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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 -c ore transducers at IAE and the h- applications in
in-pile fuel assembly test are mentioned. These transducers inchde mainly tubed
tungsten-rhenium

thermocouple assembly _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of 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pressun: transducer of membrane tvpe , gamma
thermometer , turbine flow meter , self-powered neutron detecto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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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芯测量传.嚣发展现状及其在燃郭先件考验中的应用
黄玉才钱顺发贾国珍等
〈中国原于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摘要
简单介绍了发展维吝测量传感嚣的重要意义，我国近年来各种罐芯测量传 ~a 的研翻和

发展现状以及粟些难忘传盛嚣在秦山核电站燃料元件考验中的初步应用.这些传感器主要包
括测量燃料中心温度的套管式高温WIRe热电偶组件，测量燃料.!壳伸长的差动变 E嚣型位

移传感器，测锺裂变气体内压的腹片式压力传喧嚣，测量燃料悻招对功率分布的Y温度计，
测量辐照燃将元件中子遁量和矗量分布的自结能探测器和盲目量燃料包壳温度和考验元件 tp.入

口冷却剂温度的幢裴热电偶等等.
提..堆丁5 测量传感器仪表化燃料组件

燃料记件考验

一、概述
燃料元件是反应堆的关键核心部件之一，动力堆燃料元 f~ 的性格与动力堆的运行特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育着直接的关系.以前动力难燃料元件的辐照试验研究是以工程验证为主，
耶燃抖元件在堆内韬照，到一定的燃珑，出堆后再在热宝中拆卸桂验，以了解燃料元件的性能.

但随着核动力堆的发展，对燃料元件的各种性能租行为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归为燃料元件在

反应堆运仔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复杂的功态变化(例如热工.水力和化学等行为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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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这些行为的变化精律，一些先进的按国家发展各种堆芯测量传感掘，并开展带测量仪表
的辐熙元叫二在堆内的福照试验.通过各种单项性能研究的堆内试验(从稳态.瞬态势
况) ，积累了大量的试验数据，以建立燃料元件行为的分析手

i 事故工

iJl， 用来分析燃料元件堆内行

为，评价真运行的安全性和 4 靠性以确保反应堆的安全.
现国从 70 年仇末， 80 年代初开始筹建维芯测量传感榻的研制工作，先后研制了高温
热电偶测蝇组件，疫功变压器型伸长测量传感器.涡输说量计，裂变气体压力传感器，

WIRe
Y温度

计等几种主要堆芯测量传感器.表 1 列出了这些传感器的佳能和堆内外试验的进展概况。
下面简略介绍几种主要传感器的应能和研制概况

z

..温.…..悴
为测量燃料芯块中心温度，研制了一种带盒属包壳的高温

W-Re 热电偶测温细作，芯线

为 W-3 !J Re /W-25 !J Re ，热偶外径份 I . 6.4 mm , BeOt色缘体，钮包壳.在维外对热~i!偶组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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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多立刻度试验，热稳定性试验以及热冲击试验等，在 l80fI't;以下取得了较好的试量结
果 I 川.

·章'非停'*蜀量 ft..
为测量燃料元件的结向伸长，研制了一种主主动变压器型位移传事嚣.诙传盛嚣由三个钱

固共绕在同一骨架 -L 初级线圈在中间，两个t'.:级结盟呈反串连接，初级线圈矗以交流电.当
候芯在中间{主雪时，二:大头熙电压输出 to'::. ;飞零.当元件伸长椎动黯芯偏离中间位置时，二次
或固将盛 I支出咆庄，其值大小和硅i巳偏离中心位移量成正比IZI. 谅传惑器进行了刻度试验，
温度影响试验、零点漂移及稳定性试验寺准外试验.为提高测量精度，消除从维冉引出长距
离引线电缆的事响，试制丁一台位事测量出:z!.

·.It武E 如 ft..
为测量裂变气体内臣，研割了一种应片式庄 )j 传~器.莫测量原理是利用压刀传感嚣民

片的位移，用堆外平衡气体压力平衡被割裂变气体 h 压，将It片的位移量转变为电信号输出.
在堆外进行 T 温度影响试验，寿‘革考验相幌腐蚀试验fsi.

·涡...it
诙传盛器用于四最辐熙燃料元件的冷却剂 i在握.涡轮道量计在堆外商温高压回岛上进行
了刻度反稳左住寺项试验，主斐住自t指标注到了诠计要求U I.

• y温理 it
它可用手割量考验元件功率变化，考验元件输向功字分布及堆忘 Y友热量 o y 温度计是

基于结掏材料在维芯J.i:l吸收 Y~主热而最计的。用热电偶测量发热件与周围环境的温差，郎可
得到正比于萝变功率温差的信号 111 0 Y 温度计进行了堆内辐照考验，热中子远量远 5.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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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测量的稳定性和重复性较好.

二、堆芯传感器在秦山核电厂元件考验中的应用
在秦山核电厂燃料元件考验中，用自给能探测器和铠装热电偶测量了考验组件热中子通
量反温度等参数.所副数据为牵挂组件堆内安全运行，监督考验参数.&组件堆内运行工况分

析提供了-些有价值的多数依据.
妥用雄在传感击'直接连续监测雄内考验燃抖元件运行参数是研究元件辐用行为的段先进

的梗术，;与满足秦山核电「燃料元件难内辐照考验各项参敷指标及保证考验装置安全运行，
为研究元件堆内行为，并为发展堆志传感器测量技术，对堆芯传感器性能进行随堆 t二期考验，
首次在秦山核电厂燃料元件堆内幅照装置反，誓验组件上钝设自给能探测器和铠装热电偶，用
以测量也件热中子通量(包括瞬时通量值和 it量值)，轴向相对通量分布及考验姐件出口冷却
.剂温度.
根据组件考验参草的费求，考验组件零J}J 二和测屯的通量分布反在考验纽件结构上实现的
可能性， fJ 轴向设计安装了五付姥自结能探测器，用于连续监测组件轴向热咿于 illi 量分布，

瞬时热中子通量值和注量值.在考验缸件出口部位键设 I j:Jj 付因科镇也壳 (~I.Omm) 的镶

铅·镶铝铠装热电偶，连续监测组件冷却剂出口水温，!I! f 监骨组件运行参敷，分析组件功率:

芳'监督当小回路主渠停转后 'J 余功率对纽件温度的影响 o YO} 监督压力营和地热管工作状态，
两付不愣饵也先付 I.omm) 的铠钝热电偶陆敷在压力 tE 外堕上.堆芯{手感掘测量系统自 1984

·4'

年四月 26 日入堆，重~ 191τ年:月 %3 日出攘，共在推内政置约 165天，运行二十二个周熙，净运
11371天，热霸环 104 次，最长连续运厅时间 665小时，共收集数据970纽约 19400 多个.在整个

运行过程中，系统示值正常，干扰小，撞 tli 信号稳定.
组件平均崽提达 %5010MW .d/t. U ,

s

1f 擅自结能挥测器洒得平均集中于注量为

I.IOX 1011a/cDt量，矗量最高点在量为2.4ex 10u o/ca '- ，当大堆运行病率为1319kW 时， 5 副
挥割葛集中子醉时噩噩平均值为
1.13X lolloi(cal • 吟，最大值为I.59X 10 Il p/(BI~'s.)组件
出口冷却水温度运行范围302~-3侃 t ，揭温平均值量为o.at.

运行结果参量和考验组件出雄
3 的观察部说明z 在臣水堆条件下，谊商量系统所呆用的
高温高压引线密封技术和传盛器固定技术是可靠的，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弱信号远距离传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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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束语
发展传噩噩开展维志测量是理科元件性能研究的关键.目前为止，所研究的比在成熟的
可以用于难内测量和实验的堆志传感器主要有下面儿项

z

(l)用于堆芯中于噩噩测量的自给能挥测器及其测量系统

s

(2) 用于最料元件包壳温度租冷却剂温度测量的铠装热电偶及其测量系统

z

(3) 用于燃料元件芯块中心温度测量的带金属包亮的高温 W-Re 热电饵组件 E
(.f)用于考验元件功率变化，蛐向功率分为及堆芯 Y发热量的 v温度计反 v温度计组件 z

(5) 用于燃料包壳伸民和元件芯块堆职高度测量的伸长传$器及其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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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他各种类型的维芯传事嚣的研制工作也正在逐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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