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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核反应堆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该反应堆堆芯

包括堆芯活性区、堆芯筒体、径向反射层、轴向反

射层及控制鼓；其中堆芯活性区位于堆芯筒体

内，轴向反射层位于堆芯活性区上方；径向反射

层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堆芯活性区、轴向反射层

及热管位于该径向反射层的空腔内。该反应堆堆

芯能有效避免热管过热问题且具备非能动、非单

点失效等安全可靠性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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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该反应堆堆芯包括堆芯活性区、

堆芯筒体、径向反射层、轴向反射层及控制鼓；其中堆芯活性区位于堆芯筒体内，轴向反射

层位于堆芯活性区上方；径向反射层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堆芯活性区、轴向反射层及热管位

于该径向反射层的空腔内；

所述径向反射层主体结构的材质为氧化铍，径向反射层内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控制

鼓，其中控制鼓形状为圆柱体形，长度与径向反射层的轴向长度一致且可在径向反射层内

旋转，每个控制鼓内沿圆周设置有弧度为120度的吸收体，该吸收体从控制鼓顶端延伸至控

制鼓底部，吸收体随控制鼓旋转至所需角度以使反应堆达到临界运行的状态；控制鼓内除

吸收体外，其余部分材质与径向反射层的主体结构的材质一致，均为氧化铍且氧化铍上设

置有贯穿的孔道，该孔道是用于氢气流通的第一流道；

所述堆芯活性区的上方设置有轴向反射层，轴向反射层内设置有氢气流通的孔道，此

孔道作为氢气流通的第二流道；所述轴向反射层为圆盘形结构，材质为氧化铍，其直径与堆

芯筒体的内径一致；轴向反射层上设置有与热管系统位置和数量对应的热管导向孔，热管

从该热管导向孔伸出至轴向反射层上方；

所述堆芯活性区包括燃料元件、安全棒通道、热管系统及填充元件，其横截面为圆形，

其中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数量为多个且在活性区内按三角形栅格排列，安全棒通道为贯

穿的通孔，位于堆芯活性区的几何中心位置处，用于放置安全棒；所述燃料元件为六棱柱型

结构，燃料类型为钨基金属陶瓷燃料，燃料元件内沿轴向设置有若干个贯穿的氢气流道，该

流道作为氢气流通的第三流道；所述热管系统包括热管及热管支撑元件，热管支撑元件为

六棱柱型结构，该六棱柱型结构与燃料元件的外部尺寸一致；其中热管位于热管支撑元件

径向几何中心处且热管上端高出热管支撑元件及轴向反射层上的热管导向孔并与热电转

换装置连接；热管支撑元件四周设置有沿轴向贯穿的氢气流道，该氢气流道为氢气流通的

第四流道；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内的氢气流道与轴向反射层内的氢气流道一一对应并吻

合；堆芯活性区沿堆芯筒体内壁设置有一圈填充元件，其中填充元件为中空圆柱体结构，该

填充元件为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径向位置起到固定的作用，并能在反应堆加热或冷却时

起到一定的结构缓冲作用；

所述堆芯筒体为中空圆柱体型结构，内部放置堆芯活性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燃料元件

及热管系统的数量根据反应堆功率、推力、电功率需求确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钨基

金属陶瓷燃料的基本成分为钨和二氧化铀的混合体，其外表面设置有钨铼合金涂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

支撑元件的材料为钨铼合金。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堆芯

筒体的材质为钨铼合金。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向

反射层的高度位于堆芯活性区上方，其在高度方向上高于堆芯径向反射层的高度。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

的底部伸入至堆芯活性区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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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

体的材质为碳化硼。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管

内的工质为锂，热管材质为钨铼合金。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其特征在于，所述安

全棒通道内放置安全棒，其中安全棒的材质为碳化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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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核反应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

背景技术

[0002] 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同时具备推进和发电的功能，结合了核热推进反应堆以及空

间反应堆电源相对于常规能源的诸多优势。该反应堆非常适用于载人登月、载人火星、空间

运输等任务。美俄等航天大国对双模式反应堆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较多反应堆方案，

主要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以下对这几种方案进行简单的介绍。

[0003] 美国的Mohamed  S .El  Genk在文献“ATopaz-ⅡBimodal  Design  Assessment 

Study  and  System  Analysis”中提出一种基于热离子反应堆的双模式反应堆方案。该方案

中，热离子燃料元件的中心孔道作为氢气工质的加热通道。在推进模式下，氢气自上而下流

经燃料中心孔道，加热后排出，从而产生推力，同时，热离子燃料元件可产生电能；在发电模

式下，堆芯热功率相对较低，系统将停止氢气排放，不再产生推力，仅由热离子燃料元件产

生电能，废热由钠钾回路带出堆芯。

[0004] 美国的Herbert  R.Zweig在文献“NERVA-Derived  Nuclear  Thermal  Propulsion 

Dual  Mode  Operation”中提出一种基于NERVA核热推进反应堆的双模式反应堆方案。该方

案中，堆芯内的复合燃料元件作为推进用燃料元件，堆芯内的支撑元件的冷却回路作为发

电回路。在推进模式下，氢气工质自上而下流经复合燃料元件内的加热通道，加热后由喷管

排出，从而产生推力，同时，支撑元件的冷却回路将部分堆芯热量导出至堆外的斯特林发电

机，从而产生电能；发电模式下，堆芯热功率相对较低，系统将停止氢气排放，不再产生推

力，复合燃料元件产生的热量由热传导的方式传递至支撑元件，并由位于支撑元件内的冷

却回路导出至堆外的斯特林发电机，从而产生电能。

[0005] 美国的Michael  G.Houts在文献“Alert-derivative  bimodal  space  power  and 

propulsion  systems”中提出了一种基于热管式反应堆的双模式反应堆方案。该方案中，堆

芯内部布置若干热管，用于导出热量并发电。在推进模式下，氢气工质自上而下流经燃料元

件内的加热通道，加热后由喷管排出，从而产生推力，同时，热管将部分堆芯热量导出至堆

外用于发电；发电模式下，堆芯热功率相对较低，系统将停止氢气排放，不再产生推力，燃料

元件产生的热量将由热管导出，并在堆外产生电能。

[0006] 以上三种类型的双模式反应堆方案均存在不足之处。前两种类型的方案均需要在

超高温的核热推进反应堆中布置温度低得多的工质回路，并且需要泵、体积补偿器等诸多

部件，系统复杂，研制难度高，且不具备非能动、非单点失效等特点。第三种类型的方案采用

热管将热量导出堆芯用于发电，结构相对简单，具备非能动、非单点失效等优点、可靠性高。

但是，热管也给系统设计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推进模式下，热管的运行温度必须远低于燃料

的最高温度，以避免热管因过热而损坏。为解决此问题，该方案在热管与燃料之间布置了双

层壳体结构用来将两者隔开，在推进模式下，双层壳体之间为真空，用于增大燃料与热管之

间的热阻，以保护热管；在发电模式下，双层壳体之间则充满氦气，用于尽可能减小燃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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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之间的热阻，以增强两者之间的传热性能。这种方法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和研制难度，

降低了系统运行时的可靠性。

发明内容

[0007] (一)技术目的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能有效避免热管过热问题且

具备非能动、非单点失效等安全可靠性的双模式空间反应堆堆芯。

[0009] (二)技术方案

[0010] 根据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1] 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该反应堆堆芯包括堆芯活性区、堆芯筒体、

径向反射层、轴向反射层及控制鼓；其中堆芯活性区位于堆芯筒体内，轴向反射层位于堆芯

活性区上方；径向反射层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堆芯活性区、轴向反射层及热管位于该径向反

射层的空腔内；

[0012] 所述径向反射层主体结构的材质为氧化铍，径向反射层内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的

控制鼓，其中控制鼓形状为圆柱体形，长度与径向反射层的轴向长度一致且可在径向反射

层内旋转，每个控制鼓内沿圆周设置有弧度为120度的吸收体，该吸收体从控制鼓顶端延伸

至控制鼓底部，吸收体随控制鼓旋转至所需角度以使反应堆达到临界运行的状态；控制鼓

内除吸收体外，其余部分材质与径向反射层的主体结构的材质一致，均为氧化铍且氧化铍

上设置有贯穿的孔道，该孔道是用于氢气流通的第一流道；

[0013] 所述堆芯活性区的上方设置有轴向反射层，轴向反射层内设置有氢气流通的孔

道，此孔道作为氢气流通的第二流道；所述轴向反射层为圆盘形结构，材质为氧化铍，其直

径与堆芯筒体的内径一致；轴向反射层上设置有与热管系统位置和数量对应的热管导向

孔，热管从该热管导向孔伸出至轴向反射层上方；

[0014] 所述堆芯活性区包括燃料元件、安全棒通道、热管系统及填充元件，其横截面为圆

形，其中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数量为多个且在活性区内按三角形栅格排列，安全棒通道

为贯穿的通孔，位于堆芯活性区的几何中心位置处，用于放置安全棒；所述燃料元件为六棱

柱型结构，燃料类型为钨基金属陶瓷燃料，燃料元件内沿轴向设置有若干个贯穿的氢气流

道，该流道作为氢气流通的第三流道；所述热管系统包括热管及热管支撑元件，热管支撑元

件为六棱柱型结构，该六棱柱型结构与燃料元件的外部尺寸一致；其中热管位于热管支撑

元件径向几何中心处且热管上端高出热管支撑元件及轴向反射层上的热管导向孔并与热

电转换装置连接；热管支撑元件四周设置有沿轴向贯穿的氢气流道，该氢气流道为氢气流

通的第四流道；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内的氢气流道与轴向反射层内的氢气流道一一对应并

吻合；堆芯活性区沿堆芯筒体内壁设置有一圈填充元件，其中填充元件为中空圆柱体结构，

该填充元件为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径向位置起到固定的作用，并能在反应堆加热或冷却

时起到一定的结构缓冲作用。

[0015] 所述堆芯筒体为中空圆柱体型结构，内部放置堆芯活性区；

[0016] 优选地，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数量根据反应堆功率、推力、电功率需求确定。

[0017] 优选地，所述钨基金属陶瓷燃料的基本成分为钨和二氧化铀的混合体，其外表面

设置有钨铼合金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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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优选地，所述热管支撑元件的材料为钨铼合金。

[0019] 优选地，所述堆芯筒体的材质为钨铼合金。

[0020] 优选地，所述轴向反射层的高度位于堆芯活性区上方，其在高度方向上高于堆芯

径向反射层的高度。

[0021] 优选地，所述热管的底部伸入至堆芯活性区底部。

[0022] 优选地，所述吸收体的材质为碳化硼。

[0023] 优选地，所述热管内的工质为锂，热管材质为钨铼合金。

[0024] 优选地，所述安全棒通道内放置安全棒，其中安全棒的材质为碳化硼。

[0025] (三)有益效果

[0026]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该反应堆堆芯首次在热管支撑元件

上设计了氢气流通的孔道，用以在推进模式下对热管进行保护，可以有效避免热管因过热

而损坏，降低了系统的复杂度和研制难度，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可实现性。同时，通过在

径向反射层内设计可旋转的控制鼓，可以根据设计需要旋转控制鼓内的吸收体至不同角

度，进一步简化了操作难度。

[0027] 本申请与传统的热管型双模式反应堆相比，系统结构更加简单，热管保护措施更

加简化，使系统的复杂度大大降低，系统的可靠性和可实现性都得到了质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燃料元件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热管系统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堆芯活性区横截面示意图；

[0031] 图4是堆芯活性区纵向截面示意图；

[0032] 图5是堆芯横截面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3] 图6是堆芯整体结构图；

[0034] 其中1是燃料元件；2是第三流道；3是热管；4是第四流道；5是热管支撑元件；6是控

制鼓；7是控制鼓内设置的氢气流道；8是吸收体；9是径向反射层；10是径向反射层内设置的

氢气流道；11是填充元件；12是堆芯筒体；13是安全棒通道；14是轴向反射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36] 一种热管型双模式空间核反应堆堆芯，如图1～图6所示。该反应堆堆芯包括堆芯

活性区、堆芯筒体12、径向反射层9、轴向反射层14及控制鼓6；其中堆芯活性区位于堆芯筒

体12内，轴向反射层14位于堆芯活性区上方；径向反射层9为中空圆柱形结构，堆芯活性区、

轴向反射层14及热管3位于该径向反射层9的空腔内；

[0037] 所述径向反射层9主体结构的材质为氧化铍，径向反射层9内设置有多个均匀分布

的控制鼓6，其中控制鼓6形状为圆柱体形，长度与径向反射层的长度一致且可在径向反射

层9内旋转，每个控制鼓6内沿圆周设置有弧度为120度的吸收体8，该吸收体8从控制鼓6顶

端延伸至控制鼓6底部，吸收体8随控制鼓6旋转至所需角度以使反应堆达到临界运行的状

态；控制鼓6内除吸收体8外，其余部分材质与径向反射层9的主体结构的材质一致，均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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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铍且氧化铍上设置有贯穿的孔道，该孔道是用于氢气流通的第一流道；

[0038] 所述堆芯活性区的上方设置有轴向反射层14，轴向反射层14内设置有氢气流通的

孔道，此孔道作为氢气流通的第二流道；所述轴向反射层14为圆盘形结构，材质为氧化铍，

其直径与堆芯筒体12的内径一致；轴向反射层14上设置有与热管系统位置和数量对应的热

管导向孔，热管3从该热管导向孔伸出至轴向反射层14上方；

[0039] 所述堆芯活性区包括燃料元件1、安全棒通道13、热管系统及填充元件11，其横截

面为圆形，其中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数量为多个且在活性区内按三角形栅格排列，安全

棒通道13为贯穿的通孔，位于堆芯活性区的几何中心位置处，用于放置安全棒；所述燃料元

件1为六棱柱型结构，燃料类型为钨基金属陶瓷燃料，燃料元件1内沿轴向设置有若干个贯

穿的氢气流道，该流道作为氢气流通的第三流道2；热管系统包括热管3及热管支撑元件5，

热管支撑元件5为六棱柱型结构，该六棱柱型结构与燃料元件1的外部尺寸一致；其中热管3

位于热管支撑元件5的径向几何中心处且热管3上端高出热管支撑元件5及轴向反射层14上

的热管导向孔并与热电转换装置连接；热管支撑元件5四周设置有沿轴向贯穿的氢气流道，

该氢气流道为氢气流通的第四流道4，热管支撑元件上设置的第四流道4用以在推进模式下

对热管进行保护，可以有效避免热管因过热而损坏，降低了系统的复杂度和研制难度，提升

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可实现性。燃料元件1及热管系统内的氢气流道与轴向反射层14内的氢

气流道一一对应并吻合。堆芯活性区沿堆芯筒体12内壁设置有一圈填充元件11，其中填充

元件11为中空圆柱体结构，该填充元件为燃料元件及热管系统的径向位置起到固定的作

用，并能在反应堆加热或冷却时起到一定的结构缓冲作用。

[0040] 所述堆芯筒体12为中空圆柱体型结构，内部放置堆芯活性区；燃料元件1及热管系

统的数量根据反应堆功率、推力、电功率需求确定。

[0041] 所述钨基金属陶瓷燃料的基本成分为钨和二氧化铀的混合体，其外表面设置有钨

铼合金涂层。所述堆芯筒体12的材质为钨铼合金。

[0042] 所述轴向反射层14的高度位于堆芯活性区上方，其在高度方向上高于堆芯径向反

射层9的高度。所述热管3的底部伸入至堆芯活性区底部；所述吸收体8的材质为碳化硼。所

述热管3内的工质为锂，热管3材质为钨铼合金。

[0043] 该反应堆堆芯在实际运用中，在推进模式下，氢气工质先自下而上流过径向反射

层中设置的氢气流道10和控制鼓内设置的氢气流道7，用以冷却径向反射层9和控制鼓6，同

时对氢气起到预热的作用。之后，氢气工质自上而下流经轴向反射层14中的氢气孔道即第

二流道，然后进入燃料元件1中的氢气流道即第三流道2以及热管支撑元件5中的氢气流道

即第四流道4，最终由堆芯底部经喷管排出，从而产生推力。同时，该模式下，堆芯有部分热

功率将由热管3导出，在堆外经斯特林发电或静态温差发电等方式产生电能。

[0044] 发电模式下，堆芯热功率相对较低，氢气工质将停止排放，燃料元件1产生的热量

将通过热传导的方式传递至热管支撑元件5，并最终由热管3导出，在堆外由斯特林发电或

静态温差发电等方式产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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