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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摘要
钻源升降装置作为辐照工程中的核心设备，对辐照运行的安全性、
控制永哥以及放射嚣的利用率，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3-1986年，

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在承担各种用途和不同规模的多项辐照工程设计

中，较成熟地设计了一种适用于水井贮源辐照室的运转可靠、功能齐全
曲钻源升降装置.并可通过自控电路实现以源升降装置为中心的各系统

阔的安全联锁，从而为辐照运行提供全面的安全保证.文中除介绍该
钻源升降装置的结构特点和佳能外，还从辐照设施的操作、运行及辐

照工艺的安全角度，详细地阐述了升.降源的安全联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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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吉
缸tf IJi I_CZ ，将阴 ~~n 骂-创作为 .!l;; 霉的虹射性 T 主主作元'…种蛋茸的抖缸工具，

白厦作为 iII 对.~种商品进行灭币、保鲜注陀的古1{'f.f"， ，r:主 I哇悍范围内空离越来越多的画画

家的重提.尤其是日前兴建的工聋性挝熙立 ?i.J- fj 向 1 ).;:.型化，问而使恒射安全问题如经济
效益的重要性变自 .J.! 'Ji 突出.元'坪，在理 f \:lt 剖旦去j'~ tIl ，白埋 f] 均住的泣 fll 控嗣布在序自
校也巳 FJ 遍:t:Hl.可布这. -叨， l2: ~H，迢 ~ct~i(; 二 f( 旋射iw. it:l ~.~ i :t 3f -

~升降赘冕的运

诗，在多功能、主食住 l1J，t 技术性~拍罚;75 面提出 f 弘:1 的需求， X;.;t:是对主全性的斐求.
这!且所说的-，主仨t1- , -1~议是括海丹陪去血本身 «.JI 作主仨性， lE 主食~::~正在于盛个

蝠~运行 tIl 全面的 $;J~i 交全问题.这也 tll 人吁 ~'i"

设备的运 !I 支全 U 及按每熙柿'建收剂量

的安全.其中品重雯的，是人吟的安全.丽~汗陪哉 n/-jt 追~仲安全密切握 i~走，尤其对人
身安全具 Ii 关键性的在还.
在幅照装页的运 fi 巾，由于违反产生$战的民 JEι 筝，从而使缸 ii: 每~ ~f !:i王中的绝对 ''''，z.
余威为设计击.. .项 4EZE 技大的课题.尽管如此，我们仍 uI 把岳男号~~ζ 付中几步所有环节的
安全保证，建议在 j主持河条具体的i注明 J::
A. 吨 1日前在 Efk 具备正常工f'i:条厅，肘，

.\.:il;~π·ill. 射l!;

n. 在径:熙 iff {叶J ~';'·M-:ii~ 理任何阜外的橱， ι;吉布~"'i li-;L i;，1 皮时培陪烹井底安全位置，

只~?ti这两条能 fJ.到i 句:窍贯彻，则 23 熙r. []((.j 二使使 fir 恨，仨:(-1依附.

'fli 埋在技术上方:现

这→预想，注宝:求 i可! T;.~. 安理具布为 1旨，t 研a，:费的~'"功注，并能通过控胡电路录取-系列

日颜开陪哉 'lJ.J:J 1:/ 心 I({x'i~ t:切措:;{且; ~i;lrJ 迈向 (j 支部 :r~; rf '~~'~:i 丛刷监测系统，为正常的道
'自岳 fi和联愤关系.提供保iif.

近几句:寸，在tJ 先盯为~应用在不!i·l. 往海.马i 千;写的银熙工ri.设计 fJ 神规格的电动毒
篝式笛源Ii' 降是[n:. 这种趋置适用于水#贮草草蝠照?如:.官陆具有自身的优良综合性能坏，尚
健为徽机犯常规臼控系统提供联锁电路所需要的控Ji
l (:[号与接受臼号控割. ~，实现设计上为确

'晨..运行安全所预泣的丹、陪.安全联锁.

1

钻源11· 降装置的设计要求及组成部分
iI升降装置的职峙，是将放~!旅iA 幅照在冻井井底健 fl' 剑工作位置， 1:1 但!进行每周 z 当

锢照结束时，阵将放身·f 源r.:F- [ni 到Jl: j或安全{议内.

现代化的铺照诠施对酶fj-降辑罩的成计除费求.具有良好而可靠的基本功能外，还 uri二

控制需要，特别是万无一失的安全需虫，而提出以下各 ~t~ 求 z

(I)

应能处理郭照运行中某些直接性的突发故障，如断咆.控刷系统故阳.
1} 降;a;i

时在辐周军内友生钢丝绳卡军战阳等
z

。〉

能实现控制电路的安全联锁z

。〉

防，具有完泻的反映iJ坪iζfj 状态的 l:r f} ~h户:

(4)
(5)

丹降源也!，~捕;确:

棋目串: f~ Jl :ff帆忧'与~，~i~ r;;人

." .

"躏E 高*平崎罐噩运行if.舜"囊.~副主要求，本慧置在渥 it结椅上包禽τ男鲁锺

踵'分=
1.1 . . . . . .
本事篝担负舟障事任务.冀篝本峙'章是..萌电机蛊蝇幢幢矗墨啻萄毒筒《田。.
•

在毒自主的饵，量司经精桂军费进入困踵室.牵引Ell二檀固定嗣丝蝇导冉的噩'蟹，蟹'蝠'
运吁的雪求健垂直方冉的It路运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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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l额外降纯贸网之. .

'于鬓量停电.撞割草肇a:生幢幢时的障疆操作.此f.属周疆矗矗蜻仔.静的 Ii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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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 II丹隙缝置因之二
·霄'

E-3 量...
在开陪Ie过 fi 啡 • li 蝠~~{内在生嗣 f楚楚卡罩At陋，回噩嚣...无佳运输.为蛙理店
，n量的严重且间右，运 if·_t-~ .IJ{γ 蜜争tit迫式盹钩凯钩.即矗过近 R 在传崎白~上的手握 -&t
《圃 I) .将军吊在外上安间的重摊阵子·.摆在提汗饵侵绳 a富的事t 蝇凯钩乐重盘上 f 回%) •
由 .f毒的丹:迫使在钩打汗，嚣烹睡之愕到解衷，整体骂人~底.

I..

量为晕晕"掏
"客论何件黑白，飞n-萄过去时，过力~缸护trL ~'..;l-t 传二者系缝 tl' ;].}吃二机犯藏遥吕亏:行 tl

植~I!、?在 E 宅主击导致 ~~·t. 捷的发生. 10拉黯引绞绳. 'i坏毒草草，本裴置在踵蕴嚣与
r，Ui-苍白之间去 (jlf 注式交全民合 3( 因。且 if 过力 niG示t:-: •

1.5 .鑫筐'掏
η-5李罩之{之号信用运行中曹雪囔Illirt 事:雯的工n:~ 搜.技~.胡开埠院保证件位主全#固定

位 itli号.仨二江f.i:tiL r.;革 il! 岳白齿轮 t~ .~&~ -_.~ :￥由是，带着水平Iff[转动，方 ~ft[[ 理每回圭
筷子~.寻自杠的眼犁，只;~~n-;-吃 f[ 宇!.S;控画ii[ lU irJ 的孩均开关固定 (f~ 枉两侧适当的位

罚，当i.~ rr;~ 芳; f:·: 时. "二岳拜天 t:~)岛市房镖 f手所敬爱.1/..面控自电机停传.军封住《图。

LI 锺置'亲事篝
接控人员随时了是主垃~霉的何?在位页，是保证届婴运行安全的重斐条件之.求量置巾
的篝位置括号与系统所~缸的结钩是，在军;;.::{，在杭向经杠的

小蜗黠葛遭口，带动→个白寝角隶主凯在转;
幌髓将严他跑与主运机间:J;转动.

1二雷击一小蜗忏，经过与之晴舍的

(田。;此时，安萤在控割台上的白整角幢幢

!I I 精确划咬的在 a 反峡出幢射嚣的即娟缸置.

~t~.1上主督部 ~ilt)-:悍，还宵 It 塑寻白皮谓徒在缝军.

2 技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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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撞诗特点

3.1

....晕...金..

国内接撞撞早曲.帽酬是.0军 It菌陪喧'主大售量植堕E量匾，佳佳毒品画酶，革开障挺置

扇篝..f，:~. .电申走U 二#二奥迪酶IJj王 11 莲'坤、J1J锺蓄匠..也有~=t少手萄障嚣It掏聋'锺
E
a示事篝.与k 副庭，自撞事乎也蟹'正.国画民主足
U 处理.ff.事a e:霞pi事 a 嗣锺刀，量
筐.，蝇窃富事itA舆健运耐.撞时宿震生.

拿羹噩障具苟瞌射'窜.舟障奠定佳的基本~篝外.it 布手萄酶..事.迫降.过却崔

健妒II.位置"尔，多'非安全鞠辅助凯钩，是目晴圈内'升'黄置申功撞撞金的-.......

是iIJ与控嗣相结合寞Jl&~显量的安全'要穰.这主篝为保证疆暨聋盒，提高运行放拿御娃"
水平• .~T先给吁擎的.作.

3.2 a，事幢幢..
3.2·1 .鑫..靡'

由于 i量讲上苟II 功电舰最阳了在嗣内撞开陪蟹E 申篝少~唱的理S翻动方式--键幌嗣

苟，揭H蜡矗画良好的白'性篱. &.:Ht定位机构黯高的传动蜻鹰，便开降霉的重量在位蜻霄

远到全 1--. 太太高于土5--的原画it要求.

3.2.1 . . .
本费置咿盹幢矗蜀厦岳神蜀'量均为白布的雾标准遭计，摘自
E镜函、摩幢副矗树犀追计结
构合理. .I:确·黯高的停4骨瘦事. .个传动墨镜梅.筒Il.疆定位机向租缸置揭示革篝结构
ff

巧.此~.噩免使用机幢割萄嚣也
.j"T费置运"中不必蟹的..锢失.阻止回事使撞机具
布疆离曲阜肇事.?咱擅舟负撞为
50ka时， .动电机JJJ率为250W; .丹负撞到l50k C，电fl功

率也但为75·w. 尊组组舟负.的功幢幢‘.11止优点"'.本费.i£具带手动降'蟹便.过
IJ短!~晨...~敏.主舰黯钩置码
I. 京缉部
属舍~IUAAt运"事...~健民的需合幢幢.

事 .1

...U..钳罐"
本费E 迫降机钩中的荒髓a事件It钩tl钩. ~剥mtt仔.J9.~之if.重幡IF.迫下自行打开挂

钩. .，电站构简单 .41作灵i毒，经反翅试踵，证明迫黯功键十分
PrJ撞.同时，迫降后嚣'庭为整

体下嚣，而且不'简直在何何饥作，客舅恢复工作状态.四钱的幅照载盟多果用"Ii保险情或切
断章吊绳.((.J迫降 1i i.去 ，也布的迫降机构过于蜒拿去迫降后.柿融蝠，最佳，.且工作困难.

本费置所~坷的迫降舰钩，最功地宠胆了这些战点.

在国内阁壳设备中， it项设计盯次将白'角fl应用于旅位置梅杰菩提.作'h簸'曹运动的
阔步，.遭J(;件，白.角机;在民布融高的传动精踵而且远'非自
u旨，问而撞够取岛位置撇"J~ 准
确.连续的J¥.!1.!放亵.

此外，诅 i t.t i£特周 i£ .tl筑，使 fr 陆提f 1i巾的所4旨在嗣元件均位T 幅照宜之外，从而噩

...受到蝠!ft，￥'[1£跑髦挺了控翻尼俘的使用'命
z 并且，所葡猾tt.ii 衡阳胆绳罚'量.此委
擂蝠，均街助于蝇;r，帽熙运行的tc/，- 件..

• 0 •

4 芳、酶嚣安全联锁条件
自 1二蟹'雪运行 .f.，.. 体主圭性青萄特殊由斐草，即锺堕工作中必须保证人身安全.最备运
行安全日厦 it蝠贸街 5王位富'噩的安全，剖面，嚣丹陪装置的远计~翼巷虑到'Ht 与控割草篝

Ii居合. If岳重运 if 中的一畸重雯安全环宫 .11 主每 f1 1t"陪辈E 为申 4二‘的安全.sa萨.美革.本
囊置通过画仲 ll;.Jl j二作，可为~Il翻需.臼校系统提供多条攘攘庵离所嚣1:的撞翻白号并篝
量信号撞割，实理匠计上所商定的各种丹.安全联恢翻瞿罩安全联旨在.日保证 z 当霉雯 a翁
毒工作It.只膏在全篝两元鲤定的安全条件均巳冉缉捕王之{].方麓安理丹 it 摄ft';丽在蝠

堕过踵申.

- A. Ltl理甚事'已经纳入革'四项目前草草正常筒况，周撞主即实行白功碍事.

国内-'l寄自 iii主 if 的水排贮 II 植贾宝刊分为两样想式.一神是，当踵 till工 fE 时，自暴
撞撞远饥运拢的被 5峰顶赁街走?竟在:~蝠!t宝.此时蝠~主为开门拭辜，在在 A !Il民入崎滴在

危险性 z 下露·开式怪'虫~
·目主:目堕宣.

(凹 1} .另}种. ::i tli斡»工作时，蝠~室为关门极主 z 下~

([114). 下面技费远离何不同盟式的桓鲤豆，分调 II逼真汗.自嚣的安全

事醺条件.

'咱哥门
恩"·

'鱼"

.'开式组照重示 .m

4.1

回4

闲式锚'富示S因

开禽.........盒..

4.1.1 ...盒..
(,)

曲.II定的安全饨商人民悔俩也将幅酬室门打开，并蟹远到足够开鹰后锁在回涩

的位置.这- "开门到缸'的f佳作理序与量桂蝙迪机的控嗣电
13 恒l 联锁.间为只布门的开鹰
足'并慨牢，才能保证e 理的安全运输矗遭.此为输送系统战入运行的前提条件
g

(2)

• 10·

铃商人 M M.进口进入…3筐If!离后，蟹功"，~;;t 电技侃"，佳"的倒蝙上的两矗

黯λ壳电. .墨人工ft. 此时'画噩宣矗血口门止毒手安全的埠霄.灭，缸叮亮蜡间是.口骨

响. ..-.λ员萃'"略量人..窒.鲤.i!w..C'.!!窒无人后，撞动罐踵童内曲·娼醺
童无人靠.. • ，警遭黯黄人圃，罐里窜出口量撞it -!号是电..-后，造在出口内的同遭
蹄 A 是电画之提人工'售，目前止，可一膏λ 萃'阁fiII A :

(3)

幢逞tl疆人暨撞亟町. .喃冀冻毫正意=

(d

髓'阔的童声it..l:~~.后.撞4-准备授'蕾帽- • ..j与串串擅自贯街'"1 U

撮人植噩=

(5)

‘堕蜜璋凰幌缸..1‘舰启萄并运
tt£雷=

(I)

贮霉，非水2 iElI':

《 τ》

且射'在'在的It庵黄金位置.

阻止-t.为1t霉的必要.件...J电申.-晨在.~的主庵聋蝇足，桂割台上均有银
a
曲笛'雹示. til. 奠申任何-I厦.于疆是遮盖笛号童血."筐执行贷嚣'作，也无法宴..膏

••

当踵.，.撞蝇舟"工悖缸置后，南撞割台 a出·丹篝毒也·也号. t噩噩窒矗出口门土"

缸叮 a间最唱E为率先.铃声停止 E 分属萤量在蝠'宣逼出口的两台董事计.蕃置《董囊置Jf
董事乎于计.)同时植入.I~.军此，舟嚣.~蜡禀.蝠'工作开馆.

..1.1

..

...金

。)

tt自稽".:当幢噩童出口量享计量篝置在撞割台上畸重凉的记录.字，与蝠

.WAO jf'董费置嗣ii!.«a字钮，时，寞行自兽...

(2)
..酶'
·前人~电路.:a射..It'后，俑者布λ 矗人.!!童. ~矗适事一遭商人是电篝置
时. It，.响. "膏It矗鸣，并肩接割台撞出巅'笛号.者'攫矗过事二矗防人竟电，圃'尉
'自..德国并摩，撞翩台上班.ft事攻信号.
" .怠$.障.:11'.之际，万→蝠'章内衡由来'鹰的人员，当'‘左量"丹 .c
巳在汗嚣的龟险.~时，可矗 ...4 画圈重内筒....降'篝幢'，发出阻止开嚣'李井'

."回排靡，橙割台上布'草酶'幢号理示.
z ‘遇事锺.阵阵画I: 骂产品输远舰因运日不E富丽白 fi 停$iI量指令停车时 • ~:t. 即 E

曲'混舰停车也弓If自动陪.. t.健'近撞If霉的赁..受到.辆量'如.
•
j:l JJ 1I!障.: tr:1t蹲过髓中，如丹'费置回过 ."fl. 随即费 fi 自动障.Jf~ th i茸
蝇:li lt 臼号.
，水位下'蕾帽:lf.锚 'i呈阳申. ---I).排内幕位下降到耀在的回鹰.

itJ R血水位下降

'幢幢号 n 自萄晦嚣，

f

.露楠'由藏 z 在.幅回过缸巾，当i§;于蝠跚宫内的烟'锢'费...出火'信号时，

擅自'自动障..
凡震生事att辛莓，战斗E 即向咧K(四.停.除At障眉方面『矗扁舟霉. .续被咿晰的幅照工
作.
司1 凰 fl. 目F. .~a 鼓排应去生 t也 .~i. 向控割台.a:出·降露镜缸'值号.幢之，幅图直

门上的缸盯..埠町亮.街走人的边'"蝠"直处1'.i!t1i工作，待聋..离后由自Fλ 将遭出口
门锁 ti. 字.此，冻It货物的'"周铺)I.

·11·

~.2

帽式'周量的安全醺罐

~.2.1

开蜀J:金嚣'

(I)

出控制台的操作人员将专用钥匙插入·允许开门锁孔·打开安全门的电磁锁
z再

由规定的安全检查人员按动就地的·开门按钮"开启安全门.当作好辐照前的准备工作并经

远视确信辐照室内不再有他人后，以专用钥匙转功设于辐照室内的·辐照室无人旋钮'，向
控制台发出·辐熙室无人'信号，迷道内铃响，警告-切人员不得再进入辐照宝:

(2)

仍由该检查人员按动安全门外的"关门按钮"安全门关闭并由电磁锁自动锁好，

同时向控制台发出·门巳锁好"的信弓，铃声停止.操控人员从"允许开门锁孔'中提出专
用钥匙，切断开启安全门的电路.此时安全门上的绿盯熄、红盯亮，表示将要升源
z

(3)

操控人员根据被辐照物所需要的吸收剂量，整定好辐照时间.控制台上苟'时

间巳蔓定.信号显示.

(4)

贮源井水位正常z

(5)

源在规定的井底安全位置:

只有在U 上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操控人员才能用同-把专用钥匙启动醺升降装置，
实行开源.此时安全门上的红灯由平光变为闪光信号.升洒到位后，有"升源就位·信号显
示，电动记时装置同时投入记时，辐照开始-

~.2.2 酶'宴会醺翻

(I)

正常自动降源z 当辐照时间达到预先的整定值时，实行自动阵源.

(2)

事故降源:

a

黯急事故降源 t 升源中，万-有尚未撤离的人员被误关在辐熙室或安全门内，可按

动安全门处的·紧急降源按钮"，带即降回井底 z 安全门同时开启，控制台主葡紧急降源信
号显示.

b 安全门事故降糠 z 当源在工作时，不拘何种原~，安全门一旦开肩，立即实行自动
降栋，并向控制台发出信号.

c

过刀缸降源 t 如源开降裴置因月'挥过载停机，随即自动降源并发出信号.

d

水位下降降源:辐照过程中， - J.1.井内水位 OF 降到规定的限度，即发出信号并自动

降嚣.

e

熠雾报警降源 g 辐照过程中，当辐照室内的烟雾报警装置发出火警信号时，即自动

陪挥.

4.2.3

禽盒 n曲开门虫金醺.

对于闭式辅用室，除升.降源安全联锁对锚照安全有重费意义外，安全门的开启也与人
身安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设计上还规立了安全门的开门安全联锁条件，其条件是 z

(I)
(2)

降源尉，控il/lJ 台上有·，华源就位.. 1tf 号显示:

锯照室通风机巳运转到规屯的时间并发出信号.这是为了将幅照中产生的有害

气体降低到允许的浓度z

(3)

装设在幅照宝内的剂量仪现，巳向控制台显治所测得的剂量也符合安全标准.

在以上条件全部满足后，操控人员方能打开安全门的电磁锁.此时门上的闪光红灯熄
只.结~r 亮:允许由兢地"开门按钮'开启安全门.至此，本次细照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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