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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造下一代散裂中子源，需要把质子加速器的束功率提高一

个数量级。因此，明确其中的关键技术困难，并针对它们进行前期研

究与开发，以求技术上有所突破，是建造价格昂贵的强流质子加速器

的必经步骤。新的技术挑战主要源于束流流强的提高、加速器功率的

提高以及对加速器可靠性、稳定性要求的提高。分别就这些难题进行

了简略的说明，并讨论目前解决它们的技术途径和各主要技术环节的

工艺水平。最后，还讨论了强流质子加速器架构的选择问题。

关键词：强流质子加速器  束流损失  散裂中子源  洁净核能

      引    言

        中子散射实验的应用发展需要更高通量的短脉冲中子束，这要求生产

散裂中子的质子束平均功率达到 MW 量级，并具有小于微秒的短脉冲结

构。强流质子加速器在近二十多年来的技术进步，使得人们的这一愿望可

以变为现实。因此，近年来，美国、日本、欧洲纷纷提出或开始建造强流

质子加速器，作为下一代散裂中子源[1]。明确建造强流质子加速器中的关键

物理与技术难题，并探讨其解决途径，是考虑建造散裂中子源十分重要的

科学与工程前期课题。

        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强流质子加速器的主要技术进步，从而说明建造强

流质子加速器已有的技术基础和其技术可行性；着重讨论强流质子加速器

的关键物理与技术问题，明确设计建造强流质子加速器必须要考虑的基本

因素和要解决的主要技术困难。探讨解决这些困难可采取的各种设计方法

和技术措施，并说明这些关键技术环节的目前工艺水平。最后，我们还要

说明，用于散裂中子源的强流加速器技术也将成为进一步发展驱动洁净核

能系统的强流加速器重要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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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流质子加速器的主要技术进步

        新一代短脉冲散裂中子源一般都由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和累积环组

成。正是由于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建造新一代散裂中

子源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可行性。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一般由离子源、低能

传输线（LEBT）、射频四极加速器（RFQ）、中能传输线（MEBT）、漂

移管加速器（DTL 和 CCDTL）、腔耦合加速结构（CCL）或者超导加速器

（SCL）构成。图 1 是一台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的组成示意图。下面，我们

介绍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的发展情况和原有技术基础。

图 1  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的构成示意图

        美国的 Los Alamos 国立实验室于 20 世纪 70 年代成功地建造了 LAMPF
加速器[2]，其质子束流能量为 800 MeV，平均流强为 1 mA (脉冲流强 15
mA，脉冲长度 560 µs，脉冲重复频率 120 Hz，工作比 6.7%)。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这台加速器后面加了一台质子储存环（PSR），用作短脉冲散

裂中子源，其脉冲长度为 0.27 µs，平均束流功率为 80 kW。20 世纪 90 年代

的进一步改造，使它可作为长脉冲散裂中子源，为靶提供平均功率为 1
MW、脉冲长度为 1.2 ms 的质子束，并改名为 LANSCE。在 LAMPF 的建造

中，高能段采用了一种新型加速结构，即边耦合腔直线加速器，如图 2 所

示。它在高能段具有比以前常用的 DTL 更高的加速效率，并且其稳定性也

更好，这成为近年来一些新型加速结构发展的基础。LAMPF 具有较高的运

行可靠性，其供束率大于 85％，并且束流损失率控制在 0.2 nA/m 以下

（800 MeV 时）。

        20 世纪 70 年代末 RFQ 加速器的出现，对于人们追求更高流强的质子

直线加速器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质子直线加速器提高流强的困难主要集

中在其低能段，此时低能束强烈的空间电荷效应会使束流品质变坏。RFQ
加速结构集束流的横向聚焦、纵向聚束和加速为一体，使来自离子源的低

能连续束在保持良好品质的条件下实现聚束并提高能量。另外，它紧凑的

结构，如图 3 所示，比起以前使用的高压静电加速器来，优越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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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边耦合加速结构

图 3    射频四极子加速器（RFQ）

        RFQ 加速器出现后，一些低能强流加速器计划纷纷提出，并进行了一

些强流加速器关键技术的开发。聚变材料辐照试验 FMIT 设计了 35
MeV/100 mA 的 CW 氘束加速器，并于 1980 年建成了一台 2 MeV/50 mA 的

RFQ。在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实施了粒子束武器研究计划，利用

RFQ 加速器技术，研制了平均流强达 100 mA 的 ATS 加速器，为强流 RFQ
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的低温地基强流质子加速器 GTA，利用

RFQ，DTL 和边耦合腔加速器，打算建造能量为 100 MeV 的强流质子直线

加速器。为获得高流强，还研究了强流束的汇流（Funnel）技术，建成了一

台能量为 7.5 MeV，流强达 80 mA 的 CW 加速器，最后还采用一段低能加

速器进行了发射升空的 BEAR 实验。虽然这些工程由于 SDI 计划的取消而

没全部完成，但在其研制过程中，开发了强流加速器的先进技术，其中，

有的技术水平比目前用于新一代散裂中子源所要求的还高。另外，加拿大

的 Chalk River 实验室为强中子源计划研制了强流 RFQ 和 DTL 加速器（70
mA/3 MeV），工作比达 100％。CERN 于 1978 年建成了 LINAC2，把 50
到 150 mA 的脉冲质子束加速到了 50 MeV。

        以上强流质子加速器的研制和运行，还为人们提供了深入认识强流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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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特性的理论基础，使强流束理论有了大的发展，并开发了一些计算机

软件，用于加速器设计和束流动力学研究。这些物理研究再加上 LAMPF 加

速器运行经验，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导致束流损失的各种机制。

        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的这些技术积累和理论发展，使人们不怀疑建造

更高功率水平的加速器的可行性。因此，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人

们提出各种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的计划，用于不同目的。比如，束功率达

几十到上百 MW 的连续波质子加速器，用于核废物处理、武器钚生产、核

电生产等；束功率为几 MW 的脉冲质子加速器，用于新一代散裂中子源。

这两种强流加速器中，无论是那种，都还有一些关键物理与技术难题，有

待人们去解决。

2    强流质子加速器中的物理与技术难题

        新的技术挑战主要源于束流流强的提高、加速器功率的提高、以及对

加速器可靠性、稳定性要求的提高。

2. 1    低束流损失

        对于强流加速器，控制束流损失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困难的任务。束

流损失在机器上所产生的感生放射性，会阻碍人们对机器必要的手工维

护。因此，在加速器高能段必须将束流损失率控制在 0.1～1 nA/m 的限度

内。

        强流束的空间电荷效应会引起束流发射度的增长和束晕的形成。强流

束高密度核的外围弥散着少量粒子，称之为束晕。束晕粒子的振幅很大，

最容易丢失在器壁上，导致束流的丢失。因此，人们需要从物理上弄清束

晕形成的机理，从技术上寻找控制束流损失的设计方法。目前，人们已经

从理论上认识到，加速器与束流的不匹配是产生束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

会引起强流束电荷密度随时间的振动，束流粒子在一定条件下与之共振地

交换能量，获得能量而远离束核，成为束晕粒子[3]。另外，不同自由度之间

的能量交换也会导致束晕的形成[4]。不过，人们对束晕的研究还处于定性研

究的阶段，还不能准确预言一台实际加速器中的束流损失。另外，理论研

究的结果也还需要更多的实验来证实。

        在脉冲运行模式下，瞬态束流负载效应会引起束流损失。瞬态期间射

频场幅值和相位的变化，会破坏束流的匹配状态。LAMPF 加速器上的测量

显示，瞬态期间的束损产生的放射性是稳态时的 2 到 3 倍。

        束流准直误差也是引起束流损失的一个因素。准直误差可能来自聚焦

透镜的安装误差。对于要注入到环中的束流，用于束流脉冲化而采用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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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切割器，其脉冲上升和下降期间对束流的部分偏转，也会导致束流的准

直误差。

        对于 H－束，还有离子的剥离损失。主要有两种剥离损失机制：H－与

加速器管道中的残余气体分子的碰撞剥离，另一个是在聚集磁透镜作用下

的磁剥离。前者要求管道中的真空度在低能段达到 10 － 7 Torr（ 1
Torr=133.322 Pa），高能段达到 10－8 Torr。磁剥离限制了可使用的聚焦磁

场和偏转磁场，图 4 表明 H－离子在不同能量时，由于磁剥离产生的束流损

失率与磁场强度的关系。

图 4  H－剥离损失与磁场和能量的关系

        在环中，主要的束流损失集中在束流注入期间。束流与剥离膜的大角

核散射、大角库伦散射以及非弹性散射等过程，使束流的横向及纵向动量

发生变化，超出环的接受度的粒子会丢失掉。经累积后的束流脉冲流强很

高，强空间电荷效应产生的 tune shift 会导致束流不稳定性。此外，还有束

团不稳定性，也可能出现电子－质子不稳定性。这些也是环中束流损失的

原因。

2. 2    高效率、低投资

        对于高功率加速器，提高高频功率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强流加速器昂贵的建造费及其运行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速效率，常温

加速器的高频功率源的价格大约占整台加速器建造投资的一半。一台直线

加速器的建造投资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加速器长度、加速器腔体功率损

耗和束流所需功率。图 5 是加速器投资的三个要素随加速梯度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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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其中，束流功率是预先

由加速器应用需求确定的。因此

加速器设计应该在加速器长度的

选取和降低加速器腔体功耗上下

功夫。人们需要优化选取加速梯

度，因为高的加速梯度一方面可

缩短加速器长度，但另一方面也

增大了加速腔体的功率损耗，为

降低加速结构功耗，必须适当选

取加速结构和优化加速腔的设

计，以尽量提高有效分路阻抗。

人们提出了各种适用于不同能量

段的加速结构，图 6 是几种常用的常温加速结构的有效分路阻抗随粒子能

量变化的曲线。采用超导加速结构无疑有利于极大地降低加速腔的功率消

耗，它是获得高效率的最佳选择。超导加速器技术在这二十多年来的技术

积累，使得其应用渐渐成熟。所以，各国的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方案在其

主要部分（即β≥0.5 的中高能段）均选用超导加速结构。这种结构是基于

电子加速器的椭球腔，它不仅有高的效率，而且束孔径也相当大，有利于

降低束流损失，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较高。但由于质子速度较低，腔

长需要变短（L＝βλ/2），从次级电子倍增、场致发射和机械稳定性的角度

看，比β＝1 的腔难度增大，人们目前正在进行中β 腔的技术开发。由于这

种腔不适宜质子速度很低的情况 (β＜0.4)，因此，在大约 100 MeV 能量之

前，一般仍采用常温加速结构，它们包括 RFQ 加速器、DTL 加速器和 CCL
加速器。

        对于高功率加速器，不仅要努力提高加速效率，还必须解决常温加速

器的散热难题。CW 强流 RFQ 加速器上的发热量大约为 100 kW/m，特别是

在加速器两头的翼端，其功率密度可能比其他位置还高出几倍。而翼尖的

发热会导致翼的膨胀和形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场稳定性受到破坏。DTL
加速器不仅有高频功率的发热（100 kW/m），而且在漂移管中还有四极铁

的直流发热。在低能段，一个四极铁的发热就高达几千瓦，再把它安装在

一个狭窄的漂移管中，功率密度已相当高，而且还有 RF 发热，其冷却十分

困难。

加速梯度 E/MV·m-1

图 5  加速器投资随加速梯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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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几种加速结构的有效分路阻抗随粒子能量的变化

2. 3    高供束率、高可靠性

        对于散裂中子源，加速器应该每年为用户提供 1000 到 2000 次实验用

束，这要求加速器有高的供束率，年供束时间大约要达 240 天。而加速器

驱动的洁净核能系统，作为工厂化的装置，供束率要求更高，应该达到

85％以上，才能正常给电网供电。

        良好的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指标，同时也是较为困难的要求。散裂中

子源用户希望在计划的用束时间里，加速器能够全时间正常供束，而不要

因机器故障取消实验、或途中中断实验，这对用户来说，无论从是实验样

品的制备考虑，还是从实验计划的准备方面看，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加

速器驱动系统对可靠性的要求更苛刻，最好能做到一年只有几次偶然的较

大失束事故。这是因为加速器失束事故会对散裂靶和反应堆产生热冲击和

对电网的冲击，这会缩短靶和堆材料的寿命和影响正常供电。但这个要求

与目前加速器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还相差上百倍。

        从加速器经济性考虑，需要采用较高的加速梯度，但高场强下的击穿

打火是导致加速器偶然失束的主要因素。另外，高功率的射频功率源也应

该有很好的可靠性和长的寿命，以保证加速器正常供束和减少加速器维护

时间。

3    解决技术难题的措施

        解决以上提到的一些关键物理与技术问题，是建造强流质子加速器

R&D 的主要任务。此外，一些加速器核心部件的技术开发，对提高加速器

                        Particle velocit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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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也是十分重要的。本节将就此两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同时介绍目

前强流加速器技术的最新发展情况。

3. 1    控制束损的方法

        根据目前人们对束晕的理论研究和实验观察，匹配设计和均温设计是

强流加速器物理设计的基本方法。通过我们的发展，现在常用的粒子动力

学设计软件 TRACE3－D 可以完成这两项任务[5]。在欧洲散裂中子源 ESS 的

最新设计中，整台加速器各段都达到了光滑的匹配和均温设计，其均温因

子在 0.74 到 1.1 之间[6]。为了能定量地研究束晕现象，需要采用大量粒子进

行计算机模拟。图 7 是采用 2×106 个粒子模拟的不匹配束流相空间图。最

近 Los Alamos 实验室采用并行算法，模拟粒子数达上亿个，已接近真实束

团粒子数[7]。关于束晕的各种非线性理论需要实验的进一步证实。现在 Los
Alamos 国立实验室正在利用新建成的 LEDA 加速器的 100 mA 的脉冲束

流，后接一个由 52 个四极铁组成的周期传输系统，专门用来研究束晕问

题，以验证已有的束晕理论和模拟结果，将在 2001 年上半年得到实验数

据[8]。在能够准确地定量描述束晕之前，人们还只能采用大的孔径比（束管

半径与束流半径的比），目前设计的一些加速器的孔径比达 15 倍。孔径比

越大，束晕粒子丢失的可能性越小，如图 8 所示。实现大的口径比，需要

大的束流管道和对束流的强聚焦，前者要付出加速效率下降的代价，而后

者在加速 H－情况下， 将受限于 H－剥离所确定的磁场。

图 7  采用二百万个粒子模拟失配时和 K-V 分布束流的束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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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沿加速器，束流的 RMS 半径 100％粒子半径与加速器管道半径的比较

       控制束损的另一个手段是使束损局域化。它采用一系列束流准直锥，

使束晕粒子丢失在这些确定的地方。然后采用遥控装置装卸它们，并输运

到热室进行处理。沿直线加速器，在一些分段处要安装它们；直线加速器

与环之间的消色差高能传输线上，要在色差最大处安装准直锥，以去除纵

向束晕，线上其他地方也要安装它们，来消除横向束晕粒子；同样，环中

的直线节也要安装若干个准直锥，控制环上的束流损失。

        连续波运行模式的直线加速器有利于减少束流损失。一方面，它避免

了脉冲瞬态过程中的束流丢失，另一方面，在平均流强相同的条件下，CW
模式的束团流强较小，空间电荷效应下降，有利于避免束晕的形成和束流

发射度的增长。但作为散裂中子源，加速器必须工作在脉冲模式，因此，

需要给高频功率源系统配备稳幅稳相的设备以及反馈和前馈装置，以保证

加速腔中的幅度稳定度＜±1%，相位稳定度＜±1°。

        累积环中的束流损失主要发生在注入期间。为减少环上注入时的束流

损失，H－剥离注入是最好的。因此，为环提供束流的直线加速器应该加速

H－离子。可采用碳或铝膜进行 H－剥离，去掉两个电子，使它变为 H＋。需

要利用多圈注入方法实现束流的累积。为降低累积束的空间电荷密度，注

入时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束流‘涂抹’（painting），使多圈注入的束流能

尽量均匀地分布在环中很大的横向和纵向接受度相空间内。质子穿越剥离

膜时，在剥离膜上的大角核散射、大角库伦散射以及非弹性散射，使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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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跑出环的接受度相空间而损失掉。为避免前面已注入于环中的 H＋穿越

剥离膜时导致的束流损失，必须控制已注入束的穿越次数，使每质子平均

次数低于 10 次。为此，要适当设计‘涂抹’过程，并限制注入圈数。对欧

洲散裂中子源 ESS 模拟表明，在注入期间，每个质子穿越剥离膜的次数平

均为 7 次，所引起的束流损失为 0.019%，已接近规定的上限[9]。这是环中

束流损失主要原因，它限制了 ESS 的注入圈数为 1000。同时质子与剥离膜

的相互作用也会带来剥离膜的高温，为此，ESS 在近期的修改方案中[10]，

打算增大环半径（26 m→35 m），减少注入圈数到 637 圈，这样，能使膜

平均穿越次数由 7 次降到 2.3 次。另外，采用激光剥离方法可以克服这个困

难，但激光剥离技术的实用化尚待进一步开发。

        经过上千圈的累积后，环中的脉冲流强成为直线加速器中脉冲流强的

上千倍，即由几十毫安变为几十安培。强烈的空间电荷效应带来的 tune
shift 可能使束流的 betatron tune 进入不稳定区，从而引起束流损失。空间电

荷 tune shift ∆ν  与累积的脉冲粒子数的关系为：

f
32

tp

2 B
Fnr
εγβ

ν
π

−=∆

其中，rp＝1.535×10-18 m 是质子的经典半径，nt 是脉冲中的粒子数，F 为形

状因子（≈1～1.3），β 和 γ 是粒子的相对论因子，ε 是束流非规一化发射

度， Bf 是脉冲的聚束因子，即脉冲的峰值流强与平均流强之比。可容许的

∆ν 依赖于环的设计、制造与安装，一般应要求它低于-0.3。由此关系式可

见，对于给定的可容许的∆ν，要提高环中可容纳的粒子数或脉冲流强，有

三条途径：(1) 提高注入束流能量：需要采用较高能量的直线加速器，由于

直线加速器较贵，因此投资会提高；(2) 增大束流发射度：即采用横向与纵

向相空间同时“涂抹”注入方法，使环中束流六维发射度增大。相应地，

环要有大的接受度（比如，为 200～400 πmm·mrad），即真空室截面要

大，并需要更多的高频腔、及其相应的更长的直线节。结果，环的造价提

高；(3) 增大聚束因子：可增加二次谐波腔，使聚束 RF bucket 变平，同时

还要精心设计“涂抹”程序，以改善束团的纵向均匀性。

        环中除了由空间电荷 tune shift 引起的不稳定性，还有其他一些不稳定

性也可能导致束流损失。由于环中只有一个或两个束团，所以主要是单束

团不稳定性。环一般都设计在临界能以下，具有负的自然色品，所以头尾

不稳定性出现的可能性不太大。而强流束的束流负载引起的 Robinson 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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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出现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需要反馈/前馈 RF 控制系统。电子－质子

不稳定性也可能出现，需要采用较大的真空室，以降低次级电子发射。

        为控制从环中引出束流时的束流损失，直线加速器提供的束流必须进

行切割，在束流宏脉冲中产生一系列无束流的空隙，束流脉冲结构如图 9
所示。这使得单圈快引出时，冲击磁铁磁场的上升期间没有束流，以避免

因部分偏转而引起的束流损失。所需的上升时间大约为 200 ns，因此，直

线加速器提供的束流宏脉冲有一系列大约为 200 ns 的无束流间隔。

图 9  来自直线加速器的 H－宏脉冲已被切割成了一千多个微脉冲，这些微脉冲

  经剥离，多圈累积注入到环中。微脉冲的间隔时间用于无损单圈快引出

3. 2  提高效率的方法

        把在电子直线加速器上应用成熟了的超导技术转移到质子直线加速器

上来，是提高质子直线加速器加速效率的主要措施。因此，目前强流质子

加速器的很大一部分开发工作都集中在超导加速器技术上，研究课题涉及

超导腔优化设计、超导腔的加工工艺研究、高功率耦合器设计、高次模特

性研究、静态和动态的 Lorentz 失谐等问题。

        尽管超导加速器需要投资建造低温系统，并且铌腔也比铜腔贵 3～4
倍，但超导加速器的总投资并不一定比常温加速器贵。主要理由有两个：(1)
由于高加速梯度，加速器的总长度缩短；(2) 所需高频功率大大下降，高频

功率源的投资减少。ESS 比较了在其高能段采用常温和超导加速器两种方

案[9]，结果表明，超导方案与常温方案的投资比为 2/3，超导加速器的低温

系统投资只占超导加速器总投资的 10％，虽然铌腔单价高，但由于所需腔

数总量减少，超导腔的总投资还是低于铜腔。不仅加速器建造投资低，超

导加速器的年运行费也仅为常温加速器的 1/2。所以 SNS 也打算采用超导加

速器[11]。总之，采用超导加速器无疑是提高投资效益比的最佳途径。

        对于超导加速器，由于腔体的高频损耗已经很低了，提高其效率不再

像常温加速器那样追求高的分路阻抗，而是要采用尽量高的加速梯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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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超导加速器的总投资的主要因素是加速器的总长度。有了高梯

度，就可缩短加速器总长度。目前，限制加速梯度提高的因素来自超导腔

和功率耦合器。

        场致发射、次级电子倍增和失超是提高超导腔加速梯度的三个主要难

题。为克服这些难题，在超导腔腔形设计中应使 Ep/Ea 和 Hp/Ea 尽量小，其

中，Ep 和 Hp 分别是腔表面最大电场和磁场，Ea 是加速梯度；而在腔的制作

工艺上，要争取达到尽量高的表面场强。这样，腔能达到的加速梯度就越

高。相对于加速电子的超导腔（β＝1），加速质子的超导腔（β＜1）的腔

形更扁，更难达到高梯度，并且，β 越小，上述比值会更大。所以，在β≈
0.7 以下时，提高加速梯度的关键在于超导腔的设计与制作。而对于更大β
时，强流加速器功率耦合器的高功率承受能力便成为瓶颈制约因素（高频

功率 P≈I×Ea，I 为束流脉冲流强）。

        加速器的总效率不仅与加速腔密切相关，也还与高频功率源把市电转

化为高频功率的效率有关。虽然目前常用的高功率速调管的转换效率可达

70％，但出于控制需要，它实际上只能工作在非饱和区，效率下降到 55％
左右。IOT ( Induction Output Tube，感应输出管）有良好的软饱和特性，其

实际工作效率可达 70％，是大家看好的一个选择。但它工作的频率范围和

功率输出能力还不能适应高功率质子直线加速器的要求，尚待进一步开

发。

3. 3    提高供束率的方法——RAMI 技术的应用

        RAMI (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nd Inspectability，可靠

性、可利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检查性) 常用于核电、航天工程技术，近年来

也开始应用到加速器设计之中。它通过对加速器子系统以及关键元件的故

障模式与故障次数的仔细分析，来定量地给出其可靠性和可使用率。

        元件的可靠性用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时间来衡量（MTBF）。为了提高

加速器的可靠性，其中的关键部件，比如速调管，必须要有好的质量和长

的寿命，以降低事故率和更换率。高功率速调管的寿命可达 25, 000 小时以

上，为克服出事故的影响，可安排一些热备用管。在加速器的设计中，对

一些关键部件要留出富裕量，不要设计满负荷状态。为减少出现电击穿的

概率，加速器最大表面场可较保守地设计在 1.5 Kilpatrick 值以下。对于加

速器驱动系统，可利用多台加速器驱动一台反应堆，并安排一台备用加速

器，也是提高可靠性的有效方法。

        为了便于维护，可采用模块化的加速器结构。把加速器的高能段分成

许多结构相似的模块，每块都预先在实验室里完成安装、准直和调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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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模块出故障时，可用备用的模块较快地换下故障模块，而减少维护时

间。

        要建立快速的监控系统，以保证尽快地发现事故或事故隐患，以便及

时处理。这需要在线束流诊断、快速数据处理以及在控制中心的直观图像

表示。除了进行束流诊断外，最好还要对易于出故障的元件进行测量监

控，以便防患于未然或尽早地找出事故和排除故障。

        在加速器设计阶段，需要利用 RAMI 程序对加速器系统及子系统进行

可靠性分析，以便得到一个优化的设计，使它既符合 RAMI 要求，又最经

济。这样的计算机分析程序已经出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加速器设计中，这些关键技术难题是密切

相关的，特别是，它们往往又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为了降低束流损失，

需要采用较大的加速腔孔径，但这样会降低加速器效率。又比如，可靠性

要求 RFQ 中采用较低的翼间电压，但是，RFQ 的电压低了，束流的传输效

率会下降，束流丢失增多，同时，丢失的束流又可能引起击穿，而降低可

靠性。因此，加速器的设计应是考虑诸多因素的折衷和优化过程，需要对

多个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的技术关键主要集中在加速器的前端和高能端。

前端中，低能强流束品质对于束流损失是关键，而且，前端结构复杂，研

制难度高，又还是影响加速器可靠性的关键段。而高能段是提高加速器效

率、降低投资的主要因素。所以，世界上近年来所有开展强流质子加速器

研究的实验室无不把这两段作为前期技术开发的主要内容。而在加速器研

制计划中，又都以建造低能段、研制高能段的超导腔技术作为前期 R&D 的

基本任务，它可以在不大的投资规模上，基本掌握关键技术，突破技术难

题，在技术上为整台加速器全面上马铺平道路。下面将就近年来，在这些

关键技术领域里的发展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和评论。

        离子源：强流、低发射度、高质子（H＋或 H－）比、高可靠性是对离

子源的基本要求。以此为标准，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H＋源较好的选择是

电子回旋共振 (ECR）离子源，而 H－源以微波体源较好。Los Alamos 的

LEDA 加速器上使用的 CW－ECR 质子源，可提供 110 mA 束流，RMS 规

一化发射度小于 0.2 πmm·mrad，质子比高于 90％，作过连续一周的运行

试验，仅在初始阶段有几次打火，可靠性相当高。法国 SILHL 的 ECR 离子

源的可靠性达 99.89%，100 小时连续工作中仅一次失束。

        H－源的难度较大，但近年来已有较大进展。为 ESS 开发的 H－离子源

在加铯时[13]，试验中流强达到了 120 mA，工作比为 6％，馈入高频功率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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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束流发射度也很小，估计只有 0.06 πmm·mrad。但是，加铯容易引起

打火，特别是，它跑到 RFQ 加速器里，打火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要获得

高流强，需要馈入大量高频功率，这会使源的寿命大大缩短。而不加铯，

源的流强要下降 2～3 倍。但由于 H－源近来发展迅速，使得人们相信，50
mA 左右的 H－离子源可望能很快实用于加速器工程上。发展 ECR－H－离子

源可能有助于解决可靠性和长寿命难题。

       LEBT：：：：低能传输段将来自离子源的束流匹配引入到 RFQ 加速器中，其

关键是要控制低能束的发射度增长和尽量减少束流损失。一般可选择由两

个螺线管组成的磁聚焦系统或用静电透镜组提供束流的聚焦。后者结构非

常紧凑，传输距离短（大约 10 cm），聚焦力与离子速度无关，适宜聚焦低

能束。图 10 是 SNS 设计的 H－离子源和 LEBT。但对强流束，由于空间电

荷效应强，使束流半径相对透镜半径较大，因此，大的像差会导致发射度

增长。增大透镜孔径需提高电压，以保证足够的聚焦力，但提高透镜电压

又要受到击穿的限制。对于高于 50 mA 的束流，它很难使束流与 RFQ 匹

配。

       图 10    SNS 设计的 H－离子源和 LEBT

        磁聚焦的最大好处是，它可以实现空间电荷中和。这样，可以避免由

于低能束中的强空间电荷作用引起的发射度增长。LEBT 中适当气压的本底

气体，在束流离子的碰撞下电离，束流离子吸引等离子体中的反号电荷粒

子而达到电荷中和。但是，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制，特别是对于 H－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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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电荷中和问题，人们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它。非线性力和等离子体的

不稳定性，会导致束流发射度的增长。特别是在空间电荷中和建立的瞬态

期间（大约为 10～100 µs），发射度的增长更大，并引起束流丢失。因

此，空间电荷中和方法更适用于 CW 和长脉冲束。由于理论研究的困难，

人们对空间电荷中和的研究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实验，而且 H＋的中和经验比

H－多。美国的散裂中子源 SNS 将采用静电 LEBT，而 CW 的产氚加速器

APT 采用磁透镜 LEBT。欧洲的散裂中子源 ESS 也打算采用磁透镜的

LEBT，长度约 1 m。

        RFQ 加速器：加速器：加速器：加速器：这是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中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它有

最强的空间电荷效应，并且有最高的峰值场。其设计、高精度加工、垂

直钎焊、高频调谐与场调整、高功率耦合等方面，都是具有挑战性的高

技术。刚刚建成的 LEDA－RFQ 加速器是强流 RFQ 加速器技术的一大

进步[13]，如图 11 所示。它把 100 mA 的 CW 质子束流加速到了 6.7 MeV 的

高能量。这台 RFQ 首次成功采用了分段共振耦合方法，从而解决了高能量

和模式稳定性的矛盾。此外，还在其他方面有技术创新：粒子动力学的优

化、新的腔体设计、腔体加工－焊接－安装工艺、RF 调谐方法、RF 耦合脊

波导设计、耦合缝设计、束流调试等。为解决稳定性问题，日本 KEK 提出

的 π 模稳定器比较简单[14]，对于散裂中子源中不要求太高能量的 RFQ 加速

器，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SNS 采用了具有这种稳定器的 RFQ，如图 12 所

示。另外，四杆型 RFQ 具有本征稳定性，加工难度也相对四翼型较低，适

宜在较低频率下工作（＜200 MHz)。但冷却比较困难，不大适宜作为高功

率加速器。ESS 打算采用这种 RFQ 加速器。

图 11    LEDA 分段共振耦合 RFQ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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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SNS 的π 模稳定器 RFQ 加速器

        MEBT：：：：中能束流传输段用于使 RFQ 输出束与后面的 DTL 加速器匹

配，对于散裂中子源，它还要担负束流脉冲化切割的任务。由于这个任务

的加入，使得 MEBT 变得较长、切割器段聚焦不足，由此会带来明显的束

流发射度的增长。脉冲切割器以环的回旋周期工作，在环的脉冲间隔时间

中把束流偏转到束流垃圾站。现在常采用行波静电偏转结构，如图 13 所

示，它可以避免以前的静电偏转器对脉冲前、后沿的部分偏转。另外，近

来也有采用射频偏转腔的切割器，用于日本 JHF/NSP 联合工程[15]，它比静

电型更紧凑、偏转场更高。脉冲切割器的关键是脉冲的上升/下降时间要

短，最好短于束团的射频周期，以避免瞬态期间部分束团的不完全偏转，

因为，受到部分偏转的束流将被后面的加速器加速并丢失在机器中，引起

放射性。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上升/下降时间小于 4 ns，为此，SNS 提出

在切割器后，再安装反切割器，将不完全偏转的束流偏转回束轴。若 H－的

激光剥离技术成功，用此方法来作为束流切割器，则脉冲上升/下降时间问

题就不难解决。

        DTL, SDTL 和和和和 CCDTL 加速器：漂移管加速器在低能段具有较高的加

速效率。但随着功率升高，冷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由此，人们在尝试采

用空心导线制作漂移管中的四极透镜，如图 14 所示。把 DTL 分成短段并把

四极透镜放在段之间，不仅有利于解决散热难题，还可降低安装对准直公

差的苛刻要求。此即近年来提出的分段型 DTL－SDTL[16]。再把 DTL 与

 π模稳定器



Ⅱ. 加速器物理和技术126

  V－

V＋

CCL 相结合，又产生出 CCDTL 的新加速结构[17]，如图 15 所示，它在边耦

合腔加速结构中安装了一到二个漂移管。对于很高功率的加速器，比如美

国的 APT 加速器，希望能避免 DTL 的发热困难，因此，要采用较高能量的

RFQ，其后可以直接与 CCDTL 相连接，而不会发生聚焦周期的明显跳越。

但是，如 RFQ 能量较低，RFQ 之后直接接 CCDTL 或 SDTL，将由于这个

跳越而导致束晕。因此，DTL 仍然是适当的选择，好在像散裂中子源这样

的加速器是脉冲运行，DTL 的发热问题还是可以克服的。

图 13  行波静电束流切割器

 
  图 14  高工作比 DTL 加速器四极透镜中采用的空心导线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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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在 CCL 中安装一、两个漂移管而形成的 CCDTL加速结构

        CCDTL 近来在热模实验中遇到频率漂移问题，因此，对其应用前景还

不十分明朗，人们也在探索在低能段采用超导加速器的可能性。在重离子

加速器中成功使用的几种超导结构都可以考虑用来加速质子，包括二分之

一波长腔、四分之一波长腔、重入式腔以及条辐式腔（spoke 腔）等。图 16
是可以用于加速β＝0.2 左右质子的条辐腔。

图 16  低 β 超导条辐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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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导加速腔：经过这几年的开发，用于质子直线加速器的超导加速腔

技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已经研制出 β＝0.65 的超导加速腔[18]，如图

17 所示，表 1 列出了这个腔的基本参数。其无载 Q 值随加速梯度的测量结

果如图 18 给出，结果比预期的目标还好。更低 β 的超导腔也正在研制中。

输入耦合器的 CW 功率也已达 390 kW，在 KEK－B 上作载束运行。而 APT
还正在研制 CW 功率高达 1 MW 的功率耦合器，图 19 是 Los Alamos 在进行

1 MW 耦合器的室温实验[19]。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高次模（HOM）问题

在超导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中比超导电子加速器还小得多，并不是一个难

题。不过，要把射频超导技术应用到散裂中子源的加速器上，还需解决脉

冲运行模式下的不稳定性问题。其中，Lorentz 动态失谐是关键。在腔壁间

高场强的作用下，腔形状会发生微小变形，致使腔失谐，如图 20(a)所示。

结果，粒子的能量发生变化，增大束流能散度。控制能散度对于散裂中子

源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注入环时的束流损失。1.33 GeV 的 ESS 要求在直线

加速器末，能散大于 2 MeV 的粒子数比例必须低于 10－4。因此，解决对动

态 Lorentz 失谐的控制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目前，人们解决这个问

题的办法从两方面入手：采用环形加强筋加固腔壁（图 20（b)），以减少

频率漂移；为稳定束流能量，可通过德国 TTF 发展起来的数字式反馈控制

系统适当提高超导腔瞬态输入功率。同时人们也在探索比加固筋更好的办

法，即在纯铌腔外用热喷方式加一层可达 2 mm 厚的铜衬[20]，如图 21。而

铜基溅射铌腔技术也仍然在发展之中。

图 17  β＝0.65 的椭球超导腔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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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ERCA 超导腔主要参数

频率 700 MHz

β 0.64

R/Q 392 Ω

几何因子 149

Epk/Eacc 3.381

Hpk/Eacc 69.6 Oe/MeV/m

铌厚度 4.0 mm

图 18    β＝0.65 超导腔的 Q0值随加速梯度的变化

  

图 19    Los Alamos 开发的 1 MW CW 高功率超导耦合器正在室温实验台上试验

            Accelerating Field Eacc/MV·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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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Lorentz 失谐引起的腔变形（图 a）以及采用加强筋加固的方法（图 b）

图 21  采用热喷技术在纯铌腔外加铜衬，以克服 Lorentz 失谐

4    加速器架构的选择

        我们应该以低束损、低建造费和运行费、高可靠性为准则，以强流加

速器的目前工艺水平为基础，来考虑加速器的架构选择。本节将就直线加

速器与圆形加速器的比较、高能量与高流强的选择、脉冲运行与 CW 运行

的比较等方面来探讨加速器的架构选择问题。

        直线与圆形：圆形加速器比直线加速器更加紧凑，造价和运行费也

低，因此，圆形加速器一直是人们期望用于强流质子加速器的一个选择。

(a)

(b)



Ⅱ. 加速器物理和技术 131

目前，瑞士 PSI 的 590 MeV，1.8 mA 回旋加速器是功率最高的回旋加速

器，它是两级分离扇型。C. Rubbia 的能量放大器计划正推动强流回旋加速

器向更高功率发展。一般认为，回旋加速器可以达到 5 MW 束流功率，而

要超过此水平向 1  GeV，10 mA 发展，将会遇到严峻的技术挑战。这里主

要需克服两个方面的难题：随着流强提高到近 10 mA，在中心区附近，回

旋加速器不能为具有强空间电荷效应的束流提供足够的聚焦力；高能量、

高流强束流在引出边沿处的圈距太小，很难做到无束流损失的引出。另

外，目前回旋加速器的失束率也与直线加速器差不多，进一步提高其可靠

性，同样是一个新的挑战。目前，人们更多地倾向于采用直线加速器，是

因为强流直线加速器的理论和技术发展较成熟，技术风险较小。而回旋加

速器在强流领域除 PSI 外，没有太多技术经验，而且强流回旋加速器中的

粒子动力学的研究也比直线加速器中复杂，对空间电荷效应的研究还不算

深入。但是，其良好的投资效益比，正吸引人们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它，

人们相信，一旦它成功，强流质子加速器热点将会从直线加速器转向回旋

加速器。

        PSI 的这台回旋加速器作为连续波的散裂中子源 SINQ，成为瑞士全国

中子散射实验中心，并且还为研究高功率散裂中子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

究平台。

        也有采用 H－回旋加速器作为同步加速器注入器的研究。加拿大的

TRIUMF 在 KAON 计划研究中，用 425 MeV 回旋加速器提供的 H－束流注

入到一台累积环中。15000 圈的注入时间占了 20 ms 脉冲的大部分时间，累

积束流 100 µA，每环粒子数为 1.25×1013，计算机模拟表明剥离膜的平均

穿越次数为 50 次。其注入系统设计具有相当难度。

        高能量与高流强：从提高加速器效率的角度出发，要达到相同的束流

功率，当然选择高流强、低能量。低能量也因缩短加速器长度而节省了加

速器造价。但是，从产生散裂中子的效率角度看，质子束能量应该大于 0.8
或 1 GeV。图 22 是给定束流功率下散裂中子产额随质子能量的变化曲线。

由此可见，中子产额在 1 GeV 质子能量附近有最大值，而当质子能量在 1～
3 GeV 区间，散裂中子产额与质子功率近似有正比关系，而低于此能量前，

中子产额迅速下降。因此，美国的散裂中子源 SNS 选择了 1 GeV，而欧洲

的 ESS 选择了 1.33 GeV。当然，质子束能量的选择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比如，靶的热负载能力，在束功率较高时，能量高一些，可使靶上的

热功率密度低些，比如美国的 APT。另外，若还要考虑其他用途，也可采

用较高的能量。比如日本 JHF/NSP 联合项目，由于高能物理的需要，散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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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源的质子能量取为 3 GeV。从 3 GeV 快周期同步加速器出来的束流除

了作为散裂中子源外，还要注入到 50 GeV 的同步加速器中，为高能物理研

究提供束流。

图 22    给定质子束流功率下，散裂中子产额随质子能量的变化关系

        就散裂中子源而言，直线加速器与环之间的能量选择也是需要认真考

虑的问题。是采用较低能量的直线加速器＋高能量快周期同步加速器好

呢，还是采用全能量的直线加速器＋累积环好？前者的好处是可以采用较

低的流强，注入时的束损也允许大一些。缺点是较低注入能量时流强不能

高，因为在环中可以累积的流强与β2γ3 成正比。束流在环中的滞留时间也比

累积环长 10 倍（约 10～20 ms），更可能发生各种集体不稳定性。另外，

与累积环比较，同步加速器需要采用大量高功率的加速腔，要求无色散的

直线节长（20～30 m），环更大，其价格更贵，主导磁场和高频频率都需

要变化，因而控制更复杂、稳定性问题难度更高。由于这些原因，高流强

的 SNS 和 ESS 均选择了全能量的直线加速器＋累积环的方案。采用累积环

的缺点是强流高能的直线加速器的建造费和运行费都很贵，而且高能 H－束

的磁剥离会引起束损。NSP/JHF 的散裂中子源则采用低能直线加速器＋3
GeV 快周期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在目前，两种选择究竟哪个好，尚无定

论。需要看两种类型的加速器建成运行情况，才会有更明确的结论。不

过，对于较低功率的散裂中子源，采用低能直线＋同步加速器的方案较

好，因为，可以节省昂贵的直线加速器的造价。

 质子能量/ GeV

恒
定
质
子
功
率
的
中
子
产
额
（
任
意
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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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在设计时都应该考虑到加速器建成运行若干年后

会有提高束流功率的需要，这对散裂中子源来说更为重要。因此，应该在

设计中确定一些可能的改进路线，比如，在加速器安排上预留出适当的空

间。

        脉冲与 CW：：：：选择脉冲工作模式是由物理需求决定的，比如散裂中子

源。散裂中子源在中子散射实验中，希望避免前一脉冲对后一脉冲的影

响，达到尽量高的分辨率。因此，束流的脉冲重复频率不能太高，一般在

20 ～60 Hz，低些当然更好，但要保证相同的平均束流功率，就需要更高的

脉冲流强，这在加速器技术方面的难度就更大。从用于 ADS 的强流加速器

的角度看，CW 是适当选择。对于相同平均流强，CW 的束团强流更低，有

助于控制束流损失，瞬态期间的束损也可避免。加速器省去了价格昂贵的

脉冲调制器，投资也会低一些，运行的稳定性也高些。因此，加速器驱动

次临界系统均选用 CW 模式。

        这里还要简要地讨论一下脉冲散裂中子源加速器与 CW 次临界系统加

速器之间的技术联系与差别。

        不言而喻，这两者在技术上是紧密相关的。一个领域的技术成就可以

成为另一个领域的技术基础。美国的 APT 与 SNS 实际上是技术共享的。

SNS 利用了 APT 技术开发中的大量成果，而 SNS 也将为 APT 提供技术检

验和演示。实际上，像 APT 这样的 CW 加速器在调束期间，也有必要经历

几个不同工作比的脉冲运行阶段，而不能直接进入 CW 模式。而加速器驱

动系统本身在建造之前，还需要经历一个原理验证阶段，这个阶段需要采

用脉冲模式的强流质子加速器，进行飞行时间测量等中子物理研究。

        当然，两者在技术上也有些不同之处。主要的差别来自 CW 模式机器

中，需要特别措施解决高功率下的散热难题。高热功率密度会带来加速器

设计上的许多困难，诸如腔失谐、高次模加强等，CCDTL 的发展受阻就是

一个例子。除了加强水冷措施外，在加速结构的设计和选取上也会不同。

比如，Los Alamos 正在设计新的 CCDTL 加速结构；低能的 DTL 加速器将

不再适用，需要发展高能量的 RFQ 加速器及其相关技术，还可考虑在低能

段也采用超导加速腔。

5    结束语

        本文就强流质子加速器中的关键物理与技术问题进行了粗略的探讨，

重点是明确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介绍了强流加速器中的关键

技术环节目前的工艺水平，从而说明建造强流质子加速器的技术可行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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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设计中重点考虑的问题。讨论了建造强流质子加速器的不同技术路

线。选取哪种路线，实际上需要根据物理要求、技术基础与难度以及经费

情况，提出几种设计的物理方案，以低束损、低费用、高可靠性的标准来

进行比较衡量，以选取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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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Physics and Technology Issues
in the Intense-beam Proton Accel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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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 Xi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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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am power is required to raise one order in the next generation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There are still some physics and technology difficulties
need to be overcome, even though no fatal obstacle exist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in intense-beam accelerator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it is highly demanded to clarify the key issues and to lunch an R&D
program to break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barriers before we start to build the
expansive machine. The new technological challenge arises from the high beam
current, the high accelerator power and the high demand on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accelerator operation. In this report we will discuss these issues and
the means to resolve them, as well a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a few of major
technological disciplines. Finally, the choice the framework of intense-beam
accelerator is discussed.

Key words: Intense-beam pronton accelerators, Beam losses,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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