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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快堆 Th-U 燃料循环增殖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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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快堆是当前国际上关注的热点之一，
本文基于堆芯结构双流体方案，
即裂变熔盐燃料和增殖熔盐介

质各自独立冷却循环，
利用氟化或氯化熔盐中钍铀重金属盐高温下的高溶解度特性，
获得熔盐快堆的高增殖。
通过比较钍铀燃料循环熔盐快堆的三种可行性熔盐燃料方案（LiF+ThF4+UF4、NaF+ThF4+UF4 和 NaCl+ ThCl3+
UCl3），采 用 基 于 反 应 堆 安 全 分 析 和 设 计 的 综 合 性 模 拟 程 序 SCALE（Standardized Computer Analyses for
Licensing Evaluation），
计算 了中子能谱、
反应性温度系数，
分析了增殖比 BR（breeding ratio）受反应堆裂变区、
增
殖区和 ZrC 中子反射层的尺寸影响、
熔盐中 6Li 和 35Cl 同位素丰度的影响，
以及熔盐密度误差对 BR 计算值的准
确性影响、
易裂变核素随反应堆运行时间演化等。在钍铀燃料循环熔盐快堆中，
通过优化处理得到三种熔盐燃
料方案的增殖比 BR 约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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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U breeding in molten salt fast reactor
LI Do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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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Because of its superior performance, molten salt reactor has been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andidates for the fourth-generation reactors,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Purpose] In the
molten salt fast neutron reactor, we try to find the most suitable molten salt fuel schem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gh proliferation of fissile nuclides. [Methods] Based on the two-fluid cooling cycle scheme, independent cooling
cycles of fission molten salt fuel and breeding molten salt, a comprehensive simulation program SCALE
(Standardized Computer Analyses for Licensing Evaluation) was employed to achieve high breeding ratio (BR) in the
molten salt fast reactor by utilizing the high solu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orium and uranium heavy metal salts in
fluorinated or chlorinated molten salts at high temperatures. Three feasible molten salt fuel schemes (LiF+ThF4+UF4,
NaF+ThF4+UF4, and NaCl+ThCl3+UCl3) were compared by calculating the neutron energy spectrum and the
reactivity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Influence factors of BR, such as the sizes of fission zone, breeding zone and ZrC
reflective layer, the isotopic abundance of 6Li and 35Cl in the molten salt, molten salt density error on 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fissile nuclides with reactor operating time, were computation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breeding ratio (BR) of reactor reaches about 1.2 in all three molten salt fuel schemes when the diameter and
height of the fission zone are both 260 cm. [Conclusions] With optimization of the reactor geometry,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isotopic abundance of the molten salt fuel, a high breeding ratio of the reactor is achievabl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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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 纪 50~70 年 代 ，美 国 橡 树 岭 国 家 实 验 室
堆中裂变而被直接利用，
只有能量高于一定阈值的
232
中子才可以被 Th 吸收、并经过两次 β−衰变最终生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ORNL）进行了熔盐
反 应 堆 实 验（Molten Salt Reactor Experiment， 成易裂变核素 233U。这一钍铀燃料循环过程的反应
链如下［16-18］：
MSRE），
采用氟化熔盐混合物为核裂变燃料，
石墨
233
ββ - 233
( n,γ )
232
为中子慢化剂，
输出功率达 7.4 MWt，
平均运行温度
233
¾
¾¾
¾¾
® Th
Th
2
Pa
2 U (1)
22 min
27 d
600~700 °C［1-5］。2000 年初，
在多国政府会议和第四
在反应堆中，易裂变核 233U、235U 和 239Pu 每吸收
代核反应堆国际研讨会上，
熔盐反应堆和其他类型
一个中子后，
释放的平均中子数 η 随中子能量变化
反应堆被确认为第四代核反应堆的优先发展的候选
如图 1 所示。图 1 中数据由美国 ENDF（Evaluated
堆型。
Nuclear Date File）核数据库的 U 和 Pu 截面加工而
在熔盐快堆研究方面，
ORNL 实验室先后进行
［6］
成。在 η 大于 2 的中子能区，
核裂变反应将有一个多
了 260 MWe 氯盐快堆实验 和熔盐增殖堆概念设
232
［7］
余 中 子 可 以 提 供 给 Th（或 238U）增 殖 来 获 取 233U
计 。近年来，
对熔盐堆研究热潮的重新兴起，
带动
［16-18］
。图 1 显示，
在快中子和热中子能区，
了熔盐快堆的研发，
比如：
国内双流体冷却方案［8］、 （或 239Pu）
233
［9］
U 平均中子裂变数 η 大于 2。这意味在熔盐快堆
乏燃料在熔盐快堆中的利用 以及锕系核素嬗变处
［10］
中，
存在着钍铀燃料循环的高增殖可能。通过合理
理 ；
英国和德国的燃料盐与冷却剂分离式熔盐快
［11-12］
［13］
设计和优化，
可以让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堆概念设计
、法国的双熔盐冷却概念设计 以
［14］
及美国氯盐快堆概念设计 等。
熔盐反应堆具备许多优点：
采取高温低压技术、
安全性高；
结构简单、易工业化和推广；
堆芯燃料是
高温液化熔盐，
不存在堆芯燃料融化事故；
运行对水
需求少，
在水资源稀缺区域有优势；
具有极高的中子
经济性、
大功率密度、
热电高转化比（~45%）；
固有负
载可控、
负反应性温度系数大，
可避免切尔诺贝利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燃料可在线添料和后处理；
可燃烧
乏燃料和对核废料进行嬗变处理；
可充分利用钍铀
资源和反应堆易裂变核素高增殖等。缺点是高温熔
盐对结构材料耐腐蚀性要求比较高。
图 1 有效裂变中子数随中子能量变化
Fig.1 Effective fission neutron number changes
本文重点关注熔盐快堆钍铀燃料循环的易裂变
with neutron energy
核素的增殖性能，
同时也是 232Th 的增殖性能。利用
反应堆的增殖能力通常用增殖比 BR（breeding
高温下氟化和氯化混合熔盐中的重金属盐高溶解度
ratio）
来表示，
它反映了堆中易裂变核燃料的增殖能
特点，
对熔盐堆中通常采用的两种氟化熔盐燃料方
力 ，数 值 上 等 于 产 生 与 消 耗 的 易 裂 变 材 料 的 比
案（LiF+ThF4+UF4、NaF+ThF4+UF4）和一种氯化熔盐
值［18-19］。BR 计算公式为：
燃料方案（NaCl+ThCl3+UCl3）进行了计算和对比分
R U + R c Th - R c Pa
析，
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增殖比和可行性熔盐燃料方
BR = c
(2)
R a U + R a U + R a Pa
案。所有模拟计算均采用国际上通用 SCALE 反应
堆设计软件。
式中：
Rc 和 Ra 分别表示核素的中子俘获反应率和中
子吸收反应率。

1

238

232

233

233

235

239

核燃料循环和增殖

钍是一种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放射性元素，
广
泛分布在地壳中，
储量约为铀的 3~4 倍。我国钍资
源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位［15］，
因此研究钍资源利用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但钍较难直接在传统热中子反应

2

熔盐燃料的物理性质

我们选取熔盐反应堆中通常用到的和化学稳定
性 好 的 三 种 熔 盐 燃 料 方 案（LiF+ThF4+UF4、NaF+
ThF4+UF4 以及 NaCl+ThCl3+UCl3 ，分别标记为 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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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F4、NaF+ThF4 以 及 NaCl+ThCl3）。 由 于 燃 料 中
的 233UF4 和 233UCl3 占比相对很小，
熔盐的物理性质主
要由各自的基盐（LiF+ThF4、NaF+ThF4 以及 NaCl+
ThCl3）来决定。
三种燃料方案相应的基盐中重金属 HM 的摩尔
浓度和温度相图如图 2 所示［20-23］。图 2 中每条曲线
的上方区域为该基盐的液相区，
液相区边界为该温
度下重金属盐的溶解度曲线。运行温度被选定后，
每种熔盐方案准许的重金属摩尔浓度被相图中溶解
度曲线所限制。
熔盐密度随温度和重金属成份摩尔浓度变化见
图 3 和图 4。对 LiF+ThF4 和 NaCl+ThCl3 两种熔盐燃
料方案，
我们选取 600 ℃熔点，
熔盐平均工作温度选
在 700 ℃，
预留 100 ℃空间；
对 NaF+ThF4 熔盐方案，
选取 700 ℃熔点，
熔盐平均工作温度 800 ℃。从文

图 2 钍在熔盐中的溶解度和温度相图
Fig.2 Phase diagram of solubility and temperature of thorium
in molten salt

献［20-23］给出的数据，
经过拟合计算整理出三种熔
盐在各自平均工作温度下的密度和热膨胀系数 ，
见表 1。

表 1 熔盐物理参数
Table 1 Physical parameters of molten salt
LiF+ThF4

NaF+ThF4

NaCl+ThCl3

平均温度 Average temperature / ℃

700

800

700

重金属摩尔浓度 Heavy metal molar concentration / %

30.2

33.3

43.0

熔盐密度 Molten salt density / g∙cm

4.568

4.140

3.380

热膨胀系数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 g∙(cm3∙K)−1

−9.52×10−4

−1.02×10−3

−9.13×10−4

−3

由于三种熔盐在各自平均工作温度处的重金属
溶解度不同，
为了对比三种燃料各自最好增殖性能，
我们选取了各自平均温度下液相区重金属最大摩尔
浓度。具体设计反应堆时，
可根据需要在平均工作
温度的液相区内，
选取合适的重金数摩尔浓度值。

Fig.4

Fig.3

3

图 3 熔盐密度随温度变化
Molten salt density changes with temperature

熔盐反应堆几何结构

熔盐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堆本体简化模型结构
见图 5，
几何参数见表 2。反应堆从内到外分为裂变
熔盐燃料区（简称裂变区）、
哈氏合金隔离层、
增殖熔
盐燃料区（简称增殖区）、ZrC 中子反射层、B4C 中子

图 4 熔盐密度随重金属摩尔浓度变化
Molten salt density changes with heavy metal molar
concentration

吸收层、哈氏合金外壳。整个反应堆模型采用中部
为圆柱体、顶底为半椭球的近立方柱结构。12 根哈
氏合金控制棒套管在离中心轴 100 cm 处环形均匀
分布，
套管外径 7 cm、
壁厚 3 mm，
底部与裂变区的半
椭球底部平齐。反应堆启堆、
运行调节和停堆，
将由
套管中的控制棒来完成。
裂变区的裂变熔盐燃料和增殖区的增殖熔盐燃
料，
本身同时充当一回路中的冷却剂和核裂变热导
出的载体，
分别与两个主回路联通，
即双流体循环冷
却方案。裂变熔盐燃料从底部进入、
顶部流出；
增殖
熔盐燃料由外壳侧壁（或顶底）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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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Fig.5

图 5 熔盐增殖快堆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molten salt breeder fast reactor
表 2 反应堆几何参数
Table.2 Geometry parameters of reactor

几何参数
Geometry / cm

LiF+ThF4
NaF+ThF4

NaCl+
ThCl3

裂变区直径 Fission zone diameter

260

260

裂变区高度 Fission zone height
半椭球高度 Height of half ellipsoid

260
20

260
20

增殖区厚度 Breeding zone thickness

40

70

隔离层厚度 Isolation layer thickness

1

1

反射层厚度 Reflective layer thickness

5

5

吸收层厚度 Absorptive layer thickness 30
外壳厚度 Shell thickness
3

30

进出口半径 Import and export radius

20

20

堆本体直径 Reactor diameter

418

478

堆本体高度 Reactor height

418

478

3

计算和分析
临界中子物理

图 5 中 的 裂 变 燃 料 为 LiF+ThF4+UF4、NaF+
ThF4+UF4 以及 NaCl+ThCl3+UCl3 三种混合熔盐的一
种，
增殖熔盐燃料为相应的基盐，
熔盐运行物理参数
见表 3。为了简化计算，
这里裂变熔盐和增殖熔盐
采用了相同重金属摩尔浓度。
三种熔盐燃料方案的温度反应性系数分别是
−6.64×10−5 K−1、
−6.73×10−5 K−1 和−11.95×10−5 K−1 ，
均为
温度负反馈。初始临界温度负反馈主要来自于裂变
熔盐燃料温度反应性系数的贡献。随着反应堆的运
行，
在增殖区中由于易裂变核素的增加和中子通量
的变化，
增殖熔盐燃料也将贡献负温度反应性系数。
初 始 临 界 时 ，LiF+ThF4、NaF+ThF4 和 NaCl+
ThCl3 三种熔盐燃料方案的增殖比 BR 分别是 1.225、
1.210 和 1.218。
图 6 给出了三种熔盐燃料方案的裂变区和增殖
区的中子通量随能量分布（已对曲线下的面积进行
了归一化，
fn 为归一化前曲线下的积分面积）。在 1~
233
20 MeV 快中子高端区域内，
U 裂变释放的平均中
子数 η 大于 2，
两氟盐燃料方案聚集的中子较氯盐情
况 更 密 集 ，而 且 η 随 能 量 增 长 迅 速 ；在 快 中 子 的
1 keV~1 MeV 能区内 ，η 大于 2，氯盐方案中子聚集
较氟盐情况密集；
在热中子和共振能区，
氟盐方案的
中子分布较多。尽管氯盐方案能谱整体看起来比氟
盐情况硬，
但综合图 1 显示的 233U 的平均裂变中子数

表 3 反应堆物理参数
Table 3 Reactor physical parameters
LiF+ThF4

NaF+ThF4

NaCl+ThCl3

裂变熔盐成分 Fission molten salt composition

LiF+ThF4+UF4

NaF+ThF4+UF4

NaCl+ThCl3+UCl3

临界状态 Critical state

69.8%+27.075%+3.125% 66.7%+29.754%+3.546% 57%+37.785%+5.215%

满功率状态 Full power state

69.8%+26.941%+3.259% 66.7%+29.60%+3.70%

增殖熔盐 Breeding molten salt

LiF+ThF4=69.8%+30.2% NaF+ThF4=66.7%+33.3% NaCl+ThCl3=57%+43%

Li/35Cl 丰度 6Li/35Cl abundance / %

0.01

—

1

温度反应性系数
Temperature reactivity coefficient / K−1

−6.64×10−5

−6.73×10−5

−11.95×10−5

临界增殖比 Critical breeding ratio

1.225

1.210

1.218

输出功率 Output power / MWth

2 368

2 014

2 442

平均功率密度 Average power density / MW∙m

86.4

73.5

56.7

重金属装载 Heavy metal loading / T

78.94

67.14

81.39

20

20

20

6

−3

吨功率 Output power / heavy metal / MW∙TU
运行时间 Running time / d

−1

57%+37.533%+5.467%

2 305

1 455

205

Th 利用率 232Th utilization / %

5.90

3.79

0.51

倍增时间 Td Doubling time Td / a

169.3

185.3

No

232

注：
U 为 U；
第一回路熔盐按堆内一半计算
Note: U in the table is 233U; the amount of molten salt in the first circuit is calculated by half of the reactor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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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曲线，
两种熔盐燃料方案在不同能区内各占优势，
导致增殖比 BR 差异不太明显。这里 BR 相近只是

数据巧合，
随着增殖区厚度与裂变区半径比值的增
加，
氯盐方案 BR 值将超过氟盐方案 BR 值。

图 6 临界裂变区(a)和增殖区(b)的中子通量分布
Fig.6 Critical neutron flux in fission and breeding zones

4.2

影响增殖比 BR 的基本物理量

这里主要考虑了几种对增殖比 BR 影响较大的
物理量：
熔盐中的重金属成份摩尔浓度比、
反应堆几
何尺寸（裂变区、增殖区以及反射层）、熔盐中同位
素 6Li 和 35Cl 的丰度。
在三种熔盐各自工作温度的液相区范围内（图
2），
增殖比 BR 随重金属摩尔浓度变化见图 7。图 7
中实线为采用表 2 的几何参数计算结果，
为了对比，
虚线给出了增殖区厚度为 55 cm（其他参数相同）情
况。图 7 中显示，
熔盐中重金属摩尔浓度增加或反
应堆增殖区厚度增加，
都将显著地增强反应堆的 BR
值。相同几何尺寸下 ，为了获得相同增殖比 ，LiF+
ThF4、
NaF+ThF4 和 NaCl+ThCl3 三种燃料方案需要的
重金属摩尔浓度依次递增。在表 2 结构参数下，
三
种熔盐方案在各自液相区准许的最大重金属摩尔浓
度处，
BR 上限差异较小。

案增长更为迅速。图 8（b）显示，BR 随增殖区厚增
加而增大、直到饱和。两种氟盐方案 BR 在增殖区
厚度 BT=40 cm 左右达到饱和；
而氯盐方案的 BR 在
BT=80 cm 时仍然有提升空间，
但需要装载的增殖熔
盐也更多。因此相对同样的 BR 约为 1.2，
氟盐方案
需要较薄的增殖层。图 8（c）显示，
BR 随 ZrC 反射层
增厚而增加，
但在反射层几公分厚度时就达到饱和，
我们选用 5 cm 厚的 ZrC 反射层，
见表 2。中子经过
增殖层被吸收后，
泄漏的中子数量相对较少。
外围的 B4C 吸收层对反应堆 BR 值几乎没影响，
只是减少残余泄漏中子、起辐射防护作用，
30 cm 厚
度就可以降低反应堆外的泄漏中子量约 1 个数
量级。
熔盐中的同位素 6Li 和 35Cl 丰度对 BR 影响见图
6
9，
BR 随两同位素丰度增加而减小，
Li 丰度对 BR 的
35
6
影响较 Cl 丰度更为明显。在相应熔盐方案中，
Li
35
采用 0.1% 以内和 Cl 采用 1% 以内的丰度 ，将对反
应堆 BR 值影响不太明显。
4.3

图 7 BR 随重金属摩尔浓度变化
Fig.7 BR varies with heavy metal molar concentration

增殖比 BR 随反应堆裂变区、增殖区以及反射
层的尺寸变化见图 8。图 8（a）显示，
随裂变区尺寸
的增加，氯盐熔盐燃料方案的增殖比 BR 较氟盐方

BR 计算值准确性受熔盐密度误差影响

由于现有的熔盐燃料的物理实验数据相对缺
乏，
表 1 熔盐参数是从文献［20-22］数据拟合而来，
因此需要对反应堆 BR 计算值准确性受熔盐密度参
数误差的影响进行评估。以表 1 熔盐参数为基准，
图 10 给出了 BR 计算值受熔盐密度相对误差的影
响。图 10 中显示，
氯盐方案 BR 计算值准确性受熔
盐密度误差影响较氟盐方案大。
三种熔盐燃料方案差异，
首先来自各自原子核
的中子慢化能力上，
F 和 Li 分别较 Cl 和 Na 慢化能力
强；
其次来源于密度差异。密度差异源自于熔盐中
−1
F 阴离子与其他阳离子形成的化学键强于 Cl−1 阴离
子形成的的化学键，
导致氟盐中的原子核比氯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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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BR 随反应堆几何尺寸变化
Fig.8 BR varies with reactor geometry

况在空间排列上更为紧密，
从而氟盐的密度明显大
于氯盐密度。
4.4

Fig.9

图 9 BR 随同位素 6Li 和 35Cl 丰度变化
BR varies with isotopic 6Li and 35Cl abundance

易裂变核素随时间变化

在相同吨功率下（20 MW∙TU−1 ，
各自相应输出
功率见表 3），
三种熔盐方案的一次性装堆可运行天
数分别是 2 305 d、1 455 d 和 205 d（这里主循环回路
熔盐量按堆内相应熔盐量的一半计算）。232Th 利用
率分别是 5.90%、3.79% 和 0.51%。易裂变核素 233U、
235
U 和 239Pu 总量的增幅随反应堆运行时间变化见
图 11。

图 11 总易裂变核素随运行时间变化
Fig.11 Total fissile nuclides change with run time
Fig.10

图 10 BR 计算值受熔盐密度误差影响
BR calculated value affected by the molten salt
density error

两种氟盐燃料方案的总易裂变核素随着反应堆
运 行 ，开 始 时 期 ，由 于 链 式 裂 变 出 现 净 消 耗 ；随
着 232Th 的增殖反应（式（1）），
易裂变核素很快到补
050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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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最终正增长。但氯盐方案的总易裂变核素最终
还是净消耗。尽管在氯盐方案中增殖比 BR 大于 1，
但在短时间内总易裂变核素的新增加值小于消耗
值。出现这种状况与式（1）中 233Pa 到 233U 的 β− 衰变
时间较长有关。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可以从增
加运行时间来改善 ，比如降低输出功率（图 11 中
8.2 MW∙TU−1 情况）、
或每间隔段时间进行燃料在线
添料和后处理等措施。
LiF+ThF4、NaF+ThF4、NaCl+ThCl3 三 种 熔 盐 燃
232
料方案的 232Th 利用效率的燃耗计算见图 12，
Th 的
利用率依次递减、同时随增殖区厚度增加而降低。
232
在采取延长反应堆运行时间措施后，
Th 利用率可
以得到改善。

的薄；
7）增殖比随同位素 6Li 和 35Cl 的丰度增加而迅
速减小，
当 6Li 丰度小于 0.1%、35Cl 丰度小于 1% 时，
同位素丰度对 BR 值影响可以忽略；
8）从易裂变核素演化来看，
LiF+ThF4 方案最容
易实现倍增，
NaF+ThF4 方案次之。
参考文献
1

MacPherson H G. Molten-salt reactor program quarterly
progress report[R]. Tennessee: ORNL-2890,1960: 1−76.

2

Litman A P, Goldman A E, Corrosion associated with
fluorination in th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fluoride
volatility process[R]. Tennessee: ORNL-2832, 1960:
1−188.

3

Haubenreich P N, Engel J R, Prince B E, et al. MSRE
design and operations report, Part Ⅲ , nuclear analysis
[R]. Tennessee: ORNL-TM-730, 1964: 1−199.

4

Cantor S, Cooke J W, Dworkin A S, et al.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olten-salt reactor fuel, coolant and flush
salts[R]. Tennessee: ORNL-TM-2316,1968: 1−49.

5

ORNL. Conceptual design study of a single-fluid moltensalt breeder reactor[R]. Tennessee: ORNL-TM-4541,
1971: 1−189. DOI: 10.2172/4030941

6

图 12 钍的利用率随增殖区厚度变化
Fig.12 Utilization rate of thorium varies with the
breeding zone thickness

5

Bulmer J J, Gift E H, Holl R J, et al. Reactor design and
feasibility study: fused salt fast breeder[R]. Tennessee:
Oak Ridge School of Reactor Technology, 1956.

7

结语

Whatley M E, Mcneese L E, Carter W L, et al.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of the MSBR fuel recycle[J].

通过熔盐燃料的物理性能分析、熔盐快堆的中
子物理计算、
以及易裂变核素的增殖比计算，
我们对
熔盐快堆钍铀燃料循环的增殖性能总结如下：
1）氯盐方案增殖比 BR 更容易受反应堆尺寸和
熔盐中重金属摩尔浓度影响；
三种熔盐方案在表 1
和表 2 几何和熔盐参数下，
BR 约为 1.2；
2）相同几何尺寸下，
为了获得相同增殖比，
LiF+
ThF4、
NaF+ThF4 和 NaCl+ThCl3 三种熔盐燃料方案的
重金属摩尔浓度依次递增；
3）增殖比 BR 随裂变区、
增殖区和 ZrC 反射层尺
寸增大而变大，
直到饱和；
4）氟盐燃料方案 BR 值，
大约在增殖区 40 cm 厚
度附近达到饱和，
但氯盐方案 BR 值在 40 cm 之后还
继续随增殖层厚度增长；
5）几厘米厚的反射层，
就可以很明显改善反应
堆 BR 值；
6）相同裂变区尺寸下，
为了获得相同增殖比，
氟
盐燃料方案增殖区厚度可以设计的比氯盐方案

Nuclear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y, 1970, 8(2): 170 –
178. DOI: 10.13182/NT70-A28623.
8

何迅, 曾畅, 余小权, 等 . 双流体熔盐快堆概念设计可行
性 研 究 [J]. 核 动 力 工 程 , 2019, 40(1): 42 − 47. DOI: 10.
13832/j.jnpe.2019.01.0042.

HE Xun, ZENG Chang, YU Xiaoquan, et al. Feasibility
study on conceptual design of dual fluid fast reactor[J].
Nuclear Power Engineering, 2019, 40(1): 42−47. DOI: 10.
13832/j.jnpe.2019.01.0042.
9

彭一鹏, 余呈刚, 崔德阳 . 钍基氯盐快堆燃耗性能分析
[J]. 核技术, 2018, 41(7): 070602. DOI: 10.11889/j.02533219.2018.hjs.41.070602.
PENG Yipeng, YU Chenggang, CUI Deyang, et al.
Analysis of burnup performance for a molten chloride salt
fast reactor based on thorium fuel[J]. Nuclear Techniques,
2018, 41(7): 070602. DOI: 10.11889/j. 0253-3219.2018.
hjs.41.070602.

10

050604-7

彭一鹏, 奚坤潘, 登朱帆 . 双区氯盐快堆的增殖及嬗变

2020, 43: 050604

核 技 术
性 能 分 析 [J]. 核 安 全 , 2019, 18(2): 36 − 42. DOI: 10.
16432/j.cnki.1672-5360.2019.02.004.

11

12

Techniques, 1988, 11(10): 27−33
17

PENɡ Yipenɡ , XI Kunpɑn, DENɡ Zhufɑn . Analysis of

核能系统[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27(3): 366–374.

breeding and transmutation performance for a double-

DOI: 10.3969/j.issn.1000-3045.2012.03.016.

zone chloride salt fast reactor[J]. Nuclear Safety, 2019, 18

JIANG Mianheng, XU Hongjie, DAI Zhimin. Advanced

(2): 36−42. DOI: 10.16432/j.cnki.1672-5360.2019.02.004.

fission energy program − TMSR nuclear energy system

Scott I, Abram T, Negri O. Stable salt reactor design

[J]. Chinese Academy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concept[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Thorium

House, 2012, 27(3): 366−374. DOI: 10.3969/j.issn.1000-

Energy Conference: Gateway to Thorium Energy, 2015.

3045.2012.03.016.

Huke A, Ruprecht G, Weißbach D, et al. The dual fluid

18

版社, 2004: 191−198.

efficiency[J]. Annals of Nuclear Energy, 2015, 80: 225 −

XIE Zhongsheng, Nuclear reactor physical analysis[J].

Heuer D, Merle-Lucotte E, Allibert M, et al. Towards the

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191−198.
19

Annals of Nuclear Energy, 2014, 64: 421 − 429. DOI:

2015-7-31.

Technology Letters, 1998, 10: 54−56.
20

http://energyfromthorium. com/2016/01/16/

doe-terrapower/.
15

Thoma R E, Grimes W R. Phase equilibrium diagrams for
fused salt systems[R]. ORNL-2295,1957: 1−86.

21

Janz G J, Gardner G L, Krebs U, et al. Fluorides and

张书成, 刘平, 仉宝聚 . 钍资源及其利用[J]. 世界核地质

mixtures electrical conductance, density, viscosity, and

科 学 , 2005, (2): 98 − 103. DOI: 10.3969/j. issn. 1672-

surface tension data[J]. Journal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0636.2005.02.008.

ZHANG Shucheng, LIU Ping, XI Baoju, Thorium

Reference Data, 1974, 3(1): 1−115.
22

Mourogov A, Bokov P M. Potentialities of the fast

resources and utilization[J]. World Nuclear Geology,

spectrum molten salt reactor concept: REBUS-3700[J].

2005, (2): 98 − 103. DOI: 10.3969/j. issn. 1672-0636.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06, 47(17):

2005.02.008
16

1998, 10: 54

XU Dai, Fast reactor fuel proliferation[J]. Chinese High

10.1016/j.anucene.2013.08.002

Chloride reactor research founded by DOE[EB/OL].

徐怠 . 快堆的燃料增殖[J]. 高技术通讯,
−56.

thorium fuel cycle with molten salt fast reactors[J].

14

谢仲生 . 核反应堆物理分析[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

reactor - a novel concept for a fast nuclear reactor of high
235. DOI: 10.1016/j.anucene.2015.02.016.
13

江绵恒, 徐洪杰, 戴志敏 .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TMSR

张家桦, 包伯荣, 夏源贤 . 钍铀核燃料循环研究[J]. 核技

2761−2771. DOI: 10.1016/j.enconman.2006.02.013.
23

Bystrai G P, Desyatnik V N, Zlokazov V A. Thermal

术, 1988, 11(10): 27−33.

conductivity of molten mixtures of uranium tetrachloride

ZHANG Jiahua, BAO Borong, XIA Yuanxian, Thorium

with sodium and potassium chlorides[J]. Soviet Atomic

uranium

Energy, 1974, 36: 654−65. DOI: 10.1007/BF01127242.

nuclear

fuel

cycle

research[J].

Nuclear

0506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