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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钍基熔盐堆（Thorium Molten Salt Reactor，
TMSR）是第四代核反应堆的代表之一，
其特点是以熔融氟盐

作为冷却剂和燃料的载体。在熔盐堆中，
熔盐容易浸渗到核石墨内部，
引发核石墨局部高温，
造成核石墨损伤
程度增加，
严重破坏核石墨的结构，
从而影响核石墨材料的宏观性能和使用寿命。然而，
熔盐浸渗对核石墨力
学性能的微观机制以及熔盐浸渗引起的微结构损伤或破坏机制目前仍不清晰，
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原位环境
下（如力学加载、
高温等）熔盐浸渗对核石墨微结构的影响，
并揭示微结构演化的相关机制。本文基于同步辐射
原位拉伸 X 射线衍射技术（Two Dimensional X-ray Diffraction，2D-XRD），
开展了外部载荷为 0 N、15 N、21 N、
27 N 和 32 N 时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在拉伸断裂过程中的微观结构演化研究，
以揭示外部载荷条件下的
核石墨 IG-110 与熔盐之间的原位实时相互作用及材料断裂的微观机制。实验结果表明：
在拉伸断裂过程中外
部载荷使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的结晶性变差、
层间距变大，
同时 FLiNaK 盐的结晶性也明显变差。这一
发现将有助于解释熔盐浸渗后核石墨 IG-110 力学性能的变化，
理解核石墨 IG-110 与 FLiNaK 熔盐间的相互作用
机理，
有利于高性能核石墨的制备和 TMSR 的安全可靠运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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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Nuclear graphite is easily impregnated by liquid molten salt under high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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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due to its porous structure, which will affec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nuclear graphite. In-situ
real-time tensile synchrotron-based two dimensional X-ray diffraction (2D-XR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phite and molten sal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in-situ real-tim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IG-110 nuclear graphite and FLiNaK molten salt and the microscopic mechanism of material
fracture under the external stress load. [Methods] In-situ real-time tensile synchrotron-based 2D-XRD at several
fixed external forces, i.e., 0 N, 15 N, 21 N, 27 N and 32 N, were implemented to reveal the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IG-110 nuclear graphite and FLiNaK salt during the tensile fracture process. [Results] During the tensile fracture
process, the (002) diffraction peak of IG-110 nuclear graphite infiltrated with molten salt presents an obvious shift to
a lower q, a gradually decreasing peak intensity and a gradually increasing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Meanwhile, the diffraction peaks of the FLiNaK salt also present a gradually decreasing peak intensity.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tensile fracture, the larger the interlayer spacing, the worse the crystallinity of IG-110 nuclear
graphite and FLiNaK salt are emerged.
Key words

Thorium molten salt reactor, IG-110 nuclear graphite, Molten salt impregnation, In-situ tensile

synchrotron- based two dimensional X-ray diffraction

核能是清洁高效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绿色能源
之 一［1‒2］ 。 钍 基 熔 盐 堆（Thorium Molten Salt
Reactor，
TMSR）是第四代核反应堆裂变核能利用的
典型代表之一，
其特点是以熔融氟盐作为冷却剂和
［3‒4］
燃料的载体 。在熔盐反应堆中，
核石墨不仅被用
作中子慢化剂和反射体，
而且也被用作反应堆堆芯
的主体结构材料，
这主要是由于其具有高的中子散
射 截 面 、低 的 中 子 吸 收 截 面 、良 好 的 导 热 性 等 优
点［5‒7］。在核反应堆的运行过程中，
核石墨构件将承
受一定的机械载荷（来自石墨构件上部和自身重力
［8］
以及地震载荷）
，
构件结构的不对称性、不均匀引
［9］
起的应力集中 以及不同运行工况下的热应力［10］
等，
这将造成核石墨构件的结构损伤。因此，
为了核
反应堆的安全运行，
需确保反应堆内核石墨构件的
［11］
结构完整性 ，尤其是核石墨在高温、高压熔盐浸
渗，
外力加载等环境下的结构完整性。核石墨的机
械性能与其外在应力和微观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例
如，
Jenkins［12］在压缩实验中发现有相似 IM1-24 的微
观结构的核石墨随应力的施加降低了弹性模量 ；
Yoda 等［13］在拉伸实验中发现由应变引起的孔体积
变化对动态杨氏模量的降低有着重要作用；
Marrow
［14］
等 在中子衍射弯曲载荷实验和同步 X 射线拉伸载
荷实验研究中发现拉伸应变的施加降低了多晶石墨
的体积弹性模量，
且在拉伸情况下，
石墨晶体中的弹
性应变与施加的应力存在非线性关系 ；
Seldin［15］发
现施加应力后的石墨经退火处理后，
残余应变得到
缓解，
应力-应变特性也得以恢复。
在熔盐堆中，
核石墨与熔盐直接接触［16‒17］。由
于核石墨具有多孔性结构，
熔盐在一定压力下容易
浸渗到核石墨孔中，
这将影响核石墨的力学性能并
且缩短核石墨的使用寿命，
从而对熔盐堆的运行产

生影响。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
Tang 等［18］在抗压实
验中发现 FLiBe 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的常温抗压强
度比未熔盐浸渗的核石墨有着明显的增加，
并且随
着熔盐浸渗量的增加而增大，
其主要归因于核石墨
中浸渗的 FLiBe 盐增加了核石墨材料承担载荷的面
积；
Zhang 等［19］在常温抗压强度实验中发现 FLiNaK
盐浸渗后的核石墨的压缩断裂是纵向断裂，
而未熔
盐浸渗的核石墨的压缩断裂是剪切断裂，
其可能原
因是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存在热应力 ；He 等［20］发
现，
经熔盐浸渗实验后，
核石墨（002）衍射峰的半高
宽和不对称性降低，
这表明熔盐浸渗改善了核石墨
的堆积顺序。这些发现都表明熔盐浸渗将会引起核
石墨微结构产生显著的变化，
然而其相关机制目前
仍不明确，
因此急需进一步研究原位环境下（如力学
加载、高温等）熔盐浸渗对核石墨微结构的影响，
并
揭示微结构演化的相关机制。
本文采用同步辐射原位拉伸 X 射线衍射（Two
Dimensional X-ray diffraction，
2D-XRD）来实时观测
FLiNaK 盐浸渗的核石墨 IG-110 的拉伸断裂行为，
通
过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Scan Electronic Microscope，
SEM）、电 子 探 针 微 量 分 析 仪（Electronic Probe
Microscope Analysis，EPMA）对熔盐浸渗的核石墨
IG-110 的断裂面进行形貌和元素分布分析，
将详细
的分析核石墨 IG-110 在拉伸断裂过程中的微观结
构演化的情况，
这将有助于解释熔盐浸渗后核石墨
IG-110 力学性能的变化，
揭示核石墨 IG-110 断裂的
微观机制，
也将有助于理解核石墨 IG-110 和熔盐之
间相互作用机理 ，对未来高性能核石墨的制备和
TMSR 的安全可靠运行产生重大的实际意义。

040106-2

2019, 42: 040106

核 技 术

1
1.1

实验方法

波长）。

实验材料

本实验的研究材料是核石墨 IG-110（日本东洋
碳素公司），
它采用等静压成型工艺制备，
其相关物
理性能基本参数为：
骨料类型为石油焦；
骨料颗粒尺
寸 为 20 μm；体 密 度 为 1.77 g · cm−3 ；全 孔 率 为
21.33%；
孔径大小为 2 μm。
1.2

熔盐浸渗实验

大 块 核 石 墨 IG-110 样 品 被 加 工 成 20 mm ×
2.5 mm×2 mm 的长方体 ，用于 FLiNaK 熔盐浸渗实
验。在熔盐浸渗实验之前 ，首先需要对核石墨 IG110 样品进行研磨和抛光，
接着用丙酮、乙醇和去离
子水超声清洗以去除核石墨 IG-110 样品表面的污
染物，
并在 120 °C 下真空干燥 2 h 以除去吸收的水
分，
然后用激光打标机对其进行标记。所用的熔盐
是 LiF、NaF 和 KF 的共晶混合盐（LiF-NaF-KF：
46.5
mol%-11.5 mol%-42 mol%）。FLiNaK 盐的熔点约为
454.0 °C。在浸入熔盐之前，
使用分子泵对实验高压
釜进行预抽真空，
去除腔内的氧气等，
并再次充入一
定量的高纯氮气，
使核石墨 IG-110 样品处于一定的
压力环境下 ，所用的渗透压力为 0.2 MPa。在浸渗
20 h 后从熔融盐中取出核石墨样品。保持压力容器
中的压力直至其冷却至室温。使用位于手套箱中的
分析天平称量 FLiNaK 盐浸渗实验前后核石墨的质
量变化，
计算得到核石墨的增重量为（11.9±0.2）%。

图 1 基于同步辐射原位拉伸 XRD 的实验装置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 setup for the in-situ
XRD stretching based on the synchrotron radiation

2

结果与讨论

基于上海光源 X 射线衍射线站，
对 FLiNaK 盐浸
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开展了一系列原位拉伸同步
辐射的 XRD 实验。图 2 是在外部载荷为 0 N、15 N、
21 N、27 N 和 32 N 时，
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在不同外载力下的同步辐射 XRD 衍射图。通过对
比图 2（a）~（e）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外部载荷加载过
程中，
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有不同的衍射图
像 ，其中 q≈18.4 nm−1、q≈29.1 nm−1、q≈30.5 nm−1 分别
对应核石墨（002）、
（100）和（101）晶面的衍射矢量，
−1
而 q≈20.05 nm 、q≈23.2 nm−1、q≈26.8 nm−1 分别对应
FLiNaK 盐 中 KF（111）、NaF（111）/KF（200）、LiF
（111）/NaF（200）晶面的衍射矢量，
这表明在熔盐浸
渗实验后，
具有良好结晶的熔盐已经浸渗到核石墨
1.3 实验表征
IG-110 中。由图 2（a）~（e）中衍射环或衍射斑点的演
使用 LEO 1530VP 型号的 SEM 获得 FLiNaK 熔
化可以看出，
在外部载荷加载过程中，
核石墨 IG-110
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拉伸断裂面的结构形貌。
和 FLiNaK 盐衍射峰的位置和衍射斑点的分布均发
使用电子探针微量分析仪（EPMA；EPMA-1720）分
生了一定的变化，
这一变化将在图 3 中详细讨论，
这
析 FLiNaK 熔盐浸渍后核石墨 IG-110 拉伸断裂面处
主要反映了在外部载荷加载过程中核石墨与熔盐的
熔盐的分布。
晶粒发生了明显的挤压相互作用［20］。图 2（f）为对图
1.4 同步辐射原位拉伸实验装置
2（a）~（e）所得到的 XRD 图谱进行径向积分得到的
衍射谱，
各衍射峰用相应的米勒指数已经在图中做
图 1 是上海光源 BL14B1 线站的基于同步辐射
了标记。衍射峰强度的大小和半高宽可以反映出核
原位拉伸 X 射线衍射的实验装置图，
其中入射光的
光斑尺寸为 0.2 mm×0.2 mm，
光束的能量为 10 keV， 石墨和 FLiNaK 盐的晶粒的结晶特点。从图 2（f）中
可 以 看 出 ，在 外 部 载 荷 加 载 过 程 中 ，核 石 墨 和
波 长 为 0.124 nm。 通 过 透 射 模 式 进 行 原 位 拉 伸
［21］
FLiNaK 盐的衍射峰强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XRD 实验 ，
并将核石墨 IG-110 固定到已经做好的
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夹具模型上并放置在 X 射线入射方向的垂直方向，
110 拉伸断裂过程中的核石墨和 FLiNaK 盐的结晶
图 1 中的插图是拉伸实验装置图。在样品距离探测
特点 ，我们分别对核石墨 IG-110 的（002）衍射峰 ，
器的垂直距离约 201.30 mm 处采集到 2D-XRD 图
FLiNaK 盐的衍射峰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图 3（a）是
谱，
曝光时间为 10 s，
使用 FIT2D 软件分析 2D-XRD
［22］
在外部载荷为 0 N、
15 N、
21 N、
27 N 和 32 N 时，
熔盐
衍射图谱并显示在衍射矢量 q 坐标中 （q=4πsinθ/
λ，其 中 ：θ 是 衍 射 角 的 一 半 ，λ 是 入 射 X 射 线 的
浸渗后核石墨 IG-110 在拉伸断裂过程中（002）峰的
04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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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同步辐射原位拉伸的 FLiNaK 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的 XRD 图
(a) 0 N，
(b) 15 N，
(c) 21 N，
(d) 27 N，
(e) 32 N，
(f) 1D-XRD 图
Fig.2 The in-situ stretching XRD patterns based on synchrotron radiation and 1D-XRD pattern of IG-110 nuclear graphite
impregnated with FLiNaK salt during the stretching process (a) 0 N, (b) 15 N, (c) 21 N, (d) 27 N, (e) 32 N, (f) 1D-XRD pattern

衍射图谱，
可以看出，
（002）峰向着较低衍射矢量方
向移动。图 3（b）为在外部载荷加载过程中熔盐浸
渗的核石墨 IG-110 在拉伸断裂过程中的层间距 d002
变化情况 ，发现层间距 d002 从 0.335 5 nm（0 N）增加
到 0.335 7 nm（21 N），
然后保持不变（27 N、
32 N），
这
［20］
主要来自于石墨层间浸渗熔盐的挤压作用 。图 3
（c）是在外部载荷加载过程中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在拉伸过程中（002）峰的强度变化情况，
观察到衍射
峰强度是降低的，
外部载荷为 0 N 时（002）衍射峰强
约是 15 N、
21 N、
27 N 和 32 N 的 1.13 倍；
图 3（d）展示
了在外部载荷加载过程中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的半高宽 FWHM002 是增加的，
从 0.283°（0 N）增

加 到 0.285°（15 N），然 后 保 持 不 变（21 N、27 N、
32 N）。在拉伸断裂过程中，
核石墨 IG-110 的（002）
衍射峰强度的减小和 FWHM002 的增加表明：
外部载
荷降低了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的结晶性。
图 3（e）是 熔 盐 浸 渗 后 核 石 墨 IG - 110 拉 伸 过 程 中
FLiNaK 盐中 KF（111）峰的衍射图，
可以看出，
随着
外载荷的增加，
KF（111）峰向着较低衍射矢量方向
移动 ，这可能是由于在拉伸断裂过程中核石墨 IG110 和 FLiNaK 盐相互挤压造成的。图 3（f）显示了
随着外载荷的增加 KF（111）衍射峰强是逐渐降低
的，
外部载荷为 0 N 时衍射峰强约是 32 N 的 1.5 倍，
这表明外部载荷降低了 FLiNaK 盐的结晶性。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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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拉伸过程中，
熔盐浸渗的核石墨 IG-110(002)峰(a)、
层间距 d002(b)、
(002)衍射峰强度(c)以及(002)衍射峰半高宽(FWHM002)
(d)与外载荷力之间关系图，FLiNaK 盐中 KF(111)峰的衍射图(e)以及相应峰强度(f)与外载荷力之间关系图；
FLiNaK 盐中 NaF
(111)/KF(200)峰的衍射图(g)以及相应峰强度(h)与外载荷力之间关系图
Fig.3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s of IG-110 graphite impregnated with molten salt, (002) peak (a), layer spacing d002 (b), peak
intensity of (002) peak (c) and the half-height width of (002) peak (FWHM002) (d) as function of external load force, KF (111)
diffraction peak (e) and corresponding peak intensity (f) as function of external load force; NaF (111)/KF (200) diffraction peaks (g)
and corresponding peak intensity (h) as function of external load force

（g）为熔盐浸渗后核石墨 IG-110 拉伸断裂过程中
相互连通的。
FLiNaK 盐中 NaF（111）/KF（200）峰的衍射峰随载荷
的 变 化 ，可 以 看 出 在 刚 施 加 载 荷 中 NaF（111）/KF
（200）峰向着较高衍射矢量方向移动，
之后，
随着载
荷的增加，
NaF（111）/KF（200）峰也逐渐向低衍射矢
量方向移动，
这与 KF（111）衍射峰移动的规律是一
致的。图 3（h）展示了在外部载荷加载过程中，
NaF
（111）和 KF（200）衍射峰的总强度也是逐渐降低的，
外部载荷为 0 N 时衍射峰的总强度约是 32 N 的 1.1
倍 ，这再一次表明外部载荷降低了 FLiNaK 盐的结
图 4 FLiNaK 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拉伸断裂面的
晶性。
SEM 图
图 4 是熔盐浸渗后核石墨 IG-110 断裂面的 SEM
Fig.4 SEM images of IG-110 nuclear graphite impregnated
with FLiNaK salt at tensile fracture surface
形貌图。在核石墨 IG-110 断裂面处可以清楚的观
察到盐的形态和堆积情况。浸渗到核石墨 IG-110
图 5 显示了采用 EPMA 检测了熔盐浸渗后核石
中的固态熔盐颗粒堆积呈现近似圆形或树枝状。由
墨 IG-110 断裂面处的 FLiNaK 盐的元素分布 ，图 5
于熔盐浸渗占据石墨中的开孔，
石墨的开孔孔隙是
（a）~（c）分别是 FLiNaK 盐中 F 元素、K 元素和 Na 元
相互连通的，
所以在断裂面处也观察到部分熔盐是
040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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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断裂面处的分布。图 5（d）是一个低倍数下的
二次电子成像图，
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灰色区域和亮
色区域，
灰色区域是石墨，
亮色区域是盐的分布。对
比图 5（a）~（c）与图 5（d），
发现图 5（a）~（c）中 F 元素、

K 元素和 Na 元素的分布与图 5 中的亮色区域相吻
合。通过分析图 5 发现：
熔盐浸渗后核石墨断裂面
处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并且盐的分布尺寸大小也
不同。

图5

FLiNaK 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拉伸断裂面处 FLiNaK 盐中 F 元素(a)、
K 元素(b)和 Na 元素(c)的分布，
以及 EMPA 二
次电子成像图(d)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F element (a), K element (b) and Na (c) element, and its second electron image (d) obtained with EPMA
of IG-110 nuclear graphite impregnated with FLiNaK salt at tensile fracture surface

3

3

结语

本文基于同步辐射原位拉伸 2D-XRD 技术，
开
展了在拉伸断裂过程中熔盐浸渗后的核石墨 IG-110
的微观结构演变研究。实验结果表明：
在拉伸断裂
过程中，
外部载荷使熔盐浸渗的核石墨 IG-110 的层
间距变大，
结晶性变差，
同时也使 FLiNaK 盐的结晶
性变差。通过 SEM 清楚地观察到熔盐浸渗后核石
墨 IG-110 断裂面处的盐呈现接近圆形或树枝状形
态，
熔盐相互连通。通过 EPMA 分析得到熔盐浸渗
后核石墨 IG-110 断裂面处的盐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本文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揭示在外部载荷条件下熔盐
浸渗后核石墨 IG-110 的微观断裂机制，
以及核石墨
IG-110 与熔盐的之间的原位实时相互作用，
对高性
能石墨的制备和 MSR 的安全运行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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