranium and in the post-processing industry 
of the waste separation and 239pU extraction. 

The first issue is very crucial to our future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because our country has a limited 235U resource which can not afford for more 

than 40 GWe nuclear power and will be used up by 2020. This is obviousl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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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le-net for our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with an aim of 240 GWe. And 

the sec'Ond tr'Ouble will bec'Ome prominent as m'Ore nuclear p 'Ower stati'Ons are 

built in future. 
General1y speaking, nuclear power in China is just at the start stage and 

n'O technical development option has been fixed. This, in turn, becomes a 
good condition f'Or plotting the future of our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world. We believe China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new nuclear power system which can overc'Ome the shortages existed 

in the conventional nuclear power system as mentioned above. ln recent ye缸S

s'Ome n'Ovel nuclear systems are being discussed in the w'Orld, am'Ong which 
Energy Amplifier proposed by C. Rubbia (1) attracted our attention. 

1 BASIS AND CHALLENGES τ01丑GH POWERACCELERATOR 

The Energy Amplìfier c 'Onsists 'Of an intense beam prot'On accelerator, a 

target and a subcritical reactor. The accelerator should provide 30 MW beam 

power to drive an energy amplifier 'Of the thermal power of 1.5 GW with a 

neutron multiplying factor 0.95. This requirement on beam power is 3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LAMPF, the highest one in terms of beam power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But it sh'Ould be p 'Ointed out 也at LAMPF was built more 
than 20 years ago. The accelerat'Or technology and physics have made a series 
'Of tremendous pr'Ogresses during these years. L'Ow energy high current CW 
RFQs have been in 'Operation in several 1 aboratories. They become the 
necess缸y basis 'Of high brightness beam for injection ωthe following 
accelerating structur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space charge effect of 

intense beam is improving the high current accelerator design for controlling 

emittance growth and beam loss. And in recent years, some novel 

technologies are introduced in construction of high power accelerator, such as: 
funnel(2) which c 'Ombines two beams longitudinally to raise the average 

current in downstream while keep the low space charge effect in the low 
energy section; high efficient and less beam 10ss structure BCDTL(3) and 

CCDTV4
) in middle βsection. For overal1 high efficiency, superc'Onducting 

structure for proton at energy 仕om hundreds MeV to 1 GeV is also under 
research[S). All of these are soun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high 
power proton li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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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we are still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to be overcome. EssentialIy, 
they are relevant to low beam loss issue, high efficient demand and high 
availability requirement. 
1. 1 Beam Losses 

Beam losses on machìne can induce radioactivity, which may be strong 
enough ωprevent the necessary manual maintenance to the machine. More 
than 20 year I s operation of LAMPF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data of the 
losses and radioactivity. Less then 10 mRadJh (l rad == 10-2 Gy) radioactivity 

was achieved in LAMPF, which allows unconstrained manual access to the 
machine. This corresponds to a beam loss rate about 10-7/m at high energy 

end.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unconstrained manuaI access to a machine, a 30 
mA beam should keep low beam losses at various energies as shown in Table 
1. It is found that the beam-Ioss rate must be lower than that of LAMPF tens 
umes. 

Table 1 Beam losses requirement for unconstrained access to a macbine of 30 mA 

EI MeV 20 40 80 160 320 640 \000 

LI nA • m- I 625 125 25 5 1.25 0.63 0.43 

'λIm- ' 2XIO-' 4Xl。一‘ 7XIO- 7 1.7XIO-7 4X\0-' 2X\0" I.3 X \O-' 

The reason of the beam Iosses has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understood beam halo is a most possible source of the 
losses due to its large amplitude, say several times of the core radius in 
transversal dírectíon and a very long tails in longitudinal direction. Halo 
formation now ìs explained as the results of beam mismatch with the 
accelerator acceptance, the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in beam density and 
equipartitioning in different 食eedoms.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beam halo 
concentrated on theoreticaI studies. For instance, the breathing mode is used 
in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闷， oscillation over1ap in chaos the。可 is introduced 
in the numericaI caIculation of uniform and periodic focusing system as well 
as the system with accelerating gapsP叶J ， and multiparticle trace is applied in 

simulation of a whole accelerator system[叫. All of these works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 of halo formation and 
provide some criterions 岛r an accelerator design. There are also a f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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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ies on beam halo, as carried out on LAMPF and at 
Maryland University[ll , 12l. However more experimental resu1ts are wanted to 

verify the theory and design codes. As the accomplishment of LEDA at Los 
Alamos in 2000, we can expect a better check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Before a fairIy reliable the。可 and code are obtained, the accelerator can 
st i11 be designed to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radius ratio, i.e" large 
accelerator bore radius to beam RMS radius. This obviously relies on the 
original RMS theory instead of the halo theory. To be sure the safety of a 
design, a large margin is left by means of large accelerator bore design and 
strong focusing on beam, resulting in a large radius ratio. To this end, 
superconducting accelerator is prefeηed for its large bore while keeping high 
efficìency. The other essential design method is to keep the beam matching 
with the machine as perfect as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concIusion of the 
halo theory. 

Operation experiences of LAMPF indicate that the beam losses mainly 
locate at the transition positions of different RF frequency and focusing 
period and the losses were two or three times more during transient time than 
during flattop time. Taking this lesson, the newly designed high current 
accelerators usually adopt CW mode and try to have a transition as smooth as 
possible between different structures. 
1. 2 High Efficiency 

The accelerator, as a machine of an NPP, should consume electrical 
power as less as possible for better economic benefit. Comparing with the 
conventional NPP, the 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NPP will double the 

plant power consumption, with about 80% of the total generated power 
contributing to the gríd, if the accelerator can achieve an efficiency of AC to 
beam power up to 50%. 

Accelerator total efficìency consists ofRF efficiency 17Ac!RF for AC to RF 

power and acceleration efficiency 17RFlBeam for RF to beam power. 17Ac!RF of 
high power klystron now can reach more than 70%. Consider the need of 
feed-back and feed-forward control of the intense beam accelerator for 
operation stability to reduce beam losses, the klystron can not be operated at 
saturation power and therefore the efficiency ηAC!RF can only achieve at about 
60%. The efficiency 17RFlBeam is relevant either to accelerator structure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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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current. Fig.l shows the relation between η'AC/RF'η'RFlBeam and beam 
current for a typical room tempera阳re CCL and a superconducting structure 
with '7AC!RF =58%. It is found that superconducting s仕ucture should be 

applied for a 30 mA accelerator used to drive a subcritical NPP in order to 

have a good pla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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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High A vailability 

The accelerator used for power produc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for 
physics experiments. It must provide a very high availability more than 85%, 
as the system availability of the power production is commonly required to 

reach 75%. Therefore, RAMI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Inspectability) consideration usuaIly applied for NPP is also necessarily 

applicable to the accelerator. 
For a high reliability of the whole accelerator system, the key 

components, such as klystron, should have a good quality for few fau1t rate 
and a long Iife-time for few replacement rate. Accumulated data 企om

LAMPF and some other accelerators show the life-time of the klystron can 
reach 25 000 hours or may even be longer.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some 

hot-spare klystrons should stand by for an accelerator. And a stand-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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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or can also be introduced into a c1uster systeni, which may be formed 
by three subcritical reactors and four accelerators in a plant. When any 
operational accelerator happens failure, the stand-by accelerator soon starts to 
deliver beam to the corresponding reactor. In this way the grid will not aωept 
any large impact. 

For a high maintainability, module accelerator should be adopted. The 
high energy part of a Iinac is sectioned into many similar modules. Each 
module is pre-installed, aligned and tested in laboratory and then moved into 
channel for ∞nnection and alignment with the system. Ow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the modules, the failure module can be quickly replaced. In this 
way the repair time can be reduced. 

Inspectability needs 01卜line diagnostics, quíck data processing and 
graphical data representation to control center. Not only beam dia，伊ostics
but also components operation status reports are wanted for protection 企om
beam losses and component failures in advance. 

Systematic RAMI study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a RAMI model for 
computer analysis. RAMI model has long been used in the fields of nuclear 
reactor and space science, but is seldom applied in accelerator field. About 20 
years ago, it was proposed to use it to upgrade the availability ofLAMPF. To 
meet the need of high power accelerator deveIopment in recent years, a 
RAMI model project has been launched at LANL. This model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avaiIability model, root-cause analysis and maintenance project. 
With the predic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model, ad饲uate but econornic spare 
components could be plotted and the rnaintenance and replacernent of the 
most likely fault components could be arranged at the scheduled shutdown. 

We emphasis the reliability issue in the accelerator for driving subcritical 
reactor systern 岛r this reason: even though some ex:ist accelerators are 
capable ofproviding a good availabilíty, say 70%, but the system, as a power 
supply to a grid, especially needs a long time operation without interruption, 
i.e. a fairly nice reliability. However, generally an accelerator's performance 
in reliabiliηis not so nice as 由e systern wants. Therefore good quality 
klystron, new design method and long time operation ex:perience are very 
important for our accelerator development for NPP. 

In addition to above thr古e challenges, there are also some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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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to be overcome. High power CW operation presents heat release 
and spark issues to RFQ, DTL and CCL. 

For RFQ the cooling water flows not only in the tank wall but also 
necessarily in the 岛ur vanes,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high thennal power in 
order of thousands watts per meter and to keep the vanes no change in fonn 
and position under the heating. And the RF contact between vanes and the 
tank should be avoided for low power losses on the machine. The cooling of 
the stabilizer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choice of the type 
of the stabilizer. For example, VCR should be ruled out for the difficulty in 
its water cooling. It can be replaced by PISL invented in JHP[131. The undercut 
of the vane to the end wall needs special attention in design. Any high field 
region will greatly raise the power density, which is capable of melting the 
strip, as happened in RFQl , the first high power CW RFQ in the world[141. So 
3D MAFIA calculation is necessa叩 for the design. To prevent the ve可 likely

spark in the CW high power operation, the vane voltage should be chosen less 
than 1.8 Kilpatrick voltage. 

The conventional DTL has a ve可 hard task in water-cooling. Pennanent 
magnet quadrupole is not suitable in the possibly high-level radiation 
environment. EM quadrupole in drift tube operates in high DC current, 
resulting in the heavy cooling burden in a ve可 narrow space, especially for 
the low energy end of a DTL. Hollow conductor can be used for the windings 
of the EMQs in the DTL for better cooling. CCDTL is an option to lessen the 
burden. EMQs are put outside the dri企阳be in CCDTL and it gives larger 
space for water cooling. Application of CCDTL instead of DTL behind an 
RFQ will require the RFQ have a long length for higher energy. However as 
the length of an RFQ is two or three times longer than the RF wavelength, the 
field stability of the RFQ become a hard task. The sectioned RFQ with 
capacity resonant coupling opens a possibility for long but stable RFQ, as 
invented at LANL for APT accelerator151. 

2 DESIGN OPTIONS FOR HIGH POWER ACCELERA TOR 

In recent years, laboratories in the world have proposed some high power 
accelerator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s listed in Table 2. Different design 
methods are presented in these proposals to tackle with th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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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oned in prevìous section. Some interesting design option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2 Some proposals of high power accelerator in the world 

Coun町 Laboratol)' Energy/MeV Current/mA Status 

USA LANL 1700 1∞ LEDA p~句ect

USA BNL 1600 104 Proposal 

Japan JAERI 1500 10 BTA project 

French CEA 600 40 IPHI project 

Europe CERN 1000 30 Proposal 

Russia ITEP 1000 l∞ Proposal 

Russia MRTI 1000 250~ 1O Proposal 

APT accelerator represents a kind of design philosophy for veηhigh 

current CW accelerator. In the revision 仕om the fonner APDF to the present 

LEDA in the APT low energy project, there are tWo obvious variations: DTL 

is excluded from the low energy section and funnel is not needed for 100 mA 
beam. In LEDA, followed the 2.45 GHz ECR proton source with very high 

brightness, the RFQ of 8 m long accelerates the beam to 6.7 Me V. And then 

the beam directly enters into the CCDTL without matchìng section. CCDTL 

will be used for a wide ß range. Then superconductíng structure will be very 

likely adopted upω 1.7GeV. 1n this design, a11 Q magnets are put out of the 

accelerating cavity, which greatly fac i1ítate alignment and water cooling. The 

frequency changes at very low energy, just after RFQ, which is very helpful 

for reducing radioactivity induced by beam losses at the transition. 

Superconducting cavity has extremely large bore radiu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reducing beam losses in the high energy section. Of course, all of the main 

components, long RFQ, CCDTL and superconductìng structure for medium

energy proton, are based on novel technology. Intensive R&D work is highly 

demanded. 

1n the BT A pr~间， conventional low ene即盯Q and DTL are adopted. 

So hollow conductor is used for water cooling of Q magnets ín dri负 tube. The 

企equency jumps three times high at 100 MeV behind the DTL. Then also 

superconducting cavity is referred in high energy section for short total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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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gh efficiency at low current of 10 mA. Except for the superconducting 
structure, the other components are based on conventional technology.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ice the new idea,‘Graphite Accelerator', imagined 
by ITEP[161. It is proposed to use graphite for beam transport tube and for 
accelerating cavity with a thìn copper lined on the inside surface ofthe cavity. 
Beam losses higher than 10-4 for 100 mA beam wiJl not prohibit manual 

maintenance owìng to the neutron ab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phite, 
according to the caJculation of ITEP. To increase the reIiabiJìty, a series of 
single gap resonators are connected together, with a solid RF power source 
for each resonator. Due to the independence between each cavity, even 
several successive cavities fault, the beam can stiJl be norrnaJIy delivered to 
the target. And the use of solid RF source raises the reliability greatly because 
abrupt failure does not likely happen. Of course, some issu巳s need further 
s阳dy， for exampl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graphite and the copper, the 
strength of the graphite under high vacuum pressure and the therrnal 
conductivity of the graphite. In addìtion, the price per watt of the solid RF 
source is several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klystron. 

Simultaneous acceleration! l7] of W and 町， instead of funnel of two H+ 

beams, is also a solution for reducing the beam space charge effect, which 
induces beam 10sses. H- and H+ beams 丘om two ion sources are merged in a 

combining magnet. Then space charge is neutralized unti1 the two beams are 
longitudinal1y separated in the gentle bunching process in an RFQ. Sìnce then, 
the two beams wì11 be acce1erated at their adequate phases 180 0 apart. It 
keeps the average current no change, but reduces the bunch charge ha1f. And 
the two beams can be injected onto the target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which brings the benefit for more uniforrn power density on the target. 

3 SUGGESTION FOR R&D OF HIGH POWER ACCELERA TOR 

We have already had some experiences in proton Iinac. Tens mA high 
brightness ion sources was deve10ped at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and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has built a sp1it spira1 RFQ for 
heavy ions[l 81. And a four-rod RFQ for proton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at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IHEP has also built a 35 MeV DTL with 
peak current up to 65 mA, but at low duty factor[l91. On this basi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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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for us to do R&D on high average power linac. 
A multistage development suggestion is presented for R&D of the high 

power accelerator for NPP in our coun时y. For high current accelerator,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s the low energy section, while most expansive part is the 
high energy part. Therefore as the first stage a low energy high current 

accelerator should be developed. (1) We may not build the first low energy 
accelerator as the front end of the accelerator for a prototype subcritical 
reactor because our background in high current accelerator is not so sound. 
This first accelerator of about 150 MeV may be operated in pulse mode with 
duty factor near1y 10%. It is suggested to use this accelerator to drive an 
existing reactor for understanding of some basic mechanism of 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reactor. (2)τnen a CW higher current low energy 
accelerator may be built as the Iow energy section of the accelerator for the 
prototype subcritical reactor. (3) High energy section will be built to connect 
with the low energy section to finish an accelerator for the prototype 
subcritical reactor. 

In fact, high power accelerator has a wide application space except for 

energy field. The Iow energy high current proton acceIerator can be used for 
BNCT, PET isotope production in medical application wìth very good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or fusion material irradìation test, tens MeV high 
current proton beam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high and even neutron f1ux in a 
ve可 large volume. Above 1 Ge V intense proton beam ìs a good spallatìon 
neutron source, which has many applicatìons i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material science, molecular biology, etc. Now many accelerators for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s are proposed for constructìon in the wor1d. So it is 
recommended to make use of the accelerators built in mìddle stages of the 
R&D for nuc1ear energy production to some other application fields 

mentioned above,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investment risk and to gain a better 
economic benefit. 

4 CONCLUSIONS 

It has been realìzed that our count可 needs more nuclear power plants for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uture and accelerator driven subcritical reactor 

is a good option as our next generation of nuclear power. In this pap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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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ower accelerator issue is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past 
achievements and the new advances in accelerator physics and technology, it 
is found that construction of a 30 MW proton linac should have no dreadful 
difficulty, with some R&D strive in low beam losses and high reliability 
issues. Other applications of the high cuηent accelerator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íon in the plot ofthe R&D ofthe 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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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使用的高功率质子加速器

方守贤1) 傅世董事 2)

1)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39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作为一种新型核能系统，由C. Rubbia 提出的能量放大器有可能

作为中国 21 世纪上半叶新一代核电厂的首选发展方向.用于驱动这种核能

系统的加速器， 必须提供比 LAMPF 加速器还要高几十倍的束流功率。然

而，仍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其中主要是控制束流损失、提高加速效率和
加速器可靠性.此外，还有一些与高功率连续波运行相关的技术问题.该

文讨论了克服这些难题可采用的加速器设计方法，并提出了在中国开展高
功率加速器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洁净核能 能量放大器高功率质子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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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流束传输中束晕的形成

懵世年1) 方守贤 2) 关遐令1) 王生 2)

I)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2)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39 

摘要 在驱动放射性洁净核能系统的强流加速器中，绕束核外围的束

晕损失在机器壁上，会产生超标的放射性，妨碍人们对机器的手工维护.
弄清末晕形成的机制，以寻找尽量降低束损的加速器设计方法，对于建造

这样的强流加速器至关重要.近年来，对束晕问题的研究正成为加速器束

流动力学的一个热门课题，对束晕产生的机制的研究已有了一些重要的进

展.该文从束晕的实验观察、理论模型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述，然后

提出了研究周期聚焦系统中的主模等效方法，并用多粒子模拟方法研究了

横向与纵向束晕的形成.最后，讨论束晕研究中尚待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 强流加速器束晕匹配周期聚焦系统

引言

近几年来，在美国、俄国、日本、欧洲，各种强流质子加速器方案纷

纷提出[l~31，作为次临界装置的驱动器将被用于擅变核废物(ATW)、生产洁

净裂变核能(EA)、转换武器怀(ABC)以及生产佩(APT)。这些新的动向己引
起我国核科学家们的关注，井已开展这方面的跟踪研究[4-6] 。 这些加速器

平均流强高达 10.......250 mA.能量在 0.8- 1.6 GeY，这意味这些加速器的柬

功率比目前世界上最高功率水平的 LAMPF 还高两个数量级。因而，必然会

有许多新的困难有待克服，其中之一最主要的问题来自对低束损的苛刻要

求。根据 LAMPF 二十多年的运行经验进行外推， 新方案中的加速器的柬
损率必须低于 IO-~"""' 1O-8闹。这无疑是对加速器技术的一个新挑战，无论从

加速器物理和技术，都需要对柬晕问题进行研究。

在强流束中，高密度束核的外围弥散有少量粒子，这称为柬晕。这些

粒子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一般约为百分之几，但它们最容易损失在器壁上，

足以产生超标的放射性剂量，损坏某些元件和妨碍人们对机器的手工维护。

强流情况下束晕的出现和低束损的要求，使以前加速器设计中普遍采

用的均方根值标准不再可靠，它不能保证束流损失率低到所要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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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强流加速器，必须考虑包含了柬晕在内的整个尺寸，使它小于加

速器管壁。因此，人们需要知道束晕产生的机制和大小，探索尽量避免束

晕和减少柬损的设计方法。下面几个问题正是有必要弄清的 z 在束核边缘

附近的粒子是怎样获得足够多的能量离束核而去成为束晕的?束晕的扩展

是无限的，还是有最终平衡态?如果在加速器某处将其去掉，它是否还会

再生，再生的速度有多快?去掉柬晕是否会破坏束核的稳定性?柬晕的产

生与机器的参数的关系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研究己有了一些认识，本文的下面各节将给予

介绍。

1 束晕的实验观察

Los Alamos 国立实验室的 LAMPF 加速器为束流损失的研究积累了宝

贵的实际经验。由于它设计于 30 多年前，机器中存在着许多不匹配的地方，

在高压预加器与 DTL 之间， DTL 与 SCL 之间，存在着几何结构、频率、

加速梯度和相位、聚焦安排等方面的跃变。实验中发现，这些地方成为束

流损失和放射性的热点。R. A. Jameson 观察到了束晕的存在，发现用准直
锥将其去掉后，束晕具有再生性Iη 。

另一个重要的实验观察是 Maryland 大学 M. Reis町等人所做的束晕

实验[8)。他们采用 44 mA, 5 keV 的低能强流电子束，使其在 36 个螺线管组

成的周期聚焦系统中传输。当电子束半径在传输系统入口与系统不匹配时，

在第七个聚焦周期处观察到了束晕的出现。到第十二个聚焦周期，即~个

电子感应加速器 (betatron) 波长处，束晕扩展得更大，然后持续到余下的

传输中。仔细分析发现，束晕包含了大约 20%的粒子。

这些实验观察表明，束流不匹配是束晕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产

生的柬晕形成过程大约为一个 betatron 波长，束晕具有最终平衡态和再生

性。 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揭示了束晕的形成机制， r面将对此进行讨论。

2 束核·试验单粒子模型

这个模型以 K-V 包络方程描述束核的集体运动，为单粒子运动提供空

间电荷作用，选取试验单粒子描述束晕的形成，它不对束核产生反作用。

Jameson , O'Connel1, Wangler , Gluckstem , Lagniel[7，川2) 等人分别以此模

型对因不匹配引起的束晕的形成进行过研究。这个模型于 1995 年又被 Qian
等人推广到非 K-V 分布的情况[1坷， 研究非均匀分布对束晕形成的贡献。

束核的 K-V 包络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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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k~R- K _毛=0 (1) 
R R J 

其中，儿为无自场波数，代表外聚焦作用 ， K 为广义导流系数，它正比于

传输流强(K=一-LThIo=4π&omc3
/ q) ， 描述空间电荷作用， ε 为束流

2Ioß'y' 

发射度。用单粒子运动方程描述束核内外的试验粒子:

f+kfrFfLr=0 
R"" 

(r<R) (2) 

r • + k~ r一主 =0 (r>R) (3) 
r 

选取少量具有不同初始条件、包括核内、核附近以及远离束核的代表性试

验粒子，跟踪它们在外场和束核空间电荷场作用下的运动，以研究束晕的

形成机制。

对均匀聚焦系统，仇为常数。当束流包结与系统匹配时，束流处于静

态 ， R=RM=常数，由式(1)得:

eR" 一三二 =0
… R: 

M 

其中 ， RM为匹配束包结半径， e =k~-丘，定义:
~ R品

(4) 

k L K 
.1 1--:-云云γ (5) kovek;RL 

为i皆下降(tune depression)，它描述空间电荷作用的大小。当 KR~ >&2 时，

束流包络主要由空间电荷作用决定(t!P space charge domínated beam) ，此

时 k/ko <ro:s ::::0.71 ，而当 KRL 〈 E2 时，为 emíttance domínated beam , 

k / ko > 0.71 。束晕是由于强空间电荷效应引起的，一般对应于 k / ko < 0.71 

的情况，因此，有时也将式(1)中的发射度项略去。

由式(4)可解得匹配束包络半径:

RM = (6) 

此时，束流中的粒子具有最小平均自由能。而当初始柬包络不匹配时，即

Rj 1= RM 时，束流处于非静态，束流包结作周期性振荡。定义失匹因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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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的初始束半径与匹配半径之比M = Ri / RM 。当失匹因子不大时，束
包络振荡波数近似为:

k_ =品。旺了 (7) 

束核密度的这种等离子体振荡，使作用在单粒子上的场随时间变化，通过

与粒子运动的参数共振，将富余的自由能传给粒子，使粒子的横向动能增

加，成为束晕粒子。

对于空间电荷控制的束流，可略去式(1)中的发射度I页，研究束流在均

匀聚焦系统中束晕的形成。当不匹配时，束核内的粒于作等离子体振荡，

在相空间中有稳定的轨道:而那些远离束核的粒子作 Betatron 振葫，在相

空间中的轨迹被限制在一个窄带里，如图 l 所示，这是一个粒子

( Xo = 2.1, x~ ::::: 0.0 )在失匹因子为1.5 时的轨迹:而那些束核附近的粒子

有不稳定的运动，具有泪沌行为，如图 2 所示，一段时间粒于作类 Betatron 运

动，一段时间作类等离子体振荡，这些粒子即是因不匹配而产生的束晕粒

子。选取十几个代表粒子，对每一个束核振荡周期在相空间中作出它们的

相点坐标，即得到 Poincare 截面图，如图 3 所示。由图可见，上面所描述

的三种运动状态。特别是可清楚地看到以两个不动点为中心的两个共振岛，

它们由粒子与束核的二分之一参数共振所产生。泪沌粒子的运动具有随机

性，但仍然被限制在共振岛的分界线与外层类椭圆(即 KAM 曲线)之间

2. 

l 主

1). .õ 

飞1)

1)且

1. 

1 

< -1 () 
X 

2 :l 

图 l 失匹因子为1.5 时，远离束核的

粒子相轨迹限制在一个窄带里

H 

X 

图 2 失匹因子为1.5. 束核附近的

粒子相轨迹具有泪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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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随着失匹因子的减少，即更接近 1 ， Poincare 图上会出现一些高阶

的共振岛。岛的分界线的交会区域是混沌区，即混沌是由共振覆盖所产生。

高阶共振岛更靠近束核，而 KAM 曲线也更紧绕柬核，所以小的失匹不会

引起明显的柬晕。当失匹因子小于 1 时，情况与大于 1 时基本一样，图 4

是 M=O.5 的 Poincare 相空间截面图，此时与 M=1.5 在束腰处的情况一样。比

较两者可见， 在柬腰处柬晕离束核的距离比在束峰处更远，束腰处更便于

去掉柬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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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失匹因子为 0.5 时的

Poincare 相空间截面图

对于周期聚焦系统，

空间周期作周期性振萄。

由于外力本身是随传输变化的，匹配时束流包络以

当真空相移吗<90'。时，束核平均半径近似为:

RM = 

其中， S 为空间周期长度，

严)'2σ; 

&2S2 KS 2 
+-.一+--.

σ: 2σJ 

σ。 =zy ~~ .' PIl (Z) 为外场下的振幅函数。
w i β。 (Z) 。

(8) 

由

于在吗，< 90。时，束流包络的振幅非常小，所引起的束核密度调制不足以使

粒子远离束核，此时在 Poincare 图上核外粒子都作稳定的 Betatron 运动，

没有混沌出现.随着町的增大，柬核振荡加强，在 Poincare 图上出现一些

共振岛和轻微泪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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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匹配时，在吗.< 90。情况下，束包络作多模准周期振荡。但随句增

加，束包络自身出现不稳定性(14) 图 5 是0'0=115。时的束包络 Poincare 相

空间截面图。可见柬包络与聚焦周期发生了参数共振，出现了一些共振岛

和其间的混吨区。

由于与周期聚焦系统不匹配时，柬核密度振荡不具有周期性，故不能

通过相空间 Poincare 图来研究粒子的共振和混沌问题。但我们采用实空间

Poincare 截面图来观察柬晕的形成，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图 6 是吨.=11 夕，

M=1.5 时的实空间 Poincare 截面图。同时，我们还采用这个方法研究了有
加速情况下，周期聚焦系统中柬晕的形成[15] 。

7 

正。。

-7 
。 6 9 

图 5 0'0=115。时束包络的相空间 Poincare 截面图

4.000 

2.000 

气 0.000 §参
-2.000 

-4.000 
":4.0 -2.0 0.0 2.0 1. () 

x 

图 6 0'0=1150, M=1.5 时的实空间 Poincare 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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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模等效法是研究周期系统中不匹配时的束晕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束

包络的振荡模式虽然很多，但在同< 900 时可以分解出主模，它对束流密度

的调制贡献最大，因而对柬晕的产生起主要作用。可将主模等效为在均匀

聚焦系统中，具有相同波数、振幅的束包络振荡。根据主模的波数，由式(7)

可算出等效均匀聚焦系统的 ko ， 考虑到式(7)是在小失匹因子下的近似表达

式，可由它给出 ko 的初值，再用程序根据主模波数寻找更准确的 h 值。

这样得到的均匀聚焦系统中束流的包络便与原来的周期聚焦系统中包络主

模基本一样。此时我们就可用相空间 Poincare 截面方法来研究周期聚焦系

统中束晕的泪沌行为。

为了考察这个方法的准确性，我们计算了一个由螺线管组成的周期聚

焦系统，其 ko=J ， 螺线管长度与周期长的比为 0.8/1 .3， K=lQ 分解出主模

的被数为1.1352 ， 由此算得其等效均匀聚焦系统的 ko=0.7999，等效均匀聚
焦系统中的匹配束半径由式(6)求得为 RM=1.250，而由式(8)算出的周期系统

中的匹配束半径 RM=1.256 ， 两者误差小于 0.5% 。另一个比较如图 7 所示。

因 7 采用以上的周期系统及其等效均匀系统，传输同一个粒于

(xo =O.O， x~ ::::0.2) , 在每一个失匹因子 M 下取出一百多个周期中 x' 绝对

值的最大值。由图 7 看出，粒子的问在某个 M 值突然增大，此时即是二

分之一参数共振覆盖使这束核附近的粒子远离束核相空间的结果。再加大

M 值， \x'j 只是随之逐渐增加。图 7(时， (b)中使\x'j 突然增大的 M值相差仅

为 0.05 0 这再次表明主模等效法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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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周期聚焦系统及其等效均匀聚焦系统中，

同-粒子的问随失匹因子 M的变化

(a) 为周期系统 (b) 为其等效均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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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只考虑了一维的情况。在交变周期聚焦场中，必须考虑二维实

空间中的非轴对称振荡。由于两个平面间稿合，在x或y方向的相空间中KAM

曲线不再存在， Arnol'd 扩散使两相空间相棍，出现更大片的混沌区。这即
是均温效应[16] 。

以上的束核.单粒子模型为我们认识束晕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洁的

方法和明了的图像。由它我们知道，初始在束核附近的一些粒子，可通过

与束核的参数共振，获得横向能量而远离束核，形成束晕。在这个机制中，

束核密度的大小和它在传输中受到调制的强弱是两个基本因素，它们用谐

下降 (tune depression) 和失匹因子来描述。

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了不匹配束核的振荡是持续不衰的。但实际上，

束核将通过热化进入准静态。采用 Fokker -Planck‘Poisson 方法和多粒子模
拟方法可以研究这个驰豫过程。 ←一一~二一一一一

3 用 FPP 方法研究束晕的形成过程[17，山]

该方法跟踪束流相空间分布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基本思路是，将粒子

在相空间中的分布分为粗粒化部分和局部波动两部分，以后者为粗粒化分

布函数的 Fokker甲lanck 方程的"碰撞"项，即速度空间中的动摩擦和扩散

工页，它驱动粗粒化分布函数走向热平衡态。其空间电荷的处理是自治的和

粗粒化的:由 Fokker-Planck 方程解得的粗粒化分布函数被用于求解 Poisson

方程，为 Fokker-Planck 方程提供自场力。 Fokker-Planck 方程为:

fZ+UV+f V俨-Vu.(FW)+V.. 队 (DW)] (9) 

其中:

W=W(x， u ， t) 为粗粒化分布函数，

f= 儿 +λ 为外场力与自场力之和，

(!lu) 
F=寸~ 为动摩擦矢量，

D=.!.坠坠u) 为扩散张量。
2 !lt 

自场力可通过求解光滑化的空间电荷势 φ 的 Poisson 方程获得z

V 2q; =-坐丁w由 (10) 
8 0 ~ 

式 (9) 和(1 0) 构成自洽方程组，但求解它们需要预先知道 F 和 D。它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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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 x. u. t 的函数。认为束中温度分布均匀，可采用布朗运动模型，则它

们都只是时间 t 的函数。
对不匹配束流尺， 其中每个粒子平均具有的富余自由能为 2

M = j mmm叨?严阳ν州4创u 2 、
.
J

l ta 
r
a
-
-、

其中 h 为自由能参数:

h=另(芸十二(l-44)+(1 一ι)ln子
且，、o ‘ M 且‘o '&"M 

通过局部不稳定性或非线性过程，束流在驰豫中将这富余的自由能转化为

热能，一部分成为束核的发射度增长，另一部分结束核边缘的粒子，使其

横向振幅增大，形成束晕，最终束流处于准静态。这个时间过程由驰豫率

决定，它与谐下降和失匹因子相关。对空间电荷控制的束流，在均匀聚焦

系统中，按不同失匹率，驰豫时间为几个到十几个束核振荡周期。 求解 FPP

方程表明，不缸配束在驰豫过程中振荡衰减，同时柬半径和发射度都增大，
直至达准稳态。

4 束晕的多粒子模拟研究

(1 2) 

实际加速器中，由于采用交变聚焦和 RF 加速场的存在，通过空间电荷

效应，使得两个横向之间、横向与纵向之间，产生糯合。因此，问题变得

十分复杂，无法用上节中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但多粒子模拟是一个可行的

办法。在这一节，针对丑IF 中的 DTL 加速器的实际结构，用 PARMILA 程

序[19]来研究不匹配引起的发射度增长和束晕的形成。模拟中采用了 1 万个

粒子。

这个研究假定输入到 DTL 中的束流不匹配，来考察束流在 DTL 中的

传输情况。 DTL 是按均温条件设计好了的，这里不再细述 DTL 加速器的设

计本身。

由 TRACE3-D[坷，可以计算出 DTL 的匹配接受度椭圆。当输入 DTL

的束流与该接受度椭圆在六维相空间中完全匹配时. DTL 中的束流包络振

荡很小，没有明显的束晕出现，如图 8 所示。 RMS 发射度的增长在横向儿

乎为零(小于 0.4%)，而在轴向也恨小，仅为 2%，如图 9 所示。在该圈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 x 与 y 方向，发射度的变化是互补的，这说明四维横

向发射度始终基本保持为常数，并且这两个方向有较强的精合。但横向与

轴向是基本解稿的。这证实了该设计的均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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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束流在 x 方向不匹配，其失配因子 Mx=1.3 6 时，我们可以清楚地观

察到柬晕的形成，如图 10 所示，束流发射度也有明显地增长。同样，在纵

向也会由于不匹配产生柬晕一一即长的脉冲拖尾。比如当 Mz =1.35 时，在

纵向相图上会出现一个纤维化的 "s" 形束流相空间，如图 11 所示。这是

由于不匹配引起纵向包络振蔼而产生的，在图 12 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包

绵的振葫，它同样也引起纵向发射度的明显增长( 8&;" = 11.4% )。

.5口口

-.2饲

.250 

。-

.25口 .50。
:111∞d- 10000 

图 8 PARMILA 模拟 DTL 加速器中的匹配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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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9 匹配时 DTL 中 RMS 发射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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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O. .250 .500 
咽∞óo 10000 

图 10 当失配因子屹=1.36 时， DTL 中的横向束晕

40.0 

固 11 当失配因子屹=1.35 时， DTL 中纵向束流相固的纤维化

固 12 当失配因子 Mz= 1.35 时， DTL 中纵向包络出现大的振荡

DTL 从 cel1=O开始， cel1<O 是 MEBT。



11. 加速器 119 

5 讨论

对柬晕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但在目前，它依然是束流

动力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因为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一方面理论研究需

要扩大研究范围和提出新的思路，另一方面，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在

理论上，还需要研究非 K-V 分布束流的问题、交变梯度聚焦系统中的不匹

配柬问题、纵向对横向的藕合问题，包括纵向加速、散焦、以及相振荡对

横向的影响、还有纵向本身的束晕问题等等。除了新的研究方面，还有一

些物理问题有待回答:在多模振荡下，自极限还存在吗?柬晕粒子有最大

振幅吗?热化过程中，有多少富余自由能贡献给了发射度的增长，多少贡

献给了束晕粒子?均温效应发生的温差阑值是多少?均温过程的时间尺度

是多少?均温破坏 KAM 面后，柬晕还有限吗?等等。在多粒子数值模拟中，

如何避免数值噪声对柬晕研究的影响?最终，要对尽量避免柬晕的产生和

消除束晕的方法提出建议，要对实际工程中加速器的孔径因子、失匹限度、

准直公差等提出要求，井对束流损失作出比较准确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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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Formation in the Transport of Intense Beam 
FU Shinian l ) FANG Shouxian2) GUAN Xialing l ) WANG Sheng2) 

1)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2) Institute ofHigh Energy Physics, Beijing 

Abstract: In the intense-beam accelerator used to drive a radioactive c1ean 

nuclear power system, halo particles are most likely lost on the machine wall, 

resulting in a strong radioactivity, which may exclude the manual maintenance to 

the machine. To build such an accelerator,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halo 

fonnation mechanism and hence to find out a right design method of the 

accelerator wìth a beam loss as low as possible. RecentIy, the study on beam halo 

becomes a focus in beam dynamics and some important programs have been made 

in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halo fonnation. In this pap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experimental stud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methods ìn beam 

halo research is made. Then, a new method, equivaIent fundamental-mode method, 

is proposed to study the halo forrnation due to mismatch in a periodical focusing 

channel. Multiparticle simulations are presented to study the halo forrnation in 

both transversal and longitudinal directions in a real accelerator. FinaIly, a 

discussion about some further study issues on beam halo is presented. 

Key words: Intense-beam accelerator, Beam halo, Match, 

Periodical focusing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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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场中强束流的特性研究*

欧阳华甫 郁庆长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39 

摘 要 用薄透镜近似空间电荷相互作用的方法研究了强束流在周期场

中的传输特性。通过计算可以说明束晕的形成.同时，也为研究比 K-V 分

布更为复杂、真实的束流分布的传输特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

关键词 束晕束流动力学混沌 K-V 分布钟形分布

引言

强流、高能质子直线加速器(束流功率比现有加速器束流功率最高水平

(约 1 MW)大几十甚至上百倍)因其潜在的用途如核废物的处理、佩的生产、

坏的嬉变以及作为生产洁净核能的驱动装置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1]。在这

类加速器的设计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束流的损失，因为束流损失会在

加速器的高能段引起加速器的辐射激活而降低加速器元件的寿命，妨碍加

速器的即时人工维修。研究表明，在这类加速器的高能段，要进行加速器

的即时人工维修(关机 1 ，-..... 2 h 后)其束流损失率应小于 1 川剧。束流损失因

束晕的形成和发展而大大加强。束晕是存在于柬核外面的，半径比束核大

得多的一个低密度束圃，因而非常容易损失。另外，用刮束器刮掉后，又

有粒子从束核出来形成新的束晕粒子。因此，对束晕形成机制的研究以及

如何有效地控制束晕成为当前研制这类加速器的一个重要课题。理论和实

验研究表明形成束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束流与加速器的不匹配[2-付。

在研究束晕形成机制时，一个普遍用到的模型是粒子·束核模型(5-9] 。

该模型把束流分为束核粒子和束晕粒子两部分。束核作振葫运动井且其运

动满足均方根包络方程。作振荡运动的原因，对均匀外场中的束流可以是

由于初始时束流的径向不匹配，而对 FODO 周期结构中传输的束流即便是

初始时匹配束核也是振荡的。束晕粒子与束核相互作用。当束核粒于的分

布为 K-V 分布时间，核外粒子穿过束核所感受到的力是不同的。当粒子在

束核内时，粒子受到的空间电荷力为线性，而当粒子在束核外时，粒子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122 11. 加速器

到的空间电荷力为非线性。该模型不但可以说明柬晕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还可以定量地算出束流在各种不匹配程度情况下时束晕粒子的最大半径

(11)。且所得到的结果与 P成M江A 模拟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目前，利用

该模型对束晕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先写出束核与束晕粒子的动力学方程，然

后用数值或解析的方法求解束晕粒子的运动。上述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当束核粒子的分布为非 K-V 分布或高斯分布的其它更为实际、更为复杂的

分布时，很难得到束晕粒子的动力学方程。本文用薄透镜近似空间电荷的

相互作用，用传输矩阵代替束核和束晕粒子的动力学方程的方法研究束晕

粒子的运动。该方法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可以用来研究束流为更加实际、

复杂的分布时束流的传输特性。同时，它也为研究柬晕提供了一条新的途

径。

l 计算方法

为简单起见，假定外场和束流是周期性的井旋转对称。取束流传输的

方向与 z轴方向一致，相邻束峰之间的输运线为一个周期 L。也就是说，如

果假定束流的半径为 R ， 那么，在 z=O 或 z=L 时， R=Rmaxl z=Ll2 时，

R=Rmino 这里 Rmax和 Rmin分别是束流的最大、最小半径。定义
ρ = Rmax 1 Rmin , R. =再平瓦n ， β = R. 1 s (1) 

这里 ε 是束流发射度， ρ 和 β 是电流强度 I 的函数。记 1=0时 ρ 和 β 的值

为 ρ。和 β。，井假定ρ=ρ。。粒子的运动轨迹可以用以下矢量描述

(:. ) 
这里 r代表横向位移( x 或 y) ， r'=dr/dz 。外场的作用可以传输矩阵的形

式来体现。前半周期和后半周期的传输矩阵Mpo ' MLO 分别是(1 2)

Mjp-l 叫的 12) βo sin(的 12) ì 
FO -l-βJI 叫μ。 12) ρω(μ。 12) J 

M.n = ( pcos(的 12) βo sin(的 12) 1 
ω-l- ßö l sin(,uo 12) P -1 cos(的 12) ) 

这里的是1=0时每周期的相移。

(2) 

把一系列薄透镜安放在束流的每个束腰处来近似空间电荷之间的相互

作用。当粒子通过薄透镜时，粒子受透镜的作用 r' 将增加 !::.r' ，即

r'• r' +!::.r' 。当束核为 K-V 分布时，在 z=O或 z=L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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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z=L/2 处，

I gr gr 

Ar'=~ 石=页'
Ig 

I g,o" .--
Ar, =J ß& ' - , -、

Ig .-
Ir 

如果|巾 R.JP

如果lrI > R.JP 

如果1rI~年
飞Jρ

如果1rI>车
、i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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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 g 是一个和广义导流系数有关的常数。另一方面，如果考虑空间电荷

相互作用力，那么前半周期的传输矩阵可以写成

{ρ-1 cOs(μ/2)βsin(μ/2) ì 
F =l~β-1 sÎn(μ 12) pc呻/-;) J (4) 

这里μ 是考虑空间电荷相互作用力时束核内的粒子每周期的相移。显然，

MF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1 0) (1 0) 

MF =1旦 lIMFol_g_ 1 1 (5) 
~2βt: ) ，， 2βερj 

从公式(4)和(5)可以得到

和

1μ1μ0 ，. gβaμ。-=- cos(一) == ":"'cos(一) + ~:u sin(一月
ρ2ρ2' 2βt:p '2 

h哈
让G==单，那么可得

IJ& 

G == 2 I cos(~)-cos(年) I 
叫令)L 1. 2 J 

sin(年)
β=β。一--~-

si吗)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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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后半周期的传输矩阵ML 。

为了把变量 r和 r' 转换成无量纲变量，对 r和 r' 作以下变换

X=-. V=-VnUn R. . - R.' V' V 

II. 加速器

这样，在不考虑空间电荷相互作用时，变量 x， y 的前半周期和后半周期的

传输矩阵分别为

M~n =f p-I 叫的 /2) μJI 叫的 /2) ) 
FO -l -μ。刚μ。 /2)ρcos(，uO / 2) ) 

M! 一 (ρcos(的 /2) 町1 C叫的/川
LO -l-μ。叫μ。 /2)ρ-1 co巾。 /2) ) 

同时， 由于受薄透镜的作用，在 z=O 或 z=L 处，

在 z==L/2 处，

|年三， 如果Ixl~ /P
ðY = ~ ,.; 

|芋， 如果Ixl> /P

G的严，
l1y = i G.μ。

如果Ixl 三 J万

如果Ixl> /P

(8) 

(9) 

以上所得到的结果都是在束核为 K-V 分布时的情况。为引入较真实、

复杂的束流分布形式，在 z=O或 z=L 处，让

|缸(1-山， 如果Ixl 三 x ，
l1y =~ ~ρρ 

|芋， 如果Ixl >x, 

这里h= 1I 4. x , = 乒五，由 l1y 及其导数在边界x=x， 上连续的条件得到。
因此，

|但(1羊)，
l1v = ~ρ4ρ 
~ I Gμ。

x 

用相同的方法可得到在 z =Ll 2 处，

如果Ixl 三乒万

如果Ixl> 乒Z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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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μoxp(1-4)， 
..ρ 

ðv=~ 
- I Gμ。

x 

上述分布就是所谓的"钟形分布"。

2 计算结果

计算前，首先定性地分析束流粒子的运动。当束核粒子的分布为 K-V

分布时，对半径 r 至 R 的束流粒子，粒子受到来自外场的力和空间电荷力都
是线性的，其运动轨迹由传输矩阵 MF 和 ML 来描述， μ 是半径 r~R 的束

流粒子每周期的相移:对半径 r>>R的束流粒子，由于粒子受到的空间电
荷力可以忽略，其运动轨迹则由传输矩阵 MFO 和 MLO 来描述，的是半径
r>>R 的束流粒子每周期的相移。半径从r 豆 R 增加到 r>>R 的粒子，尽管

受到非线性空间电荷力的作用，但由于该力是单调减小的，所以其每周期

的相移从 μ 增加到的。如果的> 1800 ， μ< 1800 ，将发生半整数共振，这

种情况在加速器的设计中必须加以避免。如果的> 900 ， μ< 900 ，将发生

1/4 整数以及其它更高级别的整数共振，正如将在本文的计算中看到的那

样，这也会使束流不稳定。当束流分布为本文介绍的钟形分布时，由于束

流密度随 r 的增大逐渐减小，并在 r =..fiR 时为0，在相同的相移 μ ，的情

况下，束流比 K-V 分布时稳定。这与下面的计算结果是相→致的。同时，

这也与以前的文献得到的 "K-V 分布的束流比分布较为实际的束流更易于

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结论相一致[131.

当的 =60。和 μ= 400 时 ， K-V 分布和钟形分布束流的 Poincare 截面固

(粒子每经过束峰时便记录一次粒子在 (x， y) 相空间的位置)分别显示在图 l(a)

和图 1(b)中。从图 l(a)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比较大的 1/8 (μ= 450 )共振岛，同

时也能分辨出其它级别的共振岛。在图 1(b)中仅能看到 1 /7 (μ = 51.40 )共振

岛。根据上面的分析，在 1/7 共振岛的里面还应出现 1/8 共振岛，但从图 l(b)

井未看到。这可能是 1/8 共振岛太小的原因。两个圈中都未发现随机的轨迹，

不过，可以看出 K-V 分布的相图比钟形分布的相图不规整。因此，在这种
相移情况下两种分布都不会产生束晕。以上两图都是在ρ=1.44 时得到的，

ρ 为其它值时的相图与 ρ= 1.44 时的相图有相同的拓朴结构，所以在以下的

计算中保持ρ= 1 .44 不变。

如果Ixl 三5

叫>~
、
.
，
，

1 ·EA 
r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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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 100。和 μ = 700 时，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将发生 1/4 (μ= 900
) 

和 115 (μ=7r)共振。图 2(a)是 K-V 分布的 Poincare 截面图。图中的 114 共

振岛非常明显，但 1/5 共振岛因和 1/4 共振区重叠在一起而看不到。在 1/4

共振岛附近存在大片混沌区，通过混沌区束核里的粒子可以出来形成束晕

粒子，反之，束晕粒子也可以通过混沌区变为束核粒子。这就说明了为什

么柬晕粒子被刮掉后又有新的粒子出来形成束晕粒子。与 K-V 分布不同，

对钟形分布的束流，尽管在其相图 2(b)中也出现 114 共振岛，但在其周围并
没有出现混沌区。所以，对 K-V 分布，为了得到稳定的强束流，在束流强

度 1=0 时粒子在加速结构中每周期的相移的必须小于 900 。但是，对于象

钟形分布这样较为真实的其它束流分布则不必要求如此严格。
当相移的不变， μ 进一步减小时，情况基本上还是这样。图坷的是

的 = 1000 ， μ=50。时 K-V 分布的 Poincare 截面图。这时，从圈中不但可

以看到 114 共振岛，同时还可以看到 1/6 共振岛。大片混沌区出现在这两类

共振岛之间以及 114 共振岛外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束晕仍能形成。

图 3(b)是 μo == 1000 ， μ= 50。时钟形分布的 Poincare 截面图。 1/4 共振岛仍

然出现。尽管这时相轨迹不像μ= 700 时那样规整，可并没有出现混沌区，

故不形成柬晕。

3 结论

用薄透镜近似空间电荷相互作用的方法研究了周期场中强束流的传输

特性。经过计算，可以从束流在相空间的混沌行为来说明束晕形成的动力

学机制。并且从 K-V 和钟形分布的比较中得到了 K-V 分布比真实的束流分

布更容易不稳定的结论，这一结论同以往文献中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因此，

本文介绍的计算方法为研究柬晕形成的动力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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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be Bebavior of Higb Intense Beam 
in tbe Periodic Filed* 

OUY ANG Huafu YU Qing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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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havior ofhigh intense beams in the periodic filed is studied by 

using thin \ens approximation for the space-charge forces. 白le main cbaotic be

havior and ha\o formation can be shown through simp\e ca\cu\ations. Meanwhile, 

it is very easy for us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high intense beams with more com

p1icated realistic dis创butions than K-V dis回bution by this approximation, which 

is rather difficult by other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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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核能系统的 7MeV 质子 RFQ 初步物理设计

罗紫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39 

摘要 介绍了洁净核能系统的 7 MeV 质子射频四极加速器(盯Q) 初

步物理设计，讨论了这台盯Q 的设计特点，给出了它的设计方案和主要参

数.考虑了与盯Q 相关的前后匹配，提出了研制这类盯Q 的设想。

关键词 分段共振辑合盯Q 结构模式模式间隔 CCDTL

刚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 CERN 的 C.Rubbia 提出了干净核能的新概念一一能

量放大器。利用高能强流质子加速器(能量 0.8- 1.5 GeV，平均流强约 7 mA)

产生的高能质子束，打在重核上由散裂反应产生大量"外源"中子，天然

牡(232Th) 俘获中子而转变为裂变元素 233u ， 233U 裂变产生中于维持链式反

应。装置启动后，裂变元素在天然牡中的比例很快可以达到相对稳定，形

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产出。装置运行于次临界状态和相当低的中子通量

之下(约 1014 cm-2.s- l ) 以确保增擅过程的稳定持续和设备无临界危险。其

废料中的长寿命的铜系元素极少，而且不能产生出武器级的核燃料，避免

了核扩散的担忧。C. Rubbia 的干净核能新概念提出之后，引起美、日、俄、

西欧核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纷纷提出研究计划。近年来，国内科学家对此

也十分重视，也开展了相应研究。本文就我们研究提出的洁净核能系统的

直线加速器方案的 7MeV 质子盯Q 初步物理设计作一介绍。

1 RFQ 设计目标

自 1979 年世界上第一台盯Q 出束至今，国际上盯Q 的研究、设计、

建造和应用得到了广泛和迅速的发展。目前，国外洁净核能系统质子直线
加速器方案，都用盯Q 作为低能加速部分[1-匀。 RFQ 的出口能量范围为 2-

7 MeV. 频率范围为 150-350 MHzo 

图 1 和图 2 是我们的洁净核能系统直线加速器总体布局的两种初步方

案[6]。我们的洁净核能系统质子直线加速器总体方案对盯Q 提出的设计目

标是:出口流强 20-30 mA (连续) ，出口能量约 7 MeV，束流传输效率

约 90%，工作频率为 350 MH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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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lGeV. 700 MHz 

CCL 或超导结构

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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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keV 7 MeV. 350 MHz 

图 2

2 RFQ 设计考虑

2.1 出口能量 Wr
在目前我们正考虑的该类直线加速器总体布局的两种初步方案(见图 l

和图 2) 中， RFQ 后紧接的加速结构为 700MHz 的 2DT-CCDTL (见图 3)

或 350MHz 的 DTL (见图的。

Z 轴

图 3 2DT一CCDTL 加速腔示意图

当质子能量 7 MeV (700 MHz) 时，

对)恒的 Lca 约 13 cm. LD 约 3cm

(漂移管内设冷却装置)

L" 

Z 

iz L .~ρ-1 
图 4 DTL :h日速单元示意图

当质子能量约为 7 MeV (350 MHz) 时，

对应的 L∞约 10.4 cm • LD 约 7cm

(漂移管内装水冷四极聚焦磁铁)

考虑到粒子相对速度 β = ~W2 +2Wmoc2 / (W + moc2) 

凛移管长度 LD ∞ βA 



II. 加速器 133 

磁聚焦力 F 使 β.H极尖 /r极尖外切圆半径

为了减小盯Q 后接加速结构的制造困难，漂移管不宜太短(因内设冷

却水管等)同时为了减小聚焦四极电磁铁的磁场要求(因聚焦力与粒子

速度和磁场成正比) ，盯Q 出口能量不宜太低。选取出口能量约为 7 MeY 
是适宜的。表 I 列出质子能量为 7 MeY 时对应的两种结构的漂移管的长度

及聚焦磁铁参数。

表 1 两种加速结构对应的漂移管和黯焦磁铁参鼓

质子能量 漂移管长度聚焦磁铁长度 磁场梯度
加速结构类型 聚焦结构类型磁铁位置

MeV cm cm T/m 

2DT-CCDTL 8ßλ 
7.0 臼3.0 句2.6 自 130.0 腔外

(700MHz) FODO 

DTL 4ß.λ 
7.0 句7.0 坦5.2 句 33.0 漂移管内

(350MHz) FODO 

2.2 结构类型

出口能量高达约 7MeY 的 RFQ，其对应的长度为 8'"'-'9m，约为工作在

350 MHz 时的 10λ(λ 为自由波长) ，远远大于通常四翼型盯Q 结构长度

要求小于 2λ 。如不采取措施，将由于盯Q 太长，导致模式间隔太小，而

无法稳定工作。

解决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将长腔盯Q 分成若干个独立的短盯Q 腔串

起来工作，但相邻腔与腔之间频率、相位、场幅度控制以及束流匹配等问

题相当复杂:第二种是采用长腔分段共振稿合结构盯Q (如图 5 所示) , 

它是 LANL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共振藕合结构的特点:

(})单个腔体。

(2)多段电极共振藕合(电极间隙，每段电极端部削去的形状与大小，

藕合板大小均对共振藕合作用有影响〉。

(3)模式间隔大，工作模式的横向电场分布及纵向电场分布都好。

(4) 抗扰动能力强。

为了说明共振糯合的作用，这里列举出一些实验[7-9]和计算结果(见图 6'"'-'9

及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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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藕舍饭

固 5 四段共振祸合 RFQ 结构示意图

一牛-Quad

-嘈-1-3dipole

--曲-…2-1 dipole 
--申-8m 向

一+--8m 向

2 3 4 5 6 
Mode number 

图 6 4m 长不分段盯Q模型模式分布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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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 
-嘈--l~:\ dipole 

--一二~1 dipole 

--仲-一 l~:l dipole 
-嘈-~~4 dipole 

---8 m R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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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shift per segment(units of π) 

31fj • 

4m 长分二段共振祸合盯Q 模型色散曲线测量结果图 7

长 RFQ 分段与不分段模式间隔比较

四极模工作频率与最近的四极模式间隔

MHz 

与最近二极模式间隔

表2

MHz MHz 
RFQ 类型

+5.0. -4.0 +2.1 348 不分段

分二段稿合
4m长 RFQ

宗旨(士 8.0 ) 

+0.5 

句(:t8.0)

:t6.4 

士4.4 5

+0.5 

士2.2

348 

348 

348 

不分段

分四段稿合

不分段

8m 长 RFQ

428 2.2m 长 RFQ"

"这是原 ssc 的 2.2m 长 RFQ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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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4m 长不分段时 RFQ 电场沿轴向分布(扰动量 25 kHz) 
扰动引起的场分布最大变化约士(2-3)% ;扰动影响整个电极轴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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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4m 长分二段共振稿合 RFQ 电场沿轴向分布(扰动量为 100 kHz) 
扰动引起的场分布是大变化约士(4-6)%; 扰动影响主要在扰动体所在电极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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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中可见， 8m 长的 RFQ 分四段藕合后，工作模频率与最近二极

模频率间隔为士 8 MHz，比 2.2 m 盯Q 不分段的:t 6.4 MHz 还大，这也就意
味着 8m 长分段辑合 RFQ 的工作稳定性和场分布均匀性以及抗干扰能力比

2.2m 长不分段的 RFQ 还好。

由于分段共振辑合盯Q 结构有上述特点，我们准备选用这一结构。

2.3 注入能量 ~IIOI

注入能量大小直接影响 RFQ 能加速到最终的流强、束流传输效率及发

射度增长。一般说来，束流强度越大，所需的注入能量越高，其对应的束

流相振荡绝热加速阻尼作用和聚柬作用越弱。故所需的整形聚束段的长度

越长， RFQ 的总长度越长，对应的腔体和电极的长度也越长，所需的高频

功率也越多。
束流相振荡振幅 Aψm 随衔的变化，满足关系式:

Aψm ∞ (ßr)-3J4 

对于注入流强为 20~30 mA的 RFQ，选择 Wj =35~50 keV 是合适的。
为了更好地克服低能下的空间电荷效应 ， Wi 还应尽可能的高，故最终选定
职为 50 keV. 50 keV 的电源设备既易于制造，且运行可靠。

2.4 电极表面最大场强 EmHIIOl

为保证 RFQ 长久运行可靠，又想尽可能缩短盯Q 长度，选择合适的 Esmax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选用 Esmax = 32 MV/m，它小于1.8 EPlJ 

2.5 盯Q入口发射度

表 3 列出日本及美国方案盯Q 入口发射度参数供参考。

表 3 RFQ 入口束流参数

注入能量 流强 横向发射度 ET. N rms 横向发射度 ET. N• nns
方案类别 一一一一- 工作比

keV mA 1t'mm'mrad 1t 'mm'mrad 

(98%束流) RFQ 入口 IS lllll 
日本 100 1\0 \0% 

RFQ 入口 0.85 。 123 。.083

美国 75 110 \00%或脉冲 0.2 

中国 50 30 \00% (90%束流) 0.68 (90%束流) 0.165 。 165

参照日本和美国方案，并考虑到我们方案流强较弱(仅 20~30 mA) , 

选取 90%束流鸟，N， nns = 0.165π'mm'mrado 
2.6 设计极限流强 11Im1! II2J 

我们对 Wj = 35 keV 和 50 keV 情况下 RFQ 方案作了设计计算，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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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极限流强 llimit 为 100 mA，远大于设计额定的工作束流 20~30 mA。这

对于实际达到这一束流有足够余地。

3 盯Q 物理设计初步方案

我们设计的洁净核能系统质子直线加速器的盯Q 由四段组成[12 一 l3]，即

开头径向匹配段 (RMS) 、束团成形段 (SHS) 、↑曼聚束段 (GBS) 和加

速段 (ACS) 。各段的主要参量列于表 4。

表 4 盯Q 各区段的参量

段名
参量

RMS SHS GBS ACS 

轴上位置/cm 。~1.768 1.768~36.881 36.881 ~ 105.296 105.296~36.965 

单元序号 1~4 5~82 83~177 178~380 

调制参量 m I~I 1.00 13 ~ 1.0942 1.0944~ 1.860 1.860 

聚焦参量 B 0.6~5.15 5.15 5.15 5.15 

同步相位吼叫。) -90~-90 90~-77.80 -77.6~-30 30 

轴上平均电场
。~O

ErJ MV.m寸
0.007 ~0.542 0 .545~3.012 2.955~0.904 

质子能量阳MeV 0.05~0.050 0.050~0.059 0.059~0.497 0.497~6.802 

一

1 1 ; 
:\.0+ 甘()斗1. ( m 

l t 
。。 ~ b H 

Z/m 

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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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盯Q 初步方案计算结果

注入能量 W;I keV 

出口能量 WIMeV

同步相位伊\IC 1 
聚焦参量 B

调制参量 m

特征半径 r.J cm

极间电压 VlkV

参量

最大极表面电场 Esmax.1 MV'm- 1 

出口单元平均电场 Eo/MV.m- 1

束流rjJ率IkW

工作流强I mA

极限流强 T1i../mA
径向匹配单元数 Nr..m

总单元数 NTo
电极总长度 L"Jcm
束流传输效率'1 1 %

腔耗旦旦旦旦生W
入口 ET.N / π'mm.mrad

横向 出口 ET.NI πmm'mrad
发射
度 出入口发射度比 ET.N./lh.N.1

入 II ET.N川.，~町~(90% 
束流)

纵向

出口 ET.N.f.r.m咽酣，，1 1πt'mm'mrad

出入口发射度比 ET_N r.rmJ E T.N irms 

出口能散ð. W~9仍也束流)1 keV 

出口相散 A 衔。0%束流l !C 1 

参数值

50 

6.B02 

-90--30 

0.6-5.15 

1- 1.860 

0.359 

B4.7 

32 

0.904 

203 

30 

100 

4 

380 

836.965 

95.8 

740 
0.68 

0.860 

1.265 

0.165 

0.196 

1.1 88 

土 30.1

士 20.2

139 

图 10 及表 5 给出 RFQ 设计的初步方案参数，这个方案的特点是

以低 (50 keV) ，吭高(约 7 MeV) , LT长(约 8.4 m) ，其中加速段占

近 7.3m ， η 高(约 96%) , ßET .N ( 约 27%) , Ll ETN.rms (约 19%) 。

4 IS一盯Q 匹配段设计

离子源与盯Q 之间的束流匹配段总长大约 67 cm , 采用二个螺旋管线

圈作匹配元件，其磁场强度小于 1 T，有效长度为 12 cmo 在 O 和 30 mA情

况下， IS-RFQ 匹配磁场分别为 HS1(0.58 和 0.74 T)和 HS2 (0.760 和 0.782 T) 。

束流包络见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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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小管A拼

2.25 
2.0 EU 30 mA 

、1.0

。 13 19 25 36 47 53 59 67 

Z 1 cm 

图 11 15一盯Q 匹配束流横向包络

5 RFQ-CCDTL 及 RFQ一DTL 匹配

目前对紧接盯Q 出口采用的加速结构，初步考虑有两种方案，即采

用 CCDTL (700 MHz) 或 DTL 050MHz) 。我们对 RFQ-CCDTL 和 RFQ

-DTL 匹配均作了初步设计。

S. 1 RFQ (JSO MHz) -CCDTL (700 MHz) ~配

参数选择原则为:

(1) 盯Q 出口与 CCTDL 入口的铀上平均电场与搜越因子乘积 EoT 相

等[11].这是为了参数尽可能平滑过墟，参见表 60 ) 

表 6 RFQ 出口与 CCDTL 入口不同要求下的一些参搬

要求类别
轴上平均电场 轴上平均电场

LI f...rJ LI;. CCOTI. Ac 盯rJAc.CCOTI.Ef.RfrJ MV.m-' E;.cCOTI./MV.m- ' 

ET 相同 0.904 0.932(适中) 0.289 (差别大) 1.733 (适中)

ETcos 轨相同 0.904 1.614 (大些) 0.169(差别更大) 1.00 (适中)

(ETsin 供 )1λ相同 0.904 0269(太小) 1.00 6.00 (差别大)

注 ASE4半生高频散焦参数 A， = ETcos IP.' IP..RF川←30飞伊'S.CCDTL入 u = -600
0 

moc'ß'r' ..t 

(2) 伊 S.盯Q 出口 =-30. ，伊 S.CCDTL 入口 =-60. ， (因为 f 增了一倍)。

(3) 不另加匹配 Q 铁，而用 CCDTL 系统 Q 铁调横向匹配(用 8βλ 的

FODO) 。

(4) 不另加聚柬腔，而用 CCDTL 头 2~3 个腔调纵向匹配，起聚柬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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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果:多粒子束流动力学模拟表明，从盯Q 出来 30 mA束流 100%

通过C7~14 MeV) CCDTL 加速段(见图 12) 。

j /一 /卢 以川

iv:jc::=-<>~巧~了\/气

ZNO (βλ) 

图 12 CCDTL C7~14 MeV) 30 mA束流横向包络图之二

5.2 RFQ (350 MHz) -DTL (350 MHz) 匹配

参数选择原则:

(1) RFQ 出口与 DTL 入口 ET相等(见表 7) 。

(2) 伊s 盯Q出口= -300 ，伊s.DTL入口= -400 (因为不另加聚柬腔)。

(3) 不另加匹配 Q 铁，而用 DTL 的前 5 个 Q 铁调横向匹配 (4βλFODO ，

因为比 CCDTL 的f小一倍)。

(4) 不另加聚柬腔调纵向匹配。

表 7 盯Q 出口与 DTL 入口在三种要求情况下的一些参数

要求类别 Er.RFc/MY.m- t E;md MV.m-t Ll R旷 Ll DTl AC.R旷'AC.DTl 评价

ET 相同 0.904 0.9289 (适中〉 0.778 1.1 30 
三种情况

ETcos 伊s 相同 0.904 1.0496 (适中〉 0.688 1.00 参数相差
不大

(ETsin 伊" )1λ相同 0.904 0.7225 1.00 1.455 

初步结果:多粒子束流动力学模拟也表明， 从 RFQ 出来 30 mA 束流

100%可以顺利通过 7~20MeVDTL 加速段(见图 13 )。

ZNO (βλ) 

图\3 DTL (7~20 MeV) 30 mA 束流横向包络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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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如果在 RFQ 与 DTL 之间另加→段匹配系统 (4 个 Q 铁， 2 

个聚束腔) ，可以更好地实现盯Q 与 DTL 之间的 6 维相宁主间的匹配，以
便进入 DTL 的束流包络更均匀，使束流传输效率 η进-步提高。

6 研制设想

长腔分段共振鹊合四翼型盯Q 结构是解决长腔不分段 RFQ 模式间隔

过小的一种好办法，是将盯Q 加速器加长、输出能量提高的-种好途径。

北京大学和中科院高能所在盯Q 方面都进行过很好的研究，做过许多工作，
并先后建造了相应的盯Q 装置[14. 1匀。但是，它们的结构形式、输出能量、

工作频率等要求与现在所选的长腔分段共振藕合四翼型盯Q 都有较大的差

别，因此开展长腔分段共振藕合四翼盯Q 结构研制非常必要。研制工作设

想如下:

(1)盯Q 出口束流特性研究

盯Q 束流特性与盯Q 的各种参数密切相关，终端单元及其附近单元情

况，包括电极形状，长短，孔径，调制参数 m ， 聚焦参数 B 等，对盯Q 出

口束流发射度形状和大小有着重大影响。它将直接影响与后接加速结构的

匹配，进行 RFQ 出口束流的特性研究，有利于解决有关的束流匹配问题，

减少 halo 束晕出现。

(2)分段共振稿合盯Q 结构的理论研究

可利用 MAFIA 程序计算，弄清共振藕合结构各种几何参数对结构高频

参数(模式分布， 场分布 ， Q 值等)的影响，找出其最佳结构参数。

(3)建立共振藕合结构的模型装置

这是在上述 MAFIA 计算基础上，并考虑到今后 CW 工作状态下的许多

工程实际问题，提出建造模型装置目的要求后，再做模型，开展模型实验

研究。模型建造要求: (a) 能对分段共振藕合原理结构验证，进行特性测试。

(b) 尽量省钱，分段进行，减少制造难度。 (c) 实用，如能作为今后正式

RFQ 的一段或单独可作它用， 如 BNCT (约 2.5 MeV) 。

鉴于国内已经有盯Q 研制基础，我们深信再经过国内各单位的共同努

力，长腔共振藕合盯Q 一定会研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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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Physical Design of 7 MeV Proton RFQ 
for the Accelerator Driven-energy System 

LUOZihua 

Institute ofHigh Energy Physics of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The preliminary physical design of 7 MeV proton RFQ for the ADS 

(Accelerator Driven-energy System) is briefly described. The design features and 

the basic parameters and the design version of the RFQ are discussed. The matches 

between IS and RFQ and between RFQ and CCDTUDTL are also discussed. The 

ideas of research for the RFQ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segmented resonantly coupled RFQ , mode, mode space, CCD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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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直线加速器设计研究*

郁庆长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39 

11. 加速器

摘要 当前质子直线加速器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是强流质子直线

加速器和小型质子直线加速器，前者主要用于核能领域，后者主要用

于质子治疗。两类加速器有着共同的特点(1)采用一些新型加速结

构，它们是传统结构的组合和发展 (2 )加速小发射度的质子束(3)

加速器应有高度的可靠性。但前者的建造难度远大于后者，它还要求

具有很低的束流损失率和尽可能高的能量利用效率@该文研究了两类
加速器设计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设计方案.

关键词 质子直线加速器强流加速器小型加速器加速结构

l 质子直线加速器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

直线加速器是粒子加速器家庭的重要成员。它的优点是束流强度高:

粒于注入和引出容易:可以分期分段建造，逐步提高最终能量。电子直线

加速器除了用于科学研究外，还在工业、医疗等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与

其相比，质于直线加速器由于价格较贵，它的应用受到限制。近年来由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质子直线加速器的兴趣日益增加，特别是对强流

质于直线加速器和小型质子直线加速器。这也是质子直线加速器发展的两

个重要万向。

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按其束流时间结构可分为连续束和脉冲束两类。

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主要用于核能领域，如擅变核废料、增殖核燃

料、提供洁净核能等，建造难度极大。目前，美国、西欧和日本都在对其

进行研究工作[1斗。脉冲束强流质于直线加速器主要用于高通量脉冲散裂中

于源。它是有重要价值的科学研究装置，主要利用中子散射研究凝聚态物

理。目前美国准备建造的NSNS CNational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和西欧

计划建造的ESS C 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 均属此类问。为了获得几十支

培的窄脉冲束，需要在直线加速器后设置一个积聚环(Accumulator )。从

直线加速器引出的负氢离于柬被注入积聚环，在注入时负氢离子被剥离为

·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35070)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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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直线加速器束流脉冲宽度约 1 ms. 可以注入约一千圈，然后一次引

出送到重核靶上。

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还可用于其它方面。例如利用质子束打靶时产生

的 π 介子及其衰变产物 μ 介子和中微子进行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的研究(如

中微子振荡等) .在武器研究方面也有多种用途[坷。

小型质子直线加速器主要用于质子治疗。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Hamm.

Crandall等人首先提出利用S波段直线加速器进行质子治疗的建议[6]。利用S

波段边藕合直线加速器获得毫米质子束，可以使用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现

成的高频技术，我们也对此进行了研究[7-9]。除质子治疗外，这种加速器还

可用于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研究。

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和小型质子直线加速器看起来完全相反，实际上

有着不少共同点。

(1) 两者都要采用一些新的加速结构，特别是中能区。

(2) 两者都要求加速高质量质子柬(规一化发射度0.1 ~0.2 页 mm.mrad

左右)。对于强流加速器这是为了尽量减少束流损失以避免产生较强的放

射性。而对于束流通道很细的S波段直线加速器，发射度较大的质子柬根本

不可能通过。

(3) 用于核能和医疗的加速器一旦发生故障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

它们应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利用率、可维修性和可检测性。

为了科学研究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我国需要建造脉冲柬强流质子加速

器和质子治疗加速器，并在今后条件成熟时建造洁净核能用连续束强流质

子如速器。为此，我们在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下开展了

这两类加速器的设计研究。本文讨论设计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涉及三台加

速器:洁净核能用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多用途脉冲束强流质子直

线加速器和质子治疗直线加速器。

2 加速结构、工作频率和加速电场梯度

较早建造的质子直线加速器是漂移管直线加速器DTL，它适于加速几

兆伏到几十兆伏的质子。以后出现了腔稿合直线加速器CCL和射频四极加

速器盯Q. 前者可加速 100 MeV以上的质子，后者适于加速低能质子。

RFQ-DTL-CCL构成一套从低能到高能完整的加速结构。

高频工作频率越高，加速腔径向尺寸越小。 DTL的漂移管内部要安装

磁四极透镜，结构比较复杂，尺寸很难缩小，在加速连续柬(以及占空比

较大的脉冲柬)时漂移管的冷却又相当困难，只能采用较低的工作频率。 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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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漂移管，四极透镜在加速腔外，可以采用很高频率(直到S波段)以缩

小径向尺寸。 RFQ的径向尺寸也比DTL小。因此改造加速结构的重点是在

中能区。近年来出现的新常温加速结构主要有以下三类。

(1) 短腔DTL，又称分离型DTL，简称SDTL。每个腔包含2~8个加速

隙，磁四极透镜组放在腔之间。日本、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提出过这类

加速结构，有的方案还在腔之间采用了边腔辑合或桥辑合(称为SCDTL与
BCDTL) [1 0-14] 。

(2) 这类加速结构的特性与传统DTL相似。虽然DTL腔的有效分路阻

抗随腔长度变短而减少，但由于漂移管不含透镜而外径减小， SDTL的有效

分路阻抗往往还高于传统DTL。这类结构可用于很高频率(直到S波段〉。

一般来说在20MeV以上多使用包含较多加速隙 (5个以上)的SDTL。而在20

MeV以下，考虑了空间电荷效应等问题，聚焦周期不宜过长，应使用包含

较少加速隙的SDTL。

(3) 在CCL中加上漂移管构成了腔稿合漂移管直线加速器CCDTL。这

是美国Los A1amos国家实验室提出的闷。这种结构是CCL和DTL的结合，腔

之间放置单个磁四极透镜。目前此结构的试验遇到很大困难。

(4) 将DTL的漂移管改造成射频电四极透镜，成为射频聚焦漂移管直

线加速器RFD。美国和俄国都提出过这种方案[16， 17]，它是DTL和RFQ的结

合，适用于800 MHz以下。这种加速结构在0.5~50 MeV间具有较高的有效

分路阻抗。缺点是加工较复杂，而且聚焦不可调。

三种结构的共同特点是(1)都有漂移管 (2) 漂移管内不再有磁

四极透镜。

超导腔不仅能降低功率消耗，还具有孔径大和加速梯度高的优点，有

利于减少束流损失和缩短加速器长度。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高能区

一般都使用超导腔。目前，人们也在探索中能区使用超导腔的可能性，正

在研究的spoke超导腔就很有希望[18]。我国建造这种加速器是十几年后的事。

考虑到超导腔技术的发展，应有可能在中高能区采用超导腔。

至于脉冲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和质子泊疗直线加速器，我们仍选用

常温腔。美国人过去偏爱CCDTVI5] ， 而西欧倾向采用SDTV12， 1坷。我们认为:

CCDTL既是CCL和DTL结合的产物，而CCL适用于高能区，因此CCDTL必

然在中能区偏高能一侧占上风。国外发表的计算结果己证明了这一点[口， 1坷。

我们也利用程序SUPERFISH进行了初步计算。由图 l可看出，当 β>0.33

CCDTL的有效分路阻抗ZT2高于SDTL，而当 β<0.33，带多个加速隙的SDTL

就更胜一筹。在 β<0.2时，带3个加速隙的SDTL的ZT 2也高于双穰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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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L虽然这些计算有的未考虑祸合，有的没有进行充分的优化，但己足以

说明就总体而言SDTL不逊于CCDTL。由于CCDTL结构的可行性尚有问题，

造价又高，所以决定中能区采用SDTL。考虑到在低能区SDTL聚焦周期太

长，在盯Q之后先用DTL加速再接SDTL。

11.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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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DTL 和 CCDTL 的有效分路阻抗

C (单漂移管CCDTL. 700 MHz. 漂移管内径2cm)

CL (双漂移管CCDTL. 700 MHz. 漂移管内径1 cm) 

S (6加速隙SDTL. 350 MHz. 漂移管内径2cm)

SL OIJ口速隙SDTL. 350 MHz. 漂移管内径2cm)

一般认为工作频率高可以提高效率，其实并不尽然。在束流通道直径

(即漂移管内径)一定的情况r，提高工作频率虽然增加了分路阻抗Z， 却

减少了渡越时间因子T， 因此Z产基本上保持不变。此外增加工作频率使径

向尺寸缩小，对冷却反而不利。工作频率高也不一定能提高加速电场梯度。

高梯度将导致高腔耗，这将受到冷却条件的限制。因此对于强流质子直线

加速器工作频率一般不应过高。至于小型质子直线加速器，当然应当选用

较高的工作频率。我们建议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低中能区采用

350 MHz的工作频率，高能区采用700 MHz，这和世界多数实验室一致。脉

冲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有可能工作在L波段。质子治疗直线加速器能工作

在S波段，但在10MeV以下，频率也不宣高于750 MHz。

加速电场梯度的选择除了考虑击穿场强外，对于占空比较大的质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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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加速器必须考虑腔耗。在连续束情况下，常温腔加速梯度一般不能超过

1.5 MV/m。但如使用超导腔，加速梯度可以提高。我们拟选用6 MV/m (对

spoke超导腔)和 10 MV/m (对常规超导腔)的梯度。对于L波段脉冲束强流

质子直线加速器和S波段质子泊疗直线加速器则选择了较高的梯度。

3 束流损失率和能量利用效率

为了保证加速器维护人员的安全，加速器的束流损失必须控制在一定

限度之内，以免在加速器附近产生过大的剂量。美国Los A1amos国家实验室

介于工iLAMPF平均束流强度为 1 mA，加速器高能区的束流损失约为

0.2 nAlm ， 加速器附近剂量为4X 10→ Svlh。对于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一

般可以限制加速器高能区束流损失不超过 1 nA/mo 虽然存在困难，但由于

近年来加速器技术已有很大发展，这一要求还是能做到的[19]

质子直线加速器的束流损失主要来源于柬晕的扩展。在束流的核心部

分周围存在着→个束流密度很低的弥散区域，称为束晕，其半径远大于束

半径。在束流匹配良好的情况下束晕是稳定的，如果束流通道半径足够大，

束流损失就会很小。如果束流不能恰当地匹配束晕将会扩展(包括横向扩

展和纵向扩展) ，造成较多的束流损失[20. 21]。在研制加速器时，首先应尽

量改善从离子源引出的束流质量井在加速过程(特别是低能段)中加以保

持。根据离子源等离子体中离子温度推算出的束流发射度远小于目前获得

的实验结果，这主要归咎于引出过程中的非线性，这方面还有不少工作可

做。其次应尽量避免在加速过程中(特别是在中、高能区〉加速结构、工

作频率、加速梯度和聚焦结构的突变。做好这两点，束流损失将会有较大

的减少1)。我们的设计就遵循了这两点。

对于脉冲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除柬晕外束流损失还来源于脉冲前

后沿的过渡过程。它包含两个主要部分:一是束团的空间电荷及束流通道

壁上的感生电荷的变化过程，其时间长度约为 10个高频周期:二是束团空

间电荷中和状况的变化过程，过程持续时间从几μs到几十问。采用静电输

。对于散裂中子源，除了减少直线加速器的束流损失外，还要防止积聚环的束流损失。引出冲击磁

铁的磁场脉冲上升需要 0.2μ 左右的时间，如果束在这一时间内通过磁铁，将不可避免地打到真空

室壁上产生严重的放射性e 为此，必须在直线加速器低能端对束流进行切割。以 NSNS 为例，质子

绕积聚环 A周时间约为 0.85 闷。这就需要将束流切割为宽度。.6 间的脉冲，脉冲间隙为 0.25 闷。在

注入时所有脉冲精确地重迭在一起，使积累环保持 0.25 间的无粒子区。在号|出冲击磁铁磁场脉冲 l

升时间内让无粒子区通过冲击磁铁，这就能避免引出过程中束流的大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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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系统阻止空间电荷中和可以消除第二个过程，而第一个过程则是不可能

消除的，因此它必然导致束流损失。设加速器某)区域单位时间的束流损
失为 M. 其中脉冲平顶区域的束流损失为 M.. 脉冲前后沿过渡的束流损

失为 M2 0 前者与平均束流强度I 成正比，后者与脉冲束流强度 Ip和脉冲频

率f 成正比。

': . ':.. C. _ A, 
M=叫+叫= AJ+AlJ =利1+7)， C=艾

Al' A2 为比例系数， τ 为脉冲宽度。显然 τ 越小束流损失越严重。在控制

束流损失不超过允许限度的情况下，连续束有可能超过100 mA.而脉冲束
(脉宽约 1 ms) 平均流强恐怕难于超过10 mA.我们的洁净核能用连续束强

流质子直线加速器束流强度为30 mA.多用途脉冲束质子直线加速器平均束

流强度为 1 mA.这是现实可行的。一些人提出利用现有的北京质子直线加

速器(脉宽0.2 ms) 进行连续束质子直线加速器柬晕试验，而由以上讨论可

知，北京质子直线加速器中束晕损失不是主要的，不能用于柬晕实验。

强流加速器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尽可能提高能量利用效率。美国设计的

生产侃的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APT能量1.3 GeV，流强100 mA.束流

功率130 MW. 射频系统输入功率为360 MW. 加上磁铁、水冷等系统消耗
功率66MW. 总输入功率应为426MW. 总效率为30%[5] 。

由于交流.直流转换效率和射频传输效率已相当高(约95%) .提高总

效率的主要途径是提高直流·射频转换效率和加速腔效率 (APT两者分别为
58%和68%) 。采用新型射频器件如感应输出管 (IOT) 有可能提高射频功

率源的效率。而要提高加速腔效率，就必须降低腔耗，使用超导腔 (SCC)

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对于我们的洁净核能用连续束强流直线质于加速器，

束流功率为30 MW. 由于使用了超导腔和超导磁铁，总效率有可能达到
50%。

4 设计方案

这里列出加速器的布局和主要设计参数。

4.1 洁净核能系统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

这台加速器能量1 GeV. 流强30 mA，由离子源 CIS) • RFQ和超导腔

直线加速器组成(见图2上)。各部分的参数见表l。图表中SCCl是spoke超
导腔或其它低 B 超导腔. SCC2是常规超导腔。这台加速器的特点一是大量

应用超导技术，提高了能量利用效率。二是只有两处结构突变z 第一处在



150 II. 加速器

5 MeV，由于能量很低，少量束流损失危害不大:第二处在200 MeV，能量

己经较高，空间电荷效应较小，而且超导腔孔径大，因此束流损失将会很

表1 洁净核能系统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参数

能量IMeY

工作频率IMHz

长度1m

束流孔径Imm

加速腔数

速调管数

2日i塞梯度IMV'm一 l

能量增益I MeY'm-' 

腔耗IMW

束流功率IMW

RFQ 

5 

350 

句5

4~7 

1 (平均)

""0.8 

0.15 

SCCI 

200 

350 

电80

40~60 

46 

10 

""6 

2~3 

<0.1 

5.85 

SCC2 

1000 

700 

自 190

80~100 

76 

18 

""10 

""4.3 

<0.1 

24 

SCC2 

图2 洁净核能系统连续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上)、

L波段多用途脉冲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中)和

S波段质子治疗直线加速器(下)

4.2 L波段多用途脉冲束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

美国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设计的用于医用同位素生产的L波段脉冲束

质子直线加速器平均流强为2 mA[221，难度似乎太大。但达到 1 mA左右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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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我们的方案与其相似，能量为200 MeV，可用于多种用途 (1) 用

作洁净核能系统加速器试验装置， (2) 生产肢射性同位素， (3) 用作中子源

(供中子治疗和材料研究)， (4) 用于质子治疗。

加速器由离子源、盯Q(433 MHz)、 DTL (433 MHz)、 SDTL (1300 MHz) 

和CCL (1 300 MHz) 组成，脉冲流强为50 mA (见图2中)。这台力日速器的

特点是SDTL和CCL采用较高的工作频率和加速电场梯度(约5 MV/m) ， 便

装置紧凑，也降低了造价。为了降低腔耗，脉冲占空比取得较低(2%) , 
此时漂移管上功耗将不超过12 W/cm2。所用速调管也较少〈如 1个TH2118和

3个TH2140U) 。整个加速器长度90 mo 为了保证低能区有良好的性能，

20 MeV前采用较低的工作频率，文献[22]的方案在 10 MHz以上就用 1300

MHz的频率，我们要保守一些。

4.3 S波段质子治疗直线加速器

我们设计的S波段质子治疗直线加速器能量在70-200 MeV间可调，脉

冲流强120 队，平均流强10-40 nA。束流时间结构类似医用电子直线加速

器，脉冲宽度1-3 间，重复频率30-120Hz。它由离子源、 RFQ 057 MHz) 、

DTL (714 MHz) 、 SCDTL (2856 MHz) 和CCL (2856MHz) 组成(且图2

下) , SCDTL是带地腔稿合的SDTL. DTL、 SCDTL和CCL的加速梯度分别

为8.5 、 12.5和 15 MV/m。整个加速器长度26 m。这{方案己经发表[7]。这台

加速器的特点→是结构小巧，造价较低:二是可以利用关闭部分高频功率

源和改变输入功率的方法来调节质子能量:三是束流性能远好于其它质子

治疗加速器，因此输运磁铁和转动机架可以做得较轻。

本文承方守贤教授审阅，郭伟明同志和作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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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sign of proton Iinacs 
YU Qingchang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Two important dire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ton linacs are 

high-current proton linacs (mainly applied in nuclear power field) and compact 

proton linacs (for proton therapy). There ar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m: 

(1) Employment of the novel acce1erating structures, which are combination and 

evolution ofthe conventional ones; (2) Acce1erating beam with small emittance; (3) 

Requirement for high relia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the forrner is, however, much 

more difficult because it sti1I needs low beam Ìose rate and as high power trans

forrnation efficiency as possible. In this paper,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these accelerators are discussed and some schemes designed are pre

sented. 

Key words: proton linac high-current acce1erator compact acce1erator 

accelerat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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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强流微波离子源特性研究

崔保群1) 蒋渭生1) 孙汉城 2)

1)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2) 北京深鸣远科技开发中心，北京， 102413 

摘要 建立了一台紧凑型强流微波离子源，共振磁场由一个小的电磁线

圈及软铁回路产生，线圈产生的磁场可调能保证放电处于最佳条件.研究了

气压、微波功率及共振磁场对放电的影响.初步实验在 550W 的放电功率下，

从直径 4 mm 的引出孔引出了 35 mA的氢离子束( J = 280 mA/cm2
) ，引出氢

离子的质子比超过 90%. 从本肃、中还引出了 7 mA O+, 8 mA N+' 12mA Ar+ 

的束流。

关键词 离子源微波

微波离子源具有高电离效率、低发射度、长寿命、气耗量小等优点，对

于 H2 电离时还能获得高的质子比，在加速器、离子注入机等离子束设备中获
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1-4]。产生微波离子源的共振磁场一般有两种方法

种是利用永久磁铁及相应的铁回路来产生相应的磁场[匀，另一种采用电磁线

圈来产生要求的磁场例。前者结构紧凑，源的重量和只寸都可以做的比较小，

但磁场不可调，而且要产生精确的共振磁场也比较困难。后者磁场调节比较

方便，但通常电磁线圈占据比较大的空间。这台紧凑型强流微波离子源结合

以上两种结构的优点，磁场由电磁线圈和软铁回路共同产生，既可保持源紧

凑轻巧，又可以调节共振磁场，方便离子源的操作运行。

1 离子源

离子源的结构示意见图 1。紧接着脊波导的是一段波导管组成的放电区，

其中一个直径 5.4 cm，长度为 3.3 cm 的石英玻璃筒一端由-个氧化棚薄片与

脊波导隔开，另一端与离子源的出口板相连，它们一起构成了放电室。氧化

棚薄片用来阻挡等离子体的扩散，同时可以阻挡高能二次电子对微波窗的轰

击。一个石英管将气体送进放电室内。

放电室外有一个水冷的电磁线圃，其外部有软铁组成的磁回路，两块软

铁沿脊波导形成一个磁极，软铁制成的出口板形成另一个磁极，它们组成的

回路可产生共振所需的磁场。采用电磁线圈和软铁组成的回路一方面可以减

少所要求的励磁功率，另一方面减小了离子源电磁线圈的尺寸。典型的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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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分布示于图 2。出口板内侧对应 Omm. 软铁极头处为 35mm. 磁场在放

电空间近似为均匀场，靠近引出孔处场略小。

图 l 离子源结构示意图 图 2 离子源放电室磁场分布

微披系统由一个 2.45 GHz 的磁控管、三螺钉调谐器、反射波监控器组

成。 2.45 GHz 工作频率的磁控管及波导为标准产品。三螺钉调谐器用来调整

微波的传输，以减小反射。一段脊波导用来匹配波导和放电室的阻抗。真空

密封由位于脊波导和螺钉调谐器之间的 A1203陶瓷窗完成。
离子源引出系统为一加·减速两电极系统，引出电极电位相对于地电极为

负，用来抑制空间的自由电子返轰离子源，同时可以防止引出离子束的空间

电荷中和遭到破坏。离子源引出孔直径为 4 mm. 引出电极孔径为 8 mm. 地

电极孔径为lO mm. 引出间距为 5mm。

由脊波导、电磁线圈及铁回路、电离室及安装法兰组成的离子源，其质

量为 12 kg. 拆卸很方便。

实验是在离子源实验台架上进行的，它包括分析磁铁、发射度测量装置

及束流测量装置等。它能够用于离子束流

大小、离子束质谱、发射度等离子源关键 苟
参数的测量。

2 离子源工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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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共振磁场对放电的影晌

对 2.45 GHz 的微波频率，要求的共振

磁场值为 87.5 mT. 我们实验测量了不同

磁场下引出的离子束的大小，由此可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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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磁场对放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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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两个峰值，前一个峰对应于 87.5 mT 共振磁场，后一个峰对应的磁场比

第一个要高。第二个峰比较尖锐，并且在磁场继续增加时放电突然终止。在

不同的放电功率和进气量条件下都有类似的结果。显然，一个稳定的磁场对

微波离子源始终处于最佳工作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2.2 进气量对电离效率的影晌

在 500W 微波功率下，引出电流的峰值对应的进气量为 2 mVmin 左右，

此时电离效率较高，更低和更高的进气量离子源的电离效率都将下降，进

步增加或减小气压造成放电不稳定。

2.3 微波功率和般电的关系

引出的离子流与微波功率的关系示于图 4。显然，引出的离子流和放电

功率近似于线形关系，表明放电随微波功率的增加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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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微波功率对离子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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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微波功率和引出束质子比的关系

用 H2 为工作气体时，微披功率和引出离子的离子比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以看出，质子比随微波功率的上升而增加.H飞的比例变化不大. H3+的

比例相应减小。实验还测量了进气量对质子比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2 cm3/min 

最佳进气量工作条件附近，质子比对进气量变化不敏感。

2.5 离子源的发射度
我们用孔板法测量了离子源引出质子束时的发射度，在 25 kV 引出电压、

15 mA引出束流的情况下，发射度约为 22πmm'mrad.

2.6 其它元素离子

除氢离子外，从离子源中还引出了 0， N, Ar等元素的离子，相应的引

出束流分别为 35. 10. 13.5 和 12 mA.它们的单原子离子比分别为>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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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和约 100%。

3 结论

建立的一台紧凑型微波离子源可以产生强流低发射度的质子束，也可以

用来产生其它气体样品包括氧等活泼气体的离子束，适合于作为加速器、离

子注入机等设备要求的中强流离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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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ct Microwave lon Source 

CUI Baoqunl) TIANG Weisheng1
) SUN Hancheng2) 

1)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2) Beijing Shenmingyuan Technology Center, Beiji吨， 102413 

Abstract: A compact microwave ion source with a unique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 is described. The resonance ma伊etic fie1d is generated by 

elec位'Oma伊etic coil and iron circuit. With the adjustable magnetic field, the ion 

source can operate in optimal condition. A 35 mA hydrogen beam has been 

extracted from a 4 mm aperture of the source with about 550 W microwave power. 

ηle proωn ratio of 也e beam is over 90%. Other ion spices (7 mA 0气 8 mA N+, 
12 mA Ar+) are also ex位acted 仕'Om this source. 

Key words: ion source, micro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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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次临界装置的燃耗分析

刘桂生赵志样张宝成申庆彪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用 NJOY-9 1.91 将 CENDL-2 和 ENDFIB-6 库中的有关核素，加

工制作成 44 群库，用反应堆中子学计算程序 PASC-l 和燃耗计算程序
CBURN，计算了两个贫化铀与铅均匀混合球形系统(球中心有产生散裂中

子源的铅靶)的燃耗过程.计算结果表明，在初始时刻不添加杯材料的情

况下，该次临界装置运行数年以后，有效增殖因子 k.ff稳定在 0.95 左右，主
要靠系统生成的 239pU 以及其它裂变核的燃烧能持续产生 200 到 600 MWt 
的功率.因此，用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进行发电是可能的.

关键词 加速器驱动系统散裂中子源燃耗有效增殖因子功率

引言

C. Rubbia 提出了"能量放大器"概念，即用 ADS(加速器驱动系统)中

的次临界装置进行发电，受到欧共体的重视，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已经完成了"能量放大器"的概念研究阶段，转入了工程实验阶段。俄罗

斯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快、热辑合的"能量放大器"概念设计模

型。美国制定了 APT (Accelerator Production Tritium) 计划，正在研制大型
强流加速器，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日本制定了 OMEGA 计划，研究用 ADS

婚变核废料。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自 1995 年成立了"放射性洁净核能

系统研究"课题组，一直在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1) 。

能量放大器的概念就是用强流约 10 mA的加速器产生约 1 GeV 的质子

束轰击重元素靶(例如铅).通过散裂反应，每个质子可产生 30 到 40 个中

子。散裂中子源提供的中子做为外源注入由燃料组件、结构材料、慢化剂、

冷却剂等构成的次临界装置，经过中子的倍增，形成约 1014~1015 nlcm2 • S 

的稳定中子通量.

本文用 NSLINK 程序系统进行群常数制作，用反应堆中子学计算程序

系统 PASC-1 (2)和核数据中心的点燃耗计算程序 CBURN 分别计算了中心带

有散裂中子源的 10 t贫化铀(与 10.1 5 t 铅均匀混合)和 20 t贫化铀(与 34.84

t 铅均匀混合)球的燃耗过程。半径为 25 cm 的铅靶放置在中心。前者外产I~

径为 70 cm. 后者为 100 cm。将计算结果做了比较。结果说明能产生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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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功率，用于发电是完全可能的。

1 群常数制作

1.1 群常数制作过程

III.次临界反应堆

用 NSL剧K{NJOY-SCALE-LINK)程序系统将 CENDL-2 和 ENDFIB-6

库中的有关核素加工制作成 44 群 AMPX 主库格式的群常数库。首先是将

共振参数处理成点截面;接着依次按指定的温度进行 Doppler 展宽，处理不

可分辨共振区的共振，选择权重谱计算各反应道的群平均截面和转移矩阵井

形成 GENDF 文件，将多群 ENDF 格式的 GENDF 文件转换成 AMPX 主库

格式的群常数;最后用 PASC-l 程序系统中的 AJAX 程序，把多个核素的群

常数连接成库。

1. 2 权重谱的影晌
计算权重平均的群平均截面时，需要输入权重函数即权重谱。最精确

的权重谱应当是装置的能谱。但是在计算之前该能谱是未知的，所以通常

选用所谓的"标准谱咆口"热 Maxwellian ì普 +l/E 谱+裂变谱"。在 CENDL-2

和 ENDFIB-6 的均匀快堆的基准检验工作中己经说明，选用不同的权重谱

对积分量计算结果的影响很大[习。因此首先用标准谱将有关核素加工制作成

44 群库，计算出含散裂中子源的次临界装置的能谱分布，然后再用这个能

谱做权重函数，重新制作该 44 群库。

用这两种不同权重函数制作出的两个 44 群库计算积分量时，相差很大。

采用标准谱时，计算的总通量偏低 20.5 %, kerr偏低 20.7 %, F28 e38U 裂变率
与23SU 裂变率之比)偏低 18.2 %， α8 (238U 俘获率与23SU 裂变率之比)偏低

7.6%。这是因为带杳散裂中子源的次临界装置的能谱比标准谱硬得多，两

者权重出的高能区的截面差别较大。特别是用装置谱权重出 238U 在高能区

的裂变截面较大。因此，下面给出的结果都是用装置谱做权重函数产生的 44

群库计算的。

2 迁移计算和燃耗计算

2.1 迁移计算
依次运行 PASC-l 程序系统中的如下 4 个模块z

AJAX: 从多核库中挑选出有关核素的截面数据，形成少核的 AMPX 主库。

BONAMI: 用 Bondarenko 方法处理共振核的共振自屏，产生与问题杳

关的主库。

NITAWL: 将 AMPX 主库转换成与迁移计算程序接口的 AMPX 工作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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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DRNPM: 一维迁移计算程序，需要运行两次，先计算 keπ，再计算中

心具有散裂中子源装置的能谱、平均出 4群截面，做为燃耗计算的输入数据。

2.2 散裂中子源能i曾

用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了铅靶的归一化的散裂中子源能谱。第二次运

行迁移程序时，需要输入这些归一化的源中子能谱数据。

2.3 燃耗计算

CBURN 是点燃耗计算程序。它需要输入 3 个快群通量分别与热群通量

的比值、指定的功率密度、系统中有关核素的核密度以及它们的 4 群截面

数据，还要输入指定的时间步长。输出时间步长末端时刻系统中各个裂变

核素的含量、裂变产物的积累量、燃耗过程中累计烧掉的裂变核素数以及

产生的功率。其中各个裂变核素的含量和各个裂变产物的积累量数据将做

为下一次 kerr 和源分布计算时的输入数据。燃耗初期的时间步长以"天"为单

位，以后则以"月"为单位。

3 计算结果

在燃耗初期 23'ì>u 的积累量较小，所以系统的 kerr较低:随着燃耗的加

深， 23% 的积累量增多 kerr变大。对于半径为 70cm 的装置，运行 8 年 23'ì>u

的积累量稳定在 696 峙，也就是说，在这时，新生成的 23% 正好都被烧掉

了，所以 kerr稳定在 0.9452。这时功率达 200 MWt: 半径为 100 cm 的运行 3

年多 23'ì>u 的积累量就稳定在 1464 kg 了， keπ稳定在 0.974，功率为 600 MWt. 
结果列于表 l 和表 2.

小系统在整个燃耗过程中， 2J8U 共计减少了 2133 kg，其中只有 292 kg 被

烧掉了，大部分通过 (n， y) 反应和紧接着的 P 衰变生成2J%了。在 8 年的

燃耗过程中，共烧掉了 1171 kg 的2J%， 22 kg 的2JSU， 0.3 kg的 2J6U， 25 kg 的 2份Pu，

9kg 的 241pU，裂变产物的积累量达 1462 kg。该系统的平均能量是 497 keV。

大系统在整个燃耗过程中， 2J8U 共减少了 4625 kg. 其中烧掉了 578 kg 。

其计生成 3956 kg 的 23'ì>U. 其中有 2492 kg 在 3 年多的燃耗过程中被烧掉

了。此外，还烧掉了 45 kg 的2JSU， 0.5 kg 的 236U， 51 kg 的 24OpU ， 21 kg 的 241pU:

裂变产物的积累量达 2870 kg。由于系统大，泄漏减少，中子利用率增大，

所以燃耗周期较短。若输入较高的功率密度，则通量升高，各种反应几率

变大，燃耗周期也会缩短。

主要靠生成的2J9pU 以及其它裂变核的燃耗，能持续产生较大的热功

率。因此，用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进行发电是可能的。如果初始时刻添

加适量的 239pU 和裂变产物(例如何Tc)，则该系统能很快达到稳定的 k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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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 贫化铀与 10.15 t 铅均匀混合球形次临界系统(中心具有散裂中子源)的燃耗计算结果

(功率为 200MW. 总通量为 4.4455xl015 n I cm2
• s) 

表 1

96 90 72 60 48 36 24 18 12 9 6 3 。(月)

旦i

T 

6 18 12 12 12 12 6 6 3 3 3 2 。óT 

0.9452 0.9452 0.9414 0.9330 0.9174 0.89∞ 0.8417 0.8031 0.7461 0.7057 0.6508 0.5674 0.4736 0.3458 b 
~ 

2J'U 2.69 3.03 4.35 5.54 7.12 9.24 12.27 14.35 17.09 18.87 21. 11 24.2 27.35 30 现

3.67 3.69 3.71 3.67 3.56 3.35 2.97 2.68 2.26 1.98 1.60 1.06 。.49勘U有

7567.3 7673.8 8∞2.1 823 1.0 8471.7 8729啕69016.2 91 77.8 9360.8 9465.8 9585.8 9733.8 9867.8 9970 2311U 核

696.4 696.3 687.9 673.1 604.2 532.6 478.4 402.2 86.7 2l9Pu 素

质 109.0 103.8 86.9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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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 贫化铀与 34.84 t 铅均匀混合球形次临界系统(中心具有做裂中子源)的燃耗计算结果

(功率为 600MW. 层、通量为 1.0107)(1016 n I cm2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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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alysis 00 Buro-up Behaviors for 
Accelerator-driven Sub-critical Facility 

LIU Guisheng ZHAO Zhixiang ZHANG Baocheng 

SHEN Qinbiao DING Dazhao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An analysis is perfo口ned on bum-up behaviors for accelerator-driven 

sub-critical re现ctor by means of the code P ASC-I for neutronics ca\culation, the 

code CBURN for bum-up calculation and 44 group constants is processed by 

CENDL-2 and ENDFIB-6 using NJOY-9 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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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洁净核能系统中的反应堆工程技术问题

罗璋琳 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 要 驱动堆是加速器散裂中子源驱动的决临界反应堆，工作在高功
率状态，因此，它将面临一般高功率反应堆相类似的工程技术问题，但是

也有它的特殊性。文内将就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如堆型选择、

反应堆物理、反应堆工程结构、反应堆热工和安全分析、反应堆材料、反

应堆控制运行等。

关键词 加速器驱动次!陆界堆 工程技术特性

1 工程概念实例

为了便于说明，先介绍两个工程概念实例[1， 2] • 

(1)西欧核能研究中心，在 C.Rubbia 领导下的工作小组，对以能量放

大器概念为中心的核能系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在他们提出的全尺

寸能量放大器验证计划中，发表了→个裂变热能产生单元(高功率次临界

反应堆)的概念设计[1].为了叙述方便，下面我们称这个概念设计为 R-EA.

其结构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R-EA 是一个池式结构，池深 30 m. 
直径 6m. 充以熔融的铅作冷却剂。池内壁为反应堆容器，外壁为安全保持

容器，堆容器及其永久性的内部结构加工成一个整体单元，悬挂就位在堆

坑内。堆坑内壁和堆容器之间有作冷却用的空气流道。堆体单元总重 1500 t. 

由顶部吊装。高能质子束由堆池的顶部通过器堆结合件一一质子束管注入，

其结构示意图参见图 2. 真空束管伸入堆芯，末端有鸽制束窗和捕集器。质

子束的直径约 15 cm. 上端有应急柬切断器，实际上为柬管故障时的充铅容

器。

质子束和堆芯内区的铅靶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散裂中子。核簇射产生

的热量和堆芯裂变热一起由铅的自然对流带出，由在池上端的四台中间热

交换器传送出去。堆芯的进/出口温度为 600.'C/650 'C. 热铅经由热交换器

冷却到 400 'C. 然后再返回到堆芯与靶区的底部，为了保持有效的自然循

环，池的上下温差保持在 200......250 'c之间。



168 III. 次临界反应堆

表 1 R-EA(Th)主要参黯简表

单m总功率 15∞ MWI， 625MWe 

堆结构类型 池式

冷却剂 熔融铅

有效增殖系数(ιlJ)(名义值) 0.95 

热能名义增益 50 

堆芯燃料区

初装燃料混合物 ThOi均.1'日UO，

初装燃料质量 28.41 t 

比功率 52.8 W/g 

功率密度 523 W/cm 

平均燃料温度 908 'C 

是大包壳温度 707 'C 

燃料在堆内停留的满功率等效 5 年

时间〈相对于换料周期)

平均燃耗 1∞ GWd/t 

增殖区

初始混合装料 η\02 

初始混合装料质量 5.6 t 

停堆佣料时 mu 数量 242.7 kg 

寿期末功率密度 3.0W/g 

质子束与散裂靶

加速怨类型 超导直线

柬极

加速器总效率 50% 

动能 (two options) 双逃 1.0(2.7) GeV 

名义电流 30(l2) mA 

名义束功率 30mW 

散裂靶材料 溶融铅

在散裂靶处束直径 15cm 

柬窗材料，厚度 鸽. 3.0(1.5) mm 

束窗最大功率密度 1131W' cm' 

束窗最大温度递增 137 'C 

窗期望寿命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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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 深的堆容器，从上到下，大体可分为三段，即 1)靶、堆芯、增

殖区 2)对流区 3)热交换区。燃料组件和堆芯结构的吊装和更换，借助于

池式快堆的经验，通过远距离控制的天车进行，换料时间大约需 1~2 周，

换料周期大约为 5 年。

液体金属的自燃循环是一新的、传统上没有采用过的技术，因而该工

作在设计时采取全范围水力学计算机模拟。

与靶、堆芯、增殖相关的主要参数列在表 1 中。

在此概念设计中，质子束管为内径约为 15 cm，长约 30 m 的圆柱型真

空管，直穿堆容器，整个束管能象剑一样从堆容器中抽出，以备维修和检

查，质子束在传输中略奋发散，在窗处的直径约为 25 cm，束窗使用寿期预

计为一年，用堆容器内的主冷却剂铅进行冷却，窗破裂事故将导致熔融状

态的铅进入柬管使质子柬失效，从而关闭次临界反应堆。

(2) 日本 OMEGA 计划中的概念设计

OMEGA 计划是日本 1988 年开始执行的核废料分离擅变技术的研究发

展计划，在研究探讨过各种方案的基础上， 1992 年在经过两年的设计研究

之后，提出了两种类型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的概念设计，其厂房布置

概念见图 3。两种堆型都是中子能谱极硬的快中子系统，一个是固态靶堆芯

系统(见图 4)，一个是熔盐靶堆芯系统(见图 6)。固态靶堆芯系统被称之为

MABR. 1.5 GeV 质子束穿通束窗打在鸪靶上，产生散裂中子，散裂中子源
驱动产生的裂变热由铀冷却剂带出，然后由二回路传送给蒸汽动力转换系

统。核燃料由 Np-15Pu-30Zr 和AmCm-35Pu- lOY 组成。 MABR 的主要参数

列在表 2 中。

在这个概念设计中，次临界系统采用回路式结构，整个靶、堆芯包括

反射层放在钢制容器中，质子束管从顶部垂直插入堆容器，直到靶的上部(堆

芯上缘)，束管末端为鸪制束窗，靶材料也采用金属鸽，为六角形，在堆中

心占一个燃料组件位置。靶件由多个六角形金属鸪盘组成，鸽盘为多层结

构，各层盘上的孔位奇偶相错，成蜂窝状结构。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散热，

也有利于散裂中子源的强度沿轴向展开，整个靶件的长度约 100 cm (见图
5) 。

在这个概念设计中，热传输和蒸汽动力转换系统都可借鉴现行的回路

式铀冷快中子堆系统。每年燃烧(主要通过裂变反应)250kgMA，大约为 10

座 1000We 轻水堆电站一年积累的 MA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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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OMEGA计划固态靶/堆芯系统。f-ABR)的主要参擞

燃料

靶

冷却剂

增殖因数(k.a)

中子通量

快中子份额

平均中子能量

质子束

热功率

功率密度 峰值/平均

温度堆芯入口/出口

量大流量

MA 装量

燃耗

金属合金

Np-15Pu-30Zr 

AmCm-35Pu-10Y 

固态鸽

液态纳

0.89 

3.6X lO"nlm' • s 

>0.1 keV 80% 

>1 keV 23% 

780 keV 

1.5 GeV 39 mA 

820MW 

930/400 MW/m3 

330/340 'C 

8 mls 

3160 kg 

250 kgla (0.8o/.Ja) 

MABR 在焚烧 MA 的同时，输出电能，输出电功率约 246 MWe. 热效

率 30%. 运行1.5 GeV. 束流 39 mA的质子如速器消耗的电功率约为 146

MWe. 效率约 40%. 这意味着该系统热能增益 G= 14. 而电增益1.7 左右。

2 反应堆工程技术问题的初步分析口.4)

2.1 堆型选择
当我们分析驱动堆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时，首先面临的是堆型选择

问题。驱动堆堆型选择与建造目的、资源状况、工业技术基础等诸多因素

杳关。但是从中子学特性上讲，不外两种选择:一种是快中子反应堆、一种

是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应堆中子能谱硬，与散裂中子能i曾靠近，对焚

烧核废料、充分利用核资源较为再利，但是技术难度较大，特别是使用重

金属铅或铅合金作冷却剂，还缺乏足够的技术积累。选用热中子反应堆，

技术上比较成熟，但是对焚烧铜系元素性能不利，放射性洁净程度差。我

们曾经设想，对于我国，核电起步较晚，铀资源相对短缺，常规核电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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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充分发展，核废料、特别是大量 MA 的焚烧间题暂

时并不突出，发展驱动堆应以获得核能、充分利用核资源为主，兼顾 MA

的焚烧。因此，比较符合国情的是发展一种快热稿合系统。外区为热中子

重水栅格，以获得能量、提高资源利用率为主要建造目的。在工程技术上

利用 CANDU 型重水堆成熟的技术，在资源利用上靠散裂中子源再生燃料

元件以克服现行重水堆电厂资源利用不充分、燃料元件燃耗深度偏低的缺

点。也可以利用牡作增殖材料，逐步将 238U.239pu 燃料循环转变为 232Th.233U

循环。内区为金属铀冷快中子系统，用以焚烧有限数目的 MA，同时作为超

硬散裂中子和热堆中子能谱之间的缓冲过渡区，内区中子能i普根硬，有利

于焚烧 MA，内区的中子倍增放大作用还可降低对加速器束流强度要求。在

这个构想中，快中子内区规模有限，大体上小于或相当于实验快中子反应

堆的规模。当然，这一构想在工程技术上的可行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

究。

2.2 反应堆物理(宏观中子学)
驱动堆的中子学问题，在微观上需要深入研究中子在超高能区的物理

行为，扩展现有核数据库的能区和核素种类之外，在宏观上驱动堆堆芯的

反应堆物理特性主要表现在多维有源特性上。所谓多维，从空间上说，堆

芯有一靶区，靶区可能并不贯穿整个堆芯，因此从空间上考虑它将涉及到

两维，甚至是三维问题。其次从中子能谱上说，与一般堆芯相比也将杳更

大的不均匀性。图 11 和 12 显示散裂中子能谱上限达到 1000 MeV. 而裂变

谱仅 10 MeV. 前者平均值约为 10 MeV. 后者平均值仅为 2 MeVo 因此可

以断言在驱动堆里，中子能谱分布与空间有更多的依赖关系。我们知道，

反应堆物理计算大体可以分为两步，制作群常数和解少群扩散方程。在制

作群常数时，首先要计算堆中子能谱，作为一级近似，常常要假定巾子通

量密度的空间变数和能量变数可以分离。在制作出群常数之后，为了节省

机时，往往需要合并成少群群常数，然后解少群扩散方程作临界和空间分

布计算，而少群分群数目又与堆型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水堆一般采用 4 群，

对于高温气冷堆则采用 7~9 群，而对于快堆则需要 20 群或更多的群。

此外，驱动堆是一个有外掘的深次临界系统，而传统的反应堆物理设

计计算都是在临界点附近进行，当考虑空间泄漏修正时常常采用基波几何

曲率(稳态时反应堆的材料曲率)进行修正。当然对驱动堆这样的深次临界

系统，在进行中子学设计时，理应考虑高次谐波的问题。各种堆型的反应

堆物理计算己经有比较完善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计算机程序，但是要应用

这些程序来计算驱动堆的中子学间，应持慎重的态度。当然在概念研究、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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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选择阶段，有选择地利用己有的计算程序，也能得到某些有价值、比较

确定的结果。随着工作的深入，进入工程设计，哪怕仅是工程概念设计研

究阶段，也需要通过研究发展适合于驱动堆特点的群参数库和物理计算程

序体系。
2.3 堆本体工程结构[2， 3]

堆本体工程结构问题实质上是反应堆和加速器的接口问题，或者说是

反应堆本体如何容纳重金属靶件和中子质子束管的问题。

核电站用反应堆的本体结构，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结构模式，对用轻水或重水作慢化和冷却的热中子反应堆，采用压力壳式(例

如 PWR，见图 7) 和压力管式(例如 CANDU，见图 8) 结构，总是与要提

高冷却剂的工作压力相联系。以金属纳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堆，冷却剂

基本上是工作在常压，而它的堆本体结构有回路式(见图 9) 和池式(见图

10) 之分。但是有→个共同的特点，产生裂变热能的堆芯都工作在相当恶劣

的物理环境中，高温、高压、高辐射场，难以容纳外来部件。因此，可以

说核电「反应堆堆芯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工作环境，但是加速器驱动的核能

系统，次临界反应堆的高功率水平是靠外来散裂中子源维持的。需要在堆

内放置直径1O~30 cm 的靶件，且要在反射层和活性区交界处安装真空质

子束管，为了充分利用质子束，束窗应尽可能贴近堆芯，甚至进入堆芯内

部，以有效的利用散裂中子源强度。这无疑将增加堆体结构上的难度，由

于 PWR 堆芯工作在高温高压环境(典型参数为 310 0C ， 150 MPa)，为了承

受 150 个大气压力〈标准大气压 1 atrn = 101325 Pa) ，铜制压力壳的厚度

约 25cm，真空束管要承受同样的压力，势必增加壁厚，而靶窗又不能太厚，

并且也很难在压力壳的上封头顶端腾出足够的空间(约 30 cm) (见图 7) 。

因此， PWR 堆芯用于驱动堆，除去中子学上缺乏优势外，结构上也是难以

实现的。压力管式重水堆，堆体是卧式结构，作为反应堆壳体的排管容器，

直径可以大到 7m，横向放置燃料组件的压力管，压力管外作慢化剂的重水

温度 70 "c。因此，相对来说，压力管式的重水堆堆体结构(见图 8) 可能

是比较容易接纳外来部件的。但是，传统天然铀的重水堆从驱动堆的观点

看来，它的中子学特性仍然欠佳。

铀J令快中子堆的两种堆体结构，回路式(见图 9) 和池式(见图 10)，堆
体基本上不敢受压力，因此除了其堆芯中子特性比较接近驱动堆的要求以

外，结构上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由于堆体外是高温，堆体

内是纳(或铅)的熔点温度，真空状态的质子束管要直插井伸入堆芯，仍有

需要解决轴向热膨胀、密封隔离、靶窗对辐照以及高温液态金属之间的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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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等工程结构的难题。

2.4 反应堆热工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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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堆是一个次临界系统，但是，它是一个有功率输出的次临界系统。

在工业应用阶段，它将与常规核电站用临界反应堆一样，产生设计目标规

定的裂变热能。因此，同样需要认真研究热工水力学问题，进行严格的热

工计算和安全分析。在工程目标尚未确定之前，这里先作几点一般性的描

述。

冷却剂的选择，原则上现行反应堆用冷却剂水和金属铀都可能使用在

驱动堆中，但从驱动堆的特点，希望宫成为洁净核能的观点，当然更青睐

于传热性能好而又不易使中子能谱软化的材料，于是人们把目光集中到金

属纳和金属铅。在快堆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对它们的优劣作了比较，最终

选择了金属铀作冷却剂，现在已经运行和即将建成的工业规模的快中子反

应堆都是采用液态纳作冷却剂。铀具有良好的热工性质，优于除水以外其

它所有可供选择反应堆冷却剂材料，但它也有严重的缺点，能被中子活化

而产生较强的短半衰期放射性(1.37 MeV 和 2.5 MeV 的 y 射线)，能与水发

生铀一水释热化学反应。为了把铀的活化放射性限制在一回路之内，不让

一回路部件，特别是堆芯部件经受铀一水反应形成的压力波动的影响，人

们在快堆的一回路和蒸汽发生回路之间增设了中间回路。池式铀冷快堆的

中间热交换器就放在铀池中的堆芯附近。铀的化学性质活泼，液态铀在空

气中容易燃烧，因此在液态纳表面需要覆盖惰性气体，井加密封旋塞，这些

特点对需要引入质子束管和靶件的驱动堆将带来不利。此外，纳对中子能

谱的软化作用，也必须加以考虑。在驱动堆的概念中，从热工设计上，要

使其功率密度等于或至少是不高于快中子反应堆，但中子能i普要比快中子

反应堆硬。换句话说，它要求堆芯冷却剂和燃料元件的体积比小于一般快

堆，而平均中子能量却大于一般快堆。基于以上这些考虑，在驱动堆中，

人们考虑用铅作冷却剂，铅的最大缺点是质量密度大。为了达到同样的导

热效果，铅比纳需要质量流量 (kgls) 要大得多。因此用于铅的主泵，其输

入功率(泵轴功率)过大(泵的轴功率与流体的窜度成正比)，不仅技术上十

分困难，也十分不经济。在 R-EA 的工程设计概念中，用铅冷却，但采用自

然循环，为了保证堆芯冷却剂的流速(1.5 mls) 和流量 (53.6 饨，注意，这

个数值是一般铀冷原型快堆主回路流量的 10 倍，是超凤凰堆的 3.2 倍)，不

得不加深铅池的深度。为保证驱动压头，使铅池深度达到 30 m. 超风凰池

式铀冷快堆铀池深度为 19.5 m. 池深、密度大，意味着地体及其相关结构

将承受巨大的静压力，无疑将在结构上带来困难，也会对热工水力设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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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驱动堆中靶作为一个热源，而且一般说在靶区与裂变反应区之间还

将有个缓冲区，缓冲区除工程结构上可能有这个需要外，仅就中子物理上

说，为了避免超高能中子对燃料元件辐照损伤也是需要的。这样在驱动堆

内的冷却流道必然是多通道的，而且相邻通道之间的流体将发生横向质量、

动量和能量交换，在热工计算时必须充分考虑。

驱动堆工作在深次临界状态，设计中当规定，在整个工作寿期(例如 5

年)内，任何运行工况反应性效应添加均不得使 ιf户0.98。因此驱动堆没有

反应性事故，这是它在核安全上的主要特点之一。其次，驱动堆的运行方

式，功率的启动、提升和关闭均不依赖于控制棒的运动。因此，它也没有

通常核电站因控制提升程序不当而形成的中子通量密度畸变形成过热点的

问题。

但是驱动堆也是工作在高功率状态，它与常规核电站用堆一样，有可

能出现局部过热造成局部燃料元件烧毁和堆芯熔化事故。因此，在热工设

计时一样要认真重视确定最小偏离泡核沸腾比 (DNBR)，衰变热的排出等

问题，在安全分析时也要分析与冷却剂流失(大破口、小破口)相关的各种

可能事故，建立和发展相应的物理模型和计算程序。

2.5 反应堆材料
驱动堆用燃料元件要求有更高的燃耗深度，这不仅因为要充分发挥利

用核资源的优势，而且因为驱动堆用燃料元件要经历裂变元素的产生和燃

耗的过程，在堆内滞留的时间比一般核电站用堆要长。在表 3 中列出了几

种堆型的燃耗和有关参数简表。

表 3 各种堆型的燃耗目标 1)

注量/n 1023 cm-'>o.I 
堆型 包壳温度rc 燃耗 MWdlt

MeV 

PWR 3ω IxIO" -35刑。

实验快堆(常阳) 650 IxIO" 75,000 

原型快堆(文殊) 675 2.3xI02! 98,000 

快堆示范电站 -650 2.5xIOl3 100,000 

快堆商用作电站 -650 3.5xIOl3 150，创)()

1) 表中所列数据是日本为快堆发展确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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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驱动堆用燃料元件的燃耗应达到商用快堆电站水平。无疑还有一

个长期研究开发的过程。

在堆用金属材料的辐照损伤中，快中子起主要的作用，而快驱动堆的

中子能谱的平均中子能量为一般快堆的两倍，大于 0.1 MeV 以上的中子所

占的比例也比一般核电站用堆高得多，因此快中子辐照损伤是更应加以关

注的问题。特别是质子束管、束窗以及与靶相关的材料，它们处在超快中

于区，材料的耐辐照损伤问题还要突出一些，而且还要涉及带电粒子(质子)

的辐照损伤问题。

驱动堆最理想的燃料是用牡，由 Th+233U 或 Th+23于u 起步。正如前面

所说，核能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而且很可能必然要考虑牡资源的利用问题。

但仕资源的开发将面临-些新的问题，牡燃料元件制造工艺也有待研究。

2.6 控制运行
核电站的控制运行，目的是提供稳定的电能输出和把反应堆功率限制

在工程设计允许的限值水平以内。但是这两个目的都是通过调节中子水平

来达到的。驱动堆作为一个核能系统，它的控制运行离不开这两个主要目

的。但是一般核电站用堆，调节中子水平最终是靠反应堆的反应性输入来

实现的，而在驱动堆中，主要靠调节外中子源，即调节质子束流的大小来

实现。当然驱动堆由于工作在高功率下，也有各种各样影响反应性的物理

效应存在，一样有各种材料的温度系数、空隙系数，以及功率亏损(或盈余)

问题等等。

如果说一般核电站用堆为单参数(反应性)调节系统的话，那么驱动堆将

是一个双参数(中子源强和反应性)调节系统。因此也是需要专门加以研究的。

3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可以得到下述结论z

(1)驱动堆由于比较安全，可以减少或焚烧长寿命核废料，可以更充分

的利用核资源。因此，从核能发展的长远观点考虑，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2) 驱动堆的发展，必然立足于己有的反应堆工程技术，立足于己布的

核能发展技术路线，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现代反应堆工程技术的实践经验

和研究成就。

(3) 驱动堆的发展，必须解决它特有的一些工程技术问题。正如上面所

初步分析，这些问题是由于堆芯的多元结构引起的，然而却是反应堆工程

技术前沿的共同性问题，它们的研究解决，也将有助于促进现行核能技术

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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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压水堆本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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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8 压力管式重水堆反应堆本体结构图

l一一排管容器 2一一排管容器外壳 3一一-容量量管 4一一嵌入环 s-一换料机侧管板 6一一端
屏蔽延伸管 7一一端屏蔽冷却管 8一一迸出口过滤器9-一一钢球屏蔽 10-一一端部件 11一一进
水管 12一一慢化剂出口 13一-慢化剂入口 14一一通量监测棒和毒物注入 IS-…一电离窒 16
一一抗震阻尼棍 17一一堆窒壁 18一一堆室冷却水管于一一慢化剂溢流管 20-一一泄压管 21
一一爆破膜 22一一反应性控制棒管嘴 23一一观察口 24一一停堆棒 25一一调节棒 26一一控
制吸收棒 27一一区域控制棒 28一-垂直通量监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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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on Reactor Engineering 
Related to ADS 

LUO Zhangling DING Dazhao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The ADS is a hybrid energy generation system consisted of high 

power accelerator, subcritical reactor with high power level and interface structure. 

There are a lo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challenges in comparision with the 

ordinary reactors. Some reactor engineering problems re1ated to ADS were briefly 

meÜoned, such as the type of b1anket (thermal neutron or fast neutron ones), 

thermal-hydraulic problem, material problems related to reactor and interface 

structure and controνsafety， etc. 

Key words: ADS, specialty in react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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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DS 系统中次临界堆对加速器可靠性的

要求及其原理验证研究

罗璋瑞史永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 要 ADS 中的决临界反应堆工作在高功率水平，裂变热功率密度与

同类核电站堆芯功率密度大体相当，因此与反应堆安全要求相关的设计准
则与现有核电站用堆芯大体相同，而 ADS 中次临界堆芯的功率水平依靠强

流质子轰击散裂靶产生的中子源来维持，因此质子束流的不稳定性，以及
任何形式的失束都将对次临界堆的功率水平产生影响，这里将从质子束流的
不稳定性和失束的影响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并对在原理验证装置进行模拟

研究的可能性作初步的探讨.

美键词 次l临界堆加速器可靠性原理验证

1 加速器可靠性对次临界堆的影响

在加速器驱动的反应堆系统 (ADS) 中，强流质子加速器 (HPPA) 的

稳定性和失束的总合，统称为 HPPA 的可靠性，这里所说的失束是指针对

次临界反应堆而言，由于某种原因造成 HPPA 质子束流中断或从束营中丢

失。这种失束将使次临界堆的裂变功率快速下降，造成紧急停堆。

在核动力反应堆的设计中，为了避免中子通量密度的涨落和快速下降

对燃料元件包壳和反应堆系统造成热冲击，防止多次冲击形成热应力集中，

出现裂纹，对核安全造成不良影响，采用了多种对策。

在堆芯物理性能上，对于大型热中子反应堆，为了防止功率起伏对设

备的热冲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里，首先注意到的是抑制佩振荡导致中

于通量密度的空间、时间振荡问题。

当 ADS 工作在热中子次临界系统时，散裂靶位于堆内某一区域，相当

于在某一局部位置放置中子源，中子源的不稳定将对该地区附近的中子通

量密度产生扰动，这种扰动和可能由它诱发的佩振荡，将造成裂变功率的

起伏变化。而质子束的失柬则相当于紧急停堆，停堆速度的快慢决定于次

临界反应堆的次临界度和停堆手段的快捷程度，普通核动力反应堆用机电

手段，一般借助于重力下落，插入控制棒，引入öp :-1%次临界度，动作时

间以秒计，按 PWR 的设计规范，要求落棒停堆时间应与自由藩体下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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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或更小。而 ADS 中，反应堆的次临界度是原布的，用截断质子束流的

方式终止反应堆的裂变功率，动作时间以毫秒计。因此，就相同的次临界

度而言， ADS 的停堆速度将更快，当发生事故，抑制功率意外增涨时，这

是一个杳利因素，但从减少对设备的热神击的观点，这将是一个不利因素，

因为停堆速度愈快，停堆次数愈多，对设备的热冲击愈大，热应力愈集中。

因此，为了减少对设备的热冲击，在 ADS 中，除提高 HPPA 的可靠性，降

低意外失束的概率外，次临界反应堆的改临界程度也不宣太低，从而减缓

堆功率瞬变速度，这对减少设备的热忡击也将是杳益的。

2 ADS 次临界堆中的动力学行为

在 ADS 次临界堆中有两类动力学行为，一类是堆中子动力学行为，另

一类是与之相伴随的热动力学行为，首先我们从简单的点堆动力学模型出

发，讨论 ADS 的堆中子动力学行为，设加速器是非连续运行模式，每秒钟

向堆内注入K个矩形中子脉冲，被形如图 1 所示。

一→1 ←-.11

/1τ|\ 
tj=jr, 岛+巳=(;+ J) r , 

固 1 披形示意图

点堆动力学方程可以写出为:

旦旦zι互N+会ojÔ(1 -1 灿艺C;λ(1)
dI A j=I J K1 

dC, ß 
.:=..!...=L.!...N-λCj i=I, 2,…, 6 (2) 

dJ A 
这里N 一一堆中子数(或中子密度)

k 一一 1po 一一次临界度 Po=一手一
'马町

在 ADS 中 kerr在 0.9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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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握发中子份额 ß=Lß;; 

A 一一为堆中子代时间:

C一-第 i 组缓发中子先驱核数(或其浓度);

λz 一一第 i 组缓发中子先驱核的衰变常数:

岛一一一第j个中子脉冲的强度， s-1:

A 一一为中子脉冲宽度;

飞一一-两个中子脉忡之间的问隔时间。

f 1 t,::S; t ::S;t,+,1 

叫 o t j +,1…j +1', 

在这里我们讨论两种运行工况。

i) 准稳态工况

III. 次临界反应堆

设经过长时间运行，缓发中子的产生和消失已达到准平衡态，反应堆
dN _ dC 

的平均中子水平不变，有一一=0， -~' =0 i=1,2,"', 6 
dt . dt 

K 

令王=τ子-ysω，1õ(t -t J 
A 1', ;=1 

AS 
则可以得到IJN=一一

-ρ 

即 F∞豆，反应堆平均功率水平与平均中子源强成正比。

ii) 瞬态过程

为讨论在每个中子脉冲之后一瞬间内，堆中子水平的变化，设，1 <<飞在
K 

时间间隔[与+，1，今+，1+飞]内，根据õ(t- ~)的性质可知 S(t)= Z)Oj，1õ(t-tj )=O 。
j=1 

所以点堆动力学方程变为

dN凡 -ß" ~ 一一 !::.!L.!::....N+ γCλ (3) 
dl A "'7"' 

dC ß 
一」=ζ!...N …Cλ(4)

dl A 

由于瞬发中子先驱核的平均衰变常数 À ~O川寸，因此在考虑

[马+，1，毛+，1+瓦]时间间隔内的瞬态行为时，缓态先驱核素的浓度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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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_ _. ß 
有EL=0工人=亏矶，瞬态引起中子数变化为川份，所以有N{t) =州 N(t) , 

于是堆中子动力学方程脱化为

d8N(t) Po-p β 
一一一一=-L一=-8 N(t)+ r. No dt .1 "A V 

(5) 

令一α=丐互，则附可以解出
δ N(t) =δ N(O) exp (-α 。 +E

其中 E 为常数项， δ N (0) exp (-a t)为瞬态工页，写成瞬变功率的形式则

育δP (t) = ö P (0) exp (-α t)o 

实际上脉冲方波中子注入后，中子有一个经过传递才达到基态的过渡

过程，只有在过渡项消失以后，才能呈现单一指数衰减规律(见图 2) 。

ë: 

õp(t)=õpo口p(l乒 t)

斜宇=乓鱼

f--ad叶

in --j 忏一一指数一--j

图 2

时间

由脉冲中子引起的典型中子通量密度瞬态

in" 一-入射期间 "ad" 一一调整期间.

这里作一个定性的估算，假定在中子注入一瞬间即呈指数衰减，即假

定无过被过程，有

lõP(O)+E 
õ P(t)=i 

1 õP(O)exp( -at)+ E 

t=O 

。 <t$. τs

以原理验证装置的中子源参数为例: LI = 1 ms，飞= 20 ms, keπ= 0.95 , .1= 

5x lO-4 ， α 三 105 8-1 ，贝.IJ t = 0， δ P1 (t) = δ P(O)， t = 究， δ P2 :::: 0.13 8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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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 p. -õ P, 
一」一:....:...:...:0.87 ，这意味着在单个中子脉冲周期内瞬时堆功率将有士(40~

Õ P1 

50)%的波动。

以上讨论是对零功率堆作出的，对平均中子通量密度>1013 n!cm气的高

功率次临界热中子反应堆，这样大的波动，还必须考虑会不会引起缸振荡

的问题。为此，我们考察一下中子脉冲调制情况下的佩毒行为。古直浓度平

衡方程可以写出为

守己呐叫N1 -(ÂxeNxe +CT;e Nx/Þ) 阶
其中 N和λ分别表示 mXe 或 13气的浓度和衰变常数， Å1 = 2.92 X 10-5 

S-1 

(TI12 届 6.7 间，句e= 2.12xl0• S-1 (TlI2 = 9.2 h), CT.xe 为 I到 Xe 的吸收截面， CT.xc = 
2.6xl016 b， φ 为中子通量密度， YXe 为每次裂变13SXe 的产额 y= 0.3% 。

设 ADS 次临界系统已经过长期运转，己处于简平衡态，这时

N∞ (YXe + YI )l:fφ -
Xe -λXe +σXeφ 

设在源作用区内，源强度波动引起中子通量密度的变化为8仇从而导致

13SXe 浓度的变化õNXe' 不难导出

õN__ ( λ1 2'， 
一」己国11+ .~~e _ 1- 1•二 (7)

xe ~σ了φjφ

且l\J δφ
对φ= 1014 n!cm2叽把相关参数代入，则有一~国1.1~。这表明在源

Nx. φ 

作用区内，瞬间中子通量密度变化，大约可引起同样幅度的缸浓度变化，

而佩浓度变化与局部区域增殖系数变化成正比，而这一变化经过反应堆传

递可再转换为功率振蔼的振幅。

在高功率反应堆中，由于中子动力学和热动力学相互辑合，描述高功

率的次临界反应堆的动力学行为将有两类时间常数，一类是中子动力学时

间常数，一类是热动力学常数，对军功率反应堆系统，将只有第一类时间

常数。中子动力学时间常数，又可归属于瞬发中子和缓发中子两类，缓发

中子时间常数为秒的量级，而瞬发中子的时间常数，对快中子堆和热中子

堆分别为 10~ s 和 10-3 S 的量级，所以在低频扰动时，缰发中子常数起主要

作用，与反应堆中子能谱无关，而对高频扰动的响应特性，快中子反应堆

系统和热中子反应堆系统却有所不同。但当扰动频率大于传递函数的截止

频率，反应堆系统将不作任何响应。实际上根据点堆模型的简单估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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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扰动频率大于某一转折频率，扰动幅度就将呈衰减的趋势，对系统结

构的热冲击也将随之趋于消失。事实上，由图 3 可知，当扰动频率>20 Hz(= 
60 弧度旭)反应堆系统将对扰动幅度起阻尼作用。而原理验证装置中初步选

定的加速器宏观脉冲的重复率为 50 Hz. 对应的传递函幅值约为 0.1 。这表

明，仅从中子动力学的观点，中子脉冲引入 40%~50%的功率调制通过缸

浓度变化所致反应性扰动，即使在靶附近区域引起的功率振荡幅度也将仅

为 5%左右。

卜\
A,s 

106,10' 

10' 
理

10-1 

IO' 

10-2 

10-2 10-1 10 102 10' 
ω弧度. s-t 

A ,s 

H l 10',10' 
106 

，々
F 。 于气 \ 

-20 

4L E -40 

.i! 
-60~ / 也飞 \ 110' 

-80 
10' 
10' 

10-2 10-1 10 102 10' 

OX弧度. s-J 

图 3 典型的快中子、中能中子和热中子铀-235 系统的零功传递函数实验值

与计算值(依据 G. R. Keepin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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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W(t) -一-冷却剂流量:

R 一-堆~~~1~阻， Tj 和 1分别表示堆芯进出口温度。
代入上式可得到描述燃料元件平均温度的动力学方程:

dT, 
M fC f =---:-ι== P(t) 一τ[Tf (t) - Tc (t)] 

dt R 

) nu 1 
'
'
'
飞

源扰动引起中子通量密度变化发生在燃料元件，在某个短暂的时间内，

反应堆总功率和冷却剂温度均不随时间变化，这时由上式可以解出燃料元

件平均温度和冷却剂平均温度的差值，

8 Tr= Tr-Tc=Tr(O)e-川(lla)

其中 r=RM{;r具有时间的量纲，称为堆芯时间常数。

作差不多类似的讨论，可以得到燃料元件与包壳平均温度差值随时间

变化的规律

õ T; (t) = Tf (t)-汇(t) = [Tr(O)-TJO)]e -11 ,' (l lb) 

其中 r' 称为燃料包壳时间常数 ， r' 和 T 的典型值见表 l

表 1 时间常数的典型值

时间常数

r 堆芯时间常数/s

f 燃料包壳时间常数/s

PWR 

4.12 

0.63 

LMFBR 

2.79 

0.50 

如仍以届理验证装置给出的力日速器参数为例，对质子束流非连续士况

引起温度波动作-估计，可得瓦

8Tr ( .1)-õTf (rJZl-irJr 

87((.1) 

8T((.1)-T'(r,) • -r.lr' 
-卢----'---:.:j-e

8T((L1) 

(l 2a) 

(I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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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I 中所列出的时间常数可知，无论对 PWR 或 LMFBR，均有飞《τ

且写<<1'， 所以根据式(12)可以看出中子脉忡调制引起的堆芯温度和燃料包

壳温度变化均可忽略不计。

如果借用在 PWR 电站的正常运行中，反应堆功率保护整定值设置，允

许士10%的波动，作为参考，贝IJ与8再(t)变化 10%对应的调制周期1"m可以由式

(1 2)算出，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功率波动土10%允许的中子脉冲调制周期结果表

τ 
』且

PWR 

0.43 

0.066 

R 
B
-
9

口

M一ω
M

rls 

r'/s 

这表明对 PWR 堆芯温度变化 10%允许的调制周期为 430 ms，燃料温

度变化 10%，允许的调制周期为 66ms，而对 LMFBR 则分别为 290ms 和 52

ms。这些值显然都远大于与 50 Hz 对应的调制周期 20 ms，所以原理验证装

置所选用的加速器非连续运行参数将不会引起明显的次临界堆功率波动。

综上所述，可知 ADS 次临界反应堆的功率输出特性，决定两类动力学

过程，一类是低功率工况的纯中子动力学过程，另一类是高功率工况下的

缸毒行为(对热中子反应堆)和中子·热工水力辑合行为，两类行为都可用

对应的时间常数来描述，而反应堆热动力学时间常数与热传递过程相关，

因此它比中子动力学时间常数要大得多。

反应堆是一个中子惯性和热惯性系统，其对应的传递函数存在着转折

频率，大于相对应的转折频率的扰动引起的功率扰动幅度将呈现衰减趋势，

直到消失。当扰动频率大于与热惯性特性对应的转折频率点时，传递函数

特性将完全由中子学特性决定。这一点在旱期石墨反应堆的实验工作中己

经证明，功率反应堆中，反应性扰动诱发中子通量密度扰动的传递特性，

在扰动频率>0.2 周/s 时在传递函数上将看不出有热动力辑合的功率堆和零

功率反应堆之间的差别(见图匀。这意味着，从中子动力学和热动力学棋

合的观点，由于中子动力学惯性的转折点比热动力学的转折点高得多，因此

将存在一种转折频率，如果次临界反应堆对于该转折频率的中子扰动不太

灵敏，可以接受，则对该频率以上的各种热力学扰动也必然是不灵敏的，
不会形成热冲击，这一转折频率根据具体系统确定，例如经证实某→系统

对扰动周期为 1 s 的反应性扰动不灵敏，则该系统发生的质子束丢失如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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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内恢复供束，将不会对系统形成热冲击。这将是我们在原理验证装置上

研究的问题之一。

10 

辙。
生f

握掌

L 
0.001 

() :... 
、\-KE 

:10 

50 

90 
0.021 。.1

频率/周. S-l 

O. 3 

图 5 功率反应堆传递函数举例

3 在原理验证装置上进行模拟研究的可能性分析

在原理验证装置上，也将开展对加速器可靠性要求相关的研究。我们

知道反应堆作为一个动力系统，在线性化条件下，具奋惯性系统的特性，

它对外界扰动的响应特性与它自身的时间常数有关，而在 ADS 中，回PA

束流的不稳定性，相当于对次临界反应堆的局部造成功率扰动，因此在原

理验证装置上通过人为的束流扰动，通过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研究次临界
堆的动力学行为，将有助人们对有关问题的深入认识和了解。

在 ADS 中， HPPA 束流的扰动造成超高能中子源强度的扰动，中子平

均能量约 10 MeV，而在裂变次临界堆中子平均能量低，对快增殖系统中子

平均能量在 1 MeV 以下，而热中子增殖系统中子平均能量在 0.5 eV 以下。

因此散裂中子源强扰动幅度和平均能量将随空间和时间有一个复杂的变化
过程，是一个独特的中子时空动力学问题。

原理验证装置的次临界反应堆是由游惊地堆改造而成，有开展中子通

量密度空间时间分布测量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通过调节束流强度，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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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功率水平下研究次临界堆对不同扰动频率的响应特性，研究测定各类时

间常数，确定反应堆传递函数的转折频率，为 ADS 的研究开发积累经验。

4 结论

根据上面所作的分析，我们可得出下面几点初步结论。

(1) 作为核动力系统的次临界反应堆，对田PA 的可靠性要求，可以归

纳为对稳定性的要求和失束概率的要求。

(2) 质于束流的稳定性直接影响散裂中子源强的扰动幅度和频率，似乎

存在某种转折频率，高于转折频率的扰动将不会对次临界堆构成热冲击。

而低于转折频率的扰动，特别是可以诱发缸振荡的超低频振荡应倍加重视。

(3) 质子束失束将引起次临界堆功率快速下阵，造成比较突出的热冲击

问题。在 ADS 设计中增加降低失柬概率的措施将是人们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4) 通过原理验证装置，模拟质子束流扰动和研究防止束流去夫的办

法，通过研究次临界堆中子通量密度的时间空间行为来研究对 HPPA 可靠

性的要求，和开展次临界堆抗热冲击能力的初期研究，看来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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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Reliability of Accelerator Performance 
to Subcritical Reactor in AD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imulating on Verification Facility 

LUO Zhanglin SHI Yongqian 

China Institute of Aω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The stability ofthe power in the subcritical reactor in the ADS depends 

on the stability of extemal neutron source, 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spaIlation 

reaction on heavy nuclei induced by medium energy proton beam from an 

accelerator of high power. The impact of the beam instability andlor beam trip to 

the power level of the subcritical reactor is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issue in ADS. 

The problem has been analysed by a simplified model and the possible study ω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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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πied out at the verification facility is discussed. 

Key words: subcritical reactor power, beam stabiIity and trip of accelerator, 

verifica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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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for zZ8Th Reduction in Thermal Reactor 
with Th-U Fuel Cycles. 

XUXiaoqi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By using computer code WIMS/CENDL, the effects of some 

par田neters， core configuration such as fuel element structure, neutron flux and 

burn-up, are discussed. It is shown that high neutron flux, small fuel rod diameter, 

large volume ratio of coolant to fuel, seed-blank heterogeneous core arrangement 
and 231Pa chemical separation are necess町 for reducing 228Th production in 

reactor. 

Key words: 228Th, Th-U fuel cycle, thermal reactor 

INTRODUCTION 

Energy resource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ωrealiz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prediction, 

by the midd1e of the next cen阳吁， nuclear power is expected to be more than 
20% of the totaI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bout 240 GW[\l. If these nuclear 

power were generated by PWR，也e total naturaI uranium resources 
consumption would be about 27 ∞0........330∞ t peryear. 

Because of the Iimitation of uranium resources in China, it is ve可

attractive to develop thermal breeders. Thermal breeders have advantages of 

low fissile material inventory, nuclear fuel flexibiIity and much more 

operation experience. It is a practical pa也way to expand nuclear power with 

limited uranium resources. 

Thorium is an abundant nuclear resources, at least three times as 

abundant in the earth's surface as uranium. Thorium can be used in thermaI 

reactor in high conversion ratio, even to reaIize self-consistent or breeding[2J• 

On the other hand, thorium generates Iess minor actinides and plutonium in 

reactor, it is clean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resistant comp缸ed with the 

reactors loaded with uranium[31. 

·τbis work is suppor扯到dbyN甜回国1 NaIural Scien∞ Foun也且on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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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main concemed issues for thorium fuel cycle is the 

generation of harmful nudide, 228Th. It is mainly generated by decay of its 
mother nuclide, 232U. 228Th will decay quickly and produce some gamma 

emitters wi也 high energy, such as 208TI and 212Bi. These nuclides are much 

troublesome in spent 缸.el reprocessing and fue1 fabrication because of its 
strong radioactivity. 228Th inventory in reactor core is dependent on many 

par副neters ， such as neutron sp时伎um， flux level and core structure, study on 

its production and depletion proced町e is an important task. Some results are 
briefly discussed in 也lS paper. 

1 BASIC THEORY 

The bum-up chain for 228Th can be shown as Fig. 1. 

而 mη1'- l!lTh 
， σ".，" 

lλ1 

川4 一-Jzpa
O"n.r 

A 
•• ,
BBEES-

,. 

,(4 

U Z 

Fig. 1 The bum-up chain from 232Th to 22叮ñ

The 232Th (n, 2n) reaction is a main path-way 岛r 228Th production，也e

reaction ratelo can be written as: 

10 = JfNol1n • 2n {E ，叶剑E， r)dEdV

For a homogeneous reactor, we have: 

fo=N。σn.2nφ

= (号.2n问主)RO
ßxλ xRo 

Here, No is the quantity of 232Th， σn.2n andσf are the cross section of仙， 2n)

and (n, f) reaction in fast neutron energy (E> 6 MeV), respectively. Ro is tbe 
tota1 fission rate (nls.),}; the ratio of fission reaction of 232Th to 233U， β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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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Ro is dependent on reactor thennal power, ft can be calculated in 
WIMSD4[4j with the help of reaction edit option. 

IfN;(i== 1, 2, …, 5) is the inventory Of 231Th, 231Pa, 232Pa, 232U and 228Th, 

respectively, we have 

号=叽儿介-(小A←川+怦叽σ

夺=卅卅A刷帆N矶叽(仇ι川+叮叫σa.2 f/J)N2

号=σy， 2φW2 -的 +σa， 3φ)N3
旦旦=~N3 -(λ4+σMφ)N4 dt 

寺子=斗λ川λ卅4仙
Suppose 由a创t neut住ron flux is a constant, then the equilibrium inventory 

for these nuclides are calculated. 

2 228Th INVENTORY 

Let us consider a thennal lattice wi也Th02 fuel and D20 coolant and 

analyse the effect of 232Th inventory in different condition. 

2. 1 Fuel Radius and V..,IVr 
large V.jVf and small fuel rod radius can slow down fast neutron 

effectively, bence reduce fast neutron flux and (n, 2n) reaction rate of232Th.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given in Fig. 2, it is shown 也at large V.jVf and small 

fuel rod radius can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228Th. 

。∞J[ ~.m"， 

、气

三三三 1 S 

0.0005} 
。 0.5 1.0 

y ,lcm 

Fig. 2 J; for ditferent rr and Vm/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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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eutron Flux 
ln bum-up chain, disappearance of a nuclide is completed in two ways , 

decay or neutron absorption. Neutron flux can change this procedure, high 
flux is helpful for 232U to absorb neutron, then decrease the fractìon of 232U to 

decay to 228Th more effectively, and reduce daughter product, the nuclide 

inventory ìn different neutron flux is gìven in Fig. 3. 

100 

10 

01 

Normalized to /r, 
0.01 

10" 10口 10" 、J
HU l 

# 

Fig.3 2JIPa, 232U and 228Th inventory as function ofneutron tlux 

2. 3 Other Parameters Analysis 
231Pa is an intermediate nuclide from 232Thω228Th， in low neutron flux , 

because of its accumulation, chemical separation of 2JI Pa wiU reduce 228Th 

inventory. 

ln seed-blank heterageneous core, fission and breeding are completed in 

two diferent regions, this technique can reduce 怡， 2n) reaction of 232Th very 

effectively. Thìs characteristic depends on concrete core structure and bum

up, detaìled analysis is not ìncluded ì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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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abov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it is shown 也at high neutron 
flux, small fuel rod diameter, large volume ratio of coolant to fuel , 231Pa 

separation and seed-blank heterogeneous core are helpful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228Th, in which the neutron flux lev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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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 循环热堆中 228Th 的衰减

徐晓勤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使用 WIMS/CENDL 程序，讨论了燃料元件结构等堆芯结构、中
子通量及燃耗等对 Th-U 循环热堆中 228Th 的衰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为了

在堆中减少 228Th，需要高的中子通量、小的燃料棒直径、大的冷却剂对燃

料的体积比。同时， 231Pa 的化学分离也是必要的。

关键词 228Th Th-U燃料循环热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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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裂中子靶能量沉积研究*

樊胜 1) 叶沿林 1) 赵志样 2) 应军 1)

1)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00871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利用 SHIELD 程序研究了中高能质子入射在长 0.6 m、直径 0.2 m 

的圆柱形铅靶上的每个入射质子产生的能量沉积;同时计算了靶材料分别为

Be , C , Al. Cu, Pb 和贫化铀的每个入射质子产生的能量沉积沿轴向分布，

结果和实验数据符合很好;分别对束流为 IO mA，能量为1.5 GeV 质子点入射、

散焦入射散裂靶能量沉积引起的靶内功率密度分布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散裂中子靶能量沉积功率密度

散裂中子靶相关物理研究是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 (ADS) 概念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前面的工作对相关的 ADS 靶物理如中子产额[1， 2)、白色谱[3) 、

散裂碎片质量分布[4]、靶材料的辐射损伤I明以及适用于 ADS 项目原理验证装

置固态金属靶及靶几何设计[η等做了一系列研究。文献[7]认为锥型的"束窗

靶"一体化结构可以作为 ADS 项目鼠理验证装置的散裂中子靶的优先考虑对

象。而选择锥壳型主要是为了容易散热，可以在热工上有被接受的可能，不增

加或fi采用比较容易实现的附加轻水(或重水)冷却j回路。但对于入射质子能量

较高，束流较大时，靶的散热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C. Rubbia 提出的快中子 ADS 概念设计中[町，入射质子能量为1.S GeV、

束流为 10 mA，靶上的功率密度达到 15 MW，散裂中子源靶的散热是→个非

常重要的间题。C. Rubbia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利用液态铅作为散裂靶，

同时利用液态铅的流动带走靶区内的热量，以达到冷却的目的。但利用攘态铅

作为冷却剂杳很多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而选用固态金属靶，靶的冷却又是要

特别加以研究的问题，为此首先要对能量在靶内的沉积以及功率密度分布情况

杳一个详细的了解。

1 能量沉积

质子入射沉积在靶内的能量主要来自三方面的贡献。第一是质子打入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9675∞3)，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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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由于其电离原子中的电子而损失能量以及次级带电粒子电离原子中的电子

而损失能量，称为电离能损。若质子(或次级带电粒子)在靶内从 ro 处输运到 r

处，质子(或次级带电粒子)在此对应的能量分别为 EO.j和 Ej' 则质子损失的

能量为

AEj = EO.j - Ej 

若矶， j 为 rO处 i 带电粒子(入射质子和次级带电粒子)注量率，则电离能损为

Eion ::: LAEj 叭，j

能量沉积的另一部分来自于核反应后具有较高激发能的余核发射粒子后

的反冲能。由于发射粒子的复杂性，反冲能可以由如下的公式近似估计得到，

Z瓦，im){，j
K :::.....!. 

Mc 

式中:瓦. i' 叭，丘， j分别是第 i 种粒子的产额、质量和平均能量 ， M， 是剩余

核的质量。

由于部分剩余核的激发能大于其裂变位垒，可能裂变放出能量，这是能

量沉积的第三部分。若P为剩余核的激发能，则裂变过程放出的能量为

Er.s =E~ +Br -vnEr， n 一 vpEr， p

式中 : Br 是剩余核裂变的结合能差，凡，马分别是裂变过程中剩余核放出的中

子和质子数目，鸟'， n' Er, p分别是裂变放出中子和质子的平均能量。
质子入射总的能量沉积为

E tot = E ion + Erec + E fis 

2 计算结果

表 l 列出了利用 SHIELD 程序。I计算得到的能量在 800~2∞o MeV 的质

子沿长 0.6 m，直径 0.2 m 的圆柱形铅靶的中心轴线入射每质子能量沉积与文

献口oJ 和[l1 J 的结果的比较。

表 1 平均每质子在把内的能量沉积

入射能量 IMeV
不同工作的每个质子的能量沉积 IMeV

文献 [10] 文献 [11] 本工作

B∞ 366 料。 494 

l 仪)() 4∞ 528 559 

15∞ 469 727 

2创)() 542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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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质子入射能量的增加，沉积在靶内的能量占入射

能量的比例减少。这主要是随着入射质子能量的增加，出射粒子(特别是中子)

数目和平均能量有较大的增加，相应地从靶中带走的能量的比例增加。利用

SHIELD 程序计算得到的结果约比文献[1月的结果高研电，这两个结果符合情

况较好。而本工作结果比文献[10]的结果约高出 30%。

图 l 示出了 1 GeV 的质子沿长 0.6m，直径 0.2m 的圆柱形靶的中心轴线

入射的能量沉积在轴线方向的分布[1勾和实验数据(13-1 S]的比较。可以看出，利用

SHIELD 程序计算靶材料为贫化铀， Pb , cu 和A1的结果和实验数据符合得很

好。而靶材料为 C 和 Be 的计算值高于实验测量值，这是因为 SHIELD 是蒙特

卡罗程序，而 C 和 Be 的核子数目较少，统计效果不好。因此利用 SHIELD 程

序计算原子序数小于 10 的靶材料是不合适的。在相同条件下，不同材料的靶

的能量沉积是不同的。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靶内能量沉积增加。这主要是具

有较大 Z 的核素，核外电子也相应较多，质子打入靶后，电离原子中的电子

会损失更多能量。贫化铀靶内沉积的能量约是铅靶的 5 倍，由于贫化铀是可裂

变材料，具有较大的裂变截面，裂变碎片能在能量沉积中所占的比例增大。

. 
p,. . 
2>ω 2 10-2 

\ 

。

10-3 

\0-' 
o 10 20 30 40 50 60 

Depth along beam axis I cm 

固 l 质子入射，不同靶内的能量沉积的比较

O. 口←SHIELD程序计算结果， ι. -Belyakoy-Bωin V. l 实验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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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能量沉积和功率密度在靶内的分布，我们把长 0.6 m , 

直径 0.2 m 的铅靶分成体积相等的 3ω 份z 沿轴向分为 30 等份，径向分为 10

个同心圆环，每个圆环的半径为冉，满足

R1
2 = R; -R12 

= Ri -R; 

= R120 -Ri 

图 2 示出了束流为 10 mA，能量为1.5 GeV 的质子沿靶中心轴线入射，靶

内功率密度沿轴向方向的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电离能损约占总的能量沉积

的 90%以上，反冲能贡献最小。沿轴向方向，功率密度分布很快变小。在质

子入射点 (z = 0~0.02 m; R = 0~0.01 m) 功率密度达到约 8X 104 W. cm飞

随着 R 的增加，靶内功率密度急剧减少，在靶的最边沿，功率密度只有中心

的约万分之一。在R=O~O.Ol m 的区间，功率密度分布随 z 的增加一直减少，

而在其它区域，随 z 的增加，功率密度分布有一个极大值，且这个极大值的位

置随 R 的增加而向靶的边沿移动。这主要是由次级带电粒子引起的电离能损

分布决定的。例如在 R = O.02~O.03 m 的区间，在 z=0~0.02 m 的区域，入射

质子引起的次级带电粒子数目很少，而在 z = 0.0~0.05 m 的区域，入射质子引

起的次级带电粒子数目相对 z = 0~0.02 m 的区域要多，因而在这一区域沉积

的能量也较多。相应随 z 的增加，次纽带电粒子数目减少，沉积的能量也减少，

因此在曲线中出现一个极大值。

图 3 示出了功率密度沿径向的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 R 的增加，电

离能损、反冲能和裂变能都减少。由于入射质子沿靶的中心轴线，因而在轴线

方向次级带电粒子数目要比远离中心区域的少得多，能量沉积也相应地少得多。

从图 2 和 3 可以看出，质子沿靶的中心轴线入射，在入射点功率密度比

其它区域要大得多，这对于靶的冷却是→个极大的问题。在散焦入射的情况下，

功率密度在整个靶区内的分布要均匀得多。

图 4 示出了束流为1OmA，能量为1.5 GeV 的质子沿轴线中心、散焦半径

为 0.05 m 和 0.1 m 入射情况下功率密度在整个靶区的分布示意图。图中同一

种颜色代表相同的功率密度，可以看出质子散焦半径为 0.05 m 均匀入射的中

心点的功率密度约只有沿靶轴线中心入射的 25%，而散焦半径为 0.1 m 时，约

只有 12%。这一结论和C. Rubbia 给出的计算结果是很相似的问。散焦入射引

起的整个靶内功率密度分布要比沿靶轴线中心入射的功率密度分布均匀得多，

这→点对于靶的冷却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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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功率密度沿径向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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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30 40 !!o ω 

zl αn 

固 4 束流为 IO mA， 1.5 GeV 的质子入射在整个靶内功率密度分布示意图

a 一一点入射 b 一一入射质子半径为 0.05m; c 一一入射质子半径为 0.1 m 

3 讨论

加速器驱功洁净核能系统散裂中子靶的能量沉积是一个解决与靶相关的

物理和热 E问题的难点。本工作利用 Monte-Carlo 方法模拟计算由质子入射(点

入射、散焦入射)散裂靶的能量沉积，给出了功率密度沿轴向和径向分布以及

在整个靶内的分布图。对于了解能量沉积对整个靶的影响以及解决靶的冷却和

设计相应的热工回路布较好的理论指导意义。

但本工作局限于模拟计算长 0.6 m，直径 0.2 m 的铅靶，而没有能和具体

的靶设计，如文献[7]中的靶设计方案联系， 主要原因是程序中靶结构相关问

题的考虑。在改进程序中与靶结构相关的问题后，可以很容易地研究各种不同

结构的靶中能量沉积的分布。这一工作梅在近期内完成，这一点对于靶的几何

和相应的热工回路设计将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感谢导师丁大钊先生在本工作之韧的鼓励:感谢欧州核能委员会学术委

员会副主席， JCENES 主席 Jose M. Martinez-Val 教授，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

学研究所的付学东博士和俄罗斯科学院核物理所的 N.M.Sobolev业y 教授的有

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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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咆y Deposit of the SpaUation Neutron Target 

FAN Sheng1) YE Yanlin1) ZHAO Zhixiang2) YING Jun1) 

I)D叩缸1mentof11配hnica1 Phys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871 

2)αIina Ins岳阳teofAω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币le pro旬岳阳也ced energy deposit in the target of 208Pb with the len.回1

0.6 m and the radius 0.1 m is ana1yzed by using the SmELD c叫e. 币le results 

ca1cu1阳dbySIDELDαxfe are in good agr胃口lent with the measured data of 1 GeV 

proωninωthe Be, C, Al, cu, Pb and U ta鸣曲. The maps ofpower d，四sity distribution 

m 往le target are obtained wi也也.e proωn bearn intensity 10 mA and the energy 1.5 

GeV. 

Key words: spaIlation neutron ta鸣et， energy deposit, power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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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eV 质子入射固态金属靶性质研究'

樊胜。肘沿林 1) 赵志样到罗璋琳 1)

1)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871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对 150 MeV 质子入射鸽、铅和铅·销合金固态金属靶的性质进行了
研究.就靶的几何设计、靶材料选择、 150 MeV 质子入射靶中子产额和从靶

中泄漏的中子产额、泄漏中子的能谱和空间分布、靶的放射性活度累计以及靶

的辐射损伤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固态金属靶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性质

引言

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 (ADS) 作为可使核能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的创

新技术路线近年来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国内也相应开展了概念研究

工作，井提出了建设原理验证装置的建议。这一装置由脉冲运行的 150 MeV , 

3 mA的质子直线加速器、散裂中子产生靶及相应的热工水力回路和次临界装
置构成[11 。

在该系统中，散裂中子靶是联系加速器和次临界堆的重要环节[21 0 中子产
生靶以及束窗材料工作在高温、强辐射环境，其抗辐射和热工性质对整个系统

的运行周期有决定性影响，是加速器和反应堆的藕合部件。对靶和束窗的模拟

实验研究、材料的优选以及寿命的评估有重要意义。

我们利用模拟计算程序 SHIELD(3)和辐射损伤研究程序 RADDAM(4)对入射

质子能量在几十 MeV 到 3GeV 的广泛能区间，对可能作为散裂中子靶和束窗

相关材料的鸽、铅和铅-铝合金的出射中子产额、出射中子能谱、放射性活度

累积、散裂碎片质量分布、辐射损伤以及靶的几何设计等方面做了原理性的系

列研究[5-12) 证明了模拟计算的可行性井发展了部分程序功能。

本工作对可能作为原理验证装置的固态靶进行了更为具体地研究，就靶

的几何设计、靶材料选择、 150 MeV 质子入射靶中子产额和从靶中泄漏的中
子产额、泄漏中子的能谱和空间分布、靶的放射性活度累计以及靶的辐射损伤

进行了具有实用意义的分析。

.基金项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9675∞3)，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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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态靶方案选择

原理验证装置以利用改造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池式轻水反应堆为出发

点。由于现有的条件和技术储备，初期入堆的只能是固态靶。靶的选择和结构要

考虑: (1)对堆芯物理特性扰动尽可能小(中子吸收尽可能小); (2) 热工上高被

接受的可能，不增加或只采用比较容易实现的附加轻水(或重水)冷却回路。

这里给出两种可能作为 ADS 原理验证装置固态靶的结构方案。第一种为

多层棒柬靶， (见图1)，束营和靶分离，有束窗，最大外径为 0.1 16 m; 质子

束管穿过实验通道，从径向引入堆芯，冷却剂方向与质子束流方向垂直。靶柬

组件成三角形排列，其最外国成六边形排列。靶棒上下两端由栅格板固定，中

心有旋转轴。这样设计靶，主要是减轻靶棒的热负荷。

a b 

图 l 多层棒柬靶示意图 a. b 是图 a 的径向剖面图

图 1 (a) 中带箭头的线表示质子入射束流方向，图 1 (b)示出了质子在靶

中的运行轨迹。研究表明， 150 MeV 的质子入射鸽靶，质子在靶中运动的最

大距离约 0.02 m问。由于靶的尺寸远大于质子在靶中的运动距离，导致中子产

额，特别是泄漏的中子产额受到限制，且靠近靶芯的棒束也没有起到真正的散

裂靶的作用。这表明这种结构的靶在入射质子能量为 150 MeV 时不是最合适

的选择。

从现有轻水堆条件和此前的原理性研究出发，我们设想另外一种可能的

结构方案是"束窗-靶一体"的靶，如图 2，这种靶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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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G 
a b 

图 2 柬-靶一体化结构示意图. b 是图 a 锥底面的径向示意图

(1)无束窗，质子束从锥底沿 Z的方向引入，质子束流方向与冷却]剂方向平行:

(2) 锥壳的选择是为了使质子束散焦，可以降低单位体积热负荷。

图 2 中质子入射方向定义为 Z 方向，原点为锥底圆心位置。束营的结构

材料选用错合金和铝合金。根据池式轻水反应堆堆芯结构，锥底外径为 RI 取

为 0.055 m，束管厚为 o.∞3m，则 R2 为 0.052 m。定义圆心到靶的距离为 R.

则靶的厚度为 R2-R. 靶锥体高为 0.25m 。

由于束窗-靶一体化结构的靶结构简单，靶厚可以根据 150 MeV 质子入

射，质子在靶中的运动距离进行选择，而且泄漏中子的空间分布可以达到最好

的均匀化，因此这种结构的靶可以作为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原理验证装置

罔态靶的优先考虑对象。

2 材料的选择

关于靶材，目前研究表明[2. 12]鸽、铅和铅一地合金是作为散裂中子源靶的

最优选择。铅和铅一铅合金的烙点和沸点都很低，见表1.如使用同态靶结构

将使靶的冷却成为一个重要难题，而坞的熔点达到 3380 'C 、?弗点达到 5927

'C ，相对铅和铅.铅合金靶，其冷却问题要好得多。显然，从冷却方面考虑，

选择鸽作为固态靶材，优于铅和铅-铅合金。

表 1 三种材料的性能比较

材料 密度 /g' cm-l 熔点 / .C 沸点/ 'C 

鸽 19.26 3380 5927 

铅 11.34 327.3 1744 

铅-销合金 (44.5o/oPb+55.5~也Bi) 10.57 123.5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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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种靶每质子引起的中子严额 (Ep = 150 MeV; R = 0.039 m) 

靶

鸽

铅

铅-销合金

>I4.5 MeV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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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7 

-u-ZOZOA"Y 
M国
-
呵
，
，
句
‘

J
F

、J

M山
』
句
，
，
句
，
『

f

甲h
u
-
o
u
o
u
o
u

表 2 给出了图 2 中 R 为 0.039 m. 150 MeV 的质子入射(散焦束流半径为

R2) 的中子产额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子产额主要是能量低于 14.5 MeV 

的中子，约占总产额的 90%。坞的中子产额约为每个质子产生 0.776 个中子，

在三种材料中，略高于铅和铅铅合金的中子产额。从中子产额来看，这三种材

料作为靶材都是可以的。因此在本工作中，考虑以鸪作为靶材料。

3 靶的物理参数

图 3 给出了 150MeV 的质子入射(散焦束流半径为几) "束窗-靶一体化"

的靶的中子产额和泄漏中子产额随R 的变化。图中实心圆点是中子产额，空

心圆点是由漏中子产额。从图中可以看出 .R 小于 0.046 m (相当于鸪靶厚度

大于 0.006 m. 沿 Z方向靶厚度大于 0.02 m)，中子产额变化不大，大约为每

个质子产生 0.75 个中子:而 R 大于 0.046m (沿 Z方向靶厚度小于 0.02 m). 

由于靶太薄， 150 MeV 的质子直接穿过靶，因而和靶相互作用时间短，每个

质子产生的中子数目少:而R 约为 O.05m 时，中子产额不到 0.5。在整个范围

内，中子泄漏产额小于中于产额，这主要是有些中子被靶核吸收或中子能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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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子产额和泄漏中于产额随R 的变化

·一一中子产额 0-一泄漏中子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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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未能从靶中逃逸出来。在 R 小于 0.046 m 的情况下，中子泄漏产额的变化

较大。在靶较厚时，尽管中子产额变化不大，但由于在靶中中子被吸收几率增

大或中子能量较低从靶中逃逸出来的几率较小，因而泄漏中子产额少:在 R

约为 0.046 m (沿 Z方向靶厚约 0.031 cm) 时，泄漏中子产额达到最大，约为

0.76 nlpo 

图 4 给出了 R=0.045 cm 时的泄漏中子的归←化能谱。从图中可以看出，

泄漏中子能谱-直延伸到约 150 MeV. 但 90%以上的泄漏中子的能量低于 14

MeV. 且能量小于 2 MeV 的泄漏中子约占 70%。所有由质子入射引起的中子

产额的能谱分布，在高能硬尾部分是一样的，只在能量低于 14 MeV 时略高

于泄漏中子能谱，在能量小于 2 MeV 时，更为显著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中子

被鸽靶原子核吸收和部分中子能量较低未能从靶中逃逸出来。

凹.靶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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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图 5 给出了泄漏中子沿 Z 轴的归一化空间分布。从国中可以看出，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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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靶区 (0~Z~25 cm)，地漏中子空间分布较为均匀，这和文献[13]给出的 800

MeV 质子沿中心轴线入射 φ0.2XO.6 旷的厚铅靶的出射中子空间分布比较，

空间分布均匀性明显改善。靶的几何形状选择为锥型主要是利于入射质子散焦

和便地漏中子空间分布均匀化。

由于入射质子能量只有 150 MeV，靶中产生的反应产物主要是 Re ， W , 

Ta , Hf 以及 Lu 的同位素。这些同位素中很少有长寿命、高放射性废物:裂变

产物很少[8-10]。因此 150 MeV 质子入射材料为坞的一体化靶上的放射性可以

不考虑。

束流为 3 mA的质子束轰击一体化靶，其质子注量率约为 6却2X 1013 

P' cm-2 • 8- 1 。表 3 给出了靶系统的辐射损伤情况。

表 3 靶和结构材料(铝合金)的辐射损伤

区域
入射质子 级联质子 级联中子 运 14.5MeV 中子 总量
b. keV b. keV b. keV b. keV b. keV 

靶区 75.61 8.648 30.28 117.77 232.34 

结构区 1.1 4 4.84 5.98 

总量 75届1 8.648 31.42 \22.61 238.82 

原子位移率 1.82 0.21 0.83 3.26 6.12 
XIO-'dpa/d 

从表 3 可以看出，靶区受到的辐射大于结构区，结构区受到的辐射损伤只占总

量的约 2.5%。在靶区中，原子位移产生截面主要是能量低于 14.5 MeV 的中

子引起的，约占总量的 50%，入射质子直接引起的原子位移占总量的约 32%.

其余的是由级联质子、级联中子、筑、氟以及氨气和靶核相互作用引起的。在

结构区，引起材料辐射损伤的主要是出射中子，这主要是入射质子穿过鸽靶直

接轰击结构材料和从靶中产生的次级质子轰击结构材料的几率较小的缘故。

计算表明，整个靶的氢气产生截面约为 0.047 b，则氮气产生率约为 0.255

a' 10毛/ d，氢气产生率和原子位移率之比约为 41.6 a • 10-6/ dpaQ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从解决实际问题目的出发，利用此前系列的原理性研究结果，具体

计算分析了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原理验证装置固态靶的条件、物理参数，

给出了可行的选择。主要结论如下:

多层棒束靶在入射质子能量较低时不是 ADS 原理验证装置最合适的选

择。而"束窗-靶"一体化的靶则由于其结构简单、泄漏中子的空间分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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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好的均匀化以及靶厚度可以根据入射质子能量的改变而相应地调整以达

到最大的泄漏中子数等优点，可以作为 ADS 原理验证装置固态靶优先考虑。

由于鸪膏较高的熔点和沸点，与铅以及铅-锚合金比较在靶的冷却方面有

明显的优势，而且这三种材料在 150 MeV 质子入射一体化靶的中子产额投杏

明显的差别，因此，鹊作为靶材料的选择具有优越性。

"柬窗-靶"一体化靶的靶区厚度在大于 O.∞6m 时， 150 MeV 质子入射

产生的中子产额没有太大差异，但随靶厚度的增加，泄漏中子产额减少。在靶

厚度约为 0‘007m时〈拮 Z方向靶厚约 0.031 m)，泄漏中子产额最大，达到 0.76

nlp。选择这样薄的靶对靶的冷却方面带来了方便。

150MeV质子入射厚度为 0.007 m 的一体化靶，泄漏中子的能量一直延伸

到 150 MeV，但 90%以上的泄漏中子能量小于 14 MeV , 70%的泄漏中子能量

小于 2 MeVø 沿 Z 轴方向的泄漏中子空间分布比较均匀，这和 8∞ MeV 质子

沿中心轴线入射 φ0.2XO.6 旷的厚铅靶的出射中子空间分布比较，空间分布均

匀性更好。

由于入射能量只有 150 MeV，束流只高 3 mA，靶的反应产物累积的放射

性很少，因此质子入射材料为鸽的一体化靶内反应产物累积的放射性可以不考

虑。

靶的辐射损伤主要集中在靶区，结构材料受到的辐射损伤很小。由能量

小于 14.5 MeV 的中子引起的辐射损伤达到了 50%。整个靶辐射损伤的原子位

移率约 6.12 X 10-3 dpa / d: 氮气产生率约为 0.255 a. 10咱/ d: 氮气产生率和原

子位移率之比约为 41.6 a. 10咱 I (年a。结合文献[12]给出的结果可以明显的看

到，在 150 MeV 质子入射到一体化靶中，氯气引起的辐射损伤是主要的。由

于其危害性，氢气产生引起的辐射损伤需要特别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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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olid Metal Neutron Production 
Target Proper世es Proton-induced with 

Incident Energy 150 MeV 

FAN Sheng1) YE Y;剧时 ZHAO Zhixiang2) LUO Zhanglin1) 

1) Technical Physics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2) China Institute of Aω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ηle study on solid metal neutron pn对uction target properties for incident 

1 50MeVproωn is presented.ηle seJection ofthe ma能rial and gωme位y design for the 

target are discussed. 叽le properties of 也e target concemed by this work include the 

yieJd, energy and spaωdistribution for the neutrons leaked from the target with 

150MeV proωn. 刀le radiation damage analysis for the target is also carried out. 

Key words: solid metaJ target, acceJerator-driven sys也m，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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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 散裂靶辐射损伤研究*

蜒胜1) 叶i剧本\)赵志样 2) N.M. Sobolevs旷} 徐春成 1) 陈陶 1)

1)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00871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3) Institute for Nuclear Physics, Moscow, Russia 

摘要 利用 SHIELD 程序系统，考虑了不同入射能量的质子和中子轰击

W和 Pb 靶，对我国未来可能使用的靶体的辐射损伤截面、原子位移截面 (dpa)

和原子位移率 (dpa/s)、氯气产生截面、氨气产生率以及氨气产生率与原子位

移率的比值进行了研究并同 Wechsler 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同时对1.6 GeV 

的质子沿中心轴线入射长 ωcm 直径 20cm 厚铅靶在不同部位引起的辐射损伤

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合理的结果.

关键词 辐射损伤截面原子位移截面气体产生

引言

散裂中子靶是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 (ADS) 的一个关键部分[1， 2] ， ADS 

散裂靶系统一般考虑由二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为散裂中子源的靶，由固态或

液态的重金属如铅、铅F销合金等构成，另一部分是靶窗，一般由鸽或不锈钢

构成。散裂中子靶和靶窗材料所处的辐射环境和反应堆内材料所处的环境有很

大的差异。 ADS 中的靶和靶窗不仅受到中、高能质子的轰击，而且受到能量

分布广、平均能量高、高通量的出射中子的辐射。出射中子能量分布在热中子

到质子入射能之间很宽的范围内，中子通量高达~1015 Icm2 • S[3]。而 PWR 中

的材料处在中子能量范围很窄、且平均能量很低、中子通量也很低的环境中[4] 。

因此靶和靶窗在 ADS 中受到的辐射损伤和反应堆中的材料受到的辐射损失有

极大的不同。研究 ADS 散裂靶和靶窗辐射损伤，对于靶和靶窗的使用寿命以

及 ADS 的安全运行有重要意义。

材料的辐射损伤主要有三个指标来衡量:原子位移、气体产生(主要是 H ，

He) 和变形原子的产生。晶体结构材料，其原子是有规律、周期性排列的栅格

网状结构。材料的辐射损伤主要来自于晶格原于的位移。位移的形成主要是由

于入射核子和靶的原子碰撞或者靶内原子受到激发，发射粒子后的余核反冲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675∞3)资助，博士后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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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如靶材料原子核俘获一个中子，通过发射 y射线退激引起余核反冲。

当材料中原子发生位移后，则在晶格中产生原子空穴和空隙。这将导致材料结

构发生变化，影响材料性能。能够引起原子位移的最小能量，即原子位移闽能

记为 Ed。儿种典型材料的原子位移闸能参见表 1 。

表 1 几种典型材料的原子位移阑能15，6)

刷
一
川

Al 

25 

币.Cu

30 

Cr. Fe. Co. Ni 

40 

Nb. M。

ω 

w 

90 

Coulte 等问研究了 800MeV质子入射 cu 靶引起的辐射损伤:悦chslerl8] 研

究了由散裂中子引起的仇的辐射损伤。 Wechsler 等利用 MCN酬， LAHET[叭

SPECTER[lI]研究了入射质子能量分别为 lGeV 和1.6 GeV，靶材料分别为 Fe ，

W , Pb 的辐射损伤以及散裂中子引起的辐射损伤[12-15]。在粒子入射能量小于

20 MeV，利用 SPECfER程序，在粒子入射能量大于 20 MeV，利用 LAHET

和 MCNP 程序，研究了中子和质子引起的原子位移和气体产生等辐射损伤的

主要指标。 M.S. 悦chsl町等人[1句计算了1.6 GeV质子轰击下鸽散裂靶内中子引

起的损伤，发现 40%的原子位移和几乎全部的氮产生是由 20MeV 以上粒子引

起的。 H. Tak血ashi[1η针对日本 JAERI 靶设计方案做了类似的计算，发现损伤

的程度在靶的不同部位差别很大。他们的计算还特别显示了加速器与靶之间的

窗上能量沉积、辐照损伤和气体释放都特别严重，将是影响加速器安全稳定运

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靶和靶窗中产生的气体主要是氢(p ， D , T) ，氮(3He ， 4He) 以及原子序

数( Z) 较小以气体形式存在的元素。而一般的材料对于快中子反应如钮， p) 、

(n， α) 等的产生截面较大，特别是中子和质子能量较高时，气体产生截面会更

大。当气体产生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对材料的损伤主要体现在 (1) 靶材料中

因气体产生形成的汽泡引起材料肿胀 (2) 惰性气体引起的高温脆变 (3) 填

隙气泡缺陷引起的低温脆变: (4) 靶材料在次临界堆内由气体引起的蠕变。这

些变化都将导致靶和靶窗材料的机械性能发生改变。在 ADS 系统中，靶的机

械性能的改变对靶的相关物理特性以及使用寿命的影响是严重的，特别是靶窗

要承受来自次临界反应堆内作为冷却剂(液态铅)的巨大压力[坷，气体产生导

致靶窗机械性能改变对整个系统的安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 ADS 系统靶

和靶窗材料辐射损伤的气体产生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目前，我们从俄罗斯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引进了 SIllELD[181和 RADDAM(191

程序。杳关 SIllELD 程序，我们在前面的工作中[20-23]己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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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工作中，我们主要考虑了由中、高能质子和中子入射鸽和铅引起的

原子位移和气体产生。利用 SHIELD 程序系统，考虑了不同入射能量的质子

和中子轰击 W， Pb 靶，研究了我国未来可能使用的靶体的辐射能损伤截面、

原子位移截面 (dpa)和原子位移率 (dpa/s) ，并同 Wechsler 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

较。同时对1.6 GeV 的质子沿中心轴线入射长 60 cm，直径 20 cm 厚铅靶在不

同部位引起的辐射损伤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合理的结果。研究了氢气的产生截

面、产生率以及氧气的产生率和原子位移率的比值 R. 计算结果和实验数据以

及其它一些 Monte-Carlo 程序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符合情况较好。

1 辐射损伤计算

中、高能核子入射引起靶材料的辐射损伤，主要是入射粒子和靶原子的

弹性散射以及入射粒子和靶原子的非弹性相互作用。在入射能大于 100 MeV 

时，辐射损伤的贡献主要来自第二种作用。

具有入射能量为 E 的入射粒子和靶材料中原子发生碰撞，原子获得的反

冲能为 T. 若 T大于智j摄碰出原子(Primary Knock-on Atom, PKA) 的原子位移

阐能(马)，这个原子将从晶体栅格中移开，并引起其它原子位移。 PKA 动能

可以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为η(η ，引起电子激发，一部分为 v(η ，引起原子

位移和点辐射缺陷。

设入射粒子的质量数和原子序数分别为 zp 和 Ap ， 入射能为 Eo. 靶的质量

数和原子序数分别为 zr和衔，则沉积在靶中的损伤能为，

E(Eo) =N ['主dE [- Tv(T)豆豆dT
~d dE ~. ., dT 

其中dE/dx 是阻止本领• T lIWt是原子获得的最大动能， dσ/dT 是原子的 PKA

能谱。

引起点缺陷的部分vCn ， 定义为闷，

V(T)=-JL一
l+kg(ε) 

k=0.134Zi /3 / Ai /3 

g(ε)=ε + 0.402&314 + 3.4& 1/6 

ε =T/(0.0869 x Z;'3) 

则损伤截面定义为，
T ,G TS V σ

一T

AU-JU 

←
E也

-F 
恤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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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位移截面定义为，

σ-β 
doaσ 阳 2Ed 曲nage

其中β=0.8向

原子位移产生率 (dpa/s) 为，

式中φ 为粒子通量。

定义某一种气体产生截面为

Kd = σ句.xø

n, /nn 
σ=-"----

Nvx 

IV. 靶物理

式中 i 为某一种气体(p， He 等)， nj 是出射 i 气体粒子数目 ， no 是总的入射粒

子数目， Nv是靶的原子密度 ， x 是靶的厚度，本工作中 x 取为 0.01 m。

定义 i 种气体产生率为

Kj = ψ·σa 

ψ是粒子注量率。

定义氢气 (He) 产生率与原子位移比值R 为

式中 K阳是原子位移率。

2 计算结果

2.1 原子位移

R E且已-
Kdpa 

图 1 给出了利用 SHIELD 和 HETC 计算的 600 MeV[19l以及C. Rubbìa 组计

算的 8∞ Meyf21质子入射 AI ， Fe , Mo 和 W 薄靶引起的辐射损伤截面。随着

原子序数的增加，由质子入射引起的辐射损伤截面增加，由于每一种核的原子

位移闽能不一样，原子位移截面的情况也不一样。 HETC 和 C. Rubbia 组计算

结果与 SlllELD 计算结果大体一致。

图 2 是中子入射薄鸽靶的辐射损伤截面随入射能量变化的曲线。图中方

框是中子入射能量低于 20 MeV，由 SPEαER计算的结果，实心圆点是 20MeV

以上由 LAHET 计算的结果[1句，空心的圆是 SHIELD 计算的结果，三个程序计

算的结果是一致的。随着入射能量的增加，入射粒子引起的辐射损伤截面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入射粒子能量的增加，余核原子获得的反忡动能也增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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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中子和质子入射薄的鸪和铅靶的辐射损伤截面随入射能量变化曲

线。入射能量低于100 MeV，由入射粒子引起铅靶的辐射损伤低于鸽靶，而入

射能高于100 MeV，由入射粒子引起铅靶的辐射损伤高于鸪靶。由质子和中于

入射鸪靶引起的辐射损伤，在 1∞ MeV 以上，中子和质子引起的辐射损伤情

况差别不大，在入射粒子能量低于 1∞ MeV，质子入射引起的辐射损伤略高于

中子入射。

1.6 GeV 质子沿厚靶中心轴线入射，在厚靶的各个部分引起的辐射损伤是

不-样的。我们在研究长 60 cm，直径 20 cm 的铅靶时，把铅靶分成质量相等

的 30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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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辐射损伤在圆柱内沿径线方向的分布

图 4 给出了区域在内圆柱的沿轴线方向的辐射损伤情况。在第一个区域，

总的辐射损伤截面约为 21∞ b-keV，而在最后一块区域，其值约为 1∞ b -keV , 

可见，沿轴线方向，入射质子引起的辐射损伤越来越小。在所布的粒子引起的

辐射损伤中，能量小于 14.5 MeV 的次级中子贡献最大，约占 42% ，其次是入

射质子，约占 30%。在总的辐射损伤中，能量低于 20 MeV 以下的粒子贡献

约为 60% 。

图 5 给出了沿径向方向的六个区域的辐射损伤情况。在中心轴线所在的

厌域，靶材受到的辐射损伤最为严重。而在圆柱边上，受到的辐射损伤最小。

并且，我们可以看出，初级入射质子只在中心轴线区域杳贡献，其他区域主要

是次级粒子，特剧是能量小于 14.5 MeV 的中子引起的辐射损伤。厚靶的辐射

损伤主要是质子入射点所在的一小块区域。在厚靶的后部，辐射损伤很小。

2.2 气体产生

图 6 示出了 800 MeV 的质子轰击 Al ， Fe , Cu, Mo , W 等材料的靶的氢

气、氯气的产生截面。图 6(a)是氢气产生截面，图中实心l国是 SHIELD 计算结

果，方框是文献[2]给出的结果， SHIELD 计算结果很好的再现了文献[2]的结

果。图 6(b)是氨气产生截面，实心方框是 Green 的测量值I11]，实心棱型点是 M.

Wechsler'lO]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SHlliLD 计算质子入射 Al ， Fe , Cu , Mo 

的氨气产生截面和文献[2]给出的值符合很好，但靶材为鸽时， SHIELD 计算结

果高于文献[2]约 30%，但和 Green 的测量值以及 M. 悦chsler 的计算结果一致。

文献[2]给出的 Mo 和 W 的氢气产生截面是一样的，这一点从理论和实验上是

很难理解的，因此我们认为，文献[2]给出的鸽靶的氨气产生截面可能是有问

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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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示出了由质子入射鸽和铁靶的氯气产生截面。实心圆点和方框是

SHIELD 程序计算散裂靶分别为鸪和铁的结果:空心方框是 M. Wechsler 利用

LAHET 计算结果[101. 从图 6 中 800 MeV质子入射不同材料靶的氯气产生截面

可以看出，原子序数越大的核素，氯气产生截面越大:图 7 中，随入射能量的

增加，鸪靶氯气产生截面变大，而铁靶氯气产生截面变化不大。这不仅与(p， He) 

反应截面和靶材料有关，而且由于中高能质子入射鸽靶产生大量的中高能次级

粒子，特别是次级中子， (0, He)反应截面很大，

图 8 示出了中子入射鸽靶的氯气产生截面。实心圆点是 SHIELD 程序计

算结果:空心方框是 M. Wechsler 利用 LAHET 计算结果[叫。从图 7 和图 8 可

以看出，入射能量大于 800 MeV , SHlliLD 计算中子和质子入射氢气产生截面

高于 LAHET 计算值:而在 800 MeV 以下， SHIELD 计算结果低于 LAHET 计
算值。两个程序在小于 2 GeV 的能区，计算结果符合得还是很好。中子和质

子入射鹊靶氢气的产生差别不大，在入射能量为1.6 GeV 时，氢气产生截面达

到 2.2 b，若靶处在如 ATW11的环境下即入射质子能量为1.6 GeV，束流为 2∞

μA. cm-1 (质子注量率为 φ=1.24 X 1019 cm-2 • S-I)，则氯气产生率约为 235

叩pmld，这与 M. Wechsler 计算得到的 254 叩pmld 的结果是-致的。

表 2 质子入射鸽靶的氯气产生截面、原子位移截面以及 R 的实验值和计算结果

MeV Green[1I1 M. Wechsl~101 本工作

a./ b 
6∞ 6813 6065 5258 
750 7747 7015 6004 

OH., /b 
600 

0.762 
0.452 0.48 

750 0.744 0.83 

R/ 叩pmldpa
600 

98 
75 89 

750 10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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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辐射损伤大小的另一个量是氯气产生率与原子位移比值R。表 2 列出

了 600 和 750 MeV 质子入射鸽靶引起的氢气产生截面、原子位移截面以及 R

的实验值和计算结果的比较。表 1 可以看出. SIllELD 计算结果和 Green 的实

验值[11]及 LAHET 的计算值在误差范围内是一致的。

图 9 示出了 R 值随入射能量的变化。实心圆点是 SIllELD 计算结果，空

心方框是Green 的测量值IIl]，空心圆点是 M. Wechslerl叫的计算值。从曲线来

看. SIllELD 程序计算结果和测量值以及其它程序计算结果是一致的。随着入

射能量增加，相应的 R值增大.R 和入射能量基本上是线形关系。这说明，随

入射能量的增加，氨气产生率的变化大于原子位移率的变化。

3 结果和讨论

C.D. Bowman 的 ATW 计划中[l]，利用1.6 GeV 的质子轰击靶产生散裂中

子，入射质子流密度约为 200μAJcm2 • C. Rubbia 在利用快中子的 ADS 概念

设计中I21，入射质子能量为 1 GeV. 入射质子流密度约为 113μAJcm2 • C. Rubbia 
课题组利用 8∞ MeV 质子入射鸽靶引起的辐射损伤截面数据. ADS 靶鸽窗在

70∞ h 的轰击后，鸽靶的总的原子位移约 2∞ dpa. 原子位移率约为 0.69 dpald 。
在这样的情况下，鸪靶的使用寿命约 1 a[2]. M.S. WI民:hsler 研究 ATW 的靶辐射

损伤[1呵，由质子直接入射引起的原子位移率约为 1 dpald。尽管 ATW 次临界堆

内中子通量高达 1016 Icm2 
• s. 但由于中子平均能量较低，原子位移截面相对

较小。由中子引起的鼠子位移率约 0.1 2 dpa尬。因此，在 ATW 中靶的总的原

子位移产生率约1.12 dpald. 

我们利用 SIllELD 计算了不同能量情况下的辐射损伤截面。利用公式(3)

和(4). 可以得到鼠子位移截面和属子位移产生率。 8∞ MeV 的质子入射鸽的

原子位移截面约为 62∞ b. 在入射质子流密度约为 2∞ μAJcm2 时，屎子位移

率约为 0.65 dpa/d. 这一结果约C. Rubbia 计算值相当I习，若入射质子流密度约

为 113μAJcm2 时，原子位移率约为 0.37 d归Id. 这一结果约 C. Rubbia 计算值
的 112. 1.6 GeV 的质子入射鸽的展子位移截面约为 8684 b. 在入射质子流密

度约为 200μAJcm2时，原子位移率约为 0.94 dpald. 和 M.S. Wechsler 的计算
ATW 的结果一致[J].因此. 1.6GeV质子入射，入射流密度 2ωμAJcm2 时，鸪

窗的使用寿命小于 1 a. 0.8GeV 质子入射，鸽窗的使用寿命约为 1 a. 而 0.8GeV

质子入射，入射流密度 113μAJcm2 时，鸪窗的使用寿命大于 1 a。

厚靶中由质子和中子引起的辐射损伤在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沿轴线

方向，入射质子引起的辐射损伤越来越小。在所有的粒子引起的辐射损伤中，

能量小于 14.5 MeV 的次级中子贡献最大，约占 42%. 其次是入射质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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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0%。在总的辐射损伤中，能量低于 20 MeV 以下的粒子贡献约为 60% 。

在中心轴线所在的区域，靶材受到的辐射损伤最为严重。而在圆柱边上，受到

的辐射损伤最小。初级入射质子只在中心轴线区域有贡献，其他区域主要是次

级粒子，特别是能量小于 14.5 MeV 的中子引起的辐射损伤。厚靶的辐射损伤

主要是质子入射点所在的一小块区域。在厚靶的后部，辐射损伤很小。这些研

究结果对未来我国散裂靶的设计有定量的指导意义。

利用 SHIELD 计算 8∞ MeV 质子入射不同材料的靶得到的氢气和氯气产

生截面较好地再现了 C. Rubbia 的结果。计算得到的氯气产生截面、氯气产生

率以及氢气产生率与原子位移率的比值和实验数据与其它程序计算得到的结果

符合较好。

质子和中子入射鸽靶的氯气产生截面很相近。质子入射不同材料靶的氯

气产生截面随靶材原子序数 (z) 的增加而增加，这不仅是因为高Z材料的巾，

He) 反应截面大，而且是因为次级粒子，特别是次级中子的机 He) 反应截面

较大，这一点在入射质子能量较高时对氯气产生截面的贡献更为显著。随入射

能量的增加，氧气产生截面显著增加，在1.6 GeV质子入射鸽靶氯气产生截面

达到 2.2b，而相对于 ATW 的质子入射环境，其产生率约为 235 appmJdo 
利用 SHIELD 计算 6ω 和 750 MeV 质子入射鸽靶的氯气产生率与原子位

移率的比值R 和Green 的实验测量值以及 M. Sw饵恼.ler 利用 LAHET 计算得到

的结果一致。 R 和粒子入射能量大体上是正比关系。这说明随入射粒子能量的

增加，氯气产生率的变化大于原子位移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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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Damage for the Spallation Target of ADS 

FAN Sheng l) YE Yanlinl) ZHAO Zhixiang2) 

N.M.Sobolevs旷 XU Chunchengl) CHEN Taol) 

1) Technical Physics D叩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1∞871 

2)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3) Institute for Nuc1ear Research, Moscow, Russia 

Abslracl: By using SHIELD codes system，由e authors investegate the radiation 

damage, such as radiation damage cross section, displacement aωm cross sωtion and 

由e rate of displacement atom, gas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the rate of gas production 

and 由e ratio, R, of the helium and displacement production rates in target, container 

window and spa l1ation neutron soun:e materials as W and Pb induced from 

intermediate energy proωn and neutron incident. And the sωdy of radiation damage in 

由e也ick Pb target w抽 long 60 cm, radius 20 cm is presented. 

Key words: radiation damage cross section, displacement aωm cross section, gas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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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s of Nucleon Emission and Energy 
Deposition of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s 
Induced by Intermediate Energy Protons 

SHEN Qingbiao TIAN Ye ZHAO Zhixiang 
LIU Guisheng DING Dazhao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Monte-Carlo calculations of nucleon emission and energy deposition 
of the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induced by intermediate energy protons are made. 
The target rnaterials 186W，朋Pb， 232田， and 238U 缸!d proton energies 8∞， 1α刀，

15∞ and 2α)() MeV are chose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is approxirnately 
considered , in which the bind energy 缸ui fission energy a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mass changing. The yields and spectra of the emitted neutrons 缸e calculated. 

The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由at the most of the outgoing neutrons are emitted 
from the front p缸t of the target and from 30 to 150 degrees against the z axis of 
由e target, and inside the target the most part of the depositc对 ionization energy , 

nuclear r倪。il energy, and fission 仕agment energy are distributed in the front part 
especially near the z axis. 

Key words: intermediate energy proton,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energy deposition, Monte-Carlo method 

INTRODUCTION 

The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s induced by intennediate energy protons 
are an important link for accelerator-driven transmuta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To study it in detail is needed. In 出is work, the macroscopic 

particle transport is calculated with Monte-Carlo simulation and the 
microscopic nuclear data are obt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systematics or empirical fonnul邸， but the bind energy, excited energy, and 
the fission energy in the nuclear reaction processe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hanging of the masses of nuclei.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is 
approximately considered in our calculations. 

The ionization energy loss of the charged particles must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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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interrnediate energy protons are moving in the target, in which the 

continuous changing approximation is adopted. 

The elastic sc甜ering process of 也e interrnediate energy nucleons are 

neglected since the changing of their energy and direction is ve叩 little. The 
two stages nuclear reaction model including cascade and evaporation or 

fission is used. 1n the interrnediate energy case, the fission may occur for 
target nuclei such as 208Pb and 186W, but their fission cross sections are 

smaller and fission threshold are higher compared wi由 238U and 232Th. 
The complex particles d, t, 3He, and αcan be emitted, but their emission 

cross sections for heavy elements are much smaller than nucleon emission so 
that they may neglected in the calculations. The multiple break may not be 

included since its opportunity may be smaller than fission in the interrnediate 
energy nuclear reaction. The chance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pion and /::,. 

particle, i.e., excitation state of the nucleon, is small below 2000 Me V, which 
can not affect the nucleon behavior evidently. The yemission is 

approximately considered, since it is ve可 important for low energy reaction. 

1 CALCULA TION EXPRESSIONS AND NUCLEAR DATA 

The neutron transport expression in medium is as fo lIows 
φ=φ。e-E•år (1) 

where Ar = r-ro , Ene = N A σne' NA 丘No ， No is Avogadro constant, 
A 

φ。 and φcorrespond neutron flux at space ro and r , respectively. The 

proton transport expression in medium is as follows 
向~. ;lr;' 

φ=φJ 门(E}.Ar =「。」工
占 S(E)

(2) 

where S(E') is stopping power in MeV/cm[ l), AE=Eo-E. When no collision 

occurs, the ionization energy is Qion=Eo φ。-E φ。=φoAE.

The neutron non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are taken 企om the 

experimental data or evaluation values below 20 MeV and 企om the 
systematics [2] above 20 MeV. The proton non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are taken from the systematics [3]. 

The cascade yield of the nucleons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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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15∞)o.S 
}二= … [(2.905 - O.0092Z)(Ej300)O.2S2Z山一 0.1] (3) 

1 + (E/50)川

The ratio of the yields between neutrons ad protons for the projectile 

proton IS 

L. _ _ _ _ A-2Z 
(子)p= 1.5+2.l一τ一

-.叩-

(4) 

The ratio for projectile neutron is twice ofthe ratio for projectile proton. 
The expressions of the energy spectra of the secondary nucleons in 

cascade process and the angular distribution of cascade nucleons are taken 

企om Refs [4, 5]. 
Since only few cascade nucleons with higher energy and tendency 

towards the front direction are emitted, the recoil energy of the residual 
nucleus in cascade process can be estimated by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 

Y2m"E'"+Y2mE『 +2LYmJmmmmE-E‘
Em= …"……甲…叩 (5)

M C 

where mrv mp' and Mc are the masses of neutron, proton, and residual nucleus, 
respectively. Ecn and Ecp are the average energies of the emitted neutrons 

and protons. 
The evaporation yield of the nucleons 企om the residual nucleus is 

。.608a.~
YL= 一一-…-~U (6) 

4.0+3 .3'0 
where a =A/I0 MeV… I is level wide, '0 is initial temperature 

a.g = E' (7) 

E' is the excited energy ofthe residual nucleus, which can be calculated by 

E' =E+Qc -YcnEcn -YcpEcp (8) 

Qc is the Q value of the cascade process and is given by 

Qc =(MT +mj 一Mc -Ycnmn -1';叩 mp )c 2 (9) 

MT and mi are the masses ofthe target and projectile, c is the velocity oflight. 
The 企action ofthe evaporation neutrons in all evaporation nucleons is 

导=min[l, - 2.23 + 1.17川+5057](10)』、抽 A 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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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m of the numbers of the cascade and evaporation neutrons 

calculated by above expressions can fit the measured mean number of the 
secondary neutrons (6) approximately. 

The energy spec位a of the evaporation nucleons are [4.51 

dN(E,E') , Ke ""止巳
(一气τ?一)e =一子 (E'-V')e

un • 

、
‘
，
，
，

1 1 
，
，
‘
、

Ke is normalization factor. The relation of the temperature • and the initial 
temperature T 0 ís 

T=Ce(E)To (1 2) 

The choosing method of C. is that the evaporation nucleons can carry all 

excited energy E" for high incident energy and the remained energy of the 

excited energy E", which can not be carried by the evaporation nucleons, 

would be carried by the emitted y ray 岛r loVl incident energy. In this way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in evaporation process is approximately considered. 

Thus 

Er =E' +Qe -YenEen- 瓦pE叩

where Q. is the evaporation Q value 

Qe =(MC -Me-汇nmn -Y，叩mp)c 2

(13) 

(14) 

M二 is the mass of the residual nucleus in the evaporation process.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s of 也e elements 186W, 208Pb, 232Th and 238U 

considered here are taken 企om the experimental data libra可 EXFOR and 
references [7"""" 1 0]. 币le fission secondary neutron numbers Vn are taken from 

the experimental d晦ta in Ref. [10] for low energy regi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Vn for high energy region are not found, so that their values and the 

fission secondary proton numbers vp are obtained aεcording to their numbers 

calculated with forgoing evaporation expressions. 

The expression of the fission nucleon spectra are taken as: 
E'-V' E'-V' 

Jr(E') = Kr[e 附5 +0.2θ(E - 20)(E - 20)ωe 2.25]刨出 J2.29(E'-V') (15) 

K r is the normalization factor.θ (E一20) is step function. When incident 

energy is less than 20 MeV, it is reduced to the fission nucleon spectra at low 

energy region [lll. The relation ofthe energy conservation in fission process is 

E fis =E' +Qr -vnEfn -vpE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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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 is fission Q value 
Qf =(Mc -ML 一MH -vnmn -vpmp)c 2 (17) 

ML and MH are the masses of the light and heavy fission fragmen饵，

respectively. Efis obtained with expression (16) is fission 台agment kinetic 

energy. 

2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ANAL YSIS 

Fig.l shows the geome住y of the target, which is the same with that u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de comparisons (12) and the macroscopic measurement of 
the neutron yields (13). SI , S2,…, are symbols ofthe surface regions. 

S5 S6 S7 58 59 510 SII S12 

54 SIJ 

53 814 

S2 SIS 
SI噜 ...…... .-..... ............... .........….... …………-…· S16 

2 

1Et4 6 

8 
10 

。 10 20 30 40 50 60 

hlcm 

Fìg. 1 Geometry ofthe target 

Fig.2 shows the number of the emitted neutrons per proton and the 
average energy of the emitted neu仕on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concerning 
neutron yields of9laboratories are presented in Ref. [12]. Excluding the data 
obtained in Paries (CDF) and Geneva (ANSALDO) the other results are in 
agreement to each other and the yields averaged on these results are 19.95 nlp 
for tungsten and 17.71 nlp 岛r lead. The experimental data [\3) of the neutron 

yields for lead target averaged on two measurement methods are 17.75 and 
35.65 nlp for 800 and 1600 MeV protons, respectively. From Table 1 one can 
see that our calculated results are in pretty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average values obtained 企om the international code 
comparison. Our calculated neutron yields for thick 238U target are low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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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numbers of neutrons generated 

per proton for <1>20 cm Xωcm target 

E.jn lMeV 
Average value from int. 

Targel Experimental values Thiswork 
code ∞mpMson 

l斟W 8∞ 19.951121 18.62 
2田Pb 8∞ 17.71 1121 (16.6+18.9)/2=17.751131;161141 17.72 
2田Pb l∞o 19.51141 22.74 
2回Pb 1600 (33.5+37.8)12'=35.651131 35.59 

The outgoing neutron number 凡， M the average neutron energy En. 叫

the outgoing proton number 吭，叫 the average proton energy Ep. out, pro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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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ing number in target 吭，民 the p刚on range Ro, proton number Np，住
which pass through target and no collision occurs, and average collision 

number 矶。I per proton are presented in Table 2 , 

Table 2 Nucleon yields per proton and their average energies 

Ep.in E口皿 E,.= R. 
Target Nn.ovt 屿.out Np•• Np•• Nro, 

MeV MeV MeV cm 

8ω 18.62 9.80 0.010 148.3 1.95 23.1 。 2.66 

1000 24.75 10.31 0.020 208.0 2.56 31.4 。 2.84 
l嗣W

1500 38.28 11.56 0.055 330.6 4.10 53.3 。 2.96 

2∞o 50.32 12.57 0.089 444.5 5.1 9 75.7 O.∞18 2.96 

800 17.72 13.27 0.027 178.9 1.47 40.3 。 1.77 

10∞ 22.74 14.31 0.051 243.5 1.94 54.8 。 1.89 

lO8Pb 1500 33.57 17.05 0.157 400.4 2.85 92.9 0.028 1.92 

1600 35.59 17.55 0 .1 68 454.7 3.04 \00.6 0.028 1.92 

Z创JO 43.03 19.21 0.224 549.8 3.74 13 1.7 0.028 1.91 

8∞ 21.1 2 9.73 0.023 207.4 1.06 4 1.7 。 1.97 

10∞ 27.38 10.88 0.047 256.9 1.37 56.7 。 2.11 
132Th 

1500 40.22 13.28 0.169 406.2 2.13 96.0 0.032 2.12 

2∞o 52.28 15.38 0.242 560.5 2.87 \36.1 0.032 2.11 

5∞ 14.14 4.81 O.∞l \1 6.0 0.75 12.8 。 1.92 

8∞ 28.16 5.69 O.∞8 155.5 1.10 25.4 。 2.69 

2JBu l∞o 37.28 6.1 6 0.018 230.6 1.44 34.5 。 2.90 

15∞ 57.53 7.27 0.052 39 1.6 2.40 58.4 。 3.02 

2000 76.97 8.27 0.100 500.6 3.28 82.8 0.0035 3.01 

The total energy carried by outgoing ncutrulls &n，伟 for outgoing 

protons，马 for emitted 'Y ray, their sum & tot= & n +εp+ 马， the total ionization 

energy induced by protons Qion, the nuclear recoil energy Qrec, the fission 

企agment energy Qfi., their sum Q阳t=Qion+Qrec +Qfi., Etot= ε刷+Qtot ， the total Q 
value Qval=E，阳t-Ep，in> and the percentage 叫 of & n is Ep,in are given in Table 3. 

In general the Qval is negative since the emission of many nucleons from the 

nuclei needs to overcome the bind energies. But for those nuclei which f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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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section is large, the fission processes can also release a quantity of 

fission energy. Therefore, the calculated Qval are positive for target 238U and 

proton energies 500, 800, and 1000 MeV. 

Table 3 Total energies of the emitted nucleons and 

deposited energies in target per proton 

E • .;, t;, tp &，知 Q... Q，田 Q.. Q.. E.. Qnl a. 
Target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MeV MeV MeV MeV MeV MeV MeV MeV MeV MeV MeV % 

1斟W

8∞ 182.4 1.52 73.12 257.1 354.3 5.28 2.47 362.0 619.1 -1盹9 22.8 

1000 255.1 4.21 97.84 357.2 383.4 8.85 2.94 395.2 752.3 -247.7 25.5 

15∞ 442 .5 18.25 153.1 6\3 .9 458.7 19.84 3皿 482.1 1096.0 -404.0 29.5 

2。00 632.5 39.35 201.3 873.1 51 1.3 32. \1 3.57 547.0 1420.1 -579.9 31.6 

8∞ 235 .1 4.90 30.31 270.3 350.2 4.45 20.88 375.5 645.8 -154.2 29.4 

1ωo 325.4 12.38 39.14 376.9 374.9 7.56 25.47 407.9 784.9 -215.1 32.5 

""'Pb 15ω572.3 62.96 56.55 69 1.8 413.2 17.41 29.76 460.4 1\52.2 -347.8 38.2 

232Th 

16∞ 624.8 76.54 59.59 761.0 42 1.2 19.59 29.88 47咀.7 123 1.6 -368.4 39.1 

2∞o 82喝.6 123.2 71.61 1021.4 459.3 28.7币 28.05 516.1 1537.5 -462.5 41.3 

800 205.6 4.69 50.02 260.3 340.3 3.29 191.4 535.0 795.3 -4.7 25.7 

1 创)() 298.0 12. \1 64.39 374.5 360.6 5.89 213.8 580.3 954.8 -452 29.8 

1500 534.3 68.46 95 .43 698.2 395.4 15.01 222.5 632.9 \331.1 -168.9 35.6 

2创则 804.2 135.5 124.8 1侃4.6 442.7 26.96 193.8 663.5 1728.1 -27 1.9 40.2 

500 67.97 0.12 62.29 \30.4 280.7 0.72 165.7 447.1 577.5 77.5 \3 .6 

8∞ 1ω.2 1.18 134.9 296.3 335.5 3.07 248.7 587.3 883.6 83.6 20.0 

n.u 创附 229.5 4.23 183.4 417.1 362.9 5.57 278.0 646.4 1063.5 63.5 23.0 

15ω418.1 20.47 284.6 723.1 424.7 14ω299.9 739.2 1462.4 -37.6 27.9 

2∞o 636.8 50.07 383.7 1070.5 49 1.1 26.84 271.6 789.6 1860.1 -\39.9 31.8 

Fig.3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the normalization neutron spec田 for

target 186W and 800 MeV proton between our calculated result and NEAlNSC 
(KFA) result[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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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ig. 4 one can see that the most of the outgoing neutrons are 
emitted from 也e front part of the target. Fig. 5 shows the total distribution of 
the emitted neu仕ons with angle between the direction of the emitted neutron 
and the z axis of the target, in which the most of the outgoing neutrons are 
emitted 企'om 30 to 150 degrees. 

Fig.3 

Targct lÐI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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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n\)(出rof也.eemi悔d neutrons per cm2 in different surface region 

白le calculated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length of the target is longer than 
its range increasing the length of the target does not affec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basically; ìfincreasing the diameter ofthe target the average energy of 

Fi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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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itted neu位ons would decrease and the energy of the emitted y ray 
w 'Ould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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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hanging of the calculated resuIts with the diameter of cross section of the 
defocused 1500 MeV proton beam for <Þ20 cmX60 cm target 

生坐卫
284.6 

"'u 

En"ul MeV Nn.out 主生生V

56.55 

2田Pb

En,..)MeV N .. 制
dJcm 

7.27 57.53 17.05 33.57 。

282.0 7.30 57.56 55.80 17.22 33.46 5 

266.8 7.53 56.36 53.49 17.69 33.14 10 

243.4 8, 18 55.67 49.04 18.66 32.28 15 

The Table 4 sh 'Ows that if increase the diameter of cross section of the 
def'Ocused pr'Ot'On beam the number 'Of the emitted neutr'Ons and the energy 'Of 
the emitted y ray w'Ould decrease and the average energy 'Of the emitted 
neutr'Ons would increase slightly. But fr'Om Fig. 6 one can see that inside the 

target the m 'Ost part 'Of the dep 'Osited i'Onizati 'On energy, nuclear rec 'Oil energy, 
and fissi 'On fragment energy are distributed in the fr'Ont part especial1y near 

the z axis, whereas the maximum total dep 'Osited energy per cm3 in target 
208Pb is 5.5 MeV per 1500 MeV prot'On f'Or the line pr'Ot'On beam, whereas it is 
reduced t'O be 0.24 MeV for the defocused proton beam which diameter of 

200.7 9.32 52.52 42.78 20.47 30.6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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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section is 10 cm. Therefore, defocusing 由e proton beam is favorable to 

solve the cooling proble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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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Distribution of the total deposited energy for different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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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质子散裂中子源核子发射与能量沉积的计算

申庆彪田野赵志详刘挂生丁大钊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 要 给出了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中能质子打在重核靶上产生的散裂
中子源的物理图象、计算公式及所用核数据的来源，并对能量为 8∞， 10ω， 
1500 , 2000 MeV 的质子打在阳W，阴阳， 232Th, 238U 靶上所产生的散裂中

子源的中子数、能谱、空间分布、方向分布等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在计算

中近似考虑了能量守恒，对于核反应结合能、原子核激发能及裂变能根据

质量改变进行了计算，所给出的靶内沉积的电离能、原子核反冲能、裂变

碎片能为研究靶的冷却问题提供了物理基础.

关键词 中能质子散裂中子源能量沉积蒙特卡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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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ton-induced Reactions on 2ωPb with 
Incident Energy 590 MeV and 322 MeV 

FAN Sheng1) LI Zhuxia1), 2) ZHAO Zhixiang1) Ding Da血01)

1)αina Institute of Aω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2) Insti阳te ofTheoretic Physics, Academia Sciences, Beijing, 10∞80 

Abstract: The double di筐erentialα"Oss section of emi创ng 归而cles，也e mass and 
charge dis创bution of the residual nuclei from proton-induced reaction on lc.pb with 
incident energy 590 MeV and 322 MeV have been analy:时 bythe明n阳mmolecular

d归amics (QMD). 币le time scale of the change of reac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reaction is inves电:ated. 币le reaction processωn be divided inω 由E回民唔es i.e., 
也e dir田飞出eωsωdeand 由e evapα1ÚÍon stage w挝1 世le COIT臼ponding time sca1e of 
about<30 台nlc， 30-1∞ finlc and >1∞鱼nlc， reψectively.

Keywords: Q如田， pro刷， reaction mechanism 

INTRODUCTION 

Recently, the research for 由e energy generation and waste transmutation by 
using intermediate energy proton acceleraωr 世iven radioactive cl回n nuclear 
sys臼m (ADS)[1-4j has attrac时 considerable a伽ntion. ADS consists of 由国

P缸ts: accelerator, spallation target and subcritical reactor. 咀le 甲allation

neutron source induced by intermediate er阳gy proωn-nucle山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for transmutation and applications. 咀le detailed knowledge of 
由e t:arget rnaterial, such as t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and the 等>ectrum

of emitting particle，也e neutron yield and 也e energy deposi时 when bombarded 
by incident proωn beam etc., is n臼ded for ADS. The mass and cha.rge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products produced in the 甲allation reaction also n自由 ω
be studied because it can provide u田fu1 information 岛r 也e disposal of nucl回r

W臼te and residual radioac的ity generated by 也e system. 
τhe quantum molecular dynamics (QMD) model[S-Sj has been applied to 

heavy- and light-ion induced reactions rather su∞臼sfully.τhe model w;白山时
for the analysis of 也.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of (p, xn) and (p, 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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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s in refs. [9~ 12] and it was proposed 也at for nucleon-nucleus collisions 

with the energy well above Coulomb barrier up to several GeV, the whole 

reaction pl1∞e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dynamical prωess and 

statistical pr∞ess， and these two processes 缸ewell s叩ara能d in their time scales. 

In the dynamical process, the direct reaction, cascade reaction and dynamical 

fonnation of hi民ly excited fragments take place during typical coI1ision time of 
the order of 10-22 s民ond. And after dyn缸由cal process，也e evaporation and 

fission ∞cur. This stage is called the statistica1 process, wbich can be treated by 

statistical decay model (SDM). Then one p缸ameter t.町，出.e switching 也ne 企om

也e QMD calculation to SDM, has ωbe introduced. In ref. [10], tsw---l∞缸νc

was adopted. By using QMD pl国 SDM and adjusting the switching time t，町，

也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巾， xn) and (p, xp) 

reactions were in reasonable agreement with the m回sured data. The residual 

nucl回r 企agment fonnation cross section for 1.5 GeV p + S6Pe was investigated 

in ref. [14] by the same model and switching time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were reproduced well. However, a switching time 企om QMD to SDM has to 

be put in by hand. Differently, in 也is work we do not introduce the artificial 

switching to SDM but extend the time of QMD calculation 阳 longer time until 

the particle emission ends. We pay sp民ial attentionω 也e pr叩aration of stable 

initial nuclei. The time scale of the cascade process in the intenn时iate energy 

nucleon-induced reaction was studied based on the average kinetic energy of 

two colliding nucleons in their center of mass system and it was pointed out 

to be about 20 缸Ilc [131. We will use our model to study the time scale of the 

change of the reaction m民hanism in the reaction process. It can provide the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the switching time 企omQMDωSDM.

208Pb is considered ωbe one of the prospective ta唱et material in AD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reactions of intennediate ene理yproωn bombarding 
208Pb is of great interest. In也is work we perfonn a sys臼matic investigation of 

也e reactions of 590 MeV and 322 MeV proton beam on 208Pb. T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p, xn) and (p, xp), the mass and charge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nuclear fragments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data.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for 也at reaction was done by Pilges[1月，
Summerer's[16j and Gloris[l7] etc. 

The paper is organized 出 fol1ows: In the Sec. 2, we briefly intro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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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副 well 臼也e pru:百neters used. In the Sec. 2 we pre回nt 0町 ca1culation

results and detailed comparisons with experimental data 田 well as the empirical 

formula. In Sec. 3, a summary and discussion are given. 

1 THE QMD MODEL AND THE PROPERTIES OF THE 
GROUND STATE 

1. 1 The QMD model 
In QMD model, each nucleon is rl叩resented by a Gaussian wave packet in 

bo也 the coordinate and momentum space in the 岛llowingway

川川， p， t)古e叫蚓叩喇(-(r - 叭w仰刷旷t)份旷)川扩)2/2归川
whe缸re L is a pa缸ra百部met臼er which repres臼entωs the spatial s甲pread of wave packet, 
'i (1) and Pi (1) denoteωthe center of the wave packet in the coordinate and 
momentum 甲ace， respectively. 

Integrating over momentum 甲ace yields the dis回bution in coordinate 

space 

fi(r , t) = I 一生:-:;- /;(r ,p ,t) 
J (2π1iy .. 

=一」τJõ exp[一(r叫(t))2/2L2 ]
{三1tLy'~

and the baryon density is 

p(r,t) = Lλ价， t)

(2) 

(3) 

The equation of motion 伽 ηand p/ is given, (i = 1,… , N, Nis 也e

number ofparticles) by 也eNewtonian吨uations

.:. æ 
r,=--

iPi 

.:. æ 
Pi =-五

i= 1, …,N (4) 

咀le etIective nucl∞n-nucleon interaction includes Skyrme, Yukawa, 
Coulomb, s严nmetry energy and the momentum dependent interaction. The Pauli 

potential is adopted 阳 simulate the Pau1i etIect in the particle propagation. 
1'; = V Loc + Vyult. + VCoul + V Sym + VMD1 + vPaul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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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 叫 =iiL(Ct+1)(CI+1)
41'1 -'21 ,-/ . 'J\- j 

V
Sym 

= CsCjCß('1 一 '2)

(防

(9) 

vMD1 = t4 ln 2[t5 (PI - P2)2 + 1]8(叫一 '2) (10) 

vPauli = V
O
(_1i_)3 exp• ('1 -'2)2 12q/} exp{-(PI 一 P2)2/2p02} (11) 

. Poqo 

wh町e t(, t2• 马， t5 are pm泪neters，也.e s归nme往y energy coefficient is taken to be 
34 MeV and Cj is 1 for proωn and -1 for neutron. For the infinite symme位ic

nuclear matter the above interaction (5 ---11 ) po刷刷 reads 臼

U(ρ)=α(L)+β(丘)Y +õln 2 {1+ε(L)213}_丘 (12)
ρ。 ρ。 ρ。 ρ。

The伊rame田s adoptedin 也is work are listed in the Table 1. 

Table 1 parameten U蝇d in tbe calcul蝇。ns

a β y 川 a V 
P q。 PO L <

-116MeV 76MeV 2 -5MeV 1.2 量n 17MeV 6fmωMeVlc 2.0 fm 0.168 fm-) 

In the QMD model，也.e stωhastic twc•body co11ision process ìs introduced 
in a phenomenological way on 由。 test-归rticle calcu1ation of the BUU sca饥.ing

term1181. We adopt a par8IDe创zation ofN-N cross 即tion whìch is simìlar ω伽t

ofNiita1101. Thep缸缸ne创zation nucleon-nucleon el副tic cross s民tion is adopted: 

σ=DI 「=+Ð2 (mb) (13) 
1 + IOO-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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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乒， =m缸(0，..[;一 Mi-Mj-E川GeV) (14) 

where M i is 也e i'也 sca创ng nuc1eon mass ( in Ge V) and is 也e energy of the 

col1ision nuc1eons i'也 andj'也 at 也e center-of-mass sys阳n. 咀leE叫 is 0.2 GeV 

for nucleon-nuc1eon channel, while it is zero for the others. We use 也is 岛口n

u叩刚叭p归阳tωo .f7 =0ω4286 Gev，川w咄咄hich ∞阳rrespo∞n咄1叫d也s ω lGωeV La凶ben阳1
nuc1eon cωas臼e. Above 1 Ge V, we p缸部ne回ze 也e experimental p-p and p-n elastic 

cross section as: 

σ =D鸟3[仆l卜- 主 t阳a缸an正1-1 (1.5 乒7 一斗0.8盼明)刀]μ+D乌4(仙mb盼) (ο15句) 
π 

where D" D2' D3 and D4 缸窜 出ep缸部neters whose values are taken from Ref. 

[10]. 

1. 2 Tbe properties of ground state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of QMD calculation is how ωmake initial nuc1ei 

stable within the time scale interes也d in. It means 也at we should prepare the 
initial nuc1ei to be c10se to "ground state" . In additionωfulfilling the static 

prope叫臼 of ground state such as the binding energy and the r∞t mean 吨U缸B

radius, the evolution ofthose quantities 曲ould be stable enough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density and momentum distribution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coη民t.

Therefore we take the following initialization prl∞edure for 208Pb: First，也e

position of each nuc1eonin nuc1eus is sampled by w4∞ds-S阻on distribution, 
then the momentum of each nuc1eon is sampled wìthin a local Fermi sphere 

based on local density appro刀mation. After the sampling we make a pre

selection that is that only the system for which the energy ìs within the range of 

Ebin ::1:: 0.5 MeV is taken as a candidate for fur也er sel民tion. For pre-sel民ted

system, we make further tests i.e., we let the system evolutes with time according 

to 也e equation motion (4) unti1 3∞缸比. Only the system for which the binding 

ener町" the root mean square radius, the behavior of the density and momentum 

distribution keep sm∞th variation and without 甲町ious partic1e emission are 

fmally selected. We select 20 initial nuc1ei of 208Pb 企om 1∞∞ prepared nuclear 

systems and then store up them for using in 也e QMD cal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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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币le time evolution of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r叩ared 却8pb

Fig.l shows the time evolution of the binding energy and root mean square 
radius of initial nuclei. We observe that they f1uctuate around the mean values 
(7.5~8.5 MeV/n 岛r binding energy and 5.4 fm for root mean 吨uare radius). 

The small f1uctuation is due to the fact these nuclei still have a small excitation 
energy. However, as one can s自由at the initial nuclei are ket司ping stable within 
the period of3oo 缸山. Fig. 2 shows the time evolution of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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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epared 2O&Pb. 四e solid hìsωgram denotes 也e QMD simulation and the line 

ISωlculated by 也e empirical 也∞可'. They are in consistency. We s四 a quite 

sm∞也 density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period of3∞ h此， and the nuclei selected 

remain s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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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s 

s 、 m

cl. 15 

10 

5 

。
。 0.5 1.5 2 

plfm' 

Fig.3ηle average momen阳mdis创bution for prep缸ed 2IJIIPb 

ηle average momentum dis缸ibution for prepared 208Pb is shown in Fig. 3. 

The solid hìstogram is obtained by QMD simulation. The line is the empirical 

distribution par，缸netered by a super-position oftwo Ga山sians[l 9]

ρ(p) = c{exp(-p2 / p~) + 8 0 exp(-p2 / q~)} 

PO =..J2!5PF , QO = J3po' 8 0 =0.07 
(16) 

where c is a normalization constant and PF is the Fermi momentum. We see that 

they are in agr'臼ment. 1t means 也at the momentum distribution of prepared 

nuclei is suitable. 

h 也is work, the time st叩 is chosen to be lfmlc, and the ωtal time is 300 

缸lIc. After 3∞ fmIc， we 曲ld the 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 is sωpped. Of course 

the residual nuclei d配ay process still continue main1y via gamma-rays emission 

and fission. In this work, the gamma-rays ernission and fission are not 

considered and they are unimpo阳nt for the (p,.xn) and (p, xp) reactions. For 也e

limitation of our computer CPU, 5∞ events are se1町ted.

2 NUMERICAL RESULTS 

We have studied the reactions p + 208Pb at Ep = 590 MeV and 322 M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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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he range of 也e impact 阳'3IIleter b varies from 0 ω9 fm which is sel配制

slightly bigger 也m 也e nuclear radius of 208Pb.τ'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饵tion can be written 臼

王三= r-2πbg(b，E，n)曲
dE出'} .b 

(17) 

whereb is 也e 缸lpactp缸'3IIle阳" bmax is the maximum value of impact p缸'3IIleter，

g(b,E, n) 由notes 也e average mu1tiplicity of the回rtic1e (neutron, pro阳n， LI , 
etc.) ernit时 in unit en<町即-angul缸 in馆rval around E and n for 也e events with 

impactp缸'3IIleter b . 
咀le residual nuc1回r fragment fonnation cro岱 section can be written 臼

σ=1皿 2袖Ig'(b)曲 (18)
where g' (b) denotes 也e average mu1tiplicity of the fragment ∞ncerned 伽也e

events with inl归ct paramet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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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四eener町等ectraofemi创ngp翻tic\es wi也 impact

parameter b = 0.1 fm and b = 6 fm. re每隔tive\y

10' 

Fig. 4 shows the en缸gy甲饵回 ofernittingpartic1es， Fig. 4(a) is forthe case 

of the inlpact p缸'3IIle阳 b = 0.1 fm. For 也is case, we 曲ld 也at the solid 

histogram is divided in'ω 曲回归邸， COII回，ponding to 也e direct, c剧团de and 

evaporation processes by two large steps. And the two 1缸ge steps result 企om也e

change of reaction mechanism at 也e energy region of high, medium and low. 

币le s严ctrum of ernitting p缸咀c1es with impact p缸'3IIleter b = 6 fm is given in 

Fig. 4(b). At 也e high energy part, a large jump is shown 伽也is case. It is due 

to the fact 也就 the incident pro阳nmay 归ss 也rough 也.e ta电.et directly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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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p缸ameter almost approaches the nuclear radius where the density is low 

and therefore the emitting proton energy reduces only due to the Coulomb 

scatter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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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The time evolution of multiplicity of the p缸ticle

emission in 也.e unit energy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nge ofthe reactìon mechanism we further show the 

time evolution of the average multiplicity of the particle emitted in the unit 

energy in Fig. 5. Again 由ree p红ts，∞rresponding to direct, cascade and 
evaporation process, divided by two rnÌnimums are exhibited. 币le change of the 

slope denotβs the change of the reaction mechanism. The two mìnimums are 

caused by competing between the different mechanism.ηle direct and cascade 

processes compe由19 happen at about 30 缸山， and the cascade and evaporation 

processes competing at 100 fmlc. The 也ne scale obtained here is similar to that 
of S. Chiba[I3J and K. Niita[ lOJ. In Fig. 4, we 曲ld 也at the number of emitting 
particles at the energy region of 30~ 110 Me V for impact p缸缸neter b = O.lfm 

case is much higher th扭曲at of b = 6 fm. And correspondìngly in Fig. 5, the first 

minimumfor 也e lmpactp缸ameterb =6 缸1 case is much de叩er 也.an that of b = 
0.1 fm. It is because for b = 6 缸1 case，也.e impact p缸部neter is close ω 也e

nuclear radius the grazing reaction happens, and therefo自由e contribution 企om

the cascade process is higl让y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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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T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for 208Pb (p, xn) at angular 
θ= 300, 900 and 1500 in the lab. system . 

The 四lidhisωgramdeno恒s the QMD ca1culation results and 
由eopen 叫田res denotc the measuremcnr"J 

In the Fig. 6 we show t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for 208Pb(p, xn) 
with incident energy 590 MeV for laboratory angles e = 300, e = 900, and e 
=1500, respectively. The solid-histogram denotes the results ofQMD sirnulation, 
也e open squ缸es denote the experimental data[15j . Generally，也e experimental 
data are reasonably reproduced by the QMD calculations. For e = 900, e =1500 ,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QMD simul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but for e = 300, we fmd the deviations 企om 也e

measurement data i.e. calculation results for high energy part are lower than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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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The double differentialαoss section of (p却) reaction 
响也出e incident proton energy Ep = 590 MeV 

Fig. 7 giv臼也e QMD prediction of th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of 
208Pb (p, xp) reaction with incident energy Ep = 590 MeV at the laboraωry 
angularθ= 300 , and θ= 1500

• We fmd 也at there 缸ists a big jurnp in the spec田
at 由e emitting proωn energy Ep> 300 MeY. The reason is underst∞d as 阳

incident proωnmayp描S 也rough 也eta电et for 由e large impact par础neter case 
and then the grazing reaction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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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币le mass and ch础-ge distribution of也e residual nuclear 
fragrnen恼。fZ= 81 andA = 1佣 respectively . 

Thedotsder旧te 世\C QMD臼lculation， and配 line 皿 obtaínωf

rom K. Summ町町、自叩iriωl 岛nnuJa(.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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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idual nuclear fragment mass and cbarge dis国bution 缸'e investigated. 
For the present QMD model calc叫ations，也e fission process is not included, and 
也ere岛re，也e res时ts obtained by QMD calculation are only the spallation 
products. The residual nuclear fragment 岛rmationαuss section with Z = 81 and 
A=I90 is shown in Fig. 俐， (b). The dots deno旬出e QMD simulation and the 
lin臼 denote 也e K. Summer四、 ernpirical 也，nnulaI161 • We 岛ld that typical 
S归llation residual nuclear products ar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target. Fig. 8 (a) 
shows the mass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nuclei wi也 z= 81 , whenA<191 side, the 
results of QMD reprodu臼也eK. Swnmer町's empirical fonnula well, however, 
at A<191 side, the production yield of QMD prediction is larger 也剧也at of 
empirical fonnula. As the K. Swnmerer's empirical 如mula was obtained by 
parameterizing the experimental 也lta meas旧时 by radiochemical method, only 
由e nucle缸 fragments having considerable long life time c皿 be measured. So it 
is reasonable 由却也，e QMD prediction 缸e higher 也an ex阳imental data at 
A<191 side since the nuclei of z= 81 andA<191 side are very neutrons deficient 
and therefore very unstable. Fig. 8 (b) shows the charge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nuclei wi也 A = 190. In也is case，也e fragments with Z二三 81 缸e very proton rich 

and uns饱ble，∞ns吨uently the prediction of QMD simulatíon is higher 也皿也就
ofK. Swnmerer's ernpirical fonnula. 

(a) 

Fig.9 Mωs distribution of也e resìdual nuc\e缸 fragments

wìth the incìdent proton energy Ep = 322 MeY. 

咀回国Iidc町les are Ihe results ofQMD simul础。n 币四 open

呵咀res are measur叫 datai'η时阳 line is 世le K. S‘unmer霄'5 fonnulall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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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shows the mass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 nuclear fragments of 322 

MeV proωn bombarding natpb. 白le solid circles are the results of QMD 
simulation. The open squares are the experimental data(17

) and the line is 也e

results of K. Sumrnerer's formula. Fig. 9 (a) gives a s町vey of the cross s四tion

over the covered range of the masses of production with the proton incident 

ene电Y Ep = 322 MeV bombarding natural Pb. Two regions of product nuclides 
can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ηle fission products locate approximately at the 

half of the mass of the target while the 钞pìcal spallation products ar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target. Since the fission process has not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in 

也e present QMD calculations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only the spallation 

products. 白le calculations including fission products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future work. As far 出 the spallation products are concemed, the prediction is ín 

g∞d agreement with 忧 measured 也ta. Fig.9 (b) is shown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QMD simulations (dot denote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K. Summerer's 

empiriωl 岛，rmula(line denoted). We 缸d again on 出e neutron-deficient side 出e

QMD prediction is higher 也an the empirical formula. 

3 SUMMARY AND DISCUSSION 

In this work, we have studied the reactions at Ep = 590 MeV and 322 MeV 
by QMD calculations. 咀le doubl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of (p, xn) and (p, xp) 

reaction, rnass and charg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ídual nuclei are analyzed. 咀le

theoretical predìctions are in reasonable agreement with experimental data as 

well as the empírical formula of rnass and charge dístribution of resídual nuclei. 

咀le further study for improvement of the devíation from 由e data of doub!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巾， xn) at forward angle for hígh-energy p副 of

spectrum and the calculation of including the fissíon produ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future work. 

Furthermore, we have also studied the emitting fJartick spf'ctra and thc timt 

evolution of the multiplicíty of emitting particle in ordeIωstudy thc reaction 

mechanism. We fmd 也就 for the center collisions, the reaction process can bc 

divided into 也ree s饲ges i.e.，也e direct, the cascade and the evaporation，也e

corresponding time scale ís about < 30 缸山， 30~IOO 缸νc and >100 fn肉，

resp臼tivel予

As the irnpact p缸缸neter inαeases 由e contribution ffl,m the 丑sc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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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s reduced. F or the peripheral reaction, the cascade pr，ωess con回bution

becomes much suppressed due to 也e geometricallimitation. Our studies indicate 

the QMD model is a use缸1 approach for 也e intermediate energy proton induced 

reaction and gains an advantage than the cascade plus evaporation model 也at

m也 a lot of adjustable p缸ameters.

The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under con往前t NO. 19675069. FAN Sheng, one of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

由ank the China Nuclear Data Center (CNDC) for providing 由eirwo此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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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 和 322 MeV 质子入射 208Pb 引起核反应的分析

樊胜 1) 李祝霞 1)， 2) 赵志样 1) 丁大钊 1)

1)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2)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北京， 10∞80 

摘要 利用量子分子动力学分析中高能质子轰击薄靶的物理过程研究结果

表明，在入射质子能量小于1.5 GeV 的核内主要是直接、级联和蒸发三个过程

的竞争和转化.三个反应过程相应的时间区间分别为小于 30fmlc ， 30~阴阳c

和大于 100 缸山.量子分子动力学分析(p， xn) 反应的双微分截面，较好地再

现了实验数据。

关键词 量子分子动力学质子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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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质子引起散裂反应的碎片分布研究

费胜 1) 叶沿林 1) 赵志样 2) 徐春成 1) 陈陶 1) N. M. Sobolevskf) 

1)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00871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所，北京， 102413 

3) Instìtute for Nuclear Researcb, Moscow, Russìa 

摘要 对 S皿ELD 程序进行了部分检验，利用 SH1ELD 计算质子入射铅
的薄靶产生的靶碎片的截面及质量分布和激发函数，计算结果较好地再现了实

验数据.计算了1.6 GeY 的质子轰击长 60cm，直径 20cm 的铅靶的碎片质量
分布.

关键词 SlllELD 程序 散裂反应碎片质量分布

引言

近年来，利用中能质子加速器轰击重靶产生散裂中子驱动次临界反应堆

的洁净核能系统(ADS)是国际上的一个热点[1叫。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

能质子轰击铅(锦〉或鸽靶的散裂中子源。在该能区既有多粒子发射反应，又

有铅(铅〉或鸽等核的多重碎裂和裂变反应。经过长时间的中能质子轰击后，

靶中有长寿命、高放射性核素的产生和累积。因此，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放

射性污染源，必须对其进行处理。同时，靶内产生 α ， T 等粒子，以及在靶内

产生以气体形式存在的碎片，如 35Cl ， 39，此， 83Rb 等。这些产物将引起靶材

性能的变化，如惰性气体产物引起的靶材脆变。为了了解靶的放射性累积和产

物对靶材性能的影响，对中能质子入射引起核反应的碎片分布的研究是重要

的。

散裂碎片的实验数据较为丰富。德国的 R Mìcbel 领导的国际合作组，几

十年来一直注重对中能质子与核碰撞引起核反应的剩余核和碎片的测量工作

[5-呵。近几年来，受加速器驱动洁净核能系统研究需要的剌激，该合作组的人

员和测量范围都迅速扩大。他们选择了 40 余种具有代表性的靶，利用

CERN/Geneva , IPN/Orsay , KFAlJulicb , LANLlLos Alamos , LNS/Saclay , 

PSWiligen , TSLlUppsala 和 LUC几ouvain 等的试验条件，质子入射能量从 45

MeY 到 2.6 GeY，测量了各种碎片的产额，己获得了近 15000 个数据点[7， 8) 0 

近年来，己发展了十余种模型和程序来模拟计算散裂靶问题。大多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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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高能输运程序(HETC[91) 和某一中子输运程序(如; MORSE[叽 MCNP[ 1I 1

等)联接在一起使用。其中，在 20MeV 以下. MCNP 是最广泛使用的程序。

由于低能区主要是复合核的形成和衰变，计算较为准确。入射质子能量的提高，

散裂作用增强. LAHErt:121 • HETC. FLUKA{131. CEM{I4, 15]等程序都能用于处

理这一物理过程。但是大多数程序没有考虑碎裂的机制，碎片的处理效果不好。

近年来，人们正在努力改进模型和程序来处理碎片问题，如 HETC忠FA2[η等。

樊胜，本文作者之一，利用 QMD 加上 FISSION 模型处理碎片问题，得

到了较为理想的结果[16-181。但 QMD 计算量大，且 FISSION 模型基本上是一

个半经验的方法。 SHIELD(MSDM)CI9-2I J程序考虑了碎裂过程，我们对 SHIEW

(MSDM) 程序进行了基准检验计算，用于处理中能质子入射引起反应的碎片

分布研究，其结果和实验测量数据符合较好，同时对1.6 GeV 的质子入射在长

60cm 直径 20cm 的铅靶上的碎片分布进行了研究。

1 SHIELD (MSDM) 程序

SHIELD (MSDM) 程序是蒙特卡罗强子输运程序。俄罗斯科学院核研究
所将其广泛地用于研究中高能质子入射厚靶上的中子产生、能量沉积、碎片分

布及由入射粒子和次级粒子在靶材上引起的辐射损伤，加速器和空间粒子引起

的辐射防护等方面的研究。 SHIELD 程序能计算强子在任意形状和成分靶中的

级联过程，可以处理 1000 GeV 以下的核子， π 介子. v 介子， μ 介子和反粒

子的产生和输运，以及这些粒子的两件和三体衰变。在 S田ELD 程序中，核

内级联采用队lbna 核内级联模型。它的关键部分是强子-核反应的粒子产生，

采用多进程动力学模型仙lany Stage Dynamics Model -MSDM)[均未考虑强于

核和核子-核子反应的粒子产生。对于非常高能量，采用独立的夸克一胶子弦模

型。中子输运采用基于 BNAB 的 26 群中子数据库的 LOENT 程序[231 0
SHIELD 考虑碎片的形成，对于不同核区和能区的碎片，采用了不同的模

型。对于恼，泪. 3He. 4He 等轻粒子，采用联合模型加以考虑(Coalescence

Model)[砚，具有较高激发能的余核衰变到平衡态，采用级联·激子模型

(Cascade-Excitation Model)l坷，平衡状态的核退激发，对于 A<16 的粒子，利用

轻核的费米破裂模型 σeimi Break-up)[坷，而激发能小于 2 MeV/Nucleon 的中

重核，利用包括裂变过程的蒸发模型来考虑，激发能大于 2 MeV/Nucleon 的中

重核的衰变，采用多重碎裂统计模型(SMM)1271加以考虑。

该程序设计非常全面，用于计算的能区广泛，原则上可以计算碎裂中的

各种物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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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IELD (MSDM) 计算结果分析

2. 1 SHIELD (MSD脚。基准检验

图 1 给出了利用 SHIELD 计算的能量从lO MeV 到 2GeV 的 p+S6Fe ， p+ 

208Pb 和 n+ 扬民， n + 208Pb 去弹截面的结果和实验数据(28-冽的比较以及 p + 208Pb 

反应的总截面的比较。图中分离的点是实验数据，实线是 SHIELD 计算结果。

SHIELD 计算结果和实验符合得较好。

Total cross 田ctionn + ""Pb 

圄
l∞ 1侃"

EIMeV 

吉 ZL。…ω…+吨b I 则 Nonelastic cro凶 section p + 20IIPb 

1∞ 
EIMeV 

l侃" 1∞ 
EIMeV 

1侃"

图 1 SIDELD 计算的 p +208pb 和 n + 208Pb 的去弹截面

SHIELD 中给出的碎片分布是靶内和靶外的碎片出现的事例数目，任意碎

片 i(A;， ZJ出现的事例是叫，总的入射质子数目是 N， 入射质子引起核反应的去

弹截面为σR，则碎片 i 的形成截面是，

机ZJ=σR号
质子轰击靶 208Pb，却5Bi 是一个典型的散裂产物，通过反应 208Pb(p， 4n) 20sBi 

形成，而 83Rb 是一个典型的裂变产物。 83Rb 的形成是质子入射引起的靶核的

多重碎裂和裂变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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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 计算的 N"'Pb (p, x )83Rb 和陆'Pb (p, xyo5Bi 的激发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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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2 给出了利用 SHIELD 计算的质子入射铅薄靶的 208Pb ， 20sBi 和 SJRb 的

激发函数。图中分离的方框点是R. Michel 的实验测量数据[η，带点的实线是

SHIELD 的计算结果。对于 205Bi 的激发函数，在 40 MeV~600 MeV 的区间，

SHIELD 计算结果和实验数据符合很好，而在 Ep> 600 MeV 的区间， SHIELD 
计算结果偏低，在1.6 GeV 处，约偏低 20%0 s3Rb 的激发函数，在 Ep < 1 GeV 

区间， SIDELD 计算结果偏低。

我们通过计算不同数目的入射质子的 20sBi 和 83Rb 的激发函数发现，由入

射质子数目引起的统计误差不大。

2.2 薄靶和厚靶的碎片分布

我们利用 SHIELD 程序研究了入射能量分别为 660 MeV , 759 MeV , 1.6 
GeV 的质子轰击天然铅薄靶(1.4% 剧Pb + 24.1%硝'Pb +22.1 %205Pb+52.4%208Pb) 

的碎片分布。图 3 中 759MeV 和1.6G巳V 的碎片分布实验数据是 R. Michel 等

完成的问， 660 MeV 的碎片分布实验数据是 y V. Alexand.rov 等完成的问。折

线是 SHIELD 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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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从 SHIELD 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中、高能质子轰击靶，余核的形成

截面很明显的分为二个部分，在图中为各自相互独立的二个高斯分布。靠近右

边的一个高斯峰，峰的位置接近于靶核的质量数 (A) ， 很明显，这个峰是散裂

产物的分布。随着入射质子能量的增加，峰的位置逐渐向左移动，分布的宽度
逐渐展宽，峰的高度也逐渐减小。这是因为，随着入射质子能量的增加，入射

质子敲出的核子数目增多，相应的远离靶核质量数目的余核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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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靶核的质量数一半(一)的地方出现另一个高斯分布。很明显，这个峰

2 
是一个裂变峰。这个峰的出现可能是仍然具有较高激发能的散裂余核通过裂变

的方式，或者是高能质子引起的靶核的高能裂变，或者是较高能量质子入射的

多重碎裂反应所形成的碎块。峰的宽度随入射质子能量的增加相对展宽，但峰

的位置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峰的高度也逐渐增高。这是因为，随着入射质子能

量的增加，靶核的裂变几率和多重碎裂几率增加。

表 1 碎片的形成戳面 1) mb 

Nuclide EXp.2) MSD~) 

"'Mn 0.8ω土0.116 0.76 

74As 2.29土0.25 1.52 

7!Se c 2.1 4土0.26 2.28 

回Rb c 5.1 2土0.69 2.28 

闻:Sr c 3.77土0.40 1.14 

oom 7.34土1.1 3 1.14 

，如'Tm c 2.74土0.43 1.14 

坷"Tc 1.61 土0.22 1.52 

100mRu E 3.28土0.40 1.14 

1吨h 2.52:t0.20 2.08 
1恤3

1.02土0.1 6 1.14 

"""Ag 0.899土0.1 19 0.38 

'20Sb 0.430土0.075 0.38 

口".Sb 0.331 土0.057 0.38 

11帕西 c 0.544土O.ω4 0.76 

12'"'Te c 0.489士0.071 0.38 

陆fm 0.304:t 0.077 。.38

t陶'Au 3.20:t0.35 3.42 

""Bi 7.1 8土0.84 5.70 

注 1) 1.6 GeVp+ N"Pb的余核形成截面(单位 mb); i: 为独立产额， c: 为累计产额.

2) Exp: M. G1oris, Nucl. Instr. and Meth. Phys. R，臼. B113，(1现闹， 429.

3)MSDM: 本工作。

表 l 给出了入射能量为1.6 GeV 的质子轰击 Natpb 薄靶的几种不同碎片的

形成截面。 16咛m ， 1969Au, 20sBi 是散裂产物，其它是裂变产物。利用 Slll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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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结果和实验符合得很好。由于累计产额是通过所有的途径形成某一核的

总的形成截面，而 SIDELD 独立产额，因此累计产额实验值应该高于 SIDELD

计算值。

图 4 给出了利用 SHIELD计算的能量为1.6GeV的质子入射在长60cm 直

径， 20 cm 的铅靶上的碎片分布。圄中纵坐标是每一个质子入射引起的碎片形

成几率。碎片分布在一个很广的区域，在 10 < A < 210 的区域，都有碎片的形
成。在质量数约为 90 的地方，出现一个高斯分布，这是裂变和多重碎裂过程

的产物，在A> 120 的区域，是散裂和多重碎裂的产物。在整个碎片分布中，

主要的碎片是质量数和靶核质量数接近的核，裂变和多重碎裂碎片在整个碎片

分布中所占的份额很少，和散裂引起的碎片比较，约低二个数量级。

100 

L: 60cm 
Ep= 1.6 GeV Ø: 20 cm 

10-2 

g 
..r;; σ3 

E 
10-4 

ω 110 1ω 210 

A 

固 4 SIDELD 预言的1.6GeV 的质子入射长 60cm，

直径 20cm 的铅靶的碎片分布

3 结论和讨论

我们对 SHIELD (MSDM )程序进行了基准检验，利用 SHIELD 计算入

射能量从 10 MeV 到 2 GeV 的质子和中子轰击刷Pb 和 56Fe 的薄靶的去弹截面

和总截面:入射能量为1.6 GeV 的质子轰击 208Pb 薄靶的出射中子的双微分截

面:质子轰击 208Pb 薄靶的 205Bi 和 81Rb 的激发函数， SHIELD 计算结果和实

验数据符合得较好，可见， SIDELD 程序的物理模型考虑是合理和完善的，其

计算结果是可靠的。

利用 SHIELD 计算了入射能量分别为 660 MeV, 759 MeV 和1.6 GeV 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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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轰击天然铅薄靶的碎片分布。计算结果和实验数据符合较好。从计算可以看

出，碎片分布为相互独立的二个高斯峰，随入射质子能量的增加，峰的高度和

位置相应的发生移动。二个峰的宽度随入射质子能量增加而展宽，散裂峰的高

度随入射能量的增加而降低，而裂变峰的高度则增加。

SHIELD 计算的能量为1.6 GeV 的质子入射在长 60 cm，直径 20 cm 的铅

靶上的碎片分布，在 10 < A < 210 的区域，都有碎片的形成，在整个碎片分布

中，主要的碎片是质量数和靶核质量数接近的核，裂变和多重碎裂碎片在整个

碎片分布中所占的份额很少，和散裂引起的碎片比较，约低二个数量级。

SHIELD 研究碎片分布，对于中重核有一定的缺点。如:计算的 83Rb 的

激发函数，在E< 800MeV 的能区， SHIELD 计算结果偏低实验数据达一个量

级，在 140 < A < 170 的核区， SHIELD 计算结果偏低实验数据几倍。因此，

SHIELD 程序需要改进。对具有较高激发能的余核衰变到平衡态的 CEM 模型

和中重核多重碎裂统计模型 (SMM) 的改进，有可能使 SHIELD 程序分析碎

片分布的结果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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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 Mass Distribution of Proton-Induced 
SpaUation Reaction with Intermediate Energy 

FAN Shengl) YE Yanlinl) XU Chuncheng lJ CHEN Taol) 

ZHAO Zhixiang2l N. M. SobolevsIcyll 
1) Technical Physics D叩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2)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吨， 102413

3)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 Moscow. Russia 

Abstract: The test of part b回chmark of SHIELD code is 位Iished. 白le fragment 

cross section and mass distribution and excitation function of由e residual nuclei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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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n-induced spa\lation reaction on thin Pb ta尾巴t with intennediate energy have 

been 四\culated by SHlELD code. And the resul臼 are m g创xl agreement with 

measured data. The fragment mass dis住ibution of the residual nuclei from proωn

induced 甲allation reaction on thick Pb target with incident energy 1.6 GeV have been 

simula如d.

Key words: SHlELD code, spallation reaction, fragment m部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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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of Prøton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in a Lead Target with Energy Ep运300MeV

ZHOU Jinfeng1l SHEN Qingbiao2l SUN Xiuquan1l 

1) Physics Depart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2) Cb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 102413 

Abstract: Various cross sections ofthe p+'回Pb reaction are caJculated in 5 to 300 

MeV energy region based on nuclear reaction models, i.e., the optical, evaporation, 

and exciton models, and direct reaction thωry. Comparison of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s 也at our calculations are quite reasonable. 
Excitation functions of some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Jei and neutron multiplicity 
a百 predicted. For medium-energy pro阳l-induced ""'Pb fission , an empirical 
fonnula is developed. 
Key words: ADS,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proton-induced 负ssion

INTRODUCTION 

Acceleraωr-driven clean nuclear energy system (ADS) research is of 
interest ωmany coun创es. An important part of ADS is 也e high-intensity 
neutron source, which consists of a lead or bismuth target irradiated by 
protons at medium energies. In也is energy region, residual nuclei can be 
produced not only 也roughpar出le emission pro臼ss but also through a ftssion 
process. Some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may be produced aqd cumulated 
m 也e target. If也eir yields are large enough, how ωdispose of them must be 
considered. 

Recently, some experiments on p+natpb reaction were dOßi巳[1 ，坷， but 
theoretical analysis have been deficient This wor}c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se experimental data 缸划 predicts which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will 
be produced in the target; 也e dependence of the cross sections of the 
radioactive nuclei on projectile proton energy is also researched. 

1τ'HEORY MODELS AND CALCULA TION P ARAMETERS 

1.1 Proton Optical Potenti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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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p+208Pb reaction cross sections[3] and 

elastic-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at energies of 16.0问， 2 1.0, 26 .3, 30.3 , 
35.0, and 45.0[匀， 40.0间， 49.4 [71, 61 .4[町， 65.0[91, 100.0[101, 156.0[11], and 160.0 

and 182.0[1 2] MeV, a set of optimum proton optical potential parameters in 

也e region of Ep运 300 MeV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APMN code as follows: 

V = 46.62447- 0刀792Ep 一 0.0003875Ep2

+ 24.0 (N - Z)/A + 0.4 (Z/A 1I3
) (1) 

w. = max{O, 7.66757 + 0.004642Ep + 12.0(N - Z)/A} (2) 

Tf飞= max{O, 0.42362 - 0.0032795Ep- 0.0008046E/} (3) 

Uso=6.2 (4) 

r , =1.25970, rs =1.09139, ry =1.95 , rso =1.25970，几=1.02222 ， (5) 

and 
a, =0.63211 , as =0.67536, ay =0.9, aso =0.63211 , (6) 

The neutron and other charged-particle optical potential parameters are 

chosen proper1y. The compound-nucleus elastic-scattering contribution is 

calculated by Hauser-Feshbach 也e。可·

Fig. 1 compares the p+208Pb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with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Comparisons of elastic-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for the p+208Pb reaction between the calculated-value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are given in Figs. 2~4. In the whole Epζ300 MeV energy 

region, the calculated values fit the experimental data very well. 
2500 

!OOO I 
p+20!Pb 

500 lt 
'0 100 200 300 

EI也1eV

Fig. I Comparison ofreactìon cross section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p+208Pb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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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Comp缸ison of proton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p+208Pb reaction atEp=16.0, 2 1.0, 26.3, 30.3, 35.0, and 40.0 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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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Comparison of proton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p+208Pb reaction at Ep= 45.0, 49.4, 61.4, and 100.0 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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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Comparison of proton elastic sc翩而ng angul缸 distribution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p~o8Pb reaction at Ep= 65.0, 156.0, 160.0, and 182.0 MeV 

1.2 Direct Inelastic Cross Section 
Tbe direct inelastic cross sections of tbe p+208Pb, p+207Pb, and p+206Pb 

reactions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tbe DWUCK code, whicb is based on 
distorted wave Bom approximation theory.τ'he DWUCK code used proton 

optical potential parameters obtained in Sec.l. 1 as input data. 

1.3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ofResidual Nuclei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of residual nuc1ei produced 由rough

multi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 and neutron mu1tiplicity are calculated using 
tbe CCR岛剧 codel日.(4) for 也e p+208Pb, p+207Pb，四d p+206Pb reactions. This 

version of the CCRMN code is based on nuc1ear reaction models, i.e.，也e

optical, evaporation, and exciton models, and direct reaction tbe。可. The 
preequilibrium mecbanism of gamma-ray emission and tbe pickup 

mecbanism of c1uster formation for composite partic1e emission are inc1uded 

in tbe frrst-, second-, and tbird-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es. 

h 由is energy region, CCRMN inc1udes 16 partic1e emission processes. 

The reaction channels are as fol1ows: 

a+A• b.+B.", a = n, p， α， d, t, 3He, b.= n, p， α， d， t, 3He, y 
Bj_..• bj+B;", bj= n, p， α， d, t, 3He, y, i = 2, 3, 4 

Bj-..→鸟，+Bλ 马=n， p， α， d, y, j =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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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l*→bt+B\<'气 bt=n， p， α， y, 
B/-l*斗b/+町， b/=n, p, y, 

1.4 FissioD Cross SectioD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s of the p+na!pb reaction are obtained by fitting 

也e experimental data using theoretical parameters[lSl. The ac阳al fission 

process includes direct fission of the compound nucleus and fission after 
emission of one or more particles from the compound nucleus. We calculate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 using the direct fission fonnula but a司just the 

parameters, which depend on projectile proωn energy, of the compound 
nucleus energy level density and saddle state energy level density. The 
fonnulas are as follows: 

k=8 , 9,1O 
/ = 11 , 12, 13, 14, 15, 16 

σ。 f=σc x-2一 (7)
p,' • Tf +凡

俨 ρf(c， A)
Tf(E， A)=一一一-.-. L rr\-"" ds (8) 

‘ 2πρ(E， A) Jo 1 , ___r 21t 
1 +exp[τ一(Vf+ ε -E)]

nw 

and 
~E-S~ 

凡 (E， A)=MaJo . sp(E-s一町 ，A-l)ds (9) 

where 
吨，产 proton-induced fission cross section 
O'c = compound-nucleus fonnation cross section 

凡， If = neutron emission width and fission width, respectively 
ρ，舟= compound-nucleus and saddle state energy level density 

respectively; 岛rboth，也e Cameron fonn is adopted 
冉= equivalent single p饵k barrier height 

hω= fission barrier cu凹a阳re

Mo = constant including converse cross section, Mo = 1.414 MeV-1 

Sn = neutron binding energy. 
The compound-nucleus energy level density parameter is 

an =a nO +a n1 (1 +an2Et国3 (1 0) 

The saddle state energy level density parameter is 

af =afO +afl (1 +af2 E +a f3 E 2 yr. 、
.
J

..... ..... 
，
t

飞

Some adjusted parameters values are Vf = 22 .497 Me V; nw = 0.002 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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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liquid drop model(l61, 

民= 0.83(1-0.0195 7!/AYE.,sp (12) 

and 
Ew=aJE3 (13) 

Using liquid drop model par缸neter， as=15.763 MeV,116J one can obtain 民=
20.994 MeV. This value is c10se to our adjusted value. 白le experiment 
determined 归t 民 is 23 .3 MeV for 也e compound nucleus 209Bi and 21.9 

MeV for the compound nuc1eus 207Bi117J. Theyagree with our p缸'ameter value. 
When Ep is lager, the excited energy of the nuc1eus is far higher than the 
fission barrier. There is a wide barrier approxirnationl1SI for hω= O. It agree 
with our value hω= 0.002. 

Fig. 5 shows the fitting resu1t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l181 of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s for proton-induced naturallead f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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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Fitting curve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fission 
cross sections for the p+"atpb reaction 

1. 5 Isotopes ofNatural Lead 
The abundance of 208Pb, 207Pb, and 206Pb in naturallead are 53.2, 22.4, 

and 24.4%, respectively (neglecting 204Pb for its ve可 low abundance). The 
three isotopes must be ca1culated, and the last resu1ts are the weighted surn of 
也ese three isot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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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Comparison with GNASH Code 

The relative calculations of the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up to 150 Me V 
are made by Chadwick and Y oung[19] and Young and Chadwick[20] wi曲曲e

GNASH code. our calculations are made with CCR岛1N code[13.14]. Both of 

these codes include the optical model and the 吨uilibrium and preequilibrium 

theories. The direct reaction cross sectìons are all calculated wìth codes such 

as DWUCK and ECIS. In the GNASH code, the equilibrium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using Hauser-Feshbach 也eory; 也e pre叫uilibrium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using 也e exciton model or Feshbach-Kennan-Koonin(FKK) 

quan阳m 也eory. So, the GNASH code can calculated double-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In the CCRMN code used here, the compound-nuclear 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are obtained through Hauser-Feshbach 也eory; other 

equilibrium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 evaporation model; the 

preequi1ibrium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 exciton model. But, the 

CCRMN code includes more 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es and reaction 
channels 由an the GNASH code. And, the contributìon of the intranuclear 

cascade process is approximately considered in the CCRMN code at a high 

energy range[21]. In addìtion, the preequilibrium mechanism of gamma-ray 

emission and the pickup mechanism of cluster fonnation for composite 

particle emission are also include in the frrst-, second-, and third- 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es. 白lerefore，也e CCRMN code can be used in the higher

energy region. Fur也ennore，也e fission process is considered here because 

lead is fissionable in the high energy region. 

2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ANAL YSIS 

Fig. 6 shows a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of the 

residual nuclei for the p+natpb reaction for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饲[1] at Ep=78 MeV. The calculations reproduce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ape very well. Fig. 7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atios 

σTheo. / lTExp. Most ratios líe between 1 土0.4. Figs. 8, 9 are the same as Figs. 6, 7 
but have a different projectile energy[2] Ep= 65 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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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shows the calculated excitation function of 205Bi comp缸ed with 

也e experimenta1 data[11. From Fig. 10 one can see 也at 205Bi is mainly 

produced 也rough reaction 206Pb 巾， 2n) 205Bi reaction in the low-energy 

region. In the high- energy region,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through 207Pb 
(p, 3n) 205Bi reaction is one to two times larger than through 2(叩b (p, 2n) 205Bi 
and 208Pb (p, 4n) 205Bi. In the Ep~200 MeV energy region, the calculation 

values agree quite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1 data, but in the Ep>200 MeV 

energy region, the calculation values are two to three times low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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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ll Cumulated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of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in the p+叫Pb reaction 

Figs. 11 , 12 show the cumulated production cross sectìons of the long

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produced in the p+natpb reaction, of which the 

cumulativ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is > 1 mb and the half-life is > 1 a. In 

general, residual nuclei with smaller mass number are produced in the higher

energy region. The long-1ived independent radioactive nuclei produced in the 

p+natpb reaction and their half-life are as follows: 
208Bi (3.68x 105 a); 207Bi (3 1.55 a); 

204Pb (>1.4xl017 a); 202Pb (52.5x I03 a); 

阳Hg (520 a); 193pt (50 a); 

1860S (2.0x 1015 a); 1840S (>5.6xl013 a); 

180mTa (> 1.2x 1015 a). 

205Pb (1.53x I07 a); 

204Tl (3.78 a); 
190pt (6.5 xl011 a); 

\83W (>1.1 xl01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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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shows the dependence of the neutron multiplicity on the proton 

energy. The calculation values do not include prompt neutrons in the fission 

process. When Ep=150 MeV，出e neutron multiplicity is 9.3. In the Ep~200 

MeV energy region, neutron multiplicity rise quickly with Ep• But, in the 

Ep>200 MeV energy region, it rise much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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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s. 14, 15 show the dependence of the cross sections of the main 
reaction channels on the proton energy in the p+208Pb reaction. The reaction 
channels plotted have the largest cross section at some energy region. 
Because its compound nucleus 209Bi is neutron-rich，企'om Figs. 14, 15, one 

cansee 也就出e neutron emission channels are the main channe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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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4 The dependence of the cross sections of main reaction channels on 
proton energy in the p+208Pb reaction 

A
E
B
D
R
a
a
e
υ
 

1四E

nH l 1 同
]

5∞ 

1∞ 
1∞ 2∞ 

E卢1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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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ISSION PROCESS 

3. 1 Mass Distributions 
Symmetric fission can be adopted in intennediate-high-energy proton 

induced natpb fission because the charge number Z is 82 and the excitation 
energy ìs far hìgher than the thennal energy. Based on 也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the p+natpb reaction at Ep== 322 MeV(1], fissioning 

nuclei wìth an average mass number Af = 208 and charge number Zf== 83 can 
substitute the three compound nuclei Ofp+206Pb, p+207Pb, and p+208Pb. So, we 
adopt Gaussìan function fonn for mass distributìon. The location of the 

Gaussian 且mc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prompt neutron number 2 v. The width 
C of the Gaussìan function and the prompt neutron number v缸y with Ep-

The probability of fonning a primary fission product 也at has mass 
number A is 

P(A):::: 2e -(A-208-2v)'马ε (14) 

where 

句
，
"

一
一

X AU 
、
‘
.
，
，

x /
，
.
、

P 间'
-
a

(15) 

So,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ìon of the prim缸y fission product with 
mass number A is: 

σA叫 fL5P(抽(16)

When Ep == 322 MeV, we obtain 2v== 10, C == 680, and O"f== 11 1.0 mb; 
when Ep = 271 MeV, we obtain 2 v= 8, C = 530, and O"f= 99.0 mb. 

Fìgs. 16, 17 show the fitting results (solid lin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solíd squares). The solid squares represent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of the nucIeus with a certain mass number A and certain charge number Z. 
And, the fitting results are the sum of all productìon cross sections of nuclei 
with the same mass number A but different charge number Z. So, the fitting 
resuIts must be high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data. Charge distributions with 
the certain mass number A and the certain charge number Z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data are provided in Sec.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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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Charge Distributions 
1n low-energy fission, primary fission products are all neutron-rich 

nuclei. Assuming 也at the charge distributions have a Gaussian distribution 
fonn，也e most probable charge Zp and the width of distribution C must be 
detennined. According to an unchanged charge distribution[221 (UCD), which 

suggests 出at primary fission fragments have the same proton-to-mass ratio 
as in the fissioning nucleus, Zp of a mass chain with mass number A have the 
fonn: 

Zp = ZUCD, ZUCD = (A + 吟 x ZIA f (1 7) 
But, in the intennediate-high-energy region, there are neutron-rich primary 
fission products as welI as proton-rich products, such as 83Rb, which is 
different 企om that of low-energy fission. So, different charge distributions 
are expect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fission product cross 
sections of the p+natpb reaction at Ep= 322 MeV, we develop an empirical 

fonnula to explore the charge distributions of intennediate-high-energy 
proton-induced natpb fission. With three Gaussian functions 也e experimental 

data can be reproduced fai r1y wel1. The three most probable charge and three 
distribution width are detennined as follows. 

Let Z: be the charge number of the most stable isotope of the mass 

chain A ,. and let Z: be the charge number of the most stable isotope of the 

mass chain Ah' where A, and Ati are mass complementary; A ,<Ah and A, + Ah 十
2 v= 208. We have Z~ = 83 - Z! and z~ = 83 -Z:. Letting Z~CD = (A, + 吟

x 83/208, we have Z~ equal to integralized (Z ~CD 十 1)， and letting Z~CD = 

(Ah + 吵 x 83/208, we have Z; equal to integralized Z~CD' 1n generaJ, 
z_ < Zo < Z+. For the mass chain A, or Ah' the first Gaussian function is 

located at Z~ -0.28 or Z~ 一0.28; the width of distribution is C = 0.2. The 

second Gaussian function is located at Z~ or Z; ; the width of distribution is 

C = 0.258; The third Gaussian function is located at Z: +0.28 or Z: +0.28; 

the width of distribution is C = 0.2 . 
1n the fo l1owing, we do not distinguish the superscript 1 and h. The 

independent probability for a primary fission product with charge Z at mass 
chain A is express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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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 A) =P+(Z)+ P.(Z)+ Po(Z) (18) 
where 

P+(Z) = e 
-(Z-(Z+ +0.28))2 /0.2 / J丁.丁4一π 

(19) 

1 P+(x)由=0.2 (20) 

P_(Z) = e 
-(Z-(Z--028))2/O2/JZ 

(21 ) 

lP-(抽=0.2 (22) 

Po(到 =e-(Z-Zo)2/ω8/ JO.258 7t (23) 

f乌(x)由 =0.6 (24)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of a fission product with a mass number A and 
charge Z is expressed as 

,.Z+0.5 

σ(Z， A) = 町 t05 P(x,A)dx (25) 

Fig. 18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 of the 
fission products for the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1] at 322 
MeY proton energy.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produce the shape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fairly well. Fig. 19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atio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to the experimenta1 data; most ratio points lie between 1士0.4.

Figs. 20, 21 are the same as Figs. 18, 19, but the proton energy of 271 Mey[2] 

for Figs. 20, 21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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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cross sections of the p+natpb reaction are calculated in 5 to 300 

MeV energy region based on the nuclear reaction models , i.e.，也e optical , 

evaporation, and exciton models, and direct reaction 出e。可. The comparison 
of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s 出at our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quite reasonable. The excitation functions of some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and neutron multiplicity are predicted. For medium-energy 
proton-induced na'Pb fission, an empirical formula i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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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运300 MeV质子一铅核核反应

微观截面的理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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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大学物理系，西安， 710069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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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5~300MeV 能区质子与天然铅的各种反应截面进行了计算，在

符合多种实验数据的基础上，预言了长寿命放射性核的累积产生截面及其

随质子入射能量的变化和中子多重数.在分析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给出了

中能质子引发天然铅核裂变质量分布的经验公式，计算了电荷分布，并将

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 ADS，长寿命放射性核，质子引发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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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s of Nucleon-Nucleon Total, Elastic and 
In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and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up to 10 GeV 

SHEN Qingbiao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Based on a !arge arnount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systematics is 

obtained of N-P or P-N, P-P or N-N tota!, e!astic, and Îne!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up to 10 GeV and N-P e!astic scattering angu!ar distributions upω6.5 

GeV. 

Key words: systematics, nucleon-nucleon interaction, intermediate energy 

INTRODUCTION 

The intermediate energy nuc1eon-nuc1eon data insid巳 the nuc1eus are 

needed for studying the intermediate energy nuclear reactions and heavy ion 
collisions. Only the 企ee nucleon-nucleon data can be measured, which are the 

base of studying the nucleon-nucleon data inside the nucleus. Moreover, the 

intermediate energy N-P total cross section is a standard for measurement. 
Therefore, studying the systematics or parametrization of nucleon-nucleon 

data is ve可 important.

When the incident nucleon energy in laboratory system is less than about 

300 MeV, the nuc1eon-nuc1eon total cross section is basically equal to the 

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whereas it is contributed by elastic and 

in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for above 300 Me V region. The 

parametrlzations of the nucleon-nucleon elastic and inelastic cross sections 
given by Bertsch and GUpta[I) were used very popular for studying the 

intermediate energy nuclear reactions and heavy ion collisions. But their 

p缸ametrizations can not reproduce the experimental data precisely. The 

polynomial fits of nucleon-nucleon data for energies up to 6.2 GeV were 

given by Clements and Winsberg[21 for different energy region,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unified expressions they are not convenient to user. A 

systematics of 出e neutron-hydrogen 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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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ular distributions in energy region 2---150 MeV is given[匀， but it can not 

be used for hìgher energy region. In thìs paper,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systematics of N-P or P-N, P-P or N-N total, elastic 

and in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up to 10 GeV and N-P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up to 6.5 GeV ìs obtaìned. 

1 SYSTEMATICS FORMULAS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retrieved from lìbrary 

EXFOR and library CERN间， the following systematics formulas are 
obtained. 

For N-P or P-N interactions, the cross section systematics formulas are 

as follows 
σel =9.9958-0.0020726U~1.S + 2.7903U~. +0.29492U;"s -0.13088Ug.s 

+ O.021252Uo + 633.36exp[ -109.89U~.9439]+ 3.0101exp[ -0.57247 
(1) 

(U 0 -0.2127)2] -1548.4exp[ -0.79448 *10 7 (U 0 -0.0005)气 (inmb)

For 0.001至 E. :>;10 GeV 

29.444U,2.0628 
σInel=AA UFFRLJO啊， θ(U.)， (in mb ), F町 En:>; lO GeV (2) 

Uo =..{; -(m1 +m 2 ) (3) 

U 1 ==占-(m 1 +m2 +m ,,) (4) 

.J; =[m; +时 +2m2 (m. +Edf2 (5) 

where 飞r; represents the energy of the two nucleons system; m. , m2, and m n 

are the incident nucleon, target nucleon, and pion masses.θ (U1) ìs step 
function. The GeV, fìn, and light velocìty c = 1 unit system is used in 由ìs

paper. 

For P-P or N-N interactìons, the cross section systematics formulas are 
as foU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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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01 =13.5创+0.0032614U~1.5 +0.67048U~1 -0.027567U:.5 +0.051868Ug.5 

-1灿17U0 + 382.0exp[ -119.98Ug.917S4 ]+ 1O.327exp[ -3.0896 
(6) 

(U。一 0.3435) 2] - 6.4511exp卜87.235(Uo -0 .1 051)2] ， (inmb) 

For O.OI~En S10GeV 

30.53夜/f-3435
=E23aMθ(U[)， (inmb), For En ~ IOGeV 

0.018082+ ut'.'~ 

The total cross section can be obtained 企om 也.e expression 

σtotσ.1 +σin.1 

(7) 

(8) 

The systematics fo口nulas 岛if N-P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in the center of mass system 缸e as follows 

豆豆~=旦号。1 + l)fIP[(cosBc) 
ω4πI=tz=2J6 

22L-L[C川os吮 +C川os吮+C8 cos8 Bc (9) 
4π1024 

+C6 COS6θIC +C4COS
4 ()c +C2 COS2θ'c + Co], (in mb/st.) 

For O.OOI~En s6.5 GeV 

C12 =16900975兀2'

CIO =3879876/10 -48498450λ2 , 
乌 =875160/8 -9189180λ。 +51962臼51

C6 =192192儿 -1633632儿 +7567560λ。 -255255∞112 ;

C4 =40320/4 -262080/6 +942480/8 一 2522520.t;o +5630625兀2 , 

C2 =7680/2 -34560/4 +87360/6 -171360/8 +291060λ。 -450450.t;λl口2

Co =斗1024j儿飞 -2560j儿~ +3456j儿~ -416016 +4760/8七-5292λo + 5775}λ12' (10) 

10 = 1.0; 

12 = 0.57398Ug's + 0.047033U 0 -0.01114U!'s -0.024159吟

14 =0.066836Ug.S +0.017701UO +O.l 4396U~.5 -0.00036648Ug; 
儿 = 0.0034843Ug's +0.00083581Uo +0.040208U~.s +0.056667U;; 

18 =0.012134Ug'S -0刷012744Uo +0.008809U~.s +0.041101Ug; 
儿 =0.01004即俨 +0.0052701U0 +0.040779U~.s -0.010571U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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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0.03176Ug.5 +0.0070615Uo -0.0042189U~.5 -0.0069888U;. (1 1) 

Integral of th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to angles is equal to its integral 

cross sections with above expressions. If EL tends tοzero th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given by above systematics become isotropic in the center of mass 
system. 

2 RESULTS AND DISCUSSION 

Figs.l ~ 3 show the comparisons of the calculated total, elastic, and 

inelastic scattering cross sections by our systematics with Bertsch-Gupta 
results[l]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N-P or P-N interactions. Figs. 4~6 are 

the same but for P-P or N-N interactions. Our Systematics formulas can fit 
the experimental data very well. Fig. 7 shows the comparisons of the 
calculated N-P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in the center of mass 

system by our systematics formula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for the 
incident neutron energies 0.06, 0.105, 0.284, 0.4, 0.8019, and 6.5 GeV, 
respectively. The fitting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predicted results by our systematics are consistent. This systematics 

is convenient to users since it is suitable for very wide energy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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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eV 以下能区核子一核子全截面、弹性和l非弹

性散射截面及弹性散射角分布系统学

申庆彪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根据大量实验教据，给出了 10 GeV 以下能区 N-P 或 P-N ， P-P 

或 N-N 全截面、弹性和非弹性散射截面以及 6.5 GeV 以下能区弹性散射角

分布系统学公式和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的比较。

关键词 系统学核子-核子相互作用 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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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Proton Induced Reaction on 209Bi 
in Energy Region from 7 to 250 MeV 

GAO Bo1) SHEN Qingbiao2) SUN Xiuquan1
) 

1) Physics Depar白白时，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2)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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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 sections of p+2~i reaction are calculated 企om 7 to 250 MeV 

based on various nuclear reaction models, i. e.，也e optical model , evaporation 

model, exciton model, as weIl as 也e direct reaction theory. The comparison of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s that our calculations are quite 

reasonable. Moreover, excitation functions for the reactions producing some long

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and neutron multiplicity are predicted. 

Key words: p+2~i reaction, interrnediate energy, model calculation 

INTRODUCTION 

Accelerator-d.riven clean nuclear energy system (ADS) research is of 

interest to many countries. An important part of ADS is the high-intensity 

neutron source, which consists of a lead or bismuth target irradiated by proton 

at medium energies. In this energy region, residual nuclei can be produced 

through 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 and fission process. Some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may be produced and cumulated in the target. Iftheir yields 

are large enough, how to dispose of them must be considered. 

Recently,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ofproton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in a 
lead target with energy Ep :::二 300 MeV[l] has b四n done, and some interesting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 Our work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p+209J3i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in the wide energy region, predicts the 

long-lived radioactive nuclei produced in the target and gives the relation of 

the cross section and projectile prot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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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ORY MODELS AND CALCULATION PARAMETERS 

1.1 Proton Optical Potential Parameters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p+209Bi elastic-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at energies of 65MeV[习， 156MeV[31, 340MeV[41 and the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of p + 208Pb[坷， a set of optimum proton potential par创neters in 
the region of Ep ~350 MeV is obtained by using APMN code as follows: 

v= 42 .3 1863-0. 16493Ep+0.000l 1 929E/+ 24.0(N-勾lA+O.4(Z/A 1/3) 

W. = max {O, 3.22095+0.0 1 4476Ep+ 12.0(N-Z)/A } 

Wy = max {O, 0 .456667-0.002990Ep- 0.007103E/ } 

Uso = 6.2 

rr= 1.187584, rs= 1.070189 , ry= 1.297927 , 

rso = 1.1 87584, rc= 0.932820 , 
ar= 0.764903 , as= 0.710988, av= 0.290000, aso= 0.764903. 

The neutron and other charged-particle optical potential parameters are 
chosen properly. The compound-nucleus elastic-scattering contribution is 

calculated by Hauser-Feshbach the。可.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s of the 
p+209Bi reaction were taken 仕om the experimental data[SI and were subtracted 

from the calculated absorption cross section. The value of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 of the p+209Bi reaction at 300 MeV is about 200 mb. 

Fig. 1 comp缸es the calculated values of the p+209Bi reaction cross 
section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neighbor nucleus p+208Pb 
reaction[I ,61. In order to get the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也e mu1tiple neutron emission cross sections we let the calculated values of 
the p+209Bi reaction are lower a little than the experimental values of the 
neighbor nucleus p+2osPb reaction. 

Fig. 2 comp缸es the elastic scattering angular distributions for the 
p+209Bi reaction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calculated values fit the experimental data very well in 也.e whole Ep~二 250

Me V energy region. 

1. 2 Direct Inelastic Cross Sections 
The direct inelastic cross sections of the p+20'13i reaction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DWUCK code(7] which is based on distorted wave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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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ion 也e。可. The DWUCK code used proton optical potential 
par缸neters obtained in Sec. 1. 1 as input data. 
1.3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of Residual Nuclei 

The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of residual nuclei produced through a 
multi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 and neutron multiplicity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 CCRMN code [8, 9) for 也e p+209Bi reaction. 

This version of the CCR岛1N code is based on nuclear reaction models, 
i..e., the optical, evaporation, exciton models, and direct reaction the。可. The 
preequilibrium mechanism of gamma-ray emission and the pickup 

mechanism of cluster formation for composite particle emission are included 
in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particle emission processes. 

In this energy region, CCRMN code includes 16 emission processes. The 
reaction channels are as follows: 

a+A • bl+B 1' , a=n， p， α， d, t, 3He, 
B j _ l' • bj+B/, bj= n, p， α， d, t, 3He, y, 
B鸟j1J.→bi汁，+Bj♂飞，马=n叽， p， αd， y，

Bk-- I
O

→bk计+B
B鸟H →bi汁，+B;"\b灿， =n叽， p， α叽, 

bl=n， p ， α， d, t, 3He, y 
i = 2, 3, 4 
j= 5, 6, 7 
k=8 , 9, 10 

1= 11 , 12, 13, 14, 15, 16. 

Of course, it is better if the fission process can be included in every reaction 

process. Since the experiment~l values of the fission cross sections of the 
p+209Bi reaction up to 300 MeV are less than 200 mb, the neutron emission 

processes are still the main reaction processes in the energy range below 300 
MeV.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ission process was considered in this paper as 
that mentioned above. One can call all the mu1tiple p缸ticle emission and the 

fission processes as spallation reaction in high energy region. 

2 CALCULATION RESUL TS AND ANAL YSIS 

Figs. 3, 4 and 5 show the comparisons of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IO-13) for 巾，时， (p, 3n)，巾， 4n) reactions, which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each other. 

Figs. 6 and 7 show the dependence of the cross sections of multiple 
neutron emission reaction channels on the proton energy in the p+209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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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 Because its compound nucleus 2JOpo is neu仕on-rich，也e neutron 

emission channels are the main channels. 

Figs. 8 and 9 show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of 

the residual nuclei for 也e p+209ßi reaction at Ep=200 MeV. The caIculation 

values do not include the fission yield. 

Fig. 10 shows the dependence of the neutron multiplìcity on the proton 

energy. The caIcu1ation values do not include the prompt neutrons in the 
fission process. In the Ep :::三 175 Me V energy region, neutron multiplicity rises 

quick1y with 鸟， but in the Ep ;三 175 MeV energy region, it rises ve可 slow

and smoothly. 

Fig. 11 shows the production cross-sections of the long-lìved radioactive 

nuclei produced in the p+209ßi reaction, of which production cross sections is 

> 1 mb and the half-life is > 1 a. Their half-lives are as follows: 

2ωPo (102 a); 
208Bi (3.65 * 105 a); 

205Pb (1.52. 107 a); 

202Pb (52.5. 103 a); 

3 SUMMARY 

208pO (2.898 a); 
207Bi (32.2 a); 

2归Pb (>1.4 * 1017 a); 

Various cross sections of p+209Bi reaction are calculated in the 7 to 250 

MeV energy region based on the nuclear reaction models, i. e., the optical, 
evaporation, and exciton models, and direct reaction the。可. The comparison 

of the caIculated results with the expêrimental data shows 也at our caIculation 

results are reasonable. The excitation functions of some long-lived 

radìoactive nuclei and neutron multiplicity are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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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250 MeV 能区质子与 209Bi 反应的计算

高波1) 申庆彪 2) 孙秀泉 1)

1) 西北大学物理系，西安， 710069
2)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利用光学模型、蒸发模型、激于模型和直接反应理论计算了 7~250

MeV 能区 p+2ωBi 反应的各种截面，同时预言了一些产生长寿命核的反应道

激发函数和中子多重数.通过与实验数据的比较表明计算结果是合理的。

关键词 P+20'13i 反应中能模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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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与嬉变概念中的分离综述

张王禄 齐占顺 朱志遭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 要 核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核废物的处理.姐变处理长寿

命放射性废物核素是一种新的概念.要进行姐变处理，就要进行化学分离.
本文比较了干法与水洼的优缺点，叙述了干法优于水法的有利方面，综述

了有关干洼的内容、世界各国典型分离概念和部分研究结果，指出了干法

目前已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我国今后开展分离·姐变工作有关分离研究的建

议.

关键词 分离-姐变高温化学过程

1 概述

核能自注现以来全世界核能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世界上也留

下了大量的核废物。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万吨计的乏燃料。

如此大量的核废物应如何处理、处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解

决，核能工业就可能难以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很早以来，人们就开始了有

关核废物的处理、处置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致的处置方案有一次性

通过和后处理两种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1 1 。

图 l 简化的处理过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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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研究的高放废物处置方法有陆地浅表地层埋藏或深地层埋藏，或海

底存放，此外还有人提议采取将废物载入宇宙的处置方法(2)。科学家们认为，

采用由天然屏障和专设屏障构成的地质处置系统是可供使用的最好方法。

然而高放废物中存在撑、怀、锢、铜、得-99、腆-129、钝-135 等长寿命铜

系核素和裂变产物。地质处置要使长寿命的铜系元素和裂变产物在地下储

存上千万年与生物圈隔绝，在如此漫长的年代中地质结构稳定程度如何还

难以预料，这些核废物在不采取特殊的处理方法之前在地球上处置存在着

相当大的风险，有可能危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一些有关的科学家们提

出了擅变处理这些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的概念，使其成为稳定核素或短寿命

的放射性核素，亦即把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焚烧"掉，缩短放射性废物辐射

危害达到环境容许水平所需要的时间。铜系核素焚烧是一种大大减少超铀

核素量的概念，它包括强化处理分离铜系核素以减少其在核废物中的含量，

然后用擅变装置循环焚烧铜系核素，将超铀核素转化为短寿命放射性核素

和稳定核素，从而简化废物处理，井可能发电，大大地扩大核能资源[3-6) 。

根据现在提出的理论基础，擅变这些长寿命核素主要是利用中子反应，

其中包括热中子、快中子、散裂中子等。近年来人们也对利用质子加速器

进行擅变反应作了许多研究，因而需将铜系核素与长寿命裂变产物进行分

离。人们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提出分离与擅变 (Partitioning and 

Transmutation) 进行废物处理的概念。图 2 是这一概念的早期示意图。

乏燃料

含钢系核素的新燃料

图 2 分离与姐变概念示意图

对于这一概念的认识，是逐渐变化的。人们观点的变化基于多种因素，

通过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加深认识，统一看法。后处理技术以及反应堆、

加速器技术的发展使分离与擅变概念的实现成为可能。技术、政策、立法、

核动力发展、处置计划的方向、处置费用等的变化，也都可以改变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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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3) 。

由于大量的非长寿命裂变产物会吸收中子且由于乏燃料的体积相当

大，故乏燃料不分离而进行中子照射铜系元素和长寿命裂变产物的擅变是

不可能的.

目前几个研究分离与擅变的国家拟采用的方案中有关设备、燃料形式、

分离技术、废物形式等见表 1。从表中所采取的分离技术看都与燃料形式有

关。采用金属燃料，大都用高温处理，而氧化物除俄罗斯采用高温处理外，

都采用了溶剂萃取。

表 1 正在研究的一些分离-擅变方案

嫂变设备 燃料形式 嫂变方法 姐变元素 分离技术 废物形式

美国 液金堆 金属 快中子 超铀 高温处理 铜、沸石

液金堆 氧化物 快中子 超铀得帧 榕剂萃取 玻璃

质子加速器 浆液或熔盐 热中子 超铀得腆 待定 待定

质子加速器 氧化物 快中子 超铀锦确 榕剂萃取 玻璃

日本 液金堆 金属或氟化物 快中子 超铀 榕剂萃取 玻璃

质子加速器 待定 快中子 超铀 榕剂萃取 玻璃

液金堆 金属 快中子 超铀 高温处理 玻璃

质子加速器 待定 y 射线 饱饱 离子交换 玻璃

法国 液金堆 氧化物 热中子 超铀 溶剂萃取 玻璃

俄罗斯 液金堆 氧化物 快中子 超铀 高温处理 不详

分离方法分为水法和干法。水法虽然已经成功地用于核燃料的后处理，

但对于 ATW 方案的乏燃料， 71<法工艺将遇到新的困难。第一，无论是水辨

液或是有机溶剂，都是对辐照敏感的物质。长期以来处理生产堆乏燃料所

沿用的解决办法是将乏燃料放置一段时间(即"冷却" ) ，待放射性强度

衰变减小后再进行处理。一般轻水堆乏燃料冷却时间都在 150 d ~Lt (近来

己延长到 10 a) 。对燃耗比热堆大两倍以上的快堆乏燃料、尤其是 ATW 方

案的乏燃料，其辐照影响更大，而且可能遍及整个分离流程，需要冷却的

时间将更长。延长冷却时间的办法将遇到两个问题(I)乏燃料库存量增

大，需要建更多的乏燃料储存水池，投入将增加(2)需要回收进入再循

环的铜系元素严重积压，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第二，在水和有机榕剂等

轻元素介质中其远比轻水堆乏燃料含量高得多的铜系元素带来的临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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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将更加严重(快堆乏燃料中的坏比热堆的高 10 倍以上) 0 71<法流程为

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采用向物料流中加入中子毒物杂质或缩小设备的容

积、减小物流量、减小每批处理量等方法。这无疑将给流程带来许多不利

影响。第三，就放射性废物、尤其是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理和处置来看，水

法也存在一定的缺点。高温化学过程与水过程的比较见表 2。

表 2 高温化学过程与水过程的比较171

项目 高温化学过程 水化学过程

过程体积(每吨乏燃料的物 ~59L 氯化物 ~4∞ LHNO)榕液

质) (包括溶剂清洗的纳) (不包括溶剂清洗的纳)

过程规模 规模紧凑废物体积小 废物是连续过程的溶液，

要相当末的体积

过程温度 5ω~1∞o 'C决定于过程 多数过程低于 1∞℃

试剂 儿乎不用 用新鲜试剂

回收 TRU 的化学形式 金属态 氧化物

回收回U 的纯度 含某些稀土杂质 高纯

贵金属 副产品 主要产品

产生的二次废物 儿乎无 有

产生的二次废物量 少量酣1险、塌垠剧主气寄到匆 大量放射性有机废物

其它研究与改进 无必要 二次废物的回收与处理

由表 2 可见，水法必须将体积并不大的罔体乏燃料元件(靶子)溶解、

稀释成大体积的硝酸溶液:加入氧化还屎剂和支持剂;经过有机溶剂和硝

酸溶液的反复萃取、洗涤、反萃才能达到分离、纯化的目的，这种过程大

大增加了所处理的物料量。这些物料最后都将进入高放废物，给废物的处

理和处置带来很大的麻烦，也有悖于洁净使用核能的初衷。这些问题使核

化学工作者不得不考虑改革尿布的化学工艺流程。

干法核燃料后处理流程在无水条件下、强辐射场中运行，因此，能处

理冷却时间远小于水法冷却时间的乏燃料:它不需要加入大量的水、酸和
有机溶剂，不但减少了操作的物料流量和高放废物量，而且使工厂及设备

的尺寸缩小，节约投资:化学过程都在高温下进行，短期冷却遗留下的衰
变热不但不影响操作，还可以加以利用:它可以选用无中子慢化剂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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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增大临界质量，从而加大嗣系元素的操作量。

人们对干法的燃料循环与分离的相关风险也进行了分析，认为将等于

或小于有机萃取的风险，其原因是z ①设备较小:②因没有可燃性溶剂，

着火风险小得多:③因程序中不用含氢的溶剂，佩容易收集、包装:④废

物更容易处理、包装和处置。 A.C. Croff 等人[8J 1980 年作的有关利用轻水堆

进行分离与擅变循环近期风险分析说明，用所假定的分离与檀变循环时，

近期风险仅增加 8 X 10-3 安全效应fMWe. a. 这里还不包括铀矿冶炼和处理

的风险。如果考虑它们，则分离与檀变的风险增加还要小。他们还认为，

尽管对于发电的轻水堆，次量铜系核素焚烧器 (MACR) 将有较大的辐射风

险来源，但可以采用遥控的方法，其结果也和→般的堆相同。如果一座 MACR

顶 20 座轻水堆，那么按轻水堆的 2 SV. 人/Gwe • a (200rem-人IGWe • a)来计

算，其风险则只有 0.1 Sv. 人IGwe. a (10 rem-人IGWe. a). 看来辐射风

险还要小。

高温冶金法能得到最紧密的高放废物，把高放液体废物中的许多元素

分离出，成为副产品，设有如玻璃固体那样的体积扩大，热源只要求冷却

处置 30-50 年。其中铠、贵金属等可利用，也不产生二次废物，固化体是

一种含裂变产物的稀土氧化物陶瓷，其裂变产物含量是通常玻璃固化体中

含量的 100 倍。 Horie 等人(7)做了模拟高放液体废物的高温冶金法研究。他

们对这种陶瓷的组成及性能进行了测定和研究。新陶琵密度高、体积小，

与玻璃相比其沥取速度虽大，但所沥取的物质都是裂变产物:而玻璃沥取

时则有非放射性的玻璃物质，不能说是总的沥取速度小。故形成新陶瓷仍

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废物处理方法。

干法的这些优点与快堆或加速器擅变废物 (ATW) 方案相结合，其发

展前景是相当乐观的。美国研究的干法分离集中于高温处理、电精炼，在

"盐输送"、 "镇萃取"、 "铮--镇"过程研究方面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研究
之后，再进行大规模的试验验证[9，10)。英国也在考虑非溶剂萃取分离方法，

如氟化物挥发法[11)、熔盐电解法、熔盐/熔解金属萃取法等[12)。他们的研究

内容包括:低温氟化物(克服 PU凡的不稳定性)和光化学分离(为了 UF6
的纯化)的应用，氟化物挥发法中的材料腐蚀问题:组件破坏法、燃料熔

解法的改进。法国在寻找如熔盐法等新的技术 [13， 1付。

日本的干法分离研究有升华挥发法。日本的 OMEGA[1 S~17)计划是长远

的分离与擅变研究计划，许多国家都在 OMEGA 计划范围内进行各种研究

与开发活动，它能使今后几代人受益，有助于使这项新技术健康地进入 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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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技术的发展是评价分离嬉变技术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我

国核工业的发展，为了分离擅变的新概念能引起我国有关方面的重视，我

们作了一些文献调研，现将有关干法分离技术的内容做较详细的介绍。

干法处理研究，除上述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外，还有中
国，不过中国[18]刚刚起步。

2 干法简介及评述[川9-却]

因为铀、怀、锥、锢、铜以及长寿命裂变产物的回收率达到 99%时，

则处置比较容易，处置方法将是另一种考虑，因此在分离与嬉变的研究中，

主要考虑铀、怀、锥、锢、铜以及长寿命裂变产物的分离回收。

2.1 分离方法的分类

乏燃料的后处理过程主要是一种分离过程，由于核燃料的组成不同，

要求分离的产物种类不同，以及要达到的去际效果不同，故有不同的分离

方法。一般说来，分为湿法和干法两大类。湿法一般称为水法，这样干法

也有人称之为非水法。湿法即是采取不同的过程将乏燃料溶解或从后处理

高放废液中分离铜系元素和长寿命裂变产物。干法是直接将乏燃料或高放

废液蒸干灼烧后进行处理。在分离与擅变概念的分离中，乏燃料处理时按

不同要求要分成不同的部分。

2.2 干法分离流程

干法现在发展较快，从文献上看主要集中在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其

中有高温电解还原法、高温挥发法和高温冶金法。尽管这些方法很早就开

始研究了，但由于首先所考虑的要处理的乏燃料元件都是热堆元件，而且

核废物处置战略不确定，以及对干法的认识不足，干法的研究进展比水法

慢。

a)电化学法

熔融盐电解是一体化快堆后处理系统的基础，它对氧化物燃料的处理

更有吸引力，己在美国、俄罗斯等国探索。

熔融盐电解法的原理是E 在一定的条件下，每种金属元素在一定的介

质(如熔融氧化物)中都形成具有一定电位的离子对。适当地调节电位，

就可以将铀或超铀铜系元素有选择性地从金属相转移到离子相，或从离子

相转移到金属相，实现它们相互间的分离或它们与裂变产物的分离。

从乏燃料回收裂变物质的电化学精炼技术是 20 世纪 50年代初期KnoJJs

原子能实验室进行的。 Rockwell Intemation 在封闭性仕动力循环的研究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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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了电化学精炼。阿贡国家实验室为了一体化快堆燃料封闭性循环也

发展了电化学精炼。

电化学法中，阳极溶解是乏燃料封闭循环过程的重要操作步骤。阿贡

国家实验室设计了一套实验装置，能将重金属(铀、怀)从切割的不锈钢包壳

燃料切块中电迁移出来。阳极联着盛有乏燃料元件切块的篮子，置于 500 .C 

的熔盐电解质中，联着固体的或液体的阴板，铀沉积在固体阴极的芯轴上，

而铀、钢:混合物则进入液体锅阴极。阳极由四个固定在阳极棒上的篮子组

成。当篮子转动时，这些篮子在电解质或熔盐中通过那些切割的燃料元件

段组成平行回路。该设备己进行工艺规模的试验篮子，重金属容量高达 2.5

kg. 做了 10 kg 的模拟试验。 R.W .Benedict 等[1坷的小型装置热实验说明有

99.95%的铀和 99.99%的怀溶解而与包壳分离。

电化学过程能很好地把铀、怀、铜系核素以及裂变产物分离，得到金

属态的铀、怀、铜系元素，而裂变产物则大多数为氯化物。为了对铜系元

素的电解参数有所了解，人们还对与其较相似的稀土元素的电解进行了研

究。作为基础理论研究. Inoue 和 Miyashiro 等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这

种实验的目的是把铜系元素、裂变产物分成三组:①铜系元素沉积在阴极

上:②属活泼金属的裂变产物溶在融盐中:③不活泼的金属裂变产物留在

阳极。

他们还通过这种实验测定了各个元素在金属俑和熔盐巾柑!泣的 y 活度

系数，最终测定铜系元素与裂变产物(主要是稀土)的分离系数。

Inoue (20) 利用含少量 CeC13 • LaC13 • YC13 的 KCL-LiCl 盐相，含少量哩

的熔融金属锚为金属相，测定了平衡常数。在这种电解过程中，被氧化的

金属埋成为LiCl 进入盐相，而被还原的一些金属则进入 Cd-Li 相。当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 MC13+3Li = M+ 3LiCl 时，他们通过计算和实验扶得了稀!:和

理的分配系数之间的关系。实验值与计算值比较有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来

自 y 活度系数。 Miyashiro 等人[21]根据嗣和港于锚的制问电压差与温度、摩

尔分数的关系的测定计算了 Cd 中金属榻的活度系数和LiCI-KCI 盐巾 LaCI飞

的活度系数，井用图解法预测纪、幅的分离效率。

Inoue 等人还对为什么用幅作了一些说明:他们认为，在 500 .C 时，铀、

怀在俑中有足够高的溶解度(重量比约为 2%)，俑对铁器的腐蚀非常小(以

重量之比来计，约榕 0.00076%); 相对于槽中电解质来说金属俑是不活泼元

素:俑熔点低 (321 .C)，同时拂点也低(767 .C)，容易用蒸馆法!可收井与

铜系元素分离:幅是中子吸收体，能减少可能的临界现象的发生:锅利于

金属盐的分离，在金属产品中夹带的盐比较少，用锚时有可能在--步叶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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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制系元素。

b)高温冶金法

高温冶金法综合了电解还原和金属萃取的原理，己进行广泛的研究。

不同的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内容[7.22~2610 还原萃取分离的原理是:利用不同

元素的氯化物的稳定性差异，或者说它们在熔融金属和熔融盐之间分配比

的差别来进行分离。

高温冶金过程主要步骤是用钙或埋还原氧化物，在高温下，液态金属

从氯化物熔盐中连续萃取被还原的超铀和稀土元素，萃取用过的液态金属

进入电精炼器使铜系核素与裂变产物进一步分离:萃取过的盐进一步除去

稀土和其他裂变产物，再回去循环:还原剂再生后循环使用。有的还建议

在超铀产物中除去大量的铀，以便处置。

如果熔盐用 CaCL2，则还原剂用钙(溶于铜·模合金中，其中镜占合金中
的重量百分数为 35)，所还原的超铀元素与铀及大多数裂变产物分离， MgC12 

是迁移的盐介质。

埋在 LiCl 熔盐中作还原剂。金属与盐分离后，所还原的金属引入电精

炼器，使超铀元素与铀、裂变产物分离。两种过程中还原剂和还原物质的

盐均用电化学分解法回收，处理残渣。

以熔融盐堆实验和熔融盐增殖堆方案的开发工作为基础而提出的 ATW

分离化学方案，其后处理过程是Z 控制金属埋在液态锚中的浓度使铜系元

素和稀土元素从熔融盐中选择性地萃取而达到分离。

美国 Idaho 西屋核子公司的 A.L.Olson 等人[J]提出了从乏燃料开始的

干卤化物分离过程。主要分为四部分:氯化、熔盐萃洗、分凝、熔盐再生氟

化。建议方案见图 3.

虽然氟化法生产 UF6 己经是工业化大规模非水过程，其一般生产规模己
为日产吨级，用作气体扩散法浓缩铀时的原料。但是其它铜系元素或者无

挥发性，或虽然有挥发性，但很不稳定。铝、得、棋也能从乏燃料中挥发，

增加了挥发法的麻烦。此外，氟化挥发法还遇到了难以克服的材料腐蚀、

设备检修及坏的纯化工艺等问题。所以氟化挥发法不适于铜系元素的分离。

但氧化法则有人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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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在 1500~2200K 进行，需要除氧剂以防在错合金表面生成氧化物，

用低温以防形成氧化氧铀。氯化反应是放热的，起始用离子焰或电加热器

加热，以后的反应可产生其所需热量，维持其所需温度。用氧气载带未反

应的氯气，其中也会再来自乏燃料的裂变产物气体氟、缸，故在一定的时

期之后要将氮、缸除去。熔盐萃洗除去裂变产物和超铀元素氧化物，便以

后的冷凝产物是非高放废物和非超铀废物。使温度由 1800 K 降到 673 K. 

能使高放废物和超铀元素废物量最小。 ZnCl2 作循环熔盐是因它的熔点低，
且其蒸汽能在 673 K 时洗涤氯化尾气，又有足够高的蒸汽压允许与氯化废

物在 1000 K 分离，达到再循环。 ZrCl4 在 ZnCl2 中的溶解度大，摩尔比约为
50%. 其余的都将不溶而通过。分凝步是在 437 K 时凝结 ZrCl4 和 FeCI3 •

此温度下 ZnCl2 不凝:第二个槽内为 300 K. 冷凝 UCI6 • NbCls ; 第三个槽

内温度稍低于第二个槽，冷凝 SnCl4和 12 。
他们还对高放液体废物灼烧物提出了高温处理法，以减小高放液体废

物的体积，流程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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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x,NOx,Cs,Cd 

金.

图 4 烧结物的高温分离流程图[IJ

由于有错、铁工业氯化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己做了冷、热实验，且

说明所有各步都是可行的。

对于高放废液作烧结物处理有用下面过程的。(1)高放液体废物微波加

热脱硝，只有少量二次废物，运行安全 (2)氧化物转化为氯化物，加 C 作

还原剂，氯气作氯化剂循环，使约 100%的物质都能氯化。 (3)电精炼回收超

铀元素，用液态金属幅作阴极，固体物质作阳极，熔融盐 (KC1-LiCl) 作电

解质。

他们的实验发现:制、银、俑、铠、镣升华，晒、锡、钉、睛不升华:

钉不升华是因钉在氧气氛中不氧化，然而在玻璃固化过程中会成为 RU04 升

华。结果说明最强的热源.钝-137 可分离。且当温度低于 1000.C 时 2 小时即

除得差不多了。他们测定了不同温度下蒸发的绝与时间的关系，见图 5。他

们发现，在这一实验条件下，自由能大于铝的那些元素都被还鼠。实验中

获得了贵金属的回收率， Ru , Rh, Pd , Mo 分别为 10 1.7%， 88.2% , 100.4%, 
95.2%。回收的贵金属与过渡金属形成合金，这种合金放射性强度较低，便

于储存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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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温度下钝蒸发量同时间的关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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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核工业传统应用的水法后处理工艺流程相比，干法虽有其固有的优

点，但也存在着不少富青挑战性的问题。现在己经看到的有z

(1)在高放废物嬉变方案中，要求每次铜系元素循环时，锤和坏的允许

损失为主三0.02%，锢和铜的允许损失为<0.01%。只有这样，从加速器擅变废

物循环中排放出来的废物才可以作为低放废物处理，而不需要作地质储存。

干法过程在工业规模上要达到所需的分离程度，尚待解决许多问题。

(2) 高温化学过程所需投资固然因屏蔽空间较小而有所节约，但所需设

备的材料费昂贵， (除熔盐过程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外，某些裂变产物如睛

也具有强腐蚀性)尚待开发廉价的、耐腐蚀的合金材料。

(3) 高温过程工厂的其他性质如:固有的高温批式操作尚处于前期的基

本设计阶段，还有大量有待研究的工作。

(4) 为了满足高度分离的要求，熔融盐和熔融金属体系中分离的级联操

作技术，如破·液接触器和级联末端的回流系统，也有待开发。

(5) 原始核燃料可能是金属、陶瓷等形式，各自需要适合自己的工艺流

程。

3 建议

尽管所提出的化学分离流梧概念还存在不少挑战性问题，但采用这些

分离方法分出铜系元素和长寿命裂变产物，焚烧后处置是布许多好处的。

因此，需要在 21 世纪由化学、物理、材料、冶金、自动控制等学科联合起

来，做更广泛的实验室研究和继后的工艺验证才能解决。由于我国己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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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开展嬉变处理铜系元素和长寿命裂变产物的研究工作，所以分离研究也

应该跟上，为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以供参考。

1.集中有关专家进行政策研究，确定我国的核废物处理、处置政策和

方向:

2. 在现有核废物处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干法的核废物分离研究;

3. 建议以干法后处理为我国现在的后处理主攻方向，协调有关单位共

同攻关，先开展电解法分离铜系元素、长寿命裂变产物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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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tioning in P-T Concept 

ZHANG Peìlu QI Zhanshun ZHU Zhìxua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Comparison of dry- and water-method for partitioning fission 

products and minor actinides 食om 也e spent fuels, and description of advance of 

dry-method were done. Partitioning process, some typical concept <l 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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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dry-method w町e described. The problems fond in dry-method up to now 

were pointed out. The partitioning study program was suggested . 

Key words: P-T, pyrochemical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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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嬉变少钢系核素

徐晓勤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102413

摘要 长寿命放射性废物的处置是影响核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分析国外

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多用途加速器驱动铅冷快中子次临界

系统擅变少铜系核素例A) 的方案，并对 MA 擅变链作了初步分析.这种系

统在娅变 MA 的同时，还能有效地生产电力和增殖核燃料，并且具有较好的

安全特性.

关键词 加速器次临界系统少钢系核素擅变

1 加速器驱动擅变技术 (ADTT) 发展概况

核电站在运行中将产生一定数量的放射性废物，其中长寿命放射性废物主

要有两类z 即少铜系核素例A) 和长寿命裂变产物 (LLFP)。热功率1.0 GW 

的压水堆 σWR) 中 MA 和 LLFP 的年产生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PWR王燃料中主要长寿命核囊严额 1)

核 半衰期la 年产生量~

2J'Np 2 , 14x10" 10.06 

24'Am 432.6 11.52 

"'Am 738.0 2.36 

静fc 2.1x1o' 18.9 

''''I 1.57x10' 3.92 

"'Cs 2.3x10" 30.35 

1)热功率1.0GW，燃耗 33删 MW.d't，负荷因子 7阳(汾却 10 年).

长寿命放射性废物的处置是影响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发展经

济、高效的分离.檀变技术己成为当前核能研究领域里的热点课题，许多国家

竞相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由于 MA 半衰期较长，衰变后变成另-种铜系核素，对环境的长期影响

较大:但另一方面，利用 MA 裂变释放的能量可应用于发电，以获得经济效

益。因此， MA擅变技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

根据檀变技术的物理特性， MA擅变有三种途径:



330 VI. 化学分离与姐变

(1)散裂反应:利用中能(约1.0 GeV)强流质子束轰击 MA 构成的靶，则

通过散裂反应使MA变成轻核，井放出可观的中子。

(2) 快中子裂变 MA 发生裂变反应的闽能约为几个兆电子伏的量级，因

此借助于快中子可直接使MA 裂变。

(3) 较高的热中子注量率z 较高的热中子注量率(约 1016/cm2.s)可促使 MA

嬉变过程向有利的方向进行。以 23~p 为例，它俘获一个中子后生成 23~p，后

者为易裂变核，半衰期较短(0'(= 2300 b , T= 2 .1 a)。在高注量率环境中，可使
其主要以裂变形式烧毁，减小衰变成 238Pu的份额:因此改善了中子经济性，

提高了嬉变效率。

基于上述原理，擅变 MA 的装置有质子加速器、热中子反应堆、快中子反

应堆、聚变.裂变温合堆和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综合考虑技术难度，擅变

效率，安全性和经济性等因素，中能强流质子加速器驱动快中子次临界反应堆

是目前撞变MA最为理想的方案之一。

2 加速器驱动临界反应堆娼变MA

目前处于研究阶段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反应堆擅变装置，主要有两种类

型:美国的 ATW(Accelerator Transmutation of Waste)方案[1)中的高注量率热中

子次临界熔盐堆和日本的 OMEGA(句tions Making Extra Gain from Actinides 

and Fission Products)计划(2)中的快中子次临界反应堆。

美国的 ATW 计划要求质子加速器束流功率达到 2∞ MW，以驱动热中子

次临界熔盐堆运行。堆内有擅变区、中间区和转换区:堆中的热中子注量率可

达到约 1016/cm气。堆芯直接与放化处理装置相连。 ATW 方案的优点是娼变效

率较高，不但能擅变 MA，而且也能擅变 LLFP; 熔盐燃料可达到较高的热中

子注量率，而且易于进行化学处理。但 2∞ MW 强流质子加速器技术难度较

大，加速器、堆芯和化学处理装置都必须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否则将影响整个

系统的正常工作:另外， ATW 整个系统的能量增益较小。

日本的 OMEGA 计划中 MA 擅变装置考虑了加速器驱动两种快中子次临

界系统，即熔盐堆芯和固态合金元件堆芯，每年可烧毁少铜系核素 250kg，堆

芯主要参数如表 2 所示。

固体燃料堆芯技术比较成熟，己具有丰富的运行经验，因此是一种比较切

合实际的方案。加速器驱动快中子次临界装置运行时处于深度次临界状态，采

用较大的 MA 装载量，虽然减小了有效缓发中子份额及温度系数、空泡系数，

但对堆芯次临界度影响较小，因此具有较好的固有安全性:由于散裂反应提供了

高能外中子源，有利于铜系核素的烧毁，可提高擅变效率，改善增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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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OMEGA 计划中堆芯参蚊

雄型 团体合金元件 熔盐燃料

冷却剂 纳 熔盐

加速穗流强ImA 39 25 

质子能量/GeV 1.5 1.5 

』 0.89 0.92 

能量放大因子 14 21 

姐变能主组. a
O

' 250 250 

目前有关次临界堆芯的结构，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

究，例如靶、冷却剂、燃料元件和堆芯结构等。

靶分为液态靶和国体靶两类。前者有液体铅、铅锚合金或熔盐，其优点是

能承受较大的热负荷，但每个质子所产生的散裂中子数较低。元一种为固态靶，

材料有鸪和牡、铀等核素，用液体金属作冷却剂;其优点是散裂中子产额较高，

但也存在辐射损伤和导热方面的困难。

燃料元件可选择合金元件，氧化镇惰基元件或陶瓷元件。不同的材料将会

影响能谱、堆芯结构和化学处理的工艺，因此必须综合考虑。

冷却剂的选择有制、铅和 Pb-Bi 合金。目前铅的使用是一个引人感兴趣的

课题，铅的沸点高，化学性质较稳定，不像制与空气或水接触时会发生猛烈的

化学反应，而且铀的氧化物具杳极强的腐蚀性。另一方面，铅可与质子反应产

生散裂中子。令人关心的问题是对材料的腐蚀性。研究表明，当添加做量氧化

剂时，铅试验回路在 550.C运行 28∞Oh 没有观察到腐蚀[3]。

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研究一种既能擅变 MA 又能发电的多用途次临界

堆芯具有较大的优越性。该堆芯 kecr将希望能稳定在 0.96 左右，热功率约 900

MW. 所需的质子加速器流强较低(约lOmA)。

3 MA擅变行为分析

为探讨 MA 在加速器驱动快中子次临界装置中的擅变行为，我们对其嬉
变进行了估算。

MA 擅变链如图 l 所示队 51，为计算方便，忽略超铀核素的 α 衰变对

MA 的贡献，并对 l4lAm和 244Am的同素异能体进行了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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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1 MA嬉变链

MA初始装料取自压水堆 σWR) 乏燃料冷却 10年后的成分I坷，即每 23.940

kgMA 中含 13~p 10.06 kg. 241Am 11.52 kg. 执3Am 2元 kg。图 2 考虑其核素成

分随中子注量的变化，图 3 给出了所有的超铀核素 (TRU)的裂变俘获比 R

(EILJ 随中子积分注量的变化，表 3 给出了一些主要参数。

1026 
中于注量率2. 5X lo 15/cm'. s 

2 z 

.')() 

5 2 nv l 

T/a 

图 2 MA擅变产物成分(用原子数表示)随中子注量的变化

根据上述初步分析结果. MA 的等效衰变寿命约为 2.4左右。经过 40 年

辐照，约有 99%的 MA 核己被裂变而烧毁。其裂变俘获比随时间增加而增大，

因此加深燃耗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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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A 娼变产物裂变俘获比变化

表 3 MA擅蛮产物成份的变化

。 3.94x lO" 7.88x lO" 3.15x10" 

2.394x104 1. 139x104 0 .5 19x 104 0.708x1 0' 

。 0.364x 104 0.395x104 0 .492x 10-' 

2.39x104 1.503x 104 0.914x1 0' 0.563x103 

0 .225 0.329 0 .539 

。 37.2 61.8 97.6 

正在研究的各种 MA 嬉变装置中，加速器驱动快中子临界反应堆是一种

较理想的方案。方案实施的技术难度较小，经济放益较明显，具有较强的 MA

檀变能力，同时发电效益也较高。铅冷次临界反应堆避免了发生反应性事故的

危险，铅的沸点高，化学稳定性好，不会发生铀-水或铀火事故，具有较好的

安全特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电力需求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耗乏之间的矛

盾愈加突出。核能的规模将得到发展，因此，我国高放废物的处置将日益引起

关注。 MA 檀变技术在烧毁铜系核素的同时可用于发电，消除了其对生物圈的

潜在威胁，改善了核能在公众中的形象，因此，是一条比较科学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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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Transmutation Using Accelerator-Driven 
Subcritical System 

XU Xia叫m

China Instìtute ofEnergy, Beijing, 1024日

Abstract: Long-lived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Based on recent research in the 倒也 a multi-pUIpose accelerator

driven， le叫·∞oled f1部t neutron subcritiω1 sys阳n is proposed, and MA transmutation 

chain is analysed. The sys比m is ableωtransmute MA, generate energy, breed fissile 

materials, and has better saf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accelerator, subcritical system, minor actinides，回ns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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