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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反应堆核测系统的优缺点，提出了核测系统数字化的两种趋势，一

种是采用数字技术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使其自成独立系统；一种是保留基本必须的模拟电路，其计算处理功能由
数字化的保护系统实现，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各有反应堆核测系统这样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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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Digital Reactor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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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ystem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nalog technology are
compared, and the future two development trends of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ystem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e proposed. One trend
will be to realize more and more functions b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become a independent system. Other trend will be to retain
the basic analog circuit, and the calculation and processing function will be realized by digital protect system. Each of these two
methods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existing nuclear power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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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已广泛

应用，但在反应堆仪控领域的应用则相对滞后，主要是由
于反应堆对安全性的高要求和反应堆设备更新换代周期较

保护系统的二次仪表；一种是功能越来越多，集成各种诊
断、计算功能，比如可以直接输出反应性参数。

1

概述

长等原因造成。近年来，由于数字技术灵活、方便、便于

反应堆仪控设备可分为模拟、模拟加数字、全数字3种

维护，越来越多的反应堆仪控系统采用了数字化技术，特

类型，经历了三代的发展过程。国内在役核电站基本上都

别是新建的第三代、第四代反应堆。

是第二代，控制系统基本沿用了模拟单元组合式仪表，加

反应堆核测系统是反应堆必不可少的系统之一，通过

入了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DAS），包括数据的采集、显

核信号可以快速得到反应堆功率，其响应时间远远快于由

示、报警和日志记录、趋势的记录等，与国内20世纪80年

热工参数得到的反应堆功率，所以核测信号也是反应堆保

代火电厂的技术水平差不多。全数字化的反应堆仪控系统

护系统必不可少的保护变量之一。反应堆核测系统伴随着

是第三代产品，它的控制层、监控层完全计算机化，实现

反应堆仪控技术数字化的发展，由原来的模拟技术，发展

先进主控室的设计，控制回路也根据计算机化的特点进行

到现在的两种数字化方式，一种是越来越简化，只是作为

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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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反应堆核测系统功能示意图
Functional schematic diagram of reactor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ystem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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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反应堆第一种核测系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first reactor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ystem

反应堆仪控系统数字化的难点在于安全级的保护系

窄，对于宽范围的源量程和中间量程只能采用对数的方式

统，其要求对所有软件进行V&V认证，整个数字化开发

来处理，从而使处理精度不高。所以随着技术的发展，除

周期比较长。当反应堆保护系统采用了数字技术，也就

了前置放大器及主放大器必须使用模拟电路外，其他诸多

说明这个反应堆真正实现了仪控数字化。目前国外数字

功能都采用数字技术来实现，克服了模拟技术的种种缺

化保护系统主要有西门子公司的Teleperm XS、ABB公司的

点。同时数字技术的另一大优点是，可以减少前端探测器

COMMON Q、三菱MELTAC 平台等，国内主要有广利核的

和仪表的数量，使保护系统、功率控制系统、信息显示系

Firm Sys平台、国核自仪的NuPAC平台等。

统等可以采用隔离的方式共用一组探测器和仪表，从而节

反应堆核测系统主要用于监测反应堆中子注量率，从

省建造成本。

而得到反应堆功率，通过连续监测反应堆功率、功率变化

整个反应堆核测系统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越来

和功率分布，向操纵员提供反应堆装料、启动、停堆和功

越简化，单纯的信号滤波放大处理，原来的一些处理计算

率运行时的反应堆状态信息，同时向反应堆控制系统提供

功能、对外接口功能则由数字化的保护系统来实现；一是

堆功率信号，移动控制棒；在反应堆发生超功率时，向反

核测系统自己数字化，集成越来越多的功能，自成一个独

应堆保护系统提供中子注量率高和中子注量率变化率高信

立系统，直接完成各种测量和对外接口等。

号，触发反应堆紧急停堆。反应堆从起堆到满功率运行，
中子注量率变化范围达到10个数量级以上，目前商业化单
一探测器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核测系统将整个测量
范围分成3个量程，分别为源量程、中间量程、功率量程，
每两个相邻量程之间至少要有1个数量级的重叠，每个量程
由一种探测器来测量[1]。
反应堆核测系统与保护系统关系最为密切，随着数
字化保护系统的应用，以及模拟技术的缺陷，反应堆核测
系统也逐渐采用了数字技术。当然由于中子探测器出来的
信号极其微弱，需要前置放大器和主放大器进行信号预处
理，这部分必须由模拟电路实现，而无法数字化。

2

反应堆核测技术

2.1

第一种核测系统
反应堆核测系统数字化是必然趋势，由于前置放大

器、主放大器是处理微弱信号而无法数字化，其他的计算
分析功能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实现，核测系统数字化示意图
如图2所示。数字化技术可以避免模拟电路的诸多缺点，
将大大简化电路设计，实现大动态范围测量，提高测量精
度等。
这种架构的数字化核测系统与以前的模拟核测系统架
构基本一致，大部分功能还是由核测系统自己实现，其具
有多路隔离信号输出，分别输出给保护系统、功率控制系
统、信息显示系统等。国内的田湾核电站、方家山核电站
等就是采用了这种架构的数字化核测系统，其整体的仪控
架构和以前的模拟仪控架构基本一致，各个子系统相对独

反应堆核测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既需要给探测

立，分界面明确[3]。

器提供高压，也需要处理探测器出来的微弱信号；既需要

另外数字化核测系统有着强大的计算能力，所以除

输出信号给保护系统，也需要输出信号给功率控制系统、

了完成基本的处理分析功能外，还可以集成更多复杂的测

信息显示系统等。整个反应堆核测系统功能如图1所示。

量计算功能和本地数据显示存储功能等，如反应性测量。

早期的反应堆核测系统都是采用模拟技术实现，包括

这种方式的典型产品有俄罗斯SKU-Atom公司的NFME产

复杂的计算、定值比较、参数设定等，使用模拟的表盘或

品、MIRION公司的NFMS250产品。它们采用微处理器结

码盘来显示，如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2]。

构，可以直接计算出反应堆功率、倍增周期、反应性等，

模拟技术的反应堆核测系统主要缺陷在于使电路设

具有本地显示和数据记录功能，自成一个独立的测量系

计复杂、实现工艺困难，且模拟电路本身存在抗干扰能力

统，对外具有丰富的接口，如模拟信号、逻辑信号、数字

差、控制精度低、动态范围小、参数设定不方便、温度漂

信号等，可与保护系统、功率控制系统、信息显示系统、

移严重、容易老化等缺点。由于模拟技术处理的范围较

堆内振动监测系统等直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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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表1
两种核测方案比较
Comparison of two reactor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ystems

项目

核测方案
第二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
功能

第 25 卷

包括模拟前端处理、功率计算、倍增周期计

模拟前端处理，无数字计算处理需求

算、定值保护输出等
与安全级DCS接口

可提供多种信号，如电压、电流、数字信号、 只有中子注量率对应的信号
比较逻辑信号等

与其他系统接口

提供需要的信号

由安全级DCS提供

安全级DCS功能

简单处理及逻辑符合

功率计算、倍增周期计算、定值保护输出等

优点

自成一个独立系统，可独立运行

结构简单，实现容易，成本低

缺点

功能过于繁杂，成本高，需要数字处理技术， 需要与安全级DCS配合使用，增加了安全级DCS负担
需要相应软件V&V

2.3

分析比较
根据HAD102-10《核电厂保护系统及有关设施》规

定，“保护系统包括从过程变量的测量，直到产生保护动
作信号的所有有关的电气和机械器件和线路”，所以用于
保护的核测系统是保护系统的一部分。在反应堆数字化仪
控系统中，对于功率控制、信息显示系统等需要的非安全
Fig.3

图3
第二种核测系统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cond reactor 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ystem

级核测信号，完全可以由安全级系统通过模拟隔离删除，
或直接数字通讯隔离输出，从而反应堆仪控系统中只需要
安全级核测系统。上述的两者核测方案都满足法规标准规

2.2

定的单一故障准则、多重性、多样性、可试验性、可维修

第二种核测系统
另一方面，反应堆仪控系统数字化也带来了核测系统

的整个结构的变化，原来属于核测系统的一些功能，逐渐
由保护系统实现，而核测系统只保留了基本的微弱信号放
大、滤波等数字技术无法实现的功能，同时原来的对外数
据接口，也由保护系统提供，从而使核测系统大大简化，
其地位相当于保护系统下的现场级的二次仪表。整个简化
核测系统示意图如图3所示。
AP1000的仪控系统就是采用了这种结构，其核测系统
将源量程和中间量程探测器信号经过各自的前置放大器处
理后进入核测仪表信号处理组件（Nuclear

Instrumentation

Signal Processing Assembly，NISPA）中进行处理，而功率
量程信号则直接进入NISPA进行处理，处理后的信号直接
进入保护系统中的NIS处理器进行模数转换，最终得到正比
于堆芯功率的输出信号及周期信号[4,5]。此外，NISPA 向3个
量程的中子探测器和源量程、中间量程的前置放大器提供
电源。
这种结构的核测系统由少量的模拟电路组成，原来复
杂的计算处理功能则由数字化的保护系统完成。这样核测
系统避免了软件编程，避免繁杂的软件V&V，而数字化的
保护系统本身对于增加核测信号数字化处理功能，其整体
工作量增加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将会降低整体造价成本 。

性等要求，所不同的只是在保护系统内部的前端和后端功
能划分的区别。
由于一般核测系统和安全级DCS分别由不同的厂家来
供货，他们直接就存在一个接口问题。第一种核测方案，
主要功能在核测系统中完成，安全级DCS负担较轻，比较
容易实现，但第二种方案核测的大部分功能移到安全级
DCS中实现，需要安全级DCS具有相应的IO模块和复杂的数
字计算处理能力才能胜任，比如源量程通道会直接输出宽
度100ns，频率高达1MHz的脉冲信号，这就需要安全级DCS
具有这样的脉冲处理IO模块及相应的计数处理算法；需要
安全级DCS具有倍增周期计算算法；需要安全级DCS具有平
方、开方、对数等计算能力。目前有些安全级DCS供应商
还只能按照第一种核测方案来接口，缺少一些高速脉冲计
数IO模块和复杂计算算法，限制了一些第二种核测方案的
应用。
两种核测方案的比较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见，整个
保护系统的功能没有改变，只是在核测系统和安全级DCS
的接口功能划分上不同。从数字化安全级DCS发展趋势来
看，其势必功能会越来越强，便于把需要的信号统一起
来，一起处理，可以计算出多种保护中间变量。从这个角
度来看，就不需要把核测系统功能做的太强大，只要实现
基本功能，也可以避免核测数字化后需要各种软件V&V等
繁杂工作。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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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使用集成数据库解决方案虽然在规模大、周期长的项

目中存在一定短板，但其在解决数据冗余和不一致问题，
实现数据的高效复用，以及支持多平台数据接口等方面有
着巨大优势，是未来设计辅助工具软件发展的趋势。
集成数据库较“分布式”数据库设计方案，其设计
任务的来源，由交付物驱动设计，改为由设计活动驱动设
计；设计成果的形式，由以交付物为主，改为以数据为
主。它提供了灵活的配置功能，实现数据可视化。利用设
计形成的完整数据，可以非常方便地进行辅助功能开发和
扩展，实现数据的高效使用，保证设计质量。形成的核心
Fig.4

图4
集成数据库软件平台架构
Structure of software platform with integrated database

数据库可以支持数字化的移交，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功能，
支持移动终端显示，为后续的应用提供更多便利。
数字化设计由离散作业向集成化的改革是机遇也是挑
战。集成化的应用对设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设计

据库中抽取对象或关系数据。

的基础，不仅要了解数据的来源、参数，还要掌握数据结

集成数据库软件平台架构如图4所示。

构、上下游关联，从而实现数字化研发、验证、运维、设

◆ 集成数据库解决方案的优点

备设计相结合。同时，管理方面对质量控制提出了新的挑

1）数据的准确性和唯一性得到保证。

战，需要进一步规范、改进设计流程，协调、优化人力资

2）实现数据级的操作，基于完整的对象数据，便于实

源配置，以推动数字化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现数字化功能的扩展。
3）信息传递便捷，实现多专业的协同，响应速度快，
数据实时共享。
4）数据结构可定制化，既能体现实体对象的物理关
联，也能体现抽象关系的逻辑关联，对象数据、对象关系
可复用。
5）开放性和灵活性强，支持各种接口的扩展，支持特
定需求的定制化开发。
◆ 集成数据库解决方案的缺点
1）打破传统的设计方式，改变设计输出形式，需要一
个较长的过渡期。
2）对象建模复杂，数据库和软件前期配置工作量大。
3）难以复用现有的离散数据库数据。
4）在系统众多、数据量庞大，数据需要迭代时，数据
版本控制和基线管理会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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