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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的模糊
因素分析及防振措施
傅戈雁

朱齐荣

(中南工学院，衡阳)

摘要
核电站反应堆发生泄漏的最主要原因是反应堆堆内构件发生振

动。引起堆内构件振动的诸多因素都具有随机性和模糊性。此文将模
糊可靠性理论引入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系统，以现有核电站大量的
设计运行参数和经验为基础，分析了影响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可靠
性的模糊因素，提出了防止振动发生的模糊可靠性准则和模糊综合
评判模型;并从机械设计与制造、热工水力设计、核反应性控制等多
if ^J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防止振动发生的可靠性措施，这些将有利于建立

和完善堆内构件振动的模糊可靠性模型。

1

The Obscure Factor Analysis on the Vibration
Reliability of the Intcrnal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Reactor and Anti-Vibration Measures
(1n Chinese)
FU Geyan

ZHU Qirong

CCentral-south Ins ìÌ tute of Technology , Hengyang)

ABSTRACT
11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main reason mak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reactors leak is the vibration of internals of reactors. The factors which lead the vibration all have randomness and obscureness. The obscure reliability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the vibration system of interals of nuclear power reactor. Based
on a quantìty of designing and moving data , the obscure factors effecting the
vibration reliability of the internal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reactor are analyzed
and the anti-vibration reliability criteria and the evaluating model are given.
And the anti-vibration reliability measures are advanced from diHerent quarters of the machine design and building , the thermohydraulics design , the control of reactivity , etc.. They may benefi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the vibration obscure reliability model of the reactor internals.

2

寻i
核电站建设中重点考虑的问题是辐射安全 [1 ， 2)

辐射危害主要来源于反应堆一回路泄

漏。如果一回路的主要设备及其管道系统发生破损或裂纹，放射性物质就会泄漏到安全壳

内，活染安全壳内的所有机械设备和其中的空气，进而伤害停堆后进入安全壳内维修的工
作人员。一回路的主要设备之一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容器内的各部件称堆内构件，如图 l 所
示。堆内构件主要包括堆芯下部支承构件、堆芯上部支承构件、堆内测量装置等。造成泄
漏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为堆内构件发生振动。此振动将引起构件材质裂纹的
形成与扩展。因此，防止堆内构件发生振动是保证核电站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环节。这种
可靠性的评价即称为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评价。影响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的因素有
多种，包括核反应性控制的影响，热工水力设计的影响，机械设计、选材、制造工艺的影

响，地震等非常事故的影响等。如此众多的、复杂的因素，使得很难提供一个简单的模型

来描述振动物理过程。因此，建立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模糊可靠性模型，用以指导设计、制
造、运行控制等过程，对于确保核电站的安全可靠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甘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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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压水堆本体简化结构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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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燃料组件
12 …→导流围裙 I

8 ….--堆芯围板

9 一一压力容器

10-- 吊篮筒

13--- 带控制棒组件的燃料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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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的模糊因素分析
载荷的模糊性

振动是由载荷引起的。在反应堆运行时，堆内构件承受着多种载荷，如压力载荷、高
温热载荷、机械载荷、温度或压力变化时引起的变载荷及地震等特味载荷。可靠性分析需

要确知这些载荷及应力的实际分布以及分布特征，这只能通过实测的载荷(应力〉时间历
程按统计方法获得，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而传统的强度设计所用的载荷(应力〉实际

上是一个近似值。为此需用模糊数学方法分析载荷与应力，将设计者的经验与知识融合进
去，以克服统计数据不足所带来的困难。
(1)构件服役期最大载荷预测的模糊性描述

一般用在某值左右来描述构件所受最大载荷的数值。对于这类具有模糊性的变量，采
用一个正态模糊变量来描述是十分合适的。其有关参数应通过专家基于经验和计算来得到，

可采用类似 Delphi 法的步骤进行 m 。
(2) 构件长期应力帽分布模型的模糊性描述

欲确定构件在环境载荷下的抗振性能，必须知道构件的长期应力幅分布。然而当预测

构件在工作期间的长期应力幅分布时，存在着众多的模糊因素，因而所估计的应力幅分布

的分布参数带有较大的主观不确定性。在预测时单纯采用榄率方法是不妥的，应采用概率
方法和经验方法结合进行。
(3)环境影响的模糊综合评判

简单地说，反应堆运行时堆内构件所处的工作环境为高温、高压、强腐蚀、强辐射、强

释热率及多种载荷冲击等 [1] 。我们知道，构件所处的环境条件往往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将对

构件的抗振性能产生较大影响，而对这些变化的描述又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为此，应通过
模糊综合评判来定量描述环境条件对堆内构件抗振性能的影响。

1.2

失效准则的模糊性

堆内构件的振动将导致裂纹的形成与扩展，进而导致放射性物质的世漏而失效，其失
效准则亦为)模糊概念。因为对堆内构件的振动问题不可能精确地描述其物理过程，振动
的大小、世漏量的多少都是模糊量，安全与不安全之间也没有绝对明显的界限。所以失效
f佳贝IJ 具有模糊性。

1.3

设计过程中的模糊因素

(1)设计人员的经验:反应堆堆内构件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从实践中总结
出来的经验又反过来指导设计工作，这些经验大多数具有模糊性。

(2) 振动模型的正确性:理论模型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时总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况且对
同一种问题，一般总存在好几种方法可供选择，如何选用也存在主观不确定性。
(3) 结构设计参数的合理性:堆内构件结构设计的参数选择是构件设计最主要的工作。

这些参数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内径、高度和接管部分筒体高度，堆芯尺寸和燃料组件的结
构形式、尺寸及排列方式，燃料组件技度、横断面尺寸、重量，冷却荆及其流速、流量、流

程、进出口温度和最大允许的总泄漏量，控制棒导向筒内径及其布置，中子摞、毒物管的
数量和分布位置，各种试验及测量管道的数量和分布位置等等。合理地选择这些参数显然
是一个模糊命题。

1.4 制造与检验过程中的模糊因素
(1)材料选用的合理程度:堆内构件的材料一般应具有良好的耐腐蚀、耐高温、耐中

子辐照等性能，各构件又有不同的材料要求，如何选择材料品种以及确定材料的各项性能
指标，应结合有关规范和经验进行模糊评判。
(2) 焊接质量:不良的焊接工艺，可能产生三种疵病，即残存焊渣、熔深不够及结构

疏松。这些因素对结构的抗振性能的影响可用"焊渣长度"、"溶深"以及"疏松组织体
积"来表示。当焊缝有焊渣时，焊渣长度对"良好"焊缝的隶属程度即可用模糊集中的隶
属度来表示。
(3)工艺及安装精度:精度要求中只能给出一些主要的具体指标，而大多数性能指标

是模糊的，只能给出一个范围，其具体取值靠经验确定。
(4) 检验人员的素质及检验设备的精度:人员的素质及设备的精度都是模糊概念，其
与检测结果精度之间的关系也是模糊的。

1. 5

运行控制过程的模糊因素
核电站的运行监控系统有于动系统，也有自动控制系统。其控制过程一般为反馈过程，

即通过对运行参数进行信息处理后，再发出控制指令以驱动相应的执行机构。显然，上述
过程包括大量的模糊因素。如控制临界值的准确性，人脑或仪表判断的正确性，操纵机构
的滞后性等等。
如上所述，引起堆内构件振动的各种因素具有随机性及模糊性的特点。对这类具有模
糊性的系统，用常规可靠性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描述常常是困难的或是低精度的。要解决

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新的工具，建立新的可靠性观念和方法。为确保反应堆运行的安全可
靠，有必要对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问题建立切实可行的模糊可靠性模型，用以指导设计、制
造和运行的全过程。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该模型进行全面精确的量化描述尚有待于

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实践验证。笔者对现有核电站大量的设计运行参数进行了综合分析，按
照模糊可靠性理论的思路，提出了防止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的模糊可靠性准则以及一系列

防止堆内构件振动的可靠性措施。

2
2.1

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模糊评价
模糊可靠性准则

防止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的模糊可靠性准则为:堆内构件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规定
的寿命期间，由于振动而引起的泄漏量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其要点可分述如下:
(1)规定的环境条件即如前所述的高温、高压、强腐蚀、强辐射、强释热率及多种载
荷冲击等。其温度和压力的期望值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进入汽轮机的蒸气压力为 6.11

MPa ，温度为 276. rc; 反应堆的入口压力为 15.5 MPa ，入口温度为 292.4 C. 出口平均

0

由度为 329. 8 C ;在压水反应堆的冷却剂中加了某些酸性物质，对堆内部件有强腐蚀;在堆
0

21

芯辐照区受中子和 γ 射线辐照，中子注量达 10 "" 10

23

n/cm 2

0

(2) 规定的寿命期指核电站系统的服役期，一般规定为 40 年。
(3) 世漏量的允许范围应遵循我国国家标准《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GB 6249-86))

所规定的允许剂量凶。

2.2

可靠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5

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考核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多种影响因素，而且

如上所述，许多影响因素的概念是模糊的。传统的总分法和加权平均法等方法是建立在普
通集合理论基础上的，并不能准确描述可靠性"高与低"这一模糊的概念和变化过程，因
而不能得到科学的评价结果。 1965 年，查德 (Zadeh) 创立的模糊数学理论，为解决具有模

糊性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基于模糊数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能较好地解决评价过程中
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能定量地处理评价过程中的模糊因素，从而

使评价结果更加合理、科学。
选取各评价因素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4]

(1)完整性 z 即评价因素应能全面反映防止堆内构件振动的可靠性水平，力求做到全
面、精确、可靠、有效;
(2) 方便性:即考核数据应较容易地根据试验数据或现场使用统计确定其估计值;
(3) 可比性:评价因素和评定方法应相对稳定，具有统一的指标值，以便在同类系统
或者同一系统的不同运行时刻之间进行比较。
(4) 先进性:应尽量采用国内外通用的可靠性标准和成熟的可靠性评价方法。

我们可以确定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影响因素集(简称因素集) U
并确定评价集(备择集) V =

(Vl' 叫，叫，叫，吨) =

=

(U 1 ，屿，屿，… ， U m )

,

(优等，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 ，则

模糊矩阵

Ql

qll

ql2

ql3

qH

ql5

Q2

q21

q22

q23

q24

q25

(1)

Q=

Q",J

Lqm'

qm2

qm3

qm~

qm!

为评价矩阵， Qi= (qi1' 如，…， qiS) 是对应于评价因素 Ui 的单因素模糊评价集，它是评价集 V

上的模糊子集 ， q;j 是对于第 U; 个评价因素对评价集中 V/j
UXV 上的模糊关系，可记为 Q=U

XV

=

1 ， 2 ，…， 5) 的隶属程度。 Q 是

， 由 (U ， V ， Q) 构成我们所定义的评价空间 [5] 。

评价指标集 U 中各因素 Ui 是不相同的，并且各因素的重要程度也是不等同的，可根据
各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赋予各评价指标一权重肉，从而得到 U 上模糊子集 A=( 町，句，… ， a "，)

'称为权重集。另设模糊综合评价集 B 是 V 上的模糊子集，是 (A ， Q) 上的模糊变换，即

B= A. Q= (鸟 ， b 2 ， 鸟，句， b s )， bj(j= 1. 2 ， …， 5) 的含义是综合考虑所有影响因素时，评价对
象对评价集中第 j 个元素的隶属度。 B 的计算方法可采用普通矩阵法，即

bj

=

2: a

,.

•

(j = 1 , 2 ,"', 5)

%

(2)

军于 1

对评价指标 b/j

=

1. 2 ，"'， 5) 的处理有多种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有以下两种:

(1)最大隶属度法

取与最大的评判指标 max 鸟相对应的备择元素 V，. 为评判的结果，即
V

=

{V[_IVL

•

maxb j

}

(3)

由最大隶属度法提供的结论是清晰扼要的。但它仅考虑了最大评判指标的贡献，舍弃
6

了其它指标提供的信息，有时难以确定具体的评判结果。
(2) 加权平均法

取以 b j 为权数，对各个备择元素 Vj 进行加权平均的值为评判结果，即

=

V

:2:鸟Vj/

:2: b

j=l

j=J

j

(4)

下面用算例说明上述评价模型的应用。

2.3

考核指标的选取及计算
根据上述评价因素的选取原则，我们制定了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考核指标体系即评价

因素(包括五个方面) ，如图 2 所示。

材料耐久性

「

I I

什才可靠寿命
L斗大修周期

核动 I I
也可

站郭 IH 设计制造精度保证性
好t 性

热工水力设计保证性

内考

」运行功率稳定性

构核

件指

核反应控制可靠性

振标

U 紧急停堆可靠性

计算机冗余系统的可靠性

计算机控制可靠性

在线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人、机反馈系统的可靠性

图2

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考核指标体系

模糊综合评判的步骤是:

(1)建立因素集
如图 2 所示，因素集为

u=
=

(Ul ， U2 ， U3' 问， Us)

(材料耐久性，设计制造精度保证性，热工水力设计保证性

(5)

核反应控制可靠性，计算机控制可靠性)
(2) 建立权重集

为防止核电站堆内构件发生振动，式 (5) 因素集中核反应控制可靠性是最重要的，其

次为热工水力设计保证性，然后依次为设计制造精度保证性、计算机控制可靠性和材料耐

7

久性。权重集为

A

=

(0.12 , 0.20 , 0.22 , 0.28 , 0.18)

(6)

(3) 建立备择集

为确定具体的数量指标，用 5 分制表示备择集中的各元素，即
v=(叭，吨，叫，叫，问)= (优等，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

(7)

(5 , 4 , 3 , 2 ,1)
(4) 单因素评判

单因素评判采用模糊统计方法，让参与评判的各位专家按预先划定的评定标准给各评
价因素划分等级，然后依次统计各评价因素等级的频数。由此得到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矩
阵

O

0.4

0.5

0.1

O

0.2

0.5

0.3

O

O

0.4

0.3

0.2

0.1

0.3

0.4

0.2

O

0.1

O. 5

0.3

0.1

O

(8)

(5) 模糊综合评判

B= A. Q
O
O. 2

==

=

(0

0.4

0.5

0.1

O

川 20 ， 0.22 ， 0.28 ， 0.1 叫。 1

0.5

0.3

O

O

0.4

0.3

0.2

O

0.1

0.3

0.4

0.2

O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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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模糊可靠性水平的判定
按最大隶属度法，由式 (3)

V

=

{vl.lvl. → maxb j } 对应于式 (9) 中的 0.41 ，可知总体

模糊可靠性水平为良好。
按加权平均法，由式 (4) 得
V

= bbjvi bbj = 3.5

(1 0)

此值可用于对同类系统进行比较，或是对同一系统在不同运行时刻之间进行比较，以

定性地判定系统可靠性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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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的可靠性措施
从图 2 可知，影响核电站堆内构件振动的主要因素，防止振动发生的可靠性措施有以

下几个方面。

(1)机械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可靠性措施

设计堆内构件，首先要满足堆芯核设计、热工水力和变形等设计准则的要求[气从图 l
看出，堆芯组件(主要为核燃料组件)安装在吊篮筒体内，吊篮筒体属堆内下部支承构件，
它被悬挂在压力容器的筒体法兰上端。堆内上部支承构件安装在吊篮筒体内的堆芯组件上

方。堆内上部、下部支承构件本身各自像一副巨型高级精密锺模，它们组装起来仍然像一
副精密锺模。由于反应堆压力容器是轴对称形，所以堆内各构件的形状也应呈轴对称布置，

使质心与形心重合，防止附加动载荷的产生;各部件本身合乎六点定位原则，各个部件组
装起来也应合乎六点定位要求，以实现稳定的刚性结构，避免水流冲击或局部体积沸腾时

发生振动;堆芯组件下板及堆内上部支承构件下板的定位面应与吊篮筒体严格垂直，其上
的所有定位销必须与燃料组件的上、下定位孔精确对中 p 堆内构件的每个零件都应有足够

高的精度，达到精密机械的公差要求，实现各部件组装后堆芯燃料组件径向间隙士 1mm 。堆
芯下部的流量分配板要设计科学分布的精密孔组，并严格控制形位公差，以确保冷却剂合

理流动;为了确保燃料组件及相关组件能被可靠地支承、压紧和精确定位，必须设计多种
弹簧，靠紧固力和弹簧力来压紧和吸振;为了防松，除了保证各个零件的质量外，各处联
接应牢固可靠，所有联接件紧固后焊牢;堆内下部有防地震结构件，使整个反应堆能承受

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载荷的冲击;为防止堆内部件因堆内冷却剂发生整体沸腾而造成的振
动，在压水堆核电站一回路应设计稳压器。
另外，由干堆内各构件既是大件又是精密件，所以工艺难度很大。对于这种精密重型

零件，必须用精密的重型工作母机来制造。例如秦山核电厂的堆内下部支承构件中的吊篮
筒体，就是一件又高又大的薄壁圆筒，该圆筒高约 6 m ，夕|、径约 3 m ，壁厚约 100 mm ，其
上有多个高精度内夕|、圆、环槽及台阶，还有上千个异径孔和螺丝孔，加工难度很大。制造

厂为此专门建造了一座厂房，专门设计制造了一台 3 立柱精密重型车锺床，确保了该筒的
加工质量，实现了轴对称结构。
(2) 材料选择方面的可靠性措施
前已述及，堆内构件所处的环境十分恶劣，所以设计堆内构件时要选用特种钢材。堆
内构件所用的材料必须具有耐辐照性能，因为强辐照会使材料的晶格扭曲、畸变、肿胀，引

起尺寸变化，或使金属变硬变脆;堆内构件所用材料必须具有热中子吸收截面小的核性能，
以减少中子的损失;材料还必须具有高纯度、抗腐蚀、耐高温等性能，否则会引起严重后

果，不仅会引起振动，而且会严重地降低材料的耐久性。
(3) 热工水力设计可靠性保证措施
压水反应堆运行时，不允许堆内的冷却剂发生整体操腾。核电站是利用反应'堆内核反
应裂变的辐射热来制造蒸汽的，其热功率由冷却剂(兼载热剂)载热方程来计算。设载热
开IJ 将热量送到堆夕|、做功的热功率为 P， ( 单位
P， =Q酣 •

式中 : Qm 一一冷却剂的质量流量， kg'sCρ 一-定压比热容，

J.

W) ，由能量守恒定律得:

Cp(T". - T i . )
J

;

(kg • K) 一

Tort 一一载热剂的出口温度 ，

K;

T川一一载热剂的入口温度， K 。

从上式看出，欲提高 P. ， 可提高Q"，或提高 Tou ，或降低 Tin 0 由于核电站的冷却剂泵
是大流量泵，其流量已达到 25000 M 3 /h ，再提高流量是不经济的 p 若降低 Tin ， 又受到二
回路给水制约，因为降低给水温度，则降低了电厂的热效率;因此只有提高 T剧，但这样做
有可能发生整体体积沸腾，如果发生整体体积沸腾，堆内的压力和容积会发生突变，其后
果就不堪设想。为了抑制这种体积沸腾，采用提高反应堆内水压的办法。另外，为对付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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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的负荷发生突变，采用前述的稳压器调节井稳定堆内的压力，从而避免因压力变化而
产生的振动。

(4) 核反应性控制方面的可靠性措施
核反应性及热功率是通过在反应堆内添加慢化剂、在核燃料组件上方设置控制棒等措

施来调节和控制的，以确保反应堆始终在临界状态下安全运行。采用各种核反应性控制方
法都应结合操作人员的经验并正确地控制仪表，从而防止功率波动过大特别是防止功率的
发散振葫而引起堆内构件振动。
(5 )计算机控制方面的可靠性设计措施

核电站计算机控制的任务是对运行参数进行信息处理，以协助人的操作;监控常规控
制操作系统，以指导操作和处理事故;给出控制指令以驱动相应的执行机构等。迄今为止，

大多数压水堆核电站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使计算机系统与常规控制系统及安全保护系统相

独立。我们最关心的是计算机在钱控制。其功能有:当反应堆运行参数超过限值或产生异
常时，自动发出信号;按操作人员要索，显示各种运行参数及变化趋势、相关量的计算结
果，并进行预测等;监视异常或事故现象，记录反应堆紧急停闭前、后的状态，承担数据
分析等等。通常，用两台计算机进行在线控制，其中一台备用。人们根据计算机输出的信

息，制定对策，以确保反应堆安全可靠运行。这些，都可间接地消除堆内构件振动的根源。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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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按照模糊可靠性理论的思路，较全面地分析了引起堆内构件振动的模糊因素，提

出了堆内构件振动可靠性的模糊准则，井建立了模糊可靠性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能客观
地反映防止系统振动的总体可靠性水平，指出系统已有的优势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通过

逐年或连续考核，还可以显示系统可靠性水平的动态变化过程，从而促进系统可靠性水平
的不断提高。本文特别总结提出了一系列防振可靠性措施。我国现有核电站设计与运行的

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对防止堆内构件振动是行之有效的。本研究尚为初步的探索，但为进
一步完善堆内构件振动的模糊可靠性模型提供了理论和实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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