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钍 基 氟 盐 冷 却 高 温 堆（Thorium-based Pebble Bed Fluoride Salt-cooled High-temperature Reactor，PB-

摘要

TFHR）作为第四代核反应堆的堆型之一，
其燃料元件由 TRISO（TRi-structural ISOtropic）包覆燃料颗粒组成，
具
有较好的中子性能和安全性。本工作采用 SCALE 6.1 程序开展 PB-TFHR 的临界和燃耗性能计算 ，结合
PANAMA 模型研究包覆燃料颗粒的破损率，
分析了 PB-TFHR 中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 kernel 半径、包覆层的
厚度和密度对堆芯中子学性能、
裂变气体氪、
氙和碘产量及包覆燃料颗粒破损率的影响，
给出优化的包覆燃料
颗粒结构，
为其物理设计提供参考。研究发现：
当保持包覆层的厚度和密度不变时，
较大的 kernel 半径（≥0.01 cm）
可使堆芯处于欠慢化区，
且堆芯温度反应性系数均为负值；
在相同的燃耗下，
kernel 半径越小，
堆芯中裂变气体
的生成量越少，
且包覆颗粒的破损率越小；
当保持包覆层密度不变，
只改变包覆层的厚度时，
疏松热解炭层和内
致密热解炭层的厚度对 keff 有较大影响；
而当保持包覆层厚度不变只改变包覆层的密度对 keff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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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orium-based pebble bed fluoride salt-cooled high-temperature reactor (PB-TFHR) is

one of the reactor types in the fourth generation reactors. It uses pebble fuel design filled with TRISO (TRi-structural
ISOtropic) coated fuel particles dispersed in a graphite matrix and has good neutronic and safety performances.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at the radius of kernel, thickness and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of TRISO in PB-TFH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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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on properties, the production of fission gas with krypton, xenon and iodine, and failure rate of coated fuel
particles. It can provide a design reference for the reactor physics of FHR. [Methods] The Standardized Computer
Analyses for Licensing Evaluation (SCALE) 6.1 program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bmodules such as burnup and
cross section processing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critical and burnup for the PB-TFHR and the PANAMA model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ailure rate of TRISO coated fuel particle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thickness and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are maintained unchanged, a larger radius of kernel (≥0.01 cm) is requir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reactor is under-moderated while the temperature feedback of core is always negative.
When the thickness and density of the coating layers keep constant, at the same burnup, the smaller the radius of
kernel is, the less fission gas is produced and the smaller the failure rate is. When the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is not
changed, variations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porous carbon buffer and the inner pyrolytic carbon layer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keff whilst keeping the thickness of the coating layers unchanged, only changing the density of the
coating layers does not affect the keff obviously.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give 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TRISO coated fuel particle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hysic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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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 盐 冷 却 高 温 堆（Pebble Bed Fluoride saltcooled High-temperature Reactor，PB-FHR）采 用 氟
锂 铍 熔 盐 作 为 堆 芯 冷 却 剂 ，燃 料 则 采 用 TRISO
（TRi-structural ISOtropic）包覆燃料颗粒 ，主要有球
床型和柱状型两种燃料组件类型。氟盐冷却高温堆
具有常压运行、高温输出、产电或产氢效率高等特
点［1-3］。自 2011 年至今，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
究所开展了钍基熔盐高温堆的研发工作［4-6］，
在燃料
元件分析[7]、燃料管理模式分析[8]、核数据不确定性
分析[9]和概率安全评价[10-11]等方面已取得进展。
包覆燃料颗粒由可裂变材料的碳化物或者碳氧
化物微球以及在其表面的几层包覆层组成［12］。包覆
燃料颗粒的燃料核芯部分主要采用溶胶-凝胶法制
作而成，
其组分主要有碳化物、氧化物、混合碳化物
及氧化物形式，
一般可制成半径为几十到几百微米
［12-13］
不等的颗粒
；
外面的包覆层主要使用化学气相
沉积法制成，
主要是难熔的陶瓷材料，
一般厚度为几
［14］
百微米 。包覆燃料颗粒经历几十年的发展，
主要
经 历 了 单 层（Laminar）型 颗 粒 、Buffer ISOtropic
（BISO）型 颗 粒 的 发 展 ，最 终 形 成 现 今 已 成 熟 的
TRISO 型颗粒。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由一个装载燃料的核芯
（kernel）与其外面的 4 层包覆层共同组成，
如图 1 所
示。包覆层由内而外依次是：
1）疏松热解炭（PrC）
层，
主要为了储存裂变气体、
CO 和 CO2 ；
2）内致密热
解炭（IPyC）层，
主要防止或延缓裂变产物对 SiC 的
腐蚀；
3）碳化硅（SiC）层，
主要承受内压及阻挡气态
和固态裂变产物的释放 ；
4）外致密热解炭（OPyC）
层 ，主 要 保 护 SiC 层 免 受 压 制 过 程 中 的 机 械
损伤［15-16］。
基于高温堆，
各国开展了不同的堆型设计及建

图 1 燃料球和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模型
Fig.1 Schematic sketch of a fuel pebble and TRISO
coated fuel particle

设，对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燃料形式、燃料组分
比例及结构尺寸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日本 30 MW
（热）功率的 HTTR 使用氧化物形式的包覆燃料颗粒
的 kernel 半径为 300 μm，
除了外致密热解炭层的厚
度设计偏大外 ，其他包覆层的厚度设计都较小［17］。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超高温气冷堆上使用了易裂变包
覆燃料颗粒和可增殖包覆燃料颗粒的混合铀燃料，
其 包 覆 燃 料 颗 粒 的 kernel 半 径 分 别 为 175 μm 和
250 μm［18］。Fratoni［3］分析了装载混合碳氧化物形式
铀燃料在不同 kernel 半径（100~500 μm）和燃料球石
墨重金属比（C/HM）情况下的温度反应性系数，
并对
［19］
堆芯燃耗深度进行了评估。Wols 等 分析了高温
气冷堆装载不同质量重金属和 233U 比重情况下的堆
芯初始剩余反应性和温度反应性系数。德国的
HTR-500、HTR-100、HTR-MODUL 以 及 中 国 的
HTR-10、
南非的 PBMR 采用的包覆燃料颗粒结构都
［12］
相同（kernel 半径为 250 μm）
。张永栋等［20］基于修
正的 PANAMA 模型分析了常规包覆燃料颗粒尺寸
及其标准偏差对失效概率的影响。此外，
Rosale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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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种加速器驱动的气冷堆概念设计 ，其采用
kernel 半径为 200 μm 的包覆燃料颗粒。
近年来，
钍资源的利用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关
注。与铀燃料相比，
钍燃料具有以下一些优势：
储量
是铀的三倍；
作为增殖核燃料，
在热堆上转化成易裂
变燃料 233U 的效率更高［22］；
钍及其氧化物化学性质
稳定，
导热性好，
热膨胀系数低，
产生的裂变气体相
对少，
耐辐照和高温，
可实现更高的温度运行和更深
燃耗［5］。因此 ，采用 233UO2-232ThO2 作为 TRISO 包覆
燃料颗粒的核芯［23-25］，
将原有的铀燃料包覆颗粒替
换成钍基燃料包覆颗粒，
可形成 PB-TFHR。针对该
堆型已开展钍基燃料包覆颗粒、核燃料组分比例和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填充比例的研究，
并分析了其
［25］
对转化比、
燃耗等堆芯物理性能的影响 ，
但尚未针
对钍铀燃料特性开展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几何的
优化。本工作基于 PB-TFHR 堆芯，
分析不同 kernel
半径的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在堆芯中的中子物理
特性、
裂变气体产量及破损率，
并讨论各包覆层的尺
寸和密度对 PB-TFHR 堆芯中子物理的影响。

图2

钍基氟盐冷却高温堆的侧视图(a)和俯视图(b)
Fig.2 Vertical (a) and horizontal (b) view
of the PB-TFHR core

表 1 钍基氟盐冷却高温堆主要参数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for the PB-TFHR
参数 Parameters

数值
Values

功率 Thermal power / MWth

1 000

燃料区直径 Diameter of fuel zone / cm

506

燃料区高度 Height of fuel zone / cm

506

顶部反射层厚度 Thickness of top reflector / cm

100

底部反射层厚度 Thickness of bottom reflector / cm 50

1

计算模型

径向反射层厚度 Thickness of radial reflector / cm 50

PB-TFHR 的堆芯侧视图和俯视图如图 2 所示，
堆芯的主要参数见表 1。
燃料球元件由燃料区和非燃料区构成，如图 1
所示。燃料区是直径为 5 cm、TRISO 包覆燃料颗粒
弥散在石墨基体里的球体。非燃料区位于燃料区外
围、为厚度 5 mm 的石墨球壳。其中 TRISO 包覆燃
Table 2

Pebble 填充因子 Packing factor of pebble / %
−3

熔盐密度 Density of salt / g·cm

1.90[1−2]

熔盐组分 Salt composition

LiF-BeF2

摩尔比例 Molar fraction

2:1

Li 富集度 Enrichment of 7Li / %

99.995

7

料颗粒的主要参数见表 2。

表 2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主要参数
Main parameters for TRISO coated fuel particle

参数 Parameters

数值 Values

燃料摩尔比例 Fuel molar ratio

12.5% 233UO2, 87.5% 232ThO2
−3

燃料的密度 Density of fuel / g·cm

10.50

包覆层材料（由内向外）Coating layers materials (inner to outer)

PrC/IPyC/SiC/OPyC

2

60.46

利用 SCALE 6.1 中的 COUPLE 模块将中子输运

计算方法

程序 KENO-VI 和燃耗计算模块 ORIGEN-S 进行耦
2.1

计算工具

合开展堆芯燃耗计算。

本工作中使用的 SCALE 6.1 是美国橡树岭国家
实验室研发的用于核安全分析和设计的计算程
序［26］。其中 CSAS6 模块和 TRITON 模块分别进行
临 界 和 燃 耗 计 算 ，Cell Data 模 块 处 理 不 均 匀 性 。
Kelly 等［27-28］验证了 SCALE 程序计算氟盐冷却高温
堆的适用性，
计算使用的数据库为 SCALE 6 程序自
带的基于 ENDF/B-VII.0 的 238 群数据库。SCALE
程 序 计 算 结 果 与 MCNP（Monte Carlo Neutron and
Photo Transport Code）进行比较，
结果基本一致［29］。

2.2

PANAMA 模型
燃料球的完整性是保证堆芯正常运行的重要保

障，
而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破损率是衡量燃料球
完整性与否的重要指标，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破
损率越低，
越有利于堆芯安全。TRISO 包覆燃料颗
粒失效主要包括压力壳式破损、
钯对碳化硅（SiC）的
侵蚀、
阿米巴效应和 SiC 高温分解，
其中最主要的是
压力壳式破损。压力壳式破损是指随着燃耗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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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
由气态裂变产物、
低挥发性固态裂变产物蒸
汽、CO 和 CO2 的积聚而引起 SiC 层的内压增大并导
致其破损［29］。
PANAMA 模型是经典的研究碳化硅（SiC）层破
损失效模型，
主要考虑温度、
快中子辐照和气体内压
对 SiC 层破损率的影响［30-31］。PB-TFHR 中 SiC 层的
温度不超过 1 873 K，所以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在
PB-TFHR 中的破损以压力壳式破损为主。张永栋
等［32］已利用 PANAMA 模型分析了温度分布对固态
熔盐堆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破损率的影响，
分析结
果合理，
验证了 PANAMA 模型对 PB-TFHR 适用性。
本文通过模拟 PB-TFHR 堆芯中子特性了解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所受快中子辐照行为、裂变气体产生
行为、辐照时间和燃耗等信息，
并基于 PANAMA 模
型对燃料球中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破损率进行
分析，
为 PB-TFHR 上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设计提
供参考。
按照 PANAMA 模型，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在运
行 温 度 为 T 的 情 况 下 ，工 作 t 小 时 后 的 辐 照 破 损
率为：

方程中求得：
p=

nRT
Vf

(6)

式 中 ：n 是 裂 变 气 体 摩 尔 数 ；R 是 气 体 常 数 ，R=
8.314 3 J·mol−1·K−1 ；
T 是温度，
K；
Vf 是自由体积，
m3。

3

计算结果与讨论

TRISO 包 覆 燃 料 颗 粒 设 计 的 重 要 参 数 包 括
kernel 半径（R-kernel）、
包覆层的厚度和密度，
它们分
别影响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里装载燃料的质量、存
储和阻挡裂变产物和气体的能力。本工作主要分析
上述参数的变化对 PB-TFHR 堆芯中子物理的影响
并给出设计推荐。
3.1

中子能谱和临界

中子能谱能反映反应堆中子能量分布，
是反应
堆的重要参数。图 3（a）~（e）分别给出保持包覆层厚
度和密度不变时，
初始时刻的堆芯中子能谱和堆芯
能 谱 因 子（Energy of Average Lethargy causing
［33］
Fission，EALF）
随 kernel 半 径 变 化（R-kernel 从
m
0.005 cm 增加到 0.06 cm）的情况。EALF 值反映中
P (t,T ) = 1 - exp é - ln2 (σ t /σ 0 ) ù
(1)
ë
û
子能谱的软硬，
EALF 值越大，
堆芯中子能谱越硬。
σ 0 为 SiC 层辐照后的拉伸强度，
σ t 为内压在
式中：
Pa；
热中子谱可用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分布近似表示，
峰
SiC 层 中 产 生 的 应 力 ，Pa；m 为 SiC 层 的 Weibull
值对应的 X 轴能量点与介质（慢化剂等）的温度相
模量。
关，
慢化剂温度不变时，
热中子谱峰值对应的 X 轴上
快 中 子 辐 照 会 引 起 SiC 层 的 Weibull 模 量 降
中子能量点在 0.2 eV 附近不动，
峰值对应的 Y 轴坐
低，
即：
标则与热中子份额也即中子能谱的软硬相关。从图
Γ
3 可见，
保持包覆层厚度和密度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
m 0 = m 00 ( 1 )
(2)
Γm
kernel 半径的增大，
堆芯中燃料装量增加，
慢化材料
式中 ：m 00 是辐照前 SiC 的 Weibull 模量 ，其大小为
与燃料装量原子数之比（C/HM）减少 ，慢化性能减
Γ 为快中子积分通量，单位为 1025 m−2 ，所采用
8.02；
弱，
堆芯中高能中子所占的比例增加，
堆芯中子能谱
Γ m 是与温度有关
的快中子能量范围为 E>0.2 MeV；
变硬，
表现为 X 轴 0.2 eV 对应的峰值减小，
这也解释
的 当 量 通 量 ，当 SiC 层 的 温 度 为 1 100 K 时 ， 了图 3（a）~（d）中，
X 轴 0.2 eV 处峰改变的原因，
所以
Γ m =9.658；
m 0 的最小值取 2。
随着 kernel 半径的增大，
X 轴 0.2 eV 附近的峰值逐渐
根据薄壳理论［7］，
内压引起的 SiC 层的应力由下
减小。
式决定。
为了分析 kernel 半径变化对堆芯 keff 的影响，
图
r = [ 0.5 ( r a3 + r i3 ) ]1/3
(3)
4（a）给出了初始 keff 随 kernel 半径的变化情况。结果
d0 = ra - ri
(4)
表明：
keff 随着 kernel 半径的增大先增加后减少。为
rp
rp
υt
了研究 keff 的这一变化情况，
图 4（b）给出了相同条件
σt =
=
(1 +
)
(5)
2d act 2d 0
d0
下燃料球 C/HM 随 kernel 半径的变化趋势。从图 4
r i 和 r a 分别为 SiC 层
式中：
r 为 SiC 层的平均半径，
m；
（b）中可以看出，
燃料球 C/HM 随 kernel 半径的增大
p 为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内
的内半径和外半径，
m；
逐渐减小，
这表明随着 kernel 半径的增大堆芯由过
d 0 为 SiC 层的初始厚度 ，m；
υ 表示
的气体内压 ，Pa；
慢化区（keff 随着 C/HM 的增大而降低的区域）逐渐变
−1
-7 -187 400/( RT )
SiC 层的腐蚀速率 ，m·s ；υ = 5.87 × 10 e
， 成欠慢化区（keff 随着 C/HM 的增大而上升的区域），
υ 为 7.409×10-16 ；
当温度为 1 100 K 时，
t 为时间，
s。
进而导致 keff 先增大后减小（图 4（a））。为了保证熔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内气体内压可从理想气体
盐冷却高温堆空泡产生时堆芯仍处于安全状态，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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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图 3 初始中子能谱(a−d)和 EALF (e)随 kernel 半径的变化
The initial neutron spectra (a−d) and EALF (e) as a function of R-kernel

大 ，TCR 从−0.281×10−5 K−1（R-kernel=0.01 cm）逐渐
变化至−5.559×10−5 K−1（R-kernel=0.06 cm），符合负
温度反馈要求。这是因为随着 kernel 半径的增加，
燃料装量增多（图 5 圆点线），
燃料特别是增殖燃料
的中子寄生俘获份额增加。同时 C/HM 减少（图 4
（b）），
堆芯中子能谱变硬（图 3），
易裂变核素 233U 的
裂变截面比增殖核素 232Th 的俘获截面减小的快，
表
现为负温度反馈。但是较大 kernel 半径时，
燃料装
量较多，
石墨装量很小，
导致 C/HM 数值相对很小，
使 C/HM 在 kernel 半径大于 0.04 cm 变化较小（图 4
（b））。 初 始 TCR 和 C/HM 直 接 相 关 ，因 此 图 5 中
TCR 在 kernel 半径大于 0.04 cm 后没有明显变化。
因此，
从温度反应性系数的角度，
kernel 半径越大，
负反馈越强，
对于较大的 kernel 半径范围（R-kernel>
0.04 cm），
可选取 R-kernel=0.04 cm。

图4

相同包覆层厚度和密度情况下 keff (a)及 C/HM (b)
随 kernel 半径变化
Fig.4 keff (a) and C/HM (b) as a function of R-kernel
with the identical thickness and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3.3

要设计在欠慢化区，
因此 kernel 半径的尺寸要大于
0.01 cm。
3.2

温度反应性系数

堆 芯 的 温 度 反 应 性 系 数（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activity，TCR）为负是确保反应堆
运行安全的重要要求。图 5 给出 kernel 半径大于
0.01 cm（欠慢化区域）下堆芯的初始 TCR 随 kernel
半径的变化情况。从图 5 可以看出，
随 kernel 半径增

裂变气体产生情况

在钍基氟盐冷却高温堆运行中，
包覆燃料颗粒
内会产生气体，
其形成的内压对 TRISO 包覆燃料颗
粒的完整性有重要影响，
而气体中裂变气体份额最
大，
因此，
研究堆芯中裂变气体产量随燃耗变化规律
具有重要意义［34］。TRISO 包覆燃料颗粒核芯中的易
裂变核发生裂变时产生的主要气体裂变产物有氪
［35］
87
（Kr）、
氙（Xe）
和碘（I）的各种同位素，
如 85Kr、
Kr、
Kr、90Kr、133Xe、135Xe、137Xe、138Xe、123I、125I、129I、131I、

89

080604-5

2019, 42: 080604

核 技 术

图5

保持各包覆层厚度和密度不变，
堆芯温度反应性
系数随 kernel 半径的变化
Fig.5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activity (TCR) as a
function of R-kernel with the thickness and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constant

133
134
I、
I、
I 和 135I 等。
当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包覆层厚度和密度
不变时。改变 kernel 半径，
初始时刻到停堆时刻堆
芯中裂变气体 Kr、Xe 和 I 的总生成量随燃耗变化的
规律分别见于图 6（a）、
（b）和（c）。从图 6 可以看出，
堆芯中裂变气体 Kr、Xe 和 I 的总生成量随着燃耗增
加呈线性增加。燃耗相同，
较大 kernel 半径的堆芯
裂变气体总生成量越多。这主要是因为 kernel 半径
大，
重金属的装量大，
裂变气体的产量则对应增加。
裂变气体产量增加 ，导致包覆层压力增大 ，不利于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完整性。此外 ，kernel 半径
大于 0.025 cm 时 ，堆芯燃耗下降 ；kernel 半径小于
0.015 cm 时，
堆芯运行时间较短，
因此推荐 kernel 半
径范围为 0.015~0.025 cm 的情况。
132

3.4

图6

不同 kernel 半径情况下，
裂变气体氪(a)、
氙(b)和碘
(c)的总生成量随燃耗的演化情况
Fig.6 The total mass of krypton (a), xenon (b) and
iodine (c) varies with burnup for different R-kernel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破损率随 kernel 半径的

变化规律
当保持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包覆层厚度和
密度不变时，
停堆时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中裂变气
体产量最大（图 6），
对应的破损率随 kernel 半径的变
化情况如图 7 所示。从图 7 可见，
kernel 半径越小，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破损率越低。这主要是因为
kernel 半径越小裂变气体的产量较少（图 6），
对碳化
硅（SiC）层产生的内压越少。
3.5

包覆层厚度和密度的选择

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包覆层厚度变化对堆芯中
子性能的影响如图 8 所示。图 8 中（a）、
（b）、
（c）和
（d）表示保持各个包覆层的密度不变，
分别改变 PrC
层、IPyC 层、SiC 层、OPyC 层的厚度时 ，keff 随 kernel
半径变化的趋势。图中 Normal 表示包覆层的常规
尺寸；
Large-表示相对 Normal 的设计参数增大相应
参数到现有包覆层设计的最大厚度，
增加包覆层的
厚度，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数目减少，
燃料的装量

图7

包覆层厚度和密度不变，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破损
率随不同 kernel 半径的变化情况
Fig..7 Failure rate as a function of R-kernel with constant
Fig
thickness and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降低，
燃料球 C/HM 值上升；
Small-表示相对 Normal
的设计参数减小相应参数到现有包覆层设计的最小
厚度，
减少包覆层的厚度，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数
目增大，
燃料的装量增加，
燃料球的 C/HM 值下降。
三种情况下包覆层的厚度见表 3。
由图 8 可见，
R-kernel 大于 0.015 cm 时三种情况
对应的 keff 变化趋势类似。这是因为 kernel 半径较小
时，
改变包覆层的厚度，
堆芯从欠慢化区过渡到过慢
化区。由图 8（a）、
（b）可见，
keff 随 PrC 层和 IPyC 层厚
度的变化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改变它们的厚度对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装载数目也即燃料装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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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SiC 层的厚度导致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破损
率 增 加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切 向 应 力 增 加（式（5））导
致的。

图 9 kernel 半径为 0.015 cm 时，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的
破损率随不同包覆层厚度的变化情况
Fig.9 Variation of failure rate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of
coating layers for R-kernel of 0.015 cm

图8

改变疏松热解炭层(a)、
内致密热解炭层(b)、
碳化硅
层(c)和外致密热解炭层(d)的厚度，
keff 随不同
kernel 半径的变化
Fig.8 keff as a function of R-kernel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of
PrC layer (a), IPyC layer (b), SiC layer (c) and OPyC layer (d)
表 3 包覆层厚度的参数
Table 3 Parameters for the thickness of coating layers
包覆层 Coating layers

厚度 Thickness / μm
Large

Normal

Small

疏松热解炭层 PrC layer

100

95

60

内致密热解炭层 IPyC layer

50

40

30

碳化硅层 SiC layer

35

35

22

外致密热解炭层 OPyC layer

45

40

35

响较大，
燃料球的 C/HM 和中子能谱变化明显。同
样，
由于较大的 kernel 半径的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
装载的核燃料较多，
在燃耗相同情况下，
核芯中产生
的裂变气体多（图 6）。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裂变气体
存储空间，
应增大 PrC 层的厚度以降低破损率。从
图 8（c）、
（d）可见，
SiC 层和 OPyC 层的厚度变化对 keff
影响较小，
这是因为它们的变化对堆芯中的燃料装
量及燃料球的 C/HM 影响都很小的。
图 9（a）给出 kernel 半径为 0.015 cm 时改变包覆
层厚度时 TRISO 包覆燃料颗粒破损率的变化情况，
图 9（b）是图 9（a）几个点的放大。从图 9 可见，
降低
PrC 层的厚度，
破损率有较大的升高。这主要是因
为减少了裂变气体的存储空间导致内压增大，
所以，
PrC 层的厚度应偏大。同时，
较大的 PrC 层厚度会增
大 SiC 层的平均半径（式（3）），
进而所受应力增加。

图 10 表示维持各个包覆层的厚度不变，
分别改
变 PrC 层、IPyC 层、SiC 层、OPyC 层的密度时，
keff 随
R-kernel 变化的关系。图 10 中 normal 表示包覆层的
常规密度；
large-表示相对 normal 的设计参数增大相
应参数到现有包覆层设计的最大密度；
small-表示相
对 normal 的设计参数减小相应参数到现有包覆层
设计的最小密度。三种情况下包覆层的密度见表
4。从图 10 可以看出，
包覆层的密度对钍基氟盐冷
却高温堆的初始 keff 影响较小。这是因为各个包覆
层的碳原子数占燃料球总的碳原子数比重很小，
各
包覆层密度的变化对碳原子数的影响很小，
即包覆
层密度变化对石墨总的散射截面变化很小，
堆芯内
的中子物理特性没有太大变化。由于堆芯 keff 没有
太大变化，
SiC 层的结构也没有改变，
所以密度导致
的破损率可忽略。
结合以上分析，
综合考虑堆芯临界性能（keff）、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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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改变各个包覆层的密度，
keff 随不同 kernel 半径的
变化
Fig.10 keff as a function of R-kernel with different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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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包覆层密度的参数
Table 4 Parameters for the density of coating layers
包覆层 Coating layers

JIANG Mianheng, XU Hongjie, DAI Zhimin. Advanced

密度 Density / g·cm−3
large

normal

small

疏松热解炭层 PrC layer

0.90

1.05

1.30

内致密热解炭层 IPyC layer

1.30

1.90

2.10

碳化硅层 SiC layer

3.05

3.18

3.20

外致密热解炭层 OPyC layer

1.30

1.90

2.10

fission energy program − TMSR nuclear energy

system[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27(3): 366 ‒ 374. DOI: 10.3969/j. issn. 1000-3045.
2012.03.016.
5

理, 2016, 45(9): 578‒590. DOI: 10.7693/wl20160904.

温度反馈效应、
低破损率等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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