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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工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六氟化铀冷凝器的生产应用研究

李振峰,杨校铃,王校峰,张振兴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２８５０)

摘要:详细介绍了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结构及性能参数,研究了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在六氟化铀(UF６)的冷凝

接收、升温释压、升温液化、取样分析及转移装瓶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确定了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最佳工作参

数,并对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安全性作出了评述.结果表明,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可适应２５０~３２５kgU/hUF６
生产线的冷凝接收,冷凝效率≥９６％,冷凝装填量可达到２８．５t.在UF６ 生产全过程中,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安全、

稳定、方便、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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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铀(UF６)在生产中的收集主要是利用常压下气态 UF６ 可直接被冷凝为固态(即:凝华)的
性质,实现UF６ 与其他不凝性气体分离的目的[１,２].基于上述工作原理,国内外已设计、研制出多种

型式和不同容量的UF６ 冷凝器(液化器).就形式而言,分为内冷式和外冷式;就容量而言,因工艺条

件、产品浓缩度及生产规模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３].随着UF６ 需求量与生产规模的日益增大,大容量

冷凝器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以核纯UO２ 为原料生产天然UF６ 的３０００tU/a铀转化生产线,用于 UF６

收集的冷凝器为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本文将重点讨论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在UF６ 生产过程中

的应用情况.

１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结构及性能参数

１．１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结构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是大容量UF６ 冷凝器,其生产应用毫无经验可循,为了保证换热效果,除
内部换热管道外,该冷凝器还安装有备用的外部换热盘管;为了增大换热面积和缩短热扩散路程,该
冷凝器内部换热管道上安装有圆形翅片(即:导热圆板);为了使换热面分布得更趋合理,以获得最佳

的冷凝效果,安装圆形翅片时,翅片间距随炉气(氟化产品气体)的流向逐渐减小;为了使热应力减至

最小和便于拆卸,该冷凝器内部换热管道采用一端固定的 U型装置;为了防止或延迟 UF６ 的穿透现

象,该冷凝器内部安装有气体折流板(即:弓形挡板和弓形支撑板).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换热面积为３４０m２,冷凝接收时,换热管道通冷冻乙二醇水溶液;升温

释压及升温液化时,换热管道通热乙二醇水溶液.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结构如图１和表１所示.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在UF６ 的生产过程中兼有冷凝、贮存和液化三重功能[４];既是一级主冷

阱,又是主要的中间贮存容器,还是液化器;既可将炉气中的绝大部分气态 UF６ 与不凝性气体(F２、

N２、O２、HF等)分离并使之凝华,又可集中贮存固态 UF６,还可使固态 UF６ 充分液化混匀,以供转移

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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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结构示意图

表１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结构表

部件名称 主体尺寸/m 材质 形式 数量 主要用途

筒体
内径:２０００ １６Mn 卧式 １ 作为弓形支撑板、弓形挡板等部件的存载体;提供

一定的自由容积

内长:４７７９

弓形支撑板 直径:１９９４ １６Mn 弓形 ５ 支撑内换热管道;用作气体折流板

弓形挡板 直径:１９９４ １６Mn 弓形 ４ 支撑内换热管道;用作气体折流板

内换热管道 Φ５７×５ １６Mn U形 １８ 通换热介质对冷凝器换热

外换热盘管 Φ３２×３ Q２３５ＧB 蛇形 １ 通换热介质对冷凝器换热

导热圆板 内径:５７ １６Mn 圆环 ３２５６

外径:２４０ 增大换热面积;缩短热扩散路程

气相进口 Φ８９×６ １６Mn 管状 ２ 炉气进口;气相UF６转移出口

气相出口 Φ５７×５ １６Mn 管状 １ 未冷凝气体出口

液相出口 Φ５７×５ １６Mn 管状 １ 液相UF６转移出口

测压口 Φ２５×５ １６Mn 管状 １ 监测冷凝器内部压力

测温口 M１６×１．５ １６Mn 套管 １ 监测冷凝器内部温度

１．２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性能参数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性能参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性能参数表

换热面积/m２ 容积/m３ 有效容积/m３ UF６ 设计装填量/t

３４０ １６．５ １４．５ ２８．５
工作压力/

MPa

设计压力/

MPa

工作温度/

℃

设计温度/

℃
工作介质

腐蚀裕量/

mm
管程 ≤０．３ ≤０．４ －１０~９３ －１０~９３ 乙二醇水溶液 １

壳程 ≤０．５ ≤０．６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 UF６、F２、N２、O２、HF ２

外盘管 ≤０．３ ≤０．４ ９３ ９３ 乙二醇水溶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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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生产应用

UF６ 物料在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中装填至规定值后,关瓶冷放.首先对其升温释压,主要是将

系统中随UF６ 一起冷凝下来的HF释放出去;紧接着,容器在密闭条件下升温使固态UF６ 液化混匀;
之后对其取样,分析合格后装入３m３ 产品容器.

２．１　冷凝接收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对气态 UF６ 的冷凝接收本质上是凝华过程,即由气态直接转变为固态.
由于凝华会引起UF６ 结构和性质的变化,所以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对气态UF６ 的冷凝接收过程是

一个复杂的非稳态传热过程.
(１)冷却介质的温度与流量的确定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在UF６ 接收过程中必须保证一定的冷凝效率,并且要求达到设计装填量

(２８．５t),为此必须通过试验确定关键工艺参数,即:冷却介质的温度与流量.
冷却介质的温度与流量是影响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冷凝效率与装填量的直接因素.当冷却介

质进口温度过低、流量过大时,冷凝器气相进口端的温度难以调节,易造成UF６ 物料在冷凝器气相进

口端堆积,对UF６ 的冷凝装填量有较大影响;反之,若冷却介质进口温度过高、流量过小,则无法提供

适宜的UF６ 冷凝温度,严重时可导致UF６ 提前穿透,影响冷凝效率.
生产试验前期,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冷却介质(冷冻乙二醇水溶液)入口温度、流量控制值分别

为:(１０±２)℃、１３m３/h.试验结果表明,冷凝效率偏低(约９４％),造成二、三级冷凝器负担过重,系统

不能连续稳定运行.之后经过反复摸索,多次调整,最终确定冷却介质入口温度、流量最佳控制值分

别为:(３±２)℃、１５m３/h.在此控制条件下,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冷凝效率≥９６％,装填量可达到设

计值(２８．５t),且系统能连续稳定运行.
(２)UF６ 冷凝接收量与冷凝效率的关系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内UF６ 的冷凝接收量是影响冷凝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当系统生产能力达到２５０kgU/h且冷却介质入口温度、流量均为最佳值时,冷凝器冷凝效率与冷凝接

收量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生产能力为２５０kgU/h时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

　冷凝效率与冷凝接收量关系图

由图２可知:在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运行初期,因冷壁表面光洁,对固态UF６ 吸附效果不理想,
冷凝核的形成尚需一定时间,此时,冷凝器主要是以自由沉积方式捕集UF６;随着UF６ 冷凝过程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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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冷壁吸附一定量的疏松固态UF６ 颗粒后,其有效换热面积相应增大,在UF６ 装填量达到７t左右

时,冷凝器对UF６ 的冷凝效率出现最大值(＞９８％);此后,在相同工艺运行条件下,随着冷凝器有效容

积的减小,传热条件恶化,冷凝器内气体流速相应增大,气态UF６ 的提前穿透和固态UF６ 颗粒的夹带

现象出现概率随之增大,冷凝器的冷凝效率亦随之降低,但不低于９６％.
(３)炉气中UF６ 浓度与炉气流量对冷凝效率的影响

炉气中UF６ 浓度与炉气流量对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效率有一定影响.当炉气中 UF６
浓度较高,炉气流量较小时,冷凝器对UF６ 的冷凝效率较高;反之,当炉气中UF６ 浓度较低,炉气流量

较大时,冷凝器对UF６ 的冷凝效率较低.
当系统生产能力为２５０kgU/h(对应于７０kA制氟电流)时,炉气中UF６ 浓度与炉气流量分别为

６６．０％、６２．４m３/h(计算条件:电解效率为９０％,F２ 中HF含量为１０％,系统中N２ 流量为７m３/h(标准

状况),UF４ 物料中UO２F２ 和UO２ 的含量分别为５．５％和０．５％,进料气固比为２１０∶１(Ah/kg),炉气

温度为４００K,炉气压力为８６kPa);而当系统生产能力达到３２５kgU/h(对应于９０kA制氟电流)时,炉气

中UF６ 浓度与炉气流量分别为６８．９％、７６．７m３/h(计算条件同上).系统生产能力从２５０kgU/h上升至

３２５kgU/h,炉气中UF６ 浓度增大４．４％,而炉气流量增大２２．９％.
当系统生产能力达到３２５kgU/h且冷却介质入口温度、流量均为最佳值时,冷凝器冷凝效率与冷

凝接收量的关系如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生产能力为３２５kgU/h时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冷凝效率与冷凝接收量关系图

由图３可知:当系统生产能力达到３２５kgU/h时,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冷凝效率的值(≥９６％)
及冷凝效率随冷凝接收量的变化趋势均与系统生产能力为２５０kgU/h时(见图２)相当.这说明

１４．５m３内冷式冷凝器不仅能适应２５０kgU/hUF６ 生产线的冷凝接收,也能适应３２５kgU/hUF６ 生

产线的冷凝接收,且炉气中UF６ 浓度对冷凝效率的影响可能比炉气流量对冷凝效率的影响大.

２．２　升温释压

因HF是非完全不凝性气体,会随UF６ 部分冷凝下来,所以,装有UF６ 物料的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

凝器脱离生产系统后,需对其升温释压,除去低沸点的 HF(HF沸点:１９．５℃)杂质,以确保产品质量

及生产、运输的安全.在升温释压过程中,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气相进口端的第二强化进口被用作

释压气体出口.
经多次升温释压试验确认,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

的装填量均指设计满容量,即:约２８．５t,对应于三台３m３ 产品容器的装填量)总释压重量达到２００kg
时即可释压完全(释压完全的判定标准是:升温液化后容器内压力不超过３２０kPa(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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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升温释压时释压重量与器内温度的关系(当器内温度≤４５℃时,管程出口

温度高于器内温度约１０℃;当器内温度＞４５℃时,管程出口温度恒定在５５℃左右)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升温释压时释压重量与器内温度关系图

从图４可看出:当冷凝器器内温度超过 HF沸点时,释压即开始;当冷凝器器内温度超过４０℃
时,释压速率明显加快;当冷凝器器内温度达到５２℃时,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即可释压完全.

２．３　升温液化

经多次升温液化试验确认,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升温释压完全后,升温４h即可达到UF６ 三相

点(UF６ 三相点:６４℃和１５２kPa[５]),升温２４h即可使UF６ 液化完全(液化完全的判定标准是转移装

瓶无残留).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升温释压完全后升温液化时器内温度、器内压力与升温时间的关系(当器

内温度≤８５℃时,管程出口温度高于器内温度约１０℃;当器内温度＞８５℃时,管程出口温度恒定在

９６℃左右)如图５、图６所示.

图５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升温液化时器内温度与升温时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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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升温液化时器内压力与升温时间关系图

从图５、图６可看出:当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器内温度升至６２~６３℃,器内压力升至约７０kPa
(表压,相当于绝对压力１５５kPa)后,器内温度、器内压力均会恒定一段时间(约４h),而后又急剧上

升.器内温度、器内压力长时间恒定的原因是温度、压力升至 UF６ 三相点附近时需大量吸热以使

UF６ 发生相变(主要是熔化,亦即液化).

２．４　取样分析及转移装瓶

当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内UF６ 液化完全并混匀后,即可用２S瓶对其进行液相取样分析,分析

合格后即可转移装瓶.
经多批次生产验证,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内 UF６ 取样分析结果完全符合GB/T１３３７５—２００８

«天然六氟化铀技术条件»的规定,产品质量全部合格.
取样前,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器内温度控制范围为(９３±３)℃,器内压力控制范围为(２９５±２０)kPa

(表压).为保证操作安全,液态UF６ 转移装瓶时,物料转移速率≤６０００kg/h.

２．５　工作周期

正常情况下,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工作周期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工作周期表

工作阶段 冷凝接收 升温释压 升温液化 取样分析及转移装瓶 降温备用

耗时/h ５９ ８ ２４ ７ ６

　注:冷凝接收时间是指系统生产能力达到３２５kgU/h时,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接收满物料的耗时.

由表３可知,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从接收满物料关瓶开始,经升温释压、升温液化、取样分析及

转移装瓶,到降温至备用状态共需耗时约４５h;而当系统生产能力达到３２５kgU/h时,１４．５m３ 内冷

式冷凝器从开瓶到接收满物料关瓶需耗时约５９h.所以,一条生产线设计两台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

器是可以满足生产需求的.

２．６　安全性

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经过多次冷凝接收、升温释压、升温液化、取样分析及转移装瓶等全过程考核,实
现了安全稳定运行.没有出现物料外漏,内部换热管道内漏情况;没有出现冷凝器超温、超压、超载情况;没
有出现转移装瓶时３m３ 产品容器超载情况.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全过程操作是安全、方便、可控的.

３　结论

(１)作为国内首次使用的１４．５m３ 大型内冷式冷凝器,与２５０kgU/h立式氟化反应器相配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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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应用于UF６ 生产过程中.
(２)通过试验确定了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的工作参数.
(３)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可适应２５０~３２５kgU/hUF６ 生产线的冷凝接收,冷凝效率≥９６％,冷

凝装填量可达到２８．５t.
(４)通过试验确定了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内UF６ 物料升温释压净化的方法.
(５)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可适应生产需求,实现UF６ 物料升温液化、转移装瓶功能.
(６)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从接收满物料关瓶开始,经升温释压、升温液化、取样分析及转移装瓶,

到降温至备用状态共需耗时约４５h.
(７)１４．５m３ 内冷式冷凝器运行安全、稳定、方便、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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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Applicationof１４．５m３

InternalＧcoolingUF６CondenserinProducingProcess

LIZhenＧfeng,YANGXiaoＧling,WANGXiaoＧfeng,ZHANGZhenＧxing
(TheFirstFilialCompanyof４０４CompanyLimited,CNNC,Lanzhou７３２８５０,China)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dtheconfigurationandperformanceparameterof１４．５m３internalＧ
coolingcondenserdetailedly;Researchedtheapplicationof１４．５m３internalＧcoolingcondenserinUF６
producingprocesswhichincludescondensingUF６,releasingthepressure,liquefyingUF６,sampling
andanalyzing UF６,transferringandpacking UF６,andsoon;Confirmedtheoptimalworking
parameterof１４．５m３internalＧcoolingcondenser;Commentedonthesecurityof１４．５m３internalＧ
coolingcondenser．Theresultsindicatedthat１４．５m３internalＧcoolingcondenserwasapplicableto
theUF６productlineof２５０~３２５kgU/h,andthecondensingefficiencywasmorethan９６％andthe
condensingcapacityachieved２８．５t．１４．５m３internalＧcoolingcondenserissecure,steady,convenient
andoperableinUF６producingprocess．
Keywords:UF６;Condenser;Condensingcapacity;Condensingefficiency;Liquefaction

７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工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膜制氮技术在快堆雾状钠火防护中的应用

王国芝,杜海鸥,王荣东,石文涛,朴　君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主要的雾状钠火防护措施包括惰性气氛工艺间,双层壁管道和工艺间氮气淹没系统,都需要使用氮气作为惰性

气体,将空间内的氧气浓度降低到５％以下以抑制钠火.传统的方式是使用氮气罐或者液氮罐供应氮气,氮气的长期

储存会占用大量的空间,且需要一定的维护成本.如果采用新型的膜制氮技术进行供氮,则将氮气的生产和使用实时

结合在一起,不需要储存氮气,能节省空间和成本.本文对氮气罐供氮工艺和膜制氮供氮工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膜

制氮技术在雾状钠火防护中的应用原理,结果表明,当膜制氮的氮气纯度大于９５％时,理论上可以满足钠火防护的要

求,得出了所需的氮气量和氮气纯度的关系,表明采用膜制氮技术代替氮气罐供氮的方式是可行的.然后,对膜制氮

技术在钠火防护中的应用方案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采用膜制氮技术之后所带来的改变.

关键词:快堆;钠;雾火;膜制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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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冷快堆使用大量的液态金属钠或者钠钾合金(几吨~几千吨)作为冷却剂.由于液态钠化学性

质活泼,当高温的液态金属钠泄漏后和空气接触立即燃烧产生钠火,燃烧生成大量的热量和具有强烈

刺激性,腐蚀性的钠气溶胶,可能对建筑物,核电厂人员都造成危害.因此钠火安全问题是钠冷快堆

区别于水堆的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之一.在发生钠泄漏时,由于其所处环境和泄漏条件的不同,钠火燃

烧的形式和产生的事故后果将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地,将钠火分为池式钠火、雾状钠火,池式钠火是

泄漏的钠汇集后形成钠池形式燃烧的钠火,而雾状钠火是泄漏的钠分散到空气中形成小液滴,以雾状

的形式燃烧的钠火.由于钠分散形成的小液滴和钠池相比,极大地增加了钠和空气接触的比表面积,
因此燃烧更迅速,雾状钠火产生的后果更严重.比如,相同质量下,雾状钠火时候钠气溶胶的生成速

率通常是池式钠火的５倍以上.雾状钠火安全是未来示范快堆,或者航天用,船用模块型小型快堆的

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因此雾状钠火防护措施研究,分析比较选择有效的防护措施从根本上避免雾状

钠火的发生,或者缓解雾状钠火的后果,能够提高未来示范快堆,或者航天用,船用模块型小型快堆的

安全性.

１　雾状钠火防护措施

美国在１９５０年就开始了雾状钠火的研究.早期对于FERMI堆的支撑性研究认为,最有效的雾

状钠火防护措施是将工艺间的氧气浓度降低到５％,并对事故工艺间的外墙进行冷却.１９７０年以后

美国的快堆研究设计者认为大型的钠泄漏钠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钠系统压力边界破损之

后,高温液态钠以喷射流或者雾状形式喷出,在下落的过程中在空气中以雾状钠火的形式燃烧.液态

钠泄漏形成喷射流还是雾状形式,和破口的尺寸,钠压力,管道外的保温层结构等有关系.一般情况

下,破口尺寸越大,钠泄漏流量越大,形成雾火的比例越小.第二阶段是泄漏钠掉落到工艺间地点形

成钠池后以池式钠火的形式燃烧.对于雾火燃烧阶段,主要通过将钠系统设置在惰性气体气氛工艺

间,限制氧气浓度以控制雾火的燃烧.对于空气气氛的钠工艺间,雾状钠火将一直持续直到钠泄漏停

止,这种情况下可以向空气气氛的钠工艺间通入氮气,部分的抑制雾状钠火的燃烧[１].

１９８６年西班牙Almeria太阳能电厂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雾状钠火事故,起因是工作人员在维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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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钠阀时的错误操作,雾火区烟气温度达到８００℃以上,燃烧中心区温度达１３００℃左右,对建造结构

造成了严重的损坏[２].这次事故之后,雾状钠火安全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部分已建的快堆也针对

性的实施了部分改造.

１９８８年的召开的钠火专家会议上,一致认为在可能发生钠泄漏的情况下,需要设置钠泄漏的被动

防护措施,并以一定的主动防护措施作为备用.可以考虑使用双层壁钠管道,管道环隙中间填充惰性

气体,以用于防护可能的雾状钠火.尽可能的预防大型的钠火,特别是大型雾状钠火的发生[３].为预

防和缓解雾状钠火的后果,Superphénix堆在１９９３年进行了部分改造,在附属系统管道上增加约６００
个钠泄漏探测器,将二回路约１０００m３ 的四个大房间分割成体积１００m３ 的小单元,以限制钠火灾时

压力的升高[４].
通过以上的国内外对于雾状钠火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到,雾状钠火后果严重,一旦发生雾状钠火之

后,可以用于扑灭雾状钠火的主动消防措施有限,因此对于雾状钠火的防护,必须以预防为主,及早探

测,火灾缓解措施为辅.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工艺间内填充惰性气体气氛,也可以采用双层壁钠管道,
环隙内填充惰性气体.或者采用小工艺间设计,设置早期钠泄漏探测器,并在雾状钠火发生后充入惰

性气体.

２　膜制氮技术

这种膜制氮技术是将一种有机高分子材料制成极细的空心纤维膜管组件装到圆筒型耐压容器内

组成分离装置.每根中空纤维膜组件由数十万根细如发丝的中空纤维膜组成,细小的中空纤维膜就

像缩小的塑料管.从理论上说,一般情况下气体是可透过所有的膜,只要在膜的两侧存在压力差就会

发生气体渗透.由于气体在膜内渗透的机理是气体在膜内的溶解与扩散.膜的透气速率就取决于气

体在膜内的溶解度和扩散系数.若混合气体中各组分的渗透系数有差别,则易渗透组分富集于膜的

低压侧.同时,难渗组分浓集于留下的气体中,从而实现了组份分离.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氮气从空

气中分离出来[５].其分离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膜制氮分离原理

膜制氮技术的特点是将氮气的生产和使用实时的结合在一起,避免了传统氮气罐,液氮供氮技术

的氮气储存,运输等中间环节.膜制氮技术流程简单,结构紧凑,节省空间.启动和停止方便,迅速,
可以随开随用.通过膜制氮技术产生氮气,一般压力范围为０~２．０MPa,纯度为９５％~９９．９％.

美国早期将这种中空纤维膜制氮技术应用到战斗机油箱的防火抑爆方案中.利用氮气将油箱进

行惰化是防止油箱爆炸的最主要方案.使用空中纤维膜制氮技术的机载制氮系统替代液氮罐进行飞

机油箱的惰化,氮气的生产和使用同时进行,因此避免了每次起飞时都要补充低温液氮,需要空军基

地必须储存液氮存储装备或生产设备,后勤保障困难的问题[６].
膜制氮设备由于其体积小,管道少等优点,也应用到煤矿的井下防火抑爆方案中,直接制造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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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扑灭或者抑制煤矿火灾[７].近年来,膜制氮技术发展迅速,逐渐开始应用到石油领域[８],粮食储

存领域[９].

３　膜制氮技术在钠火防护中的应用原理

在雾状钠火防护中,不论是惰性气氛工艺间,双层壁管道,还是惰性气体淹没,都需要使用惰性

气体.最常用的惰性气体是氮气,因此需要储存大量的氮气.通常采用的储存氮气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在厂房内设置氮气罐,氮气以高压气体的形式储存.一种是在厂房外设置液氮罐,储存液

氮,在使用时再转化为一定压力的氮气供厂内使用,液氮罐中的液氮消耗后,再购买液氮储存到液

氮罐中.这种氮气的使用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氮气的储存会占用大量的空间,二是氮气的长期储

存需要一定的维护成本.这些缺点主要是因为氮气通过工业制氮厂生产,而液氮储存在快堆厂房

外,氮气的使用在快堆厂房内,因此氮气的生产和使用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因此运输、储存耗费大

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能将氮气的生产和使用结合起来,同时生产,同时使用,则将节约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而膜制氮正是这样一种技术,表１将雾状钠火防护中的传统供氮工艺和膜制氮供氮工

艺进行对比.

表１　氮气罐供氮工艺和膜制氮供氮工艺的比较

序号 项目 氮气罐供氮工艺 膜制氮工艺

１ 工艺特点 长期存储氮气 即开即用,不需储存氮气

２ 供氮压力 １MPa １MPa

３ 供氮温度 ０~２５℃ ４０~５０℃

４ 启动时间 ＜５min ＜５min

５ 氮气纯度 ≥９９．６％ ９５％~９９．９％

６ 供氮能力 ０~１００００m３/h
单台机组氮气纯度为９９．９％时３００m３/h,９９％时６００m３/h,

９７％时８００m３/h,９５％时１０００m３/h

７ 主要设备 厂内氮气罐,厂外液氮罐,蒸发装置 气体过滤组件,加热组件和膜组件

８ 占地面积 大 小

９ 相对投资 高 低

从表１可以看出,膜制氮供氮技术,相对于氮气罐供氮技术,最主要的优点就是避免了氮气的长

期储存,特别是厂外液氮罐的使用,因为厂外液氮罐的使用不但增加了投资成本,而且增加了系统的

复杂程度,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而膜制氮供氮工艺的缺点是在高纯度下的供氮能力差,比如单台机

组只能提供３００m３/h纯度为９９．９％的氮气.而氮气罐的供氮能力不受氮气浓度的影响.因此如果

在雾状钠火防护中使用膜制氮技术供氮,得考虑使用“非纯氮”(氮气纯度低于氮气罐供氮的９９．６％,
比如纯度９９％,９７％)的可能性.

在雾状钠火防护措施中,无论是惰性气氛工艺间,氮气淹没,还是双层壁管道,环隙填充氮气,都
需要使一定空间内的氧气浓度低于５％.这样才能保证泄漏的钠不容易燃烧,或者已燃烧的钠因为窒

息而熄灭.当使用膜制氮供氮,氮气的纯度低于９９．６％时,需要评估这时候能否在一定时间内将一定

空间内的氧气浓度降低到５％,否则不能满足钠火防护的需求.
假设在雾状钠火防护方案中使用膜制氮工艺供氮,充氮的空间体积为V(m３),空间的排风风量为

G２(m３/h),因为空间不完全密闭产生的泄漏风量为G１(m３/h),氮气流量为LNEA(m３/h),膜制氮技术

供氮的氮气纯度为XNEA
O２
,忽略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假设气体均匀混合,因此对房间氧气列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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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２×ρөO２ ×XO２ －LNEA×ρөO２ ×XNEA
O２ －G１×ρөO２ ×Xө

O２ ＝－V×
d(XO２

)
dt ×ρөO２

G２ ＝LNEA＋G１
式中:ρөO２———标准状况下氧气的密度;

XO２
———空间内氧气的浓度.

化简得:

d(XO２
)

dt ＋G２
V ×XO２ －

LNEA×XNEA
O２ ＋(G２－LNEA)×Xө

O２

V ＝０

方程的通解为:

XO２ ＝
LNEA×XNEA

O２ ＋(G２－LNEA)×Xө
O２

G２ ＋Cexp(－G２
Vt)

零时刻带入后可以求出方程的解为:

XO２ ＝
LNEA×XNEA

O２ ＋(G２－LNEA)×Xө
O２

G２ ＋(
LNEA×(Xө

O２ －XNEA
O２
)

G２
)exp(－G２

Vt)

当时间无限长,也就是稳定时,

XO２ ＝Xө
O２ －

LNEA×(Xө
O２ －XNEA

O２
)

G２
方程可改写成:

G２－LNEA

G２ ＝
XO２ －XNEA

O２

Xө
O２ －XNEA

O２

其中G２－LNEA

G２
表示因空间不密封造成泄漏的风量和总风量的比值,其值越大,表示房间的密封性越

差.其中标况下氧气的比率为０．２１,钠火熄灭氧气的比率不高于０．０５,则:

G２－LNEA

G２ ＝
０．０５－XNEA

O２

０．２１－XNEA
O２

此公式是最大泄漏率和膜制氮气中氧气含量的关系,氧气浓度越高,则需要泄漏率越低,房间越

密闭.极限情况下,当房间完全密闭,泄漏率为零时,房间内的稳定氧气含量和膜制氮供氮的氮气中

的氧气含量一致,因此稳定氧气浓度不能高于０．０５,氮气纯度不能低于９５％.当房间不完全密封时,
稳定时房间的氧气浓度由氮气的纯度和房间的泄漏率决定,且稳定时的氧气浓度小于膜制氮供氮中

的氮气浓度,因此为了使稳定时房间的氧气浓度不高于０．０５,氮气纯度不能低于９５％.另外一方面,

当氮气的纯度为１００％时,G２－LNEA

G２
的值约为０．２４,也就是说空间内的泄漏风量占总风量的比值不

能大于０．２４,否则房间氧气浓度会高于０．０５,即使纯氮气的通入也不能满足熄灭钠火的要求.通常

情况下,钠工艺间或者双层管壁的环隙,都是相对密封的空间,空间密闭性较好,因此理论上,只要膜

制氮供氮中的氮气纯度高于９５％,都能满足使钠火熄灭的供氮要求.
当认为空间相对密封,也就是G２ ＝LNEA 时:

XO２ ＝XNEA
O２ ＋(Xө

O２ －XNEA
O２
)exp(－LNEA

V t)

可换成:

XO２ －XNEA
O２

Xө
O２ －XNEA

O２
＝exp(－LNEA

V t)

LNEA×t
V ＝ln(

Xө
O２ －XNEA

O２

XO２ －XNEA
O２

)

其中LNEA×t是氮气的消耗量,V 为空间的体积.因此所需的氮气量和空间体积的比值和氮气的纯度

有关,如表２所示.
１１



表２　钠火防护所需氮气量和氮气纯度的关系

序号 氮气的纯度/％ 所需氮气量和空间体积的比值

１ ９９．６ １．４５

２ ９９ １．６１

３ ９８ １．８５

４ ９７ ２．２０

５ ９６ ２．８３

６ ９５．５ ３．５０

从表中可以看到,氮气的纯度越高,所需的氮气量越小.氮气纯度越低,所需的氮气量越大.氮

气纯度接近９５％时,所需的氮气量急剧上升.可以看到,假设使用膜制氮提供的９９％或者９８％纯度

的氮气,和氮气罐提供的９９．６％的氮气相比,所需的氮气总量略有增加,因此一定流量下将空间的氧

气浓度降低到０．０５所需的时间也会有所增加,但依然能满足使钠火熄灭的要求,因此采用膜制氮技

术代替氮气罐供氮的方式是可行的.

４　膜制氮技术在钠火防护中的应用方案

膜制氮技术在防雾状钠火惰性气氛工艺间中的应用方案:除俄罗斯外,世界上大部分的快堆一回

路放射性的工艺间都使用惰性气氛覆盖,以预防雾状钠火.使用氮气罐,液氮罐供氮的情况下,惰性

气氛工艺间建造和维护成本高.因为氮气罐或者液氮罐储存的氮气有限,氮气不能持续的向房间供

应,惰性气氛工艺间一般需要维持一定的正压,以防止外部氧气的进入,需要房间的密封性非常好,以
防止房间氮气泄漏后对厂内运行人员操作窒息的危害.为了维持工艺间的惰性气氛,房间不能设置

送排风系统对房间进行换热,需要设置专门的惰性气体冷却系统.如果用膜制氮技术对惰性气氛工

艺间供氮气,由于氮气可以持续的供应,因此不需要房间维持一定的正压,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

维持房间为微负压,依然能够保持房间的氧气含量在５％以下,可以抑制雾状钠火和池式钠火的燃

烧,而且持续供给房间的氮气,可以通过排风口统一排放,避免了由于房间密封性不好,通过房间的

不密封处无规律的泄漏到厂房内对运行人员造成潜在危害.由于膜制氮技术可以持续的向房间供

应氮气和排出氮气,因此具有将房间的供氮和房间的冷却系统结合起来的可能,直接使用氮气对房

间进行冷却,以维持房间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温度.综上,使用膜制氮技术,和传统的氮气罐,液氮

罐供氮用于惰性气氛房间的工艺相比,不但可能节约空间,而且可能简化工艺,降低对工艺间密封

性的要求,降低工艺间的建造难度.提高惰性气氛工艺间建造的经济性,并从根本上预防雾状钠火

的发生.
膜制氮技术在维持双层壁管道氮气气氛中的应用方案:世界上部分快堆钠管道采用双层壁管道,

其间维持惰性气体气氛.这种设计的优点是可以预防雾状钠火,且方便使用单点接触式钠泄漏探测

器,因此钠泄漏后首先汇集到双层壁管道的夹层中,由于夹层的体积很小,因此泄漏的钠很容易和单

点接触式钠泄漏探测器接触后触发报警信号.同时这也是双层管壁钠管道的缺点,限制了钠泄漏探

测器只能使用单点接触式钠泄漏探测器,不能在环隙内直接设置抽气式钠泄漏探测器,比如钠气溶胶

探测器,因此无法探测微小的钠泄漏.如果使用膜制氮技术供氮,氮气的持续供应可以和抽气式的钠

泄漏探测器结合起来使用,提高对微小钠泄漏的探测能力.
膜制氮技术在氮气淹没系统中的应用方案:氮气淹没系统一般采用氮气罐和液氮罐两种方式供

氮.氮气罐的作用是迅速将房间的氧气浓度降低至５％以下,为了维持房间的惰性气体气氛,需要持

续的供氮,由于氮气罐储存的氮气体积有限,因此需要使用厂房外液氮罐持续的供氮.由于钠火事故

发生的概率较小,因此氮气淹没系统的使用频率很低,甚至有可能在整个反应堆寿期内都不使用.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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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应堆运行的过程中,必须储存和维护足够可供使用的氮气,不但设备占用大量空间,维护成本也较

大.如果使用膜制氮技术供氮,则不需长期储存和维护大量的氮气,只需要在发生钠火事故时启动膜制

氮系统,膜制氮系统通常在５min之内就能投入运行.在平时只需对膜制氮系统进行定期试验即可.

５　结论和展望

使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基于有机高分子材料制成极细的空心纤维膜管的膜制氮技术代替传统的

氮气罐、液氮罐供氮,直接将空气分离出氮气,从原理和工艺上看都是可行的,且具有技术流程简单,
结构紧凑,节省空间的优点.不需要长期储存和维护大量的氮气,因此可以降低厂房建筑体积,降低

氮气系统维护成本,而且可以随开随用,持续供应氮气,取之不竭.因此不但可以代替氮气罐、液氮罐

供氮的功能,还可以不受氮气罐、液氮罐体积一定,储存氮气量有限的限制,改进原来的雾状钠火防护

工艺,比如可以使惰性气体房间的建造和维护更简单,使双层壁管道可以使用抽气式钠气溶胶探测

器,避免氮气淹没系统的氮气罐和液氮罐的使用等,将可能应用到未来的示范快堆,或者航天用,船用

模块型小型快堆的雾状钠火防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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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ofNitrogenＧgenerated
TechnologybyMembraneSeparationinthe

SodiumSprayFireProtectionforFastReactor

WANGGuoＧzhi,DUHaiＧou,WANGRongＧdong,SHIWenＧtao,PIAOJu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Nitrogenisrequiredinthemainsodiumsprayfireprotectionmeasuresincludingcellsfilled
byinertgas,doubleＧwallpipefilledbyinertgas,andnitrogenfloodingsystem,inordertoreducethe
concentrationofoxygenbelow５％forsuffocationofsodiumfire．Traditionallynitrogenisprovided
bynitrogencontainerorliquidnitrogentank,whichtakesupmuchspaceinlongtimestorageand
needmaintenancecosttosomeextent．IfnitrogenＧgeneratedbymembraneseparationisappli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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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takeupsmallerspaceandbemoreeconomical,becausenitrogenisusedwhileitisgenerated,so
thestorageofnitrogenisavoided．Thetechnologyofnitrogenprovidedbymembraneseparationand
nitrogencontaineriscompared,andthetheoryofapplicationofnitrogenＧgeneratedbymembrane
separationinsodiumsprayfireprotectionisdeduced．Theresultsshowthatthenitrogengenerated
bymembraneseparationmeetstherequirementofsodiumfireprotectionifitsconcentrationisover
９５％．Andtherelationbetweentherequiredvolumeofnitrogenanditsconcentrationinsodiumfire
protectiondemonstratesthatitissuitabletousenitrogengeneratedbymembraneassubstitution．
Moreover,thewaysofapplicationofnitrogenＧgeneratedbymembraneseparationinsodiumsprayfire
protectionandchangesoftechnologyalongwiththatisinvestigated．
Keywords:Fastreactor;Sodium;Sprayfire;NitrogenＧgeneratedbymembrane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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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在硝酸铀酰溶液浓缩中的应用研究

高兴星,马治军,陈建勇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２８５０)

摘要:通过对铀纯化生产工艺中产生的典型硝酸铀酰溶液的现场试验,研究了为浓缩硝酸铀酰溶液而自行研制的不同规

格型号的膜分离器的浓缩性能.并对硝酸铀酰溶液浓度、操作压力、溶液pH等工艺操作参数对纳滤膜膜通量和反渗透

膜膜通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获得了给定合理操作压力条件下的膜通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试验结果表明反渗透膜分

离器的分离效果较好,可以将硝酸铀酰溶液从７０gU/L浓缩到２００gU/L,透过液的质量能够满足生产和铀污染物排放的环

境要求.不过,最成问题的是该浓缩液仍难以满足后续脱硝工艺要求.经过计算,反渗透膜分离器对硝酸铀酰的截留率可以

达到９５％以上,而纳滤膜分离器对硝酸铀酰的截留率在８０％左右.反渗透透过液的铀浓度最好的小于４０μgU/L.

关键词:硝酸铀酰溶液;浓缩;膜分离器;纳滤;反渗透;截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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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技术的应用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因具有设备简单,操作方便,节能高效等特点,在化学工程、
环境保护工程等各种加工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当前,在我国核化工领域也有了具体的应用[１].
目前,我国核燃料生产正面临着市场化.在这种新形势下,探索新型先进技术,尤其是已在相关领域

应用的尖端技术,优化调整生产工序,降低生产成本,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为

适应铀纯化、铀转化生产领域的化工工艺调整,工序优化及生产废水处理的环境保护要求等,将膜分

离技术应用于该领域是必要的.如今,我国铀纯化生产采用溶剂萃取纯化技术,该工艺产生的废水量

较大,且未得到很好的回收利用.对于铀氧化物的生产,国外多采用使用萃取纯化工序产生的核纯级

硝酸铀酰溶液,再经蒸发浓缩、脱硝等过程的工艺方法[２].为减轻脱硝生产供热的困难,这种溶液应

蒸发浓缩到含铀量１０００g/L,甚至到１２５０g/L左右,自然,也可以减少硝酸铀酰溶液的处理体积.
硝酸铀酰溶液的浓缩过程至今采用四效蒸发器和液膜蒸发器进行[３].显然,此浓缩工艺能耗较高,对
生产成本影响较大.因此,选择膜分离技术应用课题,研究膜分离器对硝酸铀酰溶液的分离性能,为
膜分离技术应用于铀纯化、铀转化生产实践提供技术支撑.

１　试验部分

针对铀纯化萃取工序产生的硝酸铀酰溶液的特点,自行研制了具有耐酸,抗污染的化学稳定性好

的膜分离器.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多级膜分离系统进行现场试验.

１．１　膜分离原理

图１　膜分离错流示意图

膜分离模型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通过型,给料

侧溶液不取出,待分离器的膜阻力增大到一定程度,通过清洗

去除截留的物质,使之恢复过滤功能,继续使用.另一种是错

流通过型,给料侧溶液不断流出,透过液也不断流出,分离能力

稳定.错流通过型原理示意图见图１.
后一种流动类型具有连续性特点.本研究选择错流通过

型原理对膜分离器的浓缩性能进行研究.这种分离特点也可用图２更形象地表示[４].

１．２　膜分离工艺流程

膜处理流程包括预处理、微滤、超滤、一级纳滤、二级纳滤、反渗透几个步骤.流程示意图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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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错流示意图

图３　硝酸铀酰膜处理试验流程示意图

如图３所示,原液先经过预处理单元以除去大颗粒杂质和漂浮物.除杂后的原液进入超滤罐取

样分析铀浓度、无机离子含量等.硝酸铀酰溶液纳滤浓缩实验时浓液返回超滤罐,清液则进入下一级

纳滤罐.若浓液中铀浓度达不到要求则需进入反渗透膜进一步浓缩.清液则采出进一步用新膜处理

系统处理.含铀废液分离实验时浓液返回超滤罐,清液则进入下一级纳滤罐.若清液中铀含量达不

到排放标准,则进入反渗透膜进一步分离.浓液则采出进一步回收铀.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初始料液铀浓度对一级纳滤浓缩效率的影响

为研究铀浓度对一级纳滤浓缩效率的影响,分别取不同铀浓度的硝酸铀酰溶液对其进行一级纳

滤浓缩试验,随着时间的延长,当膜通量下降超过８０％时停止试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铀浓度对一级纳滤浓缩效率的影响

一级纳滤
最高压力/

MPa

原液[U]/
(g/L)

原液[H＋]/
(mol/L)

截留液[U]/
(g/L)

截留液[H＋]/
(mol/L)

透过液[U]/
(g/L)

透过液[H＋]/
(mol/L)

截留率/

％

第一次实验 １．４ １．８５ ０．０５ １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３ ９９．１
第二次实验 １．７ ４０．１ ０．１４ ９５．５ ０．０５ １６．２ ０．１４ ８１．２
第三次实验 １．２ ４６．８ ０．１４ ９６．５ ０．１０ １０．５ ０．２８ ７７．６

由表２可知,当溶液中铀浓度较低时,其浓缩效率和截留率都较高.随着溶液中铀浓度的增加,
截留率不断下降,当原液中铀浓度增加至４６．８g/L时,截留率已经降至８０％以下.根据道南平衡的

原理[５],进料中的浓度越高,微孔中的浓度也越高,渗透液中的浓度也就越高.根据实验结果可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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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纳滤膜适用于硝酸铀酰溶液中铀浓度较低(低于４０g/L)溶液的浓缩.

２．２　硝酸铀酰溶液对二级纳滤浓缩效率的影响

分别取不同铀浓度的硝酸铀酰溶液对其进行二级纳滤浓缩试验,在任何条件下,当膜通量下降超

过８０％时停止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铀浓度对二级纳滤浓缩效果的影响

二级纳滤

序号

操作压力/

MPa

原液[U]/
(g/L)

原液[H＋]/
(mol/L)

截留液[U]/
(g/L)

截留液[H＋]/
(mol/L)

透过液[U]/
(g/L)

透过液[H＋]/
(mol/L)

浓缩

倍数

第一次实验 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３ ３．５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２２４

第二次实验 １．４ １３．８ ０．１４ ２５．５０ ０．１１ ０．４１ ０．１９ １．８５

第三次实验 １．９ ４２．１ ０．１０ ７９．２０ ０．０５ ２．２５ ０．１５ １．８８

第四次实验 １．７ ６０．１ ０．１０ ７４．４０ ０．０９ ２．７２ ０．２０ １．２４

由表２可知,当硝酸铀酰溶液中铀浓度较低时,用较低的操作压力就可得到对应的渗透液,且其

浓缩效率较高.随着溶液中铀浓度的增加,浓缩效率不断下降,当硝酸铀酰溶液中铀浓度增加至

６０．１g/L时,浓缩后截留液中的铀浓度只有初始溶液中铀浓度的１．２４倍.因此,当硝酸铀酰溶液中

铀浓度较高时需在较高压力(０．５~２．５MPa)条件下采用二级纳滤膜进行浓缩.

２．３　硝酸铀酰溶液反渗透试验

２．３．１　低浓度硝酸铀酰溶液反渗透试验

取二级纳滤的透过液２８２L,铀浓度１．６６mg/L,酸度０．０１２mol/L.试验过程中通过控制反渗透

膜的进口压力来调节清液流量.试验数据如表３所示.

表３　低浓度硝酸铀酰溶液反渗透数据

名称
取样

时刻

压力/

MPa

流量/t

进液 截留液

进液电导

(mS/cm)
截留液[H＋]
(mol/L)

截留液[U]
(mg/L)

透过液[H＋]
(mol/L)

透过液[U]
(mg/L)

反渗透

１０:００ ０．３ ２．５０ ２．４５ ６．４７ ０．０２５ ５．１９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０:１０ ０．６ ２．４９ ２．４１ ６．５２ ０．０２５ １５．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０:２０ ０．９ ２．４６ ２．３２ ６．５８ ０．０２５ ３８．６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５

１０:３０ １．２ ２．４４ ２．２６ ６．７０ ０．０２６ ２６．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５

１０:４０ １．５ ２．３２ ２．１０ ６．８８ ０．０２８ ５１．９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７

１０:５０ １．８ ２．３６ ２．１０ ７．３１ ０．０２９ ５６．６０ ０．００５ ０．７７

综合样 ０．００４９ ４４．８２ ０．００７ ０．６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当操作压力在０．３~１．５MPa之间时,透过液中铀浓度都低于０．０５mg/L.符

合相关排放要求,另透过液流量在５０~２２０L/h,具有较好效果.

２．３．２　高浓度硝酸铀酰溶液反渗透试验

取二级纳滤的截留液３００L,铀浓度为７４．４g/L,酸度为０．０５mol/L.试验过程中通过控制反渗

透膜的进口压力来调节膜通量在０．５~１４L/(m２h).当压力从４．５~６．０MPa的过程中分别对截

留液和透过液取样分析铀浓度和酸度.试验数据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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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高浓度硝酸铀酰溶液反渗透实验数据

名称
取样

时刻

温度/

℃

压力/

MPa

进液电导/
(mS/cm)

截留液[U]/
(g/L)

浓缩液[H＋]/
(mol/L)

透过液[U]/
(g/L)

透过液[H＋]/
(mol/L)

膜通量/

[L/(m２h)]

反

渗

透

１２:４０ ３０．６０ ４．５ ４４．２０ ８８．１０ ０．０７ １．８６ ０．０８ １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３３．７０ ４．５ ４８．３０ １０４．６０ ０．０６ ２．２１ ０．１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２０ ３７．７０ ４．５ ５３．４０ １１８．７０ ０．０５ ２．９５ ０．１３ １３．５０

１３:４０ ４２．５０ ４．５ ５８．５０ １３４．４０ ０．０４ ４．９０ ０．１６ ４．８０

１４:００ ４７．７０ ４．５ ６４．００ １４６．７０ ０．０３ ８．９８ ０．１８ ４．５０

１５:００ ５４．３０ ４．５ ７４．２０ １５１．５０ ０．０３ １０．６０ ０．１９ ０．５０

１７:３０ ５０．８０ ６．０ ７１．４０ １６８．９０ ０．０２ １２．１５ ０．１４ ２．００

１８:３０ ６２．４０ ６．０ ７２．００ １８２．３０ ０．０１ ２８．８０ ０．１２ ０．６８

１９:３０ ６５．１０ ６．０ ７２．９０ １９２．６０ ０．０１ ３１．６０ ０．０８ ０．６８

混合样 ２００．５０ ０．０１ ７．６１ ０．１０ ———

从表４可知,在压力为４．５MPa条件下,刚开始时膜通量较大为１４L/(m２h),透过液流量能达

到１０４L/h.随着试验的进行,膜通量开始下降,直至降至０．５L/(m２h).为进一步提高硝酸铀酰

溶液的浓度,将操作压力提高到了６．０MPa.此时膜通量有所提高,但最大时仅有２．０L/(m２h).
最终截留液中铀浓度可达到２００g/L.

２．３．３　温度变化对膜通量的影响

在４．５MPa压力条件下,取铀浓度７４．４g/L的硝酸铀酰溶液３００L进行循环浓缩,温度每升高

两摄氏度对反渗透膜通量进行测定,绘制温度—膜通量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温度对膜通量的影响

从图４曲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膜通量逐渐变大,这可认为是温度的升高使分

子迁移速度加快,进而提高了水透过膜的机会.同时温度升高,也使膜表面的浓差极化现象减弱,从
而减少了膜被污染的机会.在硝酸铀酰溶液的浓缩过程中,由于过高的温度会破坏反渗透膜的结构,
所以在实际操作时,温度定在４５℃左右以不破坏膜的结构是适宜的.

３　结论

铀浓度为４０~６０g/L的硝酸铀酰溶液经纳滤单元(操作压力１．９MPa)浓缩后,截留液再经反渗

透单元(操作压力６．０MPa)浓缩,截流液中铀浓度可达２００g/L,且原液中铀浓度越低浓缩效率越高,
透过液进一步分离后铀浓度可降至０．０５m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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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raneSeparationTechnologyin
ConcentrationofUranylNitrateSolutionResearch

GAOXingＧxing,MAZhiＧjun,CHENJianＧyong
(The４０４companylimited１stbranchCNNCLanzhoucityGansuprovince７３２８５０,China)

Abstract:Byactualfieldtestofthemodelsolutioninpurificationprocessofuranium,theconcentration
characterizeoftheselfＧbuiltdifferentmodelsofuranylnitratesolutionorientedmembraneseparation
equipmentwasinvestigated．Atthesametime,theeffectofoperatingparameterssuchasuranylnitrate
concentration,operationpressure,pHoffeedstockonreverseosmosisandnanofiltrationmembranepermeate
fluxwasinvestigated．Undervariousgivenoptimumoperatingpressureconditions,thechangingsituationof
membranepermeatefluxwithtimewereobtained．Theexperimentalresultsindicatethattheeffectof
separationofuranylnitratesolutionthroughthereverseosmosismembraneseparatorisbetteranditwas
concentratedfrom７０gU/Lto２００gU/LthroughthesingleＧpassreverseosmosistreatment．Theproduct
water(permeateliquid)insingleＧpassreverseosmosistreatmentcouldmeettheactualproductionand
environmenturaniumpollutantemissionstandardsrequirements．However,mostproblematicisthemore
concentrationuranylnitratesolutioninsingleＧpassreverseosmosistreatmentcantmeetthenextdenitration
processactualrequirements．Asaresult,uranylnitraterejectionwasabove９５％insingleＧpassreverse
osmosistreatmentwhiletherejectionwasnearly８０％insingleＧpassnanofiltrationtreatment．Uranium
concentrationinpermeatewasless４０μgU/Latbestthroughthereverseosmosismembrane．
Keywords:Uranylnitratesolution;Concentration;Membraneseparator;Nanofiltration;Reverse
osmosis;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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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Plus软件在铀纯化硝酸回收工艺上的模拟研究

杨校铃,李振峰,丁　峰,黄　建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２８５０)

摘要:利用AspenPlus化工流程模拟软件,对铀纯化转化生产线的硝酸回收精馏塔进行了模拟计算.通过对比,选用

ENRTLＧRK活度系数模型,计算了共沸体系的相图,与实际结果基本吻合.以实际生产工艺的物料条件为原始参数,

利用软件的DSTWU和RadFrac模块,计算得出了精馏塔工艺参数以及物流参数,同时得出了回流比、温度以及压力

与理论塔板数的关系曲线.利用 HeatX模块对塔顶冷凝器设计进行了简捷计算,并根据标准确定了设备型号.

关键词:AspenPlus;硝酸;精馏;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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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具有强氧化性、强腐蚀性,能与水任意比例混合[１].在国内外湿法铀纯

化工艺中,均是以较高浓度的硝酸作为酸解剂溶解ADU、AUC和八氧化三铀等原料来制得硝酸铀酰

溶液,再经过萃取、洗涤和反萃取等工序得到高纯的硝酸铀酰溶液.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低浓

度含铀硝酸残液,如若直接中和排放处理,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而且还会浪费大量的硝酸.
因此,通过精馏方法回收硝酸,不仅有利于硝酸的无害化处理,也有利于降低铀纯化转化生产成本[２].

在铀纯化转化工业中,可通过精馏的方法回收和提浓大量的浓硝酸循环使用[２].由于铀纯化过程中的

硝酸铀酰萃取残液中会含有一定量的TBP等有机相,如若温度过高或排气面积不足会导致“红油爆炸”的发

生.因此,采用减压精馏的方法即可以降低精馏温度减少能耗,也可以有效避免“红油爆炸”现象[３].
近期对铀纯化转化生产线硝酸回收工序精馏塔的调试暴露出了较多问题,主要有塔顶产品不达

标、精馏塔结构设计不合理、塔顶冷凝器换热面积不足等.因此,本文利用AspenPlus软件对现有铀

纯化转化生产线过程中硝酸回收的减压精馏工艺进行模拟计算,利用软件的DSTWU和RadFrac模

块,计算精馏塔工艺参数以及物流参数,并对回流比与理论塔板数关系及温度、压力与理论塔板数的

关系进行了计算.模拟所得结果可以有效地指导实际硝酸回收精馏塔的调试与生产.利用软件换热

器的HeatX模块对塔顶冷您器进行简捷设计计算,并进行了设备选型工作.

１　模拟流程的建立

１．１　硝酸回收工艺流程介绍

铀纯化生产线硝酸回收工艺流程如图１所示.
系统所处理原料为硝酸铀酰溶液纯化工序的萃取残液,主要成分为含有杂质的低浓度硝酸溶液,塔

中进料.塔顶采出精馏水回收备用,塔底采出浓缩净化后的硝酸溶液,储存备用,塔底设置排渣口,定期

清理塔中积累的腐蚀性杂质.塔底使用虹吸式再沸器提供热源,塔顶全凝器为列管式换热器,塔顶利用

两级空气喷射器为精馏系统提供负压,精馏塔所用填料为耐浓硝酸腐蚀的陶瓷鲍尔环,规整填料.

１．２　模拟流程的建立

用AspenPlus软件绘制出模拟硝酸回收工艺流程见图２.其中,设备B１为精馏塔,流股编号１
为进料萃取残液,流股编号２为塔顶产品即精馏回水,流股编号３为塔底产品即回收所得浓硝酸[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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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硝酸回收工艺流程简图
　

图２　精馏塔模拟模型

１－萃取残液;２－塔顶产品;３－塔底产品

结合铀纯化转化生产线项目中硝酸回收工艺,确定进料萃取残液为１．２mol/L的硝酸溶液,进料

量为４Nm３/h,温度２０℃,进料压力为常压;塔顶产品为硝酸浓度小于０．０１mol/L的精馏水;塔底产

品为１０mol/L的浓硝酸溶液.塔顶为全凝器,回流比选取最小回流比的１．２５倍.

２　热力学模型及相图计算

稀硝酸为水和硝酸组成的具有二组分最高恒沸点的混合物,在不同的压力下该体系的最高共沸

点不同.当大气压为１０１．３２５kPa时,该体系共沸点为１２０．０５℃,气液两相达到平衡的硝酸质量浓

度均为６８．４％[４].
在AspenPlus软件中,所选择的物性模型对计算模拟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计算结果

的准确度.利用软件中的物性分析功能,选取ENRTLＧRK活度系数模型计算方法可得到最接近真实

的二元组成相图,如图３所示.故硝酸回收模拟可采用ENRTLＧRK活度系数模型计算方法[５].

图３　常压硝酸溶液的TＧxＧy 图

同时利用ENRTLＧRK活度系数模型分别计算硝酸溶液在压力为６０kPa与２０kPa下的二元组

成相图,如图４所示.对比可知水－硝酸二组分体系的最高恒沸点随着压力的减小而降低,但是在恒

沸点的气液两相平衡组成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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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减压硝酸溶液的TＧxＧy 图

３　模拟结果

３．１　精馏塔模拟

设定水为轻关键组分(Lightkey),硝酸为重关键组分(Heavykey).据工艺参数及产品纯度要求,计
算可得塔顶水的回收率为９１．６３％,塔底硝酸回收率为９９．２６％,回流比(Refluxratio)为最小回流比的

１．２５倍.由于采用减压精馏,故设定塔顶(冷凝器)压力为２１kPa,塔底(再沸器)压力为２９kPa[６].
利用精馏塔的简捷设计模块(DSTWU)[７]模拟所得结果如表１所示.由表可知:最小回流比为

０．７３,最小理论板数为１１,实际回流比为０．９１,实际理论板数为２３,实际进料位置为第１４板段,塔顶

产品与进料摩尔流比为０．８９.同时也可知再沸器热负荷为４４３０．６２kW,塔顶冷凝器热负荷为

４３７８．８９kW.精馏塔塔顶温度为６１．０８℃,塔底温度为６８．５９℃[８].

表１　精馏塔模拟结果

项目 结果 单位

实际回流比 ０．９１４８

最小理论板数 １０．５６６４

实际理论板数 ２２．４７２７

进料位置 １３．２４００

进料位置以上实际塔板数 １２．２４００

加热器热负荷 ４４３０．６１８６ kW

冷凝器热负荷 ４３７８．８９００ kW

馏出物温度 ６１．０８３３ ℃

塔釜温度 ６８．５９４６ ℃

馏出物占进料物料分率 ０．８９０６

３．２　物流计算

计算所得各物流结果如表２所示.表中详细列出了进料、塔顶产品及塔底产品的物料状况及物

流组成明细.可知塔顶产品(精馏回水)流量为３．６４m３/h,硝酸的质量纯度为３２５PPM,硝酸摩尔浓

度为０．００５mol/L;塔底产品(浓硝酸)流量为０．６２m３/h,硝酸质量纯度为６２．９％,硝酸摩尔浓度为

９．９４mol/L.可知塔顶、塔底产品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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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精馏塔物流结果

项目 进料 塔顶产品 塔底产品 单位

温度 ２０ ６１．１ ６８．６ ℃

压力 １．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２９ bar

气相分率 ０ ０ ０

摩尔流率 ２１７．４５５ １９３．６３８ １８．８１７ kmol/h

质量流率 ４１９４．５７９ ３５７９．３５０ ６１５．２２９ kg/h

体积流率 ４ ３．６４３ ０．６１８ cum/h

焓 －１４．７５２ －１３．４４０ －１．２６７ Gcal/h

质量流率(HNO３) ３８１．９３ ２．８７１ ３８５．１２７ kg/h

质量流率(H２O) ３８１２．６４９ ３４８７．９６９ ３１８．６１１ kg/h

质量分率(HNO３) ０．０９１ ３２５ppm ０．６２９

质量分率(H２O) ０．９０９ ０．９９９ ０．４５３

摩尔流率(HNO３) ６．１５８ ０．０１８ ６．１４０ kmol/h

摩尔流率(H２O) ２１１．２９８ １９３．６１２ １７．６８６ kmol/h

３．３　回流比与理论板数关系

软件计算所得回流比与理论板数关系曲线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知,当理论板数接近最小理论板数１１时,回流比为无限大(全回流),此时塔顶无产品,

对实际生产无意义,仅在开车阶段利用全回流减小精馏塔稳定时间.而当回流比为最小回流比０．７３
时,所需的理论板数无限大,设备投资无限大.全回流与最小回流均不能在实际生产中采用,回流比

的选取直接决定了设备费和操作费的大小,合理的回流比应在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小区域内选择,故选

取回流比为最小回流比的１．２５倍,此时理论板数为２３.

３．４　塔内温度分布

软件提供的RadFrac模块可以计算精馏塔的温度和压力分布曲线.图６为计算所得塔内温度分

布曲线图.

图５　回流比与理论板数关系曲线图 图６　塔内温度分布曲线图

由上图可知,精馏塔内的温度随着塔板数的增加而逐渐升高,这是因为随着塔板数的增加,精馏

塔的轻组分含量减少,重组分含量增加,重组分的沸点高于轻组分的沸点而导致的.同时在进料板附

近温度发生了阶梯状变化,这是由于进料温度较低使得上升蒸汽温度变小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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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塔内压力分布

RadFrac模块计算所得精馏塔内压力分布曲线如图７所示.在精馏塔的正常操作条件下,塔内压

力分布呈现接近线性变化,塔顶压力为２１kPa,塔底压力为２９kPa.

图７　塔内压力分布曲线图

精馏塔塔内温度分布曲线图和压力分布曲线图对排除精馏塔异常工况、寻找产品不合格原因有

着重要的作用.

４　冷凝器计算及选型

本工艺精馏塔塔顶采用全凝器,为双管程列管式换热器.结合硝酸回收精馏塔现有调试数据,利
用软件的换热器单元的HeatX模块对塔顶冷凝器进行简捷设计,核算调试数据得本工艺换热器总传

热系数约为４６１．１７W/(m２℃).
塔顶冷凝器换热平均温度差采用对数平均温度差Δtm,计算公式如下[９]:

Δtm＝Δt２－Δt１

lnΔt２Δt１
将表１模拟所得温度结果及生产线实际冷却水进出口温度代入公式１,得Δtm 为４０．２７℃.将精

馏塔模拟所得塔顶产品 物 流 作 为 换 热 器 HeatX 模 块 热 段 入 口,计 算 需 要 的 冷 凝 器 换 热 面 积

为２３５．７９m２.

AspenPlus软件采用的换热器标准为美国的TEMA标准,国内设计换热器时可根据“JB/T４７１５－
１９９２”等标准选取[１０].查«化工工艺设计手册»,从JB/T４７１５－１９９２«固定管板式换热器»中选标准

系列换热器BEM５８０Ｇ０．６/０．６Ｇ２５０Ｇ６/２５Ｇ２I,双管程、单壳程,壳径５８０mm,换热面积２５０m２,换热管

ϕ２５mm×６mm.

５　结论

１)用AspenPlus软件的ENRTLＧRK活度系数模型计算方法得到硝酸水溶液体系在不同压力下

的二元组成相图.

２)结合实际工艺的物料条件,用简捷计算方法得出了精馏塔的工艺参数及具体物流参数,可知实

际回流比为０．９１,实际理论板数为２３,塔顶温度为６１．０８℃,塔底温度为６８．５９℃.

３)得出回流比与理论板数关系曲线,为实际工业生产回流比的确定提供参考;同时计算了塔内温

度与压力分布曲线图,对实际工业生产调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４)根据冷凝器简捷设计结果,选取塔顶冷凝器为双管程列管式换热器,型号为标准系列换热器

BEM５８０Ｇ０．６/０．６Ｇ２５０Ｇ６/２５Ｇ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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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ofAspenPlusSoftwareintheRecovery
ProcessofNitricAcidofUraniumPurification

YANGXiaoＧling,LIZhenＧfeng,DINGFeng,HUANGJian
(TheFirstFilialCompanyof４０４CompanyLimited,CNNC,Lanzhou７３２８５０,China)

Abstract:ThechemicalprocesssimulationsoftwareofAspenPluswasusedtosimulatethe
distillationtowertorecoverynitricacidintheuraniumpurificationandconversionindustrial．By
contrast,theENRTLＧRKactivitycoefficientmodelwasusedtocalculatethephasediagramofthe
azeotropicsystems,andtheresultswereconsistentwiththeactualresults．Thematerialconditionsof
actualproductionprocessastheoriginalparameters,usingtheDSTWUandRadFracmodulesto
calculaterectifyingcolumnparametersandthematerialresults,andalsocalculatedtherelation
curvesofrefluxratioＧtheoreticalstages,temperatureＧtheoreticalstagesandpressureＧtheoretical
stages．Inviewoftheproblemsduringcommissioning,thetransferareaofthecondenserwas
calculated,andaregulatingsolutionwasoffered．Theoverheadcondenserhascalculatedonshortcut
byusingtheHeatXmodule,andthecondensertypewasdeterminedaccordingtothestandard．
Keywords:AspenPlus;Nitricacid;Distillation;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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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氚光源中ZnS:Cu对基体SiO２ 气凝胶制备中
凝胶时间的影响研究

刁义荣１,康　艺２,胡石林１,２

(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２．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利用溶胶Ｇ凝胶法制备SiO２ 气凝胶,具有透明性好、比表面积和孔隙率高等特性,在各行业应用广泛.在体积氚

光源中,利用物理掺杂的方式将荧光粉ZnS:Cu均匀混合在透明的SiO２ 气凝胶基体中形成发光体,将发光体和氚气填

充在玻璃外壳中,氚气渗透在发光体的孔隙中,衰变出β射线激发发光体中的ZnS:Cu发光,光从发光体中向外发散.

可见发光体是体积氚光源重要的影响因素.本实验系统研究了物理掺杂定量荧光粉对溶胶Ｇ凝胶法制备的SiO２ 气凝

胶基体的影响,主要探讨了ZnS:Cu掺杂前后水解时间、反应温度、和碱催化剂等因素对凝胶时间的影响,为发光体的

制备提供参考.实验结果表明ZnS:Cu掺杂对基体SiO２ 气凝胶制备工艺中凝胶时间的影响明显,可以通过控制反应

温度和催化剂的用量控制凝胶时间.

关键词:ZnS:CuＧSiO２ 气凝胶混合体;溶胶Ｇ凝胶法;体积氚光源;凝胶时间

　　　　　　　　　　　　　　　　　　　　　　　　　　　　　　　　　　　　　　　　　　　　　　　　　　
　
　
　
　 　　　　　　　　　　　　　　　　　　　　　　　　　　　　　　　　　　　　　　　　　　　　　　　　　

　
　
　
　
　

作者简介:刁义荣(１９８０—),女,副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氢同位素分离

传统的放射性光源是荧光粉均匀涂覆在玻璃管的内壁上,以面的形式存在,放射性物质衰变放出

的粒子与荧光物质作用,输出光子发光,称为面放射性光源.另外一种放射性光源是荧光粉均匀分布

在某种基体中,以三维结构的体积形式存在,放射性气体可渗透至基体中与荧光粉作用,从而输出光

子发光,称为体积放射性光源.
在体积放射性光源的研究中,我们选取放射性物质是氚,气态形式;荧光粉选取ZnS:Cu,主要考

虑ZnS:Cu对β离子具有较高的灵敏度,激发后可产生黄绿色光,为视觉敏感色.基体是SiO２ 气凝

胶,采用物理掺杂的方法将ZnS:Cu均匀混合在SiO２ 气凝胶中,形成ZnS:CuＧSiO２ 气凝胶混合体,简
称发光体.选取溶胶Ｇ凝胶法制备的SiO２ 气凝胶作为基体材料,主要考虑SiO２ 气凝胶具有一定的孔

隙率和高比表面积以及良好的透明性,是一种具有网络结构的轻质、多孔纳米材料;同时利用溶胶凝

聚的过程,完成荧光粉的物理掺杂以及发光体的成型制备.初步实验表明原料比为１∶７∶５(正硅酸

四乙酯∶乙醇∶草酸溶液),水解时间大于１６h,碱式催化剂浓度为０．１０M 时,可获得透明性较好的

SiO２ 气凝胶;通过调节碱式催化剂的用量和反应温度等能够制备结构特征适合发光体的SiO２ 气

凝胶.
将荧光粉掺杂工艺和发光体成型工艺整合到发光体的基体制备工艺中,实现ZnS:Cu在SiO２ 气

凝胶的掺杂和发光体的成型.通过控制基体制备工艺的工艺参数,掌握合理的缩聚反应时间(即凝胶

时间),才能保证掺杂工艺和成型工艺的进行.合理的凝胶时间不仅要满足制备出高性能的SiO２ 气

凝胶基体,而且要满足掺杂和成型工艺的要求,可见,凝胶时间是整个工艺的一个关键参数.在对荧

光粉掺杂工艺和成型工艺初的初步研究中发现,ZnS:Cu的掺杂对基体SiO２ 气凝胶的影响明显,尤其

表现为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本工作以正硅酸乙酯(TEOS)为硅源,采用溶胶Ｇ凝胶法制备二氧化硅气凝胶基体,采用物理掺杂

的方式掺杂荧光粉ZnS:Cu,主要目的是研究定量荧光粉掺杂对凝胶时间的影响,从而寻找合理的凝

胶时间,为开发发光体的制备工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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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方法

１．１　样品制备

二氧化硅气凝胶以正硅酸乙酯(TEOS)为原料采用溶胶Ｇ凝胶法制备.凝胶过程依靠水解和缩聚

两个反应,两个反应的速率随pH的变换呈相反的变化趋势,水解反应需要酸性催化剂,采用草酸溶

液;缩聚反应需要碱性催化剂,采用氨水溶液.
首先将TEOS、无水乙醇以及去离子水以一定的比例混合,通过磁力搅拌器混合均匀,然后加入

草酸溶液促进水解,静置水解反应时间形成溶胶溶液.然后在溶胶溶液中加入一定比例的荧光粉

(ZnS:Cu)物理搅拌均匀后再加入氨水溶液促进缩聚反应,在缩聚反应过程中进行成型,从而形成掺

杂ZnS:Cu的具有一定网络结构、形状的ZnS:CuＧSiO２ 醇凝胶.醇凝胶经过老化、溶剂替换和常压干

燥,得到发光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水解时间

水解时间指酸、碱催化剂加入的时间差.凝胶时间指溶胶溶液加入碱性催化剂至溶胶溶液失去

流动性(即容器倾斜４５°情况下胶体不流动)所用的时间.实验证明水解时间对凝胶时间有直接影响,

ZnS:Cu的掺杂对凝胶时间的影响明显.结果见图１.

图１　水解时间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如图所示在无掺杂ZnS:Cu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酸Ｇ碱催化机理解释水解时间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对于一个 TEOS分子,酸催化过程中产生SiＧOH 的难度C２H５OSi(OH)３＞(C２H５O)２Si(OH)２＞
(C２H５O)３SiOH.体系中,水解产生(C２H５O)３SiOH的数量越多,SiＧOH的含量越多,对碱催化缩聚

越有利,因此随着水解时间的延长,凝胶时间缩短,但当水解达到一定程度时,凝胶时间随水解时间的

延长变化不大.随着水解时间延长,体系中SiＧOH的含量基本不再发生变化,对碱催化缩聚影响不

大,表现为凝胶时间基本不变.掺杂ZnS:Cu的情况有所不同,实验表明ZnS:Cu对凝胶时间的作用

明显,随着水解时间的延长,凝胶时间逐渐缩短;当水解时间达到一定程度时,对凝胶时间的影响不

明显.

２．２　碱催化剂的用量的影响

催化剂的主要作用是改变反应速率.在缩聚反应中,碱性催化剂用量的改变也是为了改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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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控制凝胶时间.溶胶溶液经过水解反应后掺杂适量的ZnS:Cu,搅拌均匀后加入氨水溶液,氨水

溶液的浓度为０．１mol/l.碱性催化剂用量对凝胶时间的影响,结果见表１.实验表明,针对掺杂定量

荧光粉的溶胶溶液,随着氨水溶液用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缩聚反应的发生,缩短凝胶时间至最低值;当
凝胶时间达到最低区间后,随着氨水溶液用量的增加,缩聚反应受到溶剂水的作用较氨的作用更明

显,表现为凝胶时间增加.

表１　碱性催化剂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样品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氨水溶液用量 １∶４ １∶６ １∶８ １∶１０ １∶１２ １∶１６

无掺杂的凝胶时间/min ４６ ３．５ ２．５ ３．０ ４ ６．５

掺杂后的凝胶时间/min — ７．８ ６．５ ６．５ ７ １３

　注:１．氨水溶液用量为TEOS∶氨水溶液.２．制备条件:TEOS∶无水乙醇∶草酸溶液＝１∶７∶５,水解时间２４h以

上;反应温度６０℃.

２．３　凝胶温度的影响

凝胶温度是指缩聚反应发生时的温度.凝胶温度对凝胶时间的影响比较显著,结果见表２.实验

表明,掺杂荧光粉的溶胶溶液,凝胶时间随着凝胶温度的升高而缩短,但当凝胶温度高于６０℃时,所
制备出的发光体容易断裂.

表２　凝胶温度对凝胶时间的影响

样品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凝胶温度/℃ 室温 ４０ ５０ ５８ ６１ ７０

无掺杂的凝胶时间/min １３５ ５．３ ３．５ ３．２ ３．５ —

掺杂的凝胶时间/min １５２ ３６ ２９．５ １０．５ ９．５ ９．２

　注:制备条件:TEOS∶无水乙醇∶草酸溶液∶氨水溶液＝１∶７∶５∶１０,水解时间２４h以上.

３　结论

在发光体的制备工艺中,采用溶胶Ｇ凝胶法制备ZnS:CuＧSiO２ 气凝胶混合体.荧光粉掺杂工艺需

整合在水解和缩聚反应之间进行.定量的荧光粉采用磁力搅拌的方式均匀分散在水解充分的溶胶溶

液中,加入适量的碱性催化剂后发生缩合反应,溶液逐渐失去流动性变成固态,从而形成ZnS:CuＧ
SiO２ 气凝胶混合体的湿凝胶.荧光粉的掺杂对于溶胶凝聚成网状结构形成阻碍,造成凝聚速率降低,
表现为凝胶时间增加.根据碱式催化剂用量和凝胶温度对凝胶时间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可以充分利

用这两个影响因素来调节凝胶时间,从而促进荧光粉掺杂工艺的研究,为成型工艺的开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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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scussionoftheGelTimeintheSiO２Aerogel
AffectedbytheZnS:CufortheVolumetricTritiumLight

DIAOYiＧrong１,KANGYi２,HUShiＧlin１,２
(１．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１０２４１３,Beijing,China;

２．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１０２４１３,Beijing,China)

Abstract:TheSiO２ aerogelformedusingsolＧgelprocessingareexcellentmatricesforvarious
opticallyＧactive materials．The SiO２ aerogel whichisappliedin manyindustries has high
transparency,highspecificsurfaceareaandporosity．Inthevolumetrictritiumlight,thevolume
employsauniformdispersionoftheZnS:CuparticlesthroughoutoftheSiO２aerogelmatrix．The
aerogelporesarefilledwiththetritiumgas．Thetritiumgasemitsabetaparticleduringdecay
excitingthephosphor;causingthephosphortoemitlight．Thevolume withthephosphor
throughouttheaerogelmatrixisveryimportantforthevolumetrictiitiumlight．Inthisstudy,the
effectofphosphorontheSiO２aerogelformedusingsolＧgelprocessingwasstudies,forexamplethe
hydrolysistime,reactiontemperatureandcatalyst．Theresultsshowthattheeffectofphosphoron
thegeltimeoftheSiO２aerogelformedusingsolＧgelprocessingisveryobvious．Thegeltimecanbe
controlledbythereactiontemperatureandtheamountofcatalyst．
Keywords:ZnS:CuＧSiO２aerogel;SolＧgelmethod;Thevolumetrictritiumlight;Thege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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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R技术在硝酸铀酰溶液浓缩工艺中的应用

马振荣,罗明灿,茹发全,陈建勇,李子云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２８５０)

摘要:为了降低能耗、减少废液的排放量,我国铀纯化转化生产线硝酸铀酰溶液浓缩工艺采用了 MVR技术,设计了专

属 MVR蒸发系统.通过调试,确定了 MVR蒸发装置运行工艺控制参数.对两台蒸汽压缩风机进行了热力学性能计

算,在装置的最大处理能力为１９m３/h、浓缩终点的密度为１．７８g/cm３ 时,两台风机转速为３２００r/min,二次蒸汽的温

升量在７~８℃,其热力学制热系数COP效 为１７~１８.对二次蒸汽洗涤净化过程的控制参数进行了优化,可控制蒸发

器二次蒸汽冷凝水的铀浓度小于１０mg/L、冷凝水中硝酸浓度小于０．０１mol/L,该冷凝水可作为试剂使用,降低废水

排放.

关键词:硝酸铀酰;MVR;蒸发;浓缩;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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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万铀纯化转化生产线采用了前端湿法纯化工艺,纯化后的硝酸铀酰溶液经浓缩脱硝工艺完

成产品形态从液态向固态的转化.硝酸铀酰发生热解脱硝反应时,需要吸收大量的热,使脱硝反应器

的热负荷非常大,从而增加了设备设计和加工难度.为了减少热解脱硝所需热量、降低反应器加热功

率,需采用蒸发器将硝酸铀酰溶液中的水蒸发掉,得到铀浓度高的硝酸铀酰浓缩液[１],再将其送至脱

硝反应器进行热解脱硝制备铀氧化物.
目前,国内处理放射性物料的在役蒸发器多使用自然循环蒸发器或强制循环蒸发器,需不断输入

生蒸汽加热物料,耗能较大;对于蒸发器产生的大量二汽蒸汽,需用冷却水进行冷却,其热能无法得到

有效利用.在其他化工企业中,多效蒸发技术也应用较为广泛.不管是单效蒸发还是多效蒸发,蒸发

操作的热源主要采用源源不断的生蒸汽.对于溶质初始浓度低、浓缩倍数大、沸点温升大、处理量大

的物料,蒸汽消耗量是相当可观的,对于需外购蒸汽的企业,其蒸汽运行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的负担急

剧增大.
目前,机械式蒸汽再压缩技术(英文名称:MechanicalVaporRecompression,英文缩写:MVR)已

发展成为国内外先进的蒸发技术.MVR技术对蒸发器蒸发时自身产生的低温、低压的二次蒸汽进行

机械式压缩,提高蒸汽的温度和压力、增加热焓后,再送回至蒸发器的加热室作为加热蒸汽使用.

MVR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节能技术,与传统蒸发技术相比,由于不需要额外蒸汽,可以降低生产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德国已经将 MVR技术应用于低放废液蒸发系统中[２].因此在蒸发、浓缩等领

域中,MVR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３].
铀纯化转化生产线的硝酸铀酰溶液蒸发浓缩不仅影响着热解脱硝设备的设计和工艺参数的控

制,其能耗费用在运行成本核算中还占有较大的份额.因此,铀纯化转化生产线引进了 MVR技术,
根据硝酸铀酰溶液蒸发浓缩的工艺特点,将 MVR技术与蒸发器、二次蒸汽净化工艺等相结合,不仅

实现了硝酸铀酰溶液蒸发浓缩的生产目标,还降低了蒸发装置的运行成本,实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

１　硝酸铀酰溶液浓缩工艺原理

采用 MVR技术,系统对硝酸铀酰溶液的处理能力为１９m３/h、浓缩终点的密度为１．７８g/cm３.
系统的主要参数,蒸发温度１０８℃、蒸发压力０．１０１MPa、蒸发面积１０１９m２.系统工艺流程如图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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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硝酸铀酰浓缩工艺流程示意图

待浓缩的硝酸铀酰溶液经过两台板式换热器与从蒸发器出来的冷凝水、不凝气体预热后进入蒸

发器;预热后的硝酸铀酰溶液在降模式蒸发器的三级循环管内被加热蒸发,蒸发后的浓缩液流至下一

个工序;蒸发产生的二次蒸汽则进入分离器,经过洗涤、除沫后进入两级串联蒸汽压缩风机.得到升

温升压提高热焓后的二次蒸汽进入蒸发器壳程,与管程中待蒸发的硝酸铀酰溶液进行换热冷凝.换

热过程中产生的冷凝水、不凝气体作为两台板式换热器的热源.最终,汇集的冷凝水送往其他工序作

为试剂使用.

２　系统关键设备

２．１　蒸汽压缩风机

本蒸发系统采用的蒸汽压缩风机是离心式风机,具有小压缩比、大流量等特点.其工作原理是具

有叶片的工作轮在机械轴上旋转,进入工作轮的气体被带着旋转,增加了动能(速度)和静压头(压
力),然后出工作轮进入扩压器内,在扩压器内气体的速度转变为压力,进一步提高压力.气体在叶轮

中提高压力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气体在叶轮叶片作用下,跟着叶轮做高速的旋转,而气体由于受旋转

所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使气体的压力升高;二是叶轮是从里到外逐渐扩大的,气体在叶轮里扩压流

动,使气体通过叶轮后压力提高.
风机压缩二次蒸汽的理论基础是波义耳定律推出的“PV/T＝K”,其具体含义是一定质量的气体

的压强×体积/温度为常数,当气体的体积减小,压强增大时,气体的温度也会随之升高.二次蒸汽在

风机中的压缩,使得二次蒸汽的温度、压力均提高,此时压缩后的蒸汽呈过热状态.为了减少过热度

对蒸汽冷凝传热的不利影响,必须对压缩后的过热蒸汽进行喷水降温.

２．２　蒸发器

硝酸铀酰溶液蒸发器采用降膜式蒸发器,管程走硝酸铀酰溶液,壳程通入加热蒸汽.蒸发器运行时,
外部有循环屏蔽泵,将底部容器内硝酸铀酰溶液输送至顶部的液体分布器中,经均匀分布的硝酸铀酰溶

液在每根加热管的内壁上,在重力作用下呈膜状下降[４],在底部得到浓缩液.在下降的流动过程中,液膜

通过管壁与管外壳程中的加热蒸汽进行热量交换,且二次蒸汽与浓缩液并流而下.在蒸发器底部容器的

上部空间内,二次蒸汽与浓缩液进行汽液分离,浓缩液落入底部容器,二次蒸汽进入分离器.
同时,蒸发器的顶部用“Y”型隔板将管束分成三组;底部浓缩液的收集容器,也用“Y”型隔板分成

三部分,并与加热管束的分组相对应.在外部设置的三台循环泵,可将物料从蒸发器的底部输送至顶

部,从而形成了三个物料浓缩循环.其中,第一、二级循环管之间和第二、三级循环管之间均用支管连

接,可使浓缩后的硝酸铀酰溶液从第一级循环流向第二级循环、从第二级循环流向第三级循环.设计

的三级蒸发循环,增加了硝酸铀酰溶液在蒸发器内的停留时间,提高了加热管束内物料的流量,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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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增大传热系数、减小设备的传热面积,降低设备的制造成本.蒸发器的特殊设备结构设计和运行方

式,非常适用于初始浓度低、浓缩倍数高且流量大的硝酸铀酰溶液的浓缩工艺.

２．３　分离器

在蒸发器内进行气液分离时,硝酸铀酰、硝酸会以雾沫夹带等形式随着二次蒸汽进入分离器.为

了使二次蒸汽的冷凝水能够再利用,用分离器对二次蒸汽进行净化处理.分离器内部从下至上依次

安装有洗涤器、除沫器和一定高度的规整填料.淋洗剂、洗涤剂经环管式分布器喷洒后,与上升的二

次蒸汽进行逆流接触,将蒸汽夹带的硝酸铀酰、硝酸洗脱下来.分离器底部收集到的硝酸铀酰、硝酸

经底部回流管流回蒸发器.

３　系统运行概况

系统开车时,需用２００~２５０kg/h的生蒸汽启动 MVR蒸发系统;待分离器出口二次蒸汽的压力

达到０．０９８MPa、温度达到９９℃时,两台蒸汽压缩风机启动运行并切断来自管网的生蒸汽.MVR蒸

发系统运行时,蒸发器的液位保持在５０％~６０％,根据供料流量的大小来调节两台风机转速,保证浓

缩液采出密度为１．７８g/cm３.为了给压缩后的过热蒸汽降温,通过调节阀将降温冷凝水流量控制在

０．１２~０．２m３/h.调节分离器洗涤液流量、填料区喷淋流量来控制二次蒸汽中的铀浓度和酸度.

４　系统运行分析

４．１　二次蒸汽温升

在 MVR蒸发系统中,从分离器顶部出来的二次蒸汽温度为T１,第一级风机出口蒸汽温度为T′,
第二级风机出口蒸汽温度为T２.温差“T′－T１”,是二次蒸汽被第一次机械压缩后的温升量;温差

“T２－T′”,是二次蒸汽被第二次机械压缩后的温升量.图２给出了被压缩后二次蒸汽的温升量与风

机转速的变化趋势.可知,随着风机转速的提高,二次蒸汽每次被压缩后的温升量都会有所升高.这

说明,风机将消耗的电能转化为转动机械能,通过叶轮的旋转又将机械能转化成了二次蒸汽的内能.

图２　二次蒸汽温度增量随风机转速的变化趋势

二次蒸汽从第二级风机出口至 MVR蒸发器的输送过程以及从分离器顶部至第一级风机进口的

输送过程均会有热量损失.设 MVR蒸发器循环管中硝酸铀酰溶液的沸点为T,若物料性质一定,温
度T 也是一定值.虽然 MVR蒸发器三个循环中的铀浓度不同,但系统平衡以后,三个循环中各自的

温度T 基本是恒定的.因此,温差“T２ＧT”可近似视为蒸发器加热室的传热温差.在其他蒸发条件一

定时,提高传热温差,可提高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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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蒸发量

图３给出了蒸发水量与风机转速的对应关系.当风机转速达到３２００r/min以上时,蒸发量达到

１６~１７m３/h,进料量达到１８~１９m３/h.

图３　MVR蒸发硝酸铀酰时,蒸发水量与风机转速的对应关系

在蒸发压力一定的情况下,风机转速越大,单位时间内的吸气量越大,排气量也越大,用于系统换

热的热量越多;同时,随着二次蒸汽温度的提高,传热温差也增大,传热速率增加,蒸发量就会增加.
在风机转速达到２５００r/min以上时,蒸发量增加趋势变大.由于实际转速受工作负载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使蒸发量随风机转速的增加呈非线性增加.

４．３　风机制热系数

风机对二次蒸汽的实际压缩过程存在各种损失.根据两级串联风机进出口二次蒸汽的实测温度

T１、T２,根据制热系数[５]COP效＝Q２

W ＝ T２

T２－T１
,计算风机有效的制热系数COP效,并得到风机转速

与有效制热系数的对应关系见图４.当风机转速达到３２００r/min时,风机的有效制热系数在１７~１８.

图４　风机转速与制热系数关系曲线

随着压缩后二次蒸汽温升量的增加,传热温差增大,增加了传热推动力,但是,风机的有效制热系

数COP效 相应减小,风机输入的机械功会相应增大;同时,蒸汽温度的升高会增加压缩风机的设计技

术难度和设备制造费用.当传热温差较小时,风机只需消耗少量的电能,就能获得较高的COP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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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维持其他蒸发条件不变时,传热温差的减小会增加蒸发器的换热面积,使蒸发器的制造费用增

加.因此,采用 MVR技术压缩二次蒸汽时,应选择合适的工艺参数和设备尺寸,既要充分利用热能,
又要考虑设备制造难度和费用,提高整个蒸发系统的经济性.

４．４　二次蒸汽净化效果

分离器的洗涤液流量控制在０．９m３/h左右、填料区喷淋冷凝水流量控制在０．６m３/h左右,分离

器对二次蒸汽有较好的净化效果,其冷凝水的铀浓度可低于１０mgU/L、硝酸浓度小于０．０１mol/L.
质量合格的冷凝水,可返回生产线做其他工序的试剂使用,降低了废水的排放量.

５　结论

处理量为１９m３/h硝酸铀酰溶液的 MVR蒸发系统已投入生产使用,设备运行稳定、易于操作和

控制.蒸汽压缩风机的制热系数可达到１７~１８,使硝酸铀酰溶液蒸发单元降低了外购蒸汽的需求量,
节约了能源,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提高了铀纯化转化的经济效益.铀纯化转化生产线在国内首次成

功地将 MVR技术应用到硝酸铀酰溶液浓缩工艺中,不仅实现了硝酸铀酰溶液浓缩,还对二次蒸汽有

较好的净化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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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MVRin
UranylNitrateSolutionEvaporation

MAZhenＧrong,LUOMingＧcan,RUFaＧquan,CHENJanＧyong,LIZiＧyun
(TheFirstFilialeof４０４CompanyLimited,CNNC,LanzhouGansuProv．,７３２８５０,China)

Abstract:In ordertoreduceenergyconsumptionandreduce wasteemissions,theuranium
transformationＧpurificationproductionwasappliedfor MVRsevaporationintheuranylnitrate
solutionanddesignedtheexclusiveMVRevaporationsystem．Aftertestes,theoperationparameters
weredeterminedoftheMVRdevices．Theoperationalanalysisandthethermodynamicpropertywere
madefortheuranylnitratesolution,Whiletheequipmenthandingabilitywas１９m３/handthe
densitywas１．７８g/cm３,therotatingspeedsoftwoturboＧblowerswere３２００r/min,thetemperature
risesofsecondarysteamwere７~８℃,thethermodynamicofheatingperformancewasupto１７by
twostagecompression．Theparameters wereoptimizedin washingandpurifyingprocessof
secondarysteam,sothattheuraniumconcentrationwaslessthan１０mg/Landnitricacidwasless
than０．０１mol/Linthecondensatewater．
Keywords:Uranylnitratesolution;MVR;Evaporation;Concentration;Save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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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低放固体废物钢桶整备方案优化及分析研究

贾云全,张　菊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８４０)

摘要:某暂存库接收了大量的来自废物产生单位的中低放固体废物钢桶(２００L桶).在全自动化钢桶码放过程中,容
易出现由于钢桶堆放不稳而产生的钢桶跌落事故.为了解决钢桶跌落问题,本文通过设置中间盖板结构对钢桶的整

备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与分析,优化方案极大地提高了暂存库的容纳能力和转运效率,为暂存库钢桶整备方案的优化

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暂存库;中低放固体废物;２００L桶;跌落事故;中间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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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三废以及核设施退役环节中都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废物产生单位将生产过程中的固体

废物装在标准的卡箍式２００L钢桶内,随后送至暂存库进行整备处理、处置.当前,越来越多的中低

放固体废物钢桶被送至暂存库进行整备,然而现有厂房贮存能力有限,且码放过程中跌落事故易发,
因此需要优化废物钢桶的整备方案,解决钢桶跌落事故、提高厂房的容纳能力和转运效率.

１　设计原则

在暂存库的优化设计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现行的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确保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合理可行地提高自动控制、远距离操作技术水平,既减少操作人员的辐射剂量,又应使该设施能连续、
稳定、安全、可靠的运行;充分考虑设施和设备退役的清洗去污,设备的拆除及减少污染深度,降低放

射性退役废物产生量等;高度重视厂房剂量监测及辐射防护问题,保障操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和环境安

全;设计中遵循废物最小化原则,尽可能减少各种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１].

２　废物桶暂存流程及码放现状

废物产生单位将固体废物装在标准卡箍式２００L钢桶内.申请得到批准后,废物产生单位将包

装好的废物桶送至暂存库.废物桶由专用汽车运至暂存库后,暂存库工作人员对废物桶核查并登记

接收.操作人员在控制间内打开汽车门斗大门,装有废物桶的汽车倒入汽车门斗区域.操作人员关

闭汽车门斗大门之后,开启废物桶吊装孔电动盖板.根据设在遥控吊车上的摄像头以及废物桶贮存

区内的摄像头,远程操作遥控吊车,通过废物桶吊装孔进行废物桶吊装操作,进行废物桶的码放操作.
待车上的所有废物桶吊装完成后,关闭废物桶吊装孔电动盖板.开启汽车门斗大门,汽车驶出暂存库

后关闭汽车门斗大门,实现完整的贮存流程,见图１.上述过程反向操作,可实现２００L废物桶从暂存

库的运出.

图１　废物桶贮存流程图

依据«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容器—钢桶»[２]的标准要求“２００L桶码放试验负载应为五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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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钢桶”,依据相关工程经验,一般码放设计为四层宝塔式码放.经放射性水平计算,废物桶中心距

最小应保持７００mm.现有厂房即把废物桶贮存区分为四个区域,各区域间采用高度为４m的隔墙分

隔,采用废物桶中心距为７００mm,废物桶要求码放整齐,具体的码放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废物桶码放情况

３　优化方案

３．１　废物桶码放初步设计概念

四层宝塔式码放形式在２００L桶专用吊具实际抓取和吊装码放过程中,容易遇到钢桶定位不准

确、堆放不稳定等问题.当码放系统累计误差值超过限定值时,操作过程中就极有可能出现钢桶跌落

事故,严重影响了厂房运行效率,而且传统宝塔式码放忽视了空间利用率问题,过多浪费了上层码放

空间,于是拟在每层钢桶之间设置一个中间盖板来提高钢桶码放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厂房

空间利用率.初步设计概念见图３所示.

图３　废物桶码放初步概念图

设置中间盖板后:钢桶的受力情况得到改善,提高了码放稳定性;合理利用了上层码放空间,提高

了厂房容量;降低了钢桶定位操作难度,极大地提升了钢桶转运效率;此外中间盖板还具备一定的辐

射屏蔽防护作用.

３．２　三角形排列与正方形排列

依据废物桶中心距最小要求,本文拟两种排列方案即三角形排列和正方形排列,如图４所示.基

于现有厂房面积和桁车跨度对废物桶进行模拟布排,比较分析了理想条件下两种方案的排布结果,得
到如表１所示.

　图４　三角形排列与正方形排列

６３



表１　排列方式比较

数据结果 宝塔式 竖直式

排列形式 三角形 正方形 三角形 正方形

单位面积码放数量/(个/m２) ７．１７ ５．１８ １２．００ ８．６７

比较表１数据不难发现三角形排列形式能够容纳更多的钢桶,所以本文确定采用三角形竖直码

放形式为最终废物钢桶码放的优化方案.

３．３　中间盖板设计

以上数据都是基于理想条件下的结果,考虑到中间盖板吊装难易程度以及盖板的强度和刚度等

实际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对中间盖板的设计进行优化.

　图５　中间盖板抓头结构

废物桶暂存库区内２００L桶的转运能够通过在

厂房内设置数控吊车,配合自重式无动力抓具系统

实现对废物桶抓取、码放等精确操作、实现遥控作

业.所以中间盖板也应该采用２００L桶专用吊具进

行吊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换吊具的麻烦.抓头

结构形式参考２００L专用钢桶,如图５所示,顶盖下

表面制作成连续倒圆角形式,增大吊起过程中抓具与抓头的摩擦力,防止产生滑动位移.
中间盖板抓头的设计就要求盖板上的钢桶位置减少一个,一个中间盖板上拟设计一个抓头,原则

上中间盖板面积越大抓头浪费的钢桶空间比例越小,但是钢板的面积受吊具最大承载能力(４００kg)、
钢板挠度、合理密排等影响不可能无限放大,所以需要对盖板的厚度和面积进行限制.

３．４　有限元软件建模与分析

对于竖直三角形码放形式考虑到合理密排,中间盖板宜采用正六边形结构.正六边形盖板可以

承载覆盖７个、１９个、３７个钢桶,本文采用ANSYS１５．０软件分析比较了７桶、１９桶、３７桶模型,其中

考虑到中间盖板部分为大平板问题,所以抓头和盖板分别采用SOLID１８５和SHELL２８１模型结构.
模型结构、网格划分以及部分分析结果见图６所示.

图６　ANSYS分析模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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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板吊装过程中,正六边形边界的挠度值不应过大,过大的弯曲挠度会影响盖板下落的位置和准

确性.这里我们参考工程经验,在设计过程中要求钢板的Z 向挠度值不应超过１０mm.有限元软件

分析的盖板Z向最大挠度值如表２和图７所示.

表２　钢板Z向最大挠度

钢板厚度/mm
挠度/mm

７桶 １９桶 ３７桶

２ １．１ １５．８ ７５

３ １．５ ２０．３ ９５

４ １．４ １８．８ ８７

５ １．１ １５．２ ６９

６ ０．９ ５．８ ５４

８ ０．６ ７．７ ３４

１０ ０．５ ７．３ ２３

图７　Z向挠度有限元数据结果

中间盖板在起吊环节受重力和垂直加速度共同影响,为中间盖板的极限载荷工况,模拟后等效应

力云图显示抓头与盖板环形焊接接头部位为局部应力极大值,是中间盖板结构的危险截面.经比较

分析模拟数据可得如表３和图８所示.

表３　盖板危险截面应力(vonMises应力)

钢板厚度/mm
压力/MPa

７桶 １９桶 ３７桶

２ ７．４ ３３．４ ８８

３ ９．６ ４２．３ １１４

４ ９．３ ４４．２ １１０

５ ８．８ ４０．４ １０３

６ ７．９ ２５．０ ９１

８ ８．７ ３９．４ ９８

１０ ８．５ ３９．１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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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危险截面vonMises应力结果

　　由以上图表信息分析可得:随着盖板的厚度从２~１０mm不断增加,７桶和１９桶模型的应力和Z
向最大挠度都控制在较低的水平范围内,３７桶模型由于盖板面积过大其挠度和应力都不满足工程设

计要求;７桶模型相比较于１９桶模型,其抓头浪费的空间远远大于１９桶模型;同时从图表中可以看

出,当钢板厚度为６mm时,１９桶模型的Z向挠度和危险截面等效应力同时达到极小值且满足强度和

刚度的要求,所以我们最终确定６mm钢板的１９桶模型为中间盖板设计的最优结构.

３．５　底层钢桶受压失稳校核

EJ１０４２－２０１４«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容器 钢桶»中规定了钢桶堆码试验:对于法兰连接、螺
栓固紧封盖形式的钢桶为正位立式堆码.重点考察底层钢桶的受压强度和稳定性情况.考虑码放的

不稳定系数、钢桶无加强筋的情况下,分析校核上文确定的１９桶最优结构,经解析计算[４]底层钢桶的

强度和受压稳定性满足要求,底层钢桶受压失稳校核通过.

３．６　成本与效率

中低放固体废物暂存库如采用中间盖板优化方案,优化前后厂房容量对比如表４所示,优化后

其容量的提升极为可观,经粗略计算中间盖板增加成本约为１万元,整体设计上符合经济性原则.

表４　优化前后厂房容量

优化前 优化后

单位面积码放数量/(个/m２) ７．１７ ９．３６

在实际吊装过程中每层码放１９个钢桶需要进行一次盖板吊装,中间盖板的吊装工序和工时与钢

桶相同.通过设置中间盖板结构,极大地降低了操作人员的操作难度,可以显著提升废物钢桶的流转

效率.

４　结论

本文依据现有暂存库厂房的实际情况对所容纳的大量中、低放固体废物钢桶进行了重新码放,提
出了中间盖板的结构设计,经分析论证:该结构能够使钢桶的受力情况得到改善,提高码放稳定性;合
理利用上层空间,提高厂房容量;降低钢桶定位操作难度,极大地提升钢桶转运效率.经模拟分析与

理论计算证明了中间盖板结构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在符合工程经济性原则的基础上能够极大提高暂

存库容量和转运效率.本文的改进方案以及相关的分析研究为暂存库整备方案的优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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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andAnalysisonSteelDrumsStacking
ofLowandIntermediateLevelRadioactiveSolidWaste

JIAYunＧquan,ZHANGJu
(ChinaNuclearPowerEngineeringCo．,Ltd．,Beijing１００８４０,China)

Abstract:Largenumberofcontainersoflowandintermediatelevelradioactivesolidwastewere
transportedtothetemporarystore．Duringtheautomationstackingperiod,astodealwiththefalling
accidenteasilycausedbyunstablestackingandimprovethecapabilityandworkefficiencyofthe
store,stackinglayoutof２００Lsteeldrumswereredesigned,anewdesignofcoverplatewas
proposed,somesuggestionswereprovided．
Keywords:Temporarystore;Lowandintermediatelevelradioactivesolidwaste;２００Lsteeldrum;

Fallingaccident;Cover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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铈离子对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TiAP的影响研究

袁洁琼,何喜红,张　磊,谢书宝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采用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的方法处理废有机溶剂TiAP,为提高TiAP破坏率,体系中加入金属离子铈.考察

铈离子浓度、Ag(Ⅱ)浓度、温度等因素对TiAP破坏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铈离子的加入能够提高Ag(Ⅱ)间接电

化学氧化TiAP的破坏率,但随着铈离子浓度的增大,破坏率提高的效果逐渐减小;铈离子浓度为０．０１mol/L时,阳极

液TOC值为１．３g/L,与无铈离子时相比提高２０％;铈离子浓度一定时,银离子浓度的增加有利于TiAP的破坏;温度

的改变对TiAP破坏率影响显著,适宜温度范围为６０~８０℃.

关键词:铈;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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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三异戊脂(TiAP)以其对钚负载量较高,在水相中溶解度较小的优点[１Ｇ２],被认为是一种可弥

补TBP不足的最有前景的萃取剂,但由此产生的放射性废有机溶剂需特殊处理,其中间接电化学

氧化法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３].间接电化学氧化法通过一系列的电子传递过程将放射性废有机物

氧化为CO２ 和 H２O,该技术通常以Ag２＋、Co３＋和Ce４＋等的离子作为氧化介质,在阳极进行氧化反

应将金属离子氧化高价态,高价金属离子氧化有机物后被还原,并重新在阳极上氧化为高价态[４].
通过这种循环,使有机物得到完全的氧化分解,而金属离子可以重复使用.其优势表现在:在常温

(３０~８０℃)、常压下运行,设备和操作过程简单,易于实行自动化控制和维护,金属离子氧化有机

物后可循环复用,节省成本,并且用该技术处理后放射性核素仍集中于液相中,便于进一步处理,易
于核材料回收利用.

不论直接电化学氧化还是间接电化学氧化都存在耗能高、电流效率低的问题[５],之前已对Ag(Ⅱ)
间接电化学氧化TiAP的反应机制及氧化分解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６],在此基础上,我们寻找合适的

方法以期提高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TiAP的破坏率,降低成本.Smith等系统研究了 Ag(Ⅱ)、

Co(Ⅲ)、Ce(Ⅳ)等金属离子对间接电化学氧化破坏有机废物的影响[７],Manickam等人研究了Ag(Ⅱ)
对Ce(Ⅳ)间接氧化破坏有机物的影响[８],研究表明,加入合适的金属离子是提高间接电化学氧化破坏

电流效率的一种可行手段.本工作通过考察不同金属离子浓度、不同银离子初始浓度、不同温度等条

件研究铈对TiAP电解破坏率的影响,为提高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TiAP破坏率提供数据支持.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及仪器

TiAP:分析纯,四川大学研制;AgNO３、HNO３:分析纯,北京化工厂;六水硝酸亚铈:分析纯,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０００３６７１００型磁力搅拌器,IKA公司;CHI６６０C型电化学工作站,上海华辰仪

器公司;CICＧ１００型离子色谱仪,青岛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司;MPS５０５电源,TRADEX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铈对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TiAP影响的实验在H型带隔膜玻璃电解槽中进行(见图１),电解

槽阴、阳极室容积均为１２０ml,两室间采用Nafion１１７质子膜隔开以防止高价金属离子在阴极被还

原;使用金属铂片作为电解电极,电极面积为６．２５cm２;实验时,阴极室加入７０ml、８mol/LHNO３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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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阳极室按V(TiAP)∶V(阳极电解质溶液)＝１∶６加入与阴极室相同体积的溶液.在电解过程

中,阳极室通过电磁搅拌装置将水相与有机相充分混合.

图１　H型带隔膜电解槽

TiAP电解的破坏率通过电解生成的PO３－４ 浓度计算.PO３－４ 浓度采用离子色谱分析,配制不同

浓度的标准PO３－４ 溶液,于离子色谱上测量标准PO３－４ 的峰面积,以峰面积和浓度作图,得到PO３－４ 的

标准曲线;对比标准曲线得到样品中PO３－４ 的浓度.
采用总碳分析仪对样品中的有机碳含量进行测量.取待测样品５０μL,稀释１００倍,于总碳分析

仪上分析样品中的TOC值.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铈离子浓度的影响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Ag离子浓度为０．５mol/L,硝酸浓度为８mol/L,温度为７０℃,电流密度

０．２A/cm２),配制不同铈离子浓度的阳极室溶液,分别进行电解破坏TiAP的实验,实验结果如图２
所示.结果表明,铈离子的加入可以提高电解的破坏率,但随着铈离子浓度的增大,破坏率提高的效

果逐渐减小.这可能是由于Ce离子浓度较低时,Ce(Ⅲ)被氧化成Ce(Ⅳ),起到稳定Ag(Ⅱ)的作用,
但随着Ce浓度的升高,溶液中的部分Ag(Ⅱ)因氧化Ce(Ⅲ)而被消耗,使得破坏率增速减缓.

图２　铈离子浓度对电解破坏率的影响

■[Ce(Ⅲ)]＝０．０１M;●[Ce(Ⅲ)]＝０．０５M;▲[Ce(Ⅲ)]＝０．１M;▼[Ce(Ⅲ)]＝０M

２．２　铈离子对水相中TOC值的影响

电解过程中,随着有机物不断被氧化分解,水相中的TOC值会呈现增加的趋势,TOC值与TiAP
的破坏率呈正比.在相同的实验条件(银离子初始浓度０．５mol/L,HNO３ 浓度８mol/L,电流密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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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A/cm２)下,对比无铈离子与铈离子浓度为０．０１mol/L时,电解过程中阳极水相溶液TOC值随时

间的变化,如图３所示.由图可见,相同的电解时间,加入铈离子后,TOC值增加显著,这是由于铈离

子的加入加快了TiAP的氧化速率引起的.

图３　铈离子对水相中TOC值的影响

２．３　银离子初始浓度的影响

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铈离子浓度为０．０５mol/L,硝酸浓度为８mol/L,温度为７０℃,电流密度

０．２A/cm２),固定铈离子浓度,改变银离子浓度进行电解实验,结果如图４所示.随着银离子浓度的

增大,TiAP的电解破坏率逐渐增大.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银离子浓度增加,生成的Ag(Ⅱ)浓度增

大,即氧化剂浓度增加,电解破坏率也随之提高.

图４　银离子初始浓度对电解破坏率的影响

■[Ag(Ⅰ)]＝０．１M;●[Ag(Ⅰ)]＝０．２M;▲[Ag(Ⅰ)]＝０．３M;▼[Ag(Ⅰ)]＝０．５M

２．４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电解破坏率的影响见图５.由图可看出,温度在２０℃时,电解的破坏率不到１０％,铈离子

加入与否对破坏率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低温条件下Ag(Ⅱ)对TiAP的氧化速率很慢,并起主

导作用,虽然加入铈离子破坏速率有所增加,但不显著.随着温度的升高,氧化反应的活化能降低,使
反应更容易进行,电解破坏率逐渐增大;但温度越高,副反应发生的几率越大.为此温度控制在６０~
８０℃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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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温度对不同体系电解TiAP破坏率的影响

[Ag(Ⅰ)]＝０．５M;[Ce(Ⅲ)]＝０．０１M;[HNO３]＝８M;electricdensity＝０．２A/cm２

３　结论

本工作通过研究Ce离子对Ag(Ⅱ)间接电化学氧化TiAP破坏率的影响,对不同工艺条件进行

讨论,主要结论如下:
(１)相同实验条件下,在阳极电极液中加入少量铈离子可以增大电解的破坏率,随着铈离子浓度

的增大,破坏率提高的效果逐渐减小;铈离子浓度为０．０１mol/L时,阳极液TOC值为１．３g/L,与无

铈离子时相比提高２０％;
(２)铈离子浓度一定时,增大Ag离子浓度有利于TiAP的电解破坏;
(３)Ag(Ⅱ)－Ce(Ⅳ)混合体系电解TiAP的适宜温度为６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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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CeriumIononElectrochemical
OxidationofTiAPbyAg(Ⅱ)

YUANJieＧqiong,HEXiＧhong,ZHANGLei,XIEShuＧbao
(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

Abstract:ThemediatedelectrochemicaloxidationtechnologywithAg(Ⅱ)wasusedtodestroythe
wasteorganicsolventTiAP．Inthepaper,ceriumionwasaddedintotheanodeelectrolytesolutionto
improve the destruction efficiency．Theinfluence of experimentalconditions,such asthe
concentrationofAg(Ⅱ)andceriumion,andtemperatureonthedestructionefficiency was
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destructionefficiencyisincreasedasceriumionisaddedfor
theTiAPelectrochemicaloxidationbyAg(Ⅱ)．Withtheincreasingofceriumionconcentration,the
effectofdestructionrateisgraduallyweakened．When０．０１mol/Lceriumionwasaddedtothe
electrolyte,theTOCvalueofanodesolutionwas１．３g/L,whichwas２０％ morethanthatnocerium
ion．Whentheconcentrationofceriumionisconstant,increasingthesilverionconcentrationis
beneficialtothedestructionofTiAP．TheeffectoftemperatureondestructionofTiAPis
significant,andthesuitabletemperaturerangeis６０~８０℃．
Keywords:Cerium;Ag(Ⅱ);Electrochemical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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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高放废液蒸发浓缩Ｇ脱硝工艺研究

张　磊,何喜红,周贤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采用蒸发浓缩Ｇ脱硝连续工艺处理模拟高放废液,研究了各工艺条件对蒸发浓缩及脱硝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采用填料塔作为净化装置时,蒸发浓缩过程中,Sr２＋和Cs＋的净化系数均大于１×１０６.选用甲酸做脱硝剂,甲酸初始

浓度在０．３~０．４mol/L时,脱硝过程中诱导期时间较短且反应整体平稳可控.蒸发浓缩Ｇ脱硝连续工艺中,Sr２＋、Cs＋

的总净化系数均大于１×１０５,总浓缩倍数大于１８倍,可以有效降低高放废液体积.该方法安全可靠且满足指标要求,

对后续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模拟高放废液;蒸发浓缩;脱硝;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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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能源短缺和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核电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为了保障核能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与核能发展相匹配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我国一直坚持核燃料闭式循环

政策,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回收其中的有用核素,大大提高了核燃料资源的利用率[１,２].PUREX流

程是目前唯一工业化的后处理流程,采用３０％磷酸三丁酯/煤油作为有机相进行萃取.高放废液

(HLLW)主要来源于PUREX流程第一萃取循环的萃残液,含有９９％以上的裂变产物和超铀元素,其
特点为比活度高,释热率高,危害期长且危害程度高等[３,４].根据废物最小化原则,通常将高放废液浓

缩后再进行玻璃固化.蒸发浓缩是进行浓缩处理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显著降低放射性废液的体

积,同时该方法具有净化系数高、灵活性大、安全可靠等优点[５Ｇ７].
酸性高放废液进行蒸发处理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脱硝来降低浓缩液中的硝酸浓度.这是因为当

废液蒸发到硝酸浓度达到汽液两相平衡时,蒸发就无法进行下去,从而限制浓缩倍数,因此需要不断

破坏硝酸让浓缩能够进行下去[８Ｇ１０].本研究拟采用间歇精馏的方法处理模拟料液,并通过甲酸脱硝的

方法破坏硝酸,实现了间歇精馏浓缩Ｇ脱硝的连续工艺,对真实料液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与试剂

图１　间歇精馏实验装置

ElanDRCＧe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美国PerkinElmer公司产品;

MillionＧQ超纯水处理系统:美国 MilliＧpore公司产品;T５０酸碱滴定仪:上
海梅特勒Ｇ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产品;AL２０４型电子天平:美国 MettlerＧ
Toledo公司产品.

硝酸、甲酸: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产品;硝酸锶:上海谱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产品;硝酸铯:上海金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氢氧化钠标准溶

液:北京虹湖联合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产品.

１．２　实验装置

１．２．１　模拟高放废液间歇精馏实验装置

实验采用常规的间歇精馏装置,如图１所示.
实验装置主要部分说明如下:
(１)塔釜为５L的三口瓶,分别插接塔节、热电偶温度计和进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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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玻璃塔节内径为３６mm,内装３１６L不锈钢丝网填料,填料高度为１．２m;(３)回流比用继电器和电

磁铁控制;(４)塔身外包裹加热带保温,塔上部用水冷凝;(５)采出样品酸度用酸碱滴定仪分析,离子浓

度用ICＧMS分析.

１．２．２　模拟高放废液脱硝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２所示.

图２　脱硝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主要部分说明如下:
(１)塔釜为５L的三口瓶,分别插接球形冷凝管、热电偶温度计和进料口;(２)球形冷凝器后依次

接转子流量计,缓冲瓶和气体吸收瓶.(３)冷凝液体通过重力作用流入液体接收瓶.

１．２．３　模拟高放废液间歇精馏Ｇ脱硝实验装置

该实验装置可由模拟高放废液脱硝实验装置后连接流量计和气体吸收装置得到.

１．３　实验方法

模拟高放废液组成:硝酸浓度３mol/L,Cs＋浓度１g/L,Sr２＋浓度１g/L;脱硝实验溶液组成:硝酸

浓度８mol/L,甲酸浓度为２６．５mol/L.
模拟高放废液蒸发浓缩实验:初始溶液体积为２L,首先采用全回流开启装置,待回流稳定后进行

间歇精馏实验,取塔顶产品进行分析.
脱硝实验:将５００ml８mol/L硝酸加入烧瓶中,加热至１００℃后停止加热.用蠕动泵加入７ml

甲酸,经过诱导期后,以２．４ml/min的速度连续加入甲酸溶液.记录溶液温度和气体流量.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蒸发浓缩工艺条件的研究

考虑到HLLW蒸发浓缩及脱硝的净化要求高(馏出液放射性尽可能低),且料液中的物质及组成

含量经常变化,采用间歇精馏的操作方式比较灵活且易于控制.因受空间限制及尽可能减少塔身积

存的液体量(持液量),故选用填料塔进行实验.考虑到溶液的强酸性条件,选用３１６L不锈钢丝网填

料进行填充.
间歇精馏为非定态过程,在精馏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塔釜溶液的酸度不断升高,为使馏出液

组成达到要求,在精馏过程中采用不断加大回流比的方式进行控制.Sr２＋ 和Cs＋ 的初始浓度均为

１．０g/L,精馏过程稳定后,接取１０ml样品进行分析测定,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经实验测定,在馏出液

平均流量为０．３L/h的条件下,馏出液pH≈７,Sr２＋和Cs＋在馏出液中的浓度均小于１×１０－６g/L,净化

系数均大于１×１０６,满足设计要求.

表１　蒸发浓缩实验结果

样品号
馏出液Sr２＋

浓度/(１０－６g/L)
馏出液Cs＋

浓度/(１０－６g/L)
Sr２＋净化系数/

１０６
Cs＋净化系数/

１０６

１ ０．０８ ０．２６ １３ ３．８
２ ０．０７ ０．３４ １４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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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脱硝工艺条件的研究

在破坏硝酸的过程中要求脱硝剂不增加盐分和其他杂质;不影响正常的蒸发过程和后续的操作;
安全、费用低;同时还要便于回收硝酸.常见的脱硝剂主要有甲醛和甲酸,通过查阅文献并分析反应

条件对反应速度的影响,选择较为温和的甲酸为脱硝剂,其诱导期后瞬间放出的气体量较少,造成突

然喷射污染填料柱的概率较小[１１,１２].硝酸与甲酸反应的计量方程为:
[HNO３]＞８M　２HNO３＋HCOOH →２NO２＋CO２＋２H２O

０．５M＜[HNO３]＜８M
２HNO３＋２HCOOH →NO＋NO２＋２CO２＋３H２O
２HNO３＋３HCOOH →２NO＋３CO２＋４H２O{

甲酸初始浓度对诱导时间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到,随着初始浓度的增加,诱导时间逐渐缩

短.但初始浓度过高会引起气量过大,造成“爆沸”现象,污染填料,同时容易存在安全隐患.为保证

脱硝过程平稳进行,选择甲酸初始浓度０．３~０．４mol/L,诱导期控制在１０min左右较为适宜,待诱导

期结束后连续加入甲酸,实验结果见表２.由表可见,甲酸初始浓度为０．３７mol/L时,９min后三口瓶

中出现红棕色气体,随后气泡逐渐增多,反应到１７min后匀速加入甲酸,气流量逐渐增加后趋于稳

定,甲酸总用量为１１５ml(约３mol),脱硝后溶液酸度为２．５mol/L.

　图３　甲酸初始浓度对诱导时间的影响

表２　脱硝工艺实验结果

反应时间/min 甲酸加入量/ml 平均流量/(mlmin－１) 温度/℃ 气体流量/(Lmin－１)

０ ７ － １００ ０
９ － － ８０ １．０
１７ １５ ２ ７６ ２．５
２７ ３５ ２ ８０ ３．０
３７ ５５ ２ ８１ ４．０
４７ ７５ ２ ８３ ４．５
５７ ９５ ２ ８５ ５．０
６７ １１５ ２ ８５ ４．０

２．３　蒸发浓缩Ｇ脱硝实验研究

将蒸发浓缩装置与脱硝装置中的气体吸收部分连接,组成蒸发浓缩Ｇ脱硝实验装置.首先将２L模拟

料液进行蒸发浓缩,浓缩液酸度达到９mol/L时,停止加热.待温度冷却至１００℃时,加入１０ml甲酸,１０
min后开始有红棕色气体出现,２０min后连续加入甲酸,加入速度为３．３ml/min.脱硝后,测定溶液酸度

为１．８mol/L,继续蒸发浓缩,最终得到酸度为１２mol/L的溶液１１０ml.馏出液取样分析Sr２＋、Cs＋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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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表３所示.通过对净化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到,Sr２＋、Cs＋的净化系数均大于２×１０５.馏出液可以达

到中放水平以下,浓缩倍数为１８倍,达到预期的任务目标.

表３　净化系数实验结果

样品号
馏出液Sr２＋

浓度/(１０－６g/L)
馏出液Cs＋

浓度/(１０－６g/L)
Sr２＋净化系数/

１０６
Cs＋净化系数/

１０６

１ ３６ ６２ ０．５ ０．２９
２ ４９ ６９ ０．３７ ０．２６

　注:釜液中Sr２＋的浓度约为１８g/L;Cs＋的浓度约为１８g/L.

３　结论

本研究通过采用间歇精馏浓缩Ｇ脱硝工艺处理模拟高放废液,对蒸发浓缩及脱硝工艺进行了讨

论,主要结论如下:
(１)采用间歇精馏的方法,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对模拟高放废液进行处理,Sr２＋ 和Cs＋ 的净化系

数均大于１×１０６;通过比较甲酸不同初始浓度对诱导时间的影响,确定脱硝工艺的初始甲酸浓度为

０．３~０．４mol/L,经实验验证,整个脱硝过程气体生成量平稳可控.
(２)对模拟料液采用“浓缩Ｇ脱硝Ｇ再浓缩”工艺处理,Sr２＋和Cs＋的平均净化系数均大于１×１０５,且

浓缩倍数较高,馏出液可达到中放水平以下,对后续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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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aporationandDenitrationIntegrativeProcessfor
CondensingSimulatedHighLevelLiquidWaste

ZHANGLei,HEXiＧhong,ZHOUXianＧming
(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Forconcentrationofhighlevelliquidwaste,theintegrationprocessofevaporationand
denitrationwasappliedandtheinfluenceofdifferentprocessconditionsonevaporationand
denitrationwere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purificationcoefficientforevaporatedliquor
isover１×１０６fromSr２＋andCs＋bythepurificationofpackedtower(３１６Lstainlesssteelwiremesh
packing)inevaporationsection．Theinductiontimeisshortandthereactionisstableastheinitial
concentrationofformicacid(denitrationreductant)is０．３~０．４mol/Lindenitrationsection．The
concentrationratioismorethan１８timeswhiletheaveragepurificationcoefficientofSr２＋andCs＋is
over１×１０５inevaporationanddenitrationintegrativeprocess,whichcanreducethevolumeofhigh
levelliquidwasteeffectively．Theevaporationanddenitrationintegrativeprocessissafeandreliable,

whichmeetstherequirementandprovideagoodoptionfortheconcentrationofhighlevelliquid
waste．
Keywords:Simulatedhighlevelliquidwaste;Concentrationbyevaporation;Denitration;Formic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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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动力学法测定微量草酸

何喜红,谢书宝,曹　智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本文依据草酸对铬酸钾氧化甲基红有显著催化作用,且催化反应速率与草酸浓度相关的原理,建立了通过测定

甲基红剩余浓度计算微量草酸浓度的方法,并考察了反应时间、温度、酸度等条件对催化反应速率的影响,优化测定草

酸的最佳实验条件.结果表明,最佳测定条件下,草酸浓度介于０~１０μmol/L的范围内时,吸光度(A,正比于甲基红

浓度)与草酸浓度间的回归方程为:１/A＝０．１８７４c(H２C２O４)＋１．０２８６,相关系数R２＝０．９９９９.该方法应用于实际

样品测定时,加标回收率在９８％~１０５％,检出限为０．１３μmol/L,相对标准偏差为(n＝６)为０．０４％~０．０７％,满足分

析微量草酸的需求.

关键词:草酸;催化动力学法;铬酸钾;甲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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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流程中,常采用草酸作为沉淀剂或水相络合剂,如钚转化工艺中,草酸作为钚的沉

淀剂、将溶液中的钚转化为草酸钚沉淀[１],TODGA萃取分离高放废液的流程中,草酸作为水相络合

剂,防止Zr等裂片产物被萃入有机相[２].为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体积,这些含草酸的溶液需循环使用,
但使用前要破坏其中的草酸,以避免返回利用时草酸对流程产生影响.为此,需要建立测定微量草酸

的方法,以检测破坏后溶液中剩余草酸的浓度,确定其是否达到返回利用的要求.目前,草酸的测定

方法主要有滴定法[３]、分光光度法[４,５]、色谱法[６Ｇ８]、酶法[９,１０]、电泳法[１１]等.其中滴定法适合常量分

析,色谱法、酶法和电泳法可用于微量草酸测定,但乏燃料后处理流程中,通常都是高硝酸体系,如草

酸转化钚的工艺流程中,硝酸浓度为２~３mol/L,由于高浓度硝酸的存在,会影响测定结果.为此,建
立了催化动力学法测定草酸的方法,以快速、准确测定高硝酸体系中的微量草酸,并应用于实际样品

分析.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原理

草酸对铬酸钾氧化甲基红具有显著的催化作用,且催化反应速率与草酸浓度相关.为此通过测

定甲基红(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的剩余浓度,可计算草酸浓度.

１．２　仪器与试剂

T５０电位滴定仪(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Lamda９５０紫外Ｇ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Perkin
Elmer公司);HXＧ１０５恒温循环水槽(北京长流科学仪器有效公司);GLＧ８８B漩涡混合器(海门市其林

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MilliＧQ超纯水处理系统(美国 Millipore公司).
草酸基准物质、铬酸钾、甲基红、硝酸氧锆、硝酸铁(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硝酸(北京化学

试剂研究所),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氢氧化钠标准溶液(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试剂配制

１０mmol/LH２C２O４ 溶液:取一定量的草酸基准物质于烧杯,加水溶解,转移至１００ml容量瓶中

加水定容.实际使用时,稀释至０．１０mmol/L.

１５



０．１０mmol/L甲基红溶液:取一定量的甲基红固体于烧杯,用乙醇溶解,转移至１０００ml容量瓶,
用水定容,溶剂中乙醇的百分含量为３０％.

１．０mmol/L铬酸钾溶液:取一定量的铬酸钾固体,用水溶解,转移至５００ml容量瓶用水定容.

４．０mmol/L硝酸氧锆溶液:取一定量的硝酸氧锆固体,用水溶解,转移至５００ml容量瓶用水

定容.

３mol/LHNO３ 溶液的配制:移取２０ml浓硝酸至１００ml容量瓶,用水定容,其准确酸度采用电

位滴定仪测定.

２)实验方法

１０ml显色管中依次加入一定体积的甲基红溶液、硝酸溶液、草酸溶液、铬酸钾溶液和一定量的

水,使溶液总体积为４．０ml.将配制好的溶液在漩涡振荡仪上振荡１min,然后恒温反应一定时间,加
入硝酸氧锆溶液终止反应后,振荡均匀,测定该溶液的吸光度A.甲基红等溶液的加入体积以及反应

时间,通过文中的相关实验确定.

２　结果与讨论

酸性体系中,甲基红的最大吸收波长位于５１５nm,选择该波长测定显色溶液的吸光度(A),为确保吸

光度在一个较佳范围(０．２~１．０),通过实验确定出甲基红的加入量为１ml,对应铬酸钾的加入量同样为

１ml.影响甲基红剩余浓度的主要因素有:反应时间、反应酸度和反应温度,下面分别介绍.

２．１　时间的影响

　图１　吸光度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１０ml显色管中依次加入１．０ml０．１０mmol/L甲基红

溶液、０．２０ml３．０mol/L硝酸溶液、０．２０ml０．１０mmol/L草

酸溶液、１．０ml１．０mmol/L铬酸钾溶液、２．１ml水.配制

好的溶液在漩涡振荡仪上振荡１min使其混合均匀,取

２．５ml至比色皿,测定溶液吸光度A 随时间的变化,结果

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反应时间小于２０min时,吸光度

随时间的变化较快,即铬酸钾氧化甲基红的速度较快,为
减少因为反应时间导致的误差,实验中的反应时间需大于

等于２０min,但反应时间太长时,测定一个样品耗时较

多,为此确定选择反应时间为２０min.

２．２　酸度的影响

７只显色管中,按照前文(２．１时间的影响)加入量,分别依次加入等量的甲基红、铬酸钾和草酸,
加入不同体积的３．０mol/L的硝酸,然后加入一定量的水,使得总体积为４．５ml,反应２０min,考察酸

度对铬酸钾氧化草酸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草酸浓度一定的情况下,溶液吸光度随硝

酸加入量的增加而降低,即铬酸钾氧化甲基红的速度随酸度的增加而增加,当加入硝酸的体积大于

０．１２５ml时,吸光度随酸度的变化较慢,为保证测定和取样的准确性,确定硝酸的加入量为０．２ml(对
应的硝酸浓度为０．１３mol/L).

２．３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铬酸钾氧化甲基红的影响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温度升高,吸光度升高,表明铬酸钾氧化

甲基红的速度降低,但整体而言,温度对吸光度的影响较小,但为测量准确,实验中采用循环水浴控制

反应温度为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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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酸度对氧化速率的影响
　　

图３　温度对氧化速率的影响

２．４　终止剂的影响

铬酸钾氧化甲基红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反应２０min后,氧化反应还将继续,为减少样品测定过程

中氧化反应仍继续进行而导致的误差,向该体系中加入Zr(Ⅳ),Zr(Ⅳ)与草酸的络合能力很强,从而

大幅度降低了自由草酸分子的浓度,氧化反应速度将也将随着催化剂(草酸)浓度的降低而减慢.实

验结果表明,体系中加入Zr(Ⅳ)后,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应,溶液的吸光度只从０．６８７降低至０．６７７.
为此,铬酸钾氧化甲基红的体系反应２０min后,向其中加入０．５ml４．０mmol/L的Zr(Ⅳ),以减少实

验误差.

２．５　标准曲线和相关参数

通过前面的实验,确定出了较优的实验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标准曲线,结果表明,吸光度的倒

数与草酸浓度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如图５所示,回归曲线方程为１/A＝０．１８７４c(H２C２O４)＋
１．０２８６,线性范围０~１０μmol/L,相关系数R２＝０．９９９９.空白溶液的标准偏差为０．０１２％(n＝１１),
检出限为３S/k＝１．３μmol/L.

图４　加入Zr(Ⅳ)后,溶液吸光度随时间的变化
　　　

图５　吸光度和草酸浓度的回归曲线

２．６　分析应用

电解破坏模拟草酸钚沉淀母液中的草酸,采用该方法测定电解过程中模拟料液中的草酸浓度,并
进行加标回收实验,结果见表１.其中,对于电解时间较短的样品,草酸浓度较高,稀释一定倍数后测

定,以保证显色溶液的吸光度在标准曲线范围内;电解时间较长的样品,草酸浓度较低,取０．０５０ml
直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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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回收率和精密度的测定结果(n＝６)

样品 原含量/(μmol/L) 加标量/(μmol/L) 测定总量/(μmol/L) 回收率 方法精密度RSD/(％,n＝６)

１ １．４５ １．１４ ２．６４ １０３％ ０．０６７

２ ３．７１ ２．２８ ５．９３ ９８％ ０．０４７

３ ５．１２ ２．２８ ７．６８ １０５％ ０．０３６

３　结论

催化动力学法测定微量草酸的最佳实验条件为:反应时间为２０min,反应温度为２５℃,酸度为

０．１３mol/L.在该条件下,草酸浓度与吸光度的线性关系为１/A＝０．１８７４c(H２C２O４)＋１．０２８６.
该方法的检出限低,精密度高,可快速、准确测定高硝酸体系中的微量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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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terminationofMicro
OxalateAcidbyCatalyticKineticMethod

HEXiＧhong,XIEShuＧbao,CAOZhi
(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

Abstract:Basedontheremarkablecatalyticactivityofoxalateacidonoxidationmethylredby
potassiumchromate,anewcatalytickineticspectrophotometricmethodhasbeendevelopedfor
determinationofmicroamountofoxalateacid．Thereactionconditionssuchastemperature,acidity
werestudiedandoptimized．Theresultsshowthatintherangeof０~１０μmol/Loxalicacid,the
regressionequationbetweentheconcentrationofoxalicacidandabsorbance(whichisproportionalto
theconcentrationofmethylred)is１/A＝０．１８７４c(H２C２O４)＋１．０２８６withthecorrelation
coefficientR２of０．９９９９．Therecoveryisintherangeof９８％~１０５％ whiledetectionlimitis
０．１３μmol/Landthemaximumrelativestandarddeviation(n＝６)is０．０４％~０．０７％．Themethod
canbeappliedforarapidandcostＧeffectivealternativefordeterminationofoxalicacid．
Keywords:Oxalateacid;Catalytickineticmethod;Potassiumchromate;Methyl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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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E法氢同位素分离的动态模拟及应用

王　岩,朱荣凯,矫彩山
(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要:为了研究液相催化交换柱内氢同位素的浓度分布及分离性能,建立了包含水蒸气相在内的气－汽－液三相传质

过程的数学模型并编写了计算过程的程序.以 HT/H２O体系的分离为研究对象,根据催化剂与填料性能指标,计算

了为达到特定脱氚率和浓缩倍数要求时液相催化交换柱内的有效填料层高度、进液位置以及氚的浓度分布;同时,对
联合电解催化交换系统内氚浓度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等也进行了计算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催化剂和填料性

能对于液相催化交换性能有重要影响,且降低贮液池、电解池持液量能够有效减少整个联合电解催化交换系统达到稳

定运行状态的时间,计算结果与实际过程吻合良好.
关键词:氢同位素;联合电解催化交换;动态模拟;含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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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水堆和重水堆中,水和重水可以作为反应堆的慢化剂和冷却剂,在反应堆内受到中子的辐照

会生成氚.氚是弱β辐射体,其半衰期为１２．４年,进入人体会造成严重的内照射损伤,所以工作场所

及水体环境中对氚的含量要求较高,必要时需要对水或重水进行除氚处理.联合电解催化交换

(CombinedElectrolysisandCatalyticExchangeCECE)技术将电解与催化交换技术相结合,在含氚轻

水和重水提氚应用上,有较为出色的研究应用价值[１,２].影响催化交换柱设计以及系统净化效率和浓

缩倍数的因素较多[３],包括HD/H２O、HT/H２O和DT/D２O等不同体系下相平衡系数、催化交换分离

系数以及电解池分离性能等.本文将以HT/H２O体系为研究对象,提出CECE系统的动态模型以及

催化交换柱内的稳态传质模型,为CECE系统模拟计算软件的开发打下基础,从而为优化系统设计提

供理论参考依据.

１　CECE的结构和原理

１．１　CECE系统概述

联合电解催化交换分离氢同位素技术(CECE)是一种将氢Ｇ水同位素化学催化交换与电解技术结

合为一体的复合式工艺,运用高效疏水催化剂(PtＧSDB)和填料,具有较高分离系数和允许近室温条件

下运行的特点.该过程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对传统的水精馏及水蒸气相催化交换(VPCE)方法除氚的

一种改进[４,５].
本文以HT/H２O体系为研究对象,其CECE运行流程:液态水由上到下流过LPCE柱,氢气由下

到上流过,与液相形成逆流同时发生氢同位素交换反应.氚会在液相中发生浓集效应,气相在向上流

动过程中氚逐步贫化.电解的重要作用是提供相转化即将液相转化为气相,实现催化交换柱下部的

回流倒相[６].LPCE柱顶的氚浓度达到最小,由柱顶到柱底氚浓度逐渐增加,电解池中氚浓度达到最

大.经过多次催化交换与电解循环,电解池内氚能够达到一定浓缩倍数,顶部气相经过氢氧复合生成

低氚水,从而实现氕氚分离.

１．２　三相传质原理

液相催化交换柱(LPCE)是CECE系统中的重要设备,即氢同位素分离反应发生的主要装置.氢

同位素交换反应由两步基元反应构成:第１步发生在催化剂表面活性中心上,为气相与汽相的催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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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反应(１),并流过程.第２步发生在所有气液接触面上,为蒸汽相和液相的相交换反应(２),逆流

过程[７]:

HT(气)＋H２O(汽)＝HTO(汽)＋H２(气) (１)

HTO(汽)＋H２O(液)＝HTO(液)＋H２O(汽) (２)
将(１)式、(２)式合并就能得到气相与液相间氢同位素交换的总反应式:

HT(气)＋H２O(液)＝HTO(液)＋H２(气) (３)

图１　LPCE柱内气Ｇ汽

Ｇ液三相交换理论模型

为了完整描述上述催化交换过程,采用“气—汽—液”三相传质模型.

２　数学理论模型

２．１　LPCE柱传质模型

LPCE柱的填料方法有混装填料和分层填料两种,本研究采用后者,
单层催化剂厚度为８mm,填料厚度为２mm.为了模拟柱内氢同位素传

质情况,以单层催化剂和填料为研究对象,将LPCE柱划分成有限个传

质单元层,如图１所示.LPCE柱外有保温层,整个交换过程可以当做恒

温过程.
柱内有气—汽—液三相流体:液相从柱顶流向柱底,X 是液相氚摩

尔分数;气相从柱底流向柱顶,Y 是气相氚摩尔分数;饱和蒸汽相与气相

并流,Z是蒸汽相氚摩尔分数.在交换柱柱底,电解池将液相转变为气

相,在第０层中氢气与饱和蒸汽混合均匀.在蒸汽相中,从第j催化层流

出的氚摩尔分数为Zj′,从第j填料层流出的氚摩尔分数为Zj.氚从气

相转移到汽相,再从汽相转移到液相.
氢气流量G 为固定值,蒸汽流量V 根据压强、饱和蒸气压和氢同位

素组成确定,第j层蒸汽流量通过式(４)和式(５)计算:

Vj ＝GPsj/(Pj－Psj) (４)

Pj ＝P０－ΔP(j－１) (５)
式中:Psj是第j填料层饱和蒸汽压,取决于温度Tj 和氢同位素组成;Pj

是该层压强(j＝１N).ΔP 是平均单层压降.
受到蒸汽流量变化影响流入第j层液相流量通过式(６)计算:

Lj ＝Lj－１＋Vj－１－Vj－２ (６)
催化交换层和相交换层内操作线与平衡线,如图２所示,交点纵坐

标分别代表蒸汽相出口平衡浓度(Zj
∗ 和Zj′∗ ),交点横坐标分别代表

液相与气相的出口平衡浓度(Xj
∗ 和Yj

∗ ).
相交换层的操作线和平衡线方程为式(７)和式(８):

Z＝λLX＋ Z′
j－λLXj( ) (７)

Z＝X/(αL －(αL －１)X) (８)

λL ＝L/V (９)
催化交换层的操作线和平衡线方程为式(１０)和式(１１):

Z＝－λGY＋ λGYj－１＋Zj－１( ) (１０)

Z＝αGY/(１＋(αG －１)Y) (１１)

λG ＝G/Vj－１ (１２)
相交换层和催化交换层传质效率定义为式(１３)和式(１４):

ηLj ＝ Xj＋１－Xj

Xj＋１－Xj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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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XYＧZ 相交换层和催化交换层

ηGj ＝ Yj＋１－Yj

Yj＋１－Yj
∗ (１４)

相交换和催化交换层效率理论计算式为:

ηL ＝１－exp(－KLhscrS(λL －１)
L

) (１５)

ηG ＝１－exp(－KvhcatS λ２C －１
G

) (１６)

联立式(７)(８)(１３)(１５)可得相交换层出口液相氚摩尔分数:

Xn＋１ ＝ Xn －X∗
n( )exp(KLhscrS(λL －１)

L
)＋X∗

n (１７)

联立式(１０)(１１)(１４)(１６)可得催化交换层出口液相氚摩尔分数:

Yn＋１ ＝ Yn －Y∗
n( )exp(KvhcatS λ２C －１

G
)＋Y∗

n (１８)

式中:αG 与αL 分别为催化交换及相交换分离系数;S是交换柱横截面积,m２;Kv 与KL 分别为催化交

换及相交换传质系数,molm－３s－１,二者均由反应温度和催化剂填料种类决定;hcat与hscr分别为催

化剂层及填料层厚度,m.
分离系数αG 与αL 均是与温度有关的热力学参数,表示氢同位素分离能力的差异,在HT/H２O体

系下,有经验公式.

lgαG ＝０．２９２lgT＋３３６．５/T－１．０５５ (１９)

αL ＝exp(－０．００９７１－４７．９８/T＋２３１２２/T２) (２０)
催化层和相交换层的传质系数和分离系数、流量等因素对氕氚元素分离的效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LPCE柱进料点即浓缩段与洗涤段连接点位置选取,需满足在该位置柱内液相氚浓度与进

料液相等.当确定系统处理能力各项参数后,经过传质层逐层迭代计算能够确定LPCE柱有效填料

高度、进料点位置等参数,以及气相、蒸汽相、液相氚浓度在柱内一维分布情况.
当确定系统处理能力等相关参数后,利用式(７)至式(２０)经过传质层逐层迭代计算,能够确定

LPCE柱有效填料高度、进料点位置等参数,并且可以给出气相、蒸汽相、液相氚浓度在柱内一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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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计算时,LPCE柱进料点位置即浓缩段与洗涤段连接点处需满足在该处柱内液相氚浓度与进

料液相等.同时,能够研究影响因素对传质效果的影响.

２．２　系统动态模型

图３　CECE系统基本结构图

CECE系统由LPCE柱、电解池、增湿加热器、贮
液池、氢氧燃烧器、储气池、干燥器等主要部分组成,
如图３所示.LPCE柱进料位置以下部分为浓缩段,
以上部分为洗涤段.含氚水经过电解后,生成 HT、

H２ 混合气,经增湿加热器作用后气相与饱和蒸汽混

合均匀进入LPCE柱,与液相发生氢同位素交换.经

过LPCE柱循环反应,柱顶气相氚浓度降低而柱底液

相氚浓度升高.柱底液相进入电解池后一部分被电

解反相,一部分作为浓缩液引出系统.柱顶出口气体

经干燥器后与氧气发生复合反应生成低氚水,一部分

作为 洗 涤 液 回 流,余 下 部 分 可 作 为 流 出 液 排 出

系统[８].
将CECE系统进行简化,LPCE柱、电解池和贮

液池三部分为主要研究对象,忽略增湿加热器、氢氧

燃烧器以及干燥器等装置对物料损失影响.
为表征联合电解催化交换系统对氢同位素的分

离、净化性能,可以定义参数脱氚率和浓缩倍数:脱氚

率为贮液池相对料液氚浓度变化量与料液氚浓度的

比值,即ft＝(xF－x１)/xF ;浓缩倍数电解池氚浓度

与料液的比值,即fn ＝x３/xF .
系统的动态模型由电解池和贮液池内氚浓度动态变化与LPCE柱空间动态传质组成.
电解池微分方程:

v２dx２

dt ＝ LF ＋L０( )Xd －V０Z０－l２x２－GYd (２１)

贮液池微分方程:

v１dx１

dt ＝GYtop－l１x１－L０x１ (２２)

αele ＝x２/Ytop (２３)

LPCE柱传质偏微分方程:

－G ∂Y
S∂h＝Kv λGY－Z( ) (２４)

－V ∂Z
S∂h＝－Kv λGY－Z( )－KL λLX－Z( ) (２５)

－L ∂X
S∂h＝KL λLX－Z( ) (２６)

持液量v１ 、v２ 保持恒定,则有关系:

LF ＝l１＋l２ (２７)

LFxF ＝l２x２＋l１x１ (２８)
式中:x１ 为贮液池氚摩尔分数;x２ 为电解池氚摩尔分数;v１ 为贮液池持液量[mol];v２ 为电解池持

液量[mol];l１ 为浓缩液流出流量,mol/L;l２ 为低氚水流出流量,mol/L;Ytop 为柱顶气相氚摩尔分

数;Yd 为柱底气相氚摩尔分数;Xd 为柱底液相氚摩尔分数;xF 为进料氚摩尔分数;αele 为电解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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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将上述公式联立能够实现电解池与贮液池内氚浓度动态模拟分析,能够研究持液量对CECE系

统的影响.

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采取HT/H２O体系下的三相传质模型,CECE系统在操作温度３５３．２K,操作压力１７．５KPa的

条件下,处理能力为１kg/h、原料液氚摩尔分数为１０－６,电解分离系数αele＝３,脱氚率ft＝９０％,浓缩

倍数fn ＝２０,LPCE柱直径选定为１００mm.气液比确定为４∶３.

３．１　LPCE柱高和浓度分布计算结果

３．１．１　LPCE有效柱高

选定三种不同的催化剂及填料的传质系数,分别计算出LPCE的柱高及进料点位置,结果列于

表１.

表１　对应不同传质系数的LPCE柱设计参数

条件 催化传质系数Kv 相交换传质系数KL 有效柱高/m 进料点位置/m

１ １３０．４ ２５０．８ ８．０１ ２．０８

２ １５６．８ ３０７．２ ６．３５ １．７３

３ ２１０．５ ４００．７ ４．６８ １．３２

从表１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催化剂和填料性能的提高,LPCE有效柱高降低,且洗涤段高度

较浓缩段占比重较大,这一计算结果与文献及实际情况符合良好.

３．１．２　LPCE柱内氚浓度分布

在表１的三种不同传质系数条件下,LPCE柱内气相和液相氚浓度随柱高的变化计算结果如图４
和图５所示.可以看出液相以及气相氚浓度沿柱高由底部到顶部逐步减小,传质速率先增大后减小.

图４　LPCE柱气相氚浓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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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LPCE柱液相氚浓度分布

图６是在条件２情况下蒸汽相氚浓度随柱高变化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蒸汽相与氢气相氚浓

度都是由底部到顶部逐步减小,同时,从局部放大图可以看出氚浓度在相交换层与催化交换层间呈锯

齿形变化,这也进一步说明蒸汽相为气相与液相间物质传递的介质.

图６　LPCE柱蒸汽相氚浓度分布

３．２　系统单元中氚浓度的动态变化

CECE系统对于含氚水处理过程做出如下假设:忽略CECE工艺系统操作过程中的物料损失以

及能量损失;在规定的运行时间内,原料液稳定连续地进入CECE系统内,贮液池和电解池有稳定连

续液流出;贮液池和电解池的持液量保持恒定.
根据已建立的动态传质模型,自编程序对贮液池和电解池内氚浓度随时间变化进行计算,其中选

取LPCE柱内催化剂和填料的传质系数为Kv＝１５６．８molm－３s－１,KL＝３０７．２molm－３s－１.
表２是计算时选择的电解池与贮液池持液量的条件,计算结果分别绘于图７与图８.

表２　不同电解池、贮液池持液量状况单位(kg)

持液量条件 １ ２ ３ ４ ５

电解池 １０ ２０ ４０ ２０ ２０

贮液池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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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７可以看出,当贮液池持液量为定值时,随着电解池持液量的增加,电解池与贮液池内氚浓

度达到恒定所需时间变长,且贮液池中氚浓度的变化是先迅速降低,之后又迅速升高,直至达到恒定,
这与电解池持液量有关.

从图８可以看出,当电解池持液量为定值时,贮液池持液量的变化对于电解池和贮液池内氚浓度

变化的影响较小,基本上在２０００００s(约５６h)达到稳态.

图７　贮液池持液量恒定氚浓度动态变化

图８　电解池持液量恒定氚浓度动态变化

４　结论

建立的HT/H２O体系气－汽－液三相传质模型能够较好反映LPCE柱内氚浓度在空间分布情

况,在一定的工况与处理要求下,能实现催化剂与填料有效高度以及进料位置选取等相关计算,计算

结果较气－液两相模型更贴近于实际,且与文献结果基本吻合.CECE系统动态模拟计算表明,
CECE系统具有较高的脱氚率和浓缩倍数,降低贮液池、电解池持液量能够有效提高系统达到稳定运

行状态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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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imulationandApplicationofSeparatingHydrogen
IsotopesUsingCombinedElectrolyticCatalysisExchange

WANGYan,ZHURongＧkai,JIAOCaiＧshan
(HarbinEngineeringUniversity,HarbinofHeilongjiangProv．１５０００１,China)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concentrationdistributionofhydrogenisotopesandtheseparation
performanceintheliquidphasecatalyticexchangecolumn,themasstransferofgasＧvaporＧliquidthree
phasemodelisestablishedandtheprogramiswrittenforthecalculationofprocess．SelectingHT/

H２Osystemastheresearchobject,accordingtoperformanceofcatalystandpacking,effectivepacking
layerheight,feedliquidlocationandtritium concentrationdistributionalongthecolumn was
calculatedforthegivenconcentrationoftritiumanditsenrichmentratioinwater．Atthesametime,

thecombinedelectrolysiscatalyticexchangesystemofthedynamicchangeruleandinfluencefactors
hasalsobeenstudied．Theresultsshowthatcatalystandpackinghaveimportantinfluencefor
performanceofliquidphasecatalyticexchange,andiftheliquidholdupofpool,electrolyticcellis
reduced,thenthewholeprocessofCECEwillquicklyreachitsstablestate,thecalculationresultsare
ingoodagreementwiththosedataobtainedfromtheactualprocess．
Keywords:Hydrogenisotope;Combinedelectrolysiscatalyticexchange;Dynamicsimulation;

Tritiated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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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堆放射性废液管理系统设计

张永康,沙　沙,陈　莉,陈先林,李文钰
(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熔盐堆采用熔盐作为一、二回路冷却介质,运行维护中产生的放射性废液源项与普通压水堆有很大区别.根据

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的特点,设计了离堆放射性废液管理系统.文章详细介绍了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放射

性废液管理方案、处理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参数及相应的设计思路.针对废液的物理化学性质及数量,选用过滤、蒸
发、桶内干燥的组合处理工艺.该设计具有系统设备简单、建设投资少,运行维护方便的优点,对钠冷堆、气冷堆等非

水冷却反应堆的放射性废液管理系统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熔盐堆;放射性废液处理;工艺设计

　　　　　　　　　　　　　　　　　　　　　　　　　　　　　　　　　　　　　　　　　　　　　　　　　　
　
　
　
　 　　　　　　　　　　　　　　　　　　　　　　　　　　　　　　　　　　　　　　　　　　　　　　　　　

　
　
　
　
　

作者简介:张永康(１９８７—),男,湖北荆州人,高级工程师,现从事放射性三废处理工作

钍基熔盐堆[１]核能系统项目(TMSR)新园区规划建设两个反应堆实验装置和一个放化实验楼,
即１０MWTMSRＧSF１实验堆、２MWTMSRＧLF１实验堆、在TMSRＧLF１实验堆旁边的高放实验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与核设施相配套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按规划１０MWTMSRＧSF１实验堆将于２０１７年建成,
为此与项目核设施相配套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之同时建成.

因采用熔盐作为一、二回路冷却介质,上述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在运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

废物与压水堆有所不同.需针对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的特点,设计相应的废物处理系统,对钍基熔盐

堆核能系统各阶段产生的各类废物进行妥善处理、贮存,以保护环境和公众安全.

１　放射性废液源项及排放目标值

１．１　放射性废液源项

轻水堆核电厂一般将放射性废水分成工艺排水、地面排水、化学排水三类进行收集处理.其中工艺

排水主要来自于一回路冷却剂,其化学杂质含量较低,地面排水来自于人体去污、洗衣房的洗涤废水和地

面排水,其放射性浓度较低,含悬浮固体及纤维物质.化学排水主要来自于系统去污及热实验室,其化学

杂质含量及放射性浓度较高.熔盐堆以熔盐作为冷却剂,预计不会产生工艺排水.但放化楼的热实验室

会产生化学排水,核设施内的热淋浴室、洗衣房等会产生地面排水.此外还有一些放射性有机废液,主
要是废真空泵油、润滑油、废溶剂萃取剂和去污废液等,预计产生的放射性废液源项见表１所示.

表１　放射性废液源项

废物类型 主要成分 含盐量/(g/L)废物量/(m３/a)放射性浓度/(Bq/L)

洗消废水 洗衣废水、个人清洁废水等 — ６０ —

低放废液 Ca２＋,NO－３ ,U,TH,RE及去污剂(络合剂)等 ＜１ ３０ ＜４×１０６

有机废液 ３０％TBP－正十二烷,润滑油等 — ０．７ ＜３×１０６

中放废液 RE(NO３)n,HNO３ 等 ＜１ ０．０２５ ＜１．７４×１０１０

高放废液 HNO３,U,TH,RE等 — ０．００７ ＜５．８１×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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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放射性废液排放目标值

放射性废液排放符合GB１４５８７—２０１１[２]的要求,除３H、１４C外其他放射性核素总排放浓度控制值

≤１００Bq/L.其他指标符合DB３１－１９９上海市地方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参照GB６２４９—２０１１中热功率为３０００MW轻水堆液载放射性流出物的排放控制值(氚除外),

TMSR新园区液态放射性流出物设计排放目标值为其１/３００,TMSR新园区液态放射性流出物设计

排放目标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液态放射性流出物设计排放目标值(Bq/a)

其他核素 １４C 氚

１．６７×１０８ ５×１０８ ２．５×１０１１

２　放射性废液处理方案

熔盐堆园区采用离堆废物处理方案,运用园区废物收集转运系统与厂址废物处理设施相结合的

处理模式,园区设置一个离堆的三废处理设施(SRTF),SRTF通过蒸发、桶内干燥等手段处理熔盐堆

核设施内产生的液体废物,同时三废处理设施内设置有热基地的洗衣房和废物暂存库.该模式融合

了分散与集中的统一性,有力整合了资源,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核设施废物收集、转运系统和三废处理

设施的优势互补.与一般压水堆核电机组相比,离堆放射性废物处理方案[３]具有以下特点:
(１)合理的放射性废物处理模式.实验堆内废物处理系统与SRTF各司其职,有序配合.实验堆

内放射性废物处理系统对核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液在核设施内只进行收集和暂存.SRTF内废物处

理工艺为整个园区共用,避免同类处理工艺的重复设置.
(２)实验堆内放射性废物处理系统得到极大简化.采用SRTF离堆废物处理方案后,核设施内仅

设置放射性废液收集、转运系统,大大简化了实验堆内放射性废物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和厂房布置.
(３)废物处理工艺和厂房配置更加合理.废液处理工艺和洗衣房均可在全园区SRTF共用,避免

园区多个核设施废物处理工艺和厂房布置空间的重复配置,降低了园区核设施的投资、运行及维护成

本,同时集中处理也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
园区放射性废液分成高、中、低放废液,其中高放废液目前尚无有效处理手段,考虑暂存至退役阶

段处理.中放废液数量较少,采用桶内干燥装置直接干燥成盐.本工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是低放废

液的处理,其中低放废液按其物理化学性质分成三类:低放废液、有机废液、洗消废液.各类废液处理

方法如下.

２．１　低放废液

(１)核设施内废液的收集与转运

源项表明,仅有放化楼内产生低放废液,放化楼内产生的低放废液采用特排管道分别收集至内部

的废液贮槽或地坑内.待废液收集至一定的数量后,通过泵经管道输送至放废处理设施内的低放废

液贮槽内.低放废液管设置在带有不锈钢覆面的半通行地下管沟内,管沟按０．３％坡向放废处理设

施,管沟两侧及地面敷设有不锈钢覆面.管沟的最低点设置有地漏,管道泄漏的废液可经地漏及管道

自流至放废处理设施内的低放废液地坑内.
(２)废液的处理

低放废液性质类似核电厂的化学废液,轻水堆核电厂一般采用蒸发＋离子交换法进行处理该类

废液[４].鉴于熔盐堆化学废液年产生量少,一回路无放射性废树脂产生等特点,选用自然循环蒸发系

统进行处理.对于少量经一次蒸发处理后放射性浓度高于排放标准的二次蒸汽冷凝液,进行二次蒸

发处理,不采用离子交换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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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洗消废液

(１)洗消废液的收集与转运

TMSRＧSF１、TMSRＧLF１及放化楼内人体去污废液采用地下管道收集输送至放废处理设施的洗

消废液槽.为减少管沟的建设成本,洗消废液、低放废液输送管道均布置在同一管沟内.
(２)洗消废液的处理

出于放射性最小化的考虑,进入控制区的工作人员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工作服、鞋,对更换的工作服、鞋
需要进行洗消去污.更换的工作服、鞋在核设施热更衣间利用转运容器进行收集,并利用转运车辆转运至

放废处理设施洗衣房进行洗消.洗消衣物产生的洗衣废液通过管道直流至放废处理设施内洗消废液槽进

行收集.洗消废液槽的容积设置两个,每个容积约１m３.可存贮正常工况下一个月产生的洗消废液.
洗消废液[４]的特点如下:１)含有大量的表面活性剂及纤维等悬浮物;２)放射性活度浓度较低(一

般小于１０Bq/L).因该类废液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表面活性剂等,对将该类废水当做放射性废液处

理不符合废物最小化的要求,核电站一般采用过滤去除悬浮物后排入监测槽,如其放射性活度浓度低

于排放限值,则排入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园区的放射性洗消废液拟采用过滤＋监测排放的处理技术.
对于活度浓度较高的洗消废液过滤去除悬浮物后采用蒸发法处理.

２．３　放射性有机废液

放射性有机废液通过人工收集至放置在核设施内的有机废液转运罐内,待有机废液转运罐装满

后,利用废物转运车将有机废液转运罐转运至放废处理设施放废处理设施,并通过人工通过管道自流

的方式将废液转移至设置在有机废液贮槽间的有机废液贮槽内.有机废液暂存至技术成熟后集中处

理.对于极少量的泄漏,可在检修去污过程中用棉制品擦拭去污吸附后作为固体废物处理.

２．４　中放废液

(１)中放废液的收集与转运

放化楼内产生的中放废液数量较少,通过管道收集至放化楼内的中放废液贮存槽.待废液收集

至一定数量后,利用转运容器转运至放废处理设施内处理.转运容器采用０．５MPa压缩空气作为废

液输送的动力源.转运容器有效容积:约６０L,工作压力:０．５MPa,可一次转运放化楼两年产生的中

放废液.放废处理设施内设置一个容积约１m３ 中放废液接收槽用于接收中放废液,同时用于干燥成

盐系统的进料槽.
(２)中放废液的处理

中放废液采用桶内干燥成盐系统进行干燥成盐处理.园区的中放废液产生量很少,中放废液可

当做蒸残液采用水泥固化处理或桶内干燥成盐处理.水泥固化或桶内干燥成盐两种技术的工程建设

成本基本一致,但桶内干燥成盐系统具有减容比高,系统简单,占地空间少,运行维护费用低,退役成

本低等优势,相对而言更加适合园区.

２．５　高放废液

(１)高放废液的收集与转运

放化楼产生的高放废液在产生点采用屏蔽容器收集、暂存.
(２)高放废液的处理

高放废液暂存至核设施退役阶段,采用无机材料吸附后作为高放固废处理.高放固体废物装屏

蔽容器送４０４厂处理、处置.

３　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方案设计

TMSR废液管理系统用于控制、收集、处理、输运、贮存和排放正常运行及预期运行事件下产生的

液体放射性废物.TMSR废液管理系统由废液接收贮存子系统、废液过滤系统、蒸发系统、桶内干燥

系统、液态流出物排出系统、洗涤废液排出系统及辅助系统组成,其流程见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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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废液处理流程图

３．１　废液接收贮存子系统

废液接收贮存系统用于分类收集园区TMSRＧSF１、TMSRＧLF１堆及放化楼运行检修产生的各类

放射性废液,低放废液、洗涤废液的收集与贮存.废物处理车间运行、检修过程中产生的二次废液经

管网汇集至本系统收集贮存.

TMSRＧSF１设置两根废液输送管线进废物处理车间,分别是低放废液,洗消废液输送管线.

TMSRＧLF１堆设置两根废液输送管线进入废物处理车间,分别为低放废液,洗消废水管线.
放化楼设置两根废液输送管线进入废物处理车间,分别为低放废液,洗消废水管线.
本子系统由四个废液接收贮存槽、４台泵和相应的阀门、管道组成,主要设备工艺参数及其物项分

级情况如下:
低放废液贮槽:２个,每个有效容积１５m３.
洗涤废液监测槽:２个,每个有效容积５m３.
(１)低放废液接收与贮存

系统共有２个低放废液贮槽,有效容积１５m３/个,低放废液槽用于接收TMSRＧSF１、TMSRＧLF１
堆及放化楼产生的低放废液.两个低放废液槽可贮存一年基地产生的放射性废液数量,便于基地将

放射性废液处理任务外包,优化废液处理系统管理人员配置.
低放废液贮槽可通过低放废液上料泵进行循２个贮槽相互之间倒槽及上料功能,设置旁路实现

上料流量调节.在上料泵出口设置取样管口.贮槽内废液利用０．１MPa压缩空气进行搅拌.
低放废液贮槽均设有连续测量液位及上、下限报警,为提高系统安全性,防止冒槽事故发生,在２

个低放废液槽另设有上液位信号报警.
低放废液贮槽设置在地下一层的低放废液间,房间内设不锈钢覆面、地漏.可通过观察贮槽液位

是否正常下降来判断贮槽是否发生泄漏.
上料泵产生的漏液可排放至特下水池,通过特下水泵将泄漏液转入低放废液贮槽中.低放废液

贮槽顶部设置就地呼排口.
(２)洗涤废液接收与贮存

系统共有２个洗涤废液监测槽废液贮槽,用于接收TMSRＧSF１、TMSRＧLF１堆及放化楼的热淋

浴废液及洗衣房洗衣废液.因洗涤废液贮存时间过长内含的有机组分会分解,产生异味,一般情况下

洗涤废液贮存周期不宜过长,洗涤废液监测槽的容积按一个月计.
洗涤废液槽可通过废水循环泵(互为备用)进行循环和相互之间倒槽的功能,并可以利用该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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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料,设置旁路流量调节.在循环泵出口处设置取样管口,然后废液去过滤系统进行过滤.
洗涤废液槽设置在地下一层的洗涤废液槽房间,贮槽设有连续测量液位及上、下限报警,为提高

系统安全性,防止冒槽事故发生,在贮槽内还另设有上液位信号报警.
因洗涤废液放射性活度低,贮存中挥发到室内核素可忽略.洗涤废液监测槽废液贮槽排气采用

就地排气.

３．２　废液预处理系统

洗涤废液预处理系统主要用来处理洗涤废水,系统处理能力约１．５m３/h过滤精度５μm,过滤效

率９８％.洗涤废液经滤芯式过滤器过滤掉悬浮物等杂质后进入洗涤废液排放槽,取样分析若废液放

射性活度浓度＜１０Bq/L,则通过洗涤废液排放水泵排放至生活污水系统.若不满足要求,则通过管

线转送至低放废液槽蒸发处理.过滤器上设置压差表,当压差超过一定值需更换滤芯.废滤芯作为

低放杂项废物装桶水泥固定.

３．３　蒸发子系统

采用自然循环蒸发系统用于处理低放废液.系统处理能力为０．２m３/h,净化系数约为１０３~１０５,
浓缩倍数约为１００.系统主要由预热器、蒸发器、净化器、冷凝器、冷却器、蒸残液槽及管道、阀门等组

成.蒸发系统具体工艺描述如下:经预处理后的低放废液或低放废液直接由上料泵泵送至预热器的

管程中,被壳程内的０．３MPa表压下饱和蒸汽(饱和温度为１４３．４℃)预热到９０℃左右,从预热器出

来,经管道进入蒸发器加热室的管程内,被壳程内的０．３MPa表压下饱和蒸汽(饱和温度为１４３．４℃)
加热后蒸发,在分离室内蒸发料液与饱和二次蒸汽在重力作用下进行汽液分离.从蒸发器出来的饱

和的二次蒸汽经管道进入净化器进行汽液分离,经净化后的二次蒸汽到冷凝器被管外３２℃左右的冷

却水冷凝为二次蒸汽冷凝液,二次蒸汽冷凝液进入冷却器中被管外３２℃左右的冷却水冷却至４０℃
左右并送至排放水槽.经净化器捕集下来的液滴靠自身重力经管道自流到蒸发器.

由于废液为经预处理后的低放地面疏水及洗消废液,水质情况复杂,蒸发时可能产生泡沫,根据

需要通过消泡剂加注装置将消泡剂注入蒸发器进行除泡.
蒸发器采用连续式进料蒸发、间歇式排蒸残液的工艺.蒸残液经管道进入蒸残液槽后自然冷却.

蒸残液槽的有效容积按２m３ 设计.可贮存一到两年正常运行产生的残液.

３．４　液态流出物排放系统

流出物排放系统用于排放经蒸发处理系统处理后符合排放要求的二次蒸汽冷凝液,排放废液经

埋地敷设的排放管线排至排放口.系统根据GB１４５８７标准要求设置有３个容积相等的排放槽(每个

有效容积１０m３)、２台排放泵、１套γ在线监测装置和相应的阀门、管道组成,其中２个排放槽分别处

于废液待接收和废液待排放状态,另一个贮槽备用.三个排放槽最多可贮存一年基地产生的液态流

出物,便于依据排放口处受纳水体的稀释能力来实现放射性流出物均匀性排放控制.在排放管道上

设置放射性活度浓度γ在线连续监测装置,设有报警与联锁功能,当放射性液态流出物的排放活度浓

度超过１００Bq/L时,报警提醒主控室操作人员检查异常;当放射性液态流出物的排放活度浓度超过

５００Bq/L或监测装置发生故障时,发出声和光报警,自动停止排放.若排放活度浓度超标,将废液转

至低放废液贮槽,进入蒸发处理系统重新进行处理.

３．５　洗涤废液排放系统

洗涤废液排放系统用于排放经放射性活度浓度＜１０Bq/L的洗涤废液.废液在向环境排放前,
必须经过取样分析,放射性活度浓度＜１０Bq/L则槽式排放至生活污水系统,否则返回低放废液槽蒸

发处理.系统由２个排放槽(有效容积为５m３)、２台排放泵和相应的阀门、管道组成.
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前需进行取样检测,在排放泵出口管路上设置循环回流管道,使取样具有

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排放槽出口管主管道上设置取样口,通过取样测量总β放射性活度及各种放射

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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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中放废液桶内干燥成盐系统

单桶桶内干燥系统由废物桶输送辊道、残液上料泵、干燥室、冷凝液接收槽、循环风机、热交换器

及配套的管道、阀门及控制系统等组成.空桶通过传送辊道进入干燥室;当进料至设定值后将热空气

引入开始加热,排除的蒸汽经冷凝后被收集在贮液槽内,桶内干燥产物至预设体积后停止加热并冷却

至５０℃时,干燥过程停止,从加热室移出装有干燥产物的废物桶进行封装后再行贮存或处置.干燥

的１３０L盐桶利用吊车远程吊装至屏蔽箱后人工封盖,并装２００L桶后送水泥固定系统固定.冷凝液

内可能夹带一部分放射性核素,收集的冷凝液送至低放废液槽重新蒸发处理.
GNS[４]公司的单桶热风干燥装置技术参数如下:加热器５kW,热交换器１０kW,冷凝器１０kW,循环

风机２．３kW,干燥室操作压力５~７kPa,平均蒸发速率３~４L/h,生产一桶盐的周期约为一个月.
蒸发系统按浓缩倍数１００倍预估,残液量约０．３m３/a,加上每年２５L的中放废液量,每年需要干

燥处理３２５L的废液,按减容比５计算,预计装满０．５个１３０L的盐桶.

４　结语

熔盐堆放射性废液处理系统主要由废液接收系统、洗涤废液过滤系统、中放废液干燥成盐系统、
低放废液蒸发系统组成,该设计具有系统设备简单、建设投资少,运行维护简单的特点.依据现阶段

熔盐堆提供的源项,其可有效满足熔盐堆放射性废液处理需求,目前该方案已通过审查.但随着熔盐

堆设计的不断深入,相关设计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与调整,以满足熔盐堆放射性废液处理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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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Olafoldiges,HansＧjurenBlenski．Anewsmalldryingfacilityforwetradioactivewasteandliquids[R]．W M０３

Conference,２００３,Tucson,Arizona．

LiquidRadioactiveWasteManagementDesignofthe
ThoriumＧbasedMoltenSaltReactor

ZHANGYongＧkang,SHASha,CHENLi,CHENXianＧlin,LIWenＧyu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６１０２１３)

Abstract:ThemoltensaltreactorusemoltensaltasoneＧtwoloopcoolingmedium,theliquidradioactive
wastegeneratedinoprationandmaintenanceisverydifferentformpressurizedwaterreactor．Accordingto
thecharacateristicsofthethoriumＧbasedmoltensaltreactornuclearpowersystemproject,adoptthe
advancedradioactivewastemanagementideas,radioactivewastetreatmentfacilitiesarrangedoutsidethe
reactorbuilding．Thearticleintroducesthewastemanagementplan,processingflow,mainequipment
parametersanddesignthought．Accordingtothephysicochemicalproperiesandquantityofliquidwaste,
adoptthecombinedtechnologyoffiltration,evaporation,inＧdrumdryingprocess．Thedesignhas
someadvantagessuchassimplesystemandequipment,lessconstructioninvestion,conventient
operationmaintence．thedesignhassomevaluetotheliquidradioactivewastemanagementsystemin
othertypesofreactorsuchofsodiumＧwaterreactor、gascooledreactor．
Keywords:ThethoriumＧbasedmoltensaltreactor;Liquidradioactivewastemanagement;Process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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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堆 MOX燃料生产技术概述

肇博涛,刘建权,卢　涛,王悦云
(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６)

摘要:近年我国快堆建设取得快速进展,示范快堆计划２０２２年完工,预计第一座商用快堆将于２０３０年建成.快堆发

展需要 MOX燃料保障,相应的商用快堆 MOX燃料厂已同中国商用８００t后处理厂一同列入了我国“十三五”发展规

划.快堆 MOX燃料组件具有高燃耗、高线功率、高热导率以及在快中子辐照场中耐辐照等特点,我国商用快堆 MOX
厂正在就引进法国技术进行谈判,但法国 MELOX参考厂是一座热堆 MOX燃料厂,相比快堆 MOX燃料在性能参数

和生产技术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在引进过程中需要明确两种 MOX燃料生产流程、设备和工艺参数的区别,保证我国商

用 MOX燃料厂的顺利建设.本文总结了快堆与热堆 MOX在燃料生产中的主要差异,还主要介绍了 MELOX厂工艺

以及快堆 MOX燃料生产中Pu分布均匀性、衰变热、煅烧工艺、O/M控制、手套箱布置、产品检测、废物回收等方面的

内容,以期为引进商用快堆 MOX燃料厂相关谈判提供参考.

关键词:MOX燃料;粉末;芯块;制造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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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确定采用核燃料闭式循环战略,快堆 MOX燃料的应用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动力堆乏燃

料元件经后处理,将得到的钚和贫化铀混合重新返回到快堆中,经多次燃料循环后能够将铀资源利用

率提高至６０％左右.目前,商用快堆 MOX燃料厂已同商用８００t后处理厂一同列入了我国“十三五”
发展规划,预计２０３０年完成建设.

我国商用快堆 MOX燃料厂属于“中法核循环项目”的一部分,现阶段正在就引进法国工艺技术

和设备进行谈判.由于法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搁置了快堆的发展计划并逐步停止了快堆燃料的生

产,所以我国此次项目谈判的法国参考设施为生产热堆 MOX燃料的 MELOX厂.快堆和热堆 MOX
燃料在性能参数和生产技术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我国在参考法国 MELOX厂的基础上还需要结

合快堆的燃料特性进行改进.快堆与热堆 MOX在燃料生产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如下:

１．快堆 MOX中PuO２ 含量由４％~８％提高至１５％~２０％,燃料粉末球磨混合难度降低;

２．为克服高燃耗下燃料棒的肿胀变形问题,快堆 MOX燃料芯块密度更低,有效密度在８５％ T．
D．左右;

３．为提高堆芯能量密度,快堆 MOX芯块及燃料棒尺寸更小,单棒外径约为６．８mm,芯块外径约

为５．９mm;

４．快堆 MOX燃料棒设置了气腔以容纳高燃耗下释放的气体裂变产物;

５．为保证气体裂变产物的释放,快堆 MOX燃料通常采用中孔直径约为１．６mm的环形芯块;

６．为尽量降低冷却剂的慢化作用,快堆燃料棒呈正三角形布置,组件呈正六边形;

７．快堆 MOX燃料棒包壳采用不锈钢材料,以适应液态钠冷却剂、高温、热导率及快中子辐照的

要求;

８．为保证液态钠冷却剂的流动空间,快堆 MOX燃料棒外部缠有金属绕丝;

９．由于快堆燃料中Pu含量的提高,生产线需要使用自动化设备远程操作以降低人员受照剂量;

１０．设计具有几何安全的生产设备以防止Pu含量提升引发的临界事故.
快堆 MOX生产线主要包括粉末制备、芯块压制烧结、组装检测以及废物回收与处理等几个阶

段,本文首先介绍了项目谈判参考设施 MELOX厂的情况,再在总结各国快堆 MOX燃料生产经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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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的基础上,对各阶段中的部分制备工艺和设备进行了分析概述,为我国商用 MOX厂建设提供

参考.

１　MELOX厂简介

法国MELOX厂位于马库尔,自１９９５年开始专用于制造热堆 MOX燃料,生产能力为１２０tHM/a,
能够使用老钚和高钚含量的原料,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热堆 MOX燃料厂[１].采用在比利时 MIMAS
工艺基础上改进的AＧMIMAS工艺,AＧMIMAS是现代制造 MOX燃料的主流工艺,相关流程如下:

１．初步混合与球磨:初步混合PuO２、UO２ 及回收的燃料粉末,调整钚含量至３０％后,进行微粉化

球磨和过筛;

２．二次混合:再次添加流动性UO２ 粉末,稀释钚含量至规定浓度,同时添加润滑剂和少量造孔剂

并进行二次混合;

３．芯块制造:在液压机中生产初始芯块;

４．烧结:在煅烧炉１７００℃温度下烧结初始芯块,通过载带有水蒸气的 ArＧH２ 气流控制氧/金

属比;

５．芯块打磨与测量:芯块通过打磨以满足严格的直径规格,进而限制芯块与包壳之间的相互作

用.芯块测量主要包括外观检查,微观结构,杂质和金相分析等;

６．燃料棒制造与检测:对芯块进行排列以填装包壳,注氦并完成燃料棒的焊接.随后通过多个无

损检测站以保证燃料棒的质量;

７．组件装配:在格架中依次排列燃料棒组成燃料组件,在顶部和底部封装端头.最后对组件进行

清洗和检查,转运至暂存库储存.

MELOX厂拥有多种组装生产线,可以生产多种类型的压水堆和沸水堆燃料组件,高度自动化的

生产线有效优化了生产效率和人员剂量率,且制得的芯块产品特性非常接近 UO２ 芯块[２].此外,

MELOX厂采用的AＧMIMAS工艺适用于大规模生产,主要特点包括:主混合球磨机一次装载６０kg
粉末,最多可含有７０％在后段工序中的回收燃料,相当于１５％~２０％的 MOX燃料产量,实现了物料

的循环使用;二次混合可一次装载６４０kg的粉末以提高产量,为克服衰变热问题,混合器采用具有双

层空气冷却系统的锥形螺旋结构;自动测定不同批次PuO２ 原料中的同位素组分,并在选定和开启

PuO２ 原料罐过程中实现了自动化操作.

２　MOX粉末制备

２．１　钚均匀性控制

钚的均匀性主要体现在钚同位素和PuO２ 分布两方面.动力堆产生的钚由于燃耗深度、贮存时间

以及反应堆类型等因素的不同,其同位素含量有较大差别,将直接影响热堆 MOX燃料的入堆性能,
因此在热堆 MOX制造前,需要对多批钚料进行选择,以保证混合后物料钚同位素含量达到规定要

求,即解决选料和用量的问题[３,４].而在快堆的快中子辐射场中,几乎所有的钚同位素都是易裂变材

料,因此钚同位素均匀性问题在快堆 MOX制造中可以忽略.
另一方面,PuO２ 的均匀性则在热堆和快堆 MOX燃料制造中都有严格要求.例如 MIMAS工艺

生产的 MOX芯块中含有３种物相,分别为富铀相、富钚相和UO２ 表面包覆PuO２ 的涂层相[５],标准

中规定最大富钚颗粒尺寸不超过１５０μm.如表１所示在 MIMAS工艺中,分别由 AUCＧUO２ 和

ADUＧUO２ 粉末制备的 MOX粉末中PuO２ 分布均匀性参数[６,７].要求PuO２ 在燃料中均匀分布主要

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目的:

１．为避免产生类似热堆UO２ 燃料可能引发的堆芯初始装料反应性事故(RIA)[８],要求 MOX燃

料最大富钚颗粒尺寸不超过４００μm以及尺寸超过１００μm的含钚颗粒不超过５％;

２．将不良的钚分布功率峰值降到最小.由局部PuO２ 的聚集产生的功率峰值会导致 MOX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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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功率恶化,影响反应堆的稳定性;

３．保证在硝酸中的溶解性,有利于 MOX乏燃料后处理的首端操作.这是因为纯PuO２ 结晶很难

溶于硝酸,理想的溶解率应达到９９％以上;

４．尽可能减少裂变气体释放.若PuO２ 均匀性较差,随燃耗加深,将导致芯块富钚凝聚点尺寸大

于裂变尖峰长度,局部高燃耗点的饱和效应会产生额外的裂变气体释放,从而增加燃料棒内压,不利

于包壳的完整性.

表１　MIMAS工艺制备的两种 MOX粉末均匀性参数

制备工艺
各相含量/％ 各相钚含量/％

富钚颗粒

钚含量/％

最大富钚

颗粒/μm
晶粒尺寸/μm

富铀 富钚 涂层 富铀 富钚 涂层

MIMASＧAUC ７５．４ ２４．６ － ３９ ６１ － １２．５ １５０ ５~１０

MIMASＧADU ４６．７ １１．１ ４２．２ １５ ３９ ４６ － － －

为解决PuO２ 的均匀性问题,中国商用 MOX燃料厂计划参考 MELOX厂的AＧMIMAS工艺,同
样使用一种两步法混合方式.第一阶段,使(U,Pu)O２ 粉末与贫化UO２ 和再循环燃料粉末混合,得到

Pu含量为３０％的混合物,然后将混合物通过球磨微粉化,获得颗粒很细的初级混合物;第二阶段,将
初级混合物强制过筛,二次掺入贫化的UO２,此阶段的混合器将各球磨机中得到的初级混合物集中混

合,并获得满足规定钚含量的最终混合物,其中最大钚含量为２０％.第二阶段还同时加入润滑剂和造

孔剂,保证烧结后可获得所需的芯块密度和比表面积.根据相关制造经验,该两步法混合工艺能确保

稳定优质的产品特性.

２．２　衰变热

图１　MOX转运容器粉末

内部温度分布梯度

MOX粉末在多个工艺流程间都需要转运,考虑到钚的衰变热约为

１０W/kgPu,转运容器通常采用散热性良好的铝材制造.钚的这种产热

率并不很高,但由于MOX粉末的导热率非常低,松装密度３g/cm３时约为

０．１２W/m℃,因此虽然转运容器外表面温度接近室温,但中心粉末温

度则较高.如图１所示,日本PFPF厂使用的一种快堆 MOX粉末转运容

器,外径为３１６mm,粉末容量２０kg,钚含量为２２％,容器达到热平衡时中

心粉末温度达到约１８０℃.该温度不会对 MOX粉末自身造成影响,但对

混合工序时加入的有机润滑剂和造孔剂则危害较大.例如,常用的硬脂

酸锌润滑剂和石蜡造孔剂的熔点分别为１４０℃和８５℃,转运容器粉末中

心温度超过上述两种添加剂的熔点,将使这部分添加剂受到破坏,影响芯

块压制和煅烧的产品质量.

为解决转运容器中心粉末温度过高问题,PFPF厂设计了一种带有中心孔锥结构的新型容器[９],
如图２所示.在该容器的中心位置,设置一锥形中心孔,中心孔内径为１００mm,内部铺有散热片,锥
孔顶部两端设通气孔同容器外部相连,促进内部气体流通散热.利用这种设计,相同装料条件下

MOX粉末的中心温度可以降低到８０℃,从而有效避免了有机添加剂被钚衰变热产生的高温所破坏.

２．３　手套箱

由于钚属于极毒放射性材料,因此 MOX厂中从PuO２ 进料到燃料棒焊接去污之间的所有操作工

序均在手套箱中完成.生产线中的手套箱通常以工位计量,除具有通用的气密性、气体除杂等功能

外,还需额外兼具辐射屏蔽的能力.因此手套箱在设计时需要根据各工序特点,考虑规格尺寸、设备

布置、箱体材质、屏蔽材料种类及厚度等因素.例如,箱体材质要求耐火、抗腐蚀以及良好的机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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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型 MOX转运容器结构及粉末内部温度分布梯度

度;箱内布置要求方便设备及物料转运操作;屏蔽材料要求能够同时具有吸收X射线、γ射线和中子

辐射的能力.
如图３所示,MOX实验线中,手套箱须按工艺流程顺序依次布置,采用首尾相连的模式[１０].燃

料粉末从２００进料手套箱进入后依次经过称重配料、球磨、造粒、过筛、二次混合、芯块压制、烧结、分
析检测等工序后由２１１出料手套箱卸出.物料可由前室或双盖密封器两种方式进出,各工序中产生

的废料或废物在２１０固体废物手套箱暂存,再通过焊封袋袋进袋出.全部手套箱设有通风和净化装

置,维持３００~４００Pa的负压,并保证每小时换气１０~２０次,进、排风过滤器设在检修区,高效过滤器

设在手套箱顶部.手套箱内层采用不锈钢,外层采用碳钢防护板,正面内外层间设置含硼聚乙烯以增

强中子屏蔽.手套箱内全部操作均通过手套孔进行,因此需根据各工序操作特点合理设置操作及维

修手套孔位;箱内设备均采用几何安全尺寸设计,且冷却水循环系统全部置于箱外,严格防止临界事

故的发生.

２００－进料;２０１－粉末煅烧;２０２－称重、配料、暂存;２０３－球磨;２０４－压制造粒;２０５－擦筛;２０６－混合球化;

２０７－芯块压制;２０８－烧结;２０９－芯块分析检测;２１０－固体废物贮存;２１１－芯块贮存、出料

图３　MOX燃料芯块实验线手套箱布置图

３　MOX芯块制备

３．１　煅烧工艺

MOX燃料芯块的煅烧流程由连续的三段工序组成,分别是为除去有机添加剂的脱脂工序、为调

节芯块O/M比和固溶态的烧结工序以及为除去残留挥发性杂质的脱气工序,各工序温度及处理气氛

如表２所示.通常三段工序分别使用独立的电炉设备,一方面给物料在炉间的转运操作增加了难度,
另一方面物料转运时外部气氛和温度的骤变不利于煅烧质量的保证.此外,多个独立电炉及配套手

套箱也将增加设备空间和建造成本,如图４为日本ATR热堆 MOX生产线煅烧流程采用的独立电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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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１１].

表２　煅烧流程各工序参数

名称 温度/℃ 气氛

脱脂工序 约８００ ArＧH２ 混合气　　　　　N２ＧH２O混合气　　　　　CO２ 气体

烧结工序 约１７００ ５％H２ＧArＧH２O混合气　　　　５％H２ＧN２ＧH２O混合气

脱气工序 约９００ 高真空

图４　日本ATR热堆 MOX生产线煅烧流程采用的独立电炉设备

日本在新建钚燃料生产设施PFPF中设计使用了一种多功能煅烧炉[１２],无需物料转运就能够连

续实现三段煅烧工序.其结构和炉内温度分布如图５所示,该炉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１．设备占用空间约为原独立煅烧设备的１/３;

２．同一炉中进行连续多批次的处理,可以缩短升温时间和提高产品质量稳定性;

３．能够实现单独一种或几种处理方式的组合使用,具有适应工艺调整的灵活性.

图５　日本钚燃料生产设施PFPF中使用的多功能煅烧炉

此外,该多功能煅烧炉为解决有机添加剂分解物附着炉内加热体或隔热反射板的问题,还使用了

一种新型气体导流模式.如图６所示,通过在加热体和物料间加装导流板,控制气流的流量和输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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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载气从炉底进入,建立物料的处理气氛.保护加热电极的保护气从炉壁侧面进入,由上而下经

过导流板从炉底两侧同载气汇合,再一同与物料中有机添加剂的挥发物从炉顶排出.这种气体导流

模式有效解决了物料分解物的炉内附着问题,但导流板的加入也使加热效率降低,因此要求导流板尽

量薄,且在高温环境下具有良好的耐用性.

图６　多功能煅烧炉导流模式的气流示意图

３．２　芯块O/M 控制

氧与金属原子比O/M是指 MOX燃料芯块中氧原子与金属原子数量的比值,对芯块的熔点、晶
格常数、烧结密度、热物性、辐照产物扩散系数以及燃料堆内反应性均有直接影响,是 MOX燃料制造

中的重要指标.O/M的控制包括多个工艺因素,包括芯块中Pu含量和分布均匀性、烧结气氛组成、
烧结温度以及添加剂种类和添加量等.研究表明,通过控制烧结气氛中的氧势,即氧分压可以调整芯

块的O/M.
使用UO２ 燃料的热堆中U核裂变后,氧形成游离态离子,燃料的平均O/M 比值增大.每燃耗

１％原子约使O/M增加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５７[１３].在温度梯度下芯块中的氧重新分布,使芯块轴向O/M
高于平均值.过剩的氧会与包壳中的某些元素相互作用,生成如Cr２O３ 等氧化物,从而加深燃料与包

壳间化学作用FCCI,不利于包壳机械性能的稳定,因而热堆 UO２ 燃料的技术标准要求 O/M 为

２．００~２．０１.快堆包壳通常使用的AISI３１６不锈钢的氧化阈值相当于O/M＝１．９９８,法国狂想曲快

堆的试验表明,O/M降低能显著减轻FCCI,因此为了使寿命末期芯块的O/M低于这个阈值,应控制

芯块的初始O/M,工艺上可达到的最低值为１．９３~１．９４[１４].例如,中国实验快堆 MOX燃料中PuO２
含量为２５％,O/M 要求控制在１．９６~１．９９;SNRＧ３００快堆燃料的 O/M 为１．９７０(９５％置信度);

FFTF堆的为１．９２~１．９５.控制烧结气氛中的氧分压,MOX芯块在烧结恒温阶段,芯块内部的氧势

同烧结气氛的氧势将逐渐达到平衡.
实际生产中,精确控制烧结气氛中的氧分压难度较大,考虑到气氛中含有起还原作用的 H２,因此

可通过间接控制 H２O 的分压达到相同目的(２H２＋O２→２H２O).ArＧH２ＧH２O 气氛中相关计算

如下[１５]:

pO２ ＝
p２H２O

p２H２ Keq

式中:p为各气体的分压;Keq为该反应平衡常数,有:

Keq ＝exp(－ΔG０
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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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G０ ＝ΔH０－TΔS０ ＝－４９２８８０＋１０９．６T
pH２

pH２O
＝１/ pO２exp(

４９２８８０－１０９．６T
RT

)

根据Blackburn模型计算结果,以(U０．７５－Pu０．２５)O１．９７为例,１７００℃烧结时需要将氧分压控制在

３．０５×１０－６Pa,于是计算得到
pH２

pH２O
＝３９．４８若实际烧结气氛组成为５％H２ＧAr,混合气压力为

０．１MPa,即pH２ ＝５kPa,则pH２O ＝１２６．４５Pa,即烧结气氛中水分含量应控制为１２６４．５ppm.

使用冷凝器冰浴[１６]可方便地调节
pH２

pH２O
,冰面体系饱和水蒸气压与温度的关系可用如下方程

计算:

InpH２O＝
－６０２４．５２８２T－１＋２９．３２７０７＋１．０６１３８６８×１０－２T

－１．３１９８８２５×１０－５T２－０．４９３８２５７７InT
利用得到的pH２O

值解出上式即可得到露点,即冷凝器的工作温度T 为２５５．２８K(－１７．７２℃).
全过程就是将温度在－１７．７２℃冷凝器中引出的５％ H２ＧAr烧结气氛通入烧结温度为１７００℃的煅

烧炉内,即可得到组分为(U０．７５ＧPu０．２５)O１．９７的 MOX芯块.采用上述方法计算 U０．７５ＧPu０．２５粉末,在

１７５０℃烧结温度、５％ H２ＧAr烧结气条件下,按各 O/M 比值要求得到的水分含量及露点如表３
所示.

表３　不同O/M时 MOX芯块烧结气氛中水含量与露点

O/M 水含量/ppm 露点/℃

１．９５ ３７０．４ －３０．１０

１．９６ ７３９．８ －２３．２７

１．９８ ４４０３．６ －３．７７

１．９９ １７８５５．４ １３．８３

１．９９５ ４３０６４．８ ２６．１６

４　燃料棒检测

在燃料棒装填、焊接后,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参数检测,检测合格的燃料棒才能进入燃料元件组装

工序.主要检测过程包括氦气检漏[１７]、X射线焊缝检查[１８]、无损检测和尺寸、外观检查.其中氦气检

漏、X射线焊缝检查和尺寸、外观检查所采用的技术与压水堆燃料组件基本一致,以下将重点介绍检

测过程所涉及的无损检测方法.

４．１　γ能谱分析[１９]

通过探测器扫描 MOX燃料棒获得其γ能谱图,基于２３９Pu的γ能谱的特征峰３３２．８keV,３４４．９６
keV,３７５．０２keV和４１３．６９keV,对γ能谱进行分析、计数,从而得到２３９Pu丰度的定性、定量结果.

在印度巴巴原子研究中心,已经应用γ能谱分析技术对实验快堆 MOX燃料(４４％PuO２)和原型

快堆 MOX燃料(２１％PuO２)进行无损分析.采用环形探测器获得 MOX燃料棒γ能谱的扫描结果,
再由基于计数系统的单通道分析仪,采用改进的计数统计和统计分析方法,快速准确地得到２３９Pu丰

度的定性、定量结果.可以在无损状态下,检测 MOX燃料棒中UO２ 在燃料芯块柱轴向的含量及其分

布的均匀性,以及检查燃料棒中 MOX芯块、贫铀芯块、气室弹簧的装填方式是否正确.此外,在燃料

粉末混合阶段,还可以检测PuO２ 晶粒分布的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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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中子照相[２０]

中子照相技术是在强辐射环境下对样品进行无损检测的一种有效可靠的手段,既能够利用中子

穿透性极强的特点,无损检测核燃料元件的内部缺陷,又能够利用不同核素中子宏观吸收截面的差

异,对原子序数临近的元素和其同位素进行区分.
将对γ射线不敏感而对热中子敏感的由铟、镝等材料制成的中子转换屏置于被测物体后部,燃料

接收热中子后发生裂变反应,产生的热中子对转换屏曝光,转换屏材料被活化形成放射性潜像,随后

将转换屏转移到暗室中对胶片曝光得到中子照相的照片.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者,在中国先进研究堆(CARR)中子束流水平孔道,采用上述的间

接成像方法进行中子照相无损检测的研究,发现该方法可以对燃料元件的组装、芯块烧结质量、芯块

PuO２ 团簇分布等作出定性与定量的分析.

４．３　液体闪烁分析[２１]

上述两种方法分别根据γ射线能谱和中子测量来得到 MOX燃料中部分核素的组成.而美国爱

达荷国家实验室研究了一种在液体闪烁测量基础上,更快、更稳定地获得 MOX燃料中同位素组成的

方法.他们通过液体闪烁仪同时进行中子和γ射线关联测量,基于脉冲形状鉴别算法(PSD)区别中

子和γ射线,在此基础上识别MOX燃料中的自发裂变中子,并与α衰变中子进行区分.最后,结合不

同核素的自发裂变及衰变特性,得到多种核素组成的分析结果.
以上检查的结束后,需对燃料棒进行尺寸、外观检查和分选.在尺寸检查期间,将自动测量燃料

棒的长度和平直度、上端塞和管的对准度.外观检查包括焊缝、上端塞焊缝直径、整体清洁度等.随

后,燃料棒可分选为以下四类:
合格燃料棒(去燃料组件制造单元);
焊接缺陷问题的燃料棒(去再装管单元修理线);
燃料芯块有缺陷的燃料棒(去再装管单元处理后再送往废料回收单元);
需要重新检查的燃料棒(暂存待重检).

５　废物回收与处理

含α的废料及废物的管理是影响 MOX厂经济性和辐射防护的重要因素.大型燃料厂已开发出

在不损害产品质量情况下的废料回收技术,按废料性质或直接返回重新使用,或和分析样品一起进行

化学处理.例如 MELOX厂的主混合工艺中最多允许加入７０％的回收粉末,相当于１５％~２０％的

MOX燃料产量.而需要进行化学处理的废料一般占２％,其溶解通常采用电化学方法.生产过程将

严格控制废物中α放射性的含量,例如Belgonucleaire厂的α废物中Pu含量不足总产量的０．１％[２２].
MOX燃料厂产生的固体废物分两类,一类是手套箱内和组装生产线产生的α废物,另一类是控

制区内产生的非α废物.其中α废物主要由手套箱中的耗材(过滤器,手套等)和停用的机械设备、工
具(扳手等)等干燥固体废物组成,在各产生单元使用乙烯基塑料袋密封产生的α废物,并根据废物类

型和Pu含量对其进行标识记录,贮存于１２０L的α废物桶中,再将废物桶转移至检测平台,通过称重

机、中子计数器、光谱测量装置和X射线照相机,准确测定裂变材料的总量和放射性强度,之后将废物

桶送往α废物中间贮存车间.非α废物也当作放射性废物处理,通常为减少体积,采用焚烧的方式处

理其中的有机类废物,产生的灰烬同非α无机类废物一同压缩在２００L的非α废物桶中并临时贮存.
最终α废物桶将送地质库处置,非α废物桶将近地表处置.

MOX燃料厂同样产生放射性废液和废气.废液主要由粉末和芯块分析实验室产生,收集后经浓

缩、沉降、过滤和离子交换等过程处理.废气主要由手套箱内的通风气体和芯块煅烧过程中的工艺排

气组成,以上废气可经多级过滤达标后排放.

６　结语

核能在我国“十三五”能源规划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我国快堆的发展因此也迎来了重要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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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机遇期,相配套的 MOX燃料厂项目谈判和建设规划已进入收尾阶段.２０３０年,根据商用８００t后

处理大厂８t/a的堆后钚产量,我国将建成产量为５０tHM/a的商用快堆 MOX燃料厂,年产量可供

２~３座百万千瓦级快堆的初装料,能够有效保证快堆发展对 MOX燃料的需求,并促进我国实现燃料

闭式循环.
世界范围内,快堆 MOX燃料的制造和工艺开发已有近５０年的历史,由于西方国家９０年代核能

政策的变化和快堆经济性等问题,相关燃料制造技术和设备此后发展缓慢.原有成熟技术在自动化

控制、仪器仪表、设备材料等方面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本文中概述的部分工艺和设备可供相关研

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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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OverviewofMOXFabricationfor
FastBreederReactor

ZHAOBoＧtao,LIUJianＧquan,LUTao,WANGYueＧyun
(CNNCNuclearFuelReprocessingCo．,Ltd．,Beijing１０００３６,China)

Abstract:Fastbreederreactorsdeveloprapidlyrecentyears,andthecorrespondingcommercialMOX
fuelplantwillbebuiltin２０３０．CharacteristicsoftheFBRＧMOXfuelassemblyincludehighburnups,

linearheatgenerationrate,thermalconductivityandmoreresistanttoirradiation,whichrequirea
differentfabricationprocessfromthermalreactorMOX．TheChineseCommercialMOXplantplans
tointroduceFrancetechnology,however,thereferencefactoryMELOXwasdesignedtoproduce
thermalreactorMOXonly．Therefore,itsnecessarytoclearthedistinctionoffabricationtechnology
betweenthesetwo MOXfueltopromotetheconstructionprogress．Inaddition,theplutonium
homogeneity,decayheat,sintering,O/M ratio,gloveboxes,detectionand wastetreatmentare
introducedinthispaper．
Keywords:FBRＧMOXfuel;Powder;Pellet;Fabricationtechnology;Development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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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中Re(Ⅶ)的γ辐照分离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

尚　云１,李富海１,翁汉钦１,肖家鑫１,林铭章１,２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７;２．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９９Tc是核反应堆中一种产额较高的β放射性裂变产物,其主要形式为TcO－４ ,易于迁移,故需在放射性废物固化

之前将其分离或固定.因铼与锝性质相近,研究中常用铼代替锝进行相关研究.本研究采用γ射线辐照含有NaReO４
和异丙醇的水溶液,将ReO－４ 还原至铼氧化物(ReOx)沉淀,从而将其分离出来.结果表明,辐照２h后分离效率达到

９３．６％,最高分离效率可达９８．１％.同时探究了反应体系的pH、异丙醇浓度、辐照剂量率对Re(Ⅶ)辐照分离的影响.

结果表明碱性环境下Re(Ⅶ)的分离速率和效率高于酸性环境,剂量率越高Re(Ⅶ)的分离效率越高.

关键词:γ辐照;分离;Re(Ⅶ);铼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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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是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我国一直致力于核电事业的发展,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将核电的总

装机容量提升到８８００万千瓦.核电发展产生的高放废液中含有大量的镧系元素、次锕系元素、铂族

金属和９９Tc[１Ｇ２].９９Tc是一种半衰期为２．１１×１０５年的β放射性核素.其主要来源于铀和钚的裂变,产
率高达６．１％ [３Ｇ４].锝有从－１价到＋７价的各种化学价态,在水相中最稳定的形式为Tc(Ⅶ)O－４ ,其在

较大pH范围下都具有较高的溶解度,易于在环境中迁移.因TcO－４ 和SO２－４ 构型相似,可被植物吸

收而流向食物链,故其放射性以及生物毒性对生物环境有持续的严重影响[５].TcO－４ 与配体的结合

不够紧密,吸附、离子交换等分离方法常常受到样品中其他电解质的干扰,因而将TcO－４ 从环境中分

离出来收效甚微.若将锝以沉淀形式从液相中分离出来,则既能避免其对环境的威胁,又能将其重复

利用.
锝的所有同位素均具有放射性,直接用锝进行实验会带来操作上的困难.铼(Re)是７５号元素,

与锝属同一副族,两者在原子大小、电子构型、立体化学、配位化学以及热力学性质等各方面都极其相

似[６Ｇ７].因而研究中常以铼作为锝的替代物进行相关研究.
目前为止,涉及Re(Ⅶ)分离的研究相对较少,还原Re(Ⅶ)的方法主要有光还原、辐射还原、化学

还原和电化学还原.自由基清除剂存在时,Re(Ⅶ)在紫外光或激光照射下可以被还原,由于光的穿透

性较弱,适用于研究的Re(Ⅶ)的浓度范围较小[８Ｇ９].铼的化学还原需要较强的还原剂,如纳米零价铁

和NaBH４.纳米零价铁对空气敏感易被氧化[１０],而NaBH４ 不稳定且有毒.电化学法需要电极且耗

能较高[１１].
本研究采用γ辐射还原的方法将NaReO４ 还原至低价的铼氧化物,将其从液相中分离出来.系

统研究了酸碱度、辐射剂量率、异丙醇浓度等因素对于分离效率的影响.此法还原效率高,速率快,引
入杂质少,还原条件温和.

１　实验

１．１　实验材料

高铼酸钠(NaReO４)(９９．９５％),阿法埃莎(中国)化学有限公司.氢氧化钠(NaOH)(≥９６％)、异
丙醇(≥９９．７％)、丙酮(≥９９．５％)、乙醇(≥９９．７％)、盐酸(３６％~３８％),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高纯氮(含量≥９９．９９９％)来自于南京上元工业气体厂.实验中所有的溶剂均为 KertoneLab
VIP超纯水机生产的超纯水(１８．２５MΩcm).以上所有药品均直接应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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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步骤

配制含有一定量异丙醇(３mM~１M)和３mM NaReO４ 的水溶液,并用NaOH/HCl调节酸碱

度.配好的溶液转移到样品瓶中,通氮气１５min除氧.封口后将样品置于放射性活度为３．０万居里

的６０Coγ辐射场中辐照.辐照后的样品进行离心分离(１００００r/min,１５min),测量上清液中剩余Re
(Ⅶ)的浓度,并表征生成沉淀的成分、形貌、铼的价态及其存在形式.以上所有操作均在氮气保护下

进行.

１．３　分析方法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Ｇ２６００,Shimadzu);固体纳米颗粒的形貌表征:透射

电子显微镜(TEM)(HitachiH７６５０,１００kV);X射线衍射图谱(XRD):样品水平型大功率X射线粉

末衍射仪(TTRＧⅢ,Rigaku),X射线源来自于Cu的Kα辐射(λ＝１．５４１７８Å),操作电压４０kV 电流

２００mA;沉淀的成分表征: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ESCALAB２５０,ThermoＧVGScientific),其中X
射线源为Al的单色Kα射线(hν＝１４８６．６eV),所有结合能以C１s(２８４．６eV)进行校正.上清液中

Re(Ⅶ)浓度的确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ICPＧAES)(Optima７３００DV,PerkinElmer).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２．１　铼的γ辐照分离

为探究实验的可行性,研究中测量了吸收一定剂量后上清液的紫外可见光谱.因NaReO４ 的吸

光度太高,故上清液稀释十倍后再进行光谱测量(见图１).在２３３．５~３５０nm波长范围内NaOH没

有吸收,２３５~２８０nm处的吸收为ReO－４ 的特征吸收.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上清液在２３５~２８０nm
处的吸收逐渐降低,说明NaReO４ 被还原分离.当吸收剂量达到１１．１kGy时,吸收已基本消失,说明

NaReO４ 基本被还原完全.同时,反应液的颜色随吸收剂量的增加逐渐由无色透明变为黑褐色,甚至

产生黑色沉淀.离心将辐照后的溶液固液分离,未调节pH的体系,不能分离彻底,而加入NaOH的

体系则能彻底分离,上清液为无色透明.

图１　稀释十倍的上清液以及未辐照的NaReO４ 和NaOH的水溶液的吸收光谱,

(内)辐照前后反应液的照片

图２为原始pH条件下辐照产物的TEM图,产物为不规则的球状纳米颗粒,每个颗粒实际为更

小的颗粒结合而成,并不是生长而成的紧密的球体.颗粒直径约５０nm,粒径均一,在溶液中形成稳

定的胶体,故离心时不易从水相中彻底分离.胶体表面一般带有电荷,加入NaOH时,引入的离子可

中和胶体表面的电荷而使其聚沉,更易从水相中分离出来.在严格厌氧的条件下,胶体体系可稳定存

在２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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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３mMNaReO４ 水相体系吸收３４．６kGy后得到的TEM图

为探究生成固体产物的成分,在氮气氛围下,将分离出的固体水洗三次,乙醇洗一次后,用氮气吹

干,进行了XRD(见图３)以及XPS(见图４)的表征.

图３　(黑)３mMNaReO４＋１MNaOH(灰)和３mMNaReO４ 吸收８５kGy剂量后产物的XRD图谱

　　　　
图４　(a)３mMNaReO４＋１MNaOH和(b)３mMNaReO４体系吸收１６．６kGy后沉淀的XPS图谱

相较于文献中测得的无定形沉淀产物的XRD图谱[９],本实验在４０~５０度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

峰包,峰包的位置与二氧化铼的晶体的标准谱位置相符.同样条件下处理的样品的XPS图谱如图４
所示,碱性条件下得到的沉淀并未含有七价铼,四价与六价铼的峰面积比为９∶２;而原始pH条件四

价、六价、七价铼的峰面积比为２３∶４∶１,少量七价铼的存在是因为XPS只是表面检测,而样品表面

在测量过程中被部分氧化.因此辐照产物主要是无定形的ReO２、ReO３ 以及少量的结晶ReO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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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分离的影响因素

本文研究了体系酸碱度、异丙醇的浓度、辐照剂量率对分离效果的影响.

图５　反应体系酸碱度不同时,还原率随吸收剂量的变化

结果表明,相较于酸性体系,碱性体系下Re(Ⅶ)还原速率快(当吸收剂量达到１０kGy时,还原率

已经超过９０．０％),最终还原效率可高达９８．１％,这与用强还原剂,零价纳米铁,还原Re(Ⅶ)的还原效

率相当[１０].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水溶液的γ辐解会产生 H２、H２O２、e－aq、H、OH、H３O＋、
HO２等产物,其中具有还原性的是H和e－aq,碱性环境下,体系中起还原作用的是e－aq,而pH＜４的

酸性条件下,起还原作用的主要是氢自由基,相较于后者,前者有更强的还原能力,并有较高的产额.
另外,强碱性体系下,异丙醇可视作一种弱酸,电离程度相较于原始pH条件下会增加,形成具有强还

原性的醇负离子[式(１)],也可以还原Re(Ⅶ),而促进反应的进行[１２].
(CH３)２CH－OH → (CH３)２CH－O－＋ H＋ (１)

本文以异丙醇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因为异丙醇和OH反应后生成的自由基仍然具有一定的还

原性,如式(２)所示.

CH３CHOHCH３＋OH →CH３COHCH３＋H２O (２)
为尽可能降低加入异丙醇的含量,研究了异丙醇浓度对Re(Ⅶ)还原的影响(见图６).结果表明,

当异丙醇浓度达到NaReO４ 浓度的１０倍时,已达到较快的反应速率.继续提高异丙醇浓度,反应速

率并未增加.

图６　异丙醇浓度不同时,还原率随吸收剂量的变化

剂量率对分离效应影响的研究表明,NaReO４ 的还原速率在研究的剂量率范围内并没有明显的差

异,甚至随着剂量率的降低,还原速率有下降趋势[见图７(a)];反应时间相同时,剂量率越高分离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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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图７(b)].辐照后的样品,未与空气接触时,碱性体系会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澄清透明(重新被氧化

成NaReO４),因此,反应存在逆反应,而碱性情况下可以促进反应的进行,且逆反应的进行与剂量率无

关,只与反应时间和反应物的浓度有关,故剂量率较小时,吸收相同剂量需要时间增长,有利于逆反应

的发生,不利于沉淀产物的累积.因此,颗粒的生成与溶解是一个同时存在的过程,只有合适的剂量

率以及碱浓度,才能达到分离效率最大化.另外,高剂量率在还原反应中,会生成更多的成核点,有利

于颗粒的生长,促进反应的进行.

　　　　　
图７　不同辐照剂量率下

(a)还原率随吸收剂量的变化;(b)还原率随辐照时间的变化

３　结论

本文利用γ辐照还原的方法,通过添加异丙醇,成功的将NaReO４ 还原,生成沉淀,从水相中将Re
分离出来.XPS、XRD分析表明反应生成的黑色沉淀为无定形的铼氧化物(ReOx),其中ReO２ 占主导

成分.还探究了反应体系的pH、异丙醇浓度、辐照剂量率对Re(Ⅶ)辐照分离的影响,结果表明碱性

环境更有利于铼从水相中分离出来,分离效率可达９８．１％.异丙醇浓度为前驱体浓度１０倍时即可满

足高的分离效率.吸收相同剂量时,剂量率对于分离效应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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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ofRheniumfromAqueousSolutionsbyγ
IrradiationanditsParametric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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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９９Tcisahighyieldfissionproductinnuclearpowerstations．ItisalongＧlifeβemitter．Its
dominantform,TcO－４ ,isveryeasytomigrateintheenvironment．TheseparationofTcO－４ from
aqueoussolutionbeforethevitrificationofradioactivewasteisveryimportant．Reisagood
nonradioactivealternativeofTcowingtothesimilaritiesoftheirproperties．Inthisstudy,the
aqueoussolutionscontainingNaReO４andisopropanolareirradiatedwithγirradiation．Rhenium
oxides(ReOx)wereformedandprecipitated．Theseparationratiois９３．６％after２hoursirradiation．
Thefinalseparationratiocanreach９８．１％．TheeffectsoftheseparationsuchasthepH,the
concentrationofisopropanolandthedoseratearealsostudied．Theresultsshowsthattheseparation
ratioishigherinalkalinecondition．Andhigherseparationratioisobtainedwithhigherdoserate．
Keywords:γirradiation;Separation;Re(Ⅶ);Re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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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谱技术在后处理过程控制分析中的应用

李定明,张丽华,王　玲,吴继宗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后处理工艺过程控制分析技术是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独特和专门的技术领域.锕系元素

的５－f电子轨道构型,具有特殊的光谱,使光谱分析技术在后处理工艺控制及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光谱分析与光纤

相结合形成光纤光谱分析技术,再根据后处理工艺的特点加以改进,满足后处理工艺的分析要求,对于后处理工艺过

程控制中相关元素的价态及浓度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乏燃料后处理相关技术属于敏感技术,本文根据有限的文献和

资料,对国内外近年来核燃料后处理过程的光纤光谱技术应用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光纤光谱;后处理;乏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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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过程是根据铀、钚、裂片元素及其他杂质元素在不同介质中的差异,从乏燃料中提

取铀、钚等裂变材料的特殊化工过程[１],最终获得符合要求的相关产品.现阶段最成熟的工业化流程

是PUREX(PlutoniumUraniumRecoverybyExtraction)流程,在其整个工艺流程中,铀、镎、钚的价

态及浓度以及硝酸浓度是最为关注的运行参数.后处理过程能否长期稳定运行,不但取决于后处理

工艺自身的稳定性和设备的可靠性,还取决于分析监测技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研究后处理工艺过程

相关成分的分析方法,对于后处理工艺控制分析和工艺流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后处理工艺样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不但要限制取样量,还要在封闭环境中完成分析过程,

要求方法灵敏度高且操作过程简单;大多数后处理样品基体复杂,不同成分之间互相干扰明显,要求

方法的分辨率高和抗干扰能力强;多数后处理工艺样品要求及时获得可靠的分析结果,这三个因素叠

加在一起,使其他领域的分析技术和方法都不能直接用于后处理分析,也使后处理分析技术成为一门

独特的和专门的技术领域[２].
在后处理分析技术中,除部分专门为后处理工艺开发的核心设备与技术,如混合式K边界密度

计、石墨晶体预衍射X荧光外,其余大部分分析技术都是从普适的先进分析技术演变而来,根据其工

作原理和后处理样品的技术特点,重新建立适合于后处理分析的方法,如色谱技术、光度分析技术,此
类技术是后处理分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后处理分析核心技术的是其分析设备,这类设备具

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其工作原理的构思就是针对后处理样品的,而且利用了后处理样品自身的特

点,完全满足后处理分析的技术要求,二是其构造满足与防护设施形成一体的技术要求.这类分析设

备在后处理分析中的作用一般分析设备几乎无法替代,其数量和水平是后处理分析实验室能力和水

平的决定性因素.
锕系元素由于其特殊的f轨道电子结构,使大部分锕系元素(铀、钚、镎)的多个价态在可见Ｇ近红

外区都具有不同的光谱特性[３],适合于分子光谱测量.另一方面,随着光纤技术的成熟,使得在屏蔽

环境中远距离光谱分析成为可能.在法、英、美、德、日等国的核燃料后处理厂生产线上,利用锕系元

素的分子光谱和光纤传感器已实现部分工艺点的在线分析,可完成水相和有机相中超铀元素的价态

和浓度以及相关组分的快速测定.拉曼光谱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分析方法,在多个领域都得到

广泛应用[４].后处理料液中存在多种具有拉曼活性的基团,可应用光纤拉曼光谱技术测量后处理料

液的组成及浓度.
由于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属于敏感技术,外加其难度较大,因而后处理技术发达的国家基本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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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术发展状况,所能查阅的文献较为有限.本文根据可查到的有限公开文献和一些宣传资料,对目

前用于后处理料液样品组分分析的光纤光谱技术的发展动态加以综述.

１　光纤光谱技术进展

后处理中的光谱技术属于后处理分析技术的第二类,是将普通的光谱分析技术结合后处理工艺

的特点加以改进,使其满足后处理工艺的分析要求.

１．１　光谱仪的发展

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光谱仪器向着高精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传统

的光谱仪,虽然精度高,但存在体积大、价格高、安装调试困难、使用条件苛刻等不足,这对于后处理工

艺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仪器的密封问题.随着低损耗光纤、低噪声高灵敏CCD阵列检测器、全息光

栅和小型高效半导体等新型光电子器件的引入,使光纤光谱仪器性能得到明显提高,光纤光谱仪成为

光谱仪器发展的重要方向.新型光谱系统具有以下特点[５]:
(１)光纤技术的引入,使待测物脱离了样品池的限制,采样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利用光纤探头把远

离光谱仪器的样品光谱信号引到光谱仪器,以适应被测样品的复杂形状和位置.由光纤引入光信号

还可使仪器内部与外界环境隔绝,可增强对恶劣环境(潮湿气候、强电场干扰、腐蚀性气体)的抵抗能

力,保证了光谱仪的长期可靠运行,延长使用寿命.这对于后处理工艺来说绝对是必须地,完全解决

了仪器的密封及使用寿命问题.
(２)以电荷耦合器件(CCD)阵列作为检测器,对光谱的扫描不必移动光栅,可进行瞬态采集,响应

速度极快(测量时间为ms级),并通过计算机实时输出.
(３)采用全息光栅作为分光器件,杂散光低,提高了测量精度.
(４)应用计算机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光谱仪的智能化处理能力.
(５)结合光纤传导技术,光纤光谱仪的在线监测系统变得十分灵活,可应用不同类型的附件,实现

各种采样方式.探头的外面还有保护层,使之具有耐高温和抗化学腐蚀等性能.

１．２　光学附件的耐辐照性

后处理过程所处的环境具有强放射性,须考虑γ射线等不同辐射对相关设备的影响以及使用寿

命.分子光谱信号可以通过光纤进行传输,因此,光谱仪器无需放置在手套箱或者热室内,仪器可以

实现很好地维护,从而延长其使用寿命.在使用过程中,主要关注测样附件(测量支架、光纤、探头)的
辐照损伤.辐射损伤主要是高能电磁辐射及带电粒子辐射,其中高能电磁辐射及中子(尤其是快中

子)辐射有较大的穿透能力,一般可达几个厘米;而α粒子及氘核等粒子束的辐射穿透深度仅能达到

微米至毫米范围,只引起材料表面缺陷.对光纤的抗辐射损伤主要考虑高能电磁辐射,尤其是γ
辐射[６].

石英光纤的主要成分是SiO２,在高能辐射作用下,可以使光纤芯石英玻璃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
在石英芯内产生各种缺陷,从而使光纤的光传输性能恶化.主要表现为[７]:(１)形成色心,光纤变黑,
在可见光波段损耗迅速,甚至激发荧光;(２)中等剂量的辐射会引起光纤内部玻璃密度的变化及相应

折射率的变化,从而使光纤折射率分布指数改变,影响光纤的传输特性及带宽;(３)使光纤有机物涂覆

层变质,影响光纤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能,高剂量辐射会引起有机包层变脆,使有机包层光纤的界面

损耗增大;(４)一定剂量的辐射后会引起光纤芯玻璃键结构的变化,使光纤吸收光谱的性能发生变化.
以上四种损伤效应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一种,在实际应用中需重点考虑.

李荣玉等[８]研究发现,光纤受到照受剂量越大,其所受的损伤越大,但停止辐照后,光纤能在一定

程度上进行恢复.当累积剂量达到１０５Gy时,发生光纤“折断”,即损耗速率直线上升,传输性能急剧

下降.因此,在使用时的设计累积剂量应小于１０５Gy.唐瑞后处理厂用６０Co进行的辐射试验表明,蓝
宝石和光导纤维能承受的累计计量分别为１×１０７Gy和１×１０６Gy[９].

通过对光纤进行掺杂可以提高其耐辐照性能,对光纤进行预辐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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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性能.羟基的存在对辐照具有一定的抵抗作用,但随着羟基含量的增加,光纤更容易“折断”[１０],
而且羟基对近红外有强烈的吸收,故光纤材质要保证较低的羟基含量.通过对光纤进行一定剂量的

预辐照,可以提高光纤的抗辐照损伤能力.在光纤及相关光学器件投入使用前,可采用适当剂量预辐

照的方式进行加固,延长其使用寿命.
光纤辐照后在可见Ｇ近红外区域的损耗远远弱于紫外区[１１],为光纤在可见Ｇ近红外区及拉曼光谱

中的使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长其在强放环境中的使用寿命,唐瑞厂的

经验表明,如果光学器件选择蓝宝石,其使用寿命将进一步延长,在整个使用周期内几乎无需更换.

１．３　数据处理方法

由于后处理样品基体复杂,共存组分光谱之间重叠,干扰严重;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如线性回

归,无法解决复杂基体的干扰问题,采用化学计量学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应用数学方法对重叠光谱信

息进行拆分,通过数学分离代替化学分离,剥离其共存组分光谱产生的干扰信号,得到与被测组分浓

度相关的光谱信号,从而对复杂样品不经过预处理直接进行多组分分析,目前最常用的是偏最小二乘

回归(PLS)[１２].

２　可见光谱分析

可见光谱分析一直伴随着锕系元素化学的研究过程,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的核燃料后处理厂及实

验室采用光纤光度法[１１]监测水相和有机相中相关锕系元素的价态及浓度.法国的在线光纤光谱

仪[１２,１３],其光纤探头研制有独到之处,“惰性”探头体积较小,通过计算机解谱,可在线测量 U(Ⅳ)、U
(Ⅵ)、Pu(Ⅲ)和Pu(Ⅳ)以及HNO２;该探头可以在铀钚溶液中在线测量水相酸度.使用多道光纤检

测技术,配合计算机处理数据,实现Pu、Np和Am的在线检测.在９个测量点上,用由仪表实验室开

发的在线直接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来确保工艺过程的实时监测[１４].每升几百毫克至每升几十克的

范围内,应用偏最小二乘(PLS),可同时分析料液的多种化学形态[U(Ⅳ)、U(Ⅵ)、Pu(Ⅲ)、Pu(Ⅳ)],
其准确度约为１％,采样时间约为３s.在UP３后处理厂,１BP、２BP、２BXXP三个工艺点实现了分光

光度法的在线测量,光纤探头在工艺点上的安装见图１,其测量范围:０~６５g/L,误差:±２％ 工作温

度:常温约４０℃.

图１　UP３厂的在线光纤探头安装[１４]

日本东海后处理厂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工艺溶液中铀、钚含量及钚价态.样品位于热室内,用光纤

传送信号,直接分析高放样品,还可以直接测定水相中Pu(Ⅲ).该厂同时研发了一套紫外－可见光

谱在线分析U(Ⅳ)、U(Ⅵ)的装置[１５].裂变产物对这一波长范围内U(Ⅵ)的测定没有影响,低浓度次

锕系元素对铀的吸收光谱的干扰未出现.该方法可望用于后处理流程中的第二个循环阶段,铀纯化

循环以及铀浓度大于１０g/L,钚浓度小于０．５g/L的溶液.德国在萃取钚的电解脉冲柱试验台架上

应用光纤光度计测定U(Ⅳ)、U(Ⅵ)、Pu(Ⅲ)和Pu(Ⅳ)和自由硝酸的浓度[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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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ck．J[１６]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集合光谱仪成功测定了U(Ⅵ)和硝酸,铀浓度在１~３０g/L(σ＝
０．１９g/L),硝酸浓度在０．０２~３．０M(σ＝０．０６７M).唐瑞厂利用U(Ⅵ)的吸收与硝酸的相关性,可
在同一个光谱中实现铀和硝酸的浓度测量,已实现一循环废液中钚价态及浓度分析.该技术的灵敏

度取决于所测物相的价态,对于钚来说,可以低达０．１g/L.当测量值约为５g/L时,测量精度大约为

３％,自动光纤分光光度计,用于分析快堆燃料后处理各工序的钚和镅的浓度[８].Lascola等[１７]建立了

在线测量大罐中铀及硝酸盐的光纤光谱系统,铀浓度达到１１g/L,硝酸盐含量６M,测量不确定度(２σ)
不大于０．３０g/L及０．３２M,测量速度小于１min.王玲[１８]等利用U(Ⅵ)、U(Ⅳ)以及硝酸的分子吸

收光谱结合PLS法,建立１BX制备过程中U(Ⅳ)、U(Ⅵ)以及游离酸含量的同时、快速测定方法,为
该工艺过程的在线分析奠定了良好基础.LILI等[１９]将最小二乘法应用于分光光度解谱分析,在波

长３５０~５００nm范围内,利用U、HNO３、HNO２的吸收谱分别建立了 HNO３ 水溶液和３０％TBP－煤

油中U、HNO３、HNO２ 的分析方法.叶国安等[２０Ｇ２１]利用微分光谱,研究了硝酸溶液中U(Ⅳ)、U(Ⅵ)、

Pu(Ⅲ)、Pu(Ⅳ)的同时测定,在２．５~３．０mol/L硝酸介质中,检测下限为别为０．１mmol/L、

１mmol/L、０．５mmol/L、０．５mmol/L,在此酸度下,硝酸不影响测量.庄维新[２２Ｇ２３]等利用计算机解谱

分析法结合紫外－可见光谱,可实现铀酸溶液中硝酸铀酰及硝酸的同时测量,以及多种钚价态的测

量,测量精度为±５％.
微量U和钚的浓度和价态分析在后处理流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增加光程,可以提高检测下

限.K．SureshKumar[２４]等应用４０mm光程光纤探头同时测定了钚产品液中的 U和Pu的浓度,精
度分别达到２．８％和２．１％.付建丽等[２５],利用５０cm的长光程池,实现了Pu(Ⅲ)、Pu(Ⅳ)、Pu(Ⅵ)的
直接测定,Ⅲ、Ⅳ、Ⅵ价钚的检出下限分别为:０．９９μg/ml,１．０８μg/ml,０．０３μg/ml,具备直接分析

１AF中六价钚和２AF中三价钚的要求.RichardE．Wilson[２６]应用１m的流通池测定了Pu(Ⅲ)、

Pu(Ⅳ)、Pu(Ⅴ)、Pu(Ⅵ),Ⅲ、Ⅳ、Ⅴ、Ⅵ 价 钚 的 检 出 下 限 分 别 为:１．９１μg/ml,１．１９５μg/ml,

３．８２μg/ml,０．１６７μg/ml,比１cm的比色池的检测下限提高１８~３０倍.虽然方法的检测下限能达

到需求,但在实际应用中,对于多种价态共存时的测量还存在较大难题,工作曲线或者校正模型的建

立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研究表明,应用可见光谱可以直接测定有机相及水相中的金属离子及硝酸、亚硝酸浓度,且

测量结果令人满意,长期连续在线测量表明,吸收光谱测量系统有望用于在线分析.

３　近红外光纤光谱分析

锕系元素在近红外区具有特殊的吸收光谱,加之近红外无需样品预处理,分析速度快,光纤传输

距离远等优点,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近红外光谱已经用于水相及有机相中锕系元素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例如盐分、后处理介质中各种

酸(ClO－４ ,Cl－,NO－３ ).对于后处理流程,主要关心的锕系元素有 U(Ⅵ),Np(Ⅳ),Np(Ⅴ),Np(Ⅵ),

Pu(Ⅳ),Pu(Ⅵ),以及当硝酸浓度变化时它们的光谱信号的变化.高浓乏燃料溶液中钕也可通过可

见Ｇ近红外区进行定量和定性[２,２７].表１列出了锕系元素在各种介质中的近红外吸收峰位置以及摩尔

消光系数.

表１　锕系元素在近红外区的吸收键[２８]

元素种类 波长/nm 摩尔消光系数 介质

U(Ⅳ) １０８０ 约６０

Np(Ⅳ) ８２５ ２４．５ １M HClO４

９６０ １６２ ２M HClO４

Np(Ⅴ) ９８０ 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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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元素种类 波长/nm 摩尔消光系数 介质

Np(Ⅵ) １２２３ ４５ ２M HClO４

Pu(Ⅲ) ９００ １９．３ ０．１M HClO４

Pu(Ⅳ) ８１５ １９．６１ ０．５M HCl

Pu(Ⅵ) ９８３ ８．９ ０．１M HClO４

９５３ １９．１ ０．１M HClO４

８３３ ５５０

Am(Ⅵ) 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１M HClO４

Maenhout等[２９]报道了一个小尺寸的连续光谱测量装置,可在线测量３M硝酸中UO２(NO３)２和

PuO２(NO３)２ 的浓度[３０].Arrigo等[３１]人利用可见Ｇ近红外在线测量了高燃耗后处理料液中的镎和

钚,图２是在１．３３MUO２(NO３)２ 及０．８M HNO３ 中Pu(Ⅳ)从０．１０到１０mM浓度的可见Ｇ近红外

光谱,这一结果有望用于溶解液及１AF中钚的定量分析.Jebaraj等[３２]测定了１．５mol/LHNO３ 中

钚的三种价态在可见近红外区的摩尔消光系数,Pu(Ⅲ),(Ⅳ),(Ⅵ)都具有其特征吸收光谱,可用于钚

价态及含量的分析.

图２　１．３３MUO２(NO３)２ 及０．８M HNO３ 溶液中Pu(Ⅳ)的可见Ｇ近红外光谱[３０]

在乏燃料后处理过程中控制镎走向进而实现镎的分离提取,对于减小镎的长期潜在危害具有重

要意义,镎的分析在后处理工艺中极为重要.在１．３３MUO２(NO３)２ 及０．８MHNO３ 中不同浓度Np
(Ⅴ)由于UO２＋２ 的作用裂分成两个峰(９８１nm和９９８nm)[３１],可定量分析Np(Ⅴ).不同Np(Ⅴ,Ⅵ)
浓度组成溶液的可见Ｇ近红外光谱见图３,Np(Ⅴ)０．０~０．１mM;Np(Ⅵ)０．０~０．７５mM,应用 Np
(Ⅴ)及Np(Ⅵ)位于９８０nm,１２２０nm的吸收峰建立线性校正方程,并对两种氧化态的Np进行了８h
的连续测定,Np(Ⅴ)浓度为(０．０９２±０．００５)mM,相对标准偏差为５．６％;Np(Ⅵ)浓度为(０．０９１０±
０．０１０)mM,相对标准偏差为１．０８％.

英国BNFL应用在线可见Ｇ近红外分光光度计监测产品和萃残液中Np和Pu的浓度和种态[３３].

Bryan等[３４]应用燃耗为７０MWd/kgU料液验证了分光光度法在线测量后处理料液中钚和镎的方

法,并与由ORIGENＧARP系统软件的理论计算值进行比较,ICPＧMS校正作为参考方法比较,结果表

明分光光度法具有很好地可靠性及稳定性.图４是不同酸度下真实乏燃料料液的近红外吸收光谱,
从图中可以看出多种价态的元素在近红外区都有其特征吸收峰,酸度对吸光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在
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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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浓度Np(Ⅴ,Ⅵ)的标准近红外光谱[３０]

图４　ATMＧ１０９燃料料液在不同酸度下的近红外光谱[３５]

近红外光具有可测定乳浊液和悬浊液中某些组分的功能,U(Ⅳ)和Pu(Ⅳ)在１０７２nm处都有强

吸收,应用U(Ⅳ)的近红外吸收光谱建立了U(Ⅳ)的分析方法[３５].近红外光谱法可实现后处理料液

中硝酸和Pu(Ⅳ)的分析[３６Ｇ３８],利用在１６８０nm处氢离子与水形成的水合离子的吸收具有特征性,建
立近红外技术测定后处理料液中硝酸的方法,其他组分不干扰测定,在测定浓度小于１M 的硝酸时,

RSD＜１０％;测定浓度大于１M时,RSD＜５％;利用４５８４~５５９６cm－１波段建立有机相中硝酸测量方

法,有机相硝酸浓度范围０．０５~１．０５mol/L,该方法在先进无盐二循环流程热试验中得到了应用.

４　Raman光谱分析

锕系元素离子的拉曼光谱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Madic等[３９Ｇ４０]研究了五价及六价锕系离子络

合物的拉曼光谱;Nguyentrung等[４１]用拉曼光谱研究了铀酰离子与一些无机及有机离子的络合行为.

Bryan等[３３]人采用拉曼光谱开发了后处理UREX流程中部分料液的在线监测技术,并对采用真实乏

燃料溶液的离心萃取器的出入口进行监测,证实拉曼光谱技术作为在线分析手段可以有效监测料液

的转移和工艺的波动,图５是模拟有机相料液与真实乏燃料料液的拉曼光谱.
白雪等[４２Ｇ４４]建立了PUREX后处理工艺料液水相和有机相中U(Ⅵ)的拉曼光谱分析方法.对于

水相体系,８７０cm－１处UO２＋２ 的拉曼谱峰强度与U(Ⅵ)浓度在５．０~４５０．０g/L范围内呈现良好的线

性关系,检出限为１．２g/L.研究了内标法定量分析PUREX后处理流程模拟有机料液中U(Ⅵ)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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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模拟有机相料液与真实乏燃料料液的拉曼光谱[３３]

法.以３０％TBP/煤油位于１０６５cm－１处的特征峰为内标峰,将U(Ⅵ)位于８６０cm－１处对称伸缩振动

峰强度与内标峰强度的比值,对铀浓度绘制标准曲线,在U(Ⅵ)浓度为５．０~１０７．０g/L范围内,经过

内标法处理后的标准曲线具有更好的稳定性.研究了基于PEEK(聚醚醚酮)混合澄清槽时,应用拉

曼光谱在线测量有机相铀浓度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经过一定剂量的γ辐照后,拉曼背景荧光增强,探
头的探测效率减弱,但采用内标可以基本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

Gantner等[４５]采用１６５０cm－１的水峰作为内标,建立了水相料液中硝酸铀酰的测量方法.实验

表明,５０m的光纤传输距离,对信号灵敏度没有明显的衰减,满足分析结果的要求.
硝酸浓度是后处理料液的重要分析指标,AmandaJ等[４６]研究了利用拉曼光谱测量高浓度硝酸的

可能性,利用氢离子与水分子中羟基的相互作用,可以间接实现硝酸浓度的测量,但测量结果似乎没

有近红外好,可与近红外测量相互补充.
后处理流程产生的放射性废液需要对溶液的组成进行监测,拉曼光谱是一种优越的过程监测方

法.张倩慈等[４７]研究了利用拉曼光谱直接测量水溶液中TcO－４ 的方法,以NO－３ 和OH为内标,可实

现料液中锝的测量,检测限为０．４２mmol/L.

Bryan等[４８]应用拉曼光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建立一套测定汉福特高放废物大罐中无机阴离子

的在线分析系统,可实现含量为５％的OH－,Al(OH)－４ ,CrO２－４ ,NO－２ ,NO－３ ,PO３－４ ,CO２－３ ,SO２－４ 的在

线测量,多种离子的拉曼位移见图６.高放废液中MoO２－４ 含量的高低会严重影响玻璃固化体的质量,
在玻璃固化体中形成“黄相”,需要准确测量,朱海巧等[４９]建立测定模拟高放废液中 MoO２－４ 的采用拉

曼光谱分析方法,该方法检出限为０．００１mol/L,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快速等优点.

图６　高放废液中无机阴离子的拉曼光谱[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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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总结与展望

虽然从原理上及台架实验的结果表明,在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料液中,水相及有机相中大部分An
(Ⅲ,Ⅳ,Ⅵ))都可以通过可见Ｇ近红外光谱测定;拉曼光谱也可用于常量铀及高放废液中相关无机阴

离子的在线测量.但在后处理厂最终实现工厂化应用的仅有法国 UP３厂,因而,将光纤光谱技术进

一步应用于核燃料后处理厂进行在线过程控制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特别是相关附件的耐辐照

性能需要评估,以及使用过程中需要考虑更多的细节,尤其是装置的维护与刻度,都需要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可以肯定,随着光纤光谱仪器性能的不断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光纤光谱技术在核

燃料后处理中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１]　吴华武．核燃料化学工艺学[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　王祥云,刘元方．核化学与放射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　AndrzejKudelski,Analyticalapplicationsoframanspectroscopy[J]．Talanta,２００８;７６:１Ｇ８．
[４]　黎国梁,蹇华丽,姚志湘,宋光均．微小型光纤光谱仪在过程监测中的应用[J]．现代科学仪器,２００８;４:１２６Ｇ１３０
[５]　邓涛,谢峻林,罗杰,等．光纤抗辐射性能研究回顾与展望．光通信技术,２００７;９:５８Ｇ６１．
[６]　FriebeleEJ,AskinsCG,GingerichME,etal．Opticalfiberwaveguidesinradiationenvironments[J]．Nuclear

InstrumentsandMethodsinPhysicsResearch,１９８４;B１:３５５Ｇ３６９．
[７]　李荣玉,殷宗敏,王建华,等．石英光纤抗辐照加固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３４(２):２１５Ｇ２１７．
[８]　任凤仪．国外先进核燃料后处理[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　CoenenS,DecretonM．Feasibilityofopticalsensingforroboticsinhighlyradioactiveenvironments[J]．IEEE

TransactionsonNuclearScience,１９９３;４０(４):８５１Ｇ８５６．
[１０]　陆婉珍主编．现代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M]．２版．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８５Ｇ１８８,２４７Ｇ２４９．
[１１]　GROLPL,OMERJR,ODERLR,etal．AnopticalＧfibrelaserphotometerforonＧlinemeasurements[J]．Anal．

Chim．Acta,１９８６;１９０:２６５Ｇ２６９．
[１２]　PouyatD,CoustonL,NoireM H,etal．Realtimeanalysisbyinlinespectrophotometryusingopticalfiber:

applicationtonuclearfuelreprocessingsolutions．RECOD９８:５thinternationalnuclearconferenceonrecycling,

conditioninganddisposal．NiceFrance,CEA,１９９８:９０５Ｇ９１１．
[１３]　CorbinL,GuillermeL,JarmotM,etal．OnＧlineandinsituUVＧVisiblespectrophotometricmeasurementsfor

liquidＧliquidextractionexperimentsintheshieldedprocessline(CBP)．ATALANTE２０１２,MarcouleFrance,

CEA,２０１２:１０１Ｇ１０２．
[１４]　CalorJN,MauborgneB,MontuirM．C１７line:AlphaandmediumＧlevelbetaＧgammalaboratorypilotfacility．

http://www．iaea．org/inis/collection/NCLCollectionStore/_Public/３２/０３４/３２０３４０８２．pdf．
[１５]　KunoT,OkanoM,KenjiM,etal．InＧlinedeterminationofuranium,plutoniumandacidityinspentfuelreprocessingfor

processmonitoringonadvancednuclearmaterialverification．Symposiumoninternationalsafeguardspreparingforfuture
verificationchallenges．Vienna,IAEA,２０１０:１００Ｇ１０５．

[１６]　BurckJ．SpectrophotometricdeterminationofuraniumandnitricＧacidbyapplyingpartialleastＧsquaresregression
touranium(Ⅵ)absorptionＧspectra．AnalyticalChimicaActa,１９９１;２５４(１Ｇ２):１５９Ｇ１６５．

[１７]　Janssens,Maenhout,NuciforaS．FeasibilityStudyofaMicrosystemtoAnalyseRadioactiveSolutions．Nuclear
EngineeringandDesign,２００７,２３７(１１):１２０９Ｇ１２１９．

[１８]　王玲,刘焕良,张丽华,等．１BX制备过程中 U(Ⅳ)和 U(Ⅵ)的同时快速分析[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２０１４;３６
(１):３９Ｇ４６．

[１９]　LiLi,ZhangHu,YeGuoAn．Simultaneousspectrophotometricdeterminationofuranium,nitricacidandnitrous
acidbyleastＧsquaresmethodinPUREXprocess．JournalRadioanalyticalandNuclearChemistry,２０１３;２９５:

３２５Ｇ３３０．
[２０]　叶国安,赵燕菊,庄维新．用微分分光光度法测定硝酸溶液中 U(Ⅵ)和Pu(Ⅳ)[J]．原子能科学技术,１９９５;２９

(３):２１０Ｇ２１７．

２９



[２１]　叶国安,赵燕菊,庄维新．硝酸溶液中U(Ⅳ)、U(Ⅵ)和Pu(Ⅲ)的二次微分光谱及其同时测定[J]．核化学与放射

化学,１９９６;１８(１):６５Ｇ７１．
[２２]　ZhuangWeixin,YeGuoan,HuangLeifeng,etal．Determinationofmixturevalenceplutoniumandmulticomponentby

computerresolutionanalysisofabsorptionspectrum(UV/VIS/NIR)(CRAAS),Beijing:ChinaNuclearSociety,１９９６．
[２３]　ZhuangWeixin,YeGuoan,HuangLeifeng,etal．Determinationofuraniumandacidconcentrationbycomputer

resolutionanalysisofabsorptionspectrum(CRAAS),Beijing:ChinaNuclearSociety,１９９６．
[２４]　SureshKumarK,MagesvaranP,SreejeyaD,etal．SimultaneousdeterminationofUandPuinPuＧstreamof

PUREXprocessbyvisiblespectrophotometry,JournalRadioanalyticaland NuclearChemistry,２０１０;２８４:

４５７Ｇ４６０．
[２５]　付建丽,吴继宗,张丽华,等．高灵敏钚价态分析仪的研制[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２０１３;３５(１):８Ｇ１３．
[２６]　RichardE．Wilson,HUYJ,HeinoNitsche．DetectionandquantificationofPu(Ⅲ,Ⅳ,Ⅴ,andⅥ)usinga１．０Ｇ

meterliquidcorewaveguide．RadiochimicaActa,２００５;９３(４):２０３Ｇ２０６．
[２７]　ArmentaS,GarriguesS．MdelaGuardia．RecentdevelopmentsinflowＧanalysisvibrationalspectroscopy．TrACＧ

TrendsinAnalyticalChemistry,２００７;２６(８):７７５Ｇ７８７．
[２８]　ColstonBJ,ChoppinGR．EvaluatingtheperformanceofastoppedＧflownearＧinfraredspectrophotometerfor

studyingfastkineticsofactinidereactions．JournalofRadioanalyticalandNuclearChemistry,２００５;２５０(１):

２１Ｇ２６．
[２９]　JanssensMG,BuystJ,PeeraniP．Reducingtheradioactivedosesofliquidsamplestakenfromreprocessingplant

vesselsbyvolumereduction．NuclearEngineeringandDesign,２００７;２３７(８):８８０Ｇ８８６．
[３０]　LascolaRJ,LivingstonR,SandersMA,etal．Onlinespectrophotometricmeasurementofuraniumandnitratein

HCanyon．Aiken:SavannahRiverSite,２００２．
[３１]　ArrigoLM,BryanSA,CasellaAJ,etal．FY２００９Progressprocessmonitoringtechnologydemonstrationat

PNNL．Washington:PNNL,２００９．
[３２]　JebarajMD,RaviTN．SpectrophotometricdeterminationofplutoniumⅢ,Ⅳ,andⅥconcentrationsinnitricacid

solution．JournalofRadioanalyticalandNuclearChemistry,２０１２;２９４:８７Ｇ９１．
[３３]　BirkettJE,CarrotM,FoxOD,etal．Plutoniumandneptuniumstrippinginsinglecyclesolventextractionflow

Sheets．Atalante２００４,NimesFrance,CEA,２００４:A４Ｇ８．
[３４]　BryanSA,LevitskaiaTG,JohnsenA M,etal．Spectroscopicmonitoringofnuclearspentfuelreprocessing

streamsanevaluationofspentfuelsolutionsviaraman,visible,andnearＧinfraredspectroscopy．Radiochimica
Acta,２０１１;９９(９):５６３Ｇ５７１．

[３５]　王铁建．可见Ｇ近红外光谱法同时测定U(Ⅳ)、U(Ⅵ)、硝酸浓度方法研究．北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２．
[３６]　李定明,王玲,张丽华,等．近红外光谱法直接测定后处理水相料液中硝酸浓度[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２０１３;３５

(２):９６Ｇ１０５．
[３７]　李定明,张丽华,邓军,等．傅立叶变换近红外光谱法直接测定３０％TBP/正十二烷中硝酸含量[J]．化学分析计

量,２０１５;２４(１):４６Ｇ５０．
[３８]　李定明,张丽华,龚焱平,等．后处理有机相料液中Pu(Ⅳ)和硝酸的同时快速分析[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１６;５０

(２):２３５Ｇ２４１．
[３９]　MadicC,BegunG．M,HobartDE,etal．RamanspectroscopyofneptunylandplutonylionsinaqueousSolution

HydrolysisofNp(Ⅵ)andPu(Ⅵ)anddisproportionationofPu(Ⅴ)．InorganicChemistry,１９８４;２３ (１３):

１９１４Ｇ１９２１．
[４０]　MadicC,HobartDE,BegunG M．Ramanspectrometricstudiesofactinide(Ⅴ)andactinide(Ⅵ)complexesin

aqueoussodiumＧcarbonatesolutionandofsolidsodiumactinide(Ⅴ)carbonatecompounds．InorganicChemistry,

１９８３;２２(１０):１４９４Ｇ１５０３．
[４１]　NguyentrungC,BegunG M,PalmerDA．Aqueousuraniumcomplexes２RamanＧspectroscopicstudyofthe

complexＧformationofthedioxouranium(Ⅵ)ionwithavarietyofinorganicandorganicＧligands．Inorganic
Chemistry,１９９２;３１(２５):５２８０Ｇ５２８７．

[４２]　白雪,李定明,常志远,等．铀(Ⅵ)的拉曼光谱定量分析[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２０１４;３６(增刊):２７Ｇ３４．
[４３]　白雪,李定明,常志远,等．拉曼光谱内标法定量分析Purex有机体系中的 U(Ⅵ)[J]．核化学与放射化学,２０１５;

３９



３７(３):１４３Ｇ１５２．
[４４]　BaiXue,LiDingming,ChangZhiyuan,etal．OnＧlinemonitoringoftheU(Ⅵ)concentrationin３０vol．％ TBP/

kerosene:anevaluationofrealＧtimeanalysisinpolyetheretherketone(PEEK)containersviaramanspectroscopy．
JournalofRadioanalyticalandNuclearChemistry,２０１５;３０５(２):６４３Ｇ６５２．

[４５]　ErwinG,DieterS．Applicationsoflaserramanspectrometryinprocesscontrolusingopticalfibers．Fresenius
JournalofAnalyticalChemistry,１９９０;３３８(１):２Ｇ８．

[４６]　CasellaAJ,LevitskaiaT G,PetersonJM,etal．WaterOHstretchingramansignatureforstrongacid
monitoringviamultivariateanalysis．AnalyticalChemistry,２０１３;８５:４１２０Ｇ４１２８．

[４７]　ZhangQianci,ZhuHaiqiao,ChangZhiyuan,etal．Aquantitativemethodstudyonpertechnetateinaqueous
solutionusingramanspectroscopy．AnalyticalMethods,２０１６;８(７):１５４９Ｇ１５５６．

[４８]　BryanSA,LevitskaiaTG,SchlahtaS．RamanbasedprocessmonitorforcontinuousrealＧtimeanalysisofhigh
levelradioactivewastecomponents．WasteManagement２００８Conference．Phoenix,AmericanChemicalSociety,

２００８:２．
[４９]　朱海巧,张倩慈,罗中艳,等．激光拉曼光谱法测定模拟高放废液中钼酸根[J]．化学分析计量,２０１６;２５(２:):

３７Ｇ４０．

ProgressofOpticalFiberSpectroscopyTechniqueinSpent
NuclearFuelReprocessingProcessControlAnalysis

LIDingＧming,ZHANGLiＧhua,WANGLing,WUJiＧzo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P．R．China)

Abstract:Spentfuelreprocessingprocesscontrolanalysistechnologyisanimportantpartofspent
fuelreprocessingtechnology,isaspecializedtechnicalfield．Actinidesareparticularlysuitedfor
measurementviaspectrophotometrictechniquesastheirfＧorbitalinteractionsprovideaunique
spectrumforalmosteveryactinideinvariousoxidationstates．Forvalanceandconcentrationanalysis
ofactinides,spectroscopyisplayanimportantrole．Spectralanalysiscombinedwithopticalfiber
formingfiberspectroscopyanalysistechnology,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reprocessing
technologyimproved,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reprocessing process analysis．Spentfuel
reprocessingtechnologybelongstosensitivetechnology,basedonthelimitedliteratureanddata,this
papersummarizestheresearchprogressoftheapplicationofopticalspectrainnuclearfuel
reprocessingprocessinrecentyears．
Keywords:Opticalfiberspectroscopy;Reprocessing;Spentnuclearf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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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结晶硅钛酸盐吸附剂的合成与表征

赵旭东１,翟彦钦１,罗邓雨１,李茹烟１,翁汉钦１,林铭章１,２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７;

２．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１３７Cs是核反应堆和核试验中的重要裂变产物,也是放射性废物处置中重点关注的核素.结晶硅钛酸盐作为铯

吸附剂具有结构稳定、选择性高、结合牢固的优点而得到应用.磁分离技术具有分离速度快、效率高的优点,在工业废

水处理领域已经得到应用.本文将传统铌取代结晶硅钛酸钠(NbＧCST)与磁分离技术结合,采用水热法成功合成了磁

性NbＧCST吸附剂,并采用了XRD、SEM、EDS、磁滞回线仪对该吸附剂进行性能表征,结果表明吸附剂能够在保持原

有晶型的同时获得较好的形貌和磁性,该吸附剂可通过外加磁场直接从溶液中分离.

关键词:磁分离;铯;吸附;硅钛酸盐

　　　　　　　　　　　　　　　　　　　　　　　　　　　　　　　　　　　　　　　　　　　　　　　　　　
　
　
　
　 　　　　　　　　　　　　　　　　　　　　　　　　　　　　　　　　　　　　　　　　　　　　　　　　　

　
　
　
　
　

作者简介:赵旭东(１９９１—),男,硕士研究生,现主要从事放射化学、核化工等研究

１３７Cs作为长寿命高释热β放射性核素,是高放废液处理重点关注的核素之一.１９８９年美国

Sandia国家实验室和TexasA&M大学的Anthony等人联合制备了水合结晶钛硅酸钠(NaＧCST),理
想状态下分子式为Na２Ti２０３SiO４２H２O,用于高放废液除铯[１],后来研究发现２５％的Ti位点被Nb
取代后形成NaＧNb/CST对铯的选择性和吸附速率都有所提高[２].由于NaＧNb/CST晶粒较小,不适

宜柱操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万用油品公司(UOP)将NaＧNb/CST与Zr(OH)４ 结合,发明了商品

名为IONSIVIEＧ９１１的除铯树脂,并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地的高放废液除

铯实验中取得成功[３Ｇ７].
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曾经尝试利用聚合物将CST和磁性颗粒结合在一起获得具有除铯功能的

磁性颗粒,并将其应用于牛奶及水体除铯[８,９].本文则通过水热法直接合成了镶嵌着Fe３O４ 颗粒的磁

性NaＧNb/CST吸附剂,并采用了XRD、SEM、EDS、磁滞回线仪对该吸附剂进行性能表征,确定该吸

附剂在保持原有晶型和形貌的同时存在这良好的磁性,有望简化除铯流程,降低经济成本.

１　化学试剂及实验仪器

１．１　化学试剂

NaOH(AR),乙二醇(AR),无水乙酸钠(AR),１,６Ｇ己二胺(AR),FeCl３６H２O(AR),无水乙醇

(A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国药;四异丙醇钛(９７％),阿法埃莎(中国)化学有限公司;聚二烯二甲

基氯化铵水溶液(分子量２０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的２０wt％水溶液),氧化铌(９９．９％),上海阿拉丁生化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硅酸四乙酯(９９％),萨恩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仪器

多功能转靶X射线衍射仪(Smartlab);冷场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JSMＧ６７００F);磁学性质测量

系统(SQUIDＧVSM);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Nicolet８７００);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HGＧ９０３６A),真
空干燥箱(DZFＧ６０２０),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水热反应釜(YZHRＧ５０),上海岩征仪器公司;电动搅

拌机(HD２０１０W),上海司乐仪器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机(SBＧ３２００DTDN),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实验室超纯水机(KertoneLab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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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材料合成与表征

２．１　磁性Fe３O４ 纳米颗粒

２．１．１　磁性Fe３O４ 纳米颗粒合成

本文采取水热法合成了表面氨基功能化的Fe３O４,具体方法是将１．０gFeCl３６H２O溶解到

３０ml乙二醇中,再加入４．０g无水乙酸钠和３．６g１,６－己二胺,搅拌溶液至澄清,转移到水热反应

釜,２００℃下反应６h,自然冷却至室温后用反渗透水和无水乙醇洗涤得到的黑色颗粒,６０℃烘干后即

得到磁性Fe３O４ 纳米颗粒.[１０]

２．１．２　磁性Fe３O４ 磁性纳米颗粒的表征

为了确定产物的晶体结构、表面基团、形貌及粒径,分别采用XRD、FTIR和SEM 对得到的磁性

纳米颗粒进行表征.图１(a)为磁性颗粒的扫描电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制得的颗粒为１００nm左右不

规则球体,由于具有磁性而团聚在一起.图１(b)为颗粒的FTＧIR谱图,其中５９４cm－１处为FeＧO振动

峰,１６４３cm－１处为NＧH弯曲振动峰,８７８cm－１处为NＧH面外振动峰,通过这几个峰可判断颗粒为铁

的氧化物,表面有ＧNH２ 存在.图１(c)为颗粒的XRD谱图,能够与JPCDS的PDF卡片中６５Ｇ３１０７号

数据吻合,为FdＧ３m空间群,晶胞参数为８．３９１×８．３９１×８．３９１(９０×９０×９０),与磁铁矿晶体数据一

致.综合以上表征结果可知,通过水热法成功合成了粒度为１００nm左右且带有表面氨基Fe３O４ 磁性

纳米颗粒.

图１　磁性Fe３O４ 颗粒的(a)扫描电镜(SEM)图(b)傅立叶变换红外(FTIR)光谱 (c)X射线衍射(XRD)图谱

２．２　磁性钛硅酸盐吸附剂

２．２．１　磁性硅钛酸盐吸附剂的合成

AkhileshTripathi等人通过水热法成功合成了 NaＧNb/CST[２],我们以此方法为基础并加以改

进,在合成过程中加入Fe３O４ 磁性纳米颗粒赋予吸附剂磁性.由于反应在强碱体系中进行,吸附剂和

磁性颗粒表面电位都为负值,因此容易发生静电排斥,需要加入表面活性剂改变磁性颗粒的表面电

荷.具体合成方法如图２所示,将０．２gFe３O４ 分散到５０ml３．３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加入１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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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PDDA)水溶液作为表面活性剂,超声２０min后加入０．５６gNb２O５,之后边

机械搅拌边逐滴加入３．４３g四异丙醇钛(TIPT)和３．３３g正硅酸乙酯(TEOS),继续搅拌１h,转入水

热反应釜２００℃反应３天,即可得到具有磁性的NaＧNb/CST.

图２　磁性硅钛酸盐吸附剂的合成路径示意图

２．２．２　磁性硅钛酸盐吸附剂的表征

非磁性NaＧNb/CST[见图３(a)]和水热法合成产物[见图３(b)]的X射线衍射谱如图３所示,下
图的主要峰位置和相对强度与上图相符,说明产物的主要成分是NaＧNb/CST,Fe３O４ 和表面活性剂

并不会对NaＧNb/CST的晶体生长产生影响,同时存在Fe３O４ 的特征峰(图中＊号位置),说明在水热

过程中Fe３O４ 并没有被氧化为Fe２O３,并且晶型未发生转变.

图３　非磁性(上)和磁性(下)NaＧNb/CST的X射线衍射图谱

图４(a)和图４(b)分别为非磁性和磁性NaＧNb/CST的扫描电镜图,图中可以看出在磁性颗粒表

面镶嵌着Fe３O４,并且与图a对照可以看出磁性NaＧNb/CST的表面形貌与非磁性NaＧNb/CST并没

有明显差别,说明表面活性剂和Fe３O４ 的加入并未影响产品形貌,仍然能够形成立方体型微粒.图４
(c)为图４(b)中圆圈位置的EDS能谱(因在拍摄扫描电镜前需要进行蒸金处理增强样品导电性,因此

有较强的Au峰),该处表面并没有Fe３O４ 颗粒,但是能谱中仍然有Fe的峰存在,说明Fe３O４ 不仅镶

嵌在NaＧNb/CST的表面,也分布于NaＧNb/CST颗粒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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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非磁性NaＧNb/CST的扫描电镜图(a),磁性NaＧNb/CST的扫描电镜图(b)及能谱(c)

图５为水热法合成的Fe３O４ 纳米颗粒和磁性NaＧNb/CST在室温下的磁滞回线,其横坐标为磁场

强度,纵坐标为单位质量磁化强度,图中Fe３O４ 的饱和磁化强度为８１．８３emu/g,而磁性NaＧNb/CST
的饱和磁化强度为８．００emu/g,保留着较好的磁性.右下角的图则形象地展示了通过铁钕硼磁铁将

分散在水溶液中的磁性NaＧNb/CST进行磁分离的效果,可以通过外加磁场在短时间内将吸附剂从溶

液中完全分离出来,大大简化了分离方法,提高了分离效率.

图５　Fe３O４ 与磁性NaＧNb/CST的磁滞回线及外磁场中磁性NaＧNb/CST分离效果图

３　结论

通过水热法合成了粒径１００nm左右表面氨基修饰的磁性Fe３O４ 纳米颗粒,利用这种纳米颗粒成

功合成了磁性NaＧNb/CST,并保持了良好的晶型和形貌.该磁性NaＧNb/CST具有良好的磁性,饱和

磁化强度为１８．００emu/g,能够通过外磁场直接从溶液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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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andCharacterizationofMagneticCrystalline
Silicotitanate

ZHAOXuＧdong１,ZHAIYanＧqin１,LUODengＧyu１,LIRuＧyan１,
WENGHanＧqin１,LINMingＧzhang１,２

(１．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Anhui２３００２７,China;

２．InstituteofNuclearEnergySafetyTechnology,CAS,HefeiAnhui２３００３１,China)

Abstract:１３７Csisanimportantfissionproductwhichisproducedinnuclearreactorsandnuclear
experiments．Itisoneofthemostimportantradionuclidesintheprocessofradioactivewaste
disposal．Withtheadvantagesofstructuralstability,highselectivityandstrongcombiningability,

crystallinesilicotitanatehasbeenstudiedforCsadsorptionforalongtime．Magneticseparation
technologyiswidelyusedinthefieldofindustrialwastewatertreatmentwiththeadvantagesoffast
separationspeedandhighefficiency．Inthisworkniobiumsubstitutioncrystallinesilicotitanate(NbＧ
CST)wascombinedwithmagneticseparationtechnology,tosynthesisakindofmagneticNbＧCST
adsorbent,whichcanbeseparatedfromwaterdirectlybyexternalmagneticfield．Thisadsorbentwas
characterizedbyXRD,SEM,EDSandhysteresiscope．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adsorbentshows
nicecrystalstructure,morphologyandmagneticproperty．
Keywords:Magneticseparation;Cesium;Adsorption;Crystallinesilicotitanate

９９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工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氟化渣中铀回收工艺探讨

智红强,范玲玲,秦昊辰,张俊辉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国内铀转化厂由UF４ 制取UF６ 的过程会产生氟化渣,各厂均采取了暂存的措施而未进行回收.随着国内铀转

化能力的提高,氟化渣回收利用必要性突显.本文根据国外现有的氟化渣回收技术路线,结合国内生产状况,对各路

线进行了优缺点分析,通过对比最终选取了将氟化渣返回氟化反应器后新生成氟化渣再送纯化处理的技术路线;接着

对氟化渣的回收工艺流程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了先将氟化渣静置、粉碎筛分、返回反应进行初处理—干法处理流程,

再采用水解、溶解、硅胶吸附、解析再生进行再处理—湿法处理流程,最后处理后生成的合格硝酸铀酰溶液送现有生产

线萃取工序处理,这样即实现氟化渣中铀的回收.

关键词:氟化渣;中间氟化物;铀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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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建的铀转化厂,UF４ 氟化生产UF６ 所采用的氟化反应器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氟化反应

器,器壁温度低,产能大,但产渣率相对较大,达０．３％,即生产过程中每生产１t六氟化铀(折合铀计)
大约会产生３kg的氟化渣,且铀含量较高,达４０％~５０％.氟化产生的氟化渣用渣罐进行收集,渣罐

内氟化渣累积到一定量时从系统上拆卸下来,加盖密封后送库暂存.早期我国铀转化规模小,所采用

的氟化反应器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立式氟化反应炉,其产能小,器壁温度低,氟气过剩量５％~８％,产
渣率也很少,仅为０．０２％~０．０５％,渣中所含的铀量也较少,所产生的氟化渣全部收集在渣罐内,库房

暂存.随着我国核电的快速发展,铀转化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按现有产能计算,每年产生的氟化渣

约３６t,氟化渣储量将越来越多,由于其渣中铀含量较高,具有较高的回收价值.渣中铀含量按５０％
考虑,铀回收率按９０％计,每年可回收铀即可达到１６．２t,天然铀价按８０万元/tU计,可产生的经济

价值约１３００万元.因此,开展对氟化渣中铀的回收技术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１　氟化渣成分及形成原因

经分析,氟化渣内主要成分为铀的中间氟化物(主要成分有UF５、U２F９、U４F１７)、少量的难挥发性

氟化物(FeF３、CuF２、NiF３ 等)及少量的核素２３４Th、２３４Pa的氟化物.
氟化渣中铀的中间氟化物主要形成原因:立式氟化反应器内UF４ 与氟气进行反应时,由于受加料

机械机构及原料UF４ 物料性质(如堆密度、水分含量等)的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 UF４ 物料分布不均

匀的状况,造成局部浓度较高,这样即有可能导致一部分物料不能充分与氟气接触反应而形成铀的中

间氟化物(主要成分有UF５、U２F９、U４F１７)等,这部分中间氟化物由于熔点较低,很容易受热熔化烧结

成块或团状物[１],反应器中上升的氟气流无法将其吹起,就会跌落在渣罐内形成氟化渣.

UF４＋１/２F２＝UF５
２UF４＋１/２F２＝U２F９
４UF４＋１/２F２＝U４F１７

氟化渣内还有一部分成分为少量的难挥发性氟化物(FeF３、CuF２、NiF３ 等),形成原因为原料中本

身含有的Fe、Cu、Ni等杂质及设备管道等磨损腐蚀引入的杂质,这些杂质因素与氟气反应生成的氟化

物熔点较高,大部分均落入渣罐,只有微量的粉尘被氟化炉气夹带;除此之外,天然铀在衰变过程中产

生的２３４Th和２３４Pa与氟气反应生成的氟化物熔点也较高,绝大部分也会落入渣罐内形成残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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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工艺技术路线的选择

２．１　国外状况

国外铀转化厂上世纪产能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其氟化工序采取的主反应设备为火焰炉及流化

床两种,这两种设备由于具有生产能力大、成渣率高(１％~２％)等特点,早期生产时即产生了大量的

渣,渣中可回收铀数量又较多,很早就体现出较好的回收经济性及回收意义,因此国外对该技术很早

就进行了研究并实现了工业化应用.国外各生产厂采取了不同技术路线来实现氟化渣中铀的回收,
广泛采用的技术路线主要有四种,分别是:

(１)氟化渣直接采用湿法进行纯化回收处理,采用硝酸溶解、溶剂萃取、煅烧等工序进行回收

利用.
(２)将氟化渣粉碎并筛分成一定大小的颗粒后返回氟化反应器中继续参与反应,氟化渣中难挥发

性氟化物杂质会进行累计,含量累计达到１．５％时,由于继续参与反应会影响到反应设备的正常运行,
此时则采用湿法工序对其进行纯化回收处理.

(３)单独设置一套用于回收氟化渣的氟化反应设备,使用新鲜氟气与粉碎、筛分后的氟化渣进行

反应,生成的新氟化渣同样采取湿法对其进行纯化回收处理.
(４)将氟化渣粉碎并筛分加入氟气回收系统进行回收利用.

２．２　确定回收技术路线

由于我国现有的氟气回收技术水平仍不成熟,氟气回收装置设备性能、指标等未完全掌握,因此

第四种将氟化渣加入氟气回收系统进行回收利用的方法不适用于我国的生产.其余三种均可用于国

内生产,也均有各自优缺点,为选取合适的回收技术路线,首先结合国内的生产情况,对各技术路线进

行了分析,得出各自优缺点如下:
第１种氟化渣直接采用湿法进行纯化回收处理的方案,优点是可以省去将氟化渣粉碎、筛分、参

与氟化反应的干法处理工序,其缺点主要是湿法进行回收处理的渣中铀、氟含量仍较大,会导致处理

过程中原料试剂大量的消耗及大量废液的产生.
第２种氟化渣直接返回立式氟化反应器进行反应的方案,优点是不需单独设置氟化反应器及配

套渣罐、除尘装置等,即可对氟化渣实现有效的减容,对渣中铀、氟均达到有效的回用,流程也较为简

单,但该方法对铀、氟的直接回用效率(湿法处理前)较单独设置氟化反应器效率要低.
第３种单独设置氟化反应设备进行回用的方案,优点是铀、氟的直接回用效率(湿法处理前)在这

几种方案中最高,缺点是需要单独设置一套氟化工艺系统,流程会较长,工艺也较为复杂.各技术方

案优缺点对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氟化渣各回收技术方案优缺点对比

优点 缺点

１．直接采用湿法处理 省去氟化渣粉碎、筛分的工序 原料试剂消耗量大、废液量大

２．返回立式氟化反应器回收 渣中铀、氟有效回用、流程简单 铀、氟直接回用效率一般

３．单独设置氟化反应器回收 铀、氟的直接回用效率最高 工艺复杂、流程长

综合比较,第２种氟化渣直接加入立式氟化反应器进行反应后再进行纯化处理的方案,在不需要

单独设置氟化系统的情况下,即可在湿法处理前对渣中铀、氟得到有效的回用,具有流程简单的优点,
且没有明显的缺点,因此初步选定该方案作为回收方案.

３　氟化渣的回收工艺流程分析探讨

氟化渣中主要成分为铀的中间氟化物及少量的难挥发性氟化物,若要实现回收利用,需将渣中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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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去除并将渣中铀转化为现有生产线中任意一种中间物料后加入现有生产线.采用前文中确定的氟

化渣回收方案及路线,通过研究分析首先确定了硝酸铀酰溶液作为最终的回收产物,生成的合格硝酸

铀酰溶液即可送现有生产线萃取工序进行处理,能够有效简化缩短氟化渣回收的流程;最终回收产物

确定后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确定了氟化渣静置、粉碎筛分、返回反应的干法初处理流程,待新生成的氟

化渣中难挥发性氟化物杂质高于１．５％时,再采用水解、溶解、硅胶吸附、解析再生的湿法再处理流程.
氟化渣回收工艺原理流程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氟化渣回收工艺原理流程

３．１　初处理—干法处理

(１)静置

由于新鲜的氟化渣富集了铀衰变过程中产生的多数子体核素,危害较大的放射性核素主要有
２３４Th和２３４Pa,这两种核素会产生β、γ外照射,导致了新生成的氟化渣有较高的放射性强度,因此新生

成的氟化渣需首先进行静置处理.查文献可得,２３４Th的半衰期为２４．１d,２３４Pa半衰期分别为１６．７h,
这部分核素３个月后其放射性强度基本上会与母体２３８U达到平衡[３],因此新鲜的氟化渣需首先静置

存放,待放射性强度降低到可操作水平后才可进行进一步回收处理.
(２)粉碎、筛分

氟化渣的形态为块或团状物,若与新鲜UF４ 混合一起加入氟化反应器进行反应,需首先将其破碎

并筛分成一定大小的颗粒.因此第二步处理工序为粉碎、筛分.
(３)返回反应

氟化渣粉碎、筛分好后,首先与氢氟化工序来的UF４ 原料混合,混合后加入现有立式氟化反应器

内参与反应,反应会生成新的氟化渣,新氟化渣需继续静置使其放射性强度降低,静置完成后对成分

进行测量,当难挥发性氟化物杂质低于１．５％时,继续粉碎、筛分返回现有氟化反应器进行反应,杂质

高于１．５％时采用湿法进行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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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再处理—湿法处理

(１)水解

氟化渣中主要成分为中间氟化物,中间氟化物热力学性质并不稳定,容易歧化和水解,歧化是自

发进行的,歧化后会形成UF４、UF６,水解会产生氟化铀酰及 UF４,若最终生成硝酸铀酰溶液,需将中

间氟化物先进行转化.因此第一步进行水解,将中间氟化物转化成氟化铀酰与UF４.

２UF５＝UF４＋UF６
２UF５＋２H２O＝UO２F２＋UF４＋４HF

(２)溶解

氟化渣水解后主要成分氟化铀酰与UF４,由于UF４ 与非氧化性酸(盐酸、硫酸、磷酸)基本不发生

反应,因此不可用这类型酸进行处理.UF４ 易溶于氧化性的酸,正常情况下与硝酸作用缓慢,但当加

入硼酸或二氧化硅,则能大大加快四氟化铀的反应速度,最终形成硝酸铀酰.国内两个铀转化厂前端

纯化工艺中萃取工序采用原液均为硝酸铀酰溶液,因此向水解溶液中加入硝酸和硼酸制成硝酸铀酰

溶液后,再将溶液中氟离子去除后即可直接送现有生产线进行处理.因此第四步向溶液中加入硝酸

和硼酸,搅拌溶解,制成硝酸铀酰溶液.

２UF４＋２H３BO３＋６HNO３＝２UO２(NO３)２＋２HBF４＋NO２＋NO＋５H２O
(３)硅胶吸附

由于溶解后溶液中存在大量的氟离子及少量的铁、铜、镍等金属离子,铁、铜、铝等金属离子可通

过后续生产萃取过程进行去除,而由于大量的氟离子对铀萃取分离效果影响较大.因此,在铀萃取分

离之前,首先对溶解液进行除氟处理,除氟可采用硅胶吸附的方法,吸附后得到铀浓度较高的再生液,
吸附饱和后用再生剂(５％ HNO３ 溶液)浸泡解析再生,得到铀浓度较高的再生液,再生液即为除氟的

硝酸铀酰溶液.
目前国内两个铀转化厂均已实现由黄饼制取UF６ 的全过程生产,虽然两个厂前端纯化技术路线

分别采取了湿法AUC沉淀与干法脱硝两种技术路线,但均采取了萃取、反萃工艺来实现硝酸铀酰溶

液中杂质的去除.氟化渣通过前述几个步骤已经制成合格的硝酸铀酰溶液,将溶液送往现有生产线

萃取工序进行处理,即实现了渣中铀的最终回收.

４　结论

随着铀转化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氟化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的大量氟化渣,由于渣

中铀含量仍较高,应进行铀的回收处理,因此开展氟化渣中铀回收工艺技术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建

议对现存的氟化渣量进行盘存,并详细分析组成成分,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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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张改成,张习林等．氟化炉渣的形成原因分析[C]．中国核学会铀转化专委会学术交流会,２００３．
[２]　沈朝纯等．铀及其化合物的化学与工艺学[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　王俊峰．铀转化工艺学[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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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fUraniumRecyclinginFluorideSlag

ZHIHongＧqiang,FANLingＧLing,QINGHaoＧcheng,ZHANGJunＧhui
(XinnengNuclearEngineeringCo．,Ltd．,ofCNNC,Taiyuan,Shanxi０３００１２,China)

Abstract:TheprocessfromUF４toUF６creatsfluorideslagsavedinthedomesticuraniumplantat
present．Withtheimprovementofuraniumconversioncapacity,itisnecessarytorecyclethefluoride
slagforreusing．Inthispaper,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existingforeignrecycling
techniqueareanalyzedbycombiningwiththedomesticproductionstatus．Thefollowingrecycling
routeischosen:firstlythefluorideslagisstored,shrededandsieved,returnedtothereactionandthe
secondaryfluorideslagisproduced,thenthesecondaryfluorideslagishydrolyzed,dissolved,and
adsorptedbysilicagel,finallythequalifieduranylnitrateisproducedanddeliveredtotheextraction
processoftheexistinglineforrecycling．
Keywords:Fluorideslag;Intermediatefluoride;Uranium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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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转化生产中氢氟化尾气处理的技术路线分析

秦皓辰,周少强,智红强,贺　霓,张俊辉,刘　源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二氧化铀高温氢氟化制备四氟化铀是铀转化中的重要环节,二氧化铀的转化率将直接影响后续产品的质量.为

了保证二氧化铀的转化率,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加入过量的无水 HF.过量的 HF不仅增加了试剂的消耗,而且会造成

尾气中含有大量的HF气体.选择合适的HF处理技术,对提高铀转化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

要的意义.本文对国内外铀转化厂中氢氟化尾气处理技术路线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当前氟化工行业中 HF气体的

处理方式进行了介绍.结合我国铀转化厂的特点,提出了使用干法吸附法等方式来处理氢氟化尾气中的 HF,不仅工

艺流程简单、吸附效率高,而且可以再生循环使用,整个过程没有其他副产物生成,经济环保,是我国铀转化厂今后的

研究发展方向.

关键词:铀转化;氢氟化;尾气处理;干法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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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燃料生产过程中,二氧化铀高温氢氟化制备四氟化铀是铀转化中的重要环节,二氧化铀的转

化率将直接影响后续产品的质量.为了保证二氧化铀的转化率,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加入过量的无水

HF:以ADU、AUC为原料制备的二氧化铀氢氟化过程中无水 HF的过剩量一般在１０％左右;而以

UNH为原料制备的二氧化铀在氢氟化过程中无水HF的过剩量则更大,需要达到２０％.过量的 HF
不仅增加了试剂的消耗,而且会造成尾气中含有大量的 HF气体.目前我国铀转化厂中均采用淋洗

法来处理尾气中的HF,而后再对淋洗液进行处理,处理过程复杂,且会产生新的氟化钙固体废物,造
成环境污染.如何更好地处理尾气中的HF气体,对提高铀转化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

染,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国内外铀转化厂中氢氟化尾气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概述及优缺点分析,并
对氟化工行业中氟化氢气体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结合我国铀转化厂的特点,给出了今

后铀转化中氢氟化尾气处理的研究方向.

１　国内外铀转化厂氢氟化尾气处理技术路线[１,２]

１．１　尾气冷凝回收直接蒸馏再利用

为了提高HF的利用率,英国斯普林菲尔德铀厂将氢氟化反应器排出的尾气冷凝,冷凝下来的低

于恒沸点的氢氟酸经蒸馏浓缩处理,得到约３８％的HF恒沸混合物,并直接用于氢氟化反应过程.该

方式能够对尾气中的HF进行很好的回收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UF４ 的生产成本,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
但是该方法对HF回收系统的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等的材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水氟化氢在

碳钢设备中可以安全处理,但是低浓的氢氟酸却有极强的腐蚀性,尤其在相变界面处腐蚀性尤其

显著.
目前,我国的４０４厂在新建的６０００t/a铀转化项目中采用了此方法,将氢氟化尾气冷凝回收,回

收的冷凝液通入精馏塔中进行精馏处理,在塔釜得到HFＧH２O的恒沸混合物氢氟酸,再对氢氟酸进行

蒸发、加热后返回氢氟化反应器中继续参与反应.为了避免氢氟酸对管道设备的腐蚀,在精馏操作

中,所有的设备及管道均采用碳钢衬聚四氟乙烯材质.但是,目前４０４厂精馏过程处于调试阶段,并
没有投入生产,该方法的实际应用情况尚没有取得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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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尾气回收稀氢氟酸提浓

HFＧH２O系统存在恒沸混合物,最高恒沸点１１２℃,所对应的HF含量约为３８％.所以从尾气系

统回收来的稀氢氟酸不能通过简单蒸馏的方法得到高浓度的氢氟酸,必须对其恒沸体系进行破坏.
目前有低压－常压结合的分馏法、加入 H２SO４ 或二乙醇萃取蒸馏等方法来破坏其恒沸体系,这些方

法技术上可行,但是目前在铀转化厂中还没有具体的应用.
我国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研究了无水氟化氢回收技术,提出了加入氟化钾以及双环戊二烯来

破坏HFＧH２O恒沸物,以得到无水氟化氢的工艺路线.利用双环戊二烯在吸收塔内与逆流的氢氟酸

气体接触吸收氟化氢.塔底液静置分层后,上层水中和后排放,下层双环戊二烯在１００~１５０℃下加

热,解吸氟化氢,此时双环戊二烯仍为液态(沸点１７０℃),初步冷凝挥发的双环戊二烯回用,再进一步

冷凝气态氟化氢即得到较高纯度的无水氟化氢.该方法目前小试成功,有待进行中试规模的试验

研究.

１．３　复盐法回收、制备高浓氢氟酸

利用NaF/KF等碱金属氟化物、碱土金属氟化物可以与HF形成复盐,这些氟化物对 HF有高度

的选择吸附性,从而回收尾气中的氟化氢.在３００℃左右时,NaFＧHF复盐可以接近于完全分解,使
NaF得以再生,分解脱附出来的氟化氢经冷凝回收后可得到高浓度的氢氟酸.

用NaF吸附HF制备高浓氢氟酸的过程在理论上可行,属于典型的气固反应,但是由于氢氟化尾

气中含有水分,而水分的存在会使得NaF固体粉化形成浆体,从而影响生产系统的通畅性,所以在铀

转化厂中还没有实际的应用,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１．４　系统直接吸附

系统直接吸附是指通过UO２ 直接吸附氢氟化尾气中的氟化氢,部分转化为UF４ 的固体物料可以

直接作为反应器的反应物料继续进行氢氟化反应.法国的“LC”炉移动床反应器实现了过量HF的自

循环利用,工艺尾气中HF浓度可降至５％以下,这一指标是目前氢氟化工业化应用所能达到的最低

值.我国对系统直接吸附法的研究还处于试验阶段,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的困难,还有待更深入的

研究.

１．５　尾气冷凝回收水吸收

水吸收法是传统的氟化氢尾气处理方式,也是目前我国３０００t/a铀转化工艺中氢氟化尾气的处

理方式.即利用HF易溶于水的性质来去除HF.氢氟化反应后的工艺尾气首先利用冷凝器冷凝,冷
凝液暂存,未冷凝的工艺尾气进入淋洗塔,利用生产上水淋洗吸收,废气送排风净化中心进一步处理.
淋洗液循环使用,循环液中氟离子达到一定浓度后与冷凝液一并送废水处理设施中,通过消石灰沉淀

等方式将废水中的HF转化为氟化钙渣,而后对氟化钙渣进行封存处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氢氟化尾气处理方式较为落后,水吸收法产生废水废渣量大,

对处理设备材料要求高,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均较差;而精馏回收法原理上可以实现对冷凝下的氢氟

酸完全回收利用,但是目前该方法的应用还不够成熟.故对氢氟化尾气的处理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具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２　氟化工行业中氟化氢的处理技术

２．１　压缩冷凝法

压缩冷凝法是利用HF在不同的温度下具有不同的饱和蒸气压的性质,采用降低系统温度或提

高系统压力,使处于蒸气状态的HF冷凝并从混合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
压缩冷凝法工业上可以应用于含HF气体的纯化和含 HF废气的处理.在理论上压缩冷凝法可

以达到很高的净化效果,但是对于HF控制要求高的场合,则需要深度冷却,费用将大大增高,因此压

缩冷凝法不适用于处理含HF浓度低的工艺,常作为吸收、吸附等处理含 HF气体方法的预处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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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这些方法的负荷.

２．２　湿法吸收法

２．２．１　水吸收

水作吸收剂是利用HF易溶于水的性质来除去 HF,属于物理吸收过程.根据气体吸收双膜理

论,HF极易溶于水属于气膜控制过程,液膜阻力可忽略不计.水作为吸收剂,具有价廉易得、无毒无

害、化学性质稳定等优点,故该法应用较为广泛.
２．２．２　碱性溶液吸收

碱性溶液作吸收剂是利用HF与碱性溶液发生化学反应来去除HF,属于化学吸收过程.利用碱

性溶液吸收HF,常以氨水、纯碱、石灰乳和碳酸盐溶液作吸收剂,可以将 HF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含氟

盐类,并且可以减少对设备和工艺管道的腐蚀.

２．３　干法吸附法

干法吸附法用于含HF气体的处理,是利用各种吸附剂对 HF的选择性吸附来实现的,通常适用

于处理含HF量不高的气体.吸附剂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对 HF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比表面积大,并
且可再生循环使用等.目前,常用的工业吸附剂有氟化钠、活性炭、活性氧化铝、分子筛、硅胶、硅藻

土、沸石等.

NaF是一种白色粉末或结晶,无臭;熔点９９２℃;沸点１７０５℃;溶于水,微溶于醇;密度:相对密

度(水＝１):２．５６.NaF吸附HF的原理为两物质发生如下的化学反应:
NaF＋ HF →NaHF２ (１)

所以该吸附为化学吸附,该反应为可逆反应,当温度达到２５０℃以上时,NaHF２ 脱附,生成HF和

NaF:
NaHF２ →NaF＋ HF (２)

利用这一性质,可以实现NaF吸附剂的循环使用.对NaF吸附HF的过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

多的研究.AfzalSahar[３]等对用NaF固定床吸收 HF作了实验研究,详细地研究了进气 HF浓度、
HF的温度等参数对吸附容量的影响.实验表明:NaF在２２℃和５４℃的吸附容量分别达到了

１．９０８gHF/gNaF和０．７５０gHF/gNaF.柳彤等[４]在高纯六氟化钨的生产中,用 NaF吸附除去微量

的HF.通过正交试验,测定了在不同的温度、压力、气体流量情况下NaF对 HF的吸附情况,试验结

果表明:适合的吸附温度为２０~８０℃,吸附压力对吸附率的影响不明显,吸附气体流量对吸附效率影

响明显,当气体流量为０．１２L/min时吸附效率最高,随着吸附气体流量的增大吸附效率逐渐降低.
在最佳的操作条件下,吸附率可以达到１００％.

干法吸附法操作简便,对HF的选择性吸附能力强,吸附效率高,再生容易;没有湿法吸收所面临

的严重腐蚀问题及废液、废渣处理问题,是一种高效、绿色、环保的HF处理方式.

２．４　膜分离

膜法气体分离的基本原理[５]是根据混合气体中不同组分在压力的推动下透过膜的传递速率不

同,而达到分离目的.对不同结构的膜,气体通过膜的传递扩散方式不同,因而分离机理也各异.目

前常见的气体通过膜的分离机理有两种:一、气体通过多孔膜的微孔扩散机理;二、气体通过非多孔膜

的溶解－扩散机理.膜分离技术与传统的分离方法相比,具有高效、节能、操作简单、使用方便、不会

产生二次污染等优点.

DaceGrote等[６]用一种“NAFION”膜将HF从酰基混合物中分离.但当时这种膜分离方法只用

于将HF从非共沸体系中分离.李恭兴等[７]结合膜分离技术和蒸馏方法,分离和 HF形成共沸体系

的混合物.在分离混合物时,先将难分离的混合物用选择性的无孔半渗透聚合物膜处理,使膜两侧的

有机相和HF相各自富集,然后再通过分别蒸馏混合物即可得到较高纯度的HF和碳氟化合物.

２．５　精馏塔回收法

精馏塔是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单元操作之一,但在氟化工行业中,由于精馏塔回收 HF存在 HFＧ
７０１



H２O恒沸混合物,且精馏塔工作过程中日常的调试和控制非常困难:①塔中部温度会出现很大的波

动,当中部温度过高使塔顶温度也随之上升,导致塔顶馏出物中水分升高,造成塔顶冷凝器损坏.

②塔釜再沸器蒸气流量调节不易控制,塔釜温度波动频繁,达不到工艺要求,精馏效果较差,且容易影

响塔釜再沸器的正常寿命[８].所以,在氟化工行业中采用精馏塔回收 HF的应用较少,相关研究的报

道也较少.

３　我国铀转化生产中氢氟化尾气处理技术展望

３．１　铀转化厂氢氟化尾气特点分析

我国铀转化厂氢氟化尾气有以下特点:

１．氢氟化反应尾气温度较高.分解料氢氟化反应尾气温度在２００℃以上,脱硝料则更高;

２．尾气组成中水蒸气含量高.尾气中氟化氢含量大约为１０％~３０％,其余基本上为水蒸气,且含

有少量的氮气;

３．尾气中含有微量的放射性铀化合物;

４．尾气腐蚀性强.反应尾气的腐蚀性与尾气中氟化氢和水蒸气的比例以及温度有关,氟化氢比

例越大,温度越高,腐蚀性越强.
针对以上氢氟化尾气的特点,可以看出尾气回收要尽可能地满足以下要求:

１．回收系统要有很好的耐腐蚀性;

２．回收试剂可再生重复利用.由于尾气中含铀,所以回收所需的试剂必须可以重复利用,尽可能

少的产生含铀废物;

３．对尾气热量加以利用.由于尾气温度较高,如何能将尾气的热量进行利用,并且在高温下直接

对氟化氢进行脱除,对降低能耗具有积极的作用.

３．２　铀转化厂氢氟化尾气处理发展及研究方向

综合考虑国内外铀转化厂以及氟化工行业中氟化氢尾气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系统直接吸附

法,干法吸附法以及膜分离法这三种技术路线处理效率高、无污染、可实现尾气中 HF的再利用,且回

收工艺基本不会产生含铀废物.是今后氢氟化尾气处理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三种技术路线要在我

国铀转化厂中实现工业化的应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１．系统直接吸附法

目前,世界上报道的采用系统直接吸附法成功的案例有法国的“LC”炉移动床反应器,我国近年

来也对“LC”炉进行了中试的试验研究,但试验过程发现,在还原阶段移动床中颗粒料的粉化已经非

常严重,气体通过形成沟流,无法再进行氢氟化反应.所以对“LC”炉以及其他系统直接吸附氢氟化

尾气法的研究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要实现工业化应用难度较大.

２．干法吸附法

采用NaF干法吸附HF,不仅吸附过程没有污染物的排放,而且吸附剂NaF吸附饱和后通过加热

脱附即可实现再生循环使用,是一种很好的 HF回收处理方法.但是由于氢氟化尾气中含有大量的

水蒸气,水蒸气的存在会严重影响NaF的吸附效率,所以如何在吸附回收HF之前对氢氟化尾气进行

脱水处理,是下一步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如果能利用氢氟化尾气的热量对吸附饱和的

NaF吸附剂进行加热脱附,则对降低能耗产生积极的作用.

３．膜分离法

膜分离技术应用在氢氟化尾气回收工艺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选择合适的膜材料.理想的

气体分离膜材料应该同时具有良好的透气选择性和高的渗透性、高的机械强度、优良的热和化学稳定

性以及良好的成膜加工性能.在膜技术分离HF时,所用到的膜材料不仅要求耐高温 HF腐蚀,而且

对于HF和水蒸气、N２ 有很好的选择渗透性.所以,对膜材料的选择及改性研究是发展膜技术处理

氢氟化尾气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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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技术适用性以及行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了今后氢氟化尾气处理的发展方向,具体采用何

种处理方式还需要从安全性、经济性、可操作性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１]　王俊峰,栗万仁,魏刚．铀转化工艺学[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　许贺卿．铀化合物转化工艺学[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　AfzalSahar,AmirRahimi,MohammadRezaEhsani,etal．ExＧperimentalstudyofhydrogenfluorideadsorptionon

sodiumfluoride[J]．JournalofIndustrialandEngineeringChemistry,２０１０,１６(１):１４７Ｇ１５１．
[４]　柳彤,王少波,董露荣．氟化钠吸附氟化氢最佳工艺参数测定[J]．舰船科学技术,２００９,(０２):１０９Ｇ１１１．
[５]　王学松．膜分离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　DaceGrote,BhupendraCTrivedi,ThomasOMason．HFsepＧarationinacarbonylationprocess[P]．US４６６１２９６,

１９８７Ｇ８Ｇ２８．
[７]　李恭兴,DJ巴索蒂,EK阪田．改进的从碳氟化合物和氟化氢的混合物中分离和回收碳氟化合物和氟化

氢的方法[P]．CN１０７５１３４A,１９９３Ｇ８Ｇ１１．
[８]　马小红,葛伟．HF回收技术在氟化工行业的应用[J]．有机氟工业,２０１２．１,３４Ｇ３９．

TheAnalysisofTechnologyRouteinTailGasTreatment
ofHydrogenFluorideinUraniumConversion

QINHaoＧchen,ZHOUShaoＧqiang,ZHIHongＧqiang,HENi,
ZHANGJunＧhui,LIUYuan

(XinnengNuclearEngineeringCo．,Ltd．,ofCNNC,Taiyuan,Shanxi０３００１２,China)

Abstract:Thepreparationofuraniumtetrafluoridefromuraniumdioxideisanimportantpartof
uraniumconversion．Theconversionrateofuraniumdioxidewilldirectlyaffectthequalityofthe
subsequentproduct．Inordertoensureuraniumdioxidehasbeencompletelyreacted．Theanhydrous
HFmustbeexcessiveaddedduringthereaction．ExcessiveHFnotonlyincreasestheconsumptionof
reagents,butalsoresultsinalargeamountofHFinthetailgas．TheappropriatetreatmentofHF
hasgreatsignificanceforincreasingtheeconomicbenefit,reducingenvironmentalpollution．Inthis
paper,thetailgastreatmenttechnologyintheworldhasbeanalyzedandcompared．Thetreatmentof
HFgasincurrentfluorinechemicalindustryhasalsobeenintroduced．Inviewofthecharacteristics
ofuraniumconversionplantinChina．Cometotheconclusionthatusingdryadsorptionmethodto
dealwithHFintailgas．Thisprocessnotonlysimpleandhavehighadsorptionefficiency,butalso
makethematerialscanberecycledandreusedwithoutbyＧproducts．Itiseconomicandenvironment
friendlyandconsideredtobetheresearchanddevelopmentdirection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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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O２ 与二甲基羟胺、甲基肼的反应量热研究

曹　智,李传博,晏太红,郑卫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PUREX流程中钚的还原反萃液１BP、２BP均含有还原剂二甲基羟胺(DMHAN)、单甲基肼(MMH)的硝酸溶液,

在进入下一个工艺段之前,都需要将其中的还原剂二甲基羟胺(DMHAN)和支持还原剂单甲基肼(MMH)氧化破坏,

同时氧化Pu(Ⅲ)至Pu(Ⅳ).目前常用的两种方式是向１BP、２BP料液中加入 NaNO２ 或通入 N２O４,NaNO２、N２O４ 同

DMHAN、MMH反应均为放热反应,且其反应放热量是设计氧化调价设备的重要参数之一.本文采用C８０微量热仪

测定了恒压恒温条件下 HNO２ 氧化破坏DMHAN,MMH的表观放热量分别为－４１１．３kJ/mol和－２４６．０kJ/mol.

采用NaNO２ 溶液氧化破坏溶液中的DMHAN和 MMH,在 NaNO２ 过量的条件下,计算了绝热状态下氧化１BP、２BP
溶液理论升高温度分别为１８．５８℃、６０．６８℃.

关键词:反应热;亚硝酸;二甲基羟胺;甲基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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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X流程是当前核燃料后处理厂使用的主要流程,通常先使用还原剂将Pu(Ⅳ)还原至

Pu(Ⅲ),再利用磷酸三丁酯(TBP)对Pu(Ⅲ)和U(Ⅵ)萃取性能的差异实现铀钚分离[１Ｇ３].经过多年

研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开发了以小分子有机试剂为还原剂的先进二循环流程APOR(advance
processbasedonorganicreductants),其中二甲基羟胺(简称DMHAN)－甲基肼(简称 MMH)是代

表性试剂.该还原体系具有还原Pu(Ⅳ)、Np(Ⅵ)速度快,还原Np(Ⅴ)至Np(Ⅳ)速度慢,且还原速度

受酸度影响小的优点[４,５].DMHANＧMMH作为新型的有机无盐还原剂在后处理工艺流程中有着很

大的应用前景[６].
后处理流程中还原反萃液１BP、２BP在进入下一个工艺段之前,都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氧化调价

将还原剂氧化破坏的同时氧化Pu(Ⅲ)至Pu(Ⅳ)[７Ｇ９].传统的调价方法是以 HNO２ 作氧化剂,具体实

现方法主要加NaNO２,采用NaNO２ 破坏还原剂DMHAN和 MMH都是放热反应,同时各个参与反

应的物质(HNO２、Pu(Ⅲ)、DMHAN、MMH)的稳定性和氧化反应的速度也与反应体系温度密切相

关[１０].此外,料液温度对钚的价态稳定性也有显著影响.因此氧化调价过程的反应放热是氧化调价

设备设计中的重要参数之一,直接决定反应设备是否需要加设冷却装置及其具体形式,故对调价过程

的放热量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关于 HNO２ 与 DMHAN、MMH 之 间 的 反 应 已 有 较 详 细 的 研 究,并 得 到 了 HNO２ 与

DMHAN、MMH相关的动力学方程[１１Ｇ１４],但 HNO２ 与DMHAN、MMH 的反应放热未见报道.为

此,本文采用C８０微量热仪分别测定了HNO２ 与DMHAN,MMH的化学反应放热,模拟计算了在绝

热条件下使用NaNO２ 氧化破坏１BP、２BP料液理论上升温度,为相关氧化设备的研制提供反应热方

面的基础数据.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１mol/LNaOH溶液,实验室配制,用酸碱滴定方法测定;０．５mol/LHCl溶液,实验室配制,用酸

碱滴定方法测定;二甲基羟胺,实验室合成,经气质联用分析纯度大于９８％,水溶液含量采用酸碱滴定

的方法测定;单甲基肼,航天三院生产;硝酸试剂,为分析纯;亚硝酸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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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C８０微量热仪,法国SETARAM公司生产;自动电位pH滴定仪T５０,瑞士梅特勒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本实验的原理是在程序温度控制下,测量输入到被测物质和参比物质之间的能量差(或功率差)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图１所示为实验用C８０微量热仪的样品池,可进行本实验中需要液－液两相物

质的氧化还原反应,将氧化剂和还原剂分别置于A瓶、B瓶两安瓿瓶中,待热流信号稳定后,用钢针将

A瓶刺破,使氧化剂与还原剂接触并发生反应,得到反应放热曲线.具体步骤如下:
(１)在图１所示B瓶盛装定量含DMHAN或 MMH的硝酸溶液,在A瓶中盛装定量亚硝酸钠溶

液,使得A、B两瓶中的溶液混合后DMHAN或 MMH和亚硝酸均为特定浓度值.
(２)使用C８０微量热仪测定亚硝酸与DMHAN或 MMH的硝酸溶液反应的反应热,将亚硝酸钠

溶液置于A瓶,DMHAN或MMH的硝酸溶液置于B瓶,按量热仪操作步骤完成之后操作,将对应的

热流曲线后积分便可得到亚硝酸与DMHAN或 MMH反应的放热量.
(３)由于B瓶中装有硝酸,当A瓶、B瓶两瓶中的溶液混合时,硝酸稀释会放出一定的热量,同时

A瓶中的亚硝酸根离子与B瓶中的氢离子混合时结合成亚硝酸分子会吸收一定的热量,亚硝酸自身

分解等化学反应也会产生一定的热效应.所以补充空白对照实验,即A瓶组成不变,B瓶只加硝酸和

去离子水,所选用的原溶液和之前实验一致,得到的最终混合液也与之前实验的酸度一致,由等体积

的去离子水代替之前实验中的肼,做空白对照实验,测本底放热.

图１　量热仪样品池

１．３　量热仪精度的验证

采用９９．９９９％的铟标准物质的熔点和熔化焓测定进行量热标定,实验结与标准值接近,在要求误

差范围内,表明本微量热系统是准确可靠的.

１．４　分析方法精度验证

验证本实验采取的戳破混合测定液液两相反应热实验方式精度,利用已知酸碱滴定反应热焓的

标准物质NaOH和HCl,通过微量热仪测定恒温２５℃,常压条件下,标准酸(０．５mol/LHCl溶液)和
标准碱(１mol/LNaOH溶液)的反应热,根据测得数据计算得到酸碱中和反应的热焓为(－５７．４９９±
１．８４７)kJ/mol,这与文献报道值－５７．３kJ/mol非常接近,误差０．３５％,故表明采用戳破混合的方法

测定液液两相反应的放热量是可行的.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HNO２ 与DMHAN反应热测定

当亚硝酸量是DMHAN量２倍及以上时,体系中的DMHAN将被完全氧化破坏.固定亚硝酸

的量,以０~０．５倍量的DMHAN加入样品使之反应,样品总体积１．５ml,酸度为１．５mol/L,以

DMHAN量与反应放热量作图,得图２,图２中数据符合直线关系,用强制过原点的直线拟合,其斜率

为消耗单位摩尔DMHAN的反应放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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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亚硝酸量是DMHAN量２倍及以上时的反应放热量与DMHAN量的关系

由图２所示,放热量Q 随DMHAN的物质的量n呈线性关系增长,其线性关系为:

Q＝４１１．３０１n,R２＝０．９９５３ (１)
其斜率k＝４１１．３０(J/mmol)即为亚硝酸与DMHAN反应时消耗单位摩尔DMHAN的反应放热量

q１∶q１＝４１１．３０kJ/mol.

２．２　HNO２ 与 MMH反应热测定

固定亚硝酸量是 MMH 量２倍以上,加入 MMH 中使之反应,样品总体积为１．５ml,酸度为

１．５mol/L,所得实验数据,以 MMH量与反应放热量作图,得图３,图３中数据符合直线关系,进行直

线拟合,其斜率为消耗单位摩尔 MMH的反应放热量.

图３　亚硝酸量是 MMH量２倍及以上时的反应放热量与 MMH量的关系

由图３所示,放热量Q 随 MMH的物质的量n呈线性关系增长,其线性关系为:

Q＝２４６．０３n,R２＝０．９９２６ (２)
其斜率k＝２４６．０３(J/mmol)即为亚硝酸与 MMH反应时消耗单位摩尔 MMH的反应放热量q２∶q２
＝２４６．０３kJ/mol.

２．３　模拟１BP、２BP调价过程的温升研究

水法乏燃料后处理工艺中,１BP、２BP含铀、钚等放射性元素,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本研究中采用不

含放射性元素的模拟１BP,模拟１BP、２BP的组成(见表１).

表１　模拟１BP、２BP料液组成

成分 DMHAN MMH HNO３ U(Ⅳ) Pu(Ⅲ)

１BP浓度/(mol/L) ０．１ ０．１５ １．５ － －

２BP浓度/(mol/L) ０．５ ０．２ １．５ － －

使用NaNO２ 氧化破坏还原剂,考察模拟１BP、２BP料液氧化过程中的温升情况.用于无盐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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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氧化破坏时,在氧化反应设备中发生的反应及其放热如下:

HNO２＋DMHAN　q１＝－４１１．３０kJ/mol (３)

HNO２＋MMH　q２＝－２４６．０３kJ/mol (４)
调价过程中由于HNO２ 与无盐还原剂的氧化还原反应放热导致的料液温度上升满足下式:

Q放＝cmΔT＝|q１|×cDMHAN×VL＋|q２|×cMMH×VL (５)
式中:料液质量m＝ρVL,密度ρ以水计:ρ＝１０００kg/m３

料液比热以水计:c＝４．２kJ/(kg×℃)
则绝热条件下模拟１BP理论温度上升ΔT１＝１８．５８℃,２BP理论温度上升ΔT２＝６０．６８℃
实验室调价是将NaNO２ 粉末直接倒入装有约４L１BP溶液的１０L的敞口玻璃罐中进行搅拌调

价,散热良好,因此调价过程中１BP、２BP料液温升应远小于１８．５８℃、６０．６８℃.

３　结论

(１)当亚硝酸的量为DMHAN量的２倍及以上时,放热量Q 随DMHAN的物质的量n呈线性关

系增长,其线性关系为:

Q＝４１１．３０n,R２＝０．９９５３
亚硝酸与DMHAN反应时消耗单位摩尔DMHAN的反应放热量q１:q１＝４１１．３０１kJ/mol.
(２)当亚硝酸的量为 MMH量的２倍及以上时,放热量Q 随 MMH的物质的量n呈线性关系增

长,其线性关系为:

Q＝２４６．０３n,R２＝０．９９２６
亚硝酸与 MMH反应时消耗单位摩尔 MMH的反应放热量q２∶q２＝２４６．０２７kJ/mol
(３)采用NaNO２ 溶液氧化破坏溶液中的DMHAN和MMH,在NaNO２ 过量的条件下,计算了绝

热状态下氧化１BP、２BP溶液理论升高温度分别为１８．５８℃、６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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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rimetricStudiesontheReactionofHNO２,N２O４with
N,NＧdimethylhydroxylamineandMonometheylＧhydrazine

CAOZhi,LIChuanＧbo,YANTaiＧhong,ZHENGWeiＧfang
(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

Abstract:Thereductant N,NＧdimethylhydroxylamine (DMHAN)andtheholdingreductant
monometheylＧhydrazine(MMH)oftheplutoniumreductivestrippingsolution１BP,２BPneedtobe
oxidizedbeforeenteringthenextsectioninthePUREXprocess,whilethePu(Ⅲ)hastobeoxidized
toPu(Ⅳ)．IntroducingNaNO２orN２O４tothe１BP,２BPfeedarethetwocommonmethods．The
reactionsofNaNO２,N２O４withDMHANandMMHareexothermicreactions,andtheheatisoneof
theimportantparametersofdesigningthevalenceadjustmentequipment．Inthispaperweusedthe
microcalorimeterC８０tomeasuretheheatofthereactionsofNaNO２withDMHAN,MMHunder
theconditionofconstanttemperatureandpressure．TheapparentheatofthereactionsofNaNO２with
DMHAN,MMHis－４１１．３kJ/mol,－２４６．０kJ/mol．Besides,wecalculatedthetemperaturecould
increase１６．８℃,４６．６℃byusingNaNO２oxidize１BP,２BPundertheadiabaticconditions．
Keywords:Reactionheat;Nitrousacid;DMHAN;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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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氟化钙的制备技术

贺　霓,刘　源,时烨华,郭　伟,秦皓辰,刘　帅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在我国,一般采用钙还原四氟化铀的方法制备金属铀,为了避免高温下金属容器熔化致使产品中引入杂质,在反

应物料和反应金属容器之间衬以与反应副产物相同的物质氟化钙.由于使用的特殊性,对氟化钙质量有较高要求,当
时外购的氟化钙不能满足生产要求,需自行制备.本文主要介绍了坩埚用氟化钙的制备工艺和对现有工艺进行改进.

现有工艺选用碳酸钙和氟化氢铵为原料来自行制备专用氟化钙,工艺繁琐、自动化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更主要的在生

产过程中会产生氨气、含氨含氟废水、粉尘,处理困难,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故对制备工艺进行改进,改进有两

个方面,一是对外购氟化钙进行处理,使其满足制备坩埚内衬的要求;二是研制陶瓷级氟化钙坩埚.通过改进工艺,节
约劳动成本,避免废气、废水的产生,减少粉尘,优化工作环境,同时减轻劳动强度,减少沾污操作,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关键词:氟化钙;坩埚;工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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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金属铀制备一般采用钙还原四氟化铀的方法,反应剧烈且发出大量的热,会将与反应物料

接触的反应金属容器熔融和侵蚀,影响产品的质量[１].在物料和金属容器之间衬以高纯度的耐火材

料,可减少杂质的引入.用作耐火衬里的材料很多,如氟化钙、石墨、氧化镁和氧化钙等,其中选用高

纯度的氟化钙作为耐火衬里最为理想.因为它与反应副产物氟化钙相同,即使发生熔融和侵蚀的情

况,也不会对金属铀产生影响.为保证产品的质量,对内衬的氟化钙质量有较高要求.由于外购的氟

化钙不能满足生产要求,需自行制备.

１　氟化钙制备工艺

１．１　原料选用

在化工工业中,多以硝酸钙、氯化钙、氢氧化钙为钙源,以氟化钾、氟化钠、氟化铵、氟化氢为氟源,
用直接沉淀法来制备氟化钙[２].由于对产品质量的特殊要求,不能引入杂质,故不选用硝酸钙、氯化

钙、氟化钾、氟化钠为原料.氢氧化钙是中强碱,会影响产品的质量,还具有强腐蚀性,不宜选用.氟

化氢在常温下为有毒气体,容易发生危险,反应可控性差,也不宜选用.由于用途的特殊性,对氟化钙

质量有较高要求,经分析,采用碳酸钙和氟化氢铵为原料可制备氟化钙,且碳酸钙和氟化氢铵为固体

粉末方便运输与储存.

１．２　工艺原理

氟化钙的生产原料为碳酸钙和氟化氢铵,工艺原理如下:

CaCO３＋NH４HF２＝CaF２↓＋ NH３↑＋CO２↑＋ H２O－２３．９９kJ
该反应在常温下能自发进行,但反应速度很慢.生产中为加快反应,采用水浴加热,温度控制在

７０~８０℃[３],反应速度由慢到快,最后剧烈反应瞬间完成.反应过程是固－液反应,晶核的形成是异

相成核,反应生成物CaF２ 是晶形沉淀,沉淀形成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当一滴沉淀剂溶液加入到溶

液中时,由于来不及扩散,会造成局部过浓的现象,导致产生严重的均相成核作用,形成大量的晶核,
以致于获得颗粒较小,纯度差的沉淀.因此,反应需在不断地搅拌下,缓慢地加入CaCO３ 固体粉末,
显著减少局部过浓的现象.

加热不仅可以提高反应速度而且也使得沉淀在热溶液中进行,一方面可增加溶解度,降低溶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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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饱和度,以便获得较大晶粒;另一方面又能减少杂质的吸附量,有利于纯净的沉淀.沉淀完全后,
让初生的沉淀与母液一起放置一段时间进行陈化.陈化过程中小晶粒逐渐溶解,大晶粒进一步长大,
同时还可使不完整的晶粒陈化,陈化作用也能使沉淀更加纯净———晶粒变大,比表面减小,吸附杂质

少;同时,由于小晶粒溶解,原来吸附、残留或包夹的杂质,重新进入溶液,提高了溶液的纯度.
制得的粗氟化钙直接作为内衬,在还原高温下会产生裂纹和收缩等机械性能缺陷,使生成的液态

金属铀沿裂纹外渗,降低直收率,故需高温煅烧,以除去氟化钙中挥发物杂质,使材料致密,结晶长大,
而后经破碎、筛分,制得精氟化钙.

１．３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主要为粗氟化钙生产工序、氟化钙精制工序.其主要工艺流程为:
(１)粗氟化钙生产

将计量的蒸馏水加入溶解槽中,水浴加热至７０~８０℃,加入称量的氟化氢铵原料,开启搅拌使其

完全溶解,经管道过滤器过滤后送入反应器中.反应器中加入定量的蒸馏水,水浴加热到７０~８０℃,
缓慢加入经６０目筛子筛选、称重的碳酸钙原料,在搅拌作用下使氟化氢铵和碳酸钙在反应器中反应,
并通过水浴保持反应器内温度为７０~８０℃.３０min反应完成后,继续保持搅拌２０min,以除去反应

液中的氨气.而后停止搅拌,用泵将反应液送至离心机中进行脱水过滤.氟化钙粉末送到特定的反

应器中,用蒸馏水在搅拌作用下进行清洗后,再次送到离心机中脱水过滤,如此进行２~３次,以去除

结晶中的阳离子,使pH达到要求,制得满足工艺要求的氟化钙.制得的氟化钙固体碾碎平铺于搪瓷

盘内送入干燥箱,烘干至呈白色粉末状产品,取出后经１００目不锈钢筛子筛分,得到粗氟化钙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氨气和含氨含氟废水,需进一步处理后达标排放.

(２)氟化钙精制

将制得的粗氟化钙与蒸馏水按配比混合均匀,经液压机压制成固定规格的圆饼,送入干燥箱内烘

干２h,电阻炉内煅烧３~４h,打开炉门自然冷却后,进行破碎、球磨、筛分得到颗粒＜８０目的精制氟

化钙.破碎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需要进行除尘处理和粉尘防护.

２　坩埚制备

将精制氟化钙制成规定形状的坩埚.将精制CaF２ 与蒸馏水按配比混合均匀,混合料分次加入镍

坩埚内压制成型,自然阴干２４h后送电阻炉内进行煅烧:全开炉门保温１h→半开炉门保温１h→关

闭炉门升温→煅烧结束;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形成氟化钙陶瓷化的内衬坩埚.将合格的坩埚放入干燥

箱内保存,供钙还原岗位使用.用此工艺制备的坩埚在拆卸产品时,坩埚与氟化钙内衬贴合紧密,操
作人员劳动强度大.

３　改进工艺

由于氟化钙的制备工艺繁琐、自动化水平低、操作人员劳动强度大,同时还会产生含氨废气和氨

氟类的废水,需要进一步处理.为此,对现有工艺进行改进研究,改进方法如下:

３．１　外购氟化钙的处理

近几年,氟化钙制备工艺也在不断改进,经了解,外购的特制氟化钙生产方法为:硝酸钙与氟化氢

进行反应,生成氟化钙,经沉降、过滤、干燥、筛分等工序后制得氟化钙成品.其所有的设备均为聚丙

烯材质或内衬聚丙烯材料,可有效隔离金属杂质,避免金属杂质进入产品.但还需进一步精制,在高

温下熔化成液体,根据氟化钙与元素杂质的物性不同,而将杂质去除,再将粉料放入电阻炉内在

约１０００℃下煅烧,除去其中挥发性杂质,使材料致密,结晶长大.最后,经球磨、筛分得到颗粒＜８０
目的氟化钙.该工艺制备的氟化钙,经质量控制与自制的氟化钙进行质量对比,可满足坩埚制备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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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陶瓷级氟化钙坩埚制备新工艺

取消粗氟化钙制备,直接外购特制氟化钙→对氟化钙原料进行复验→煅烧、破碎、筛分→在石墨

涂层的真空熔炼炉内对氟化钙进行熔融→破碎筛分→取样分析,合格原料备用→配料并添加粘接剂

进行压制脱模制备坩埚→通过升温梯度对坩埚进行煅烧→质量检验(包括重量、外观、破碎验证强度

等).
将陶瓷级氟化钙坩埚运用于生产,则无需使用沾污的镍外壳制备坩埚,减少了沾污操作;无需脱

模,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４　结论

通过研究氟化钙制备的现有工艺,发现工艺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对工艺进行改进,改进后,利用

外购的氟化钙进行精制处理得到满足要求的氟化钙,节约劳动成本,避免废气、废水的产生,减少粉

尘,优化工作环境;陶瓷级氟化钙坩埚的使用,会减轻劳动强度,减少沾污操作,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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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forPreparingSpecialCalciumFluoride

HENi,LIUYuan,SHIYeＧhua,GUOWei,QINHaoＧchen,LIUShuai
(XinnengNuclearEngineeringCo．,Ltd．,ofCNNC,Taiyuan,Shanxi０３００１２,China)

Abstract:GenerallyadoptCalciumuraniumtetrafluoridemethodtomakeUranium metalinour
country．Inordertoavoidinthehightemperatureenvironmentundertheactionofmetalcontainers
meltimpuritiesthatgeneratesproducts,weaddthesameasthereactionbyＧproductsmaterialcalcium
fluorideinthematerialandthereactionbetweenmetalcontainers．Duetotheparticularityofuse,and
havehigherrequestforthequalityofcalciumfluoride．Foreignprocurementofcalciumfluoridecant
meettheproductionrequirement,weneedtomakeonitsown．Thisarticlemainlyintroducedthe
cruciblewithcalciumfluoridepreparationtechnologyandmethodstoimprovetheexistingprocess．
Morefocusonintheprocessofproductiontoproduceammonia,ammoniacontainingfluoride
wastewater,dust,dealingwithdifficult,willcauseharmtohumanbodyandenvironment．Therefore,

toimprovethepreparationprocess,whichhastwoaspects:itisbyprocessingpurchasecalcium
fluoride,makeitmeettherequirementsofthepreparationofcruciblelining;otherisdevelopmentof
ceramicgradecalciumfluoridecrucible．Byimprovingtheprocess,savelaborcost,avoidthe
generationofwaste,wastewater,reducedust,Optimizetheworkenvironment;reducelaborintensity
atthesametime,reduceContaminationoperation,improvelaborproductivity．
Keywords:Calcium;Luoridecrucible;Technology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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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工艺研究

时烨华,刘　源,张俊辉,郭　伟,贺　霓,薛三凯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近年来,随着核燃料产业的迅猛发展,六氟化铀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工艺中的六氟化铀容器的使用量和需

清洗处理任务量也快速增加.根据美国国家标准ANSIN１４．１«六氟化铀的运输包装»及我国EJ３０７规定,符合其相应

规定的容器需进行清洗检验.六氟化铀容器清洗的洁净程度影响着前端六氟化铀装料产品的纯度,且容器清洗产生

的废液量占铀浓缩厂废液总量的８０％左右,所以提高清洗效率、同时减少废液产生量及废液中离子种类的研究有着重

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大型六氟化铀装料容器清洗工艺进行了综述,介绍了当前国内外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工艺的现

状,并详细介绍了高压水三维旋转喷头清洗工艺的理论、基本流程及装置组成.目前国内大容器的清洗基本上都采用

化学试剂清洗方法,该工艺使用试剂量大,产生废液量大,废液离子种类多.使用高压水三维旋转喷头清洗六氟化铀

容器可避免碳酸钠溶液和双氧水混合液清洗剂的使用,废液量大幅减少.容器清洗完成后用摄像检测机构进行清洗

检测,解决了容器内观察不便的难题,能够多方位多角度观察容器内壁各部分的清洗情况,并且可以实现生产的远程

监控及质量追溯.经生产实践验证,高压水三维清洗器清洗工艺与传统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工艺相比,清洗效果完全达

到标准要求,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不使用化学清洗剂,减少废液量８０％左右,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关键词:大型六氟化铀容器;清洗;高压水;三维旋转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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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核燃料产业的迅猛发展,UF６ 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工艺中的六氟化铀容器的

使用量和需清洗处理任务量也快速增加.根据美国国家标准ANSI标准N１４．１«六氟化铀的运输包

装»及我国EJ/T３０７规定,一般在下列情况下,承装六氟化铀的容器需要进行清洗检验处理:(１)容器

的定期检查和试验;(２)空容器的残存量超标;(３)容器装料品种(丰度)改变;(４)容器的维修;(５)容器

表面辐射剂量率过高.容器经清洗并检验,合格者重复使用,不合格的报废送废物暂存库暂存.[１]六氟化

铀容器清洗的洁净程度影响着前端六氟化铀装料产品的纯度.由于目前废液处理工序所处理的废液中,
容器清洗产生的废液量占铀浓缩厂废液总量的８０％左右,所以容器清洗产生的废水量及废液中离子种

类对废液处理工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六氟化铀容器的清洗工艺的研究十分必要.

１　大型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工艺国内外研究进展

１．１　大型六氟化铀容器化学试剂清洗工艺

六氟化铀容器清洗方法可以分为化学试剂、机械转动、喷淋、蒸汽处理、超声波清洗、高压水清洗.

１．１．１　化学试剂清洗工艺

待清洗容器内残存的物料主要是 UF６ 和微量的 UF４,其中 UF６ 易与水发生剧烈反应,生成

UO２F２ 和HF,并放出大量热;UF４ 难溶于水,先用双氧水将 U４＋ 氧化成 U６＋,与水解后的 UO２F２ 一

并用碳酸钠溶液溶解,再经水冲洗后用草酸溶液进行除锈.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水解:UF６＋２H２O →UO２F２＋４HF
氧化:UF４＋ H２O２ → UO２F２＋２HF
碱洗:UO２F２＋３Na２CO３ →Na４[UO２(CO３)３]↓＋２NaF

HF＋Na２CO３ →NaF＋NaHCO３
除锈:Fe２O３＋３H２C２O４ →Fe２(C２O４)３＋３H２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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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化学试剂清洗配合转运清洗一起使用.转运清洗是将容器固定在自转和回转的大

容器清洗夹具上,在容器中灌入洗液进行转运清洗.美国介绍的运转清洗台架为敞开式,并设有自运

清洗程序.我国中核新能公司的设计是密闭式,采用大容器清洗柜内大容器清洗夹具自转、回转

运行.
目前国内工厂六氟化铀容器是按照EJ/T３０７中９．２的方法清洗,工艺流程如下:
容器称重———水解(生产上水)———碱洗(５％碳酸钠溶液或５％碳酸钾溶液与２７．５％以上双氧水

混合液)———水洗(生产上水)———除锈(４．５％~１０％草酸溶液)———水压试验———吹干———烘干———
真空测量 .

采用上述工艺流程进行的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可以比较满意地对容器表面全部洗到,用水量约为

容器容积的三倍.转动清洗水冲击力较小,对有结垢的污物去除能力较差.

１．２　大型六氟化铀容器蒸汽清洗工艺

UF６ 与水发生水解反应,生成UO２F２ 和HF,UF４ 在水中的溶解度较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相对于水而言,UF４ 在酸中的溶解度较大,并随着酸度的增大而增大.UF４ 在水和氢氟酸水溶液中的

溶解度见表１所示.

表１　UF４ 溶解度

温度/℃ 溶剂 UF４ 的溶解度/(mgU/g)

０ H２O ７．１

２５ H２O ２３．５

６０ H２O ９５．２

２５ H２O＋３０％HF ２３０．０

图１　喷淋清洗

容器示意图

所以水洗六氟化铀容器可以洗出大部分UF６ 与UF４.
当温度高于１００℃时,水蒸气能与UF４ 作用,导致UF４ 发生如下反应:

２UF４＋O２＋２H２O↔２UO２F２＋４HF
而UO２F２ 易溶于水,且溶解度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大.[２]所以蒸汽清洗可以处

理六氟化铀容器中残留的极少的较难去除的UF４,达到洁净度要求.
(１)ANSI标准N１４．１采用的是水洗＋蒸汽处理的方式清洗大型六氟化铀容

器.工艺流程如下:
容器称重———水洗———蒸汽处理———除油(F１１３或三氯乙烷)———蒸汽处

理———吹干

(２)日本三菱核燃料有限公司是按照ANSI标准N１４．１的OROＧ６５１中规定

的程序.装置如图１所示,工艺流程如下:
压力验证———水洗＋喷淋冲洗———蒸汽处理———喷淋冲洗———烘干———目

视检查

使用水洗加蒸汽处理的方法可以较为全面清洗容器内壁,废液中不带入新的离子,方便后期废液

处理,但是容器清洗时间较长.

１．３　化学试剂＋蒸汽处理

伊利诺斯工厂的UF６ 容器清洗,采用一定的pH的碳酸钠溶液喷淋容器内壁,再经冲洗、蒸汽处

理和烘干来完成[３].
双管齐下的方法能够使得清洗更加彻底,但是试剂用量较大,废液中含有碳酸根与钠离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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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复杂.

２　高压水三维旋转喷头清洗

经生产实践验证,高压水三维清洗器清洗工艺与传统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工艺相比,清洗效果完全

达到标准要求,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不使用化学清洗剂,减少废液量８０％左右,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

２．１　高压水清洗三维旋转喷头清洗原理

材料力学中,在足够大的交变应力下,材料里比较脆弱的颗粒或者晶体沿着最大剪切应力作用而

形成滑移带,滑移带开裂成微观裂纹,分散的微观裂纹经过集结构通,将形成宏观裂纹,已形成的宏观

裂纹将在交变应力下逐渐扩展直至断裂.这就是疲劳效应.旋转喷头由于旋转作用,高压水射流循

环喷射在垢层的各个点上,产生相应的交变应力,这样就能产生疲劳效应加快垢层的裂纹扩张和剥

落,从而完成清洗任务.
高压水射流对容器内表面的清洗机理是水射流对容器内表面污垢的破坏和清除.当高压水射流

以一定角度冲击表面污垢时,其具有的冲击作用、挤压作用、脉冲作用、水楔作用、磨削作用,对容器内

表面污垢产生冲蚀、渗透、剪切、压缩、剥离、破碎效果.三维旋转喷头的喷头在自旋转的同时又绕杆

旋转.三维旋转喷头配合进给装置和横移装置,清洗范围可以覆盖容器内壁[４].

２．２　高压水清洗三维旋转喷头工艺基本流程及装置组成

高压水清洗三维旋转喷头工艺流程:转动水解→高压水清洗→摄像头检测→水压试验→热风吹

干(真空排气).
清洗装置由进给驱动装置、三维清洗头、摄像头、横移装置、止动装置等部分组成.示意图如图２

所示,三维清洗喷头进入大容器内部,运行轨迹为堵头到阀门口的直线行程,清洗流程如下.

图２　高压水三维清洗装置示意图

３　结束语

高压水三维清洗器清洗工艺高压水三维清洗器清洗工艺与传统六氟化铀容器清洗工艺相比,清
洗效果完全达到标准要求,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不使用化学清洗剂,所产生的废液量大幅减少,在未来

的三废处理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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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ResearchofCleaningLargeUranium
HexafluorideContainer

SHIYeＧhua,LIUYuan,ZHANGJunＧhui,GUOWei,
HENi,XUESanＧkai

(CNNCXinnengNuclearEngineeringCo．,Ltd．,Taiyuan,Shanxi０３００１２,China)

Abstract:thispapersummarizes Thelargeuranium hexafluoridecontainercleaningprocess,

introducesthecurrentdomesticandforeignstatusquoofuraniumhexafluoridecontainercleaning
process,anddetailedintroducesthethreedimensionalnozzleofhighpressurewatercleaningprocess
forthetheory,basicflowandconstitutionoftheplantstructure．Usingthreedimensionalhigh
pressurewaterquotaheadtocleanuraniumhexafluoridecontainerscanavoidtheuseofsodium
carbonatesolutionandhydrogenperoxide．Amountofliquidreducesharply．Whenthecontainer
finishedcleaning,usecameratestingagencytotest,itsolvedthedifficultproblemofcontainer
observationinconvenience,couldobservetheinnerwallofthecontainerindifferentpartsof
cleaning,remoteproductionmonitorandcontrolqualitytraceability．Verifiedbyproductionpractice,

thehighＧpressurewaterthreedimensionalnozzlecleaningtechnologycomparedwithtraditional
uraniumhexafluoridecontainercleaningprocess,thecleaningeffectiscompletelymeetthestandard
requirements,improvetheproductionefficiency,doesnotusechemicalcleaningagents,decrease
wasteliquorisabout８０％,achievethepurposeofenergyconservationandemissionsreduction．
Keywords:Largeuraniumhexafluoridecontainer;Cleaning;Highpressurewater;Threedimensional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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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水处理中微量氨的脱除技术

郭　伟,刘　源,时烨华,贺　霓,刘　博,张俊辉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随着环保管理制度的加强,放射性废水中氨的排放问题成为继铀、氟之后又一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结合放射

性废水处理工艺中氨的引入、氨的存在工序,以及废水中氨的含量,通过对几种氨氮脱除方法的比较,提出一种放射性

废水中微量氨脱除的处理工艺.

关键词:放射性废水;微量氨;脱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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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转化系统产生的放射性废水主要是含铀含氟废水,处理的目的是回收铀后将其中的氟离子去

除,使废水能达标排放.铀的回收采用“吸附＋沉淀”法,将铀转至解吸液中再以重铀酸铵固体物形式

回收.在沉淀过程中引入氨使得排放废水中增加了铵离子.由于处理的再生液量少、引入的铵离子

浓度低,沉淀母液与吸附尾水混合处理,所以排放废水中微量氨的存在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环

保管理制度的加强以及核设施向内地、沿海地区发展的趋势,放射性废水中这部分微量氨的存在成为

继铀、氟后的又一关注焦点.本文就放射性废水在铀回收阶段引入的微量氨的去除展开讨论,致以选

择一种更适合的处理方法,为工业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１　放射性废水中氨的引入及废水中氨含量

铀转化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处理工艺为“吸附＋消石灰沉淀”的组合,工艺过程为:[U]＜１g/L、
[F－]＜１５g/L的废水通过树脂或硅胶将其中游离态的铀进行吸附,吸附尾水去消石灰沉淀系统沉淀

去氟;吸附饱和后利用再生剂对树脂/硅胶进行解吸,铀浓度较高的解吸液中加酸去除碳酸根离子后

再加入过量的氨水,使其中的铀生成重铀酸铵,经过滤、干燥、煅烧,铀以氧化物的形式回收,从而实现

了铀的回收,产生的沉淀母液与吸附后的尾水混合,去消石灰沉淀工序除氟,工艺原理流程图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现有的工艺原理流程图

在以上处理工艺中,加入过量的氨水,过剩量２~３g/L.废水中平均铀含量按２００mg/L计,以

１０００m３ 废水为例产生再生液约２０m３,沉淀处理后混合废水中氨含量约５０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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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废水中氨氮处理方法

２．１　精馏法

精馏法回收氨是基于氨与水分子相对挥发度的差异,在精馏塔内通过气液平衡将氨以分子形式

从废水中分离出来,以氨水或液氨的形式从塔顶排出,经冷凝器冷却至常温成为高纯氨水进行回收,
塔底的馏出液则实现了氨的脱除.

本方法适用于氨浓度高、生产规模较大的工艺流程.并不适用于放射性废水处理中微量氨的脱

除,因此下文不再赘述.

２．２　化学沉淀法

化学沉淀法是向含有氨氮的废水中加入镁盐、磷酸或磷酸氢盐,使水中的铵根离子反应生成磷酸

氨镁沉淀(MgNH４PO４６H２O),从而实现废水中氨氮的脱除.反应方程式如下:

Mg２＋＋NH﹢
４ ＋PO３－４ ＝MgNH４PO４

有学者探讨了不同操作条件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发现在pH为８．５~９．５的条件下,投加的药剂

Mg２＋∶NH＋
４ ∶PO３－４ (摩尔比)为１．４∶１∶０．８时,废水氨氮的去除率达９９％以上,出水氨氮的质量浓

度由２g/L降至１５mg/L[１].
本方法适宜用于废水混合前沉淀母液中氨的去除,即对引入氨的工位———铵盐沉淀母液单独收

集处理.但由于废水中铀含量较高.沉淀物中夹带大量的铀,同时沉淀母液直接去后续处理不利于

铀的回收,易造成废液中铀的损失.

２．３　膜分离法

膜分离法去除氨氮的原理是利用膜对氨氮的选择透过性将氨氮浓集于一侧集中处理,剩余的产

水则实现了氨氮的脱离,从而达到了减容处理的目的.膜技术包括超滤、纳滤、反渗透(RO)和电渗析

等方法[２].影响膜分离法处理效果的因素有操作压力(电压)、pH、温度、初始浓度、膜特性等.德国

Inlenberg[３]渗滤液处理厂采用反渗透法处理沉积污水,氨氮含量从５７７mg/L降到８mg/L,去除率达

到９８．５４％,去除效果明显.
资料介绍,该方法适宜于pH＜７的废水中氨的去除,应用于前述的放射性废水,需先将放射性废

水加酸调节pH.

２．４　离子交换法

离子交换是不溶性离子化合物(离子交换剂)上的可交换离子与溶液中的其他同性离子的交换反

应,是一种特殊的吸附过程.用离子交换法去除氨氮时,常用离子交换剂沸石、活性炭等,也有报导采

用合成树脂.由于斜发沸石对NH＋
４ 具有强选择性且价廉易得,因此工程上常用斜发沸石作为氨氮废

水的吸附材料.影响斜发沸石处理效果的因素有粒径、进水氨氮浓度、接触时间、pH等[４].
适用于氨含量低的废水,当废水中的氨含量偏高时,树脂饱和周期短,操作过于频繁,再生剂消耗

量大,同时再生液中的氨还需进一步处理.

２．５　吹脱法

在碱性环境下铵根离子主要以氨气的形式存在,因此在碱性环境下可利用压缩空气将氨氮从废

液中载带出来,从而去除废水中的氨氮.影响吹脱效率的因素主要有pH、温度、气液比、气体流速、初
始浓度等[５].王文斌等[c]利用吹脱法处理垃圾渗滤液中的氨氮,通过控制温度、气液比和pH等参数

发现,在水温大于２５℃、气液比控制在约３５００、渗滤液pH 控制在约１０．５,对于氨氮浓度高达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mg/L的垃圾渗滤液去除率可达到９０％以上.
适用于高浓度的氨氮废水的预处理,经过吹脱后的氨出水浓度偏高(２００mg/L以上),无法满足

排放要求,需配合氨氮深度处理方法.
表１列举了上述几种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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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脱氨工艺的各种方法比较

方法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化学沉淀法 工艺简单,操作便捷,影响因

素少

受磷酸铁镁溶度积的限制,当废水中的氨

氮浓度到达一定限值时,去除效果不明显

各种浓度废水,尤其适用

于高浓度氨氮废水

膜分离法 效果稳定、操作简便 可以实现铵根离子的浓集,但不能根除废

水中的铵根离子,需与其他方法联用

中低浓度的氨氮废水

离子交换法 投资小、工艺简单、操作方便 树脂存在再生、反洗等步骤,工艺流程长,

且产生的再生液存在二次污染问题,对原

水水质要求较高

低浓度的氨氮废水

吹脱法 效率稳定、操作简单、容易控制 能耗大、吹脱的尾气存在二次污染、出水

的氨氮浓度偏高

各种浓度废水,尤其适用

于高浓度氨氮废水

　注:氨氮浓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浓度大于５００mg/L时称为高浓度氨氮废水,介于５０~５００mg/L时称

为中浓度氨氮废水,小于等于５０mg/L时称为低浓度氨氮废水[６]

３　放射性废水处理中微量氨的脱除技术的探讨

放射性废水处理中微量氨的脱除思路可为分散稀释处理和集中处理.其中,分散稀释处理是将

沉淀母液与吸附尾水混合起来,此种方法稀释了氨的含量但增大了废水的处理量;集中处理是将沉淀

母液部分的含氨废水集中处理,实现废水量最小化但氨浓度偏高.

图２　改进后的工艺原理流程图

针对处理废水的具体情况,结合以上处理方法,对上述方法进行综合比较:
其中,仅有化学沉淀法能够实现将沉淀母液集中处理,达到脱除氨的目的,但由于沉淀母液中的

铀含量较高(约５０mg/L),故采用化学沉淀法会造成废液中铀的损失,因此不建议采用化学沉淀法.
而膜分离法、离子交换法及吹脱法均不能实现氨的直接脱除,需与其他方法进行联用,故考虑采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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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艺.鉴于沉淀母液中的铀含量较高有必要进一步回收,同时吸附后的尾水也存在微量的铀,因此

将沉淀母液与吸附尾水混合,在工艺流程中引入浓集铀的膜,旨在进一步回收吸附尾水及沉淀母液中

的铀,将膜处理后产生的浓水返回吸附工序进行铀回收,产生的淡水则实现了铀的去除.再通过离子

交换柱将废水中的铵根离子与氟离子分离,再生液中的铵根离子采用镁盐沉淀法去除,将产生的沉淀

过滤、桶装收集,经过离子交换后的尾水中实现了氨的脱除.为了提高含氟废水的处理效率,将浓集

氟的膜引入到含氟废水的处理流程中,通过膜的选择透过性,约７０％的淡水实现回用,约３０％的浓水

送至消石灰沉淀.改进后的工艺原理流程图如图２所示.

４　结论

本文通过对多种氨的脱除方法进行比选、组合,最终确定了一种以“膜分离＋离子交换＋化学沉

淀”的放射性废水中微量氨的脱除组合工艺,并对原有的废水处理工艺进行了优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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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转化厂含氟废水处理新工艺探讨

刘　源,郭　伟,贺　霓,时烨华,周少强,秦皓辰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铀转化厂传统的含氟废水处理工艺主要是利用消石灰沉淀法来实现,但消石灰沉淀法存在尾水难以达标排放、

泥渣沉降慢及废固产生量大等问题,难以满足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本文通过对现有主流“零排放”技术进行探讨,寻
求一种新的含氟废水处理工艺.根据铀转化厂产生废水的特性,选取了几种干燥技术,分别从干燥原理、影响因素、优
缺点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进行对比,选择喷雾干燥为适合的主工艺路线.同时,为解决喷雾干燥装置能耗大、效率低

的问题引入蒸发浓缩技术,并对不同的蒸发方式进行对比,最终确定了含氟废水的处理路线为“MVR蒸发浓缩＋喷雾

干燥”,实现了固体废物的减容及废水的循环利用.

关键词:含氟废水;喷雾干燥;M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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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转化厂传统的含氟废水处理工艺为消石灰沉淀法,将废水中的F－以CaF２ 的形式沉淀下来,该
工艺过程为化学反应过程,化学反应方程式如下:

Ca(OH)２＋F－ →CaF２↓
该工艺过程将废水送至消石灰沉淀反应器中加入工业级Ca(OH)２ 搅拌反应,同时加入CaCl２,利

用同离子效应促进氟化钙的生成,反应浆送至沉降槽物理沉降后,所得的滤液由排放扬液器收集、检
测合格后排入生产下水管网,形成的石灰渣送地下渣库暂存.由于消石灰在水中溶解度极低,因此,
该工艺路线消耗大量的消石灰,并产生大量的固体废渣,同时存在废水难以达标排放等问题,难以满

足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
企业必须不断减少废水及污染物的排放,朝着废水“零排放”[１]的目标努力.所谓“零排放”是指

无限地减少污染物和能源排放直至为零的活动,即利用清洁生产,３R(Reduce,Reuse,Recycle)及生态

产业等技术,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完全循环利用,从而不给大气、水体和土壤遗留任何废弃物[２].一方

面要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直至减少到零;另一方面,要将已排放出的废弃物资源化,最终实

现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有的主流技术是综合应用膜分离、蒸发结晶、干燥等物理、化学、生
化过程,将废水当中的固体杂质浓缩至一定浓度,实现大部分水的循环利用,剩余少量伴随固体废料

的废水,通过干燥装置使废水中的水分与盐类分离开,将干燥的盐分置于废物桶中收集起来,达到固

体废物减容处理,从而实现废水的“零排放”[３].
针对铀转化厂含铀含氟废水含盐量高的特点,因此,将含氟废水中的盐分分离出来,可以采用干

燥的物理过程,实现废水中盐分与水分的分离,而分离的关键在于干燥装置的选取,干燥的方法及装

置有很多,如:真空干燥、喷雾干燥、微波干燥等.下面分别对这些干燥装置的工作原理及优缺点进行

比较,从而选择适合含氟废水处理的干燥装置.

１　干燥方式的确定

１．１　真空干燥

真空干燥又名解析干燥,是一种将物料置于负压条件下,通过加热达到负压状态下的沸点,或者

降温使得物料凝固后来干燥物料的方式.真空干燥具有干燥工艺成熟、适用于热敏性物料、干燥温度

低、水分易蒸发、干燥时间短等优点,但存在设备价格及生产运行成本高、不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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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４].图１为真空干燥装置工程实例.

图１　真空干燥装置

１．２　喷雾干燥

喷雾干燥是系统化技术应用于物料干燥的一种方法[５].在干燥室中将稀物料经雾化后,在与热

空气的接触中,水分迅速汽化,得到干燥产品.该法能直接使溶液、乳浊液干燥成粉状或颗粒状制

品[６].喷雾干燥工程实例见图２.

图２　喷雾干燥装置

喷雾干燥具有以下优点:
(１)干燥速度十分迅速,料液滴经雾化后表面积增大,在高温气流中瞬间就蒸发了９５％~９８％的

水分,完成干燥的时间一般约５~４０s;
(２)产品具有良好的分散性,流动性和溶解性;
(３)生产过程简化,操作控制方便.喷雾干燥通常用于处理湿含量４０％~９０％的溶液,不经浓缩,

同样能一次干燥成粉状产品,大部分产品干燥后不需要再粉碎和筛选,减少了生产工序,简化了生产

工艺.对产品的粒径,松密度、水分在一定范围内,可改变其操作条件进行调整,便于自动控制;
(４)防止粉尘飞扬,改善生产环境,由于喷雾干燥是在密闭的干燥塔内进行,避免了干燥产品粉尘

的大量飞扬,改善生产环境;
(５)适合于连续化大规模生产,现代喷雾干燥技术的发展,能够满足大规模生产的要求.
当热风温度低于１５０℃时,体积传热系数较低、蒸发强度小、干燥塔的体积比较庞大、投资大,废

气加回收微粒的分离装置要求较高,当干燥粒径较小的产品时,废气中夹带较多的微小颗粒,必须选

用高效的分离装置,结构比较复杂,费用较高[７].

１．３　微波干燥

微波干燥[８]不同于传统的干燥方式,其热传导方向与水分扩散方向相同.与传统干燥方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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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干燥速率大、节能、生产效率高、干燥均匀、清洁生产、易实现自动化控制和提高产品质量等优点,
因而在干燥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图３为微波干燥工程实例.

图３　微波干燥装置

微波干燥具有干燥速度快、产品干燥均匀、选择性加热及无噪音污染等优点.但存在设备费用

高、运行成本高等缺点,且微波干燥技术主要应用于食品、药品行业,在废水处理领域的应用较少,技
术的成熟、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种干燥方式对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三种干燥装置对比

真空干燥 喷雾干燥 微波干燥

优点 干燥速率快 干燥速率快、工艺流程短、易操作 干燥速率快、干燥均匀

缺点 费用高 费用高、加热效率低 费用高

适用范围 热敏性物料、实验室或小型生产规模 热敏性物料、连续化大规模生产 食品、药品

以３０００tU/a的铀转化生产厂为例,每年生产运行产生的废水约３０００m３,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

出,真空干燥和微波干燥均不适用于工业废水的大规模处理,且喷雾干燥装置具有干燥速率快、工艺

流程短,操作控制方便,易于实现自动化、适合于连续化大规模生产等优点.因此喷雾干燥技术更适

用于工业化含氟废水的处理.

２　蒸发方式的确定

通过上述对比得知,喷雾干燥装置存在能耗大、效率低的问题,因此考虑组合工艺,通过增加浓缩

装置从而降低喷雾干燥的能耗.由于铀纯化转化厂产生的废水中的氟盐含量较高,溶液里含有大量

的NaF,而 NaF的溶解度较低,在蒸发浓缩过程中极易结晶析出,因此易造成浓缩设备的结垢.因

此,浓缩装置选择的前提条件具备防结垢的特点.浓缩装置较为常用且技术成熟的是蒸发器,在工业

上,常用的防结垢蒸发器有刮板式蒸发器、MVR蒸发器、列文蒸发器等.下面分别对这些蒸发器的工

作原理及优缺点进行比较,从而选择适合的浓缩装置.

２．１　刮板蒸发器

刮板蒸发器是利用旋转刮片的刮带作用,使液体分布在加热管壁上,它的突出优点是对物料的适

应性很强,例如对于高黏度、热敏性和易结晶、结垢的物料都能适用.它的壳体外部装有加热蒸汽

夹套,其内部装有可旋转的搅拌刮片,旋转刮片有固定的和活动的两种.前者与壳体内壁的间隙为

０．７５~１．５mm,后者与器壁的间隙随搅拌轴的转数而变.料液由蒸发器上部沿切线方向加入后,在
重力和旋转刮片带动下,溶液在壳体内壁上形成下旋的薄膜,并在下降过程中不断被蒸发浓缩,在底

部得到浓缩液.
但刮板式蒸发器结构过于复杂,动力消耗大,传热面积小,处理能力有限,若出现结垢现象时检修

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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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MVR蒸发器

MVR是机械式蒸汽再压缩技术(MechanicalVaporRecompression)的简称,是一种应用于蒸发

过程中的重要节能技术.MVR通过重新利用它自身产生的二次蒸汽的能量,从而减少对外界能源需

求 MVR蒸发器其工作过程是将低温的蒸汽经压缩机压缩,提高蒸汽温度和压力,增大热焓,然后进

入换热器(蒸发器或加热器)冷凝传热,使料液维持沸腾蒸发状态,加热蒸汽则释放潜热后转变成冷凝

水排出.MVR技术的核心是充分的保留和利用了二次蒸汽的汽化潜热,系统只在启动时需要外部蒸

汽,达到正常蒸发之后,由压缩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热能循环,整个蒸发过程中不使用或者少量使用

生蒸汽(用于压缩机轴封和母液的保温).

MVR蒸发浓缩装置适用于蒸发浓缩、蒸发结晶、低温蒸发等领域,同时运行平稳、低能耗、低运行

成本,工艺流程简单,自动化程度高,尤其适用于工业应用.

２．３　列文蒸发器

列文蒸发器的特点是在加热室的上部增设沸腾室.加热室内的溶液由于受到这一段附加液柱的

作用,只有上升到沸腾室时才能汽化.在沸腾室上方装有纵向隔板,其作用是防止气泡长大.此外,
因循环管不被加热,使溶液循环的推动力较大.循环管的高度一般为７~８m,其截面积约为加热管总

截面积的２００％~３５０％,因此循环管内的流动阻力较小.
列文蒸发器的优点是循环速度大,传热效果好,由于溶液在加热管中不沸腾,可以避免在加热管

中析出晶体,故适用于处理有晶体析出或易结垢的溶液,其缺点是设备庞大,需要的厂房高.此外,由
于液层静压力大,故要求加热蒸汽的压力较高,能耗大.

将上述三种蒸发器进行对比,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三种蒸发器比较

刮板蒸发器 MVR蒸发器 列文蒸发器

优点 对物料的适应性强防结垢 热效率高、节省能源、防结垢、运行

成本低

循环速度大、传热效果好、

防结垢

缺点 动力消耗大、传热面积小、结构复杂、

检修困难

设备费用高 设备庞大、蒸汽耗量大

适用范围 高黏度、热敏性和易结晶、结垢的物料 蒸发浓缩、蒸发结晶、低温蒸发 有晶体析出或易结垢的溶液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以上三种蒸发器均具有防结垢的特点,适用于铀转化厂废水中氟化物易

结晶析出的特性.相比之下,刮板蒸发器的设备较为复杂,且检修较困难,列文蒸发器的蒸汽耗量大,
不符合节能的环保要求.MVR蒸发器除具有防结垢的优点外,还具有运行平稳、低能耗、运行成本

低、工艺流程简单、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更适用于铀转化厂含氟废水的大规模处理,因此,含氟废水

处理的浓缩装置选择 MVR蒸发浓缩装置.

３　结论

通过上述比较确定了铀转化厂含氟废水处理工艺的技术方案为“MVR蒸发浓缩＋喷雾干燥”的
组合工艺路线,与传统的消石灰沉淀法相比,该工艺路线未添加任何的试剂,减轻了劳动人员的工作

强度,改善了工作环境,且生产效率高,大大减少了固体废物的产生,实现了废水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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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TreatmentofFluorineWasteWaterfrom
UraniumConversionPlants

LIUYuan,GUOWei,HENi,SHIYeＧhua,
ZHOUShaoＧqiang,QINHaoＧchen

(XinnengNuclearEngineeringCo．,Ltd．,ofCNNC,Taiyuan,Shanxi０３００１２,China)

Abstract:Intheuraniumconversionplants,thetraditionalfluoridewastewatertreatmentprocessis
mainlyhydratedlimeprecipitation．Buthydratedlimeprecipitationisdifficulttosatisfythetail
water,sludgesedimentationisslowandmuchsolidwaste．Soitisdifficulttomeettheincreasingly
stringentenvironmentalrequirements．Inthisarticle,thezeroemissionstechnologyisdiscussedto
findanew methodofdealingwithfluoridewastewater．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waste
waterfromuraniumpurificationtransformation,severaldryingtechnologywerechoosedheretobe
disscussed．Bycomparedwiththeprinciples,influencefactors,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and
applicablescopeetc．,thespraydryingtechnologywassuitableforthesystem．Andthen,inorderto
solvethehugeenergyconsumptionandlow efficiencyproblem ofspraydryingtechnology,

evaporationconcentrationtechnologyischoosed,andalsocompareddifferentwaysofevaporation
concentration．Ultimatelydeterminethefluoridewastewatertreatmentprocessoffluorinewaste
waterfromnuclearplantsisMVRevaporationconcentrationandspraydryingcombinationprocess．
Asaresult,theamountofsolidwasteisgreatlyreducedandthewastewatercanbereused．
Keywords:Fluoridewastewater;Spraydrying;M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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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工艺研究与应用

郭晓东,常玉珍,许德杰
(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陕西 汉中７２３３１２)

摘要:通过实验室小试和现场试验,研究了在超声波的作用下,零价铁对含铀废水中铀的去除效果.试验结果表明,铀
浓度为毫克级到克级的含铀废水(清洗盛装过六氟化铀容器所产生),pH在３~４的情况下,废水中加入适量的零价

铁,同时在超声波的作用下,反应３０~４０min后,将含铀废水pH调至８~１２后进行过滤.通过一到三次处理,可将废

水中的铀浓度处理至５０μg/L以下,铀浓度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除铀效果良好.相对于树脂吸附工艺,新的处理方法

对减少外排废水量、工序简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含铀废水;零价铁;超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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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铀专用容器在铀浓缩工厂周转使用过程中,需进行清洗工作,清洗所产生的含铀废水处理

合格后才能够进行排放.含铀废水处理一般采用的是传统工艺,即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法以及蒸发

浓缩法,传统含铀废水处理工艺工序多,公司目前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含铀废水处理工作,目前,一
些工厂采用膜技术处理含铀废水,来简化操作工序,提高系统自动化水平,资料显示,近些年,国内外

有对零价铁材料处理含铀废水工作在实验室进行了研究.为了验证其在实际生产中的可行性,开展

了超声波协同零价铁处理含铀废水科研项目.

１　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机理及工艺流程

１．１　超声波处理含铀废水除铀机理

１．１．１　零价铁处理含铀废水机理及特点

零价铁粉化学性质活泼,颜色为银白色或灰色,是一种坚硬又同时具有延展性的金属,具有一定

的比表面积.铁的电负性很大,是一种较强的还原剂,可将氧化性较强的化合物、离子及某些有机物

还原,还可将排于其后的金属置换出来并沉积在其表面上.二价铁离子也具有还原性.因而当水中

有氧化剂存在时,二价铁离子可进一步被氧化成三价铁离子,并在适宜的pH条件下,形成铁的氢氧

化物沉淀.
利用零价铁的物理化学性质,将零价铁应用于去除含铀污染物的机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１)还原沉淀机理[１].零价铁材料处理含铀废水的还原沉淀机理已经逐渐被大家所了解:零价铁

是较强的还原剂,在电化学溶蚀产物上.通过在零价铁表面的直接的电子转移使 UO２＋２ 发生还原反

应.当系统中含有足够量的零价铁及溶蚀产物(氢氧化铁)不多时,UO２＋２ 主要被还原为四价铀并且沉

淀到铁的表面上.
(２)微电解作用[２].零价铁具有电化学特性,其电极反应的产物中的[H]和Fe２＋ 能与废水中很

多离子组分(其中也包括铀离子)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将很多污染物还原.利用铁屑中的铁和碳组分

(或另外加入的焦炭等)构成原电池,以冲入的污水(pH为３~６)为电解质溶液,纯铁为阳极,碳和杂

质为阴极,发生电极反应[３].
(３)混凝吸附作用[４].零价铁粉在处理铀(Ⅵ)时会产生絮状氢氧化亚铁和氢氧化铁沉淀等,絮状

的沉淀在析出过程中,对铀酰离子具有优良的吸附能力,从而可以改善铀酰离子的沉降性能.并且氢

氧化亚铁和氢氧化铁还可能继续水解,形成具有很强的凝聚性能的Fe(OH)２＋２ 、Fe(OH)２＋ 等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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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５].Fe(OH)＋２ 胶粒带有正电荷,通过对碳酸铀酰络阴离子的吸附而使电性中和,碳酸铀酰络阴离

子电荷量的降低,排斥能也随之减少,有利于絮凝沉淀[６],这些水解产物的吸附是铀主要的去除过

程[７].零价铁形成的氢氧化物凝胶核表面可直接吸附带有异号电荷的胶粒、离子等来降低电动电位,
使胶体脱稳.

零价铁粉处理污染废水的特点具有以下两方面:
(１)来源广泛,经济合理.零价铁粉价格低廉,并且容易获得,用它来处理污染废水,效果相对显

著,并具有成本优势.
(２)性质活泼,实用性强.可用来同时处理含铀多种污染元素的污水,工艺流程相对简单,易于实

现工业化处理.

１．１．２　超声波的作用机理

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与媒介相互作用,会产生一系列的光学、热学、电学和化学等效应,改变媒质

的一些化学、物理和生物特性,加快这种改变的过程.这些效应可归结为以下三种基本作用:

①机械作用:超声波是以机械能量的形式进行传播,在液体中传播时质点位移振幅很小,但引起

的质点加速度却非常大,在液体中传播时会产生快速而激烈的机械运动;

②空化作用:当超声波在液体媒质中传播时,会在液体中产生气泡或空穴.在气泡迅速收缩时,
气泡内的蒸汽或气体被压缩会产生约５０００℃的局部高温,液相反应温度达２０００K左右,和约

５０MPa的局部高压,温度变化率高达１．０×１０９K/s,以及并伴生时速达４００m的射流和强烈冲击波,
同时在水溶液中也会产生OH自由基,促进相界面和均相界面的更新和扰动,加速传热和传质.超声

波工作的基本原理是空化效应;

③热作用:超声波在媒质中传播,其振动能量被媒质不断吸收转变为热能,引起媒质及空化形成

激波时波前处和边界外的局部温度等升高.

１．１．３　超声波处理含铀废水除铀机理

含铀废水中加入零价铁粉,通过零价铁粉的还原作用、微电解作用以及混凝吸附作用,同时协同

超声波的空化作用、机械作用和热作用,为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工艺除铀的基本原理 .

２　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试验情况

２．１　实验室小试

２．１．１　试验仪器及材料

零价铁粉;氢氧化钠溶液;硝酸;搅拌器;超声波发生器;布氏漏斗、烧杯;小型真空泵等.

２．１．２　分析仪器与方法

分析仪器:７２３N可见分光光度计;WGJＧⅢ微量铀分析仪

分析方法:亚钛钒酸铵容量法;铀试剂Ⅲ比色法;液体激光法

２．１．３　试验对象

分别针对５种废水开展了实验研究:
废水１:吸附尾液,铀含量３００μg/L,pH为１０;
废水２:吸附原液,铀含量３６１．９mg/L,pH为１０;
废水３:碱洗液,铀含量５７６mg/L,pH为１０;
废水４:水解液,铀含量３．５g/L,pH为１．５;
废水５:水解液,铀含量３．２g/L,pH为１~２.

２．１．４　小试试验数据表(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对于铀浓度为３００μg/L的吸附尾液,经过一次超声波处理铀浓度可达到低于

５０μg/L的要求;对于铀浓度为３００~６００mg/L的吸附原液和碱洗液,经过两次超声波处理铀浓度可

达到低于５０μg/L的要求;对于铀浓度为３g/L左右的水解液,经过两到三次超声波处理铀浓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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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低于５０μg/L的要求.采用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方法可行,效果良好,除铀率达９９．９９％.

表１　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实验室小试数据表

序号 处理量/ml 处理次数 处理后废水铀浓度/(μg/L) 处理对象

１ ６００ 一次处理 ３．７ 废水１

２ ８００ 两次处理 １０．９ 废水２

３ ８００ 两次处理 １．２ 废水３

４ ８００ 两次处理 ８．４ 废水４

５ １０００ 三次处理 ２０．０ 废水５

２．２　现场试验

２．２．１　现场试验情况

在现场共开展了２批含铀废水现场试验,情况如下

第一批试验水解液量为２００L,铀浓度为２．７g/L,经过三段处理,滤液扬液器中废水铀浓度为

１．２mg/L,除铀率为９９．９６％.从同时期反应槽内取样、过滤分析数据表明,经过三段处理,铀浓度为

３７．３６μg/L,除铀率为９９．９９％.第二批试验水解液量为２００L,铀浓度为３．０g/L,经过三段处理,滤
液扬液器中废水铀浓度为１．５mg/L,除铀率为９９．９５％.从同时期反应槽内取样、过滤分析数据表

明,经过三段处理,铀浓度为２７．４７μg/L,除铀率为９９．９９％,除铀效果良好.
从这两批试验结果来看,与实验室小试结果相符,通过三段处理,可将铀浓度为３g/L左右的废

水处理至５０μg/L以下.

２．２．２　现场试验数据表

现场试验数据情况见表２.

表２　水解液现场试验数据表

处理前 废水铀含量 ２．７g/L ３．０g/L

１ 滤液铀含量 ２５８．４mg/L(２４．３mg/L) １７．９mg/L(１２．６mg/L)

２ 滤液铀含量 ５．６mg/L(８０μg/L) １９．１mg/L(５４．９５μg/L)

３ 滤液铀含量 １．２mg/L(３７．３６μg/L) １．５mg/L(２７．４７μg/L)

　注:括号内铀浓度为反应槽内液体在实验室过滤后样品分析所得数据.括号前为扬液器内液体取样分析所得数据.

２．２．３　试验数据分析

滤液扬液器内取样分析结果高于反应槽内液体取样、过滤分析数据,主要原因为在处理过程中,
共用一个过滤器、部分管道所致,存在高浓、低浓液体交叉污染现象.同时扬液器内始终有约０．５L
的液体不能转走,会影响下一段处理的结果.

２．２．４　现场试验小结

从２批现场试验情况来看,采用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可以将铀浓度为克级的含铀废水处理至

５０μg/L以下,处理后铀浓度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除铀率为９９．９９％,除铀效果良好.采用超声波法处

理含铀废水方法可行.

３　结论

(１)超声波法处理含铀废水新工艺采用３段处理,可将废水中铀浓度处理至５０μg/L以下,除铀

率达９９．９９％,新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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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工艺可以替代原树脂吸附工艺,不再需要进行树脂塔解析以及钠盐沉淀工序,减少了操作

工序,优化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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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ayandApplicationofUltrasonicTreamentof
UraniumContainingWasterwater

GuoXiaoＧdong,ChangYuＧzhen,XuDeＧjie
(CNNCShaanxiUraniumEnrichmentCo,Ltd,ShaanxiHanzhong７２３３１２)

Abstract:Throughtlaboratorytestandfieldtest,studiedundertheactionofultrasonicwave,the
removaleffectofuraniuminuraniumcontainingwasterwaterbyzeroＧvalentiron．Thetestresults
showthattheconcentrationofuraniumcontainingwasterwatermilligramtogramgradeunderthe
conditionofpHin３Ｇ４,addingtherightamountofzeroＧvalentironinwasterwater,andunderthe
actionofultrasonicwave,３０minＧ４０minreaction,theuraniumcontainingwasterwaterpHto８－１２
filter．Throughtreatment,theconcentrationofuraniuminwasterwatercanbetreatedbelow５０ug/l,

andtheuraniumconcentrationcanreachthenationaldischargestandard．Comparedwiththeresin
adsorptionprocess,thenewtreamentmethodisofgreatsignificancetoreducethewasterwaterand
simplifytheprocess．
Keywords:Uraniumcontainingwasterwater;ZeroＧvalentiron;Ultras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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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谱法测定模拟高放废液煅烧物中硝酸根

朱海巧,张倩慈,常志远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高放废液煅烧过程中硝酸根的含量是高放废液煅烧工艺的重要参数.本文利用拉曼光谱散射原理,研究得到了硝

酸根的NＧO对称伸缩振动拉曼散射峰(１０４７cm－１).以高氯酸根作为内标物,与硝酸根组成相对强度,对硝酸根含量进

行了研究.消除了拉曼信号强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对测量结果引入的偏差,建立了激光拉曼光谱法定量测定高放

废液煅烧物中硝酸根的分析方法.以硝酸根离子拉曼光谱特征峰强度与高氯酸根离子拉曼光谱特征峰(９３４cm－１)强度

之比值对硝酸根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硝酸根浓度线性范围为０．０１~１．６０mol/L时,线性方程为y＝４．５３４６x－

０．００８７,R２＝０．９９９９,方法定量检测下限为０．０２８５mol/L.采用该方法测定模拟高放废液煅烧物中的硝酸根,测定值与

配制值相比,相对误差小于５％,测量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１．５％(n＝６).该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检测快速、制样简

单、取样量小等优点.

关键词:高放废液煅烧物;硝酸根;定量测定;拉曼光谱法;煅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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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机组运行、乏燃料后处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高放废液.而如何安全有效地处理与处置高放

废液,使其最大限度地与生物圈隔离,是影响核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１Ｇ２].国内外学

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认为玻璃固化技术是实现高放废液“固化处理一深地质处置”方案的最佳固化

技术[３].
玻璃固化工艺技术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其中两步法比一步法多了蒸发煅烧工艺.蒸发煅烧物

是为了去除废液中的水分和分解其中的硝酸根.煅烧工艺过程主要包括高放废液的脱硝、蒸发、浓缩

和煅烧,使其转化为氧化物,这些煅烧氧化物多为颗粒状,表面积很大,化学稳定性差,核素的浸出率

高,导热性能较差,再在熔炉中进行玻璃固化以达到减容和稳定化的目的[４Ｇ６].再与玻璃基材以一定

的配比在熔炉中混合,经过高温熔融、澄清、浇注等步骤[７Ｇ８],经退火后使放射性核素固定在玻璃网络

中形成稳定的玻璃固化体.高放废液的蒸发是一个重要脱硝过程,一方面可防止沸腾的浓硝酸对不

锈钢设备的强腐蚀作用;另一方面防止钌在高酸度时的挥发量增加而降低净化效率[９Ｇ１２].显而易见,
硝酸根含量是评价高放废液玻璃固化工艺好坏的重要参数.因此,需要对硝酸根含量其进行准确

测定.
目前,玻璃固化煅烧物中硝酸根的测定未见相关报道.可参照水中硝酸根的测定方法主要有分

光光度法、离子色谱法、还原法、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等[１３].其中分光光度法测定范围宽,抗干扰能力

强,灵敏度高,但其试剂制备麻烦,样品前处理繁琐,样品转移次数多,容易损失,且受氯离子和亚硝酸

根的严重干扰.镉柱还原法受金属离子的干扰,镉柱的制备以及老化过程繁琐,方法操作步骤麻烦,
不适宜大批样品的测定,而且使用镉粉,易造成环境污染.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简便快速,干扰较少,
受到NO－２ 、SO２－３ 及S２O２－３ 的正干扰,高价态阳离子、产生吸收的有机物也会对检测产生影响.离子

色谱法可待测离子含量很高时,需要通过高倍稀释才能测定.由于高放废液玻璃固化体煅烧物样品

中存在大量的金属离子,离子色谱淋洗液为碱性(碳酸根、氢氧根体系),金属离子和淋洗液反应生成

沉淀会堵塞柱子,从而降低柱效.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操作过程简便、快捷、仪器易于密封的新的分析

方法,以实现玻璃固化体煅烧物中硝酸根的测定.本文通过考察拉曼信号强度的影响因素,建立了模

拟高放废液煅烧物中硝酸根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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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与试剂

InVia型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英国雷尼绍公司(Reinshaw),激光源为半导体激光器,激光波长

５３２nm,整个测试在室温(２５℃)常压下完成.
硝酸钠,ACS,９９．０％最低,Alfar公司;无水高氯酸钠,ACS,９８．０％~１０２．０％,Alfar公司;浓硝

酸、磷酸钠、硫酸钠、碳酸钠,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１．２　仪器工作条件

激光光源:５３２nm;激光功率:２０mW;分辨率:１~２cm－１;CCD检测器(５７６×３８４)lecia显微镜;
样品池:玻璃毛细管(长度为１００mm,内径０．５mm,华西医科大学);５０倍短焦物镜;采集时间１０s;累
计次数５次.

１．３　实验方法

将不同浓度的硝酸根溶液吸入毛细管中,用封口膜将毛细管两端封住,再将装有待测样品的毛细

管置于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仪载物台的物镜视野下,利用计算机屏幕上的影像窗口调整焦距,使激光

光斑聚焦于待测样品的内部.以高氯酸根作为内标,在１．２仪器条件下测定模拟高放废液煅烧物中

的NO－３ 的特征拉曼散射峰强度(１０４７cm－１)与ClO－４ 的特征拉曼散射峰(９３４cm－１)强度之比.以

NO－３ 和ClO－４ 的峰强度比值为纵坐标,NO－３ 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工作曲线.通过标准曲线法测

定待测溶液中NO－３ 的浓度.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硝酸根的拉曼光谱

在１．２仪器工作条件下,按照１．３实验方法分别测定浓度为０．０５mol/L,０．１０mol/L,０．２０mol/L,

０．３０mol/L,０．５０mol/L,０．９０mol/L,１．２０mol/L硝酸根溶液的拉曼光谱,光谱图见图１和图２.

图１　０．５０mol/LNaNO３ 溶液拉曼光谱

由图１可以看出,１０４７cm－１处存在硝酸根的特征拉曼散射峰.同时可从图２中看出,NO－３ 的特

征拉曼光谱峰强度随浓度增大而增强.因此,选用１０４７cm－１处NO－３ 的拉曼散射峰作为其定量峰.

２．２　聚焦深度的影响

将１．００mol/L硝酸根溶液密封在毛细管内,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只改变聚焦距离,考查聚焦深

度对硝酸根拉曼峰强度的影响,实验结果列于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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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硝酸根的拉曼光谱

１－１．２０mol/L;２－０．９０mol/L;３－０．５０mol/L;４－０．３０mol/L;５－０．２０mol/L;６－０．１０mol/L;７－０．０５mol/L

表１　聚焦深度的影响

硝酸根浓度/molL－１ 聚焦距离/μm 峰强度

０ ０

８０ ０

１００ ２７９

１１０ ６０３

１２０ ９２９

１３０ １１２２

１．００ １３５ １２６２

１４０ １１１３

１４５ １０７２

１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６０ １０１７

１８０ ８９８

２００ ８０７

从表１可以看出,同一浓度的硝酸根溶液随着聚焦距离不同,所测得的硝酸根１０４７cm－１特征拉

曼散射峰强度不同,由于在实验过程中每次激光的聚焦距离及样品放置位置很难完全一致,为了确保

最终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需要通过内标法来消除这一不利影响因素.

２．３　内标物和定量峰的选择

采用拉曼光谱仪直接测定硝酸根浓度的过程中,由于拉曼光谱的强度受到仪器稳定性和样品的

许多因素影响,包括光源功率的稳定性,样品的自吸收,样品浓度不同引起的折射指数变化,以及溶剂

中背景噪声等难以控制的因素会对拉曼响应峰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因此以直接比较不同浓度样品

间的拉曼峰的强度来定量测定具有一定的困难,需要加入合适的内标以消除影响.
使用内标法时,正确选择内标物类型及浓度十分重要.通常内标物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要类似

于分析物,其信号既不能干扰分析物,又不被试样中其他成分干扰,并且具有易于测量的信号,为了减

少计算响应时的误差,内标物浓度与分析物浓度应控制在同一数量级上.通常水溶液拉曼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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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标物适宜选用ClO－４ .按实验方法对０．４０mol/LClO－４ 和１．６０mol/LNO－３ 的混合溶液进行拉曼

光谱扫描,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NO－３ 和ClO－４ 混合溶液拉曼光谱图

从图３可以看出,ClO－４ 的拉曼特征峰位于９３４cm－１,NO－３ 的N－O对称伸缩振动导致的拉曼特

征峰位于１０４７cm－１,二者峰型清晰尖锐,相互不会造成干扰.因此选择ClO－４ 作为内标物.

２．４　样品池的影响

水的拉曼散射效应很弱,因此使拉曼光谱法可用于研究水溶液,常量液体试样选用常规试样池,
微量液体试样则可用毛细管样品池.

实验室常用毛细管A(内径０．５mm,管长１００mm,上海欣鹏玻璃仪器有限公司)、B(内径０．９~
１．１mm,管长１００mm,上海长城科技仪器公司)、C(内径０．５mm,管长１００mm,华西医科大学仪器

厂).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对３种不同型号的玻璃毛细管进行静态拉曼光谱扫描.实验结果表明,
不同型号毛细管中的拉曼光谱图不同.A和B毛细管有很强的拉曼本底信号,C毛细管没有拉曼本

底信号.定量分析时,不使用内标的情况下,变换毛细管样品池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为了提高方法

的信噪比,实验选用C毛细管进行实验.

２．５　内标物浓度的影响

对０．０１~１．６０mol/LNO－３ 溶液,分别采用浓度为０．１０mol/L,０．２０mol/L,０．３０mol/L,

０．４０mol/L内标物ClO－４ 溶液,以 NO－３ 峰强度与ClO－４ 峰强度的比值为纵坐标,NO－３ 浓度为横坐

标,绘制拉曼光谱标准曲线,结果见表２.

表２　内标物浓度与NO－
３ 的关系

内标物浓度/molL－１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线性范围/molL－１

０．１０ y＝８．９３７６x－０．００４２ ０．９９９４

０．２０ y＝４．５３６１x－０．００９５ ０．９９９９

０．３０ y＝３．０５５７x－０．００７６ ０．９９９９

０．４０ y＝２．２３２９x＋０．００４７ ０．９９９８

０．０１~１．６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虽然内标物浓度发生了改变,但内标物浓度均和NO－３ 浓度在同一数量级上,采
集得到的拉曼光谱数据 NO－３ 与ClO－４ 峰强度比与 NO－３ 浓度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实验选择

ClO－４ 内标溶液浓度为０．２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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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工作曲线与检出限

　 　图４　NO－３ 硝酸根的工作曲线

配制一系列不同浓度的NO－３ 溶液,浓度范围为０．０１~
６．５mol/L,用０．２０mol/LClO－４ 溶液作为内标,以NO－３ 和

ClO－４ 的峰强度比值为纵坐标,NO－３ 浓度为横坐标,按照选

定的实验条件进行拉曼光谱扫描,结果如表４所示.
从图４可以看出,当NO－３ 浓度大于２．０mol/L时,峰

强度比与其不再呈线性关系.
在NO－３ 浓度为０．０１~１．６０mol/L范围内绘制工作曲

线,NO－３ 浓度为横坐标,得到线性方程y＝４．５３４６x－
０．００８７和线性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９９.参照文献[１５],０．０１
mol/LNO－３ 拉曼信号强度为１５９７,噪声信号为４６０,信噪

比位３．４７２,可计算出NO－３ 检出限为０．００８６mol/L,方法

定量检测下限为０．０２８５mol/L.

２．７　精密度和准确度实验

参考燃耗为３３GWd/tU的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的高放废液组分[１６],配制介质为２．０mol/L
硝酸的系列模拟高放废液,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煅烧和浸取,实验得到的浸取液采用拉曼光谱进

行测定,结果见表３.

表３　精密度实验结果(n＝６)

理论值/molL－１ 测量值/molL－１ 平均值/molL－１ RSD/％ 相对误差/％

０．０５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５２０ ０．９ ４．０

０．２０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３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０

０．２０１ ０．９ ０．５０

０．９０

０．８９９

０．９０６

０．８９４

０．９１８

０．９２０

０．９０４

０．９０７ １．１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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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样品测量

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对模拟高放废液煅烧物中硝酸根进行测定,实验结果见表４.

表４　玻璃固化体煅烧物浸取液中硝酸根浓度分析结果

样品编号 NO－３ 峰强度 ClO－４ 峰强度 NO－３ 测量值/molL－１

１ ４６７４ ３３４７１ ０．１２

２ １３４８６ ２６２１５ ０．３２

３ １５４６１ ３３４４５ ０．３０

４ １１６１４ ３４２１５ ０．２３

５ ２６９７ ３４０３６ ０．０８

６ ２１６９ ３２２０５ ０．０７

３　结论

本文以高氯酸根为内标物,消除了影响硝酸根拉曼峰强度大小的诸多不利因素,建立了激光拉曼

光谱法测定模拟高放废液煅烧物中硝酸根的分析方法.该方法操作简便、检测快速、制样简单、取样

量小,便于实现在线分析和无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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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NitrateinSimulatedHighLevel
LiquidWasteCalcinatebyLaserRamanSpectrometry

ZHUHaiＧqiao,ZHANGQianＧci,CHANGZhiＧyua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

Abstract:Nitratecontentinsimulatedhighlevelliquidwasteisanimportantduringcalcination．
BasedonthelaserRamanscatteringtheory,thecharacteristicpeakofNO－３ (１０４７cm－１)were
acquired．AnewdeterminationquantitativemethodoftheNO－３ wasestablished,andClO－４ wasused
astheinternalstandardsothatsomeerrorsfromtheequipmentcanbeeliminated．Therewasagood
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theconcentrationofNO－３ andtherelativepeakintensity(NO－３/ClO－４ )in
therangeof０．０１~１．６０mol/L,therelativeerrorwerebetterthan５．０％．Thelimitofquantification
is０．０２８５mol/L．Nitrateinsimulatedhighlevelliquidwastewasdeterminedbythismethod,the
relativeerrorofmeasuredvaluecomparedwiththestandardvalueswaslessthan５．０％．Therelative
standarddeviationofdeterminationresultswaslessthan１．５％ (n＝６)．ThisisanonＧdestructive,

simple,convenienceandaccuratequantitativeanalysismethod．
Keywords:HLLWcalcinate;Nitrate;Quantitativeanalysis;Ramanspectrometry;Cal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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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铀酸铵沉淀母液的纳滤处理技术研究

袁中伟,汪润慈,晏太红,郑卫芳,吕洪彬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重铀酸铵沉淀母液是铀纯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高盐分废液(硝酸铵含量高达３０~４０g/L),很难采用传统的蒸发

浓缩工艺实现放射性废液的高度浓缩.若采用沉淀、吸附、离子交换等处理工艺,一般需要对料液进行调节,工序繁

琐,且二次废物量较大.纳滤作为一种最近３０年内发展起来的技术,具有实现某些单价离子体系中多价离子和较大

体积分子高度浓缩的潜力.本文在硝酸铵—微量硝酸铀酰体系中,采用商用纳滤膜考察了硝酸铵和硝酸铀酰的纳滤

截留行为,并探讨了碳酸铵的加入对于此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在该体系中,NF２７０纳滤膜对于硝酸铵有着

良好的透过性能,硝酸铵截留率低于１０％;②当跨膜压差为１．５MPa时,NF２７０纳滤膜的铀截留率为９６．８％,与之对

应的透膜通量为８０L/(m２h);③往体系中添加适量的碳酸铵能提高过程的铀截留率至９８％.该技术在重铀酸铵沉

淀母液处理领域有着很好的应用潜力.

关键词:ADU母液;纳滤;铀;硝酸铵;碳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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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放射性废物的妥善处置.重铀酸铵(ADU)沉淀过程是铀纯化与转化过

程的重要步骤.该工序所产生的重铀酸铵沉淀母液具有体积大(约为萃取纯化过程所产生的萃残液

的两倍),盐分高(硝酸铵含量在３５g/L左右)等特点,采用传统的处理方法如蒸发、沉淀、吸附、离子

交换等方法处理起来难度很大.
纳滤膜由于具有纳米级的孔径,并且表面带有电荷,可以实现小分子与大分子,单价离子与高价

离子的分离[１Ｇ２].基于这些特性,纳滤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饮用水制备、水软化、废水处理、废酸和废

碱的回收等领域[３Ｇ６].纳滤技术在核工业领域也有着很好的应用: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CRL实验室

(ChalkRiverLaboratories)采用纳滤技术成功处理了反应堆一回路的冷却硼酸废液,并实现了硼酸的

复用[７];澳大利亚核科学与技术机构(ANSTO)的研究表明纳滤技术适用于处理铀矿废水[８].
注意到重铀酸铵沉淀母液中的常量组分如硝酸铵、氨水通常以单价离子或小分子形式存在,而放

射性核素(主要是铀)通常以高价离子或大分子形式存在.通过初步分析可知纳滤技术具有处理重铀

酸铵沉淀母液的潜力.本研究首先在硝酸铵溶液添加硝酸铀酰,得到铀浓度为４０mg/L,硝酸铵浓度

为３５g/L的模拟重铀酸铵沉淀母液,之后采用商用的NF２７０纳滤膜开展研究.考察了NF２７０纳滤

膜对于铀的截留效果,硝酸铵的透过性能以及与之对应的处理通量.然后通过对于料液组分的理论

分析讨论了硝酸铵的存在对于铀截留率的影响.最终提出了通过添加碳酸铵提高铀截留率的思路,
并进行了实验验证.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装置

纳滤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料液经由隔膜泵加压,依次流过稳压器、泄压阀、三联平板膜试验单

元、压力控制阀,最后料液和透过液均回流至料液槽,从而保持实验过程中料液组分不发生变化.由

于料液和透过液不断循环回流,料液会因摩擦而不断升温,为此在料液槽外围设计冷却夹套,外接冷

却循环水泵,以冷却及控制料液温度.平板膜试验单元的流道截面面积为０．７４cm２,依据料液进料流

量便可求得膜面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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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纳滤设备结构示意图

１．２　仪器和试剂

实验中使用的去离子水由实验室生产,电导率为０．７~０．８μS/cm;硝酸铵(分析纯)由北京化工

厂生产;六水硝酸铀酰UO２(NO３)２６H２O(分析纯)由中核四○四厂生产.
实验中使用的纳滤膜为陶氏公司(DOWFilmTec)生产的商品卷式纳滤膜,型号为NF９０Ｇ２５４０和

NF２７０Ｇ２５４０,均被拆卸裁剪为有效面积为７０cm２ 的平板膜以供实验.其基本设计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实验使用的纳滤膜基本设计参数

膜片型号 设计特点

或用途

对 MgSO４
截留率/％

最大跨膜

压差/MPa

连续运行

pH范围

最高连续运行

温度/℃

NF９０ 脱除盐分 最低９７ ４．１ ２~１１ ４０

NF２７０ 脱除有机物、部分软化 最低９７ ４．１ ２~１１ ４０

实验中使用的其他设备和仪器见表２.

表２　实验使用的主要设备和仪器

设备和仪器 型号 生产厂家

电导率仪 DDSJＧ３０８A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电导电极 DJSＧ１C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温度电极 TＧ８１８ＧBＧ６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ICPＧMS谱仪 ELANDRCＧe PerkinElmer

１．３　实验方法

配制硝酸铵浓度为３５g/L,铀浓度为４０mg/L的料液开展纳滤研究,主要考察纳滤膜对于铀和

硝酸铵的截留效果.然后往料液中添加一定量的碳酸铵,考察碳酸铵的加入对于纳滤截留铀过程的

影响.
实验前首先将跨膜压差设定至３．０MPa左右进行膜压实,直至透过液流量不发生明显变化.将跨

膜压差、料液进料流量和料液温度调节至特定值后,稳定１５min,然后测量透过液的通量,以及对透过液

取样.纳滤实验的跨膜压差为０．５~３．５MPa,料液温度为１５~３５℃,料液膜面流速为１０~５０cm/s.
采用秒表和量筒测定透过液通量,测定完毕后留下２mL用于分析成分,其余返回料液槽.实验

过程中近似认为料液浓度不发生变化.
硝酸铵浓度的测量采用电导率工作曲线法.由于料液和透过液中硝酸铵浓度远远高于硝酸铀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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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从而可以忽略硝酸铀酰对于电导率的贡献,而近似认为料液和透过液的电导率全部由硝酸铵提

供,通过测量料液和透过液的电导率便可以得到相应的硝酸铵浓度.铀浓度的测量则采用ICPＧMS
方法.

２　结果与讨论

本文中,某一组分i的截留率Ri 和透过率Ti 按照膜过程研究的一般定义计算,具体为:

Ri＝ １－
Cp

i

Cf
i

æ

è
ç

ö

ø
÷×１００％ (１)

Ti ＝１－Ri (２)
式中:Cp

i 和Cf
i 分别为组分i的透过液浓度和料液浓度.

２．１　透膜通量和溶质截留效果

对于硝酸铵浓度为３５g/L,铀浓度为４０mg/L的料液,将料液温度设定在２５℃,膜面流速设定

为４０cm/s,在０．５~３．０MPa的跨膜压差范围内考察NF９０和NF２７０两种纳滤膜的透膜通量,以及

对于铀和硝酸铵的截留效果.
图２为两种纳滤膜在不同跨膜压差下的透膜通量.由图２可知,NF２７０的透膜通量远大于NF９０

纳滤膜,随着跨膜压差的逐步增大,透膜通量稳步上升,两者有很好的线性关系.根据公式(３),能求

得在给定的条件下NF２７０纳滤膜的纯水透过系数为５６．９Lm－２MPa－１.

J＝LpΔP (３)
根据公式(１)可求得两种纳滤膜对于硝酸铵的截留率,并示于图３.由图３可知,NF９０纳滤膜对

于也有着较好的截留效果(高达７０％),这意味着硝酸铵不易透过NF９０纳滤膜,因此并不适用于处理

重铀酸铵沉淀母液.而NF２７０对于硝酸铵有着极好的透过性,其截留率低于１０％.因此,在后续的

实验仅采用NF２７０纳滤膜开展研究.

图２　跨膜压差对于透膜通量的影响
　

图３　不同跨膜压差下的硝酸铵截留率

依据公式(１)计算所得的NF２７０纳滤膜对于铀的截留率示于图４.由图４可知,虽然NF２７０纳

滤膜对于硝酸铵有着较好的透过性能,但是其对铀离子却仍保持了较高的截留效率.在实验所采用

的跨膜压差范围内,对铀的截留率高于９５．８％.在这个跨膜压差范围内,铀截留率先上升,后下降.
当跨膜压差为１MPa时,其所对应的铀截留率达到最大值９７％.由于料液浓度Cf

i 保持不变,因此截

留率Ri 取决于Cp
i.而Cp

i 取决于溶质和溶剂的通量.跨膜压差TMP的增加会使得溶剂透膜通量增

加,而溶剂透膜通量的增加会致使膜表面溶质浓度的增加,从而促进更多的溶质透过纳滤膜.当跨膜

压差低于１MPa时,溶剂透膜通量的增加速率高于溶质透膜通量的增加速率;当当跨膜压差高于

１MPa时,溶剂透膜通量的增加速率小于溶质透膜通量的增加速率.因此,当跨膜压差为１MPa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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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截留率达到最大值.

图４　采用NF２７０膜时不同跨膜压差下的铀截留率

结合纳滤膜对于硝酸铵的截留效果和透膜通量,我们能得到如下结论:在处理重铀酸铵沉淀母液

的过程中,NF２７０纳滤膜不仅表现了很好的选择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处理能力.

２．２　碳酸铵的影响

２．１的结果表明纳滤膜可以截留常量硝酸铵中的微量铀,这并不意味着纳滤膜可以应用于ADU
沉淀母液的处理,因为实际产生的ADU沉淀母液中铀处于饱和状态,并且存在大量未溶解的ADU
颗粒,这种状态的ADU沉淀母液如果直接进行纳滤操作,再考虑到浓差极化现象,可以想见极易发生

膜污染,造成膜通量下降以及膜组件使用寿命下降,从而必须设法解决膜污染问题;另外,虽然NF２７０
纳滤膜对铀有较好的截留效果,但透过液仍然不能达到排放标准,需要进一步提高截留率.考虑到碳

酸根与铀 酰 络 合 形 成 高 价 络 合 离 子,能 显 著 提 高 铀 的 溶 解 度,而 且 铀 的 碳 酸 铀 酰 络 合 离 子

([UO２(CO３)３]４－)的体积和荷电数均要高于 UO２＋２ ,因此碳酸铵的加入有可能提高纳滤过程对铀的

截留率.本部分对该过程进行了考察.
通过VisualMINTEQ软件,计算铀浓度为４０mg/L的３５g/L硝酸铵料液中添加不同浓度碳酸

铵时铀酰的络合情况,结果如图５所示.在未添加碳酸铵时,铀酰主要以UO２＋２ 的形式存在;而随着

碳酸铵的逐渐加入,最初并未使得铀酰与碳酸根络合,反而大大加剧了铀酰的水解,铀酰主要以

(UO２)３(OH)＋５ 等形式存在,此时UO２(OH)２ 过饱和,这相当于向铀溶液中加碱,导致铀酰水解产物

过饱和沉淀,实质上就是ADU沉淀的形成过程;继续添加碳酸铵,水解反应逐渐被络合反应取代,形
成了UO２(CO３)４－３ 等络合离子,至碳酸根与铀酰的摩尔比达到１３∶１时,铀酰几乎全部与碳酸根络

合,并且９０％的铀酰形成了UO２(CO３)４－３ ;继续添加碳酸铵,则UO２(CO３)４－３ 的比例继续提高直至接

近１００％.
尽管当碳酸根与铀酰的摩尔比达到１３∶１时,铀酰几乎全部与碳酸根络合,并且９０％的铀酰形成

了UO２(CO３)４－３ ;考虑到纳滤过程对于铀浓度的浓差极化作用,膜表面的铀浓度要远高于料液本体的

浓度,因此所需添加的碳酸根浓度还需进一步增加.首先使用VisualMINTEQ计算使料液中９０％
以上的铀酰络合形成UO２(CO３)４－３ 的碳酸铵添加量,再将计算结果扩大至４倍,以修正浓差极化的影

响依据浓差极化过程的分析结果.
使用NF２７０纳滤膜,在跨膜压差为１．０MPa,膜面流速为４０cm/s,料液温度为２５℃,并添加

５００mg/L碳酸铵的条件下,对于含铀４０mg/L硝酸铵３５g/L的料液,纳滤膜对铀的截留率为

９８．０％,对硝酸铵的截留率低于１０％,透过液通量为８７．６Lm－２h－１.与不加碳酸铵的实验结果

相比,说明添加碳酸铵后能进一步的提高有截留率和透膜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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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添加不同浓度碳酸铵时料液中铀酰的络合情况

３　结论

在硝酸铵—微量硝酸铀酰体系中,采用商用纳滤膜考察了硝酸铵和硝酸铀酰的纳滤截留行为,并
探讨了碳酸铵的加入对于此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在该体系中,NF２７０纳滤膜对于硝酸铵有

着良好的透过性能,硝酸铵截留率低于１０％;②当跨膜压差为１．５MPa时,NF２７０纳滤膜的铀截留率

为９６．８％,与之对应的透膜通量为８０Lm－２h－１);③往体系中添加适量的碳酸铵能提高过程的铀

截留率至９８％.该技术在重铀酸铵沉淀母液处理领域有着很好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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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NanofiltrationTreatmentofADU
MotherLiquor

YUANZhongＧwei,WANGRunＧci,YANTaiＧhong,
ZHENGWeiＧfang,LVHongＧbin

(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Ammoniumdiuranatemotherliquorisahighsalinitywaste(ammoniumnitratecontentof
upto３０~４０g/L)producedduringuraniumpurification．Itisdifficulttohighlyconcentratethis
salinityliquidwastebythetraditionalevaporationprocess．Othertreatmentssuchasprecipitation,

adsorption,ionexchangeandsoonneedtheconditionofthewasteandwillproduceconsiderable
amountofsecondwaste．Asatechnologydevelopedinthelast３０years,nanofiltrationhasthe
potentialtohighlyrejectpolyvalentionsandlargervolumes moleculeswhileitsrejectionof
monovalentionsispoor．Inthispaper,thenanofiltrationbehaviorsofNH４NO３andUO２(NO３)２were
investigatedbyusingcommerciallyavailable membrane (NF２７０ nanofiltration membrane)in
NH４NO３ＧtraceUO２(NO３)２system,andtheeffectoftheadditionof(NH４)２CO３ontheprocesswas
alsodiscussed．Theresultsshowedthat:(１)NF２７０nanofiltrationmembranehadgoodpermeability
forNH４NO３,anditsretentionratewaslessthan１０％;(２)whenthemembranepressurewas
１．５MPa,theuranium rejectionrate was９６．８％,andthecorresponding membraneflux was
８０L/(m２h),(３)additionoftheappropriateamountofammoniumcarbonateintothesystemcould
increasetheuraniumrejectionrateto９８％．Thetechnologyhasagoodapplicationpotentialinthe
treatmentofADUmotherliquor．
Keywords:ADUmotherliquor;Nanofiltration;Uranium;Ammoniumnitrate;Ammonium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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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放水泥固化桶吊运专用吊具设计

胥　潇,沙　沙,张永康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第一研究所,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中低放水泥固化桶专用吊具的设计方案,包括结构设计、控制设计和工艺设计.专用吊具采用

了电永磁技术、无线控制技术和锂电技术等实现设备无线缆,有效减少了日常维护维修频率,提高了吊运效率.在结

构上设计保护罩,加强对易损件和水泥固化桶的保护,降低了吊运安全风险.并设计了吊具保护罩,通过实验室相关

试验获得了重要设计参数,并通过现场试验验证了中低放水泥固化桶专用吊具设计的可行性.

关键词:中低放;水泥固化桶;吊具;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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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工业的快速发展,核能的开发和利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产

生了大量的放射性废物,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威胁.对于液体放射性废物经蒸馏处理产

生的浓缩废液及用过的离子交换树脂等常用水泥固化的方法处理,产生的水泥固化桶经暂存后集中

运至处置场处置.中低放水泥固化桶吊运最初设计采用的是屏蔽转运容器吊运,吊运流程繁琐,吊运

效率非常低.经过长期运行、不断改进后,现在采用电磁吊具直接裸吊吊运,取消了屏蔽转运容器,大
大提升了吊运效率.但是,在吊运过程中由于没有屏蔽转运容器的保护,电磁吊具和水泥固化桶被直

接暴露,造成控制线缆极易磨损断裂、电磁头因碰撞后损坏,最严重的是水泥固化桶碰撞后可能与电

磁吊具脱离发生跌落,造成放射性废物泄漏.针对生产运行时发现的问题,设计了中低放水泥固化桶

专用吊具,可大幅降低吊运安全风险,减少日常维护维修工作量,提高吊运效率.

１　现状

经过长期运行,结合实际情况发现,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１)用于中低放水泥固化桶吊运的电磁吊具线缆长度较长,容易发生绞线和线缆磨损,维修频率

高,严重影响运行生产任务;
(２)吊具采用钢丝绳与吊车吊钩直接连接,吊运过程摆动幅度大,可靠性低,易发生放射性废物或

吊具碰撞,造成放射性废物泄漏和吊具的损坏.

２　技术方案

２．１　总体方案

中低放水泥固化桶专用吊具的总体设计方案是通过采用电永磁技术、无线控制技术和锂电技术

等途径来取消控制电缆以及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通过结构设计加强对吊具和水泥固化桶的

保护.

２．２　结构设计

中低放水泥固化桶专用吊具主要由电磁头、定位装置、保护罩、转接轴和控制系统(包括无线传输

系统和电池组)组成,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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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低放水泥固化桶专用吊具结构示意图

２．２．１　电磁头

电磁头采用高性能铷铁硼稀土材料为内核,外形尺寸为Φ２１８mm×１２５mm,充磁后为永磁状态,
具有磁铁的吸附功能,即使断电仍保持磁吸力,保证水泥固化桶与吊具不会脱离跌落.

２．２．２　定位装置

根据水泥固化桶结构,在电磁头周向安装柔性卡爪定位装置,柔性卡爪可根据固化桶盖上的圆环

实现电磁头与固化桶的自动对中,使吊运点落在被吊运物体中心,有效地保障了固化桶吊运过程稳定

性.柔性卡爪是以电磁头为中心,在压力作用下,三爪同时张开,并以圆环直径为限位,当柔性卡爪完

全张开定位后,电磁头中心与固化桶盖中心重合.

２．２．３　保护罩

保护罩采用不锈钢材质,结构呈锥形,上口小下口大,具有以下优点:
(１)出入井时,保护罩可起到快速止摆的作用,缩短了吊具制动的时间,提高了吊运效率;
(２)保护罩还可以避免吊具与井壁发生碰撞,导致设备损坏;
(３)回取时,一旦发生钩挂现象,所产生的力将传递到钢丝绳上,可以避免固化桶因受力过大而与

吊具脱落.

２．２．４　转接轴

转接轴的材质为不锈钢,与保护罩通过支架焊接,在吊钩与电磁头之间起到柔性转接的作用.当

保护罩与井壁或其他物体发生碰撞时,由于转接轴的柔性作用,电磁头通过摆动将力消耗,而不受任

何冲击,有效地避免了电磁头因碰撞而损坏.

２．３　控制设计

基于系统控制的高效性、可靠性,减小控制箱体体积等原则,系统控制采用数字逻辑控制单元实

现.数字逻辑电路控制单元采用贴片式设计,可降低功耗,减小体积,线路稳定、可靠.

２．３．１　无线传输系统

无线传输系统主要分为发送操作端和接收控制端两部分.其工作原理为:发射器把控制的电信

号先编码,然后转换成无线电波发送出去.接收器收到载有信息的无线电波,放大、解码后得到原先

的控制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再进行功率放大用来驱动相关的电气元件.发送操作端由无线发射器和

操作按钮组成,接收控制端由无线接收器、电池、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和电磁头组成.
在本方案中,实际运用场所现场情况复杂,２．４GHz信号弱、传输距离短,相比之下,４３３MHz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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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强度与传输距离明显好于２．４GHz.另一方面,电磁头充/消磁动作间隔一般为几秒,而发送器每

次发送数据所需时间仅为１ms左右.由此可见,高的输出速率在本设计使用环境下不具有优势.经

综合考虑后,无线传输频段采用４３３MHz频率.

２．３．２　电池

系统设计采用电池供电的模式,用DC４８V电池给电磁头提供动力电源,同时采用DCDC电源模

块将DC４８V转换为DC１５V为控制电路板及无线接收器供电.
(１)控制部分供电设计

控制电路控制单元功率为１．１２ W,无线接收器的功率为０．８４ W,则控制部分的总功率

为１．９６W.
根据计算:电池容量(AH)＝工作时长(h)×负载功率(W)÷电池电压(V)
设计保证一个月的使用不需要进行充电,每天工作８h,则８h×３０＝２４０h,计算出控制部分的电

池容量应达到９．８AH.
(２)驱动部分供电设计

电磁头工作电压为 DC４８V,充、消磁的瞬时放电电流为１０A,计算出驱动部分的中功率为

４８０W.
电磁头充、消磁时间均为１s,则每吊运一个桶,需要充、消磁一次即为２s,设计保证一个月的使用

不需要进行充电,每天吊运３０个桶,则２s×３０×３０＝１８００s,计算出驱动部分的电池容量应达到

５AH.
综合控制部分与驱动部分的供电设计,设计采用DC４８V、１５AH电池组.箱体上有指示灯显示

电池电量,设计当电池电压大于４０V时,电量指示灯点亮,当电池电压小于４０V时,电量指示灯熄

灭,提示电量不足同时禁止充/消磁动作,需要立即充电或更换电池.

２．３．３　数字逻辑控制单元

数字逻辑控制单元具有以下功能:
(１)充磁:无线发射端发出充磁指令,无线接收端接收到充磁指令后,输出继电器输出控制信号,

逻辑电路板接收到控制信号做出相应的逻辑判断,驱动电永磁吸盘的励磁;
(２)消磁:无线发射端发出消磁指令,无线接收端接收到消磁指令后,输出继电器输出控制信号,

逻辑电路板接收到控制信号做出相应的逻辑判断,驱动电永磁吸盘的退磁;
(３)上电保护:数字逻辑电路板上电时设置１５s左右的保护时间,以使各功能器件完成初始化,在

此期间所有功能均无法操作;
(４)消磁保护功能:“消磁”动作在整个控制过程中安全等级最高,必须确保该动作准确、可靠.在

无线发射端设计加入防止信号干扰、误操作的设计:“消磁”动作需要“消磁”和“确定”两个按钮共同触

发,控制电路实现按下“消磁”按钮３s以内,再按住“确定”按钮１．５s以上才可触发“消磁”动作.同

时消磁操作采用两路逻辑判断冗余方式,避免因某一路逻辑的干扰信号而使电永磁消磁;
(５)充消磁时间间隔:电磁头属于短时工作制器件,不可频繁进行充、消磁操作,否则将烧坏器件,

则在控制电路端设计充/消磁时间间隔为１０s,即在一次充、消磁操作后１０s以上的时间才可再次触

发充、消磁动作;
(６)电量指示:设置电量指示灯,由于充消磁操作在电量高于４０V时能可靠操作,因此设计电源

电压高于４０V时电量指示灯点亮,否则电量指示灯熄灭,此时应为电池充电;
(７)充消磁指示:设置充消磁指示灯及蜂鸣器,蜂鸣器声音达７５dB,当电永磁充磁时,指示灯亮,

同时蜂鸣器发出间隔提示音;当电永磁消磁时,指示灯灭,同时蜂鸣器停止发声;
(８)充消磁计数:设置电磁头充消磁计数器,在显示器上显示当前电磁头已使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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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试验

３．１　实验室试验

在实验室对电磁头进行了磁场强度测量、拉脱力测量、充磁时间变化对拉脱力的影响、充磁电压

对拉脱力的影响等性能试验,电磁头测试点位置如图２所示.

３．２　现场试验

在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三废处理设施现场进行了设备静载试验、动载试验和无线传输距离试验,如
图３所示.

图２　测试点位置
　　　　　

图３　现场试验

４　结论

通过电磁头实验室性能测试可得到以下结论:
(１)当正常工作时,电磁头的磁吸力可达３t,实际应用场合吊运对象重量约为５００kg,安全系数

为６,满足使用需求;
(２)电磁头最佳充消磁时间为１s,安全工作电压为４０V;
(３)电池在满容状态下可供充消磁使用１０００次.
通过现场试验,对设备的设计参数和功能进行了部分验证,体现了设备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安

全性.
通过试验表明设备已经基本达到设计要求,满足实际使用需要,现在工况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

效解决.接下来还将继续从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优化完善设计,待正式投入使用后可大幅提升放

射性固化废物的吊运效率,减少日常维护维修频率,保障其他科研任务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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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signoftheSpecialSlingofLow
andMediumRadioactiveCementSolidficationBody

XUXiao,SHASha,ZHANGYongＧkang
(ThefirstresearchinstituteofNPIC,ChengduofSichuaniProv．６１００４１,China)

Abstract:Thispaperintroducesthedesignschemeofthespecialslingoflowandmediumradioactive
cementsolidficationbody．Bymeansofthestructuredesign,controldesignandtheprocessdesign
andthelaboratorytest,heimportantdesignparameterwasobtained．Thenthefieldtestverifythe
designofthespecialslingoflowandmediumradioactivecementsolidficationbodycanslashlifting
safetyrisk,reducethefrequencyofthedaily maintenanceandrepairandimprovethelifting
efficiency．
Keywords:Lowandmediumradioactive;Cementsolidficationbody;Sling;Lifting

２５１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工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地球化学环境下铀矿物价态问题分析

成　弘,邓锦勋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北京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本文针对砂岩型铀矿床开展了铀矿物价态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以国内西北地区某些铀矿床的矿样搅拌浸出和

模拟地浸的实验结果,同时,利用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定量计算了原始地质水文条件下地下水铀浓度的范围.

结果表明,地质勘探报告的铀价态比值,只是矿石样品的结果,并非矿床实际数据,矿床铀可能仅以U(Ⅳ)形式存在.

关键词:砂岩铀矿床;铀矿物价态;溶浸实验;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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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砂岩型铀矿床地质水文资料[１]

在所有砂岩型铀矿床的勘探报告中,通常都包含铀赋存形态的内容,按照成矿条件大致分为氧化

态和还原态两种.一般认为铀矿物中存在 U(Ⅳ)和 U(Ⅵ)两种形态,含铀矿物(类质同象)仅有

U(Ⅳ)一种形态,浸染和吸附态铀仅有 U(Ⅵ)一种形态.统计后发现,几乎所有矿床的 U(Ⅵ)和

U(Ⅳ)比值介于０．５~１．５.另外,这些铀矿床地下水均含有一定量的碳酸盐,HCO－３ 浓度处于０．１~
３．０g/L.代表性地浸矿山的地下水本底组成见表１.

表１　中国几个代表性地浸矿山地下水本底组成(单位:mgL－１)

矿床 K＋ Na＋ Ca２＋ Mg２＋ SO２－４ Cl－ HCO－３ CO２－３ U pH
TH ２１．１７ ２０３３ ７５２ ３６５ ３１５０ ３３７０ ４８１ ０ ０．６ ６．９５
XJ ７．５９ ８１ ３４．６５ ２５．８６ ３７２．５ ５５．５ １５５．３ １０ ０．１ ８．０２
HNM ４３１０ ８７０ ３９０ １７７０ ７８５０ １４５ ０ １．０２ ７．１０
BYWL ２２．２ ６１ ４９ ４０９ ４５０ ４９５ ０ ＜０．０４８ ７．０
TL １２１５．６８ ２２．６２ ２３．４５ ４２８ ３０５．８４ ２４３７．６９ ０ ０．５ ７．４

矿床钻孔岩芯经过分选获得代表性的矿石样品,其中铀的 U(Ⅳ)和 U(Ⅵ)比值测量是密闭状态

的碱法搅拌浸出实验结果,亦即,浸出铀和矿石铀的比值.溶浸液为碳酸盐混合溶液,一般为等摩尔

的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总碳酸盐浓度１０~２０g/L,仅能浸出U(Ⅵ)矿物.密封状态浸出的目的是为了

避免矿石中的U(Ⅳ)矿物继续被空气氧化.
目前均以矿石U(Ⅵ)和U(Ⅳ)比值表示矿床的U(Ⅵ)和U(Ⅳ)比值.但是,从矿石取样和测量

方法看,两者应该不对等,严格来讲,矿石样品U(Ⅵ)和 U(Ⅳ)比值肯定要高于地球化学环境中的矿

床数值.因为在钻孔取芯、分选和制样过程,一部分U(Ⅳ)矿物已经被空气氧化为U(Ⅵ).
由表１统计数据可见,无论矿石品位高低,碳酸盐浓度介于１００~３０００mg/L之间,地下水的铀

浓度均低于１mg/L.另外,表１所列矿床除个别外,目前已经投入生产,其中TH、HNM 和BYWL
为酸法地浸矿山,XJ和TL为碱法地浸矿山.

从现场条件、工业化试生产和正式生产的运行情况看,无论酸法还是碱法,在适当氧化条件下,浸
出液铀浓度峰值可以超过１００mg/L,稳定浸出阶段的平均值约为３０mg/L.但是,如果氧化条件不

足,或者氧化剂类型选择不当,则浸出液铀浓度很低,甚至与本底值相当.这是否说明表１所列矿床

中,铀基本上仅以U(Ⅳ)形态存在? 或者,至少说明矿石样品U(Ⅳ)和U(Ⅵ)比值不能代表矿床的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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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和U(Ⅵ)比值.
综上所述,在地球化学环境条件下,矿床U(Ⅳ)和 U(Ⅵ)比值,应该远远低于实验测量值.矿石

中实际的U(Ⅳ)和U(Ⅵ)分布,直接关系到溶浸条件的选择,特别是氧化剂类型和浓度.对于常规搅

拌浸出和堆浸,矿石浸出之前要经历分选和加工等工序,铀矿物价态问题表现不突出;另外,即使浸出

率不理想,还有补救措施.但是,对于地浸过程,铀矿物价态分布对开采条件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决定

资源开采的经济性[２Ｇ４].

２　砂岩型铀矿床岩芯样品的室内浸出实验

表２和图１为TL铀矿矿石样品的碱法搅拌浸出和模拟地浸的实验结果,由此可以充分认识矿石

样品和矿床U(Ⅳ)和U(Ⅵ)的分布情况.

表２　碱法搅拌浸出实验结果

浸出剂和浸出液/gL－１

碳酸盐 H２O２ U/mgL－１ pH
浸出率/％ UⅥ/UⅣ 碳铀比 浸出条件

２．５HCO－３

０ ２２．５３ ９．０８ ３７．５５ ０．６０

０．３３ ４２．５１ ９．０２ ７０．８５ ２．４３

０．６６ ４１．２４ ９．００ ６８．７３ ２．２０

１６２．６

１０．５Na２CO３＋２．１NaHCO３ ０．３３ ４０．７７ １０．５ ６７．９５ ２．１２ ４８４．０ 品位０．０３％

５．７Na２CO３＋２．４NaHCO３

０ １９．８０ １０．２ ３３ ０．４９

０．３３ ４０．５２ １０．２ ６７．５３ ２．０８

０．６６ ４０．７７ １０．１ ６７．９５ ２．１２

３２１．３
液固比５∶１
时间４８h

８．７NH４HCO３
０．３３ ４１．９７ ８．９０ ６９．９５ ２．３３

０．６６ ４２．８７ ８．６２ ７１．４５ ２．５０
４２９．７

图１　模拟地浸验结果

１—地下水;２—地下水＋O２２５０mg/L;３—地下水＋O２５００mg/L;４—地下水＋O２５００mg/L＋CO２８００mg/L;

５—地下水＋O２５００mg/L＋CO２８００mg/L＋NH４HCO３５g/L

模拟碱法地浸实验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地下水溶浸,浸出被空气氧化的铀矿物.其次,地下水

加氧气溶浸,O２ 质量浓度初始为２５０mg/L,之后逐步升高,监测铀的浸出情况.最后,是地下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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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２ 和O２ 共同溶浸,增加碳酸盐浓度.
由表１可见,如果考虑矿样的不均匀性,则(１)不添加氧化剂时,碳铀比变化几乎不影响铀浓度和

浸出率高低,UⅥ/UⅣ约为０．５;(２)氧化剂浓度相同时,碳铀比从１６２．６至４８４的变化范围内,铀浓度

和浸出率没有显著变化,UⅥ/UⅣ基本恒定于２．２.实验结果表明,矿样铀约有一半被氧化为U(Ⅵ),
加入H２O２ 可以进一步提高氧化能力或溶浸效果.

由图２可见,仅用地下水溶浸矿石样品,浸出率为４１．２％,这与搅拌浸出结果接近.后续提高氧

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和碳酸盐浓度,均可提高浸出率,其中,维持较高水平的氧气浓度和碳酸盐浓

度,可显著提高浸出率.

３　U(Ⅵ)溶液状态方程的计算结果[５,６]

依据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可说明矿石样品UⅥ/UⅣ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图２~图４分别为

总铀浓度为０．０１mol/L、１mmol/L和０．５mmol/L,对应碳铀比p为３５、４００和３５０时,各种U(Ⅵ)物
种在碱性溶液中的分布情况.图５为总铀浓度和碳铀比p与水溶性U(Ⅵ)摩尔分数的对应关系.

由图２~图４可见,总铀浓度为０．０１mol/L、１mmol/L和０．５mmol/L,在pH＝７．０~１１．０之间,
碳铀比p分别为３５、４００和３５０时,仍有部分UO２(OH)２.这说明此时对应于总铀浓度的碳铀比尚未

达到能够使溶液稳定的最小碳铀比(pmin).

图２　碱性U(Ⅵ)溶液中主要物种分布([U]＝０．０１mol/L,p＝３５)
１—UO２CO３;２—UO２(CO３)２－２ ;３—UO２(CO３)

４－
３ ;４—UO

２＋
２ ;５—UO２OH＋;６—UO２(OH)２;

７—UO２(OH)２CO２－３ ;８—UO２(OH)(CO３)
３－
２ ;９—UO２(OH)２(CO３)

４－
２

图３　碱性U(Ⅵ)溶液中主要物种分布([U]＝１mmol/L,p＝４００)
１—UO２CO３;２—UO２(CO３)２－２ ;３—UO２(CO３)

４－
３ ;４—UO

２＋
２ ;５—UO２OH＋;６—UO２(OH)２;

７—UO２(OH)２CO２－３ ;８—UO２(OH)(CO３)
３－
２ ;９—UO２(OH)２(CO３)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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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碱性U(Ⅵ)溶液中主要物种分布([U]＝０．５mmol/L,p＝３５０)
１—UO２CO３;２—UO２(CO３)２－２ ;３—UO２(CO３)

４－
３ ;４—UO

２＋
２ ;５—UO２OH＋;６—UO２(OH)２;

７—UO２(OH)２CO
２－
３ ;８—UO２(OH)(CO３)

３－
２ ;９—UO２(OH)２(CO３)

４－
２

图５　水溶性U(Ⅵ)物种分布与总铀浓度和碳铀比p的关系(pH＝７．１)

由图５可见,体系总铀浓度和碳铀比是水溶性U(Ⅵ)浓度的主要控制因素.这里还有一个溶液

的相对论,即U(Ⅵ)浓度越高,维持溶液稳定的碳铀比越低;相反,U(Ⅵ)浓度越低,维持溶液稳定的

碳铀比越高.换言之,对于较高U(Ⅵ)浓度和常量 U(Ⅵ)溶液体系,碳铀比与化学计量比接近,即很

低的碳铀比即可维持溶液稳定;对于微量、痕量等低 U(Ⅵ)浓度体系,欲使 U(Ⅵ)以水溶性的碳酸铀

酰配合物形式存在,需要较高的碳铀比.计算结果表明,测量矿石样品U(Ⅵ)和U(Ⅳ)比值所用的碳

酸盐浓度,满足完全溶解U(Ⅵ)矿物的条件.

４　结果和分析

４．１　砂岩型铀矿床统计数据

１．矿石样品U(Ⅵ)和U(Ⅳ)比值不能代表矿床的U(Ⅵ)和U(Ⅳ)比值,因为从样品分选、制备等

过程中,一部分U(Ⅳ)矿物已经被氧化为U(Ⅵ)形态.

２．现有砂岩型铀矿床的地质报告,给出的U(Ⅵ)和 U(Ⅳ)比值,仅是矿石样品的数据,这非常容

易产生误导.

３．从地下水组成和铀浓度看,地球化学环境条件下铀矿床中的铀可能仅以U(Ⅳ)矿物形式存在.

４．２　室内搅拌浸出和模拟地浸的实验

１．矿样不添加氧化剂时,碳铀比变化几乎不影响铀浓度和浸出率高低,UⅥ/UⅣ约为０．５,说明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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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约一半被氧化.

２．在相同氧化剂浓度时,碳铀比从１６２．６至４８４的变化范围内,铀浓度和浸出率没有显著变化,

UⅥ/UⅣ基本恒定于２．２.实验结果表明,加入H２O２ 可以进一步提高氧化能力或溶浸效果.

３．维持较高水平的氧气浓度和碳酸盐浓度,可显著提高浸出率.

４．３　理论结果和分析

１．对于碱法浸出而言,总铀浓度为０．０１mol/L、１mmol/L和０．５mmol/L,pH＝７．０~１１．０之

间,即使碳铀比p分别为３５、４００和３５０时,部分U(Ⅵ)矿物不能溶解.

２．总体而言,在保证充分氧化的条件下,体系总铀浓度和碳铀比是提高浸出率的主要控制因素.
对于低品位资源,增加溶浸强度可以提高回收率.

５　结论

(１)现有砂岩型铀矿床的地质报告给出的矿床的 U(Ⅵ)和 U(Ⅳ)比值,仅是矿石样品的数据,没
有反映矿床的本质.地球化学环境的矿床中,铀可能仅以U(Ⅳ)形式存在.

(２)岩芯矿样经过空气氧化,可将约一半U(Ⅳ)矿物氧化为U(Ⅵ)矿物.增加溶浸强度是提高资

源回收率的一条重要途径.
(３)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可定量描述碱法地浸过程,增大溶浸强度,可提高资源回收率.但

是,如果U(Ⅳ)矿物未被氧化,氧化效果差,即使增大溶浸强度,也不会被溶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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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RatioofU(Ⅵ)andU(Ⅳ)
MineralUnderOriginalGeochemistryCondition

CHENGHong,DENGJinＧxun
(BeijingResearchInstituteofChemicalEngineeringandMetallurgy,Beijing１０１１４９)

Abstract:Thepaperisanalyzeduraniumvaluedistributionandratioofuranium(Ⅵ)andur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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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浸矿山二次开发

－U(Ⅵ)碱性溶液化学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成　弘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北京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本文针对碱法地浸过程介绍了各种关于铀溶液化学的研究现状,指出了现有研究方法和技术升级的局限性.在

此基础上,介绍了适用于不同浓度的非均相体系的U(Ⅵ)碱性溶液状态,由此给出了强化碱法浸出各个操作单元的理

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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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成弘(１９６４—),男,工学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主要从事铀矿湿法冶金和功能材料研究工作

１　碱法浸出技术现状和存在问题[１]

铀矿冶按照溶浸液组成分为碱法浸出和酸法浸出两种技术体系,按照开采方式分为搅拌浸出、堆
浸和原地浸出(简称为“地浸”,后文同).针对砂岩型铀资源,目前形成了碱法地浸和酸法地浸两种开

采工艺.
酸法浸出的溶浸液主要成分为硫酸和硫酸盐,碱法为重碳酸盐与碳酸盐的混合物.搅拌浸出和

堆浸需要进行矿石开采、分选、加工处理和浸出等工序.地浸则是流体渗流和多种化学反应的耦合过

程,通过地表的抽注运行,直接对原始地球化学环境的矿石进行选择性化学开采的方式.对于较高碳

酸盐浓度的地下水,又衍生出CO２＋O２ 和O２ 地浸两种工艺[２,３].CO２＋O２ 和O２ 地浸的核心还是碳

酸盐浸出,本文统称为碱法浸出,不再细分.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天然铀生产几乎全部采用酸法地浸,美国全部采用碱法地浸

工艺.在中国,则是酸法和碱法两种技术体系共存.新疆和内蒙古的砂岩型铀矿床,有些采用酸法地

浸,有些采用碱法.实际上,至少从目前来看,砂岩型铀矿床的开采技术,本身不存在优劣高下,选择

更多地受资源所在国的矿冶开发政策、产业体系和环保政策制约.
由于碱法地浸开采方法对于资源类型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而且,生产过程和退役治理比较容易

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目前在国内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开采方式.针对碱法地浸过程的现有铀溶

液化学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在此基础上,给出了U(Ⅵ)碱性溶液化学的发展方向.
以内蒙古某矿山为例分析碱法地浸的生产现状和存在问题.
矿山地下水碳酸盐浓度约２５００mg/L,井场主要按７点型井型布置,抽注孔之间不能进行抽注互

换.开采过程所用试剂主要为液态CO２ 和O２,经过汽化和稳压处理,分别加入浸出液和吸附尾液.溶浸

液为加入O２ 的吸附尾液,加压注入矿层溶浸铀矿物,在定向流动过程中O２ 将U(Ⅳ)矿物氧化为U(Ⅵ)
矿物,被碳酸盐配位溶解形成水溶性U(Ⅵ)溶液浸出液;井场抽出的浸出液加入CO２ 和过滤除杂,直
接进入吸附塔回收铀.碱性离子交换树脂为回收材料,吸附饱和后进入淋洗单元操作,浓缩铀溶液进

入沉淀单元操作生产“黄饼”.淋贫树脂经转型返回吸附,沉淀母液则转化为淋洗剂.这样通过井场

溶浸和吸附之间,以及水冶车间中的数个循环回路,实现了砂岩型铀矿山的连续、稳定运行[２Ｇ５].
矿山的一个采区自２００６年年底至２０１５年３月,经历了条件试验、工业试验和正式生产３个阶段,

对于可地浸资源,累计浸出率为８４．３％.
采区各个溶浸单元的浓度变化分别见图１,表１为采区矿样搅拌浸出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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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采区各个抽孔的浸出液铀浓度变化曲线

表１　某铀矿碱法搅拌浸出试验结果

样号
溶浸液和浸出液/gL－１

HCO－３ H２O２ U/mgL－１ pH
浸出率/％ 原矿/％ 碳铀比 浸出条件

qＧ１

qＧ２

qＧ３

２．５

１０．５Na２CO３＋２．１NaHCO３

２．５

２．５

０ ２２．５３ ９．０８ ３７．５５

０．３３ ４２．５１ ９．０２ ７０．８５

０．６６ ４１．２４ ９．００ ６８．７３

０．３３ ４０．７７ １０．５ ６７．９５

０ ９３．８９ ８．６５ ５１．０３

０．３３ １１４．３７ ８．６１ ６２．１６

０．６６ １１８．１７ ８．７１ ６４．２２

０ ４２．８０ ８．９５ ５０．９５

０．３３ ５２．２４ ８．９０ ６３．３８

０．６６ ５５．５８ ８．９１ ６６．１７

０．０３０ １６２．６

０．０３０ ４８４．０

０．０９２ ５３．０

０．０４２ １１６．１

液固比

５∶１

搅拌浸出

时间４８h

２　U(Ⅵ)溶液化学研究现状[６,７]

根据配位化学反应方程式,浸出过程中只要能够维持碳酸盐和铀的摩尔比为２或３,即可将矿石

中的U(Ⅵ)矿物转化为水溶性U(Ⅵ)配合物.此外,还有以简单的物料平衡算为基础的U(Ⅵ)物种

分布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见图２.计算结果表示,只要溶液中游离的碳酸盐浓度不低于１０－５mol/L
(０．６mg/L),即可保证铀均以UO２(CO３)２－２ 和UO２(CO３)４－３ 两种水溶性形式存在.

对于本文所指的铀矿床,平均铀品位０．０２１％,地下水碳酸氢根离子浓度２．５g/L,假设铀已经彻

底氧化为U(Ⅵ)矿物.按照现有配位化学理论,碳酸氢根浓度为２．５g/L时,取化学反应计量比为３,
如果液固比为１和５,则浸出液铀浓度最高可以分别达到３．２５g/L(＝２．５×２３８/６１/３/１)和０．６５g/L
(＝２．５×２３８/６１/３/５);如化学计量比取２,则浸出液铀浓度最高可以分别达到４．８８g/L(＝２．５×
２３８/６１/２)和０．９７g/L(＝２．５×２３８/６１/２/５).由图１可见,实际浸出液的平均浓度最高也只有

２５mg/L,而且各个单元的浓度差异较大.虽然说地浸是一个渗流和多种化学反应的耦合过程,影响

浸出效果的因素较多,但是此处溶浸反应强度不足,或是与之相关的技术措施不到位,应该是造成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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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U(Ⅵ)物种分布与碳酸盐浓度的关系

１－UO２＋２ ;２－UO２CO３;３－UO２(CO３)
２－
２ ;４－UO２(CO３)

４－
３

浸不均和出现溶浸死角的关键因素.
由表１所示搅拌实验得知,对于矿样qＧ１,即使经过充分干燥和氧化,浸出体系的碳铀比高达

１６２．６和４８４,所用H２O２ 相同时,浸出液铀浓度分别为４２．５１mg/L和４０．７７mg/L,液计浸出率分别

为７０．８５％和６７．９５％.
以上碱法地浸生产和室内碱法搅拌浸出的结果表明,不能只以化学反应的计量比作为基准,因为

影响浸出的因素除碳酸盐浓度外,还与体系的pH和矿石品位有关.
进一步,我们联系铀和碳酸盐的衡算方程,可以得出关于铀物种分布的控制方程组.针对不同的

铀浓度和碳铀比,计算可得U(Ⅵ)形态分布.计算结果表明:(１)体系中铀总浓度不低于０．１mol/L,
碳铀比为３时,铀以水溶性 U(Ⅵ)形式存在,不会析出沉淀物 UO２CO３;(２)体系中铀总浓度低于

０．１mol/L,碳铀比为３时,会析出沉淀物UO２CO３.只有碳铀比高于３才能减小沉淀物 UO２CO３ 的

摩尔分数,例如总铀浓度为０．１mol/L、０．０１mol/L和１mmol/L,欲使沉淀物UO２CO３ 摩尔分数低于

１％,所需的最低碳铀比分别为３．７７、４．６和８．２.这种计算结果说明溶液中各个物种分布不仅与碳铀

比相关,也与溶液铀浓度相关.
综上所述,现有的配位化学研究方法,无论是以反应方程式的化学计量比为基础,还是其变化形

式,对于碱法地浸和搅拌浸出过程,只能给出定性说明,并不能进行定量计算和预测.因为,对于浸出

体系,影响浸出效果的因素不仅与碳酸盐浓度有关,也与矿石中U(Ⅵ)的品位和存在形式有关.也就

是说,现有配位化学研究方法仅仅适用于较高浓度的均相溶液体系,无法定量描述碱法地浸过程的

液－固两相体系或低浓度溶液体系.

３　碱法浸出体系相关U(Ⅵ)溶液问题分析

３．１　浸出过程三种铀形态变化

浸出是一个氧化反应和配位化学反应共同存在的过程,即矿体中 U(Ⅳ)矿物和 U(Ⅵ)矿物之间

的氧化反应、U(Ⅵ)矿物向水溶性U(Ⅵ)配合物之间的配位反应.
具体细分为３个化学反应,U(Ⅳ)矿物和O２ 之间的氧化反应,U(Ⅵ)矿物与水溶性CO２ 之间中和反

应,以及U(Ⅵ)矿物和碳酸盐之间的配位化学反应.也就是说,浸出单元通过氧化反应发生在固态铀价

态方面的变化,通过中和反应和配位反应使U(Ⅵ)在固液之间发生变化,主要是固液两相之间的溶解平

衡,同时,伴随的一个变化就是矿体铀品位逐步降低.浸出形成铀溶液,即为含铀浸出液,也是吸附单元

所要处理的原料.此处的铀溶液即为 U(Ⅵ)溶液,其中 U(Ⅵ)的赋存形态为 UO２(CO３)２－２ 和

UO２(CO３)４－３ .这种形态会随着浸出条件发生变化,按照碳酸盐浓度的高低不同,两者所占比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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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吸附－淋洗过程两种铀形态变化

吸附－淋洗是一个两级增浓过程,也是将铀从低浓度增加至高浓度的过程.两级增浓是离子交

换树脂吸附增浓和饱和树脂淋洗增浓.通过树脂吸附,发生低浓度向较高浓度的变化,以及液态铀向

吸附相(准固态)的变化.通过饱和树脂淋洗,发生吸附相铀向液态铀的变化.根据操作工艺的不同,
此单元还有液态U(Ⅵ)之间的变化,即 UO２(CO３)２－２ 和 UO２(CO３)４－３ 之间的转化.整个单元仅为

U(Ⅵ)的形态变化,不存在氧化态的变化.由此产生高浓度铀溶液,亦即所谓的碱性淋洗合格液.
在吸附操作单元,浸出液铀浓度为３０mg/L,离子交换树脂为D２６１,单位体积湿树脂的全交换容

量为１．１mmol/ml(WR).同样的树脂,同样的浸出液组成,经过CO２ 气体酸化处理,可以大幅度提高

树脂的吸附容量.如原液吸附时树脂饱和吸附容量为９０mg/ml(WR),加入CO２(２００~３００mg/L),即可

提高至为１２０mg/ml(WR),提高幅度高达３３％[２Ｇ４].

３．３　沉淀过程两种铀形态变化[５]

沉淀是一个再次增浓过程,也是铀从液态向固态的转化过程.通过沉淀处理,可由碱性淋洗合格

液制备天然铀产品.天然铀产品一般称之为重铀酸盐,严格讲应该为 U(Ⅵ)的水合氧化物或氢氧化

物,准确化学式为 UO３nH２O或 UO２(OH)２.此单元的重点是铀从液态向固态变化,具体是由

UO２(CO３)２－２ 和UO２(CO３)４－３ 向UO２(OH)２ 转化.

４　竞争配位作用机理和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６,７]

为了克服现有溶液配位化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进一步提高铀矿冶的技术水平,针对碱法浸出和

地浸过程,提出了可以适用于非均相体系的竞争配位作用机理,由此建立了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

１
α０１∑U

β３,ucx４＋[(３－p)β３,uc ＋ １
α０１∑U

β３,uc]x３＋[(２－p)β２,uc ＋ １
α０１∑U

K１,uc]x２

＋[(１－p)K１,uc ＋ １
α０cpα０uh∑U

]x－ p
α０uh ＝０ (１)

式中:p为碳酸盐和U(Ⅵ)两者的总摩尔浓度比值,即“碳铀比”;K１,uc、β２,uc和β３,uc为铀酰和碳酸盐的

累积配位稳定性常数;K１,ho、β２,ho、β３,ho和β４,ho为铀酰与羟基的累积稳定性常数;αcp０和αuh０分别为碳酸

根离子的质子化系数和铀酰离子的羟基化系数;α０cp ＝１/(１＋K１,c１０－pH＋K１,cK１２,c１０－２pH);α０uh ＝１/
(１＋K１,hoKw１０pH＋β２,hoK２

w１０２pH＋β３,hoK３
w１０３pH＋β４,hoK３

w１０４pH).

式(１)仅与体系的物性常数和组成有关,能够同时体现UO２＋２ 羟基化(或水解)效应和CO２－３ 质子

化效应对U(Ⅵ)配合物分布状态的影响.这样,利用配合物的稳定性常数[４],可计算碱性U(Ⅵ)溶液

中的物种分布情况,或者碱性U(Ⅵ)溶液的基本化学性质.
依据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给出了强化溶浸的计算结果.图３和图４分别为总铀浓度为

０．０１mol/L和１mmol/L,对应碳铀比p为３５和４００时,各种U(Ⅵ)物种在碱性溶液中的分布情况.
图５为不同总铀浓度条件下,碳铀比p与水溶性U(Ⅵ)摩尔分数的对应关系.

５　结果和分析

(１)由图１可见,不仅采区内各个溶浸单元的铀浓度差异较大,而且存在较为严重的溶浸死角问

题.各个溶浸单元的铀浓度差异非常大.说明现有碱法浸出方法,存在需要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２)现有溶液配位化学研究方法,无法解释图１和表１所得的试验结果,仅适用于较高浓度的均

相U(Ⅵ)溶液体系.
(３)碱法浸出过程各个操作单元所涉及的U(Ⅵ)溶液,不仅浓度差异巨大,而且赋存形态也不同,

均为非均相溶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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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碱性U(Ⅵ)溶液中主要物种分布([U]＝０．０１mol/L,p＝３５)

１—UO２CO３;２—UO２(CO３)２－２ ;３—UO２(CO３)
４－
３ ;４—UO

２＋
２ ;５—UO２OH＋;６—UO２(OH)２;

７—UO２(OH)２CO２－３ ;８—UO２(OH)(CO３)
３－
２ ;９—UO２(OH)２(CO３)

４－
２

图４　碱性U(Ⅵ)溶液中主要物种分布([U]＝１mmol/L,p＝４００)

１—UO２CO３;２—UO２(CO３)２－２ ;３—UO２(CO３)
４－
３ ;４—UO

２＋
２ ;５—UO２OH＋;６—UO２(OH)２;

７—UO２(OH)２CO２－３ ;８—UO２(OH)(CO３)
３－
２ ;９—UO２(OH)２(CO３)

４－
２

图５　水溶性U(Ⅵ)物种分布与总铀浓度和碳铀比p的关系(pH＝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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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来源于非均相的竞争配位作用机理,虽然是关于 U(Ⅵ)的单核配

位形式的计算公式,但是能够定量计算浸出、吸附和沉淀等操作单元的溶液变化,也是这些单元进行

强化和优化的理论基础.
(５)由图３~图５计算结果可见,体系总铀浓度和碳铀比是水溶性 U(Ⅵ)浓度的主要控制因素.

这里还有一个溶液的相对论,即 U(Ⅵ)浓度越高,维持溶液稳定的碳铀比越低;相反,U(Ⅵ)浓度越

低,维持溶液稳定的碳铀比越高.换言之,对于较高 U(Ⅵ)浓度和常量 U(Ⅵ)溶液体系,碳铀比与化

学计量比接近,即很低的碳铀比即可维持溶液稳定;对于微量、痕量等低U(Ⅵ)浓度体系,欲使U(Ⅵ)
以水溶性的碳酸铀酰配合物形式存在,需要很高的碳铀比.

６　结论

(１)采区内各个钻孔的溶浸单元的抽注液量和铀浓度差异较大,存在明显的溶浸死角.发展化学

二次开发技术可以解决资源回收率较低问题.
(２)配位化学研究方法是现有U(Ⅵ)碱性溶液的基础,不足之处是仅仅适用于较高浓度的均相溶

液体系.
(３)碱法地浸过程溶液化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一是低浓度溶液体系,特别是微量或痕量体系,二是

非均相的液固体系,结合基本的配位化学理论,所建立的 U(Ⅵ)碱性溶液状态方程,可以进行大范围

的定量计算和预测.计算结果表明:增大溶浸强度,可提高资源回收率,对于树脂吸附和沉淀过程同

样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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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Ⅵ)酸性溶液的状态方程及其定量计算

成　弘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北京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本文针对铀酰离子与硫酸根和氢氧根离子之间的竞争化学反应,提出了竞争配位作用机理,建立了定量描述

U(Ⅵ)酸性溶液的状态方程.与现有溶液配位化学研究方法的相比,引入了描述溶液组成的总铀和硫铀比两个计算参

数,由此可以定量计算各种U(Ⅵ)形态的分布及其控制条件.对于浸出、吸附和沉淀等单元操作,不仅能够给出适宜

的操作参数,还能够理论指导这些单元的优化和强化.

关键词:U(Ⅵ)酸性溶液;稳定性;状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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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铀(Ⅵ)酸性溶液基础化学研究概况

以硫酸为溶浸液主要成分的铀矿开采方法,通常称之为酸法浸出,严格来讲,应该是硫酸~硫酸

盐浸出.按照开采方式的不同分为常规搅拌浸出、堆浸和原地浸出.无论何种开采方式,在浸出、吸
附、淋洗和沉淀各个操作单元中均涉及U(Ⅵ)酸性溶液,而且,各个单元溶液的浓度不同,表现出的性

质差异也比较大,有些甚至影响单元操作效率.例如,对于浸出单元,一般需要控制pH＜２．０,最好是

pH＝１．５~１．８,否则浸出效果不佳;对于吸附单元,碱性离子交换树脂的单位体积容量处在１０~
３０mg/ml(WR)之间,远低于碱性体系的６０~１２０mg/ml(WR);对于沉淀单元,一般母液铀浓度比较

高,且沉淀操作周期长.
我国酸法地浸铀矿床有些已经进入中后期生产阶段,一些处于退役状态.从现有的研究结果看

这些矿山存在较为严重的溶浸死角问题,资源回收率相对较低.这类资源的普遍特点是品位和浸出

液浓度均比较低,如果能够继续进行经济开采,或者在现有开采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即可提高资源

回收率、减轻退役治理负担[１].目前,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尚未提出关于过程的强化和优化、铀矿床的

二次开发的技术措施.
酸法浸出与碱法浸出过程涉及的溶液性质的差异比较大,具体表现在前者的配位能力远远低于

后者,且溶液组成不同[２,３].按照现有的配位化学理论[４Ｇ６],硫酸溶液中存在四种水溶性 U(Ⅵ)物种

(即阳离子、阴离子和中性化合物的统称,后文同),即UO２＋２ 、UO２SO４、UO２(SO４)
２－
２ 和UO２(SO４)４－３ .

这些物种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发生沉淀的控制条件,对于酸法浸出和回收均具有理论指导价值.例

如,适当提高浸出pH,如２．０~２．５,可以大幅度减小试剂消耗;提高浸出液中的 UO２(SO４)２－２ 和

UO２(SO４)４－３ 两种物种的比例,特别是UO２(SO４)２－２ 比例,即可大幅度提高树脂吸附容量.遗憾的是,
至今尚无这类的研究结果.

本文鉴于现有U(Ⅵ)溶液配位化学研究的不足,以及现实铀矿冶存在的问题,通过引入U(Ⅵ)的
羟基化效应(水解效应)和硫酸盐自身的质子化效应,提出了竞争配位作用机理,研究了U(Ⅵ)酸性溶

液的稳定性,并建立了相关的状态方程,并对酸法浸出过程的浸出、吸附和沉淀进行了模拟计算,给出

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指导价值的研究结果.

２　竞争配位机理分析

研究发现,现有配位化学理论方法,无法定量计算U(Ⅵ)酸性溶液化学性质的关键,是未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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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配位体系内存在的竞争作用,如 UO２＋２ 的羟基化效应和SO２－４ 的质子化效应.对于 U(Ⅵ)酸性溶

液,以 M和L分别代表UO２＋２ 和SO２－４ ,简记为 M~L配位体系.

M~L配位体系包含的子体系,以及各个子体系对应的主要物种分别为:(１)M~L子体系:物种

有 M,ML,ML２,ML３;(２)M~OH－ 子体系:M 的羟基化(水解反应)体系,物种有 M,MOH,

M(OH)２,M(OH)３,M(OH)４;(３)H~L子体系:配位体L的质子化体系,物种有L,HL,H２L.

M的羟基化和L的质子化效应,在配位体系内的主要作用是,分别改变中心离子 M 和配位体L
的浓度,引起子体系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进而影响配合物的分布情况.竞争配位作用机制的物理模

型,见图１所示.

图１　MＧL体系竞争配位物理模型示意图

由图１可见,左上三角形 MＧLＧOH表示 M与L和OH－的竞争性络合关系.右上三角形 MＧLＧH
表示L与M和H＋竞争反应.左下三角形MＧHＧOH为M的羟基化体系.右下三角形OHＧLＧH表示

OH－和L的质子化关系.另外,由图可见,四边形的对角离子之间不仅存在共存关系,同时,也存在

竞争性关系.共存关系是指,M仅存在于酸性体系,而L则仅在弱酸性或碱性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竞争性关系是指,M和H＋竞相与L发生化学反应,同样也与OH－发生竞争性的化学反应.

３　U(Ⅵ)酸性溶液状态方程的建立

３．１　复杂U(Ⅵ)酸性溶液的控制方程

复杂U(Ⅵ)酸性溶液是指存在双核和多核U(Ⅵ)物种的体系.对于这类体系,U(Ⅵ)和硫酸盐

的衡算方程分别由式(１)和式(２)表示.为简化推导过程,将体系内游离的基本物种,如铀酰、硫酸根

和氢氧根分别记为 M＝UO２＋２ 、L＝SO２－４ 和OH＝OH－,略去物种电荷,则有:

∑U＝ [M]＋∑
m１

i＝１
i∑

n１

j＝１

[MiLj]＋∑
m２

i＝１
i∑

n２

j＝１

[MiOHj] (１)

∑S＝∑
m３

k＝０

[HkL]＋∑
n１

j＝１
j∑

m１

i＝１

[MiLj] (２)

式中:∑U和∑S分别为体系中含有U(Ⅵ)和硫酸根离子的物种摩尔浓度总和.

将各个物种的浓度表达式代入式(１)和(２),并将氢氧根离子浓度和氢离子浓度转化为相应的pH
关系式,得到:

∑ U＝ [M]＋∑
m１

i＝１
i∑

n１

j＝１

(Kji[M]i[L]j)＋∑
m２

i＝１
i∑

n２

j＝１

(∗KjiKj
w[M]i×１０jpH) (３)

∑S＝ (１＋K１,s×１０－pH＋K１,sK１２,s×１０－２pH)[L]＋∑
m１

i＝１
∑
n１

j＝１

(jKji[M]i[L]j) (４)

式中:[M]和[L]分别为游离铀酰离子和游离硫酸根离子的摩尔浓度;K１,s和K１２,s为硫酸根的质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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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Kw 为水的离子积常数;Kji和∗Kji分别为铀酰与硫酸根和氢氧根离子的配位稳定性常数.
式(３)和(４)为二元高次方程式,只能通过数值计算方法求解对应条件下的[M]和[L].由此根据

体系内的主要相关物种的物性常数[４],可以给出相应条件下 U(Ⅵ)物种的分布情况.以L表示硫酸

根和氢氧根离子,则U(Ⅵ)物种的分布计算公式为:

αi ＝iβij[M]i[L]j

∑U
,(i＝１,２,,m,j＝１,２,,n) (５)

３．２　简单U(Ⅵ)酸性溶液的控制方程

对于简单U(Ⅵ)酸性溶液配位体系,即仅为单核 U(Ⅵ)配位体系,或者说是,双核和多核 U(Ⅵ)
物种占有份额之和较低(≤１％)可以忽略不计.此时,略去式(３)和式(４)中的多核物种,令x＝
[SO２－４ ],整理合并两式,得到描述U(Ⅵ)酸性溶液稳定性的状态方程式:

１
α０１∑U

β３,usx４＋ (３－p)β３,us ＋ １
α０１∑U

β３,usé

ë
êê

ù

û
úúx３

＋ (２－p)β２,us ＋ １
α０１∑U

K１,us
é

ë
êê

ù

û
úúx２

＋ (１－p)K１,us ＋ １
α０spα０uh∑U

é

ë
êê

ù

û
úúx－ p

α０uh ＝０ (６)

式中:p为硫酸盐和U(Ⅵ)两者的物种的总摩尔浓度比值,即“硫铀比”;K１,us、β２,us和β３,us为铀酰和硫酸

盐的累积配位稳定性常数;K１,ho、β２,ho、β３,ho和β４,ho为铀酰与羟基的累积稳定性常数;αsp
０ 和αuh

０ 分别为

硫酸根离子的质子化系数和铀酰离子的羟基化系数;

α０sp ＝１/(１＋K１,s１０－pH＋K１,sK１２,s１０－２pH);

α０uh ＝１/(１＋K１,hoKw１０pH＋β２,hoK２
w１０２pH＋β３,hoK３

w１０３pH＋β４,hoK３
w１０４pH).

由上推导可知,式(６)仅与体系的物性常数和组成有关,能够同时体现UO２＋２ 羟基效应和SO２－４ 质

子化效应对U(Ⅵ)配合物分布状态的影响.这样,利用配合物的稳定性常数[４],可计算U(Ⅵ)酸性溶

液中的物种分布情况,或者U(Ⅵ)酸性溶液的基本化学性质.

４　模型计算

模型计算过程中涉及的名词解释和物理意义:总硫(∑S)为溶液中硫酸盐和含硫酸根物种的摩

尔浓度总和;总铀(∑U)为溶液中所有U(Ⅵ)物种的摩尔浓度之和;硫铀比(p)为体系中总硫酸盐

和总铀(Ⅵ)的摩尔浓度比值,p＝∑S/∑U;水溶性 U(Ⅵ)物种,或solubleU(Ⅵ),包括铀酰离

子、硫酸铀酰、二硫酸铀酰和三硫酸铀酰.

４．１　U(Ⅵ)高氯酸溶液体系

U(Ⅵ)高氯酸溶液中的配位体主要为氢氧根离子.略去式(３)中与硫酸根离子有关的物种,即可

定量计算高氯酸铀酰溶液中单核、双核和多核羟基U(Ⅵ)物种分布与铀浓度和酸度的对应关系.图２
为高氯酸铀酰溶液中U(Ⅵ)羟基物种的分布情况.表１为不同铀浓度的高氯酸铀酰溶液中双核和多

核物种分布的计算结果.
表１　U(Ⅵ)高氯酸溶液中多核羟基物种分布情况

铀浓度/(g/L) 铀浓度/(mol/L) 多核羟基物种优势区域 多核U(Ⅵ)所占份额/％

１ ０．００４２０２ pH＝３ ０．１５１

１０ ０．０４２０１７ pH＝３ １．４７

５０ ０．２１００８４ pH＝３ 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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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铀浓度/(g/L) 铀浓度/(mol/L) 多核羟基物种优势区域 多核U(Ⅵ)所占份额/％

１１９ ０．５ pH＝２．７~３．２ ≥１０％．最大值１３．７％对应pH＝３．０

２３８ １ pH＝２．４~３．５ ≥１０％．最大值２２．６％对应pH＝３．０

１１９０ ５ pH＝１．８~７．７ ≥１０％．最大值６０．４％对应pH＝３．６

２３８０ １０ pH＝１．５~１０．１ ≥１０％．最大值７８．６％对应pH＝３．６

图２　U(Ⅵ)高氯酸溶液体系中物种分布与pH对应关系([U]＝１０mol/L)

１—UO２＋２ ;２—UO２OH＋;３—UO２(OH)２;４—UO２(OH)
－
３ ;５—UO２(OH)

２－
４ ;６—(UO２)２(OH)３＋;７—(UO２)２(OH)

２＋
２ ;

８—(UO２)３(OH)２＋４ ;９—(UO２)３(OH)
＋
５ ;１０—(UO２)４(OH)

２＋
６ ;１１—(UO２)４(OH)

＋
７ ;１２—(UO２)５(OH)

２＋
８ ;

１３—(UO２)８(OH)２＋１４ ;１４—(UO２)１２(OH)
２＋
２２ ;１５—(UO２)１６(OH)

２＋
３０ ;１６—(UO２)２１(OH)

２＋
４０

４．２　简单U(Ⅵ)酸性溶液体系

针对U(Ⅵ)酸性溶液,利用状态方程(６)开展了系列的定量计算研究.
图３和图４为总铀浓度为０．１mmol/L,对应硫铀比p分别为１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０时各种U(Ⅵ)物

种随溶液pH的变化情况.

图３　硫铀比１０００时U(Ⅵ)物种分布与溶液pH的关系曲线(∑U＝０．１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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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硫铀比１０００００时U(Ⅵ)物种分布与溶液pH的关系曲线(∑U＝０．１mmol/L)

图５和图６为总铀浓度为０．１mmol/L和０．１mol/L时,水溶性U(Ⅵ)物种在酸性溶液中所占份

额与pH关系.

图５　水溶性U(Ⅵ)物种份额与硫铀比和溶液pH的关系曲线(∑U＝０．１mmol/L)

图６　水溶性U(Ⅵ)物种份额与硫铀比和溶液pH的关系曲线(∑U＝０．１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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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果分析和讨论

５．１　竞争配位机理和U(Ⅵ)酸性溶液的稳定性分析

(１)铀酰~硫酸根配位反应、铀酰离子的羟基化反应和硫酸根离子的质子化反应,三者之间存在

竞争作用,是溶液稳定性的控制机理.
(２)状态方程可以直接根据体系的物性常数和组成,定量计算U(Ⅵ)物种分布.

５．２　U(Ⅵ)高氯酸溶液稳定性

(１)系统计算结果表明,双核和多核物种的分布仅与体系总铀浓度和酸度相关.其中,(UO２)２
(OH)２＋２ 为关键物种,只要控制其摩尔分数,即可控制多核物种的摩尔分数.

(２)利用非线性规划(nonＧlinearprogramming,NLP)方法,计算发现关键物种(UO２)２(OH)２＋２ 的

摩尔分数为１％和５％(pH＝３．０)时,对应的最小总铀浓度分别为０．０３６３mol/L和０．２０２３mol/L.
换言之,对于铀浓度低于０．２０２３mol/L的溶液体系,只需考虑单核物种即可,完全可以忽略双核和多

核物种,同时也说明,U(Ⅵ)酸性溶液状态方程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５．３　简单U(Ⅵ)酸性溶液稳定性

(１)图３和图４所示计算结果表明,总铀浓度为０．１mmol/L时,即低浓度的铀溶液,随着硫铀比

增加,UO２(SO４)２－２ 和UO２(SO４)４－３ 所占份额增加幅度较大.对于浸出单元操作,适当提高硫酸盐浓

度能够减小硫酸的消耗量;对于吸附,增加硫铀比可以提高树脂吸附容量.
(２)图５和图６所示计算结果表明,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受制于pH、总铀浓度和硫铀比.总铀浓度

越高,溶液稳定所需的最小硫铀比越低;反之,总铀浓度越低,溶液稳定所需的最小硫铀比越高.对于

浸出,适当提高硫铀比有利于铀矿物溶浸;对于沉淀,降低硫铀比能够有效减少碱耗.

６　结论

(１)U(Ⅵ)酸性溶液状态方程,能够定量计算不同组成条件的U(Ⅵ)酸性溶液的化学性质.
(２)对于U(Ⅵ)酸性溶液体系,只有在较高铀浓度范围内,才会出现双核和多核U(Ⅵ)羟基物种,

也就是说,对于铀浓度低于０．２０２３mol/L的酸性体系,状态方程具有普适性,可以忽略双核和多核物

种.
(３)对于酸法原地浸出过程,控制酸度并不能有效回收铀.只有适当增大硫酸盐浓度,才会提高

浸出液铀浓度.对于低品位矿床,必须增大溶浸强度,即提高硫酸盐用量,才能提高资源回收率.这

方面,最好是引入对U(Ⅵ)有较强配位能力的组分,尽量减小体系中的硫酸盐浓度,会有利于操作运

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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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EquationofUranium(Ⅵ)AcidicSolution
anditsCalculations

CHENGHong
(BeijingResearchInstituteofChemicalEngineeringandMetallurgy,CNNC,Beijing１０１１４９)

Abstract:TheequationofstateofU(Ⅵ)acidicsolutionsisproposed,bywhichthedistributionsof
U(Ⅵ)speciesandonthemeffectsofcompositionsandpHvaluecanbecalculatedtheoretically,

based on competitivecoordination chemistry andtheconceptofgeneralcoordination．The
competitioncoordinationmeanscompetitionofcoordinationreactionsofU(Ⅵ)~sulphatewith
hydrolysisofsolubleU(Ⅵ)andprotonationofsulphate．Itcanbecalculatedandpredictedthat
effectsofcompomentandpHonsolutionchemistryofU(Ⅵ)anddistributionofU(Ⅵ)speciesby
thisequationofstate．Theresultsareshown(１)stabilitiesofU(Ⅵ)solutionsarepositivelyrelative
touraniumconcentrations;(２)dualnuclearandpolynuclearspeciescouldbeeliminatedwhenthe
minimumofmolarratioofcarbonatetouranium(pmin)islessthan０．０５;(３)hydrolysisofU(Ⅵ)

acidicsolutionsof１ mol/Lcouldbedominatedwhenpminisnotlessthan５．３．Theuranium
concentrationislower,andpminhigher．
Keywords:Uranium(Ⅵ);Acidicsolutions;Competitivecoordination;Stability;Equationof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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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系统设计

沙　沙,张永康,胥　潇,赵　乾,梁　毅
(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在放射性废物固定过程中准确的物料配比是保证固化体稳定性的关键,也是保证固化体达到处置标准的前提条

件.但计量仓内水泥粉料架桥及结块会导致卸料过程中产生虚假的冲击振荡信号干扰物料计量;同时机械输送设备

制动后,物料在惯性条件进入物料称量容器内造成的过冲也使得动态称量无法精确建立冲力和重量的对应关系.通

过采用全密闭的下料系统,最大程度减少了物料受潮的可能.在称量环节前对物料进行振动松散,减少架桥及结块,

有效降低了不连续、不均匀性对称量系统的影响.设置预留过冲量的方法解决了由于时间滞后特性造成的下料过冲

问题.采用模拟试验确定给定系统过冲关键数据,实现水泥粉料高精度动态称量.快、慢转速结合的送料模式,较好

兼顾生产效率性和计量准确性.

关键词:水泥固定;过冲;动态称量

　　　　　　　　　　　　　　　　　　　　　　　　　　　　　　　　　　　　　　　　　　　　　　　　　　
　
　
　
　 　　　　　　　　　　　　　　　　　　　　　　　　　　　　　　　　　　　　　　　　　　　　　　　　　

　
　
　
　
　

作者简介:沙沙(１９８６—),女,四川德阳人,工程师,现从事放射性三废处理工作

按照«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浅层处置规定»[１]:固化体应具有足够的化学、热稳定性.准

确的物料配比是保证固化体稳定性的关键,也是保证固化体达到外运处置规定的前提条件.称量理

想的物料状态是稳定的“整体流”,即卸出时均匀整体向下移动,其特点是“先进先出”.然而水泥粉料

在生产、运输、贮存期间都会受环境影响:囤积吸附水分,堆料密度变大,流动性变差,趋于黏聚.下料

时仅中央形成料流,其他区域的顺序紊乱,甚至停滞不动,结果粉料“先进后出”,形成“漏斗流”(又称

架桥).这种物料状态使得计量无法得到线性的计量趋势;机械输送设备制动后,称量容器“空中”物
料,又“额外”增多了计重量(过冲),即使在定速,设备响应时间稳定不变的前提下,粉料过冲量的不确

定性,也将导致动态称量精度不足,固化体品质不稳定,影响外运处置.

１　控制架桥

称量理想的物料状态是稳定的“整体流”,即卸出时均匀整体向下移动,其特点是“先进先出”[２].
然而水泥粉料在生产、运输、贮存期间都会受环境影响[３]:囤积吸附水分,堆料密度变大,流动性变差,
趋于黏聚.下料时仅中央形成料流,其他区域的顺序紊乱,甚至停滞不动,结果粉料“先进后出”,形成

“漏斗流”(又称架桥).
为了避免粉料形成“漏斗流”,需对严格控制物料含水量,减少重力沉降对粉料床层孔隙率影响.

对于卸料状态也需控制仓内压力.

１．１　工艺设计

(１)工艺流程

称量系统:主要由包括水泥贮料仓、计量仓、水泥粉螺旋输送机气动阀门及除尘、粉体称量控制系

统组成.
计量仓上方是粉料贮存仓,该仓中的水泥固化体制备的原料.贮存仓下面是一台电机驱动的螺

旋输送器,启动电机,该贮存仓中的粉状水泥就随着传送螺旋推送进入计量仓,计量仓支撑支座均布

三个剪切梁压力传感器,重量信号直接由该传感器组转换成与之对应的电压信号,送入PLC进行数

据处理,当达到预定目标值时,PLC控制停止下料,然后PLC控制计量仓下部装置,将粉料输送出,于
是完成了水泥粉料称重自动化过程.工艺流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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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工艺流程示意图

(２)工艺分析

该粉料贮存仓,下部顺次连接气动阀门、耐负压过滤帆布、输送设备、计量仓,将整个粉料输送线

与外界隔离,实现了水泥粉料卸料全程的密封.
系统全密封的优势:与开放式下料方式相比,整个物料在密封环境里流动,最大程度的隔离了环

境水分,尤其在沿海、湿热、深冷环境下优势更为明显;粉尘的隔离,也避免了人员操作时对水泥粉尘

的吸入,满足职业卫生及健康方面要求.

１．２　设备设计

通常粉料的称量系统会由计量仓,上部加装贮料仓、输送器、截料阀门组成.物料从贮料仓底经

输送设备,进入计量仓,并由控制系统根据参数设定,完成物料的定量配比[２].
粉料装容设备主要为粉料贮存仓、计量仓.设备间的衔接主要为设备间物料接口、压空排风

接口.

１．２．１　料仓设备设计

(１)料仓隔水设计

缓冲仓:粉料通过在开启加料仓门投放到仓体的栅格.上、下料过程中仓门关闭,物料在振动辅

助下料件作用下,自动下料.
计量仓:物料通过螺旋输送器输送,从计量仓上部进入仓内;物料量在达到PLC设定的目标值

后,在振动下料件作用下,自动下料.
在粉料投入缓冲仓、经螺旋输送器输送至计量仓、从计量仓卸出的整个过程中,采用封闭式结构

实现了物料与环境中水汽的隔离,有效防止了水泥粉板结.
(２)料仓件设计选用

强化物料流动:为避免干粉物料贮存和卸出期间粒子与粒子间、粒子与仓壁材料之间的产生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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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造成堆积架桥,缓冲仓与计量仓下部安装流化器,使流化器的助流气碟紧贴安装在料仓的内壁上.
仓下部设压空流化元件碟形流化盘.当压缩空气通入时,碟形流化盘迫使空气沿着料仓内壁移

动,使仓内粉料变得松散,促进了物料有规律地整体流动.
相对于常规的机械搅拌疏料方式,压空流化元件搅拌疏料对计量仓本身的振动小,避免了计量仓

物料称重的影响.

１．２．２　设备间衔接设计

缓冲仓、螺旋输送器、计量仓的物料进出口采用法兰盘、卡箍头结构形式.作为称重对象的计量

仓前后软连接,隔离计量仓上部、下部设备共振对称量精度的影响[４].
流化器盘件压空小孔在未工作状态下呈关闭状态.缓冲仓的排风为采用风机强制排风,设置有

风阀及粉料过滤器芯.以上措施均能有效防止环境水的渗入,造成物料湿度变大,结块.

２　减少固有过冲量的影响

实测目标值是系统设计输入值,已确定;如需完成预设目标值的设定,需要先测出过冲量的值.
过冲量的理论计算模型如下:

Δm ＝∫
t

０
Qmdt＝∫

t

０
ρsvdt＝R∫

t

０
vdt

式中:R＝ρs———常数(定值);　　　　　　Δm———过冲(质)量,kg;

Qm———瞬时质量流量,kg/s; ρ———粉料密度(定值),kg/m３;

S———输送截面积(定值),m２; v———输送速度(变量),m/s.
通过累计过冲量质量的公式可知,如需提高称量精度(即降低过冲量Δm 数值),可以通过降低制

动时的转速v,及惯性运动到停止所用时间t.
其中t是由螺旋输送器制动性能,及物料的摩擦因数共同决定的.物料及输送器确定后,无法通

过程序进行调整.
因此,过冲量Δm 的调整只能通过降低制动时的输料速度进行调整.降低输送器转速,即需要对

输送器进行变频处理.

３　假定过冲量,初试称量精度

操作插板阀关闭、螺旋输送器制动后,输送器惯性运动到停止过程中输送的粉料质量和螺旋输送

器出口至计量仓内物料堆的空中粉料质量总和称作过冲量.
为了保证物料实际进入计量仓内的物料重量与目标计量值一致,需要将过冲量提前扣除,即预留

过冲量.测试模型如下:
预留过冲量(PLC程序设定值)＝实测目标值－预设目标量(PLC程序设定值)

实测目标值:是自动计量结束后,从计量仓下部卸料,通过标定后的电子秤测量的值

通过电子秤测量数据与预设目标量的比对,可得到称量精度.当称量精度大于要求的精度时,逐
步减小预留的过量.

标定过冲量测试方式:首次测定时,在PLC上预留过冲量的值为０;计量完成后,用实测目标值减

去PLC上设定的目标值,即可得到过冲量值.假设目标计量值为１００kg,标定称测量值为９０kg,则
过冲量值为１０kg.正式运行时,当需要１００kg物料时,应预设目标计量值１００kg,预留过冲量１０kg.
即在计量仓物料重量反馈值为９０kg时,就开始关闭螺旋输送器等操作.

４　建立称量数据库

在兼顾输送效率和称量精度[５](预留过冲量尽)在系统设计范围内,系统将采用部分变频＋预留

过冲量方式进行控制系统设计.控制原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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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控制原理图

(１)开始下料时开变频器为高速[即:b∈[０,B－D)时],螺旋输送器快速下料,物料以较大流量进

入计量仓;
(２)当计量仓中物料重量大于目标值减去提前量时[即:b∈[B－D,B－E)],变频器转为低速状

态,螺旋输送器慢速下料,物料以较小的流量进入计量仓;
(３)当计量仓中物料重量值(用b表示)大于目标值(用B 表示)减去预留过冲量值(用E 表示)时

[即:b∈(B－E,B)],则关闭变频器,螺旋输送器停止送料[１].
在该控制模型中,低速频率和所需过冲量的预留值是一对正比关系的参数,他们与计量精度,其

关系可用函数表示为:

f(X１i,X２i)＝Ki

式中:X１i———低速频率Hz(变量１);

X２i———预留过冲量,mg(变量１);

Ki———计量精度.
以额定转速下得到的过冲量值,及低速频率最大接近值为５０(额定频率/最高频率)作为此函数的

边界条件,进行多组实验,假设计量精度要求控制在±５％,则取Ki∈ (－２％,＋２％)范围内,X１i 和

X２i 作为运行参数.
实际调试后,螺旋输送在(０,９０)kg采用额定转速下料(即工频５０Hz),[９０,９８)kg时采用１５Hz

变频慢速下料,并在９８kg时关闭变频器/螺旋、截料阀,可以保证１００kg的OPC规格水泥粉料称重

精度控制在２％范围内.
控制参数为:低速(C)开１５Hz,则高速目标值设为９０kg(即提前量为 D∶１０kg),过冲量

E∶２kg.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动态计量系统的整体误差范围为(０．４４±０．０１)％,以目前国内生产１桶２００L

残液固化体为例,所需固定基材１３０kg,可能产生物料误差０．６２kg.

５　结论

水泥粉料称量是物料计量的一个典型案例.水泥粉的物料在吸水、结块方面比较明显.在进入

称量环节前,对这种物料进行的“梳理”,可降低这种不连续、不均匀性对称量系统的影响.快、慢转速

结合的送料模式,较好兼顾生产效率性和计量准确性.设置预留过冲量的方法解决了由于时间滞后

特性造成的下料过冲问题.调试结果表明,该系统的工艺、控制可以实现水泥粉料的全自动称量,缩
短了作业时间、改善了操作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目前该系统已通过业主验收并投入使用.

参考文献:
[１]　GB９１３２—１９８８,«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浅层处置规定»．
[２]　侯贵斌,水泥厂粉体物料计量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３]　周啸,粉体定量给料与称量系统,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建材机械厂．
[４]　但斌斌,粉状物料动态称量装置的研制,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院．
[５]　王书鹤,１００３－０４９２(２００２)０５Ｇ００２３Ｇ０２,«仪器与测控»提高动态称量精度的研究与实现,山东大学．

４７１



DesignofthePulpingSystem

SHASha,ZHANGYongＧkang,XUXiao,ZHAOQian,LIANGYi
(NuclearPowerResearchInstituteofChina,Chengdu,６１０２１３)

Abstract:Inthematerialproportionstageofradioactivewasteimmobilization,theaccuratematerial
ratioisthekeytoensurethestabilityofthecementholder,anditisalsothepreconditiontoensure
thecementholdertomeetthestandardofdisposal．Thecementpowderbridgingandcakinginthe
measuringbinwillleadtospuriousshockandvibrationsignalsintheunloadingprocessandthatwill
interferethematerialmeasurement;Atthesametime,afterthemechanicalconveyingequipmentis
braked,theovershootcausedbythematerialenteringtheweighingcontainerintheinertialcondition
makesthedynamicweighingunabletoestablishthecorrespondingrelationofthemomentumandthe
weightaccurately．Throughtheuseoffullyclosedmaterialsystem minimizethemoistureofthe
material．Thevibrationofthematerialisloosenedbeforetheweighinglink,soastoreducethe
bridgingandcaking,andeffectivelyreducetheinfluenceofthediscontinuousandunevenonthe
weighingsystem．Themethodofsettingtheovershootisadoptedtosolvetheblankingovershoot
causedbytimelagcharacteristics．Thecriticaldataofovershootofagivensystemisdeterminedby
simulationtest,andthedynamicweighingofcementpowderisrealized．Thefeedingmodeoffastand
slowspeedcombinationcantakegoodaccountofproductionefficiencyandmeasurementaccuracy．
Keywords:Externaldisposal;Overshoot;Dynamicweig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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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乏燃料后处理PUREX流程简析

王　辉,刘　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Purex流程是采用磷酸三丁酯(TBP)/稀释剂通过溶剂萃取法从乏燃料溶解液中回收钚和铀的工艺流程,是目前

国际上唯一得到广泛工业应用的乏燃料后处理工艺.国外主要后处理厂主要有法国阿格中心、英国Thorp厂、俄罗斯

RTＧ１厂、日本东海村和六格所后处理厂等,均采用Purex流程,但均根据自身情况对Purex流程进行了若干改进.其

中法国阿格中心的UP３和UP２Ｇ８００工厂是目前正在运营的先进乏燃料后处理工厂典范,在此将该工厂流程作为先进

乏燃料后处理流程的主要典型进行分析评价.另外在大型乏燃料后处理工厂工艺流程引进谈判中,我国与法国谈判

前期所针对的流程为根据阿格工厂流程改进的Coex流程,本文将其与传统的Purex流程进行详细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乏燃料后处理;purex流程;溶剂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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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x流程是采用磷酸三丁酯(TBP)/稀释剂通过溶剂萃取法从乏燃料溶解液中回收钚和铀的工

艺流程.国外主要后处理厂主要有法国阿格中心、英国Thorp厂、俄罗斯RTＧ１厂、日本东海村后处

理厂等,均采用Purex流程.其中法国阿格中心的UP３和UP２Ｇ８００工厂是目前正在运营的先进乏燃

料后处理工厂典范,在此将该工厂流程作为先进乏燃料后处理流程的主要典型进行分析评价.另外

在我国与法国谈判前期所针对的流程为根据阿格工厂流程改进的Coex流程,该流程设计的主要目的

是针对防核扩散而不生产纯钚产品,后文也对该流程进行分析评价.

１　法国阿格中心

１．１　阿格中心概况

阿格中心是法国现在最重要的商用后处理基地,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轻水堆乏燃料后处理中

心.１９６２年法国在此动工兴建UP２后处理厂,处理能力为７５０~８００t/a.为适应法国核电堆型的变

化,１９７２—１９７６年间对 UP２厂进行了改造,成为年处理能力为４００t轻水堆氧化铀燃料(燃耗

３３０００MWd/tU)的后处理厂(也称为 UP２Ｇ４００).８０年代法国在阿格中心兴建 UP３后处理厂,

１９９４年UP２Ｇ４００经过彻底改造扩建成UP２Ｇ８００后处理厂.目前UP２厂主要用于满足法国电力公司

的需要,UP３厂为国外的客户服务.１９９５年,阿格后处理厂首次全年运行并达到１６００t的年额定生

产能力[１].

１．２　阿格工厂设计特点

以UP３为例,UP３工厂化学分离部分主要有以下构成:共去污和铀钚分离、铀纯化、钚纯化、水相

废液蒸发浓缩和酸回收,以及溶剂再生,其中溶剂再生包括碱洗和蒸馏两个单元.
化学工艺主要特点包括[２Ｇ５]:(１)在首端除碘,避免碘在全流程扩散;(２)锝氚共洗涤,降低进入后

续工艺的锝的量,并将工艺划分高氚和低氚区,在这两个区域分别设有硝酸回收单元;(３)工艺流程无

盐化,不额外向工艺流程中引入盐分,在铀钚分离、钚氧化调价、铀钚纯化循环等环节中,均采用无盐

工艺;(４)所有钚反萃槽之后均有钚障槽,既可以防止即使很微量的钚流失,同时降低污溶剂的α活

度,有利于溶剂再生;溶剂再生手段包括碱洗和酸洗以及进一步的蒸馏,在碱洗过程中严格控制碱的

用量,因为碱洗液也将成为最终废物的相当一部分;(５)通过工艺设计防止红油产生,其途径有:①水

相液流与TBP接触之后,如果要进入蒸发浓缩工序,那么在蒸发浓缩之前必须用稀释剂进行洗涤,将

６７１



水相中溶解的TBP洗涤到稀释剂中,使进入蒸发浓缩装置的水相溶剂及其降解产物的量降低到很小

的水平;②在所有加热工艺设备中硝酸浓度不超过１１mol/L,防止红油事故;③所有蒸发浓缩加热的

设备温度均控制在１２℃以下,并且保持良好的通风;(６)U(Ⅳ)采用加氢还原制备.
在工艺设备方面,首先所有设备都必须具备几何临界安全条件,包括溶解器、脉冲萃取柱、容器等

这是后处理工厂设计首要考虑的安全问题.其次所有设备具有高度可靠性,即使出现故障亦无需进

行复杂的维修.其三,所有工段均为连续运行,而非批式运行,如溶解、调价、污溶剂洗涤、溶剂蒸馏等

工艺环节,均可连续操作,这样可以保证工厂具有最大的处理能力.

１．３　化学工艺流程分析

(１)连续溶解过程中碘的管理

UP２Ｇ８００和UP３用氢氧化钠塔吸收尾气中的碘,残留的碘再用含银的固体吸附剂吸收.
从尾气亚硝气回收的硝酸经沸腾鼓泡除碘之后再用于溶解.为了防止碘在溶解器中积累,溶解

液从溶解器中流出时经过一个碘解吸器,在沸腾温度下用亚硝气鼓泡,气液逆流接触,在氧化性氛围

中使碘解吸出来[５].
(２)共去污分离循环

阿格中心的化学分离工艺中萃取剂采用TBP,稀释剂采用四聚丙烯(TPH).乏燃料溶解液首先

在共去污循环中实现铀、钚产品与其他裂片元素的分离,以及铀钚之间相互分离.UP２Ｇ８００及 UP３
工厂共去污循环工艺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共去污萃取和洗涤工艺框图

(i)共去污及氚锝共洗涤

共去污循环部分的主要功能是用TBP萃取铀和钚,锝和镎也主要进入有机相,而绝大部分其他

裂片元素及次锕系元素进入高放尾液.在工艺中使用了一个萃取柱和两个独立的洗涤柱.在萃取柱

乏燃料溶解液以UＧ２５０g/L、HNO３Ｇ３mol/L进料.
第一个洗涤柱用于分离绝大部分裂变产物,洗涤柱１采用２mol/L硝酸洗涤,采用较低酸度的洗

涤酸有助于提高对锆的去污.第二个洗涤柱用于氚和锝的共洗涤.
洗锝的作用在于防止锝在后续对铀钚分离工艺的产生不良影响[５].在４５０００MWd/tU的燃

耗下,锝在溶解液中的含量达到２３０mg/L,锝对硝酸氧化肼有催化作用,所以它的存在可引起肼的消

耗,从而影响四价铀对钚的还原反萃.为了将锝从有机相中洗涤下来,需要进行高酸洗涤.而在高酸

洗锝之前,先用２mol/L酸洗涤锆(第一洗涤柱,即１A工艺洗涤段),从而避免了Zr/Tc形成易萃取的

络合物的形成,并影响锝的洗涤.在第二洗涤柱中,锝的洗涤结合氚洗涤,采用两股料液双酸洗涤,第
一洗涤酸为氚化酸,主要采用溶解工艺中回收的含氚硝酸,第二洗涤酸则为不含氚的新鲜硝酸.

７７１



洗氚的作用在于将工艺线分为高氚和低氚区,防止氚在后续流程中扩散.在 UP３流程中,第一

溶剂萃取循环的１AP料液在进入铀/钚分离之前,在第二洗涤柱中使用回收的新鲜硝酸进行洗涤,有
助于将氚限制在工厂的高活度区(首端、共去污萃取柱和高放废物后续工艺).

综合考虑锝和氚的洗涤效果,在双酸混合后４~６mol/L的酸度前提下,可以改变第一洗涤酸和

第二洗涤酸的硝酸浓度和流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关于 UP３的文献所给出的数值为第一洗涤酸

６．５mol/L,第二洗涤酸２mol/L;９０年代后文献数值一般为第一洗涤酸１０mol/L,第二洗涤酸

１．５mol/L.这可能与TcSP中酸度调整有关,这两种工艺参数运行对锝的去污效果均在２．８~３．３之间.
锝氚洗涤的尾液中除了锝之外还含有铀和钚,需用 TBP进行补充萃取,并将其返回至主萃取

循环.
(ii)铀钚分离

铀－钚的分离是通过将钚还原为不萃取的三价钚实现的.一循环铀钚分离采用四价铀作还原

剂,用肼作支持还原剂.在该工艺段钚产品的浓度达到４．８~６g/L,钚浓度较高有助于减少钚纯化循

环工艺中的萃取尾液体积,同时在回流萃取过程中可以减少回流比,提高生产效率.
镎在这个过程中将主要走向有机相.镎以Np(Ⅵ)进入该工艺段,在大量Pu(Ⅲ)存在的条件下,

Np(Ⅵ)将被还原为可萃取的Np(Ⅳ).Np(Ⅳ)的萃取性能与硝酸浓度有很大的关系.UP３流程铀钚

分离工艺中铀的补萃使用负载０．６mol/L的TBP/稀释剂,在较高的酸度条件下,镎也将被萃取进入有

机相.在UP３的铀钚分离工艺中,约有８０％的Np会进入铀产品液流,在铀反萃柱中与铀一起反萃

下来,进入铀纯化循环.
经过还原反萃钚之后的含铀有机相还要经过一次钚障槽洗涤.在铀钚分离和钚纯化循环中,钚

反萃之后的有机溶剂都必须将钚完全反萃,为此设计了钚障槽.钚障槽使用的还原剂为U(Ⅳ)－肼.
由于钚障槽的应用,溶剂中的α沾污很少,小于１μg/L.

(iii)共去污循环工艺运行效果[６]

每日处理量:PWR燃料４t/d;BWR燃料３t/d.
包壳中损失的可裂变材料０．１％,低于０．４５％的设计值.
共去污循环铀、钚对β、γ放射性的去污:５E＋０４.

TcS对锝去污:２．８至３．３.

１CU中钚的含量:小于１０μg/kgU.
铀中除钌:＞２E＋０４,铀中除铯:＞１E＋０８.
钚中除钌:＞１E＋０４,钚中除铯:＞５E＋０７.
高放废液中铀含量:∗＜５mg/L,钚含量:∗＜０．５mg/L.

１AXXW中铀含量:∗＜５mg/L,钚含量:＜１μg/L.
注:带∗数据受测量下限的限制.
(３)铀纯化循环

UP３厂铀纯化循环最初设计了两个循环.在共去污循环大多数镎(＞８０％)被萃取进入有机相,
所以铀纯化循环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实现铀产品中镎的净化.

为完成铀循环里的铀/镎分离,需要将Np调整为＋５价.３０％TBP几乎不萃取Np(Ⅴ),而且以

肼或硝酸羟胺作还原剂时也很难将Np(Ⅴ)还原至四价,因此需要先要将第一循环分离操作产生的

Np(Ⅳ)预先进行氧化.UP３铀纯化循环是浓流程,１CU料液需要进行蒸发、浓缩,在蒸发浓缩过程中

Np(Ⅳ)可以被硝酸氧化为＋５或者＋６价.在２D工艺相对较弱的还原性氛围中Np(Ⅴ)将保持其价

态,Np(Ⅵ)则被还原为＋５价,可实现对镎的良好去污.

UP３铀纯化设计流程是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使用肼作为还原剂,使大部分镎留在萃余液里;第
二循环目的是对铀进行最后的α去污(Np＋Pu),因此使用还原能力较强的 U(Ⅳ).工厂实际运行

后,流程对镎的净化能力比预期好很多,铀二循环出口的铀产品中残余的镎和β/γ污染物已经能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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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指标的要求,１９９４年UP３厂停掉了铀三循环的运行[７Ｇ９].其改进后的２D工艺示于图２.UP３铀

二、三循环的萃取设备都是混合澄清槽.

图２　铀纯化循环２D工艺简图

UP３厂铀回收率为９９．８８％,最终产品为硝酸铀酰.在镎及裂变产物的去污系数和流出物里的

铀损失这两个方面,UP３第二和第三铀纯化循环上的运用表现出优秀性能(见表１).

表１　UP３铀循环性能

各循环萃余液里的[U] ∗＜５mg/L

各循环反萃取后溶剂里的[U] ∗＜５mg/L

２CU的Np去污系数 ＞１５０

２CU的１０６Ru去污系数 １０２~１０３

　注:∗实际上浓度在所用测量方法的灵敏限内

(４)钚纯化循环

UP３厂设计上钚的纯化循环也采用两个循环,并有独立的溶剂处理单元.实际运行中钚线的二

循环(２CPu)出口产品达到了每一项指标要求,但是工厂仍保留着钚三循环,目的是为了满足下游工

序的转化要求.如表２所示,在裂变产物的去污系数和流出物里的钚损失上,UP３第二钚纯化循环

(２CPu)和第三钚纯化循环(３CPu)中达到了很好的性能[６].

表２　UP３钚纯化循环性能

２CPu反萃取后溶剂里的[Pu] ＜１μg/L

３CPu萃余液里的[Pu] ＜１０μg/L

３CPu反萃取后溶剂里的[Pu] ＜１μg/L

２CPu钚的１０６Ru去污系数 ＞＞５０∗

　注:∗实际上１０６Ru对钚的污染几乎低于测量方法的灵敏度

在钚的纯化萃取循环中还原剂的选择上,UP３厂采用硝酸羟胺(HAN)作还原剂.UP３运行结果

表明,在脉冲柱使用硝酸羟胺的效果是可靠有效的.使用羟胺作为还原剂在不用引入任何成盐物质

(如在氨基磺酸亚铁还原剂中的铁)而增加固体废物量的情况下,就可以完成钚的还原反萃.硝酸羟

胺还能通过钚产品液的回流萃取对钚进行浓缩,以达到５０g/L的产品液浓度.考虑羟胺还原钚的动

力学速率规律的类型,操作参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温度３５℃以上,并且羟胺充分过量.

UP３厂的钚线工艺上也增设了钚障系统,即在所有钚反萃柱有机相的出口,增加一个钚的补充反

萃系统,采用还原剂洗涤溶剂以严格限制钚进入后续的有机溶液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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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钚线二、三循环的萃取、洗涤、反萃,以及稀释剂洗涤萃余液都是采用脉冲柱.其中钚二循环、
三循环的２A、３A采用装有折流板的脉冲柱.法国UP３工厂的运行经验表明:使用传统的典型筛板,
经常发生操作失效,特别是当筛板浸润特性发生变化时,脉冲柱就可能难于操作.而折流板则具有明

显的优点,它可以消除沟流现象和连续相的变化,而且还有利于污物和固体颗粒的排除,从而保证在

大规模生产率下的高效能,以及抗老化能力[８Ｇ１０].

２　COEX流程

２．１　COEX流程简介

COEX流程是我国与法国前期谈判拟引进的后处理工艺流程.COEX流程是法国为适应GNEP计

划开发的一个基于UP３工厂流程的铀－钚不完全分离流程[１１,１２].这个流程实质上还是Purex流程,但
为满足防扩散的要求,在流程设计上采用多点加入四价铀并控制铀/钚分离水平,使整个流程没有任何工

艺点可以得到纯的硝酸钚溶液或PuO２产品.除此之外,COEX流程还有诸多细节与UP３流程存在差

异,COEX流程自身也包含多种工艺框架设计,这些设计在法国CEA的专利中进行了描述[１１].COEX流

程铀纯化循环工艺与UP３几乎完全相同,本文不予赘述,仅针对共去污和钚纯化循环开展分析.

２．２　工艺流程分析

(１)共去污循环

典型的COEX工艺流程如图３所示[１１],与图１所示的UP３共去污循环工艺流程相比较,从UP３
和COEX的共去污循环循环流程图上分析其结构基本是一致的,仅仅是加了一个补充萃取镎的工艺

段,但在工艺参数上略有不同.

图３　COEX工艺流程

COEX流程与UP３流程最大的区别在于１AF以４．５mol/L硝酸进料,而１AS洗涤酸为２mol/L
硝酸.其目的在于尽量将镎和锝萃取进入有机相.但在此条件下锆在萃取段将很容易被萃取,在洗

涤段酸度较低又很容易被反萃至水相,可能造成锆在１A工艺中内循环.

TcS工艺中进一步强化了洗氚、洗锝,提高TcSS１酸度,降低TcSS２酸度,并提高水相流量.提

高流量的结果使得TcSW 中U浓度(３９．７g/L)增大(中试厂２１．３g/L),这部分铀钚经补充萃取后返

回１A槽,会增加１A工艺的负担.
在１B工艺中增加了镎补萃段.镎补充萃取段即UP３流程铀钚分离工艺中的铀补萃段,因为在

COEX流程中无需再进行钚中除铀,故将该段用作镎的补萃.此工艺目的为将镎分离到铀纯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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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铀纯化循环中提取分离镎.
在溶剂萃取设备方面,UP３的一循环有共去污柱(１A)、共去污洗涤柱(１AS)、锝洗氚洗柱(TcS)、

铀/钚分离柱(１B)、铀反萃柱(１C)、铀/钚补充萃取槽(１AXX)和钚障槽(１BXX)共５根柱子２个萃取

槽.而COEX流程是５根柱子３个萃取槽,增加了１个补充萃取镎的萃取槽,并且铀/钚分离柱(１B)
改成了铀/钚共反萃柱.实际上,COEX的铀/钚共反萃后得到的１BP溶液中铀/钚比甚至比 UP３的

１BP还要低.也就是说,COEX将铀钚分离柱改成铀钚共反萃柱并无实际意义,仅仅是为了表明没有

分离钚.最大的改变是增加了１个镎的补充萃取槽,再引入四价铀作为还原剂,加强Np(Ⅴ)的还原

萃取,以将镎定量地赶到铀线去.
在工艺和设备上,除上述不同外,其他部分是完全可以借鉴 UP３和 UP２Ｇ８００的成熟工艺与运行

经验的.
(２)钚纯化循环

在UP３流程中通过钚纯化循环可以得到纯净的硝酸钚溶液,但在COEX流程中将钚纯化循环改

成为铀/钚共净化循环.
首先进行铀钚共氧化,该步骤采用氮氧化合物进行调价,调价之后２AF组成为PuＧ４．２g/L,

UＧ１．３g/L.再通过溶剂萃取过程对裂片进一步去污,在该过程中同时调整铀钚比例.
在萃取工艺中通过两个措施使得到的２BP溶液铀/钚比达到０．２５.其一是将还原剂U(Ⅳ)中的

U(Ⅵ)百分比提高,这样加入该循环中的铀总量就增加了.其二是减小２BS的流量,使有足够量的铀

保留在钚产品中.
钚纯化循环得到的反萃水相溶液除油后氧化、浓缩,贮存.这时铀为六价,钚为四价,都是硝酸溶

液中可以稳定的价态.但是对于浓缩到含钚量达２００g/L的硝酸溶液来说,稳定贮存有一定困难的.
动力钚具有很强的α比放,其对硝酸和水的辐解作用是否会构成安全威胁,尚需要仔细研究的.

(３)尾端

UP３的钚尾端是通过草酸盐沉淀灼烧得到PuO２产品,这是一个成熟的工艺过程.但COEX流

程的尾端要采用U(Ⅳ)/Pu(Ⅲ)草酸盐共沉淀,其工艺的可行性与工艺效果尚不确定.
同时,浓钚溶液需要加入大量的U(Ⅳ)将Pu(Ⅳ)还原为Pu(Ⅲ),再将原溶液中的U(Ⅵ)和氧化

还原反应产生的U(Ⅵ)重新萃取分离出去.利用这样的过程调整铀/钚比,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
在技术上亦无必要.

若COEX流程得到的U(Ⅳ)/Pu(Ⅲ)草酸盐共沉淀物真正能够做到在分子水平上的均匀,那么

得到的共沉淀经转型球磨后,可以直接作为 MIMAS工艺生产 MOX的中间产品,并将缓解由于生产

混合不均匀导致的 MOX应用问题.

３　其他后处理工厂流程简析

３．１　英国THORP厂[１３Ｇ２１]

THORP厂工艺流程的循环与UP３相似(如图４所示),但是没有设置锝洗工艺.在１B工艺中同

样使用U(Ⅳ)－肼作为还原剂,但加入过量５０％~６０％的还原剂,并将运行温度控制在１９℃以下.
在THORP厂流程前期中间试验中已经验证了即使锝完全进入１B工艺,也不会对U(Ⅳ)－N２H４的
还原体系造成严重破坏,其工程运行结果也表明铀钚分离可以达到１０４量级.由于未设置锝洗工艺,
在共去污洗涤柱即采用新鲜硝酸进行裂片元素洗涤,在此将工艺线进行高氚区和低氚区进行分割.

另外在THORP厂铀纯化循环采用的是稀流程,从共去污循环过来的铀料液只经行调料和加热

预处理,未进行浓缩,萃取剂使用２０％TBP/稀释剂,而不是３０％的萃取剂浓度.其目的在于提高铀

纯化萃取过程中有机相萃取饱和度,以增加对裂片元素的去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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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Thorp厂工艺流程

３．２　俄罗斯RTＧ１[２２－２５]

RT－１厂共去污工艺萃取采用铀３００g/L、硝酸３mol/L的料液进料,洗涤工艺采用双酸洗涤,分
别为６mol/L和０．５mol/L,加料级为１３级和１６级,如图５所示.其作用在于通过高酸洗涤除去裂

片元素,再通过低酸洗涤进一步去除锆等裂片,同时降低有机相料液酸度.铀钚分离工艺采用氨基磺

酸亚铁和络合剂作为钚和镎的反萃剂,使镎与钚一起进入钚纯化工艺.在铀反萃工艺中将萃取器温

度保持在６０℃,以提高反萃效率.在铀纯化和钚纯化循环中均使用亚铁离子加络合剂作为还原剂.

４　小结

以上对国外成熟运行的后处理工厂工艺流程进行了分析,对于我国后处理厂流程的设计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主要结论如下:
(１)工艺流程框架

UP３流程主要包含共去污、锝氚洗涤、铀钚分离、钚障、铀纯化、钚纯化等工艺环节.另外UP３工

艺框架中首端除碘、锝氚洗涤及氚分区管理、钚障槽设置、水相液流的稀释剂洗涤等工艺设计对于工

艺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后处理厂工艺设计中可沿用这些已经过多年运行验证的设

计环节.
(２)１A工艺

１AF基本上均以３mol/L硝酸进料.１AS洗涤酸度各个工厂各有差别,UPＧ３流程采用２mol/L
洗涤酸,RTＧ１采用双酸洗涤.从工艺稳定性考虑,根据前文研究结果１A工艺以“３Ｇ３”进料比“３Ｇ２”进
料对于流量波动的更为稳定.

(３)１B工艺

文献报道UP３流程１B工艺钚出口浓度达到６g/L以上,实际浓缩倍数达到７倍.该工艺中使用

的还原剂为四价铀－肼,其中四价铀溶液采用加氢还原制备,其中四价铀还原剂含量达到９０％以上.
在我国后处理厂流程设计中,四价铀制备可采用更先进的工艺,以保证四价铀含量达到９０％,如铂催

化肼还原制备四价铀、先进电解还原技术等,可以使１BP钚浓缩倍数提高.

UP３流程１B工艺中镎几乎完全进入１BU,因此可以考虑从铀纯化循环废液中提取镎.
(４)铀纯化工艺

UP３铀纯化工艺采用浓流程,２DF铀浓度３１０g/L,酸度１mol/L,２DU 铀浓度仍然控制在

８４g/L左右.相比于稀流程,铀饱和度有较大提高,对于裂片元素和镎钚的去污效果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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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马雅克后处理厂(RTＧ１)流程示意图

(５)COEX流程

COEX流程是为了防止核扩散而提出的工艺流程,该工艺流程尚仅部分通过了实验验证,还有很

多工艺条件尚不成熟,没有经过成熟的商业运行经验,不具备引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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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PurexProcessAbroadForSpentNuclearFuel

WANGHui,LIUFa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

Abstract:Purexprocessistheonlyindustrialspentnuclearfuelreprocessingprocess,whichextract
uraniumandplutoniumfromnitricacidsolutionbytributylphosphate．Allofthemainlargenuclear
spentfuelreprocessingpantsabroad,includingLaHaguecenterofFrance,ThorpPlantofBritain,

RTＧ１PlantofRussia,andTokaiplantandRokkasoPlantofJapan,usethePurexprocess,with
correspondingimprovements．TheUP３and UP２Ｇ８００plantsatLa Haguecenterarethemost
successfulreprocessingplantsintheworld,andtheirprocessistobeanalyzedastypicalPurex
processinthisarticle．Additionally,inthenegotiationoflargereprocessingplantcorporationswith
France,theprocesstobeintroducedintothelargereprocessingplantofChinaisanimprovedpurex
calledCOEXprocess,inthispaperitwillbecomparedwithatypicalpurexprocess．
Keyword:Spentnuclearfuelreprocessing;Purexprocess;Solvent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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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岩石固化体的设计与合成例子

陆春海１,２,徐　真１,陈　敏３

(１．成都理工大学地学核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９;２．成都理工大学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

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９;３．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１０)

摘要:类比法可以从天然铀矿物寻找合适的固化体形式.设计了长石型固化体,并进行了合成工艺研究.通过研究成

功合成了一种长石型固化体,并测试了其元素渗出率.元素的浸出率比玻璃化固化体低１~２个数量级,表明该人造

岩石固化体具有优良的抗浸出性能.初步验证了该固化体系的化学稳定性.

关键词:放射性;废物;固化;人造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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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之相关的核产业不带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能量,也形成了辐照产

业、核医学产业等等产业和技术.然而,也带来了麻烦的核废物.核废物的安全、恰当处理、处置已成

为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中,高放废物由于放射性强,有的甚至具有高毒性,因而危害大,受到

关注度高,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科学家发现Oklo天然“反应堆”中的绝大部分放射性核素均未发生明显的迁移

或被黏土吸附[１Ｇ４].另外,埋在地壳深处数千万年的铀矿床,也颇似一个已关闭了数千万年的天然核

废物处置库.如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不整合脉型铀矿床形成后的１２亿年来,成矿元素未发生明显迁

移[５Ｇ７].这些给科学家了启示:通过研究与核废物处置库或处置屏障相似的天然类似物和人工类似

物、类比评价核废物处置的安全性和可行性.类比研究可以为核废物固化体设计、核废物地质处置通

过思路.虽然类比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尚有争议,但笔者认为类比研究可以在检验某些工程屏障

的有效性;也预言核废物处置库中放射性核素在地下水中的实际迁移特征,为核废物处置的安全评价

提供参考资料,增强安全处置高放废物的信心;同时也可以部分地验证核废物处理、处置机制的研究

结果.基于在固化体中生成若干新矿物相或类矿物相,已经发展了一系列可稳定地包容各种放射性

核素,从而达到固定有害高放废物的目的固化体、人造岩石固化体.如澳大利亚地质学家Ringwood
就基于类比法,第一次合成了人造岩石(SYNROC)固化法[８Ｇ１０].

１　实验步骤

１．１　实验仪器

主要仪器:电子天平,FA１００４N,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粉末压片机,７６９YPＧ２４B,上海一恒

科学仪器;高温节能电炉,KSSＧ１６００℃,北京谱析;电化学工作站,GamaryReference３０００,美国

Gamary公司;铂金电极,２１３型,上海电光器件厂;Ag/AgCl电极,参比电极,上海仪电科学仪器;石墨

电极,工作电极,本课题组自己研制;电热鼓风干燥箱,DHG,上海－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L５S,上海仪电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测量

主要试剂有:二氧化硅,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氧化铝,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硝酸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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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氢氧化钠,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碳酸钠,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

厂;氧化铁,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硫酸铜,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二氧化钛,分析纯,成都

市科龙试剂厂;盐酸,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柠檬酸,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酒石酸,分析

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硫酸高铈,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甲基绿,分析纯,苌钲试剂厂;柠檬酸,
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酒石酸,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厂;硫酸高铈,分析纯,成都市科龙试剂

厂;甲基绿,分析纯,苌钲试剂厂.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人造岩石固化体原理与设计

锕系核素半衰期长、毒性高,人造岩石是锕系核素废物合适的宿主之一.放射性核素通过类质

同象替代,被包容于人造岩石矿物的晶相结构中;然后,将固化体根据放射性水平进行合适的地质

处置,从而使得有害核素获得安全处置[１０].表１对于研究较多的人造岩石进行了归纳,当前研究

较多的钙钛锆石型和烧绿石型人造岩石是通过高温固相反应制备的一种热力学稳定的多相钛酸盐

矿物固溶体,大部分有害核素占据了晶格位置,少部分还会被还原成金属单质,但是也被包容于合

金相中[１１,１２].

表１　人造岩石的几种常见典型配方比较[１０,１３,１４]

配方名称 固化对象 矿相组合
包容量/

wt％
优缺点 备注

SynrocＧA、

SynrocＧB

典型的高

放废液

钙钛锆石、碱硬锰矿、钙钛

矿等 钛 酸 盐 矿 相 和 钡 长

石、白榴石等硅酸盐矿相

１０
Cs浸出率较高,固化

体稳定性较差

SynrocＧB是 SynrocＧA 去 掉 硅

酸盐矿相的变体,是人造岩石

基本配方

SynorcＧC

商业动力

堆后处理

高放废液

钙钛锆石、碱硬锰矿、钙钛

矿、金红石等钛酸盐矿相
５~２２

配方灵活性强,物理

性能和化学稳定性好

目前,研 究 最 为 广 泛、成 熟 的

配方

SynrocＧD
美国军用

高放废液

除了 钙 钛 锆 石 和 钙 钛 矿

外,还加入霞石和尖晶石

等铝酸盐矿相

６０~７０
包容量高并能较好的

包容工艺产物
现属特种陶瓷体系

SynrocＧE
动力堆高

放废液

矿相 组 成 与 SynrocＧC相

同,但各矿相含量不同
１０

包容量较低,但具有

较小释热率和相对高

的化学稳定性

金红石为主体矿相

SynrocＧF
一次通过

式乏燃料

钙铀烧绿石为主体矿相,

还包括碱硬锰矿和金红石
５０

包容量高,可包容含

铀量高的废液

实际矿相还包括钙钛矿和晶质

铀矿

为了发展新的低成本、高性能人造岩石固化体,作者认为还是可以借类比研究这一思路.为此调

研了铀矿物,铀矿物有一种形式是长石.通过对于铀矿物的分析,认为长石是一种比较好的岩石类

型.因为长石的类质同象替代很发育,其基本结构单位是四面体,它由４个氧原子围绕一个硅原子或

者铝原子构成.有较高的抗压强度,且对酸的耐受性强.

２．２　人造岩石固化体合成工艺设计

作为合成例子,表２为钠长石人造岩石包容二价、三价和四价的多价态元素的配方,其化学计量

式为(NaAl)１－x－１．５y－０．５zTixFe２yCuzSi３O８,其中x＝y＝z＝０．３,废物包容量w＝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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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人造岩石固化的实验配方

样品名称 Na２CO３ Al２O３ SiO２ TiO２ Fe２O３ CuSO４５H２O

质量/g １．００４２ ０．９６６３ ３４．１０３８ ２．２７３６ ４．５４３２ ７．１０５０

为了减少实验工作量,利用热重差热分析(TGＧDTA)帮助进行合成工艺设计.材料按照表２配

方后放入研钵中研磨均匀.然后,称取１０mg样品采用北京恒久科学仪器厂HCTＧ２综合热分析仪进

行测试.其中,程序升温速率为１０℃/min,温度范围为２５~１４００℃测试样品的TGＧDTA变化曲线

(见图１).由图１可见,在１００℃左右有一明显的吸热峰存在,且试样质量变化dw＝－１．３,产生这吸

热峰的原因是水分蒸发吸热;在６５０℃左右也有一吸热峰存在,且试样质量变化为dw＝－１．２,因为

本文的配料没有含有机物,因而主要原因是发生了固相化学反应,据此可初步确定钠长石的最低烧结

温度为６５０℃,当然可能需要很长的合成时间.

图１　钠长石配料的TGＧDTA图谱

根据图１所示的热分析结果,设计了图２所示的长石型人造岩石合成程序升温曲线.然后在高

温电炉采用两步烧结合成长石型人造岩石固化体.

图２　人造岩石固化体程序升温烧结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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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长石型固化体合成

　图３　人造岩石固化体的XRD图谱

按照表２所示实验配方比例称量样品.将称量后的

样品在研钵中研磨均匀,然后将粉末在压片机上压片.压

成的片状试样,按照图２的工艺曲线进行合成.合成的试

样,进行X射线衍射分析,见图３所示.
经Jade软件分析,图３中XRD谱图中含有A(钠长

石,Albite),Q(石英,Quartz),其相对应的标准衍射卡

(JCPDS)１０Ｇ０３９３卡 片(钠 长 石)和９９Ｇ００８８卡 片(石
英)[１５].合成的人造岩石固化体样品中主要的物相为钠

长石和少量的石英.根据谱图上衍射峰的强度估算,钠
长石接近９０％以上.

２．４　保温时间的影响

温度影响最终的合成产物,通过热分析结果和实验研究发现１２００℃是最佳合成温度.图４是在

合成温度为１２００℃时,不同保温时间下合成的人造岩石固化体的XRD谱图.由图４可见,钠长石晶

面(２０１)、(０２１)的衍射峰强度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强,而石英(０１１)、(１００)晶面的衍射峰强

度则逐渐减弱,这表明延长保温时间有利于长石晶相的形成.

２．５　合成温度对固化体合成的影响

图５为不同烧结温度下合成的人造岩石固化体的XRD谱图.当烧结温度为１１００℃时,钠长石

晶面(２０１)、(０２１)的衍射峰均已存在,这表明此时已有钠长石晶相生成,随着温度升高,衍射峰的强度

增强,当烧结温度为１３００℃时钠长石成为主要晶相.这说明烧结温度会影响固化体晶相的形成.综

上可知,本实验设计的人造岩石固化体配方是合理的,在烧结温度为１３００℃下保温２h就可得到性

能优异的人造岩石固化体,另外,由于石英本身也是自然界中稳定的矿相之一,所以固化体中存在的

石英对其化学稳定性没有不利的影响.

图４　不同保温时间下合成的固化体的XRD图谱

　

图５　不同烧结温度合成的固化体的XRD图谱

３　结论

通过合成人造岩石固化体的表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１)合成的试样片表面外观致密无裂纹,对
制备的样品的物相分析显示规整晶相;(２)合成的人造岩石固化体样品中主要的物相为钠长石和石

英,其中钠长石的含量接近９０％;(３)对合成的固化体样品的密度测试,显示固化体样品的体积密度达

到了其理论密度的９５％以上;另外,抗侵蚀和浸出率实验表明其具有优秀的化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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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incipleofanalogycanhelptofindasuitablesolidifiedradioactivewastefromnatural
uraniumminerals．Thedesignoffeldsparsolidifiedradioactivewastewasstudied．Inthispaper,a
kindoffeldsparsolidifiedradioactivewastewassynthesizedsuccessfully．Theleachingrateofthe
elementsoffeldsparsolidifiedwasteis１~２ordersofmagnitudelowerthanthatoftheglass
ceramics．Theresultsshowthattheartificialfeldsparhasexcellentantileachingperformance．The
chemicalstabilityofthesolidifiedwasteformwaspreliminarilyverified．
Keywords:Radioactivity;Waste;Solidification;SYN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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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水泥固化及其研究进展

陈　敏１,陆春海２,３,方祥洪２,３

(１．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学院,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１０;２．成都理工大学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

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９;３．成都理工大学地学核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９)

摘要:本文简要概括了水泥固化的优缺点;在文献收集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典型水泥固化添加剂的特点及其应用

机制,并用表格总结了其他研究工作者报道的各种核素的水泥配方和渗出率等参数.

关键词:放射性;废物;水泥;固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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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是指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来自原子能工业,如核武器试验、铀、钍
矿开采与冶炼,以及医疗、科研等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放射性物质对环境,特别是对生命体的健康影

响很大,如可损伤人体组织和器官.它既可在人体之外造成外照射损伤,也可通过饮食或呼吸进入人

体造成内照射损伤.人与动物吸入大气中放射性微尘或误食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与食物,会引起放

射性疾病,严重的可导致迅速致死.尽管１５０rad以下剂量的照射,死亡率下降为零,然而往往２０年

后才能表现出来一些症状,主要表现为癌症、不同程度的寿命缩短,甚至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随着

原子能工业发展和放射性同位素日趋广泛应用,放射性废物日趋增多,如不经处理或处理不当而外

排,会使环境遭受放射性污染,危害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健康.对放射性废物进行固化(稳定化)后进行

暂存和地质永久贮存,可以降低渗出率、降低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迁移、扩散,是在核科技界处理放射

性废液和粉尘的主要方法之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已研究过多种固化方法,有些已用于工业,但还

没有一种普遍适用于固化各类放射性废液的方法.

１　主要放射性废物固化方式

目前在核科技界普遍认为固化处理是贮存和处置放射性废液和粉尘(如焚烧灰等)的安全可行的

方法.其中高放废液固化方法,就固化体形式而言主要有玻璃固化、陶瓷固化、复合固化和合成岩石

固化四类.①放射性废物玻璃固化,主要为形成硼硅酸盐玻璃固化体和磷酸盐玻璃固化体;硼硅酸盐

玻璃固化体稳定性较好、工艺简单,但有可能析出晶体,改变玻璃性质,影响长期贮存的安全性.②放

射性废物陶瓷固化,使放射性核素作为晶体的组成部分而固定的固化方法,主要有玻璃—陶瓷固化体

(合适组成的硼硅酸盐玻璃固化体经热处理而部分析晶的产物)、过煅烧陶瓷固化体(废液与硅、铝、锶
等添加剂一起转化为煅烧物后再经高温处理的产物)、交换剂热压陶瓷固化体(用特制的水合氧化物

型无机离子交换剂吸附放射性核素后再经热压烧结的产物)等;陶瓷固化体和复合固化体稳定性好,
但对温度、压力等条件要求高、工艺复杂,技术上要求较高.③放射性废物复合固化,主要有包覆煅烧

物固化体(煅烧物颗粒用碳化硅、热解碳或氧化铝等惰性材料包覆的产物)、金属固化体(煅烧物颗粒

或玻璃珠嵌入低熔点金属或合金的产物)、多隔离层固化体(陶瓷固化体颗粒用惰性材料包覆后嵌入

低熔点金属或合金的产物)等;④放射性废物合成岩石固化,废液和碱硬钛矿石、白榴石和氧化锆等高

温熔融,形成与天然岩石晶体结构相同的固体,放射性核素作为晶体组成部分而固定.合成岩石是基

于天然岩石的长期稳定性的一种固化方法,７０年代中开始研究,８０年代颇受重视.
中、低放废物固化,就固化体形式而言大致有三类:①放射性废物水泥固化,它最早投入工业规模

应用,其工艺和设备简单,处理费用低,但固化体浸出率较高,只适合于处理放射性水平较低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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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放射性废物沥青固化,已用于工业,固化体稳定性好,但工艺和设备较水泥固化复杂,适用于处理放

射性水平较高的废物;③放射性废物聚合物固化,适于处理中、低放射性水平的废物,是晚于前两种方

法的一种新的方法,但是聚合物降解问题对于其适应性是个障碍.

２　水泥固化

２．１　水泥固化技术特点

将放射性废物掺合入水泥中凝成固体的处理技术,是一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中、低放废物固化

方法[１,２].水泥固化中常用的基材是含钙、铝、铁、镁等成分的硅酸盐水泥和火山灰硅酸盐水泥.常用

的添加剂有蛭石、沸石和硅藻土等,它们的作用有降低放射性核素的浸出率,提高固化体机械强度,吸
收游离水等.适于固化低放浓缩液、化学沉淀泥浆和废离子交换树脂,是最早用于工业的固化方法.

放射性物质的水泥固化技术,具有以下显著优点[１]:成本低、长期物理和化学稳定性好、抗冲击和

抗压强度好、与不同半衰期的核素的相容性好、材料和工艺熟悉、化学成分适应性广、化学成分无毒、
固化工艺容易实现(可以在室温、常压下固化,无需独特的专用设备)、有害物质包容量大、耐紫外光

解、耐生物降解、对于一些污染物水溶性和渗出率低、能与多种液态废物化学结合、力学和结构特性

好、放射性废物自屏蔽性好、水泥粉末原料存储寿命长、不需要无水操作、安置快速可控无需专门安置

与分隔.
水泥固化的优点是工艺和设备简单;可连续操作,也可在贮存容器中固化,进行间歇操作.现在

国内外都有相对成熟的水泥固化生产线,有流水线式,也有间隙式.水泥固化处理费用低;无燃烧爆

炸的危险;水泥本身具有良好的防护屏蔽性能.主要缺点是浸出率高,约比沥青固化体高１００~１０００
倍;减容比小于１;固化体较重.主要水泥固化方法有两种:①桶内混合法,废液、水泥和蛭石等按比例

加到作为贮存容器的金属桶内,用机械搅拌或加盖密封后滚动、振动的方法使它们混匀;②桶外混合

法,废物和水泥在混合器内混合,得到的浆料装入贮存桶.用水泥固化废液时对水灰比(即废液和水

泥用量比)有一定要求.要获得大的减容比应采用高的水灰比,然而高的水灰比使固化体的含盐量和

含水量增加.含盐量增加会降低固化体的机械强度,含水量增加会在水泥浆表面产生一层游离水.
加入合适的添加剂虽能提高机械强度和消除游离水,但也使减容比降低和重量增加.因此必须权衡

利弊,选用合适的水灰比和添加剂,一般水灰比不超过０．５.由于水泥固化化学成分适应性广、能与多

种液态废物化学结合的原因,除了用于处理放射性废物,水泥固化还用于固化Cd、Hg和Pb等重金属

污染物和有毒非金属污染物[３].同时,因为水泥固化技术的有点,已经有人尝试原位固定铯[４].

２．２　水泥固化添加剂

当然水泥固化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硼酸盐会影响水泥固化体的寿命[５],包容离子交换树脂的水

泥固化体容易发生膨胀[６,７].目前水泥固化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添加剂和改进剂的研究,以提高水泥固

化体的力学性能、改善热稳定性、降低渗出率、提高包容量,从而改进固化体的综合性能.特别是对于

像树脂这样具有溶胀—收缩特性、对物理化学参数敏感的核废物,在单一的水泥固化技术不适合时,
可采用掺入添加剂加以克服.目前,研究和使用较多的添加剂有沸石、高岭土、飞灰和水玻璃等[８];而
使用的改进剂有减水剂和聚合物前驱体等化学品.

沸石晶格内部有很多大小均一的孔穴和通道,孔穴之间通过开口的通道彼此相连,并与外界沟

通,孔穴和通道的体积占沸石晶体体积的５０％以上,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５００~１０００m２/g),是很好

的吸附剂.另外,沸石是呈架状结构的铝氧四面体中Si４＋被Al３＋所替代导致的电荷不平衡,离子交换

能力强,对核素离子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吸附能力[９].沸石具有选择吸附１３７Cs、９０Sr放射性核素的良好

性能,作为水泥固化的添加剂,可以对Cs等核素产生有明显的阻滞效果[１０].同时,可使固化体结构更

趋致密,强度相应提高.由于沸石对Cs＋、Sr２＋离子的吸附作用,在固化废树脂时,沸石相当于在固化

体内废树脂周围增加了一道安全屏障,有效地阻滞和降低了Cs、Sr浸出率[９].然而,有研究显示:当
沸石添加量超过２０％时,平衡浸出率不再进一步降低[１１].Sun等人认为水泥固化蒸残液时,沸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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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添加剂优于飞灰[１２].
高岭土、蛭石和凹凸棒土等也具有孔隙,也因Si被Al等替代而电荷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离子交换

能力.如:①高岭土具有从周围介质中吸附各种离子及杂质的性能,高岭土具有强的耐酸性能,但其

耐碱性能差;利用这一性质可用它合成分子筛.②蛭石是一种与蒙脱石相似的黏土矿物,为层状结构

的硅酸盐.一般由黑云母经热液蚀变或风化变成.四面体片中Al代替Si一般为１/３~１/２,还可有

Fe代替Si.Al、Fe代替Si是产生层电荷的主要原因.③凹凸棒土又称坡缕石(Palygorskite)或坡缕

缟石,具链层状结构的含水富镁硅酸盐黏土矿物.其结构属２∶１型黏土矿物.在每个２∶１单位结

构层中,四面体晶片角顶隔一定距离方向颠倒,形成层链状.在四面体条带间形成与链平行的通道,
通道横断面约３．７×６．３Å,通道中充填沸石水和结晶水.因而,这些天然材料,也可以像沸石一样作

为水泥固化的添加剂,改善固化体的性能.研究显示:①改性凹凸棒黏土对核素９０Sr、１３７Cs也具有较

强的离子吸附和交换能力,尤其对１３７Cs的吸附能力极强;②以高岭土、凹凸棒土、沸石作为水泥固化

添加剂时,掺入热活化高岭土后,碱矿渣水泥的强度随掺量增加而下降,但当掺量不超过１０％时,强度

下降不大;③掺入沸石后,碱矿渣复合水泥的强度下降,但当掺量为５％时,强度与不掺时相近[１３].另

外飞灰也是一直多孔材料[８].
水玻璃也称为泡花碱,是硅酸钠的水溶液,硅酸钠在以水为分散剂的体系中为无色、略带色的透

明或半透明粘稠状液体.水玻璃可以用于配制耐酸胶凝、耐酸砂浆和耐酸混凝土和耐热混凝土,因而

在一些水泥固化工作中添加水玻璃改善固化体性能[９,１４].为了便于对不同核素采用的水泥配方及其

取得的效果可以进行比较、分析,在表１汇总了水泥固化配方、渗出率和文献出处等信息;受篇幅限制

仅列举近１０年研究.

表１　放射性废物水泥固化配料、工艺与效果概况

序

号
核素

水泥

种类
添加剂

固化

对象

水泥、添加剂、

废物间比例

浸出

条件

最大浸出率/

cm．d－１
文献出处

１ ３H

石墨、

木炭等

碳材料

废真空

泵油
X∶２２∶１ 水 １０－１５－１０－１６m２/s

Sazonov等,

２０１０[１５]

２ ６０Co OPC － 废树脂 １∶１ 天然水 ５．９１×１０－６ Plecas等,２００６[１６]

３ ６０Co OPC － 焚烧灰
１∶x
(X≤０．３)

模拟处置

地地下水
６．３９(渗出指数)

A．Rahman等,

２００９[１７]

４ Co SAC
沸石、

加速剂

硼酸盐

废液

２０００∶１１０∶
２２．５∶２．３

GB７０２３—８６ ４．０７×１０－７ Sun等,２０１０[１８]

５ ８５Sr、１３４Cs
水玻璃、

磷酸硅
焚烧灰

基础料:焚烧

灰约为１∶１
刘志辉等,２００６[１４]

６ Sr SAC
沸石、

加速剂

硼酸盐

废液

２０００∶１１０∶
２２．５∶２．３

GB７０２３—８６ ３．３９×１０－５ Sun等,２０１０[１８]

７ １３７Cs、６０Co OPC 硅藻土
压水堆

含硼废液

多种比例,

详见原文
去离子水

７．５×１０－４(１３７Cs)、

３．２×１０－５(６０Co)
Osmanlioglu,

２０１５[１９]

８ １３７Cs、６０Co 发光沸石
３２５∶
１０００∶５０

去离子水 数据多,详见原文 Sun等,２０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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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核素

水泥

种类
添加剂

固化

对象

水泥、添加剂、

废物间比例

浸出

条件

最大浸出率/

cm．d－１
文献出处

９ Cs ５２５＃

硅粉、沸
石和粉煤

灰(＋环氧

树脂复合)

废树脂

基础材料比例

１∶０．０５∶
０．１０∶０．０５

GB７０２３—８６ ＜１．８×１０－３ 夏丽丽等,２００６[２１]

１０ １３７Cs OPC － 废树脂 １∶１ 天然水 ５．９１×１０－６ Plecas等,２００６[１６]

１１ １３７Cs ASC 沸石 废树脂
１－X∶
X∶０．３

去离子水 ２．３０×１０－５ 李俊峰等,２００６[１１]

１２ １３７Cs OPC 焚烧灰
１∶X
(X≤０．３)

模拟处置

地地下水
５．３２(渗出指数)

AbdelRahman
等,２００９[１７]

１３
１３７Cs、９０Sr、

６０Co
沸石 废液 X∶０．５∶５ 见原文动力学曲线

Osmanlioglu,

２０１５[２２]

１４ Cs SAC
沸石、

加速剂

硼酸盐

废液

２０００∶１１０∶
２２．５∶２．３

GB７０２３—８６ ４．４５×１０－５ Sun等,２０１０[１８]

１５ １３４Cs OPC －
含Cs
液体

０．３５∶１
Deir

AlＧHajar水

(１．３０９±０．０１６)

９１０－３g/cm２day

Shaaban
等,２０１０[２３]

１６ Sr、Cs、Co
普通商

用水泥

氢氧化钙、

沸石、

碳酸锂

压水堆

废液

表格容纳困

难,详见原文

３．３９×１０－５cm/d(Sr２＋)、

４．４５×１０－５cm/d(Cs＋)

４．０７×１０－７cm/d(Co２＋)

QinaSun等,

２０１０[１８]

１７ Cs、Co
布兰特

水泥

TBPＧ
煤油

见原文曲线 Zhang等,２０１５[２４]

１８ Ce ４２５＃

水玻璃、沸
石、偏高岭

土、乳胶粉

焚烧灰 ２５℃ ８．９０×１０－６ 李长成等,２０１０[９]

１９
２２６Ra、

２３２Th、４０K

布兰特

水泥
飞灰

研究堆

泥浆
３５∶１５∶５０ 见原文曲线

Osmanlioglu,

２０１４[２５]

２０
布兰特

水泥
保湿剂 泥浆

海水、地下

水、１％乙酸
详见原文 Saleh等,２０１２[２６]

２１ 闪烁液
布兰特

水泥
黏土 闪烁液 X∶３∶１５

Bayoumi等[２７],

２０１３

　注:表中OPC代表普通硅酸盐水泥;ASC代表ASC特种水泥;SAC代表硫酸铝水泥;４２５＃和５２５＃为中国水泥标号

２．３　聚合物水泥

由于水泥固化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废物的重量和体积,为使废物最小化和改良废物体的性能,国际

上对固化废离子交换树脂所需的固化基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其中包括聚合物[９,２１]、改良特种水

泥[１,２８]、添加剂等[２１].为了改善水泥固化体的抗水浸出能力,提高机械强度和增加废物包容量,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用聚合物和沥青等浸渍水泥固化体.聚合物浸渍混凝土是一种新型建筑材

料,其具有机械强度高、孔隙率极低、耐化学腐蚀和耐风化性好等特点,适合于强腐蚀性场所使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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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浸渍混凝土用于中、低放废物固化的主要工艺过程为:先将废物转化为水泥固化体,真空脱水后

放入含引发剂的聚合物单体溶液中浸渍,将浸渍后的水泥固化体加热或辐照使单体聚合.聚合后一

般生成热固性塑料,如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等.与普通水泥固化体相比,聚合物浸渍水泥固化体

的性能有一定改善,如浸出率至少低一个数量级,机械强度提高２倍左右.夏丽丽等[２１]采用复合水泥

中５２５号快硬硫铝酸盐水泥、硅粉、沸石和粉煤灰之比为１∶０．０５∶０．１０∶０．０５得到的水泥固化块

(Φ５０mm×５０mm)的抗压强度大于１０MPa,固化体的抗冻融、抗浸泡、抗冲击、抗辐照性能满足废物

近地表处置的要求.Ji等添加了２０％的高聚物后,水泥固化体对于含６０Co的放射性废物的固化性能

得到明显改善[２９].

２．４　前处理与物理处理

在水泥固化前,进行前处理有助于提高固化体的性能,特别是有机废物的水泥固化.Gorbunova
等人尝试了对于油污染放射性有机废物在固化前,利用微生物降解油和有机液体,该废物含有放射性

核素１３７Cs、１３４Cs、６０Co、２４１Am、１５４Eu、２３４U.有机物被氧化降解了６０％[３０].
为了提升水泥固化体的性能,国际上还用热压水泥固化法处理放射性废液的实验室研究.一般

水泥固化体的抗水浸出性能较差,强辐照下气体辐解产物会使固化体破裂,因而水泥固化通常用于放

射性水平较低的废物.但是水泥经热压处理后孔隙率可降到３％左右,机械强度提高约１０倍.初步

研究结果证明:将模拟高放废液煅烧物和湿水泥粉混匀,然后在１５０~２５０℃、２．４×１０６Pa下热压,可
得到致密、不透气、抗水浸出的固化体.它的机械强度与玻璃相似,比普通水泥高５~１０倍[３１].

３　结论

水泥固化具有价格低廉、工艺简单等明显优点.尽管水泥固化已经历史较长,工艺较成熟,然而

为了提高其性能,国际上对配方做了研究,特别是添加剂和改进剂的研究.其中,沸石、高岭土的研究

较多,其提升了水泥固化体的性能.通过物理手段或改变固化工艺也可提升水泥固化体性能.另外,
高聚物浸渍水泥固化体也能改善固化体综合性能.但是,研究往往各自基于不同的固化对象、采用不

同的水泥原料、不同的渗出率试验.不一致的评价标准,不利于借鉴和采纳.今后,在评价上采用较

统一的介质和方法来进行,这样对于其他人研究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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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cementsolidificationforradioactivewastearesimply
summarized．Basingonanalyzingliteratureofcementsolidificationforradioactivewaste,character
andmechanismofchemicalswhichuseincementsolidificationissummarized．Meanwhile,cement
compositionanditsleachingratewhichisreportedbyresearchersworldwideiscollected,summarized
andlistedinatable．
Keywords:Radioactivity;Waste;Cement;Solidification;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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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铀酰溶胶液流量的工业化控制

宋飞飞,刘逸波,程福林,马永安,沈巍巍,马文军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

摘要:溶胶凝胶工艺是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UO２ 核芯制备的关键工艺,硝酸铀铣胶液流量是影响 UO２ 核芯畸形颗

粒和产品合格率的关键工艺参数.硝酸铀铣胶液的流量控制要求十分严格,硝酸铀铣胶液流量较低,控制精度为

±１g/min.因胶液黏度大、流量小,国内现有调节阀和质量流量计控制精度不能满足要求.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

程燃料元件生产线在调试过程中,胶液实际流量控制精度达到±１g/min十分困难,且设备故障率高.按照原设计手

动调节阀门的生产方式,胶液流量波动大,无法实现±１g/min的工艺要求,并需要一名操作人员不停的调整阀门才能

尽量减小流量波动,同时功率放大器不能稳定提供１００Hz的输出频率,生产出的凝胶球畸形颗粒多,批次合格率为

８０％左右甚至更低.针对以上问题,重新选择调节阀和质量流量计,并设计流量自动调节系统,实现胶液流量的自动

调节控制,同时合并功率放大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功能,重新设计一台数字混合仪,从而实现硝酸铀酰溶胶液的工业化

控制.系统改造后,胶液流量控制精度在±０．７g/min以内,凝胶球的直径和球形度明显优于以前,批次产品平均合格

率提高到８３％左右.

关键词:硝酸铀铣胶液;流量;自动调节;调节阀;质量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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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芯制备采用溶胶凝胶工艺制备,工艺参数控制十分严格,控制精度高,这给工艺设备选型和调

试带来很大的困难.因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燃料元件生产线与清华大学实验线生产方式不同,
设备选型及结构也与清华大学不同,如何将清华大学实验室设备转化为工业化设备,能够满足凝胶球

的批量生产,提高UO２ 核芯的合格率,是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工业化生产的前提.

１　溶胶凝胶工艺

１．１　溶胶凝胶原理

溶胶凝胶法是用含高化学活性组分的化合物做前驱体,在液相下将这些原料均匀混合,并进行水

解、缩合化学反应,在溶液中形成稳定的溶胶体系,溶胶经陈化胶粒间缓慢聚合,形成三维空间网络结

构的凝胶,凝胶网络间充满了失去流动性的溶剂,从而形成凝胶.

１．２　溶胶凝胶工艺

UO２ 核芯采用溶胶凝胶法制备,UO２ 核芯制备工艺过程主要包括溶解、溶胶凝胶、干燥、烧结等

工艺,UO２ 核芯直径工艺要求为０．４５~０．５５mm.将配制好的胶液以一定的流量、压力输送到分散器

喷嘴上,喷嘴以一定的频率振动将胶液滴入胶凝柱内的浓氨水中,液滴在氨水内反应固化生成多铀酸

铵凝胶球.溶胶凝胶工艺示意图见图１至图３.
溶胶凝胶工艺参数控制十分严格.为控制凝胶球的尺寸和畸形颗粒,需严格控制胶液流量、温度

和压力.凝胶液压力和温度要求恒定,凝胶液流量较小,控制精度要求为±１g/min,要实现高黏度、
小流量液体的高精度控制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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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溶胶凝胶工艺示意图

图２　分散过程

　　　

图３　凝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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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溶胶凝胶使用设备

２．１　分散柱

分散柱为非标设计设备,上部采用有机玻璃材质,下部采用不锈钢,双柱结构,中间联通,氨水在

柱内循环,溶胶凝胶液经激振器分散成凝胶球后,滴入分散柱内进行反应.

２．２　信号控制系统

信号控制系统包括激振器、功率放大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信号控制系统主要作用是为激振

器提供稳定的１００Hz的振动频率,由信号发生器发出１００Hz的频率,再由功率放大器进行放大到满

足激振使用要求的频率,示波器用于显示１００Hz的波形.控制系统设备型号及参数见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制造厂家

１ 激振器　　型号:JZＧ２ ２ 北京远东测振有限公司

２ 信号发生器　SFＧ２ ２ 北京远东测振有限公司

３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　６MHz ２ 北京远东测振有限公司

４ 功率放大器　　GFＧ２０ ２ 北京远东测振有限公司

５ 示波器　GDSＧ１０７２AＧU ２ 北京远东测振有限公司

２．３　流量控制系统

流量控制系统包括调节阀和质量流量计.胶液从压力罐中流出,经质量流量计计量流量,再经调

节阀门开度控制溶胶凝胶液的流量,调试过程中使用的阀门和质量流量计见图４至图６.

图４　设计使用阀门

　

图５　清华调节阀

　

图６　质量流量计

３　溶胶凝胶工艺存在的问题

３．１　胶液流量控制问题

原有溶胶凝胶工艺使用普通不锈钢球阀和质量流量计进行胶液流量控制,调试过程中发现,普通

不锈钢球阀无法精准控制胶液流量,经过反复更换各类针形阀和调节阀仍不能精准控制胶液流量,无
法制备出合格的凝胶球.更换清华大学现场使用调节阀和安徽天康的质量流量计后(见图５、图６),
胶液流量波动范围控制在±５g/min,个别时刻波动大于±１６g/min(见图７),基本满足工艺技术的要

求,但在实际操作中,需操作人员频繁手动调节阀门才能将流量控制稳定.胶液流量控制受操作人员

操作水平的影响较大,操作人员控制较好的时候,产品成品率为８０％左右,控制不好的时候只有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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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见图８),甚至会导致整个批次生产不合格,这严重制约了UO２ 核芯的合格率,无法实现UO２ 核

芯的工业化生产.

图７　０９ ５８－１０ ３８胶液流量统计图

图８　畸形凝胶球

　　　　　　

图９　溶胶凝胶系统

根据胶液流量统计图(见图７)中的数据显示,胶液瞬时流量偏差在±１６g/min内,胶液流量偏差

大使得凝胶球尺寸偏差较大、畸形颗粒多,产品合格率低(见图８).胶液流量控制不稳主要产生以下

几个问题:
(１)调节阀和质量流量计调节精度不够,胶液流量波动大;
(２)手动调节胶液流量波动大,引起凝胶球直径偏差大;
(３)胶液流量控制受操作人员技术水平的限制,需要一名操作人员时刻紧盯质量流量计,根据瞬

时流量时刻调节阀门,从而使流量稳定在目标值上;
(４)胶液流量受钢平台振动影响大,即使人在钢平台上走动,也会影响流量.

３．２　振动频率控制问题

振动频率控制系统主要为分散头提供稳定的１００Hz的振动频率,使胶液在经过分散头后变成一

颗颗的凝胶球.振动频率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激振器、功率放大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在调试和生

产过程中,经常出现功率放大器频率波动大,不能稳定在１００Hz的情况,使得凝胶球直径偏差过大.
功率放大器一旦出现频率不稳现象,就需要将功率放大器返厂维修,因该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小,国
内暂时未找到能替换现有功率放大器的设备.在调试和生产的４个月内,已返厂维修超过３次,返厂

设备数量超过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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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胶液流量自动化控制

４．１　胶液流量系统的控制

４．１．１　质量流量计和调节阀选型

胶液流量调节阀须具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形式,既可以通过手动微调实现胶液流量的控制,也
可通过自动控制来实现胶液流量的调节.经过调研,国内没有满足工艺要求的质量流量计和调节阀.
为满足工艺要求,调节阀和质量流量计的选型十分困难,经过反复与Fisher调节阀工程师更换调节阀

和现场试验,Fisher提供的微型调节阀满足了工艺要求.质量流量计选用横河rotamass３系列质量

流量计,并经过现场反复试验和更换不同型号的测量管,横河质量流量计可以满足小流量胶液的

控制.

４．１．２　设计安装支架

根据溶胶凝胶工艺现场设备管道安装情况,重新设计质量流量计和调节阀的安装支架,最大限度

的减小因钢平台振动、设备运行振动等因素引起的流量波动.利用１０号槽钢制作一个安装支架,固
定在屋顶的横梁上,要求垂直安装.

４．１．３　设计胶液流量控制程序

常用PID控制程序控制精度不高,比例、微分和积分参数调节较慢,且波动较大,无法满足胶液流

量要求控制精度为±１g/min的要求.重新设计一套步进调节程序,要求实测流量值与设定流量值时

刻做比较,如果小于设定值则按照一定的调节开度打开调节阀,如果大于设定值,则按照一定的开度

关闭调节阀.调节阀的控制精度为１/１０００,将以上程序与现场DCS连接,利用现场DCS实现控制.
经实验验证,此控制程序符合控制要求.

４．２　振动频率系统的控制

自行设计制作一台小功率型数字混合仪,该设备同时具备信号发生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功能,设备

上的操作按钮按照工艺操作要求进行设置,该设备投入使用后,对于促进溶胶的均匀分散起到了重要

作用,频率振动系统将减少一台设备,振动频率控制稳定,不会出现频率波动问题,也不会出现频繁损

坏的现象.目前,该设备已制作完成,经过工艺试验,数字混合仪频率控制稳定且符合工艺使用要求,
该设备在生产线上投入使用后,至今未出现异常现象.

５　胶液流量工业化控制效果

胶液流量稳定的才能获得理想的凝胶球形状和性能,包括胶滴的自由成形与预胶凝以及准胶凝

的稳态流化与深度胶凝.胶液流量实现工业化自动控制后,将胶液通入流量计和调节阀进行试验,时
间段１５:４３~１６:２９,按照每分钟记录一次数据,每十分钟记录一组数据,试验结果统计在图１０中.

图１０　１５:４３－１６:２９胶液流量统计图

根据图１０中胶液的瞬时流量统计,胶液瞬时流量值最大偏差在±０．７g/min以内,较以前的胶液

流量±１６g/min大幅缩小,满足工艺要求的±１g/min.根据投浓料生产若干批次的结果,通过显微

镜观察凝胶球的直径和球形度,胶球的直径和球形度均明显优于以前,UO２ 核芯平均合格率较以前的

８０％左右提高到９０％左右.胶液流量实现工业化控制后,胶液瞬时流量控制更加精准,胶液流量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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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岗位人员操作水平的限制,也不需要岗位人员时刻紧盯质量流量计的显示值调节调节阀,设备操作

更加单,节省了一名操作员工,可以满足凝胶球的批量化工业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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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ControlofUranylNitrateSolＧsolutionFlow

SONGFeiＧfei,LIUYiＧbo,CHENGFuＧlin,MAYongＧan,
SHENWeiＧwei,MAWenＧjun

(ChinaNorthNuclearElementCo．,Ltd．)

Abstract:SolＧgelpreparationisthekeyprocessduringtheproductionofUO２kernels．Uranylnitrate
solＧsolutionflowisthekeyparameteraffectingoddＧshapedportionandproductyield．Itisverystrict
withthecontrolofsolＧsolutionflow,withprecisionof±１g/min．Precisecontroloflowflowrateand
highviscositymaterialhaslongbeenachallenge．Theoriginaladjustmentvalveandmassflow
controllercouldnotmeetdemandedprecisionbecauseofthelowflowrateandhighviscosity．The
solＧsolutionflowcontrolprecisionshouldbe±１g/minduringthedebuggingofHTGRfuelelement
demonstrationline．Theflowratefluctuatedheavilyandcannotreach±１g/minintheoriginalcase．
Itneededmanualadjustmentallthetimetoreducethefluctuationandthepoweramplifiercannot
supply１００Hzoutput．ThereweretoomanyoddＧshapedkernelswithanaverageyieldof８０％．New
adjustmentvalveandmassflowcontrollerwasselectedandautomaticcontrolsystemwasdesigned
basedontheaboveproblems．Automaticcontrolofsolsolutionflowratewasrealized．Furthermore,

functionofsignalgeneratorandpoweramplifierwascombinedbydesignationofadigitalmixer．
Aftertheimprovement,theprecisioncanreachupto±０．７g/min．OddＧshapedportionandproduct
yieldareobviouslyimprovedandaverageyieldreachupto８３％．
Keywords:UranylnitratesolＧsolution;Flowrate;Automaticcontrol;Adjustmentvalve;Mass
flow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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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UO２ 核芯颗粒直径精度的工艺研究

沈巍巍１,郭易安１,胡凤岐１,杜　乐１,马春雨１,马文军１,马景陶２,郝少昌２

(１．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２．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高温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中UO２ 核芯颗粒的直径要求在(５００±５０)μm范围,贫料调试期间发现直径不合格批

次占３０．３６％,且不同批次间UO２ 核芯颗粒直径波动较大,给后续包覆工艺参数的设定带来不便.本文针对 UO２ 核

芯颗粒直径波动问题,系统分析了可能造成核芯颗粒直径不稳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排查了溶胶Ｇ凝胶生产工艺过程,

找到了影响凝胶球质量的三个主要因素: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不稳、流量控制阀精度不够、分散平台振动,并针对这些

影响因素对设备和工艺技术进行了合理的改造和改进,从而达到了UO２ 核芯颗粒直径的精准控制.

关键词:高温气冷堆;UO２ 核芯;凝胶球;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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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专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燃料元件生产

线建设项目(２００８ZX０６９０４)

通讯作者:马文军:junwenma＠１２６．com

高温气冷堆(HTGR)属于最先进的第四代反应堆之一[１],它具有高安全性、多用途性和能实现不

停堆即可更换燃料元件等优点,其所用球形核燃料元件由燃料区和无燃料区两部分组成,燃料区内部

弥散分布着大量的TRISO型包覆燃料颗粒[２].对于包覆颗粒内部的 UO２ 核芯颗粒(以下简称 UO２
核芯),技术上有着严格的参数要求,其中UO２ 核芯的直径直接影响下道生产工序的工艺参数设置,
为稳定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确保核芯的直径波动小颇为重要.

UO２ 核芯是由溶胶Ｇ凝胶法[３]工艺生产的凝胶球转化而来,凝胶球中间产品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

着UO２ 核芯产品的直径、球形度、密度和畸形颗粒份额等技术指标.本研究采用的外凝胶法制备凝

胶球生产工艺流程主要包括:U３O８ 粉末欠酸溶解、溶解液两级过滤、煮胶、配胶、分散Ｇ胶凝等工序,其
中分散Ｇ胶凝过程(见图１)是决定凝胶球质量的关键环节[４Ｇ５],涉及的影响因素有压力罐压缩空气压

力、胶液性质、胶液分散流量、激振器振动频率、分散头喷嘴形状、分散柱氨水浓度以及外界振动等.
综合分析这些因素,通过改进方法、设备等措施来精准控制UO２ 核芯直径.

图１　分散Ｇ胶凝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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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原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原料

欠酸硝酸铀酰,浓硝酸(分析纯),尿素(分析纯),硝酸铵(分析纯),聚乙烯醇(分析纯),四氢糠醇

(分析纯),去离子水(工业用),氨水(工业用),氨气(瓶装氨气,工业纯).

１．２　试验过程

１．２．１　溶胶凝胶工艺过程

U３O８ 粉末经浓硝酸欠酸溶解形成欠酸硝酸铀酰溶液,两级过滤后与尿素在一定温度下络合煮

胶,定容后冷却至一定温度后加入硝酸铵;聚乙烯醇,四氢糠醇与去离子水按一定比例熬制增稠剂,与
所煮胶液混合配胶,获得性质符合要求的分散胶液;胶液在压力罐压力下通过管道输送至喷嘴内,然
后通过激振器带动喷嘴进行振荡,达到将胶液分散成小液滴的目的.

１．２．２　研究过程

通过对生产过程中工艺操作细节和设备的运转情况进行仔细观察,并收集生产线已有的生产数

据,对数据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发现:

１)功率放大器易损坏且输出功率不稳定,从而影响激振器振动频率不稳定;

２)胶液流量控制阀调节精度不满足工艺要求,波动范围高达±１０g/min;

３)在凝胶球分散过程中,设备运转会引起分散平台整体振动.
以上因素均会导致凝胶球颗粒直径偏离预期值,最终影响UO２ 核芯直径出现偏差.本文针对上

述原因进行了合理的设备改进和改造,主要包括调研和选用稳定性更高的功率放大器、精度更好的流

量控制阀及合理的设备安装方式,并进行了大量的生产试验,对比改进前后的效果.

１．３　UO２ 核芯直径分析方法

UO２ 核芯直径的测定:二氧化铀核芯在金相显微镜下采集图像,再利用测量软件测量出二氧化铀

核芯的直径,该方法测量核芯直径的RSD优于０．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改进前生产现状

对２０１５年贫料调试期间生产的５６个批次的UO２ 核芯直径进行统计(见图２),并做了直径分布

直方图(见图３).

图２　２０１５年UO２ 核芯直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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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５年UO２ 核芯直径分布直方图

由图２、图３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生产的UO２ 核芯直径直径最小值为４５４．０μm,最大值为５２８．０μm,
极差为７４μm,直径分布范围为(５００±４６)μm,而且直径主要集中在(４７０~４９０)μm和(４９０~５１０)μm
范围内.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批次间的直径波动还是比较大,为后包覆工艺的参数调试带来一定

困难.

２．２　功率放大器改进

功率放大器将信号发生器发出的１００Hz频率信号放大后作用于激振器,带动分散喷嘴产生规定

频率的振动,若其输出不稳定,将直接影响激振器的振动频率,影响凝胶球直径,进而造成 UO２ 核芯

直径波动.
原使用的信号发生器和功率放大器属于实验室使用小型设备,更适用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但是

现场噪声、振动较大,影响设备使用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根据现场实际需要,重新设计制作了

一台小型数字混合仪,该设备兼具信号发生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功能.改进前后输出信号频率分别如

图４(a)、图４(b)所示.明显可以看出,经改进后输出信号的频率波动大幅度降低,激振器的振动更加

稳定,有利于凝胶球质量的提高.

(a)改进前

(b)改进后

图４

２．３　设备安装平台的改进

流量控制阀和胶液管路固定在钢平台的栏杆处,分散平台振动会引起流量控制阀的管路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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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引起流量的波动.为解决该问题,我们重新设计了质量流量计和流量控制阀的安装支架,采用１０
号槽钢,流量控制阀垂直安装在屋顶横梁上,使质量流量计、胶液流量控制管路与钢平台护栏脱开,最
大限度减小因平台振动引起的流量波动.

分散设备的振动都会带来流量的波动,进而影响凝胶球的质量,尽可能地降低分散设备的振动将

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分散设备的振动来自于周围外界环境的影响,因此其固定方式的原则就是

尽可能与外界振动相隔离.图５所示为针对分散设备固定情况的改进,改进前(左)设备直接固定于

钢平台栏杆上,改进后(右)设备固定在了独立焊接在屋顶横梁的支架上,如此大大减弱了平台振动对

流量控制阀的影响.

图５　设备固定平台的变动

２．４　流量控制阀改进

流量控制阀的精度决定了分散胶液的流量的精度,而分散胶液的流量精度直接影响凝胶球的直

径,一般来说正常分散情况下流量越大,凝胶球直径也越大.我们首先使用针型调节阀和电动调节阀

配合进行胶液流量控制,经过生产试验,流量精度提高至±５g/min,未达到预期目标１g/min.经过

重新选型调研,选定fisher微型气动调节阀.同时根据现场安装要求,重新设计了调节阀和流量计的

安装支架(见图６).由于现场PID控制模块精度不高,参数调节较慢,且波动较大,不满足胶液流量

控制要求.为此重新设计了一套步进调节程序,能够根据设定流量实时调整胶液流量,且可以设定调

节阀开度参数,控制精度为１/１０００,调节阀的开启关闭和开度参数均可通过DCS控制.
图６(a)和图６(b)分别给出了流量控制阀改进前后分散胶液流量的变化情况.明显可以看出,将

流量控制阀更换为微型气动调节阀后,分散流量更加稳定,达到预期目标.

(a)流量控制阀改进前胶液流量变化情况(设定流量１２０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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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流量控制阀改进后胶液流量变化情况

图６

２．５　改进后生产情况

改进后,设备运行稳定,UO２ 核芯直径相对稳定.对２０１６年８月份至１２月份６１个批次的UO２
核芯直径进行统计,数据结果见图７.其中,核芯颗粒直径最小值为４９３．７μm,最大值为５０７．０μm,
极差由７４μm减小到了１３．３μm,直径分布范围由(５００±４６)μm缩小至(５００±１０)μm.因直径不合

格导致的不合格品批次数量由１７批降至０批,减少了废品处理批次、降低生产消耗、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由于UO２ 核芯直径波动减小,包覆燃料颗粒制备时各包覆层的包覆时间基本可以保持不变,保
证包覆颗粒各层厚度检测结果均合格,相应提高了包覆颗粒直径的合格率,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图７　２０１６年８~１２月UO２ 核芯直径统计

３　结论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生产线现场影响UO２ 核芯直径波动的主要因素有:
(１)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不稳;
(２)流量控制阀调节精度不够;
(３)分散平台振动造成流量计流量波动.
通过生产现场设备改进,达到了精准控制 UO２ 核芯直径的目的,直径分布缩小至(５００±１０)μm

范围内,满足了后续生产工艺要求,同时也达到了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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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浓缩工厂产品容器清洗新方法研究

魏万丽,闫汉洋,马　彦
(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陕西 汉中７２３３１２)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目前产品容器清洗工艺,提出传统工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产品容器清洗方

法———喷淋法,详细介绍喷淋法的工艺原理,通过喷淋法清洗产品容器现场试验的开展,提出喷淋法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的办法,得出喷淋法清洗产品容器是可行的.在可行性验证成功的基础上,介绍了喷淋法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新装

置的结构原理及操作工艺,分析对比新旧工艺,得出应用新方法清洗产品容器,操作工序减少了,废液产生量减少了

６０％,废渣产生量减少了６０％,且没有采用化学试剂和蒸汽.每年可节省１８万元费用,经过以上现场试验及理论分析

为喷淋法清洗产品容器工业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喷淋法;含铀废水;喷淋装置

　　　　　　　　　　　　　　　　　　　　　　　　　　　　　　　　　　　　　　　　　　　　　　　　　　
　
　
　
　 　　　　　　　　　　　　　　　　　　　　　　　　　　　　　　　　　　　　　　　　　　　　　　　　　

　
　
　
　
　

作者简介:魏万丽(１９７７—),女,甘肃白银人,学士,高级工程师,现从事核化工方面研究

铀浓缩工厂放射性废水主要来源是各类周转容器的清洗废液,其中清洗产品容器的废液产生量

约占９０％以上.待清洗的产品容器来源一是容器内残存物料与待盛装物料的丰度不同时,使用前进

行清洗.二是容器强度试验到期或故障容器,使用前进行清洗.目前传统的容器清洗工艺已运行近

二十年,随着近几年科研研究的不断改进,容器清洗废液产生量在原始设计基础上减少了３７％,但是

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品容器清洗数量也大幅增加,单台容器清洗废液量减少了,总废液产生量

却是有增无减.传统容器清洗工艺除了用水,还添加了酸、碱等试剂,从而使含铀废液的成分较复杂,
对后期的废液处理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且容器清洗操作步骤复杂,人工干预较多.因此,开展新的

容器清洗方法研究,减少容器清洗过程中试剂的种类和用量,简化容器清洗操作工序,从源头上减少

废液产生量,便于含铀废液的后续处理,从而实现排放废液、废渣的节能减排.

１　产品容器清洗传统工艺介绍

１．１　清洗工艺

产品容器清洗目的是将容器内的残存六氟化铀及衍生物、油脂、锈皮、渣、氧化物等污物清除.目

前产品容器清洗处理工艺流程为:水解→碱洗(至流出液基本无色)→水压试验(到期容器)→除锈→
水洗(至流出液清澈)→压空吹干→烘干.产品容器水压试验产生的含铀废液可以重复利用,废液的

产生主要是水解、碱洗、除锈、水洗各工序.各工序清洗介质为清水、碳酸钠溶液、双氧水、草酸溶液,
其中碱洗和除锈过程需要蒸汽加热.

１．２　存在的不足

①放射性废物产生量大:目前容器清洗工艺单台废液产生量大,而放射性固体、液体废物的产生

量与含铀废液的产生量成正比关系,只有减少含铀废液产生量才能实现放射性废物的减排.

②操作工序繁多,废液成分复杂:传统容器清洗工艺主要还是采用化学方法结合介质冲刷达到容

器清洗合格,按此操作工艺存在问题就是工序繁多,含铀废液中成分复杂.

③能耗大:在碱洗和除锈工序中需要蒸汽加热,而生产蒸汽产生的能耗较大.

④清洗装置自动化程度低:传统容器清洗装置虽然能满足目前的容器处理量,但是自动化程度不

高,各工序之间不连贯,容器在清洗过程中人工干预较多,造成单台容器清洗处理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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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喷淋法清洗产品容器新方法研究

针对产品容器清洗传统工艺存在的不足,经过调研和讨论,在容器清洗环节,选用三维洗罐器,将
容器转动冲刷清洗方法调整为容器静置高压喷头内部喷淋冲洗,即喷淋法.以水泵驱动的水射流为

动力,以水力自驱动三维洗罐器为喷头,形成３６０°的网状喷射表面,对产品内部表面进行水力扫射,完
成清洗过程.最终试验设备确定为扇形三维洗罐器,清洗介质为清水.容器清洗过程主要靠高压水

物理冲刷方法清除内壁杂质,３６０°旋转确保容器内壁不留死角,洗罐器在传动装置带动下在容器内可

做上下往复运动.

３　喷淋法清洗容器可行性验证试验

３．１　试验工序的建立

采用三维洗罐器清洗容器目的是不采用化学试剂,减少废液产生量,按照此目的确定容器清洗处

理试验工序为:水解(原工艺夹具)→水压试验(原工艺装置)→三维洗罐器喷淋(试验夹具)→压空吹

干→烘干.

３．２　试验

现场试验清洗了１５台容器,试验过程如下:
１)水解

水解工序是按原工艺在原夹具上进行,目的是用清水吸收容器内部物料.通过对１５台试验容器

的水解液分析数据收集,结果见表１所示.

表１　容器水解工序参数记录表

容器编号 清洗介质 废液铀含量/(g/L) pH

１ 清水 ５．３ ２

２ 清水 ４．８ ２

３ 清水 １．５ ２

４ 清水 ３．４ ２

５ 清水 ４．２ ２

６ 清水 ８．２ ２

７ 清水 ５．５ ２

８ 清水 ３．２ ２

９ 清水 ５．４ ２

１０ 清水 ４．５ ２

１１ 清水 ３．５ ２

１２ 清水 ２．１ ２

１３ 清水 １．８ ２

１４ 清水 ４．５ ２

１５ 清水 ５．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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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喷淋清洗

喷淋清洗是在试验装置上进行的,试验数据见表２所示.

表２　喷淋清洗试验数据记录表

容器编号 喷淋介质 喷淋时间 废液铀含量/(mg/L) pH 压空吹干后效果

１ 清水 一个行程 ７２．９ ７ 表面清洗合格,但是烘干后有浮锈

２ 清水 一个行程 ５４．２ ７ 封头处圆形锈迹,其他部位清洗合格

３ 清水 一个行程 ３６．６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４ 清水 一个行程 １３．３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５ 清水 一个行程 ２４．２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６ 清水 一个行程 １８．５ ７ 表面清洗合格,但是烘干后衬圈部位有浮锈

７ 清水 一个行程 １５．３ ７ 表面清洗合格,但是烘干衬圈部位后有浮锈

８ 清水 一个行程 ２３．７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９ 清水 一个行程 ８３．１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１０ 清水 一个行程 ５６．６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１１ 清水 一个行程 ４８．５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１２ 清水 一个行程 ３６．２ ７ 封头处有圆形锈迹,其他部位清洗合格

１３ 清水 一个行程 ５７．８ ７ 封头处有圆形锈迹,其他部位清洗合格

１４ 清水 一个行程 ６６．３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１５ 清水 一个行程 ２５．９ ７ 表面清洗合格

３．３　浮锈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１)试验容器清洗后检查,有３台容器在封头处有圆形锈迹.容器封头处圆形锈斑,分析不是在容

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传统工艺清洗后也有此种锈斑,分析是容器本体制造中形成的,根据前期传统

工艺清洗后容器周转说明此锈迹不影响容器的使用.

２)有３台容器清洗后没有浮锈,烘干后有浮锈,分析原因为容器清洗后压空没有吹干,在烘干过

程中产生的二次浮锈.可以采用热压空,同时延长压空吹干操作时间,防止二次浮锈产生.

３．４　试验结论

从表２得出的试验数据及清洗效果得出以下结论:

１)有１２台容器表面清洗干净,达到无锈、无油、无渣要求.

２)容器清洗后在封头处有圆形浮锈,此现象在传统工艺清洗后也出现,不影响容器后期使用.

３)根据器内表面清洗后检查效果,得出三维洗罐器在清洗过程中不存在死角.
总结以上结论,得出采用高压水喷淋清洗容器,不使用任何试剂,依靠高压冲击力清除容器表面

物质,清洗后的容器可以达到清洗合格标准要求,此方法是可行的.

４　容器喷淋清洗新装置设计

４．１　设计思路

根据前期的现场试验,验证了喷淋法清洗容器的可行性,根据传统工艺存在的不足及试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容器清洗操作工序及容器清洗新装置,新工艺操作流程为:水解→水

压试验→三维洗罐器清洗及摄像头检测→压空吹干,以上工序均可在新装置上连续实现,无需容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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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拆装吊运,由于清洗容器内残料的特殊性以及容器组装要求,在各工序转换中还需要人工少量

干预.

４．２　新装置优点介绍

容器清洗新装置与原容器清洗装置对比,主要优点有:

①容器清洗新装置可实现容器的水解、水压试验、喷淋清洗、压空吹干一体化操作.原装置不能

实现容器的水压试验,此环节需要把容器从清洗夹具上拆除吊运至专门水压试验装置上,水压试验结

束后再吊运至清洗夹具上;

②容器清洗结束后内表面的检查采用自动化摄像检测,替代了原工艺中人工探灯肉眼检测;

③容器吊运至夹具上,容器的夹紧可自动实现,替代了原设备人工安装夹紧;

④容器清洗结束后采用热压空吹干,防止了二次浮锈的产生.
容器清洗新装置投运后,清洗单台容器主要工序及控制参数见表３.

表３　新工艺参数控制要求

操作项目 介质 控制要求 次数

水解 清水 常温 １

强度试验 清水 常温 １

喷淋 清水 常温,定压 １

热风吹干 空气 内表面无水渍

５　经济效益分析

两种容器清洗工艺对比见表４.

表４　现有工艺与新工艺清洗单台容器对比

清洗工艺 处理工序 废液产生量 化学试剂 蒸汽加热 清洗时间

传统工艺 ７道 ——— 酸、碱 有 ———

新工艺 ４道 减少６０％ 无 无 缩短５５％

　注:废液产生量不包括强度试验水,清洗时间不包括容器烘干和强度试验时间.

按照年平均清洗１００台产品容器计算,每年可减少６０％的含铀废液产生量,含铀废液经过后续的

调配处理后体积扩大２倍,则每年可节省１８万元费用,废液排放量减少６０％,废渣排放量减少６０％.

６　结论

经过现场试验验证采用喷淋法清洗产品容器是可行的,清洗后的容器可以达到使用要求.相比

传统容器清洗工艺,新工艺没有使用化学试剂和蒸汽,新设计的容器清洗新装置可实现容器的水解、
水压试验、喷淋清洗、吹干一体化操作,生产效率提高了,操作工序减少了.废液产生量减少６０％,同
时废液和废渣排放量减少６０％,相比传统工艺产生的经济效益为每年可节省１８万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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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MethodofProductContainerCleaningin
UraniumEnrichmentPlant

WeiWanＧli,YanHanＧyang,MaYan
(CNNCShaanxiUraniumEnrichmentCo,Ltd,ShaanxiHanzhong７２３３１２)

Abstract:Inthispaper,weintroducethemethodofcontainercleaningＧrotatingmethod,putforward
theexistingproblems,Anewmethodofcontainercleaningisproposedfortheexistingproblems,

thatisspraymethod．throughthedesignofthespraymethodandadetailedintroductiontothefield
testofthecleaningvesselbyspraymethod,analysisoftestresults,putforwardtheexisting
problemsandsolutions,itisfeasibletodrawthespraymethodtocleanthecontainer．Atthesame
time,thepaperintroducesthedesignstructureofthenewdeviceandtheoperationprocessofthe
newmethodintheapplicationofthespraymethodintheactualproduction．Compraedwiththeold
andnewtechnology,thenewmethodhasbeenreduced,wasteliquidproductionfrom５００litersto
２００litersperunit,andwithouttheuseofchemicalreagentsandsteam．
Keywords:Spraymethod;Uraniumcontainingwastewater;Spraying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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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铀加工转化技术可行性分析

吴秀花,张培仁,马海桃
(中核新能核工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随着我国核电的发展和后处理厂的建设,回收铀研究要有前瞻性地提前进行.本文针对回收铀中超标杂质可能

存在形态进行分析,按照现有的转化技术———还原、氢氟化、氟化、冷凝液化等工序,对这些杂质的净化能力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分析,除锝、镎、钚外,其他回收铀中的杂质都可以得到净化,并可满足标准 ASTM７８７要求.对锝、镎、钚的

净化工艺提出可能的处理方法,建议应尽快开展新的净化工艺小试、中试规模的研究,以满足今后或未来回收铀加工

工程建设的需要,为我国实现回收铀再循环利用奠定基础.

关键词:回收铀;杂质;转化;净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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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电产业的发展,有两个关键问题亟需解决,铀资源保障和乏燃料处置.前端和后端的双重

困境,制约着整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最大限度提升铀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乏

燃料贮存压力.按照我国核电发展规模和速度测算,到２０２０年将累积产生乏燃料７５００~１００００t,到

２０３０年将达到２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t.尽早处理现有的乏燃料,并有效利用后处理的回收物迫在眉睫.后

处理厂正在建设,回收铀研究必须要有前瞻性地提前进行,以实现核燃料闭式循环技术路线.

１　回收铀UO３ 的杂质成分

回收铀UO３ 的超标杂质元素主要包括２３５U、２３２U、２３４U、２３６U、９９Tc、Np、Pu、裂变产物１０６Ru、硫酸

盐、硝酸盐、Fe铁、Na钠、水分等,对于铀的同位素在转化过程中无法得到净化,１０６Ru钌的半衰期较短

不考虑对其的净化.为此,仅对如９９Tc锝、Np镎、Pu钚、Fe铁、Na钠、硫酸盐及硝酸盐等进行净化

分析.

２　UO３ 原料中杂质元素的形态分析

由于原料为UO３,故其他金属杂质元素也绝大部分以金属氧化物形态存在,而硫酸盐和硝酸盐的

组成较为复杂,各种金属盐类均有可能.特别是硝酸盐由于含量较大,所有杂质全部转化为硝酸盐也

达不到如此含量,故相当一部分硝酸盐应该以UO２(NO３)２ 形态存在,可能是在脱硝过程中未分解造

成的.UO３ 原料中各种金属杂质元素的氧化物形态具体分析:
锝(９９Tc)的氧化物形态有TcO２、Tc２O７,而Tc２O７ 不稳定,易挥发,熔点１１９．５℃,沸点３１０．６℃;

TcO２ 是锝的氧化物中最稳定的,任何锝的氧化物加热到高温时都将转变为TcO２.
镎(Np)的化学反应性质与铀相似,其氧化物形态较多,包括为 NpO、Np２O３、NpO２、Np２O５、

Np３O８,其中NpO２ 是镎的氧化物中最稳定的.
钚(Pu)的氧化物形态有PuO、PuO２.
铁(Fe)氧化物形态包括FeO、Fe２O３、Fe３O４.
钠(Na)的氧化物形态包括Na２O、Na２O２.

３　铀转化生产工艺中净化能力分析

从UO３ 到UF６ 铀转化按照全干法生产工艺技术路线为:UO３ 经还原、氢氟化、氟化和冷凝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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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序,制备成符合国标GB/T１３３７５—２００８天然六氟化铀技术条件(等效于ASTMC７８７Ｇ９６标准)
的UF６ 产品.

３．１　还原工序的净化

还原是将UO３ 经氢气还原成UO２ 的过程,其反应式:UO３＋H２＝UO２＋H２O
还原反应是在还原流化床内进行,工艺操作参数:反应温度６２０~６３０℃,反应器出口压力５~

３０kPa.
根据锝的氧化物形态,在６２０~６３０℃还原温度下,Tc２O７ 挥发,或分解为转化为 TcO２.对于

TcO２,由于其熔点、沸点都较高(熔点２１７２℃,沸点４８７７℃),在氢还原过程中性质不会有所改变,
为此,还原过程中不能将锝去除.

镎的氧化物形态较多,其化学反应性质与铀相似,经还原反应后,其高价氧化物转变成较低价氧

化物,最后形成以NpO２ 为主的混合氧化物,NpO２ 沸点(１０００℃以上)远远大于６３０℃,因此,在还原

过程中不能将镎去除.
钚的氧化物形态有PuO(极少,不易制备不考虑)、Pu２O３ 和PuO２.Pu２O３ 熔点２０８５℃,主要以

PuO２ 形式存在,而PuO２ 熔点高达２２８０℃,且PuO２ 不与氢气反应.故在还原过程中不能将钚去除.
铁的氧化物的沸点都远远大于６３０℃,Fe２O３ 经高温氢还原反应生成Fe３O４.故在还原过程中不

能将铁去除.
钠的氧化物在６２０~６３０℃还原温度下,Na２O分解(分解温度４００℃)为Na２O２ 和金属钠.金属

钠的沸点８８２．９℃,Na２O２ 的沸点６５７℃与还原温度较为接近,有可能挥发,由此在还原过程中有可

能将钠部分去除.
硫酸盐含量较高,可能是在脱硝过程中,为了提高UO３ 活性,在硝酸铀酰溶液中添加了硫酸或硫

酸盐造成的.硫酸或硫酸盐在６２０~６３０℃还原温度下可部分分解,分解成SO３、SO２,未分解的硫酸

盐可被氢还原为H２S气体排出,故硫酸盐在还原过程可得到全部净化.
硝酸盐含量较大,分析认为,大部分硝酸盐应该以 UO２(NO３)２ 存在,镎的硝酸盐未查到相关资

料,各种主要杂质元素与铀的硝酸盐分解温度:
硝酸铀酰UO２(NO３)２:６００K(约３３０℃)
硝酸钠NaNO３:７３０℃以上

硝酸铁Fe(NO３)３:１２５℃
可见,硝酸盐在６２０~６３０℃还原温度下可大部分分解,分解产生的气体包括NO２、NO.虽然硝

酸钠(NaNO３)未分解,但硝酸钠的沸点仅３８０℃,在还原过程中进入还原尾气而得到去除.故硝酸根

(NO－３ )会在还原过程得到很好的去处.

３．２　氢氟化工序的净化

干法生产UF４ 是在高温下用无水氟化氢与二氧化铀相互作用,直接制得几乎不含水的 UF４ 产

品.化学反应式:UO２＋４HF＝UF４＋２H２O
氢氟化的主要设备是两级串联逆流流化床,工艺操作参数:一级床反应温度:３６０~３８０℃,二级床

反应温度４００~４５０℃.
经还原后锝的形态为TcO２,TcO２ 与氟化氢是否反应资料未查到,但根据铀转化六氟化铀纯化相

关资料说明,在氢氟化过程中不能将锝去除.
镎的形态为NpO２,NpO２ 在有氢气存在的条件下,在５００℃时与 HF反应生成NpF３;NpF３ 在有

O２ 存在的条件下,在５００℃时与HF反应生成NpF４.因此杂质镎仍将以NpO２ 形式存在与UF４ 中,
有可能会生成微量的NpF３、NpF４.

钚的形态为PuO２,PuO２ 与AHF在５５０~６００℃反应生成PuF３,在有O２ 条件下与AHF在高温

下反应生成PuF４.而氢氟化反应温度控制在４００~４５０℃之间,过程中无O２ 存在,所以PuO２ 可能部

分转化为PuF３.因此杂质钚将以PuO２、PuF３ 形式存在于 UF４ 中.故在氢氟化过程中不能将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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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
铁的形态有FeO和Fe３O４ 两种,其中Fe３O４ 与HF反应生成FeF３.而FeO和FeF３ 沸点均大于

１０００℃.故在氢氟化过程中不能将铁去除.
钠的形态为 Na２O 和金属钠两种,在氢氟化温度下均反应生成 NaF,而 NaF的沸点高达

１６９５℃,故在氢氟化过程中不能将钠去除.

３．３　氟化工序的净化

氟化是四氟化铀与氟气相互作用生成六氟化铀的过程,反应式:UF４＋F２＝UF６
氟化的主要设备是立式氟化反应器,工艺操作参数:炉壁温度４００~４５０℃,反应炉气出口温度小

于２００℃,反应器出口压力１５~２０kPa.
氟气与锝的各种氧化物反应最终生成 TcF６,TcF６ 与 UF６ 性质非常相似,TcF６ 沸点５５．３℃,

TcF６ 与UF６ 在８０℃的相对挥发度为０．８８,故在氟化过程中不能将锝去除.
氟气与镎的氧化物反应生成的氟化物有NpF５ 和NpF６,其中NpF６ 与UF６ 性质非常相似,NpF６

沸点５５．７６℃,NpF６ 与UF６ 在８０℃的相对挥发度为０．９０,故在氟化过程中不能将镎去除.
氟气与钚的氧化物及低价氟化物反应均可生成PuF６.PuF６ 熔点５０．７５℃,沸点６２．３℃,均与

UF６ 非常接近,故无法将PuF６ 去除.但PuF６ 是一种不稳定化合物,可分解成PuF４ 或生成不挥发的

钚的中间氟化物.PuF６ 也是一种强氟化剂,它能将四氟化铀、三氟化钚及三氟化溴等氟化至高氧化

态.由此可以推断,在氟化过程中钚可能会得到部分净化,落入氟化渣罐.
氟气与铁的氧化物反应生成的氟化物FeF３,FeF３ 大于１０００℃以上升华,故在氟化过程中可以

将铁去除,进入氟化渣罐.
氟气与钠的氧化物反应生成的氟化物NaF,NaF熔点９９３℃,沸点１６９５℃,故在氟化过程可以

将钠去除,进入氟化渣罐.

３．４　冷凝液化工序的净化

冷凝液化工序是一物理过程,即氟化产生的炉气,主要包括UF６、过量的F２、少量的HF和微量的

O２、UF４ 粉尘等,基于炉气中各组分的熔点不同,通过冷冻的方法使UF６ 凝集成固体而与其他组分分

离.在冷凝器中冷凝收集到一定量的UF６ 后,解冻、加热、释压、继续加热至约９３℃,液化均质、取样

后,分装至产品容器中.
根据堆后UO３ 原料中杂质情况及还原、氢氟化、氟化工序的净化能力分析,进入冷凝液化工序的

杂质还有锝、镎、钚,主要以TcF６、NpF６ 和PuF６ 的形态存在,这三种物质与 UF６ 的相关数据对比见

表１.

表１　堆后UO３ 原料中杂质与UF６ 的相关数据

氟化物形态 分子量 熔点/℃ 沸点/℃ 对UF６ 的相对挥发度

TcF６ ２１３(９９Tc) / ５５．３ ０．８８

NpF６ ３５１ ５４．４ ５５．７６ ０．９０

PuF６ ３５３ ５０．７ ６２．３ /

UF６
３５２(２３８U)

３４９(２３５U)
６９．２/２大气压

５６．２升华

６４．０４三相点
１

由于这三种杂质沸点和相对挥发度均比较接近,且含量在ppm数量级,在UF６ 凝华时,将同时吸

附在固体UF６ 内,因此冷凝液化工序不能将锝、镎、钚去除.

３．５　转化过程中综合净化能力

根据上述铀转化生产各工序的净化能力分析,全流程各杂质净化情况见表２.
７１２



表２　全流程各杂质净化情况

杂质项目
各工序净化情况

还原 氢氟化 氟化 冷凝液化
综合净化效果 备 注

９９Tc锝 × × × × ×

Np镎 × × × × ×

Pu钚 × × ○ × ○

硫酸盐 √ / / / √

硝酸盐 √ / / / √

Fe铁 × × √ / √

Na钠 ○ × √ / √

　表中符号说明:“×”不能去除,“○”部分去除,“√”全部去除.“/”已合格无需再分析.

由表３可见,采用现有成熟的铀转化工艺,除锝、镎、钚含量不能满足标准要求外,其他杂质都可

得到净化,并可满足ASTMC７８７标准的要求.若考虑锝、镎、钚这些杂质在转化过程中必须得到净

化,就需要对锝、镎、钚的净化新工艺应进行研究.

４　锝、镎、钚的净化新工艺

(１)镎的净化

据有关资料介绍,NpF６ 可以通过NaF来吸附得到净化.其原理如下:
在２５０~４００℃范围内,NpF６ 能被NaF吸附,生成八氟合镎酸钠,即:

３NaF＋NpF６＝Na３NpF８＋１/２F２(可逆反应)

NpF６ 被吸附的同时,UF６ 也与NaF反应形成复盐而被吸收.但NaF对UF６ 的吸附主要在１００℃
以下进行,当温度大于３６３℃,UF６ 开始解析.为了减少对UF６ 的吸附,资料中介绍可将吸附温度控制

在４０９℃,此时用NaF对UF６ 中的微量NpF６ 进行吸附,可将NpF６ 从１８６ppm降至２１ppm,前后净化比

约为９.[１]

因此,从原理上看,用NaF对NpF６ 进行选择性吸附是可行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原子能研究

院对此方法也进行过实验室的研究.[２]

(２)锝的净化

锝可以采用化学吸附方法净化.
据有关资料介绍,TcF６ 可以通过MgF２ 来吸附得到净化.含TcF６ 的UF６ 气流,通过１２５℃恒温

的 MgF２ 化学阱,可除去９７％以上的TcF６(Tc的初始含量不详).[１]

针对回收铀从UNH(硝酸铀酰)转化UF６ 的过程,美国曾在实验室和中试厂中用流化床技术进

行过模拟研究.其转化工艺过程为:用流化床喷雾脱硝制得的UO３,直接与氟作用生成UF６.在上述

过程中,于UNH料液中加入痕量的９９Tc(过锝酸氨形式)进行试验.在脱硝工序中,大部分Tc转变

为氧化锝留在UO３ 产品中,经测定Tc含量为３０mg/gUO３,并在后续工序中最终转变为TcF６;在

TcF６ 随UF６ 一起挥发的过程中,利用 MgF２ 吸收阱可将大部分TcF６ 去除.[１]

从上述资料看,利用 MgF２ 吸附TcF６ 的方法原理上可行,而且在７０年代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也对

此方法进行过实验室研究,经吸附/解吸后对钚和裂变元素均有净化[３].
(３)萃取净化技术

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资料介绍,经小型实验装置研究,该院已掌握了用化学方法去除锝、镎、
钚的工艺技术,即在萃取前先对硝酸铀酰溶液进行氧化还原预处理,从而改变杂质元素的化学价态,
然后再进行萃取的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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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及建议

对于回收铀中的杂质,采用现有成熟的铀转化技术,除锝、镎、钚未得到净化外,其他杂质都得到

净化去除,并可满足ASTMC７８７标准的要求.若考虑锝、镎、钚在转化中得到净化,需开展新的净化

技术研究.
建议尽早对新的净化技术进行方案和经济性比选,确定方案后,应进行小试、中试规模的试验,以

满足今后或未来回收铀加工工程建设的需要,为我国实现回收铀再循环利用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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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居克飞,章泽甫,等．用氟化钠、氟化镁吸附净化UF６[J]．北京: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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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溶剂钚保留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

颜官超,张国果,崔哲蓉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２８５０)

摘要:乏燃料后处理工艺的有机溶剂在使用过程中,会因辐射和化学作用发生降解,其降解产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

引起铀、钚及裂变产物在溶剂中的保留,难以反萃或洗涤除去.通过实验研究了溶剂的钚浓度、放置时间、硝酸和加

热、HDBPＧH２MBP含量等因素对溶剂降解和钚保留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钚浓度为１０－１g/L的３０％TBPＧ煤油溶

剂,随着放置时间的增长,在用硝酸羟胺反萃时钚保留值逐步增大,６０天后几乎已不能反萃下来.这主要是由于TBP
辐射降解产物 HDBPＧH２MBP在溶剂中的积累所致.

关键词:后处理;TBP;降解;HD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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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Purex工艺流程中,一般采用TBP做萃取剂,正十二烷或加氢煤油等做稀释剂,

TBP的百分含量一般为３０％(体积比).该有机溶剂在同含铀、钚、镎和裂变产物的硝酸水溶液接触

过程中,会受到硝酸、氧化还原剂等的化学作用,受到较强的α、β、γ射线的辐照作用,经受搅拌混合、
加热等操作步骤,必然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生成一系列的降解产物,使溶剂质量变差,影响萃

取或反萃收率[１,８].为了在后处理厂连续再循环溶剂,溶剂复用之前必须通过碱、酸交替洗涤在一定

程度上清除降解产物.一般认为TBP的主要降解产物HDBP和H２MBP,通过洗涤较容易除去,而稀

释剂的降解产物成分比较复杂,有些采用传统的洗涤方法不易除去[２].
在我国后处理中试厂调试过程中,发现含有一定量钚的废溶剂,在未能得到及时的反萃和洗涤处

理,暂存放置了一段时期以后,采用常规的反萃和洗涤工艺很难将其中钚去除完全.废溶剂中钚的异

常保留,不仅给废溶剂最终处理处置带来了显著不利影响,而且会造成钚的损失.本文主要针对一些

可引起溶剂降解及相应钚保留的因素,开展了模拟实验研究,以便找出一些规律,指导后续生产过程

中有机相的使用管理.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

TBP(磷酸三丁酯),市售化学纯;HDBPＧH２MBP混合试剂(纯度９６％,体积比约１∶１),阿发埃沙

(天津)化学有限公司生产;加氢煤油,分析纯,广西茂名;草酸,工业优等品;硝酸羟胺,利用分析纯盐

酸羟胺经离子交换法自制;水合肼,市售化学纯.
硝酸钚溶液,采用后处理中试厂钚纯化系统处理后的料液,采用亚硝酸钠进行调价,将Pu(Ⅲ)氧

化为Pu(Ⅳ)后,采用分析纯硝酸将酸度调节至４mol/L.

１．２　实验内容及方法

１．２．１　放置时间的影响(辐射降解)
取新配制的３０％TBPＧ煤油有机溶剂并萃取一定浓度的钚(１０－２~１０－１g/L量级),将含钚有机相

分组放置不同时间(最长９０天),使用硝酸羟胺反萃剂(０．６５mol/L羟胺硝酸－０．３mol/L肼硝酸－
０．３mol/L硝酸),相比O∶A＝２∶１,进行了三级错流反萃(即采用分液漏斗,利用新鲜水相试剂对同

一有机相反萃了三次),观测放置时间对钚保留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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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硝酸和加热的影响(化学降解)
(１)硝酸或加热单独作用.取新配制的３０％ TBPＧ煤油有机溶剂,与硝酸混合放置若干天或加热

若干小时,然后取有机相并萃取一定浓度的钚(１０－１g/L量级),使用硝酸羟胺反萃剂对含钚有机相进

行三级错流反萃,相比O∶A＝２∶１,观测硝酸酸化或加热对钚保留的影响程度.
(２)硝酸和加热联合作用.通过恒温水浴锅对纯煤油和纯TBP分别在高酸下加热强制降解,然

后分别与新鲜的TBP和煤油配制成３０％TBP－煤油有机溶剂,萃取一定浓度的钚(１０－１g/L量级)
后,使用硝酸羟胺反萃剂对含钚有机相进行三级错流反萃,相比O∶A＝２∶１,观测煤油和TBP的降

解效应对钚保留的影响程度.

１．２．３　HDBPＧH２MBP的影响

(１)HDBPＧH２MBP含 量 影 响.使 用 市 售 成 品 HDBPＧH２MBP混 合 试 剂 按 照 不 同 浓 度 比 例

(１０－４~１０－２mol/L量级)加入新配制的有机溶剂中,然后萃取含钚水相,使用硝酸羟胺反萃剂对含钚

有机相进行三级错流反萃,相比O∶A＝２∶１,观测HDBPＧH２MBP含量对反萃效果的影响程度.
(２)HDBPＧH２MBP对Pu(Ⅲ)的萃取能力.用硝酸羟胺－肼将含钚水相中的钚调整为三价态,然

后用HDBPＧH２MBP混合试剂进行单级萃取,相比１∶１,分析其有机相和水相的钚浓度.

１．２．４　碱洗涤HDBPＧH２MBP的效果

(１)洗涤不含钚溶剂.在新配制的３０％TBPＧ煤油中引入 HDBPＧH２MBP试剂,使其含量分别在

１０－２mol/L,采用０．２５mol/L的碳酸钠和１．３mol/L的氢氧化钠进行洗涤,洗涤后分析有机相中

HDBPＧH２MBP含量,观测对HDBPＧH２MBP的去除效果.
(２)洗涤放置一段时间的含钚溶剂.取放置９０天左右的含钚３０％TBPＧ煤油,采用０．２５mol/L

的碳酸钠和１．３mol/L的氢氧化钠进行洗涤,分析洗涤前后的有机相中 HDBPＧH２MBP含量和钚含

量,观测对HDBPＧH２MBP的去除效果.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放置时间影响实验(辐射降解)

用新鲜３０％TBP/煤油与含钚水相进行萃取操作后,制得钚浓度分别为３．６×１０－１g/L和５．６８×
１０－２g/L的两份(１号,２号)含钚有机相.将其分别放置１天、１４天、３０天、６０天、９０天后,分别采用

硝酸羟胺反萃后,有机相中的钚保留值,如图１所示.钚保留值的大小,可作为溶剂降解程度的表征.

图１　１号/２号溶剂的钚保留值随放置时间的变化

从图１可以看出,钚浓度为１０－２g/L的含钚溶剂钚保留值,在６０天之内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但
９０天后钚保留变的很明显.钚浓度为１０－１g/L的含钚溶剂随着放置时间增加,钚保留值逐渐增大,
６０天后硝酸羟胺几乎反萃不下来溶剂中的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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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业钚的α放射性活度在约１．５×１０１０Bq/gPu,而含钚溶剂的γ放射性活度浓度在约

１０５Bq/L,因此实验条件下含钚溶剂的α放射性活度浓度要远高于γ放射性活度浓度.同时相同剂

量下,α辐照引起的辐解程度比γ辐照要大[３].可见,实验条件下,溶剂的α副解占主导地位.原溶剂

的钚浓度越高,则放置一定时间后溶剂的辐解程度越高,钚保留值越大.

２．２　硝酸和加热的影响(化学降解)

将６mol/L的硝酸与新鲜３０％TBPＧ煤油混合后分别放置７天,取出有机相(３号溶剂);将新鲜

３０％TBPＧ煤油放入水浴加热至９０℃并保温２４h后,取出有机相(４号溶剂).３号和４号溶剂经萃取

操作后钚浓度分别为约０．２g/L,然后经硝酸羟胺反萃后,分析钚浓度均在１０－３g/L量级.这说明单

独开展酸化和加热,并未观察到明显的化学作用造成的钚保留问题.
将纯煤油和纯TBP分别与１１mol/L硝酸１∶１(体积比)混合,通过水浴将温度控制在９０℃加热

２４h,然后分别与新鲜的TBP和煤油配制成３０％TBPＧ煤油(５号,６号溶剂).５号和６号溶剂经萃取

操作后钚浓度分别为约０．１g/L,经硝酸羟胺反萃后(每种溶剂分别做了三次反萃实验),溶剂钚保留

值数据,见表１.

表１　５号和６号溶剂的钚保留值实验数据

溶剂
钚保留值/(g/L)

第一次实验 第二次实验 第三次实验

５号 ４．１０×１０－３ １．８６×１０－３ ２．３２×１０－３

６号 ３．７１×１０－２ ７．２２×１０－２ ４．７６×１０－２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高温高酸下经化学作用的TBP钚保留明显,说明其发生了较显著的降解.
而经过相同作用的煤油,并未引起明显的钚保留.TBP作为后处理萃取剂,其化学性质是较稳定,在
常规的温度、酸度下具有较高的抗水解和氧化能力.TBP在硝酸和升温联合作用下,特别是温度达到

９０℃后,其降解产物(HDBPＧH２MBP)产额就显著增多[２,５].煤油相对于TBP化学更稳定,且不易萃

取酸,在此实验条件下其降解程度较小.

２．３　HDBPＧH２MBP的影响

　　图２　HDBPＧH２MBP含量对溶剂钚保留的影响

采用 HDBPＧH２MBP混合试剂与新鲜３０％
TBPＧ煤油,混 合 制 备 的 有 机 相 中 的 HDBPＧ
H２MBP含量分别为１×１０－４ mol/L、１×１０－３

mol/L,５×１０－３mol/L,１×１０－２mol/L,５×１０－２

mol/L.这些有机相经萃取操作后,有机相钚浓

度在约０．３g/L.经硝酸羟胺反萃后,有机相中

的钚保留值与 HDBPＧH２MBP含量的关系,如图

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溶剂中 HDBPＧH２MBP浓

度在达到１０－３mol/L时,有机相中钚保留值已经

很明 显;HDBPＧH２MBP 浓 度 达 到１０－２ mol/L
时,已基本完全无法从有机相中将钚反萃下来.

采用过量硝酸羟胺－肼试剂,将含钚水相的钚价态从Pu(Ⅳ)调整为Pu(Ⅲ),调价后溶液颜色从

亮黄色变为淡蓝色.用HDBPＧH２MBP混合试剂进行单级萃取后,萃取实验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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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HDBPＧH２MBP萃取Pu(Ⅲ)实验数据

萃取前水相酸度/(mol/L) 萃取前水相Pu浓度/(g/L)萃取后有机相Pu浓度/(g/L)萃取后水相Pu浓度/(g/L)

４．０３ ０．２８ ０．５２ ＜１×１０－３

从表２可以看出,HDBPＧH２MBP对Pu(Ⅲ)同样具有很好的络合萃取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用硝酸羟胺这种还原反萃剂,难以将钚反萃不下来的原因.

２．４　碱洗涤HDBPＧH２MBP效果

新鲜３０％TBPＧ煤油中引入HDBPＧH２MBP含量为约１．２×１０－２mol/L,采用０．２５mol/L碳酸钠

和１．３mol/L氢氧化钠洗涤后,有机相中 HDBPＧH２MBP含量均低于气相色谱法分析下限(＜２×
１０－４mol/L).HDBP和H２MBP与碱液接触可生成水溶性的NaDBP和Na２MBP而除去[１].

取放置约９０天的含０．２３g/L的３０％TBPＧ煤油溶剂,分析其 HDBPＧH２MBP含量在２．９２×
１０－２mol/L.一般情况下,TBP的降解产物中,HDBP含量要比H２MBP大很多[１].采用０．２５mol/L
碳酸钠和１．３mol/L氢氧化钠进行单级洗涤,洗涤实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溶剂碱洗实验数据

洗涤介质 洗涤后有机相钚浓度(g/L) 洗涤后有机相 HDBPＧH２MBP浓度/(mol/L)

０．２５mol/LNa２CO３ ４．２８×１０－２ ２．６×１０－３

１．３mol/LNaOH １．１×１０－１ ９．９４×１０－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长时间放置的含钚有机相的洗涤效果比添加 HDBPＧH２MBP的新鲜有机相洗

涤效果明显变差,同时钚保留明显.由于钚会与 HDBP结合形成配合物,PuＧDBP配合物在溶剂中的

分配系数很高,且PuＧDBP配合物的分解动力学作用慢,还可能与其他有机成分形成长链有机物,以
及碱洗过程碱基本只在水相发挥作用,因此与HDBP结合在一起的那部分钚的洗涤或反萃变得困难,
也可以说与钚结合的那部分HDBP的洗涤变得困难[２,５Ｇ７].

３　小结

在后处理工艺的常规酸度和温度条件下,辐射降解(对于含钚溶剂特别是α辐解)占主要地位,化
学降解的影响较小.含钚溶剂随着放置时间的增长,由于降解产物的积累,用硝酸羟胺反萃或碱洗对

钚的去除效果随之变差.溶剂中钚浓度越高,越应注意避免放置时间过长.对于钚浓度１０－１g/L的

溶剂,放置时间不宜超过３０d.
在实验的条件范围内,观测到溶剂中的主要降解产物为 HDBPＧH２MBP,其对溶剂的钚保留起了

关键作用.由于实验条件和分析检测技术限制,未观测到稀释剂(加氢煤油)降解产物的明显影响.
虽然一般认为溶剂中的 HDBPＧH２MBP容易通过碱洗除去,但在含有较高的钚浓度时,HDBPＧ
H２MBP的去除效果会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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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ResearchontheFactorsofPlutonium
RetentionintheSolventinSpentFuelReprocessingProcess

YANGuanＧchao,ZHANGGuoＧguo,CUIZheＧrong
(The４０４companyLimited．,CNNC,Lanzhou,Gansu７３２８５０,China)

Abstract:Theorganicsolventusedinspentfuelreprocessingprocesscouldbedegradeddueto
radiationandchemicaleffects,andwhenthedegradationproductsareaccumulatedtoacertain
extent,uranium,plutoniumandfissionproductswouldretaininthesolvent,whicharedifficulttobe
stripedorscrubbed．Inthispaper,theeffectsofplutoniumconcentration,standingtime,nitricacid
andheating,HDBPＧH２MBPcontentonsolventdegradationandplutoniumretentionwerestudied．
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３０％TBPＧKerosenesolventofwhichtheplutonium
concentrationis１０－１g/L,withtheincreaseofstandingtime,theplutoniumretentiongradually
increasedduringstrippingwithhydroxylaminenitrate,anditwasalmostimpossibletobestriped
after６０days．ThisismainlyduetotheaccumulationofHDBPＧH２MBPinthesolvent,fromTBP
degradationby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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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镎钚混合溶液中提取镎的工艺研究

李峰峰,蒋德祥,何　辉,唐洪彬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本文提出了采用溶剂萃取法在铀、镎、钚混合溶液中提取与纯化镎的工艺.设计并验证了镎的纯化与浓缩工艺:

２NA萃取槽工艺:实现铀镎钚的共同萃取,镎浓缩３倍;在２NA工艺段,U,Np,Pu收率大于９９．９％,２NA段对Pu没

有净化;２NB反萃取槽:将镎反萃进入水相,铀钚保留在有机相中,实现镎与铀钚的分离.在２NB工艺段,Np反萃率

大于９９．９％,Np和Pu的分离系数为２０,Np和U的分离系数大于１×１０５.验证了提取工艺对镎提取的可行性.结合

之前工作,基本可以确定设计的流程可以从铀、镎、钚混合溶液中纯化和浓缩镎.

关键词:镎;钚;铀;共萃取;还原反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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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Np的半衰期为２．１４×１０６ 年,是后处理厂中重点关注的核素,其重要性仅次于铀和钚.乏燃

料中镎的产额,随着燃耗的１．５次方而增长,在燃耗为１０００MWd/tU 时乏燃料中的镎含量为

１．５g/tU,在燃耗为３３０００MWd/tU时镎含量为５５０g/tU.镎属于极毒核素,其化学毒性和生物

毒性都很强,在环境中的含量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含镎废物的长期储存存在一定风险[１Ｇ４].
２３７Np在轻水堆乏燃料中含量较高,乏燃料通常采用Purex流程处置.在Purex流程产生的含镎

废液还含有铀、钚等元素.
常见的镎提取工艺为,使用离子交换法在放射性废液中提取,此工艺存在产能小、辐射剂量大、产

生的废物量大等缺点[５Ｇ８].目前国内尚未见到从铀镎钚混合溶液中提取镎的工艺流程,本文采用溶剂

萃取法从混合溶液中提取镎.

１　镎提取工艺流程设计

图１　３０％TBP/OK－HNO３ 水溶液中镎的分配比[１２]

１．１　２NA工艺设计

２NA工艺段主要任务将 Np、U、Pu共同萃入

萃取剂TBP中,实现 Np、U、Pu与其他元素的分

离,同时对Np进行浓缩.因为 Np的价态组成复

杂,不同价态的镎在 TBP中的分配比是不同的,

３０％TBP－煤油－HNO３ 中萃取镎的分配系数如

图１所示,在硝酸体系中,DNp(Ⅵ)＞ DNp(Ⅳ)＞＞
DNp(Ⅴ)(＜０．１)[４,７,８],且不易稳定在同一价态.图１
为３０％TBP/OK－HNO３ 水溶液中镎的分配比.
可知DNp(Ⅵ)和DNp(Ⅳ)随硝酸浓度增加而增长,Np
(Ⅵ)的分配比随硝酸浓度增加呈现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在４mol/L左右达到最大值,分配比可达

２０左右.因而,选择将镎价态控制为 Np(Ⅵ),为
提高 Np的萃取率,萃取的进料酸度为４mol/L
HNO３.同时在４mol/LHNO３ 时,３０％TBP/煤

油对Pu(Ⅳ)和U(Ⅵ)的分配系数＞１０.因此２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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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工艺对U,Np,Pu的共萃取可以实现.
并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计算机模拟程序SIMUNP设计出２NA工艺流程.其流程为:萃取

剂为３０％TBP/煤油,４mol/LHNO３ 进料,３mol/LHNO３ 洗涤,采用８级萃取８级洗涤,流比为

２NAF:２NAX:２NAS＝３:１:１,停留时间为１min.此时,Np、U、Pu收率大于９９．９９％.图２给出了计

算机模拟此工艺情况下,U、Np、Pu在２NA中的浓度剖面.

图２　计算机模拟２NA工艺段U,Pu、Np在各级中的浓度分布

１．２　２NB工艺的选择

２NB工艺段主要任务为将Np反萃进入水相,实现Np与U、Pu的分离,同时浓缩Np.为此必须

选择合适的还原反萃剂,即合适的反萃体系.

１．２．１　反萃体系的选择

根据镎产品中U,Pu的净化指标要求,设计在２NB槽将镎与U、Pu进行分离.通过合适的还原体

系,将镎还原到不易被TBP萃取的Np(Ⅴ),然后U和Pu保留在TBP,实现Np与U和Pu的分离.
要达到将Np反萃进入水相,而钚依然留在有机相,实现Np和Pu分离的目的,必须选择合适的

还原剂.Koltunov等[１０,１２,１３]研究了肼的衍生物(RN２H４)与Np(Ⅵ)的氧化还原反应.当[RN２H４]/
[Np(Ⅵ)]为２时,其产物为RH和N２.当比例为０．２５时,其产物为ROH和N２.从热力学上分析,

E０[Np(Ⅵ)/Np(Ⅴ)]＝１．１３８V(１．０２mol/LHNO３ 中),E０[Pu(Ⅳ)/Pu(Ⅲ)]＝０．９２V (１．０mol/

LHNO３中),两者电位都较高且相差不多,所以只还原Np(Ⅵ)而不还原Pu(Ⅳ)是比较困难的[１１,１２].
研究氧化还原动力学表明,肼的衍生物以很快的速率还原Np(Ⅵ)至 Np(Ⅴ),但进一步还原成

Np(Ⅳ)非常慢.同时还原Pu(Ⅳ)的速度也很慢.文献[１３]给出了肼及其一些衍生物的还原Np(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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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Pu(Ⅳ)的一级速率常数(见表２).可见肼及其衍生物是符合要求的还原剂.同时,从以下三个方

面考虑:a与镎反应的速度;b与镎钚反应的速率差;c与主流程试剂一致性,本实验选择了肼作为

Np(Ⅵ)的还原反萃剂,肼的浓度定为０．２mol/L.肼从TBP中反萃Np(Ⅵ)时,随着水相中NO－３ 浓

度的增大,反萃速率降低.为兼顾锕系金属离子的水解,本实验选择反萃酸度为０．３mol/LHNO３.

表２　肼及其衍生物还原Np(Ⅵ)和Pu(Ⅳ)的一级速率常数值(２５℃)

还原剂 k′Np/min－１ ＝k′Pu/min－１ k′Np/k′Pu(１) k′Np/k′Pu(２) t９９－Np(VI)/s

肼 １．４０ ３．８×１０－４ ３７００ １１６０ １．９７×１０２

甲基肼 ３．８ ２．５×１０－３ １５００ ２２８０ ５．２４×１０

二甲基肼 ４．７７ ２．４×１０－３ １９６０ １９５０ ５．７９×１０

特丁基肼 ０．５３ １．１×１０－４ ４８００ ４２５０ ５．２２×１０２

注:(１)１mol/LHNO３介质;(２)３mol/LHNO３介质

１．２．２　２NB槽工艺的确定

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计算机模拟程序SIMUNP设计出２NB工艺流程.
其流程为:以０．２mol/L肼－０．３mol/LHNO３ 作反萃剂,３０％ TBP/煤油作补萃剂,采用１２级

反萃４级补萃,流比为２NBX:２NBF:２NBS＝１∶３∶１,停留时间约为２min.此时,假定镎很快被还原

为五价,通过计算得知,Np反萃率大于９９．９９％,U、Pu(假定Pu不会被肼还原)反萃率小于０．０１％,
对Tc净化约为８．５.图３给出了计算机模拟此工艺条件下,各元素在２NB中的浓度剖面.

图３　计算机模拟２NB工艺段U、Pu、Np在各级中的浓度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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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验

２．１试剂及主要料液配制

(１)３０％(V/V)TBP－煤油 TBP经碱洗－酸洗－水洗至中性;煤油经０．５％ KMnO４ 洗涤３遍

后,经碱洗－酸洗各３遍,最后用去离子水洗至中性.配成３０％(V/V)TBP－煤油.
(２)Np溶液 NpO２ 固体粉末在浓硝酸中经电化学溶解制得.
(３)U、Pu溶液原子能院提供.

TOPO,配制成０．０１mol/LTOPO—二甲苯溶液

不同浓度的HNO３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２分析方法

Np的分析:α计数法、α能谱法、液体闪烁计数法;

Pu的分析:α计数法、α能谱法、液体闪烁计数法;

U的分析:ICP－MS;
含金属离子的HNO３ 溶液的分析:饱和(NH４)２C２O４ 络合Ｇ酸碱滴定法.

２．３　２NAF调料工艺研究

２．３．１镎价态控制研究

镎在溶液中的状态与镎进入萃取分离过程后的行为有直接关系.镎在溶液中通常可以存在的价

态有Np(Ⅳ)、Np(Ⅴ),Np(Ⅵ),仅在强还原剂存在时存在Np(Ⅲ).在乏燃料中可能影响镎价态的

因素很多:硝酸对Np(Ⅳ)、Np(Ⅴ)的氧化,亚硝酸对Np(Ⅵ)的还原,Np(Ⅴ)的歧化以及硝酸根对

Np(Ⅳ)、Np(Ⅴ)的络合作用.在通常的溶解液条件下,镎的价态分布可以认为主要是由硝酸氧化和

亚硝酸的还原所支配,其平衡式为:

２NpO＋２ ＋HNO３＋２H＋↔２NpO２＋２ ＋HNO２＋H２O
为了将镎调为更易被萃取的六价镎,依据上面平衡方程,直接高酸加热保温可以实现.所以进行

多次高酸高温调价,调价结果表明,Np(VI)所占比例总小于９５％,且放置一段时间后,会有大量

Np(IV)生成.分析可能因为Np(V)的歧化所产生,五价镎歧化方程式如下:

２NpO＋２ ＋　４H＋↔NpO２＋２ ＋　Np４＋＋　２H２O
根据方程式可以看出,高酸条件下更有利于Np(V)的歧化.因此,在２NAF调价时,单纯的使用

浓硝酸氧化很难达到工艺要求,且在不加稳定剂的情况下,料液中的Np很难稳定在Np(VI).
为了把镎更快的氧化并且最终稳定在最易被TBP萃取的六价状态,从而提高镎在２NA循环中的萃

取率,调研了五价钒氧化Np(Ⅴ)的过程.五价钒对五价镎的氧化速率相当快,其反应速率可表示为[４]:

dxs
dt＝－Kv H＋[ ]２ VO＋３[ ]x５

比速率常数 Kv的值列在表３的第二栏.表中的第三项是在２．５mol/LHNO３－０．０１mol/L
VO＋３ 条件下的一级反应速率常数Kv[H＋]２[VO＋３ ]的值.

表３　钒(Ⅴ)氧化镎(Ⅴ)的反应速率

温度/℃ 比速率常数Kv/mol－３min－１ 一级速率常数/min－１

２４ １１．７ ０．７３
３０ １３．８ ０．８６
４０ ２６．２ １．６５
５０ ５１．２ ３．２０

　备注:一级速率常数为２．５mol/LHNO３－０．０１mol/LVO＋３ 条件下的一级反应速率常数Kv[H＋]２[VO＋３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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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实验条件为４mol/LHNO３－０．１mol/LVO＋３ ,实验在２４℃开展,一级反应速率常数

Kv[H＋]２[VO＋３ ]的值为１１．７×４２×０．１＝１８．７２min－１.该反应速率比亚硝酸催化反应速率大很

多,而且足够高,可用于实际应用过程中.
为此完成了NaVO３ 氧化料液中Np到Np(VI)的研究.
实验过程如下:新配制的 Np(IV)溶液,在波长为３６０~１３６０nm范围内扫全谱;加入定量的

NaVO３,迅速在波长为３６０~１３６０nm范围内扫全谱;一段时间后继续扫全谱,结果如图４所示.
对调料后的镎进行TBP单级萃取实验,实验过程如下:在上述实验相同条件下,配制溶液,用

３０％ TBP/煤油萃取１min,取走有机相,α单道测量水相中镎的计数;然后,取萃余水相再用等体积的

３０％ TBP/煤油１min,取走有机相,测量水相中镎的计数.如此重复４次,每次测量结果列于表４,其
中第三次与第四次测量值已接近本底.

２．４　工艺流程研究

各核素的台架实验分开进行,U,Np,Pu走向以单核素串联台架实验进行实验.台架实验所用萃

取设备为微型混合澄清槽,２NA槽混合室体积为５mL,２NB槽混合室体积为３mL.模拟２NAF配

制按照提取镎工艺条件运行,先是调整２NAF价态,加入０．１mol/LNaVO３,调整硝酸浓度为４mol/L.
进行串联台架实验时,先分别用模拟料液及反萃液充填微型混合澄清槽串联中的２NA段和２NB段

各级,萃取剂为３０％ TBP/煤油,它们均用恒流注射泵导入混合澄清槽中.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２NAF调料工艺

３．１．１　镎价态调整研究

NaVO３ 氧化料液中Np到Np(VI)的研究结果如图４所示.

图４　加入NaVO３ 后Np溶液谱图随时间变化

Np－０．３９g/L(起始Np(IV)为０．７８g/L);HNO３－４．０mol/L;NaVO３－０．１mol/L

由图４可知,反应前在６９８nm、９７８nm 处有明显的吸收峰,这是 Np(IV)的特征峰,当加入

NaVO３ 后,６９８nm、９７８nm明显降低,但并未消失,在９８０nm、１２２２nm处出现新的峰,９８０nm为

Np(V)的特征峰,１２２２nm是Np(VI)的特征峰,同时在７６０nm出现一个大的峰,这是四价钒的特征

峰.由此可知,NaVO３ 可以迅速将Np(IV)氧化至Np(VI),但不完全.
对调料后的镎进行TBP单级萃取实验,实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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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TBP萃取对NaVO３ 氧化Np的影响

萃取次数 萃一次 萃二次 萃三次 萃四次

镎萃余量/％ １４．７ １．７ ０．１６ ０．２

实验结果说明大部分镎被氧化成六价以后,仍有少量的五价和四价镎存在,用３０％TBP/煤油萃

取六价镎以后,溶液中原有的平衡被打破,Np(IV)继续被剩余的NaVO３ 氧化到Np(VI).更有利于

２NA工艺对镎的萃取.

４．２　工艺台架实验研究　

用微型混合澄清槽分别作了U、Np、Pu的台架实验,其工艺条件如图５,图６为开展台架实验研

究的设备图.

图５　从铀镎钚混合溶液中提取镎的工艺流程图

图６　混合澄清槽实验装置图

３．２．１镎在２NA、２NB段的行为研究

镎在２NA槽各级的浓度剖面示于图７.结果表明:在实验工艺条件下,镎的收率可达９９．９５％.
由图可知,在料液进入第８级后,大部分镎立刻被萃取进有机相,但萃取并不完全,此后第８级水相进

入第７级进而进入第６级、５级,经过第５级、６级、７级萃取后,水相中的镎基本已全部萃入有机相,而
第８级的有机相负载镎后,进入第９级,在第９级至第１６级,负载的有机相被洗涤,在洗涤酸的入口处

(１５级、１６级),由于洗涤酸度低于萃取酸度,此时有机相中的镎部分的被洗涤下来,进入了水相,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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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级、１６级的有机相中镎浓度降低,水相中镎浓度升高,在经过１５级、１６两级的萃取后,第１０~１４级

中酸基本达到平衡,使得这几级中,有机相和水相中的镎浓度基本相似.
镎在２NB槽各级中的浓度剖面示于图８.结果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镎的反萃率为９９．６６％.

由图可知,２NAP由２NB槽的第５级进入２NB槽后,大部分镎被反萃进入水相,进而随水相进入第４
级.有机相中还负载着部分的镎,随有机相进入到６级,并在第６级继续被部分反萃进入水相,在第

１１级时就已基本已反萃完全,由此可见,１２级反萃的设计,也给以后工程化流程设计留足了的余量.

图７　Np在２NA槽中的各级浓度分布图

　

图８　Np在２NB槽中的各级浓度分布图

综上,实验结果表明,２NA段可将Np萃取进入有机相,其萃取率为９９．９５％,并可在２NB段反萃

进入水相,其反萃率为９９．６６％.同时将Np浓缩９倍.此结果与计算机模拟结果相当.从２NA槽

镎的萃取率和２NB槽镎的反萃率、镎在两个工艺槽的各级分布图,肼可作为Np(VI)有效反萃剂,初
步证实镎提取循环工艺的可行性.

３．２．２　Pu在２NA、２NB段的行为研究

镎台架实验初步证实了工艺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再开展２NA＋２NB除钚台架实验.钚在２NA
槽及２NB槽的各级的浓度剖面分别示于图９、图１０.

图９　Pu在２NA槽各级浓度分布

　

图１０　Pu在２NB槽各级浓度分布

由图９可知,当钚由第８级进料后,在实验条件的酸度下,已大部分萃入有机相.再经过第６级、

７级的萃取,基本已完全萃入有机相.经过实验条件酸度的洗涤,很少有钚可从有机相中进入水相.
从而２NA槽可实现对钚的萃取,其钚收率可达９９．９１％.

由图１０可知,从第１６级进料的２NBX为０．２M肼－０．３MHNO３,由于反萃硝酸浓度比较低,所
以在第１６级有机相Pu的分配比发生变化,有部分钚被反萃进入水相;在１５级,硝酸浓度提高,钚又

重新萃取进入有机相中.同时２NBX水相反萃液中含有还原剂肼,所以少量的Pu被缓慢还原成三价

钚.所以从１５级水相开始,进入水相的钚向前面几级流动的过程中,水相溶液中的四价钚被萃入水

相,但水相始终有三价钚存在,钚的浓度逐渐降低.造成少量Pu反萃进入镎产品液流.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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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NB槽不能达到对钚的净化要求,对钚的净化仅为:２０,仍需在三循环进行进一步净化过程.
综上实验结果,２NA段可将Pu萃取进入有机相,其萃取率为９９．９％.在２NB段少量钚反萃进

入水相,镎中除Pu的净化系数为２０.在２NA萃取段工艺条件可将Pu萃入有机相,在２NB反萃段与

镎分离不彻底,仍需进一步进行分离.

３．２．３　U在２NA、２NB段的行为研究

图１１　U在２NA槽各级浓度分布

由图１１可知,当铀由第８级进料后,在实验条件的酸度下,已大部分萃入有机相.再经过第７级

的萃取后,基本已完全萃入有机相.经过实验条件酸度的洗涤,很少有铀可从有机相中进入水相.从

而２NA槽可实现对铀的萃取,其铀收率可达９９．８％.
由图１２可知,当负载铀、酸的有机相由第５级进料后,铀只有少量的被水相反萃下来,这是因为,

虽然进料的反萃酸度较小,但由于有机相中本来含有较高的酸度,在反萃时又经浓缩,使得水相酸度

大大提高,同时,反萃液中所含肼对六价铀不起还原作用,使得铀不能绝大多数被反萃进入水相.部

分被反萃进入水相的,在经过补萃后重新进入有机相.在２NB槽后面几级,由于进料酸度较小,有机

相中的酸已在槽的前面几级被反萃进入水相,不能随有机相进入后面几级,从而后面几级酸度,在后

面几级,明显有铀进入水相.但进入水相的铀随水相向前面几级移动,在此过程中,再一次被萃入有

机相.由此可知,２NB槽不能实现对铀的反萃取,其反萃率为０．０００６９３％.从可在２NB槽实现镎与

铀的分离,镎中除铀的净化系数为:１．４９×１０５.

图１２　U在２NB槽各级浓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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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１)设计的２NA槽的工艺(３０％TBP/煤油作萃取剂,３．０mol/LHNO３ 作洗涤液,采取８级萃取８
级洗涤)可回收料液中９９．９６％的镎;设计的２NB槽的工艺(０．２mol/L肼－０．３mol/LHNO３ 作反萃

剂,３０％TBP/煤油作补萃剂,采取１２级反萃４级补萃)可将有机相中９９．６６％的镎反萃进水相.在工

艺条件可提取铀镎钚混合溶液中的镎,同时将Np浓缩了９倍.

２)在此工艺条件下,在２NA槽９９．９％的Pu萃取进有机相,在２NB槽有少部分被反萃进入水相,
对Pu的净化可达２０,从而实现Np与Pu的分离,但仍需进一步净化.

３)在设计工艺条件下,在２NA槽９９．９％的 U 萃取进有机相,在２NB槽 U 仍保留在有机相

(３０％TBP/煤油)中,实现Np与U的分离,对U的净化系数大于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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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ExtractionTechnicsofNeptuniumfrom
UraniumNeptuniumＧplutonium MixedSolutions

LIFengＧfeng,JIANGDeＧxiang,HEＧHui,TANGHongＧbi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　The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　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echnicsofthesolventextractionandpurificationofuraniumneptuniumＧplutoniummixed
solutionwaspresented．Thepurificationtechnicswasdesignedandtested．In２NA process,

Uranium(U),Neptunium(Np),Plutonium(Pu)arecoextractedintoTBPtogether,andtheNpare
concentrated３times．in２NAprocess,therecoverypercentofNpandPuin２NAprocesswere
higherthan９９．９％．In２NBprocess,NpwasbackＧextractiontotheliquid,UandPustay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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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P,sotheNpandPuareseparated．ThebackＧextractionratioofNpwashigherthan９９．９％,the
separationcoefficientofNpandPuis２０,theseparationcoefficientofNpandUismorethan１×１０５．
TestedthefeasibilityoftheprocessforhighconcentrationofNp．Combinetheresultsbefore,it
couldbeascertainedthatNpcouldbeextractedandpurifiedfromtheuraniumneptuniumＧplutonium
mixedsolutionpresentedinthispaper．
Keywords:Neptunium;Plutonium;Uranium;Coextraction;Reduction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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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中杂质及氢氘组分的微气相色谱快速检测分析

杨丽玲,杨洪广,赵崴巍,刘振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为实现聚变堆氚工厂的安全稳定运行,掌握准确的氘氚燃料及工艺气中杂质及氢氘组分的分析监测技术,需建

立特殊的在线微气相色谱检测分析方法.以高纯氦气作为载气,通过分子筛毛细管柱和PLOTＧU柱进行分离,采用微

热导检测器(μTCD)进行检测,优化测试参数后,在A、B模块柱温分别为１２０℃、６０℃,柱头压分别为４０psi、３０psi,进
样时间均为２５５ms的实验条件下,对氦中含量分别为１．０％、５．０％以及１０．０％的杂质标准气体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表

明,各色谱柱能够在１６０s内分别实现(O２)、N２、CH４、CO和CO２ 组分的分离,且柱效较高,响应值的重复性较好,各组

分之间的分离度远高于１．５,能实现完全分离.在柱头压为４５psi,进样时间为２５５ms的试验条件下,通过C模块使

用自制的Al２O３/MnCl２ 改性柱,对氦中含量分别为１．０％、２．５％和５．０％的氢氘气体进行检测,出峰时间小于１６０s,
能够实现完全分离,且测试重复性好.该方法可应用于氚工厂等离子排灰处理系统(TEP)、氢同位素分离系统(ISS)
及贮存和输运系统(SDS)中的杂质及氢氘含量分析,以便了解氚分布,同时达到氚的安全防护.
关键词:聚变堆;氘氚燃料;气相色谱;微热导检测器(μTCD);杂质组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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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资源来源充足、不会产生高放射性核废料等优点,聚变能是人类未来能源的长期解决方案[１,２],
氘Ｇ氚聚变反应产生中子和氦原子,中子轰击聚变堆结构包层中的锂等物质,在实现氚增殖的同时能

释放大量能量.
在ITER[３,４]的研究中聚变堆氘氚燃料循环体系主要包括内外循环两个系统,其中内循环是氚增

殖包层系统(TBS),主要是氦气载带出包层中生成的氚,再用杂质床通过吸附、还原等方法回收氚;而
外循环是把等离子体室排出的气体进行分离,尽快回收和纯化后再注入托卡马克燃料循环系统.含

氚气体成份与浓度的检测是聚变堆燃料循环及氚工厂检测分析的核心内容,在在线测量燃料循环回

路各子系统中不同气体组分含量时,需建立精确地氚计量衡算和分析检测技术.一方面可了解燃料

循环系统中的氚分布,优化运行效率,保证聚变堆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聚变堆使用大量氚燃料需考

虑氚的安全防护[５,６],精确计量氚含量可保证氚的低排放,确保公众免受超剂量暴露等风险.
在诸多气体检测技术中,气相色谱法在检测精度与重复性上被认为是最佳方法.针对聚变堆氘

氚燃料及工艺气中的等离子排灰处理系统(TEP)、氢同位素分离系统(ISS)及贮存和输运系统(SDS),
需要实现其中百分含量杂质和氢氘组分的检测,达到快速且检测重复性好的高标准分析要求,满足检

测时间不高于１６０s,响应值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２．０％的技术指标.
通过常规色谱检测N２ 组分的时间长达８min[７],很难达到快速分析的目的;虽然放电氦离子化检

测器(DID)[８]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９]等高精度色谱满足检测时间的要求,但其进样量是毫升

量级的,不适用于含氚气体的分析;相比而言,微气相色谱[１０Ｇ１２]具有微升量级的进样量,适合分析高浓

度的含氚气体,且能达到快速分析的目的,符合任务要求,尤其针对氢同位素组分,由于低温色谱柱对

氢同位素的高分离特性,使其更具有优势,故微色谱检测是氚工厂分析系统(ANS)含氚气体分析的首

选技术.
根据快速且重复性好的检测需求,本研究首先配置符合要求的分离柱及检测器,在优化柱温、柱

压强和进样时间等检测参数后,通过对氦中不同含量的杂质和氢氘气体进行分析检测,建立快速分析

的检测方法.这种方法可应用于氘氚燃料及工艺气不同系统中的杂质和氢氘组分分析,从而为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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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氚工厂的设计及其规划奠定相关基础.

１　试验

１．１　仪器气路与相关配置

图１为自行设计的整体气路系统示意图,通过英福康公司订制得到专用的 Micro３０００微型气相

色谱仪.杂质组分的检测通过其中的A、B模块来完成,氢氘组分的检测通过C模块来完成,其主要

参数如表１所示.

图１　微色谱气路系统示意图

表１　微色谱仪器A、B模块的相关参数

测试模块 待测组分 分离柱 柱参数 载气类型

A O２、N２、CH４、CO
分离柱

前置柱

５A分子筛柱

PLOTU柱

１４m×０．３２mm×３０μm
２m×０．３２mm×３０μm

He

B CO２ PLOTU柱 ８m×０．３２mm×３０μm He

C H２、D２
分离柱Al２O３/MnCl２
前置柱５A分子筛柱

４m×０．５３mm
１０m×０．３２mm×３０μm

He

改性的Al２O３ 毛细管柱:通过动态法涂渍改性Agilent公司生产的Al２O３ 毛细管柱,需先配制质

量分数为１９．０％的 MnCl２ 溶液,并在稳定的氦气压力下使溶液匀速缓慢通过Al２O３ 毛细管柱,具体

如图２所示.再将涂渍柱溶剂吹干,使内壁附着一层 MnCl２ 液膜,然后将改性柱置于的马弗炉中加热

烘干,继续通氦气老化１２h,将老化后的Al２O３/MnCl２ 改性柱置于液氮环境中备用.

图２　涂渍改性过程示意图

２



仪器所用的高纯氦气(纯度大于９９．９９９％)和氦中含量分别为１．０％、５．０％、１０．０％的(O２)、N２、

CH４、CO、CO２ 杂质标准气体均由北京氦普北分气体工业有限公司提供,将这三种浓度的气体分别以

１号、２号和３号来表示.氦中１．０％、２．５％、５．０％的H２、D２ 气体也由该公司提供.

１．２　试验原理

不同浓度的气体组分和载气热导率之间存在差异,进而使微色谱仪μTCD中热敏原件的温度发

生变化,根据电路中信号的改变进行测量,所得信号值即可衡量各组分的含量,进而完成氦中杂质气

体的检测分析,最终得到色谱峰.其中检测时选用高纯 He作为载气,各类试验参数均需通过仪器工

作站软件设定.

２　数据与分析

２．１　杂质组分检测试验的参数优化

影响微色谱分析的因素较多,在１号样品气进样压力稳定时,针对进样时间、柱温、柱头压(工作

站软件默认的单位为psi)等参数开展条件试验,从而确定各个参数的最佳分析条件,进而建立氦中不

同浓度杂质及氢氘组分的微色谱检测分析方法.

２．１．１　进样时间对响应值的影响

设定A、B模块的柱温为１２０℃,柱头压为４０psi,在进样时间分别为０~３００ms的条件下,开展

微色谱检测分析试验,其对各组分峰面积响应值的影响如图３所示.随着进样时间的增加,各组分的

峰面积显著增加,直至进样时间大于２００ms之后,峰面积变化缓慢,参考德国TLK实验室的研究结

果[１３],本实验选择２５５ms作为试验的最佳进样时间.

２．１．２　柱温对检测限的影响

设定A、B模块的进样时间为２５５ms,柱头压分别为４０psi、３０psi,在柱温分别为６０~１４０℃的条

件下,开展微色谱检测分析试验,其对各组分检测限的影响如图４所示.由图可知,对于A模块分析

的N２、CH４、CO组分来说,随着柱温的升高,检测限逐渐降低,在１４０℃时甚至能小于５．０ppm,但该

温度下各组分间的分离度不高,分子筛柱的分离能力下降,故选择１２０℃作为该色谱柱的最佳分离温

度.对于B模块分析的CO２ 组分来说,其检测限基本维持在４．０ppm,随柱温的升高变化不大.因

６０℃时CO２ 组分能与其前面的混合峰彻底分开,故选择该温度作为PLOTU柱的最佳分离温度.

图３　进样时间与峰面积间的关系

　　　

图４　柱温与检测限间的关系

２．１．３　柱头压对分离度、保留时间的影响

设定A、B模块的进样时间为２５５ms,柱温分别为１２０℃、６０℃,在柱头压分别为２５~５０psi的条

件下,开展微色谱检测分析试验,其对各组分分离度的影响如表２所示.在这个压力范围内,分离度

均大于１．５,均能完成有效分离.对于A模块来说,当柱头压大于３５psi时,分离度变化趋于缓慢,结
合保留时间考虑,选择４０psi作为最佳参数.对于B模块来说,CO２ 与其前面的混合峰在３０psi时即

可分开,故选择该值作为B模块的最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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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柱头压下He中杂质气体的分离度

柱头压/

psi

２５
保留时

间/s
分离度

３０
保留时

间/s
分离度

３５
保留时

间/s
分离度

４０
保留时

间/s
分离度

５０
保留时

间/s
分离度

N２ ９８ / ７８ / ６７ / ５７ / ４４ /
CH４ １１６ ７．４ ９２ ７．８ ７９ ８．５ ６８ ８．３ ５１ ８．５
CO １２８ ４．１ １０２ ４．２ ８７ ４．４ ７４ ４．５ ５７ ４．４
CO２ ３１ / ２５ / ２１ / １８ / １４ /

结合以上参数优化分析,在样品气进样压力稳定时,针对工艺气体中的杂质组分的微色谱检测分

析,A、B模块的最佳分析参数为:进样时间均为２５５ms,柱温分别为１２０、６０℃,柱头压分别为４０psi、

３０psi.

２．２　氢氘组分检测试验的参数优化

同理,在液氮温度下分析氢氘组分时,可得C模块的最佳分析参数为:进样时间为２５５ms,柱头

压为４５psi,在该试验条件下对氦中含量分别为１．０％、２．５％和５．０％的氢氘气体进行检测分析.

２．３　氦中杂质组分的分析

２．３．１　分析谱图

在优化后的参数下进行检测分析实验,１号、２号和３号样品气的分析图谱分别如图５所示.可

以看出,随着组分含量的升高,其峰高的响应值也逐渐增大.

图５　氦中不同浓度含量的杂质气体的色谱图

(a)１．０％;(b)５．０％;(c)１０．０％

所有杂质组分的分析时间满足小于１６０s的技术要求,具体数据如表３所示.针对N２ 组分,韦桂

欢[７]等测试的出峰时间约为８．０min,而微色谱检测分析仅用了５８s,缩短了近８倍;针对CO和CO２
组分,Lasser[１４]等通过常规色谱(GC２)检测含量约为１．０％的杂质样品气(GM４)时,二者保留时间分

别约为５．９min和３．０min,而微色谱检测分析仅用了７６s和２５s,分别缩短了近５和７倍,较好地完

成了快速检测分析杂质气体组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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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浓度的杂质气体分离各组分所需的保留时间/s

各组分的保留时间/s

１号 ２号 ３号

O２ ５２ / /

N２ ５８ ５７ ５７

CH４ ６９ ６８ ６７

CO ７６ ７５ ７５

CO２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３．２　重复性检测

响应值的相对标准偏差(RSD)可表明测试方法重复性的好坏,每组数据至少测试６~１０次之后,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各组分峰响应值的RSD.

S＝
∑
n

i＝１

(Xi－X)２

n－１
(１)

X ＝ １n∑
n

i＝１
Xi (２)

RSD ＝ S
X
×１００％ (３)

式中:Xi———测量值;

n———测量次数;

X———平均值;

S———标准偏差;

RSD———相对标准偏差.
因色谱定量分析时的相对标准偏差值会随组分含量高低而不同,具体如表４[１５]所示.表５为根据

试验测试数据计算得到的相对标准偏差(RSD)数值,各数据基本均小于１．０％.经对比,本次检测后计算

得到的数值均在允许的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内,故可说明测试的结果准确可靠,方法的重复性较好.

表４　色谱定量分析允许的相对标准偏差范围[１２]

参数 值

式样体积分数/％ ０．０１~０．０５ ０．０５~０．５ ０．５~３ ３~１０ １０~３０ ＞３０

标准偏差/％ ＞１００ ＞５０ ５~１０ ３~５ ２~３ ＜２

表５　He中不同组分杂质气体响应值的相对标准偏差/％

各组分响应值的相对标准偏差/％

１号

峰面积 峰宽

２号

峰面积 峰宽

３号

峰面积 峰宽

O２ ０．６８ ０．４０ / / / /

N２ ０．８７ ０．３０ ０．６５ ０．３２ ０．９７ ０．４０
CH４ ０．７４ ０．２１ ０．６３ ０．８６ ０．９８ １．４４
CO ０．７４ ０．１７ ０．６５ ０．１６ ０．８６ ０．３３
CO２ ０．９８ ０．４５ ０．６２ ０．４１ ０．５３ 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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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检测限

检测限是检测器恰好能够检测出被测组分存在时,单位体积或单位时间内引入检测器的组分的

最小含量或最小浓度.根据３倍信噪比进行衡量,由公式(４)进行计算.

DL ＝３NcH
(４)

式中:DL———检测限;

N———基线噪音;

c———气体组分的浓度;
H ———测得的气体组分的平均峰高.

在杂质组分浓度分别为１．０％,５．０％和１０．０％时,A模块的噪音分别为３．９５μV、４．０３μV、

３．９０μV,B模块中的噪音分别为４．７１μV、５．４３μV和４．８２μV.由表６可以看出,每种杂质气体组

分测试所得的检测限均小于１０ppm,显著优于常规TCD检测所得的ppm的指标.

表６　He中杂质气体的检测限/ppm

各组分的检测限/ppm

１号 ２号 ３号

O２ ４．６ / /

N２ ４．３ ６．３ ５．２

CH４ ６．３ ９．２ ７．７

CO ５．７ ９．０ ７．８

CO２ ３．４ ４．２ ７．６

２．３．４　分离度

分离度Re是衡量色谱分离条件优劣的参数,当Re＝１时可认为二峰基本完成分离,Re＞１．５时

可认为二峰完全完成分离;当Re＜１．０时,二峰尚未完成分离,具体可由公式(５)计算而得.

Re＝ tR２－tR１

W１＋W２

２

(５)

式中:tR１———第一个峰的保留时间(s);

tR２———第二个峰的保留时间(s);

W２———第二个峰的峰宽(s);

W１———第一个峰的峰宽(s).
表７所示的是He中不同浓度杂质气体组分之间的分离度,可以看出各组分之间的分离度数值均

远远高于１．５,说明O２、N２、CH４ 等组分在该检测条件下,能完成氦中不同浓度杂质组分的有效分离.

表７　He中不同浓度杂质气体的分离度Re

各相邻组分的分离度Re

１号 ２号 ３号

ReO２－N２ ５．７７６ / /

ReN２－CH４ １０．０２５ ８．４５８ ９．２５８

ReCH４－CO ６．０１１ ４．７０２ ５．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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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　柱效

柱效是每米含的理论塔板数(t．p．/m),可表明色谱柱的分离能力,表８所示的是氦中不同浓度

杂质标准气体的柱效.高增等[１６]采用分子筛柱分离的O２、N２ 和CH４ 组分的柱效分别为２７８０t．p．/m、

２７００t．p．/m和２６９０t．p．/m,根据微色谱测试的数据可看出分子筛柱的柱效基本在３０００t．p．/m
之上,说明该检测条件下柱的分离性能较好.

２．３．６　响应值与组分浓度间的线性关系

组分的线性范围是指浓度随响应值变化曲线上直线部分的变化范围,当其相关系数大于０．９９
时,可认为二者呈线性.图６为N２、CH４、CO、CO２ 组分浓度(ppm)与响应值的线性关系,其中响应值

以峰面积(μV×s)计.由此可知在已测试的浓度范围内,各杂质组分的相关系数均满足大于０．９９的

条件,其中CO、CO２ 组分的R２ 值高于郑利红等[１７]的测试结果,故色谱柱的线性较好,各组分的浓度

可由相关的线性方程计算得到.

表８　He中不同浓度杂质气体各组分的柱效

(t．p．/m)

各组分柱效/(t．p．/m)

１号 ２号 ３号

O２ ３８０５ / /

N２ ３８０３ ３０７５ ３５９４

CH４ ３８４８ ２５９０ ３２５１

图６　氦中N２、CH４、CO和CO２ 组分峰面积

与浓度的线性关系

２．４　氦中氢氘组分的分析

通过自制的Al２O３/MnCl２ 改性柱,在液氮温度下,C模块的进样时间为２５５ms,柱头压为４５psi
时,对氦中含量分别为１．０％、２．５％和５．０％的氢氘气体进行检测分析,分析图谱分别如图７所示.
随着组分含量的升高,其峰高的响应值也逐渐增大,表９所示的是氢氘组分的测试数据表.结合图表

可知,氢氘组分的保留时间均满足小于１６０s的技术要求,二者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分别小于１．０％
和２．５％,且重复性较好.每种浓度下的氢氘组分分离度均大于２．０,能够实现完全分离.氢氘含量

为１．０％的气体,氢组分的检测限低至１６ppm,柱效可达４５１０t．p．/m.

图７　氦中不同含量氢氘组分的色谱图

(a)１．０％ (b)２．５％ (c)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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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He中不同浓度氢氘组分的数据表

含量/

％

组

分

保留时间/

s

峰面积/

μVs
RSD/

％

峰高/

μV

峰宽/

s

柱效/

t．p．/m

检测限/

ppm
分离度

１．０
H２ １３３ ５０４２．５６ １．００ １１８２ ３．９６ ４５１０ １６

D２ １４０ ２８１２ ２．３３ ８７１ ３．００ ８８９３ ２１
２．１０６

２．５
H２ １３３ １１７５３ ０．３９ ２８５８ ３．８４ ４７４６ ４７

D２ １４０ ６８１２ ０．５２ ２０３８ ３．００ ８５７７ ７３
２．２３７

５．０
H２ １３５ ２０８９５ ０．５３ ５１７４ ３．７８ ５１２９ ８８

D２ １４３ １２１３１ １．２４ ３４２１ ３．１８ ８０６１ １３４
２．１９８

图８所示的氢氘组分浓度与峰面积的关系曲线,随着氢氘组分含量的增加,其峰面积也不断呈线

性增加,且氢氘组分的线性相关系数R２ 值均大于０．９９,说明二者线性关系较好.

图８　氦中 H２、D２ 组分峰面积与浓度的线性关系

３　结论

１)建立了氚工艺气体多组分杂质及氢氘组分含量的微色谱快速分析的检测方法.

２)不同浓度的各杂质及氢氘组分保留时间均不多于１６０s,能实现微色谱快速分析.

３)不同浓度的各杂质及氢氘组分响应值的相对标准偏差基本小于１．０％,杂质组分的检测限小

于１０ppm,通过自制的Al２O３/MnCl２ 改性柱分析的氢氘组分的检测限能低至１６ppm,测试重复性

高,结果准确可靠.

４)不同浓度的各相邻杂质及氢氘组分的分离度远大于１．５,且柱效较高,能有效的完成分离.

５)在测试范围内不同浓度的各杂质和氢氘组分峰面积和样品浓度之间的R２ 值均高于０．９９,线
性关系较好.

在聚变堆氘氚燃料及工艺气中的等离子排灰处理系统(TEP)、氢同位素分离系统(ISS)及贮存和输

运系统(SDS)的杂质及氢氘组分的检测过程中,可通过该方法了解燃料循环系统中的氚分布,保证聚变

堆的安全运行.此外微升量级的进样量的应用,在保证含氚废气低排放的同时,还实现氚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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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AnalysisofImpurityComponentsandH２ &D２in
HeliumbyMicroGasChromatography

YANGLiＧling,YANGHongＧguang,ZHAOWeiＧwei,LIUZhenＧxi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１０２４１３,Beijing,China)

Abstract: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highＧprecisionanalyticalmethodofMicroＧGasChromatography
(μGC)forachievingtherapiddetectionofimpuritycomponentsinprocessgasofTritiumPlantinFusion
Reactorswithasecureandstableoperation．Theseparationofimpuritiesrelyoncapillarycolumnof
molecularsieveandPLOTＧU,withtheconcentrationswere１．０％,５．０％and１０．０％ofimpurities
instandardgasandtheapplicationofMicroThermalConductivityDetector(μTCD)inhighpurity
helium．Afteroptimizingthemeasurementparameters,withthecolumntemperatureofMS５Aand

９



PLOTUwere１２０℃and６０℃andthecolumnpressurewas４０psiand３０psi,respectively,andthe
injectiontimewas２５５ms,thestudieshaveshownthattheseparationof(O２),N２,CH４,COand
CO２ withdifferentcapillarycolumnsachievedin１６０swithhighcolumnefficiencyandgood
repeatability．Inthemeantime,theresolutionofeachotherwasfarhigherthan１．５,whichcould
achievecompleteseparation．TheseparationofH２andD２inhighpurityhelium withcryogenic
capillarycolumnofAl２O３,whichwasmodifiedbyMnCl２withdynamiccoating.Itexplainedthatthe
separationofhydrogenanddeuterium withashortertimelessthan１６０s,andtheresolution
betweenH２andD２wasinexcessof２．０,whichcouldachievecompleteseparationwithhighcolumn
efficiencyandgoodrepeatability．ItcanbeappliedtothemeasurementofimpuritiesinTokamak
ExhaustingProcessingSystem (TEP)、IsotopeSeparationSystem (ISS)andStorageandDelivery
System (SDS),whichcouldknowaboutthedistributionoftritiumandensuresafetyfromthe
specialenvironment．
Keywords:FusionReactor;DeuteriumandTritiumFuel;GasChromatography;MicroＧThermal
ConductivityDetector(μTCD);AnalysisofImpurity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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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厂蒸汽发生器排污除盐床氨化运行研究

陈　勇,程　修,赖宏宇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福建 福清３５０３１８)

摘要:以氨作为二回路pH调节剂的压水堆普遍采用高pH 控制,以抑制二回路水汽系统的流体加速腐蚀(FAC);而提

高pH会由于氨浓度的升高而使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APG)除盐床树脂使用周期缩短,引发废物增加、运行成本上升

和工作量增加等问题.通过福清核电厂APG除盐床的氨化运行试验,分析确认APG除盐床氨化运行的可行性,缓解

高pH 和树脂周期缩短的冲突.

关键词:氨化运行;树脂;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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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福清核电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目前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

１．１　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简介

福清核电站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简称APG系统)主要承担蒸汽发生器排污和排污水处理的功

能.设计上采用氢型阳床(００１DE或００２DE)和氢氧型混床(００３DE或００４DE)串联方式进行排污水

处理,去除排污水质中浓缩的Na＋、NH＋
４ 、Cl－、SO２－４ 等杂质离子.机组正常功率运行期间,系统保持

连续运行状态,其最大允许排污量７０t/h(约为额定蒸汽流量的１．２％),系统流程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流程示意图

来自３台蒸气发生器的二次侧排污水汇合后经再生式热交换器或非再生式热交换器冷却至５６℃
以下,再经过前置过滤器进行过滤,然后经过一条或两条除盐序列进行水质净化.净化后的排污水汇

合后,经过后置过滤器返回至凝结水抽取系统的凝汽器补水室,然后随主给水返回蒸汽发生器二

次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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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监测排污水的处理效果,在每台阳床除盐器和混床除盐器的出口设置了电导率仪.一旦树

脂床失效,电导率仪就发出报警信号,操作员应尽快更换相应失效树脂.

１．２　APG系统存在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福清核电厂二回路水汽系统结构材料以碳钢为主,二回路水质控制采用氨作为pH调节剂,主给

水pH控制在９．５~１０,蒸汽发生器排污水pH控制在９．１~９．８.由于设计上不具备树脂再生功能,
树脂失效后只能更换.实际运行中发现,树脂更换频繁(APG阳床运行周期只有约４５天左右),导致

树脂采购费用大,同时相关人员的工作量也相应增加.
当大量的氨穿透导致阳树脂氨饱和,根据阳离子交换树脂的选择性(NH＋

４ ＞Na＋＞H＋),氨型树

脂对于二回路主要杂质钠离子仍然具有交换能力.如果此时继续使用该树脂床(即氨化运行),可以

延长该树脂床的使用时间.本文对更改后的氨化运行方式相关设备和运行参数进行论证分析和试验

研究,确认了APG除盐床氨化运行的可行性和经济性.

２　氢型方式运行

２．１　工作原理

APG系统采用氢型方式运行,阳床除盐器内填装核级氢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混床除盐器内填装

核级氢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和氢氧型阴离子交换树脂.APG系统投运前,在阳床除盐器００１DE和

００２DE中装入１．５m３ 的氢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混床除盐器００３DE和００４DE中装入等交换容量的氢

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和氢氧型阴离子交换树脂.
蒸汽发生器中流出的排污水经冷却和过滤后先进入阳床除盐器,离子交换树脂吸附水中的Na＋

和NH＋
４ 等阳离子:

RH＋Na＋ RNa＋H＋

RH＋NH４OH RNH４＋H２O
树脂上的氢离子被置换进入水中,进入混床除盐器,水中残余的Na＋和NH＋

４ 等阳离子、Cl－以及

SO２－４ 等阴离子:

Na＋＋RH RNa＋H＋

RH＋NH４OH RNH４＋H２O
Cl－＋ROH RCl＋OH－

SO２－４ ＋２ROH R２SO４＋２OH－

生成产物:H＋＋OH－ H２O
分别被混床中的氢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和氢氧型阴离子交换树脂吸附去除蒸汽发生器排污水中的

杂质离子后,形成了合格的除盐水.

２．２　除盐器树脂工作寿期

氢型方式运行下阳床除盐器工作寿期:

工作交换容量(eq/L)＝
天数×CNH３(ppb)×Lm３/h×０．００１４１

阳树脂体积(床)
APG阳床的总交换容量为≥１．９０eq/L,１APG的NH３ 浓度一般在１~４ppm之间,由理论计算

(总交换容量取最小值１．９０eq/L)得出工作寿期最短为１４天,工作寿期最长为５７天.福清核电厂的

实际运行经验表明,阳床除盐器工作寿期最短为０．５个月(考虑排污水中氨含量最高且排污流量最

大),一般为１~２个月,约４５天左右.
混床除盐器中阴离子交换树脂和阳离子交换树脂的体积是按等交换容量配置的,阴阳树脂体积

比相应于阴阳树脂全交换容量之比为１．５∶１.混床除盐器中树脂工作寿期,福清核电厂的实际运行

经验表明,混床除盐器的工作寿期一般为１１~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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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氨化方式运行

３．１　工作原理

一般情况下,前置阳床采用的氢型树脂,氢离子与水中的杂质阳离子(Na＋)发生交换反应:

RH＋Na＋ RNa＋H＋ (１)
因为蒸汽发生器排污水质中含有１~４ppm的氨,因此氢型树脂同时也和氨发生交换反应:

RH＋NH４OH RNH４＋H２O (２)
蒸汽发生器排污水中氨的浓度远远大于钠离子的浓度,因此当阳床后的电导表显示阳床树脂失

效时,主要为大量的氨穿透导致的阳树脂氨饱和,而根据阳离子交换树脂的选择性(Fe３＋＞Ca２＋＞
Fe２＋＞Cu２＋＞Mg２＋＞K＋＞NH＋

４ ＞Na＋＞H＋),氨型树脂对于杂质钠离子仍然具有交换能力,此时

在前置阳床将发生反应:

RNH４＋Na＋ RNa＋NH＋
４ (３)

这时前置阳床的运行方式即为氨化运行.
蒸汽发生器中流出的排污水经冷却和过滤后先进入阳床除盐器,水中的 Na＋被离子交换树脂吸

附,树脂上的NH＋
４ 被置换进入水中,进入混床除盐器,水中的Cl－、SO２－４ 和硅酸根等阴离子被氢氧型

阴树脂吸附,蒸汽发生器排污水中的杂质离子被去除,形成了含氨的除盐水.

３．２　阳床及混床的氨化运行特点

APG除盐床在氨穿透后,对于杂质离子,仍然具有一定的交换能力,这是氨化运行的基础.阳床

在氢型运行时主要产物为H２O,氨化运行时主要产物为NH４OH,因其易水解,因此溶液中NH＋
４ 浓度

高,逆反应趋势较大,造成出水中Na＋的含量升高,所以氨化运行出水水质没有氢型运行好.

APG除盐系列在阳床氨穿透以后,其后的混床也会在短时间内穿透.氨化运行对混床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NH４OH电离出大量的OH－,使阴树脂离子交换反应逆向发生的概率增大,导致混床中

吸附的杂质阴离子析出,影响混床出水水质[１].

３．３　氨化运行试验

在保证SG排污水质的前提下,福清核电厂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开始对１APG除盐床进行氨化运

行试验,即氨穿透后仍然继续运行,以观察其对SG排污水质的影响.
重新制定APG除盐床更换标准:
阳床更换标准:出口水质Na＋＞０．８ppb或因氨化运行引起SG排污水Na＋＞０．８ppb;
混床更换标准:(１)钠离子达到阳床更换标准;(２)出口水质F－＞５ppb或Cl－＞２ppb或SO２－４ ＞

２ppb;
树脂更换标准根据氨化运行经验积累可进行必要的调整.
更改APG树脂床后取样分析计划,以跟踪氨化运行期间数据;

表１　APG树脂床后取样分析计划

取样点 分析项目 分析频率 备注

１APG００１/００２DE出口
总电导率 ２/周 ———

钠 １/周或２/周 钠穿透后每周二次

１APG００３/００４DE出口
钠/氟/氯/硫酸根/

溶硅/总电导率
１/周 氨穿透后,根据趋势增加分析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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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取样点 分析项目 分析频率 备注

１MSR疏水 阳电导率 ２/周

当１APG氨化运行时,混床出口F－会

有明显析出,直接影响二回路系统的

阳电导,电厂运行过程中变化趋势最

明显的是１MSR疏水

１SG１/２/３排污水

阳电导率、钠 １/日 ———

氨 １/周 ———

溶硅 １/周
当１APG氨化运行时,１SG排污硅的

浓度会随着混床运行时间而逐渐上升

氟/氯/硫酸根 １/周 ———

在１APG００１/００２DE氨穿透(出口总电导率＞２μS/cm)后,不更换树脂,继续运行;
在１APG００１/００２DE钠穿透(出口钠＞０．２ppb)后,增加１APG００１/００２DE出口钠离子分析频率

至每周两次;
在１APG除盐床达到更换标准时提工作申请(WR)进行树脂更换:１APG００１/００２DE失效后更换

IRN７７核级阳树脂;１APG００３DE失效后更换IRN１６０核级混合树脂;１APG００４DE 失效后更换

IRN７８核级阴树脂.
在试验期间每日跟踪１号机组核功率、CEX凝结水流量、ATE净化流量、APG 排污流量及

WANO化学指标;
理论上,当SG排污水中氨浓度上升,即阳床入口氨浓度升高,将会导致式(３)的逆反应发生,从而

使得阳床出口的 Na＋浓度上升.
图２汇总了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阳床氨化运行时间与SG排污Na＋数据,由图可以看出:当

两列阳床氨化运行时,阳床出现Na＋离子穿透后,SG排污的Na＋会有所上升,但小于世界核运营者协

会(WANO)指标中Na＋浓度的限值０．８μg/kg
[２].

图２　氨化运行期间SG排污Na＋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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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氨化运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氨化运行期间,因为树脂床后水质中均含有大量氨离子,树脂床出口电导率持续保持在高位,电
导率高报警将持续出现.为此,化学人员修改该报警并增加人工取样分析进行监测.

福清核电厂原设计APG阳床和混床后都有在线电导表监测水质变化,是以氢型运行为基础的.
若进行氨化运行,需要加强对Na＋变化的监测,建议对系统进行技改,在每台机组的核取样系统中增

加２块在线钠表,供APG净化单元使用,每列除盐床(阳床和混床)通过切换,共用１块钠表,以便在

氨穿透期间观察Na＋变化趋势.
１APG除盐床更换标准不适用,重新制定APG除盐床更换标准.
氨化运行会影响对１SG水中１３７Cs等核素净化能力,如果发生１SG传热管破裂一回路向二回路泄

漏,且一回路燃料组件有破损导致一回路有Cs等核素,则氨化运行会影响对１SG水中１３７Cs等核素净

化能力,该状况下１SG二次侧应停运,需暂时隔离排污系统,及时更换树脂,以保证对排污水中１３７Cs
等核素净化能力.

氨化运行会影响对１SG水中大量的杂质离子的净化能力,APG阳床钠的析出在钠型树脂量一定

的情况下,主要与进水氨的浓度有关,若pH不变,如果进水中Na＋小幅度增加,氨型阳床仍然具有一

定的交换能力,直至阳床钠型树脂的含量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一个新的平衡阶段;如果进水中 Na＋

大幅度增加,氨型阳床可能会失去交换能力.因此理论上,当凝汽器发生间断性泄漏时,因泄漏量较

小,氨化运行的阳床不会导致SG排污的Na＋出现持续上升.若凝汽器发生大量泄漏,必需及时更换

１APG树脂,以保证对排污水中大量的杂质离子的净化能力.
原设计中由于混床中阴树脂量较少,加上阴树脂本身交换容量远远小于阳树脂,则混床树脂由于

阴树脂的失效(此时阳树脂还没有失效)就必须进行更换,或者由于混床树脂中的阳树脂失效(此时阴

树脂还没有失效)就必须进行更换,这样一来,由于树脂失效需要频繁进行更换操作,对系统的运行增

加不安全因素;另外核级树脂价格昂贵,对电厂运营成本、经济效益带来很大影响.
基于以上考虑,建议采取以下改进方案:APG系统排污处理系列中的混床改为阴床,每条除盐管

路由原来的一台阳床串联一台混床方式改为一台阳床串联一台阴床的方案.原设计中混床失效主要

以阴离子漏出为主,因此考虑将混床改为阴床.混床改为阴床后,相应的工作寿期也增加一倍,预计

可以达到２２个月,每年树脂用量为每台机组每年(按１１个月计算)可以节约树脂１．５m３(每台除盐器

内装１．５m３ 树脂).阴床和混床的价格差不多,混床离子交换树脂价格为９．９万元/m３,这样每台机

组每年就可以节约１４．８５万元.

５　经济性分析

５．１　离子交换树脂费用

根据核电站APG系统除盐床氢型运行和氨化运行方式的实际运行结果,氢型运行方式下两个阳

床除盐器中的阳离子交换树脂的工作寿期一般为１．５个月左右,而在氨化运行方式下工作寿期预计

可以达到５个月.这样,每台机组每年(按１１个月计算)可以节约阳离子交换树脂约１５．４m３(每台除

盐器内装１．５m３ 树脂).考虑阳离子交换树脂价格为５．５万元/m３,每台机组每年就可以节约８４．７
万元.

５．２　废树脂处置费用

除盐床离子交换树脂失效后,根据计算结果,APG系统除盐装置氨化运行比氢型运行方式的每

台机组每年少产生１５．４m３ 废树脂,降低了APG系统废树脂排放和更换的工作量及废树脂的处理

费用.

６　结论

(１)通过对福清核电厂氨化运行数据分析和评价,认为在保证SG排污水质满足规范的要求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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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APG的氨化运行是完全可行的.该方式在现有工艺上,不用进行大的系统改动,只需关注SG排

污的水质变化,即可实现保持SG良好水质和延长树脂使用周期的目的.
(２)APG阳床实施氨化运行后,可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每台机组每年就可以节约８４．７万元.
(３)当前氨化运行仍有进一步改进空间.为最大限度的使用阴树脂的交换容量,节省电厂运行成

本,建议APG氨化运行时将混床改为阴床,预计每台机组每年可以进一步节约１４．８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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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法同时测定有机废液中TBP/DBP/MBP含量

徐立国１,严则义２

(１．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广元６１０００６;２．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目前,在核工业领域,同时测定TBP、DBP、MBP一直是需要克服的难题.由于磷酸二丁酯(DBP)沸点及分解温

度均为１３５~１３８℃,在发生气化前,即发生分解,此外,磷酸单丁酯(MBP)因含有两个极性的羟基,更难以气化.因

此,必须利用合适的衍生化试剂,将DBP和 MBP转化为低沸点的稳定化合物,进行测定.在本研究中,对该类衍生化

试剂进行了大量的筛选,为了满足同时测定TBP、DBP及 MBP这一特定的分析要求,通过考察进样口温度,检测器温

度,色谱柱温度及其控温程序(温度梯度),载气种类及载气流速,固定相(合适的色谱柱),柱径,柱长,进样口类型及进

样口流速等参数,建立适合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气相色谱;衍生;TBP;DBP;MBP

　　　　　　　　　　　　　　　　　　　　　　　　　　　　　　　　　　　　　　　　　　　　　　　　　　
　
　
　
　 　　　　　　　　　　　　　　　　　　　　　　　　　　　　　　　　　　　　　　　　　　　　　　　　　

　
　
　
　
　

作者简介:徐国立(１９８７—),男,学士,工程师,现从事放射性废物治理工作

１　前言

后处理厂普遍采用Purex流程处理各类反应堆乏燃料,以磷酸三丁酯为萃取剂,煤油作为稀释

剂.TBP在辐照和酸碱条件下,会降解产生磷酸二丁酯(DBP)和磷酸单丁酯(MBP)等.因此许多研

究者曾致力于各种条件下DBP、MBP生成情况的研究,但所用分析方法却各不相同.电位滴定法、沉
淀比浊法等多种分析方法被开发用于TBP,DBP的分析测定,但由于准确度差、操作复杂.

气相色谱仪是用于分离复杂样品中的化合物的化学分析仪器,在气相色谱仪允许的条件下可以

气化而不分解的物质,都可以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对部分热不稳定物质,或难以气化的物质,通过化

学衍生化后,仍可用气相色谱法分析.美国国家职业健康研究院(NIOSH)的分析方法手册中曾介绍

了DBP的气相色谱测定法,使用硅烷化衍生反应和填充柱的方法测定,但没有具体实验操作参数;赵
秋雯等、Ali等分别用甲酯化衍生测定方法,检测煤油体系中的磷酸三丁酯(TBP)受辐照降解产生的

DBP和 MBP,其方法步骤繁琐、衍生化试剂采用了毒性很大的重氮甲烷,需要特制的设备来完成操

作,不适用于标准化作业,此外,作者始终未提及煤油中高沸点烃类化合物对测定的干扰,尤其是对痕

量DBP和 MBP的干扰;荷兰的Dodi等应用离子色谱法测定核燃料后处理废料中产生的DBP,测定

的是水溶液状态的样品;美国的Lamouroux等用电喷雾质谱法测定DBP等３种化合物,主要用于

DBP定性测定.尽管气相色谱法因方法简单快捷、设备投入少、测定灵敏度高而广受关注,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同时完成了对常量TBP及痕量DBP和 MBP的测定.

近年来,在分析化学领域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的衍生化试剂,对含活性氢的有机酸、醇类化合物,有
较好的衍生化效应.在本研究中,对该类衍生化试剂进行了大量的筛选,为了满足同时测定TBP、

DBP及 MBP这一特定的分析要求,通过考察进样口温度,检测器温度,色谱柱温度及其控温程序(温
度梯度),载气种类及载气流速,固定相(合适的色谱柱),柱径,柱长,进样口类型及进样口流速等参

数,建立适合的分析方法.通过筛选硅烷化衍生试剂,尝试衍生化条件,气相色谱测定条件,筛选合适

的色谱柱,实现了对常量TBP及痕量DBP和 MBP的测量.

２　材料与方法

磷酸三丁酯(TBP,分析纯),磷酸三丁酯(DBP,分析纯),DBP＋MBP混合酯(分析纯),正己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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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纯),癸烷(分析纯),加氢煤油;BSTFA＋１％ N,OＧbistrifluoroacetamide,CAS:２５５６１Ｇ３０Ｇ２)(百灵

威公司)、N,NＧ二甲基乙酰胺(分析纯)等.MTBSTFA衍生化试剂(NＧ甲基ＧNＧ[叔丁基二甲基硅烷基

三氟乙酰胺,CAS:７７３７７Ｇ５２Ｇ７)(分析纯).

３　测量方式

３．１　衍生化实验

３．１．１　二甲基叔丁基硅烷化　
采用BSTFA,MBP衍生物与煤油中高沸点组分有重合.开发利用了 MTBSTFA作为衍生化试

剂,衍生化后,在DBP、TBP分子中引入二甲基叔丁基硅基,代替原来的三甲基硅基,由于多引入了

３个碳原子,MBP衍生物,DBP衍生物的出峰位置将大大延后,避免与煤油中高沸点组分出峰位置重

合.实验证明,当 MTBSTFA被开发为衍生化试剂时,在相同的温度梯度条件下,其出峰顺序变为:

TBP、DBP衍生物及 MBP衍生物(见图１),在TBP出峰位置未变的情况下,DBP衍生物及 MBP衍生

物的保留时间延长,所有三种物质的出峰都远离煤油中高沸点组分.试验同时表明DBP、MBP与

MTBSTFA试剂的二甲基叔丁基硅烷化反应同样快捷,在６０℃下加热３０min,衍生即完成.衍生化

试剂 MTBSTFA比BSTFA更稳定,DBP及 MBP衍生产物同样有较好的稳定性.

图１　MTBSTFA衍生后的 MBP衍生物和DBP衍生物及TBP出峰位置

３．１．２　二甲基叔丁基硅烷化条件

DBP、MBP硅烷化衍生反应试剂 MTBSTFA以５０~１００μl为佳,在微量的DBP(如０．５mg以

下)情况下,５０μl的BSTFA足够,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对偏差＜３％;在微量的MBP(如０．５mg
以下)情况下,５０μl的BSTFA足够充分衍生化,测量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相对偏差＜３％,衍生试剂用

量与测定值的关系见表１.反应温度控制在６０~６５℃较好;反应时间２０~３０min之间较合适,为保

险起见,选择３０min为衍生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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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衍生试剂用量与测定值的关系

０．５mg样品
MTBSTFA衍生化后的测定值/mg

２５μl ５０μl ７５μl １００μl

DBP ０．４７１７ ０．４８８６ ０．４８６３ ０．４８５７

MBP ０．４１１２ ０．４６５２ ０．４８５９ ０．４８６２

３．１．３　衍生化介质

经查阅文献,分别测试了几种常用溶剂,如乙腈、正己烷、乙醚等,文献显示,通常以乙腈作为衍生

化溶剂.由于TBPＧOK体系中,含有高达７０％的弱极性的煤油及３０％的TBP,采用乙腈,易出现溶剂

不相容的问题,尝试以脱脂煤油、正己烷、正癸烷和十二烷等脂肪烃作为介质.经采用３０~２４０min,
不同的衍生化时间比较,没有明显的差别,反应温度控制在６０~６５℃,反应时间３０min,即可达到满

意的衍生化效果.

３．１．４　衍生化反应稳定性

在DBP及 MBP甲基硅烷化衍生化反应,冷却后,分别于０min、２０min、３０min、５０min,１h、２h、

３h,２４h进样分析,反应产物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显示衍生后的产物比较稳定.

表２　衍生后产物稳定性测量

进样

进样时间/min 进样时间/h

０ ２０ ３０ ５０ １ ２ ３ ２４

峰面积

DBP ５０３．５ ５０５．６ ４９７．９ ４９５．６ ４９０．３ ４９６．６ ４９８．２ ４８９．５

MBP ３５．４ ３５．２ ３５．１ ３５．１ ３５．８ ３５．４ ３５．５ ３４．６

３．２　色谱条件

３．２．１　色谱柱的选择

试验中了 DBＧ１、HPＧ５、DBＧ５、DBＧ６０８、DBFFAP、CBPＧ１、CBPＧ２０ 等多条毛细管色谱柱,其中

HPＧ５、DBＧ１７和DBＧFFAP能较好地分离溶剂,DBＧ５毛细管色谱柱因采购方便,广泛使用而被选为本

研究的分析柱.

３．２．２　色谱条件

试验确定色谱条件为DBＧ５色谱柱(３０m×０．２５mm×０．２５μm),载气为氮气,恒流模式,流量为

１．２ml/min,分流比为５０∶１,氢气流量为３０ml/min,空气流量为３００ml/min,尾吹气流量为

２５ml/min,进样口温度为２８０℃,FID检测器温度为２８０℃,柱箱初始温度１２０℃,以１０℃/min升温

到１８０℃,保留４min(见图２),由图可见,TBP、DBP及 MBP衍生物分离的非常好,煤油中的组分完

全不干扰测定衍生化产物,故可选择它们作分析柱和色谱条件.
进一步试验表明,其它条件不变,将程序升温模式改为恒温模式,恒温温度为１８０ ℃,保留

１０min,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可知,TBP、DBP及 MBP衍生物分离效果仍保持很好,且有效缩短了

测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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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煤油中 MTBSTFA衍生后的 MBP衍生物和DBP衍生物及TBP出峰位置

图３　恒温模式下 MTBSTFA衍生后的 MBP、DBP衍生物及TBP出峰位置

３．３　参数优化

DBP、MBP衍生化试验:BSTFA甲基硅烷化试验;衍生化试剂加入量,温度等条件试验.色谱分

析条件:毛细管色谱柱选择;载气氮气的压力(流速)、柱温度、进样口和检测器温度等色谱最佳条件试

验.进行标准曲线测定、检测限测定和准确度和精确度试验.

３．４　方法有效性定量实验

经过试验,建立TBP、DBP和 MBP色谱分离的基本程序,提出了两种衍生方法,在纯溶剂中可实

现TBP、DBP和 MBP的有效分离,下一步需要测试该程序用于定量测定TBP、DBP和 MBP浓度的

有效性,从而真正建立测定TBP、DBP和 MBP浓度的色谱分析方法.需要完成的测试包括 TBP、

DBP和 MBP检测方法的线性范围,检测限,准确度和精确度以及回收率试验等.针对DBP检测,完
成了两种不同衍生方法的测试,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３．４．１　MTBSTFA衍生的DBP定量检测方法

３．４．１．１　线性范围和线性方程

以DBＧ５为分析柱,１８０℃恒温模式测定,精确量取DBP正癸烷标准储备液,使标准系列的DBP
含量为１．５６μg,７．８μg,１５．６２μg,７４．４μg,１５６．２５μg,加 MTBSTFA衍生化后,用正癸烷定容到

１．０ml,进行气相色谱测定,每个样品重复测试三次,以峰面积平均值和DBP含量作定量标准曲线,
从而得到线性方程,测定结果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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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MTBSTFA衍生DBP线性范围测定值

序号 DBP标准样品浓度/(μg/ml) 平均值 备注

１ １．５６ ７．４ 　

２ ７．８ ２８．４ 　

３ １５．６２ ５９．６ 　

４ ７４．４ ２９６．１ 　

５ １５６．２５ ６２５．６

将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线性方程为y＝４．０１１３x－１．６６１７８,相关系数R＝０．９９９９７,如图４所

示.在该浓度范围内,DBP浓度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线性宽度１００,可满足有机废液中DBP定量

测定需要.

图４　MTBSTFA衍生DBP测定线性方程

３．４．１．２　检出限

分别测定DBP浓度为０μg/ml,１．５６μg/ml,３．１２μg/ml,４．６８μg/ml,６．２４μg/ml,７．８μg/ml,

９．３６μg/ml,１２．４８μg/ml,１５．６２μg/ml,３１．２５μg/ml的标准曲线,每个样品重复测定３次.数据如

表４所示.

表４　MTBSTFA衍生DBP标准曲线测定值

序号 DBP标准样品浓度/(μg/ml) 峰面积平均值 备注

１ １．５６ ７．４ 　
２ ３．１２ １３．１ 　
３ ４．６８ １８．７ 　
４ ６．２４ ２３．７ 　
５ ７．８ ２８．９ 　
６ ９．３６ ３３．９ 　
７ １２．４８ ４４．７ 　
８ １５．６２ ５７ 　
９ ３１．２５ １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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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峰面积平均值和DBP浓度作标准曲线,如图５所示,线性拟合得线性方程为y＝３．６１８４７x＋
１．０２２４９,相关系数R＝０．９９９５８,拟合度很好,可满足定量检测的要求.

同时测定１０次空白样品,得到空白均值为０．１,以３倍空白均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得MTBSTFA
衍生后DBP的检出限LOD(GB)为０．２５μg/ml.

另外,同时测定７次浓度为３．１２μg/ml的DBP样品,得到测量信号平均值为１３．４５,标准偏差为

０．２１,计算得 MTBSTFA衍生后DBP的检出限LOD(IUPAC)为０．１４μg/ml.

图５　MTBSTFA衍生DBP标准曲线

两结果相比较LOD(GB)＜２LOD(IUPAC),结果可用.
取检出限的最大结果０．２５μg/ml计算得 MTBSTFA衍生后DBP的定量限DL为０．８３μg/ml.

３．４．１．３　不确定度

本分析方法中不确定度是用实验标准偏差来表征,按照JJF１００１—１９９８«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中对其作出的最新定义.利用线性范围的标准曲线测定DBP浓度为３１．２５,１２５．０μg/ml的溶液,每
个浓度重复测定６次,通过标准曲线计算含量和相对标准偏差RSD,结果表明方法的重现性良好,中
高２种浓度下RSD均不大于１％,精密度很高.在２种浓度下,计算浓度的相对偏差均较小,最大浓

度偏差为－２．８％,可满足浓度检测的准确度要求.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准确度和精密度测定结果(n＝６)

序号 DBP理论浓度/(mg/ml) DBP计算浓度/(mg/ml) RSD/％ 备注

１ ３１．２５ ３０．３８、３１．０３、３０．８、３１．０３、３１．１３、３１．２３ ０．９９
２ １２５ １２６．１８、１２６．５３、１２７．１３、１２７．２１、１２６．４８、１２７．０６ ０．３３

３．４．１．４　回收率试验

在试剂空白中,分别加入９．３６μg,４６．８８μg,１０９．３８μg的DBP标准物,MTBSTFA衍生后,用正

癸烷定容到１ml,各做３份,每份样品重复测定３次,用线性范围标准曲线计算其浓度,回收率结果如

表６所示.

表６　MTBSTFA衍生DBP回收率试验(n＝３)

序号 DBP加入量/g DBP计算浓度/(g/ml) 平均回收率/％ RSD/％ 备注

１ ９．３６ ９．１９、９．２９、９．２４ ９８．７ ０．５
２ ４６．８８ ４７．８１、４７．０７、４７．１６ １０１ ０．９
３ １０９．３８ １０８．４、１１２．２４、１０９．７１ １００．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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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低浓度DBP测定的回收率偏低,３种浓度DBP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较低,重复性较

好.低、中和高浓度DBP的回收率在９７％~１０４％之间.

３．４．２　MTBSTFA衍生的 MBP检测方法

用DBP和 MBP的混合酯测试了用 MTBSTFA衍生后的 MBP衍生效果和分离效果,从前面结

果可知 MTBSTFA 衍 生 后 的 MBP 可 以 与 TBP 和 DBP 有 效 分 离.DBP 和 MBP 混 合 酯 用

MTBSTFA衍生后数据如表７所示.

表７　MTBSTFA衍生 MBP检测

序号 内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平均值 RSD/％

１
MTBSTFA衍生

后DBP响应值
１２７．５ １３０．６ １２８．１ １２４．２ １２８ １２７．３ １２７．６２ １．６１

２
MTBSTFA衍生

后 MBP响应值
２６．５ ２６．８ ２７．１ ２６．８ ２６．４ ２６．３ ２６．６５ １．１３

由所测数据可知,MTBSTFA衍生后的DBP和 MBP结果稳定,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２％,数据

精密度高,衍生效果好,可用于定量测定.

４　结论

使用衍生化试剂后可有效分开DBP、TBP的出峰时间,MTBSTFA衍生后的产物和TBP的出峰

位置均在煤油组分之后,煤油不会干扰TBP和DBP的检测,且可以准确测量其含量,测量某低放有机

废液中的TBP和DBP结果稳定,重复性较好.
本方法发展了两种分离模式,即程序升温和恒温模式,在实验条件下均可有效分离目标化合物.

相比而言,恒温模式下,出峰快,检测时间短,适合快速分析样品;程序升温模式下,抗干扰能力强,在复杂

环境,特别是现场样品组分多,目标产物浓度低,稀释剂煤油有分解产物时,可有效分离,准确定量.
总体来说,该气相色谱分析方法衍生方便,所用试剂较少,色谱分析快捷,分离效果较好,比较合

适低放有机废液中常量TBP和微量DBP的分析测量,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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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DeterminationofTBP/DBP/MBP
inOrganicWastebyDerivatization

XULiＧguo１,YANZeＧyi２
(１．SichuanEnvironmentandProtectionEngineeringCo．,Ltd．,SichuanGuangyuan;

２．LanzhouUniversity,Gansulanzhou)

Abstract:Atpresent,thesimultaneousdeterminationofTBP,DBPandMBPinthefieldofnuclear
industryhasbeenaproblemtobeovercome．DBPboilingpointanddecompositiontemperatureare
１３５~１３８℃,inthegasificationoccurredbeforethedecompositionoccurs,Inaddition,MBPismore
difficulttovaporizebecauseitcontainstwopolarhydroxylgroups．Therefore,DBPandMBPmust
beconvertedtolowboilingpointstabilizingcompoundsbyappropriatederivatizationreagents．In
ordertomeetthespecificrequirementsofsimultaneousdeterminationofTBP,DBPandMBP,the
temperatureoftheinlet,thetemperatureofthedetector,thetemperatureofthecolumnandthe
controlofthetemperatureofthedetectorwereinvestigated．(Temperaturegradient),carriergas
typeandcarriergasflowrate,stationaryphase (suitablecolumn),columndiameter,column
length,inlettypeandinletflowratewereusedtoestablishsuitableanalyticalmethod．
Keywords:Gaschromatography;Derivative;TBP;DBP;MBP

４２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乏燃料后处理厂房清洁解控技术研究

禹恩发,徐卫东,唐明山,邓　波
(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６)

摘要:本文根据乏燃料后处理厂房工艺要求和设备污染情况,对国内外常用去污技术的特性进行分析.筛选出成熟的

适用于后处理厂房退役去污的技术,并对筛选的去污技术进行试验验证.根据验证结果对去污后达到清洁解控要求

的技术进行评价,研究出一套适用于后处理厂房退役去污的清洁解控技术.

关键词:后处理厂房;清洁解控;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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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厂房结构复杂,设备设施多种多样,一旦退役,根据国内核设施退役经验,需先进行去污,
然后再进行拆除.去污效果越好,去污后的后放射性水平越低,则在拆除过程中的作业难度和人员剂

量防护要求将大大降低.
后处理厂房退役拆除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固体废物,若后处理的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等经去污

后达到了清洁解控水平,可对金属废物进行回收,若产生的废物未达到清洁解控水平,需要进行超压

后钢箱水泥固定处理,根据固体废物整备厂房运行经验及费用测算,每处理１m３ 中低放固体废物,按
照超压设备运行费、废物转运费、钢箱购置费、水泥购置费、人员费等进行核算,将花费约１．５万元.

为了节约成本,根据去污验证试验以及附着性污染补充验证试验结果,对附着性污染和弱固定污

染对象清洁解控工艺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后处理厂房清洁解控技术的研究,获得经去污后能达到清洁解控水平的去污技术,为后处

理厂房的退役去污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为其他厂房的退役提供借鉴.

１　研究思路

后处理厂房清洁解控技术研究主要是选择一种去污技术,并通过去污验证,获得验证结果,对去

污技术进行评价分析,确定出适用于后处理厂房清洁解控的去污技术,研究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后处理厂房清洁解控技术研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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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去污方法筛选

２．１　去污工艺要求

国内乏燃料后处理采用Purex湿法后处理工艺,后处理工艺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乏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

根据后处理厂房工艺流程,后处理厂房产生的废物除中低放废液和固体废物外,还有高放废物、α
废物和有机溶剂(TBP/煤油萃取剂)等,其气载流出物中的主要核素为３H、１４C、８５Kr、１２９I;液态流出物

中的重要核素为３H、１３７Cs、９０Sr和２３９Pu.
对于放射性表面污染,按照污染的物理化学过程(污染形式)将去污对象进行如下分类:附着性污

染、弱固定污染、强固定污染.其中附着性污染(非固定污染)指核素与物体表面之间以分子作用力相

结合;弱固定污染指污染核素以分子或离子形式通过物理吸附或化学附着、离子交换结合在物体表

面;强固定污染指污染核素通过扩散或其他过程渗入到基体材料的内部.由于强固定污染的核素已

渗入基体材料内部,深层次的去污较为困难,因此,本文主要研究附着性污染和弱固定污染的清洁解

控技术.
同样,根据乏燃料后处理工艺流程中各设备的工作介质情况看,除溶解槽、１A萃取槽、高、中、低

放蒸发器和铀、钚制取设备等长期遭受酸性腐蚀,形成强固定污染外,其余设备、管道多为弱固定污

染,设备室覆面、尾气管道等多为附着性污染.
基于后处理厂房待去污对象的特点,选取的去污工艺,应适应不同去污对象的去污要求,能够应

用后处理退役去污实施中,所以去污工艺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流程要求操作性强,安全可靠;
(２)使用流程去污时,各个环节可控;
(３)流程应确定去污主要控制参数,且产生的去污废物,应明确去向;
(４)去污工艺可应用于后处理厂房弱固定污染和附着性污染的去污;
(５)去污工艺可实现附着性污染与弱固定污染的清洁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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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可用去污方法筛选

对国内外常用的去污技术进行特性对比,对比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去污技术筛选表

序号 去污技术 技术现状及应用情况 去污可达性 安全性
二次废物是

否兼容无害
适用的去污对象

１ 机械－擦拭法 技术较成熟,国内外广泛应用 好
开放作业时对人员的防护

要求较高
是

适用于墙面地

面去污

２
高 压 水 射 流

去污

技术较成熟,国内外广泛应用,
在我厂反应堆退役去污中得到

了应用,去污效果好

有一定的作业空

间要求,不适用于

罐内构件较多的

槽罐

在高压下操作,工作人员可

能会受到安全威胁,在开放

性操作的条件下,工作人员

会受到辐射照射

是

适用于槽罐罐

壁、不 锈 钢 覆

面等

３ 麿料喷射去污 技术较成熟,国内外广泛应用 同上 一般
会产生大量难以

处理的固体废物

适用于槽罐罐

壁去污

４ 超声波去污

技术较成熟,国内外广泛应用,
在我厂后处理历次清洗去污中

得到了应用

好 较好 是

适用于小型部

件 (如 拆 除 下

来 的 管 道、阀

门、仪表等)的
离线去污

５ 激光去污 新型去污技术,成熟度低 好 较好 是 金属表面去污

６ 干冰去污

技术成熟度一 般,国 外 均 有 应

用,九院曾开展 过 离 线 去 污 验

证,未进行在线去污验证应用

一般,对于罐内构

件较多的槽壁,会
产生死角

低温作业,可能会冻伤作业

人员,去污沓会产生大量气

溶胶,过滤器更换频繁

是

适用于槽罐罐

壁、不 锈 钢 覆

面等

７ 喷淋去污 技术较成熟,国内外均有应用 去污会产生死角 较好 是

适 用 于 槽 罐、
不 锈 钢 覆 面、
墙地面等

８
雾 化 － 喷 淋

去污

技术成熟,在核工业领域的应用

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好 好 是

适 用 于 槽 罐

去污

９ 泡沫去污
技术成熟,国外应用广泛,国内

处于实验室阶段
好 好

二次废物引入有

机质和腐蚀性较

强 的 Ce(Ⅳ)离

子,需要预处理后

才能兼容无害

适 用 于 槽 罐

去污

１０ 酸碱交替去污

技术成熟,应用广泛,积累了丰

富的应用经验,在后处理厂房历

次清洗去污中得到了应用,去污

效果好

好 好 是

适用于槽罐及

其内部构件的

去污

１１
高 效 去 污 剂

去污

技术成熟,应用广泛,在我厂反

应堆退役清洗去污中得到了应

用,去污效果好

好 好 是
适 用 于 槽 罐

去污

１２ 可剥离膜处理 技术成熟,在国内外均有应用 好 好 是

适 用 于 地 面、
墙 面、设 备、
元、部件表面

１３ 凝胶去污

技术成熟,在国风有应用,国内

中辐院曾在我厂开展过现场验

证,去污效果好,但去污后的凝

胶很难剥离,后续的研究中,中
辐院提出了一种可剥离凝胶,尚
未开展验证

好 好 是
适 用 于 槽 罐

去污

１４ 超临界萃取法
技术成熟,国外有应用,国内在

核行业内尚未成功应用
好 好 是

适用于小型部

件的离线去污

１５ 等离子去污
技术成熟,国外有应用,国内在

核行业内尚未成功应用
好 好 是

适 应 于 槽 罐

去污

１６ 电化学去污
技术成熟,在国外有应用,国内

已做过热验证试验
好 好 是

适用于大面积

或形状复杂的

导电体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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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技术成熟,在后处理厂房应用前景良好的去污技术为: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

污、超声波去污和高压水去污.四种技术的特性如表２所示.

表２　四种去污技术特性分析

序号 去污技术 去污对象 去污系数 优点 缺点 废液处理难度 适用范围

１
酸 碱 交 替

法 浸 泡

去污

金 属 表 面

污染
４０~５０

去污 系 数 高,试 剂 容 易 得

到,操作简单,工艺特别容

易实现,处理时间短

去污需要用液体充满整

个对象,产生大量去污二

次废液

废液可用现有的废物

处理技术进行处理

适用于槽罐及其

内部构件去污

２
高 压 射 液

去污

金 属 表 面

深层污染
２~１００

大面积表面剥离去污;去污

速度快;被去污对象去污后

再污染的可能性小;易实现

远程控制

受环境影响大,不能用于

复杂几何结构或不易接

近的设备可地方,在高压

下操作,工作人员可能会

受到安全威胁,在开放性

操作的条件下,工作人员

会受到辐射照射

未引入新的化学物质,
含盐量低,有较高的蒸

发浓缩空间,废液易于

处理

适用于槽罐罐壁

去污

３
超 声 波

去污

可 复 用 的

小型部件,
离线去污

６~９９
去污系数高,去污时间短,
仅为十几或几十分钟.不

会对部件造成损伤

有能用于大物件的去污,
也不能去除厚的、胶黏状

态的沉积物等

产生的废液已经过循

环系统过滤,易于处理

适用于小型部件

的离线去污

４
高 效 去 污

剂去污

金 属 表 面

污染
２０~１００ 去污系数高 较难用于复杂结构 废液可处理 适用于表面去污

分析结果:适用于附着性污染、弱固定污染的对象的一种和多种复合方法: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

污剂去污、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污、超声波＋酸碱交替、超声波＋高效去污剂去污、超声波＋
酸碱交替＋高效去污剂去污,将通过现场验证试验对６种方法进行验证.

２．３　采用的废物处理方法

废物的处理方法主要为:中低放废液:蒸发浓缩、水泥固化,高放废液－玻璃固化,固体废物:清洁

解控的金属废物－回收,低放可燃固体废物可进入低放可燃固体废物焚烧系统焚烧,中低放不可燃固

体废物超压、水泥固定后送处置场,极低放固体废物采用填埋处理,气体废物:多级过滤器净化,烟囱

排放.

３　去污方法验证

３．１　弱固定污染去污方法验证

３．１．１　试验过程

在后处理厂房、三废退役厂房选取高、中低放样品１６个,在建立的去污清洗槽中进行去污.
利用酸性去污剂、碱性去污剂和高效去污剂以及超声波去污法对后处理及三废处理厂房的各类

代表性放射性样品进行综合去污验证试验,通过三轮去污效果对比(酸碱去污剂对比高效去污剂、超
声波去污＋酸碱去污剂对比超声波去污＋高效去污剂、超声波＋酸、碱去污剂＋高效去污剂对比加

温、搅拌＋酸、碱去污剂＋高效去污剂)获得各个去污方法的去污效率,进行对比,以分析、验证各去污

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去污效率.
去污对比验证试验在去污清洗槽中完成,该去污槽内部有１０个去污桶,可同时实现６种不同去

污剂的对比验证去污.

３．１．２　试验结果

去污检测结果如表３和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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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去污检测结果

序号 样品 样品类别 测量时间 β(Bq/cm２) γ(μSv/h) 去污过程 去污效率β 去污效率γ

A组

１ 后处理３＃ 中放
去污前 ７１．９５ ０．６６
去污后 ８．６５ ０．１７

碱性去污７０h＋酸性去污７０h ８７．９８％ ７４．８４％

２ 后处理４＃ 中放
去污前 ８２．９５ ０．９７
去污后 ２．４５ ０．１８

高效去污剂清洗去污７０h ９７．０５％ ８１．４４％

３ 后处理１＃ 中放
去污前 ７７．４ ０．８７
去污后 ２．５５ ０．１８

碱性去污７０h＋酸性去污７０h ９１．６７％ ７９．３１％

４ 后处理２＃ 中放
去污前 １９．７ ０．９
去污后 ２．５ ０．１４

高效去污剂清洗去污７０h ８７．３１％ ８４．４４％

５ 后处理１１＃ 低放
去污前 ４６．９ ０．２７
去污后 １７．３ ０．２０２

碱性去污７０h＋酸性去污７０h ６３．１１％ ２５．１９％

６ 三废１＃ 低放
去污前 ３．８ ０．２５
去污后 ０．４ ０．１４

高效去污剂清洗去污７０h ８９．４７％ ４４．００％

B组

１ 后处理１２＃ 中放
去污前 ２２１．０５ ０．６８
去污后 ６９．５５ ０．２３６

碱性去污７２h＋超声波去污８min＋酸性

去污７２h＋超声去污８min
６８．５４％ ６５．２９％

２ 后处理１３＃ 中放
去污前 １７２．５ ０．５８
去污后 １１７ ０．３

高效去污剂浸泡７２h后超声去污８min ３２．１７％ ４８．２８％

３ 后处理７＃ 高放
去污前 ５００．０ １６
去污后 ２１．２ ０．２６５

碱性去污７２h＋超声波去污８min＋酸性

去污７２h＋超声去污８min
９５．７６％ ９８．３４％

４ 后处理８＃ 高放
去污前 ４９４．５ ２２．４
去污后 ２０９．２ ０．８５

高效去污剂浸泡７２h后超声去污８min ５７．６９％ ９６．２１％

５ 三废２＃ 低放
去污前 ３．１ ０．２１
去污后 ０．３ ０．１２

碱性去污７２h＋超声波去污８min＋酸性

去污７２h＋超声去污８min
９０．３２％ ４２．８６％

６ 三废３＃ 低放
去污前 ３．６ ０．２
去污后 ０．４５ ０．１３

高效去污剂浸泡７２h后超声去污８min ８７．５０％ ３５．００％

C组

１ 后处理９＃ 高放
去污前 ３５８．０５ １１．１
去污后 １８．２５ ０．３５

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污,共７２h ９４．９０％ ９６．８５％

２ 后处理１０＃ 高放
去污前 ３１９．５ １４．７
去污后 １４．０５ ０．２８

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污＋超声波

去污
９５．６０％ ９８．１０％

３ 后处理５＃ 低放
去污前 ４．２５ ０．１８
去污后 ０．４ ０．１６

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污,共７２h ９０．５９％ １１．１１％

４ 后处理６＃ 低放
去污前 ３．３ ０．３７
去污后 ０．１５ ０．１５

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污＋超声波

去污
９５．４５％ ５９．４６％

表４　去污样品核素分析结果

序号 样品编号 总α(Bq/g) 总β(Bq/g) １３７Cs(Bq/g) ９０Sr(Bq/g) ２３５Pu(Bq/g) U(Bq/g)

１ 后处理１＃ ４．８１ ２２．６ ６．５６ １０．１ １．１８ ０．２９

２ 后处理２＃ ０．８８ １７ ３２４ ４．７ ０．２１ ０．０５

３ 后处理３＃ ５．３６ ２１８ １５８ １７．１ １．０８ ０．３

４ 后处理４＃ ９．２７ １８８ １１０ １９．５ １．８９ ０．５３

５ 后处理５＃ １．３７ ５８．１ ３１．４ １１．５ ２．７９ ０．９

６ 后处理６＃ １８．９ １２６ ７０ １４ ４．７５ １

７ 后处理７＃ ４９ ３１３ ０．２７ １０４ ３５．１ ０．３４

８ 后处理８＃ ８．６ ４４７０ ２６７０ ２３０ ３．１８ ０．３４

９ 后处理９＃ ４９．４ ３０９０ １５４０ ３１２ ３９．５ ０．２７

１０ 后处理１０＃ ４０．４ ２０３０ １１９０ ２０６ ２０．３ ０．３２

１１ 后处理１１＃ ３６．２ ８８２ ４３５ １３５ ２１．８ ０．３９

１２ 三废１° ２４．５ １２１ ３９．２ ４２．２ ０．３２ ０．９

１３ 三废２° ３６．６ １４１ １３９ ３３．２ ０．３６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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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附着性污染去污方法验证

３．２．１　试验过程

在正在退役拆除厂房产生的固体废物中,筛选出４个金属板样品和２个金属管样品作为去污对象.
对４个金属钢板样品的去污方法为:去污前对其表面污染水平进行测量,作为源项数据,然后用

吸尘器和脱脂棉对其表面进行物理去污,再用高效去污剂对其外表面进行擦拭去污,测量最终去污后

表面污染水平,计算去污系数.
对２个金属管材样品的去污方法为:去污前对其表面污染水平进行测量,作为源项数据,然后用

碱性去污剂(NaOH＋KMnO４)进行浸泡,２４h后测量其表面污染水平,记录数据后现用酸性去污剂

(HNO３＋H２C２O４)浸泡２４h后,最终测量酸碱交替法去污后的表面污染水平,计算其去污系数.

３．２．２　试验结果

金属板材去污结果见表５所示,金属管材去污结果见表６所示.

表５　金属板材附着性污染去污结果

编号
未处理前放射水平 物理及化学去污后放射水平

计数 表面污染(Bq/cm２) 计数 表面污染(Bq/cm２)

去污系数

(DF)

去污率

(DE)

板材１＃ ８０ ４．００ １０ ０．５０ ８．０ ８７．５０％

板材２＃ ８０ ５．９０ ７ ０．３５ １１．４ ９４．０７％

板材３＃ ８１ ４．０５ ８ ０．４０ １０．１ ９０．１２％

板材４＃ ７４ ３．７０ ９ ０．４５ ８．２ ８７．８４％

表６　金属管材附着性污染去污结果

编号
未处理前放射剂量 Ⅰ＃去污剂进行浸泡２４小时后放射水平 Ⅱ＃去污剂进行浸泡２４小时后放射水平

计数 表面污染(Bq/cm２) 计数 表面污染(Bq/cm２) 计数 表面污染(Bq/cm２)

去污系数

(DF)

去污率

(DE)

管材１＃ ９４ ４．７０ １９ ０．９５ １０ ０．５０ ９．４ ８９．３６％

管材１＃ ９５ ４．７５ １６ ０．８０ ８ ０．４０ １１．９ ９１．５８％

４　去污方法评价

４．１　去污效率评估

对于弱固定污染:所选化学组合去污技术对高中放水平的定污染样品去污效率较高,对低放射性水

平污染样品的去污效率较低,分别为:高放样品:β:５７．６９％~９５．７６％,γ:９６．２１％~９８．３４％,中放样品:

β:３２．１７％~９７．０５％,γ:４８．２８％~８４．４４％,低放样品:β:６３．１１％~９５．４５％,γ:１１．１％~５９．４６％.
对于附着性污染:金属板材的去污系数DF达到８~１２,金属管材的去污系数DF达到９~１２,去

污后的β放射性水平达到了清洁解控的水平.

４．２　去污利益代价分析

后处理厂房退役拆除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固体废物,若后处理厂房的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等经

去污后达到了清洁解控水平,可对金属废物进行回收,减少了中低放固体废物整备即超压、水泥钢箱

固定等所花费的费用,也就是１m３ 固体废物为１．５万元.
去污后达到清洁解控水平,对于将降低拆除作业难度,减少作业人员受照剂量也是极为有利的.

４．３　去污方法安全性评估

对于使用酸碱去污剂去污的方法,去污作业时可能遭受酸碱腐蚀伤害,但在作业时佩戴耐酸碱手

套和防护面罩,可有效地减少酸碱腐蚀伤害,作业过程是安全的.
对于使用擦拭去污,人工擦拭可能会遭受较多的辐射,需要做好辐射防护防止内照射,同时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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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械擦拭法进行去污,因此,作业过程是安全的.

５　去污方法的最终确定

在后处理厂房实施的去污验证试验中,使用的了６种去污技术,根据对比验证结果,低放去污效

果最好的去污技术为:酸碱交替＋高效去污剂去污和超声波＋酸碱交替＋高效去污剂去污.能实现

附着性污染清洁解控的去污技术:高效去污剂擦拭去污(板材)、酸碱交替浸泡去污(管材).
对于弱固定污染,从去污后的核素分析结果看,未达到清洁解控水平,有鉴于此,可以引入高压水

去污技术,对于低放弱固定污染样品,经过酸碱交替去污＋高效去污剂去污后,其表面已遭受一定的

腐蚀,通过高压水剥离后,可提高去污效果,以达到清洁解控的要求.
结合后处理退役去污要求,弱固定污染清洁解控工艺分为在线去污和离线去污技术,因此,最终

确定的清洁解控技术如下:
弱固定污染:酸碱交替浸泡去污＋高效去污剂浸泡去污(在线)＋高压水去污,超声波去污＋酸碱

交替浸泡去污＋高效去污剂浸泡去污＋高压水去污(离线)
附着性污染:高效去污剂擦拭去污(板材、设备外表面),酸碱交替浸泡去污(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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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改进项安全壳大气氢浓度监测系统原理研究及应用

程　修,赖宏宇,陈　勇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福建 福清３５０３１８)

摘要: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为提高核电厂安全水平,国家核安全局明确要求:“严重事故下,核电厂应能全程监测

安全壳内氢气浓度,并设置相应的报警,以便确定核电厂状态和为事故管理期间决策提供尽可能的实际信息.”福清核

电厂氢气浓度监测系统在调试过程中,遇到氢浓度分析仪热电偶贯穿件芯棒材质不符合要求、热电偶端接错误等隐性

缺陷.本文通过研究其监测原理,提出及时发现监测系统隐性缺陷的方法以及在运行期间日常维护方案.

关键词:福岛改进项;氢浓度监测系统;热电偶

　　　　　　　　　　　　　　　　　　　　　　　　　　　　　　　　　　　　　　　　　　　　　　　　　　
　
　
　
　 　　　　　　　　　　　　　　　　　　　　　　　　　　　　　　　　　　　　　　　　　　　　　　　　　

　
　
　
　
　

作者简介:程修(１９８９—),男,学士,工程师,现主要从事在线化学仪表维护工作

１　严重事故下氢气浓度监测系统设计背景简介

核电厂发生失水事故后,会发生锆水反应、结构材料腐蚀、堆芯和地坑中水的辐射分解等,将产生

大量氢气,并聚集在安全壳的气空间内.在发生压力容器失效的严重事故时,由于堆芯熔融物和混凝

土底板的作用,也将产生大量的氢气.安全壳内的氢气集聚将给安全壳完整性带来巨大的挑战.在

M３１０堆型核电站原有设计中,并未考虑严重事故下的氢气浓度监测,仅设计了安装在安全壳外的用

于设计基准事故的氢气浓度监测系统.
国家安全局新版核安全法规明确要求了核电站设计中应考虑严重事故的预防和事故后果的缓解

要求.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为提高我国核电厂的安全水平,国家核安全局编制了«福岛核事故后核

电厂改进行动通用技术要求(试行)»,要求从该文件发布即日起实施相关改进行动.该文件明确“严
重事故下,应能全程监测安全壳内氢气浓度并设置相应的报警,以便确定核电厂状态和为事故管理期

间决策提供尽可能实际的信息”.故在运行及在建核电站应对法规中严重事故氢气浓度监测的要求

增设相应监测系统以满足要求.
安全壳内氢气浓度监测系统设计的主要功能包括:严重事故后,测量安全壳内的氢浓度,了解消

氢系统工作情况,用于事故后运行管理,防止氢－氧混合气体着火或发生爆炸而危及安全壳完整性.

２　福清核电严重事故下氢气浓度监测系统工作原理分析

２．１　设备组成及接线方式

单套安全壳氢浓度监测仪由３个CHＧ１５型氢气浓度传感器、３组支撑、３组防淋罩、６根铠装热电

偶、１台测量机柜、３个转接箱组成.福清核电１＃机组配置两套安全壳氢浓度监测仪,两套监测仪充

分保证通道的独立性和可靠性.
整套设备只有电信号接口,不涉及工艺管路接口.氢气浓度传感器具体配置见图１所示.铠装

热电偶引线通过电缆桥架安装在安全壳内,最终连接到安全壳电气贯穿件,通过贯穿件后一次温度测

量信号传输到安全壳外的测量机柜中.
氢气浓度传感器固定安装在安全壳内.在核电厂发生事故后,安全壳内产生大量氢气.含氢空

气以自然扩散方式进入氢气浓度传感器.传感器输出测量信号远传输入到安全壳外的测量机柜中,
测量机柜内的PLC系统完成信号接收和转化后,依据程序算法进行氢气浓度分析,并线性输出４~２０
mA电流信号到显示仪表,显示仪表依据电流信号实时显示氢气浓度.同时该氢气浓度以４~２０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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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信号上传至DCS.

图１　氢气浓度传感器

２．２　氢气浓度传感器的测量机理

在严重事故工况下影响传感器使用和性能的因素主要是高温、高压、高辐照环境和水蒸气的影

响.工业上广泛采用的热导式氢气传感器、电化学氢气传感器均不能承受事故工况下安全壳内严酷

的环境条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安全壳内采用基于氢氧化合反应原理的氢气传感器.在没有催

化剂的情况下,氢气与氧气在６００℃的环境温度下才能发生化合反应.为了将氢氧化合反应的启动

温度降低至室温,氢气浓度传感器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促进氢氧发生完全氧化反应.反应方程式如下:

H２(g)＋１２O２
(g)→H２O(g)＋２．４２×１０５J/mol (１)

注:上式中g代表气态.
氢氧化合作用是一种放热反应,空气中H２ 浓度愈大,反应产生的热量愈多造成催化化合反应温

度越高,氢气浓度传感器通过测量催化化合反应温度和气体环境温度,得到催化反应温升直接表征氢

气浓度.气体环境温度为氢氧化合反应前的温度.
表征氢气浓度的温升算法如下:

CH２＝
ΔT

K１K２
(２)

式中:ΔT———催化反应温度与环境温度的温度差;

K１———结构表征参数;

K２———压力系数.
由上式可知,若想准确获得氢气浓度,必须准确测量反应温度与环境温度.
温度测量通过K 型铠装热电偶完成,热电偶及热电偶引线提供稳定、可靠的一次测量信号远传到

安全壳外的测量机柜中完成氢气浓度计算.下面着重介绍热电偶测温原理与热电偶应用基本定律.

３　热电偶测温原理及热电偶基本定律

３．１　热电偶测温原理

热电偶是一种有源传感器,测量时不需要外加电源,使用较为方便.其工作原理是基于热电

效应[１].

图２　热电偶回路

当有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组成一个回路(见图

２),其两端相互连接时,只要两接点处的温度不同,一端温度为t,称
为工作端或热端,另一端温度为t０ ,称为自由端或冷端,回路中将产

生一个电动势,该电动势的方向和大小与导体的材料及两接点的温

度有关.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两种导体组成的回路称为热电

偶,产生的电动势则称为“热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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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动势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两种导体的接触电动势,另一部分是单一导体的温差电动势.
实践证明,热电偶回路中的接触电动势起主要作用,温差电动势可以忽略不计.

当A和B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接触时,由于两者内部单位体积的自由电子数目不同,因此,电子

在两个方向上扩散速率就不一样.现假设导体A的自由电子密度大于导体B的自由电子密度,则导

体A扩散到导体B的电子数要比导体B扩散到导体A的电子数大.所以导体A失去电子带正电荷,
导体B得到电子带负电荷,于是,在A、B两导体接触面上便形成了一个A到B的电动场.该电动场

与电子扩散的方向相反,阻碍了电子扩散的继续进行,最终达到动态平衡.在这种状态下,A与B接

触处就形成了一个恒定的电位差,称为接触电动势.接触电动势的大小与导体的材料、接点温度有

关,与导体的直径、长度及几何形状无关.对于温度分别为t和t０的两接点,可以得到热电偶回路总电

动势公式:

EAB(t,t０)＝eAB(t)－eAB(t０) (３)
式中:由于导体A的电子密度大于导体B的电子密度,所以A为正极,B为负极.脚注AB的顺序表

示电动势的方向.不难理解:当改变脚注的顺序时,电动势前面的符号(指正、负号)也随之改变.因

此,式(３)也可以写成:

EAB(t,t０)＝eAB(t)＋eBA(t０) (４)
通过上式可知,若热电偶两电极的材料固定之后,热电动势便是两结点温度t和t０ 的函数.如果

保持冷端t０ 不变,则热电动势便成为热端温度的单一函数.即:

EAB(t,t０)＝eAB(t)＋eBA(t０)＝f(t)＋C (５)
这一关系式在实际测温中得到广泛应用.因为冷端温度恒定,热电动势只随着热端温度的变化

而变化,即一定的热电动势对应着一定的温度.我们只需要用测量热电动势的方法就可达到测温的

目的.

３．２　热电偶基本定律

３．２．１　均质导体定律

如果热电偶回路中的两个热电极材料相同,无论两结点的温度如何,热电动势为零[１].
根据这个定律,可以检验两个热电极材料是否相同,也可以检验热电极材料的均匀性.

３．２．２　中间导体定律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导体,只要第三种导体的两接点温度相同,则回路中总的热电动势

不变[１].
如图３,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导体C.C与A的两结点处于同一温度t１ ,则回路中的总电

动势为:

EABC(t,t０,t１)＝eAB(t)＋eBA(t０)＋eAC(t１)＋eCA(t１) (６)
而上式中eAC(t１)＝－eCA(t１),因此式(５)可以改写成:

EABC(t,t０,t１)＝eAB(t)＋eBA(t０) (７)
即总回路电动势与材料C无关,与材料C的两结点处温度无关.
热电偶的这种性质在应用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回路中接入各种类型的

测量仪表,并可以用普通材料的导线相连接.

图３　热电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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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中间温度定律

热电偶在两结点温度t、t０ 时的热电动势等于该热电偶在结点温度为t、tn 和tn 、t０ 时的相应热

电动势的代数和[１].中间温度定律可以用下式表示:

EAB(t,t０)＝EAB(t,tn)＋EAB(tn,t０) (８)
中间温度定律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４　氢浓度监测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

４．１　氢浓度监测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介绍

福清核电１号机组氢浓度监测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较多问题,其中较为严重有以下两个

方面:
(１)贯穿件芯棒材料问题:福清核电１号机组氢浓度分析仪热电偶电极全部是通过L５２１贯穿件

H段芯棒引出安全壳外.调试人员发现此段芯棒的材料与热电偶材料不匹配,从而影响热电偶测温.
后续通过联系贯穿件生产厂家并对此段芯棒进行更换;

(２)热电偶端接问题:由于一共设计了６个氢浓度传感器,共１２根热电偶,２４根热电极,每根热电

极３段,即一共有７２处端接点.安装人员在端接时比较容易出现端接错误的情况.
下面着重介绍以上两种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方法.

４．２　贯穿件芯棒材料问题

福清核电氢浓度监测系统的热电偶是按照图４进行布置的,热电偶引出的两种不同材料的电极

(A、B)经过BC箱转接,然后经过热电偶专用电气贯穿件引出反应堆安全壳外.

图４　热电偶回路

电气贯穿件芯棒使用的材料必须与热电偶两电极的材料相同.
倘若电气贯穿件芯棒使用普通铜导线.相当于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第三种导体,一个接点在壳

内,一个接点在壳外.根据热电偶中间导体定律,若两接点温度相同,回路总热电动势不变.调试期

间,由于安全壳内和壳外温差不大,总回路电动势变化不明显,不影响温度测量.但是机组正常运行

之后,特别是严重事故下,壳内温度与壳外温度相差较大.此时热电偶中间导体定律失效,温度测量

会出现较大偏差.这将严重影响氢浓度的分析.
那调试期间如何判断贯穿件芯棒材料是否符合要求呢? 我们恰好可以利用热电偶中间导体定

律,在贯穿件壳内或者壳外模拟一个较高的温度场,常用的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热水袋敷在壳内或

者壳外热电偶结点处,观察温度显示有无变化,一般温度变化超过１℃,我们就有理由开始怀疑贯穿

件导体材质了.福清核电１号机组氢浓度监测系统调试时,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判断出贯穿件芯棒材

料出现问题.

４．３　热电偶端接问题

若热电偶在端接过程中出现一处交叉,即A材质接到B材质,B材质接到A材质,那么到底会不

会影响热电偶测温呢?
热电偶端接出现交叉可能的位置有BC箱、贯穿件壳内侧、贯穿件壳外侧,现假设交叉处为贯穿件

壳内侧,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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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热电偶回路

上图所示的热电偶回路的总电动势为:

EAB(t,t０)＝eAB(t)＋eBA(t１)＋eAB(t０)＋eBA(t１) (９)

E′AB(t,t０)＝eAB(t)＋eAB(t０)＋２eBA(t１) (１０)
将式(１０)与式(３)比较可知,总电动势明显发生了较大变化,总电动势不仅与热端温度t有关,而

且与中间温度t１ 也有关.
经上所述,热电偶在端接过程中,若遇到一处交叉,将对测温造成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在直观上就

能被发现,同时在做热电偶通道验证时也很容易发现.
若热电偶在端接过程中出现两处交叉,现假设BC箱和贯穿件壳内侧同时出现交叉,那会不会影

响热电偶测温呢?

图６　热电偶回路

如图６所示的热电偶回路的总电动势为:

E″AB(t,t０)＝eAB(t)＋２eBA(t１)＋２eAB(t２)＋eBA(t０) (１１)
将式(１１)与式(３)做差得:

ΔE＝E″AB(t,t０)－EAB(t,t０)＝２eBA(t１)－２eBA(t２) (１２)
由式(１２)可知,当热电偶端接过程中出现２处交叉时,回路中的总电动势也出现了变化,此变化

与交叉处的温度t１ ,t２ 有关.
安装调试过程中,由于BC箱与贯穿件壳内侧温度差别不大,即t１≈t２ ,则:２eBA(t１)≈２eBA(t２),

此时ΔE≈０,不影响热电偶测温.但严重事故下,由于壳内温度场变化难以控制,一当t１与t２出现较

大差别,将严重影响热电偶测温,进而导致氢浓度监测系统失效.
如上述,由于安装调试过程中,热电偶若出现两处交叉,ΔE≈０,即温度显示基本无变化,因此安

装调试人员无法直观的识别这种端接错误,普通的通道验证也于事无补.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来识别这种端接错误呢? 这时热水袋又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在热

电偶回路中的各个结点处敷上热水袋,若温度变化超过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开始怀疑端接是否出

现错误了.

５　氢气浓度监测系统在运行期间的维护方案

５．１　氢浓度监测系统日常工作状态

众所周知,氢浓度监测系统在严重事故下才会投入使用.那么日常运行期间,该系统是否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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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持运行状态呢? 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理由如下:
(１)氢浓度监测系统只要上电之后,０．５min内即可执行氢气监测功能,即在严重事故下,再启动

此系统时间上完全满足要求;
(２)氢浓度监测系统若一直保持运行,特别是仪表柜,其内电子设备会因元件、柜体散热等问题而

影响使用寿命;
(３)设备一直不投运,不容易发现系统是否有故障.因此可以通过定期上电试验来验证.

５．２　氢浓度传感器的定期校准与更换

根据氢气浓度监测系统的设计说明书,仪表的定期校准周期为１８个月,仪表定期校准要用１０个

氢气标准来执行,１０个氢气标准分别为(１％、２％、 、９％、１０％).福清核电现场不具备校准条件,需
要在大修期间将CHＧ１５型氢气传感器拆下返厂进行标定.而我们的大修时间有限,所以每次拆下氢

气传感器时都需要用已经校准过的新传感器替换.

CHＧ１５型氢气传感器的有效寿命为３６个月.大修期间被换下的传感器返厂校准完毕之后,需等

到下个大修期间才有可能被换上,但其在使用过程将超出其有效寿命.因此,被换下的传感器原则上

没有必要再执行返厂标定操作.
综上所述,每个大修期间,我们需要更换新传感器.新的传感器需要有厂家校准合格证明.

６　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总结以下几点建议供系统调试及运行期间使用:
(１)调试期间需要重点关注热电偶专用电气贯穿件芯棒材质以及热电偶端接问题,可以用一些简

单方法(如敷热水袋)进行验证,这些方法都在福清核电１号机组调试过程中进行实践,简单有效;
(２)运行期间,为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可以不投运氢浓度监测系统,当出现严重事故,再将其启

动并投运;
(３)运行期间,需要定期对仪表柜进行上电操作,以保证系统故障能及时被发现;
(４)每次大修期间对此系统更换氢气传感器,更换完毕之后需再次上电确认有无明显故障.

参考文献:
[１]　王雪文．传感器原理及应用[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PrincipleResearchandApplicationoftheFukushima
ImprovementItem—ContainmentAtmosphere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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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Xiu,LAIHongＧyu,CHENYong
(FujianFuqingNuclearPowerCo．,Ltd．,Fuqing３５０３１８,China)

Abstract:AftertheFukushimanuclearaccident,toimprovethelevelofsafetyofnuclearpower
plants,NNSAexplicitlyrequires:“Inordertodeterminethestatusofnuclearpowerplantsandto
providethebestpossibleactualinformationfordecisionsduringtheincidentmanagement,Nuclear
powerplantsshouldbeabletomonitorthecontainmenthydrogenconcentrationcontinuouslyunder
severeaccidentandsetthealarm．”InthedebuggingprocessofFuqingNuclearPowerPlant
MonitoringSystem ofthehydrogenconcentration,the materialofthermocouplefeed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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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菲罗啉二酰胺功能化的放射状等级
介孔二氧化硅微球对U(Ⅵ)的选择性吸附

杨　峥１,翁汉钦１,沈旺来１,李富海１,林铭章１,２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７;２．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核电的发展使得U(Ⅵ)的分离和回收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等级介孔二氧化硅(HMS)是拥有多种不同尺寸介孔

结构和较大比表面积的新型多孔材料,在金属离子吸附领域因其吸附容量大、吸附速度快等优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文首先合成了放射状的 HMS,然后在其表面用邻菲罗啉二酰胺进行了成功的修饰,制备出了功能化的固相吸附剂

FHMS.用 HRTEM,BET对吸附剂的结构进行了表征,FHMS主要具有孔径为２．８nm和１２．５nm两种大小的介孔.
以静态批处理法研究了FHMS对U(Ⅵ)的吸附行为,考察了pH、U(Ⅵ)初始浓度、吸附时间对吸附的影响.实验结果

表明,FHMS对U(Ⅵ)的吸附容量随着pH的增大而增加,在pH＝５时,FHMS对 U(Ⅵ)具有较高的饱和吸附容量

(＞４５０mg/g)以及较快的吸附速度(１０min).此外在多元素混合溶液中,FHMS在对U(Ⅵ)有着较高的吸附选择性.
关键词:吸附;铀;等级介孔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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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安全和清洁的核能是目前唯一可大量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随着核电的快速发展,核电站

产生的乏燃料与日俱增,因此提高乏燃料中可重复利用元素(如铀)的回收利用率,实现核燃料的闭式

循环,对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１９９２年 Mobil公司制备出介孔材料 MCMＧ４１以来[１],介孔二氧化硅材料因具有大的比表面

积、孔体积、均一的孔径分布、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易修饰等优点而备受关注.与单一介孔结构的介

孔二氧化硅相比,等级介孔二氧化硅拥有从小到大逐级分布且相互连通的不同尺寸大小的孔,包括介

孔Ｇ介孔、介孔Ｇ大孔、介孔Ｇ微孔等结构,由于其中较小的孔可保证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是物质的

吸附和反应的场所,较大的孔表现出小的扩散阻力,有利于传质过程,因此等级介孔二氧化硅在吸附

分离、催化、生物工程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２Ｇ３].
二氧化硅的表面可通过硅烷偶联剂改性引入不同的活性基团,例如氨基、巯基、乙烯基、环氧基、

甲基丙烯酰氧基等[４].这些活性基团可被其他特定基团进一步改性,例如最新报道的N,NＧ二乙基Ｇ
N,N二甲苯基Ｇ２,９Ｇ二酰胺(ETDA),它以刚性邻菲罗啉母体为骨架,引入辅助酰胺基官能团,具有能

对三价锕系元素结合的软原子N和对次锕系元素结合的硬原子O,在用单一萃取剂分离锕系元素中

具有一定的优势[５].在本文中,我们制备了具有双重介孔结构的等级介孔二氧化硅(HMS),接着用

硅烷偶联剂３Ｇ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对合成的HMS进行改性,最后再引入ETDA核心功能片段,制备

了邻菲罗啉功能化等级介孔二氧化硅(FHMS).此外,我们还研究了FHMS对U(Ⅵ)的吸附性能.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硝酸铀酰溶液(１０００μg/ml),美国InorganicVenture公司;正硅酸四乙酯和十六烷基三甲基溴

化铵,分析纯,百灵威公司;３Ｇ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APTES),分析纯,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２,９Ｇ二羧

酸Ｇ１,１０Ｇ邻菲罗啉(PDA),分析纯,阿尔法公司;NＧ乙基对甲苯胺,分析纯,日本TCI公司;其他试剂购

买于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均为分析纯.

PHSJＧ３F实验室pH计,上海雷磁仪器厂;WHYＧ２水浴恒温振荡器,常州国宇仪器制造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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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KSJＧ１２００X马弗炉,合肥科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本文中HMS是通过改进文献[６]的制备方法得到的.然后将一定量的HMS加入到含有APTES
的甲苯中,室温反应１２０min.对得到的产物命名为 KHMS.取一定量的PDA于氯化亚砜中回流

３h,接着将产物在三乙胺和二氯甲烷溶剂中与KHMS和NＧ乙基对甲苯胺分别回流３h,对得到的产

物命名为FHMS.
对制备的吸附剂用TEM(HitachiHＧ７７００,１００kV)进行表征,检测前样品先分散在乙醇中,接着

将分散液滴在铜网上用于TEM 检测.吸附剂的吸附和解吸附等温线在７７．３K时用 Micromeritics
TristarⅡ３０２０MV１．０３测得,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用BET和BJH方法分析,总孔体积在P/P０＝
０．９７下计算得到.

吸附实验在室温下采用批处理方法,将０．４ml已配好的吸附剂悬浮液(１μgml－１)加入到

１．６ml含U(Ⅵ)的溶液中,U(Ⅵ)的初始浓度是从１０μgml－１到３００μgml－１,pH用通过加入可以

忽略体积的稀硝酸溶液和氢氧化钠溶液来调节,吸附结束后用０．２２μm的混合纤维素滤膜除去吸附

剂.用ICPＧAES检测溶液中U(Ⅵ)的浓度.吸附容量qe(μgml－１)通过以下公式算:

qe ＝ c０－ce( )×v
m

(１)

式中:c０ 和ce 分别代表U(Ⅵ)离子的初始浓度(μgml－１)和平衡浓度(μgml－１),v和m 分别代表

吸附体积(ml)和所用吸附剂的质量(mg).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邻菲罗啉二酰胺功能化的等级介孔二氧化硅微球的表征

　　图１　FHMS的TEM图

为表征合成材料的微观结构,研究其吸附

机理,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和氮气吸附Ｇ脱附

测试对制备的吸附剂分别进行了表征.
图１为邻菲罗啉二酰胺功能化的等级介

孔二氧化硅微球的TEM 图像.FHMS呈现

出明显的放射状形貌,其平均半径为４８９nm.
表１给出的HMS和FHMS的比较面积分

别为６３１．６m２g－１和４７４．１m２g－１,总孔体

积分别为０．９５cm３g－１和０．５７cm３g－１.这

说明改性后,等级介孔二氧化硅微球的孔空间

被邻菲罗啉二酰胺基团所占据,导致比表面积

与总孔体积下降.

表１　HMS和FHMS的比表面积及总孔体积

样品 比表面积/m２g－１ 总孔体积/cm３g－１

HMS ６３１．６ ０．９５

FHMS ４７４．１ ０．５７

图２(A)为HMS和FHMS的氮气吸附Ｇ脱附等温线,曲线在P/P０＝０．２~０．９处有增加说明了存

在介孔,同时滞后环的存在也说明了存在介孔结构,此外.图２(B)为HMS和FHMS的孔径分布图,
可知在HMS和FHMS中主要存在致孔剂CTAB脱除产生的小介孔[(２．８±０．８)nm]及微球表面褶

皱之间形成的大介孔[(１２．５±４．５)nm].这说明HMS和FHMS具有等级双重介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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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HMS和FHMS的氮气吸附Ｇ脱附等温线(a)及其孔直径分布图(b)

２．２　吸附剂FHMS对U(Ⅵ)的吸附

２．２．１　pH对吸附的影响

溶液的pH是影响吸附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因为H＋不但影响吸附剂的表面电荷还会影响金属

离子在溶液中的物种分布.图３为FHMS和HMS在pH＝１~６下对 U(Ⅵ)的吸附容量,当pH小

于３时,HMS对U(Ⅵ)几乎不吸附,这是因为此时吸附剂的表面带有正电荷,难以吸附带有正电荷的

U(Ⅵ)离子[７],被当pH大于３时,HMS对U(Ⅵ)的吸附容量随着pH的增大而增加,这主要是吸附

剂表面的电荷和U(Ⅵ)及U(Ⅵ)的羟基复合物作用的结果.而FHMS对U(Ⅵ)的吸附容量从pH＝
１到６随着pH的增大而增加,这是因为成功改性的邻菲罗啉二酰胺基团与U(Ⅵ)及U(Ⅵ)的羟基复

合物络合的结果造成的.此外,当pH大于５．７时,U(Ⅵ)会形成沉淀,为了获得最大吸附容量又防止

沉淀的产生,我们选择在pH＝５时做后序实验.

图３　FHMS和 HMS在不同pH下对U(Ⅵ)的吸附容量

２．２．２　吸附动力学

图４(a)为FHMS对U(Ⅵ)吸附的动力学曲线.并用两种常规半经验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吸附过

程,即分别基于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方程如下所示:

pseudoＧfirstＧorderequation:ln(qe－qt)＝lnqe－k１t (２)

pseudoＧsecondＧorderequation:tqt
＝ １

k２q２e ＋t
qe

(３)

式中:k１ 和k２ 分别为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常数,qt 为tmin时的吸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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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４(a)可以看出在前２min内,FHMS对U(Ⅵ)的吸附速率很快,１０min后,达到吸附平衡.
图４(b)和４(c)为基于４(a)数据分别由t/qt 和ln(qe－qt)对t得到的拟合曲线,其中动力学参数示于

表２,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得到的R２(０．９９９７)比准一级动力学模型的R２(０．８７５９)更趋近于１,此
外准二级动力学得到FHMS对U(Ⅵ)的吸附容量和实验值一致.由此可推断FHMS对U(Ⅵ)的吸

附行为遵循准二级动力学.

图４　
FHMS对U(V)的吸附动力学曲线(a);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曲线(b);准一级动力学模型拟合曲线(c)

表２　FHMS对U(Ⅵ)吸附的动力学参数

准一级动力学 准二级动力学

k１(min－１) qe,cal(mgg－１) R２ qe,cal(mgg－１)k２×１０３(gmg－１min－１)qe,exp(mgg－１) R２

０．０１４２ ３２．２ ０．８７５９ １５３．４　 ０．００２７９ １５１．５ ０．９９９７

２．２．３　吸附等温线

在pH＝(５±０．１),初始U(Ⅵ)浓度为１０~３００μgml－１下,研究了的FHMS对U(Ⅵ)吸附等温

线.为了弄清U(Ⅵ)在FHMS上的吸附行为,吸附数据通过Langmuir和Freundlich两种吸附模型

进行了拟合,其基于的方程式分别如下:

ce

qe
＝ １

qmkL
＋ce

qm
(４)

式中:qm(mgg－１)是最大吸附容量,kL 为Langmuir吸附平衡常数,按上式由ce/qe 对ce 作图,通过斜

率和截距可求出qm 和kL

lnqe ＝lnkF ＋１nlnce (５)

式中:n和kF 是Freundlich经验常数,由lnqe 对lnce 作图,通过斜率和截距可求出n和kF.
图５为FHMS对U(Ⅵ)的吸附等温线,当ce＞１８０mgL－１时,FHMS对U(Ⅵ)的吸附容量大于

４００mgg－１.从表３可以得到,相比Freundlich模型,通过Langmuir模型拟合得到的R２ 更趋近于

１,并且根据Langmuir模型的得到的饱和吸附容量(４５２mgg－１)更接近于实验值(４４０mgg－１).
因此用FHMS对U(Ⅵ)吸附用Langmuir模型来解释更加适合,即属于单层吸附模型.

表３　Langmuir和Freundlich模型拟合曲线的参数

Langmuir Freundlich

qm(mgg－１) kL(Lmg－１) R２ kF(mgg－１) n R２

４５２ ０．０７ ＞０．９９ ９５．１０ ３．３９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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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FHMS对U(Ⅵ)的吸附等温线

２．２．４　选择性吸附试验

当pH＝５时,在含有Ce３＋、Nd３＋、UO２＋２ 、Sm３＋、Eu３＋五种离子混合溶液中,研究了FHMS对 U
(Ⅵ)的吸附选择性.从图６可知,U(Ⅵ)在FHMS上的吸附容量是１５０mgg－１,而其他四种离子的

吸附容量都小于２１mgg－１.这表明FHMS对U(Ⅵ)具有较好的吸附选择性,这主要是因为U(Ⅵ)
和其他离子有着不同的离子势、离子半径和电荷,而我们成功改性的邻菲罗啉二酰胺基团只对U(Ⅵ)
有着很好的络合作用.

图６　Ce３＋、Nd３＋、UO２＋２ 、Sm３＋、Eu３＋在FHMS上的吸附容量

３　结论

制备出了邻菲罗啉二酰胺功能化的放射状等级双重介孔二氧化硅吸附剂(FHMS).在pH＝５
时,FHMS对U(Ⅵ)的饱和吸附容量达了４５２mgg－１,吸附速度快,小于１０min.在含有Ce３＋、
Nd３＋、UO２＋２ 、Sm３＋、Eu３＋ 五种离子的混合溶液中,FHMS对 U(Ⅵ)具有很好的吸附选择性,这表明

FHMS对放射性核素的的吸附具有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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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eAdsorptionofU(Ⅵ)using２,９ＧDiamideＧ１,１０Ｇ
phenanthrolineＧfunctionalizedHierarchicallyMesoporousSilica

YANGZheng１,WENGHanＧqin１,SHENWangＧlai１,
LIFuＧhai１,LINMingＧzhang１,２

(１．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Anhui２３００２７,China;

２．InstituteofNuclearEnergySafetyTechnology,CAS,HefeiAnhui２３００３１,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nuclearpower,theseparationandrecoveryofuraniumhave
attractedmoreandmoreattention．Hierarchicallymesoporoussilica(HMS)isanewporousmaterial,

whichhasmesoporesofdifferentsizesandpossesseslargespecificsurface．HMSiswidelyusedin
theadsorptionofmetalionsduetoitshighadsorptioncapacityandhighadsorptionrate．Inthe
presentwork,thefunctionalizedsolidstatesorbentFHMS wassynthesizedby modifyingthe
preparedHMSwithphenanthroline．FHMSwascharacterizedbyHRTEMandBET．Theresults
showthatthefunctionalizedsilicahasmainmesoporesof２．８nmand１２．５nm．Adsorptionbehavior
ofU(Ⅵ)wasinvestigatedusingbatchtechnique,andtheeffectsofcontacttime,pHandinitial
concentrationofU(Ⅵ)onadsorptionwerestudied．Theresultsshowthattheadsorptioncapacityof
U(Ⅵ)augmentsaspHincreases,andthemaximumequilibriumadsorptionismorethan４５０mg/g
whilereachingattheabsorptionequilibriumwithin１０minutesatpH５．Inaddition,FHMSshows
highadsorptionselectivityforU(Ⅵ)inaqueoussolutioncontainingamixtureofmultipleelements．
Keywords:Adsorption;Uranium;Hierarchicallymesoporoussi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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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菲罗啉二酰胺功能化氧化石墨烯对U(Ⅵ)
和Th(Ⅳ)的吸附行为研究

翁汉钦１,杨　峥１,陈　耿１,吴志豪１,林铭章１,２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７;２．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氧化石墨烯(GO)具有极大的表面积,在金属离子吸附领域具有吸附速度快,吸附容量高等优点,受到了广泛关

注.本工作采用对锕系元素具有螯合能力的邻菲罗啉二酰胺对GO进行功能化,得到了对 U(Ⅵ)和Th(Ⅳ)具有快速

吸附能力的功能化GO(FGO),可在６０min内达到吸附平衡.采用静态吸附实验研究了FGO对U(Ⅵ)和Th(Ⅳ)的吸

附行为,考察了pH和离子强度等因素对吸附容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吸附容量随pH、离子强度增减而增加.U(Ⅵ)

和Th(Ⅳ)的吸附等温线均符合Langmuir模型,说明其在FGO表面形成单层吸附.当pH＝５．５时,FGO对U(Ⅵ)的
饱和吸附容量可达７１８mg/g;当pH＝４时,FGO对Th(Ⅳ)的饱和吸附容量可达７０３mg/g.改性过程中,FGO片层间

会发生组装和聚集,因而制成膜材料后具有疏松的多孔结构,与未改性 GO制成的膜材料相比更有利于溶液快速通

过.此FGO膜材料可实现溶液中低浓度U(Ⅵ)和Th(Ⅳ)的高效快速分离.

关键词:氧化石墨烯;锕系元素;吸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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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是目前既能够满足温室气体减排要求,又能大量、稳定地保证我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的主

要方式之一.伴随着核能技术的发展,如何提高乏燃料中可重复利用的放射性核素的回收效率,降低

核废物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成为了目前的重要课题,这也是建立独立、完整和先进的核燃料工业体

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我国核工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作为一种性能优异的新型碳材料,氧化石墨烯(GO)具有密度低、比较面积高(理论值高达２６２０

m２/g)等优点[１].其表面含有丰富的氧基团(如羧基、羟基、醌基和环氧基等),可以通过共价键或静电

相互作用与重金属离子结合[２],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容量和分离效率远高于其他常用的吸附材料.
王祥科等深入研究了GO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行为,GO对Cu(Ⅱ )、Co(Ⅱ )、Cd(Ⅱ )、Pb(Ⅱ )等重

金属离子均具有出色的吸附能力[３].若采用对锕系元素有特异性吸附能力基团对GO进行改性,便
可得到对可用于锕系元素分离领域的高性能吸附材料.中科院高能所石伟群课题组结合邻菲罗啉三

嗪和吡啶二酰胺等两种为乏燃料后处理开发的萃取剂各自的优势,以刚性邻菲罗啉母体为骨架,引入

辅助酰胺基官能团,设计出了四齿邻菲罗啉二酰胺类(PDA)萃取剂[４].PDA结合了对 MA(Ⅲ)具有

较强结合能力的软原子N,和对轻锕系元素(原子序数小于等于Pu的锕系元素)具有较强结合能力的

硬原子O,可实现从含Ln(Ⅲ)的高放废液中组分离次锕系元素和轻锕系元素.实验和理论计算结果

都表明PDA在酸性环境中对Th(Ⅳ)、U(Ⅵ)、Am(Ⅲ)表现出较强的分离能力,是目前用单一萃取剂

组分离锕系元素方面最具竞争力的.采用PDA对介孔二氧化硅材料 KITＧ６进行改性,可得到对

U(Ⅵ)具有良好吸附性能的吸附剂,可在１２０min达到吸附平衡,在pH＝５时吸附容量可达３２８
mg/g[５].

本工作采用对锕系元素具有螯合能力的PDA对 GO进行功能化改性,得到了对 U(Ⅵ)和 Th
(Ⅳ)具有良好吸附性能的功能化GO(FGO),并制备出了可高效快速分离U(Ⅵ)和Th(Ⅳ)的FGO膜

材料,有望用于低浓度放射性废液中U(Ⅵ)和Th(Ⅳ)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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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和仪器

石墨粉(１０００ 目),北京吉兴盛安工贸公司;硝酸铀酰和硝酸钍溶液(１０００μg/ml),美国

InorganicVenture公司;２,９Ｇ二羧酸Ｇ１,１０Ｇ邻菲罗啉,分析纯,阿法埃莎(AlfaAesar)化学有限公司;NＧ
乙基对甲苯胺,分析纯,日本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TCI);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上海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公司.

PHSJＧ３F实验室pH计,上海雷磁仪器厂;WHYＧ２水浴恒温振荡器,常州国宇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FGO的制备

FGO的制备原理如图１所示.通过乙二胺对GO进行氨基化改性后[６],将其分散在溶解有邻菲

罗啉二酰氯和三乙胺的二氯甲烷中,加热回流３h,得到FGO.

图１　FGO制备原理示意图

１．２．２　FGO对U(Ⅵ)Th(Ⅳ)的吸附行为研究

通过静态批次实验研究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行为.将０．４ml的FGO分散液(１mg/ml)
加入到１．６ml含U(Ⅵ)或Th(Ⅳ)的溶液中,使用５mol/l的高氯酸酸或氢氧化钠溶液调节体系pH
后,在２５℃下振荡１２h.吸附结束后用２２０nm的混合纤维素滤膜除去FGO,通过ICPＧAES检测溶

液中核素浓度.吸附容量qe(mg/g)通过以下公式(１)及计算:

qe ＝ c０－ce( )×V
m

(１)

式中:c０ 和ce 分别代表吸附质的初始浓度(mg/l)和平衡时的浓度(mg/l),V 和m 分别代表吸附体系

的体积(ml)和所用吸附剂的质量(mg).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行为研究

２．１．１　吸附动力学

为避免产生沉淀,分别在pH为５．５和４的条件下研究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动力学,
如图２(a)和图２(d)所示.FGO对U(Ⅵ)和Th(Ⅳ)均具有较快的吸附速率,６０min即可达到吸附平

衡.分别以ln(qe－qt)和t/qt 对t作图,采用准一级动力学方程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对吸附动力学曲

线进行拟合(分别如图２(a)、图２(b)、图２(c)和图２(d)所示),如方程(２)和方程(３)所示:
准一级动力学方程:

ln(qe－qt)＝lnqe－k１t (２)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t
qt

＝ １
k２q２e ＋t

qe
(３)

６４



图２　FGO对U(V)的吸附动力学曲线(a)、准一级动力学模型拟合曲线(b)、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曲线(c)

及对Th(Ⅳ)的吸附动力学曲线(d)、准一级动力学模型拟合曲线(e)、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曲线(f)

式中:k１ 和k２ 分别为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吸附速率常数,qt 和qe 分别为t时刻和平衡时吸附容量.
表１是对U(Ⅵ)和Th(Ⅳ)吸附动力学拟合得到的动力学参数.采用准二级动力学模型拟合得

到的决定系数R２ 均大于准一级动力学模型的R２,且准二级动力学计算得到的平衡吸附容量均与实

验值一致,表明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均符合准二级动力学.

表１　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动力学常数

实验值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qe,exp

(mgg－１)
k１

(min－１)
qe,cal

(mgg－１)
R２

k２
(gmg－１min－１)

qe,cal

(mgg－１)
R２

U(Ⅵ) １７７ ０．０１０７６ ４８ ０．７６３５３ ０．００２６０ １７８ ０．９９９９４

Th(Ⅳ) ２３６ ０．０１０７１ ６１ ０．７３００３ ０．００２１９ ２３６ ０．９９９９６

２．１．２　吸附性能的影响因素

(１)氢离子浓度不但会影响吸附剂的表面电荷,还会影响金属离子在溶液中的物种分布,因此溶

液的pH对吸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pH＝１~５．５的范围内,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容量

随pH减小而减小,如图３(a)所示.这是由于在较高pH下,氢氧根浓度较高,而氢氧根会与金属离

子形成更容易被吸附的络合物.当pH＜１时,吸附容量基本不再变化,这主要是由于体系离子强度

增加和pH减小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３　FGO在不同pH(a)和不同离子强度(b)下对U(Ⅵ)和Th(Ⅳ)的吸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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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离子强度对吸附行为的影响则比较复杂,吸附容量随离子强度增加而增加、基本不变和减小

的情况均有报道.在本体系中,使用不会与U(Ⅵ)和Th(Ⅳ)络合的ClO－４ 调节吸附体系的离子强度,
以研究体系离子强度对吸附行为的影响.随着离子强度增加,FGO对二者的吸附容量均有所增加,
如图３(b)所示.这可能由于是盐析作用造成的,加入的NaClO４ 会与U(Ⅵ)和Th(Ⅳ)相互争夺溶剂

分子,而Na＋的水合能力更强,溶剂分子会由 U(Ⅵ)或Th(Ⅳ)的水合物向 Na＋ 的迁移,从而降低

U(Ⅵ)和Th(Ⅳ)的水合度和溶解度.U(Ⅵ)和Th(Ⅳ)亲水性减弱使其更容易通过疏水作用被疏水

的邻菲罗啉二酰胺基团吸附.这一结果解释了上述pH＜１时,吸附容量不再随pH 减小而减小的

现象.

２．１．３　吸附等温线

图４是２５℃下FGO对 U(Ⅵ)和 Th(Ⅳ)的吸附等温线,为研究吸附机理,采用Langmuir和

Freundlich两种常用的吸附模型对吸附等温线进行拟合,如方程(４)和方程(５)所示:

Langmuir方程:

qe ＝ qmkLce

１＋kLce
(４)

Freundlich方程:

qe＝kFc
１
ne (５)

式中:qe 和qm 分别是平衡吸附容量和饱和吸附容量,kL 为Langmuir吸附平衡常数,kF 和n 是与吸附

容量和吸附密度相关的Freundlich经验常数,ce 是吸附质的平衡浓度.

图４　FGO对U(Ⅵ)(a,pH＝５．５)和Th(Ⅳ)(b,pH＝４．０)的吸附等温线

表２　FGO对U(Ⅵ)和Th(Ⅳ)吸附等温线的Langmuir和Freundlich模型拟合常数

Langmuir模型 Freundlich模型

kL(Lmg－１) qm(mgg－１) R２ kF(mgg－１) n(mgg－１) R２

U(Ⅵ) ０．０３５７５ ７１８ ０．９９００９ １００ ２．６６８４５ ０．９３９６６

Th(Ⅳ) ０．０４３２８ ７０３ ０．９９１２０ １６２ ３．７８２５７ ０．８９９２５

２．１．４　选择性吸附

(１)分别研究了当pH为０和４时,在含有U(Ⅵ)、Th(Ⅳ)、Eu(Ⅲ)、Nd(Ⅲ)和Sm(Ⅲ)的混合溶

液中,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选择性.pH＝０时,FGO对U(Ⅵ)和Th(Ⅳ)的吸附容量分别

为４０mg/g和４３mg/g,而对三种镧系元素的吸附容量均小于５mg/g.当pH增加至５时,FGO对

U(Ⅵ)和Th(Ⅳ)分别增加至１０６mg/和１４１mg/g,而对三种镧系元素的吸附容量也增加至约２５mg/g,
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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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pH为０和４时FGO对U(Ⅵ)、Th(Ⅳ)、Eu(Ⅲ)、Nd(Ⅲ)和Sm(Ⅲ)的吸附吸附容量

根据下面的公式(６)和公式(７)计算出不同pH下U(Ⅵ)和Th(Ⅳ)与三种镧系元素的分离系数,
如表３所示:

kd ＝c０－ce

ce
×V

m
(６)

S１
２ ＝kd,１

kd,２
(７)

式中:kd 是吸附质在吸附剂中的分配系数,c０ 和ce 是分别是吸附质的初始浓度和平衡浓度,V 是溶液

体积,m 是吸附质质量,S是不同组分的分离系数.

表３　不同pH下FGO对U(Ⅵ)、Th(Ⅳ)和Eu(Ⅲ)、Nd(Ⅲ)、Sm(Ⅲ)的分离系数

SU/Eu SU/Nd SU/Sm STh/Eu STh/Nd STh/Sm

pH＝０ １４．５６ ７．３３ １４．５３ １４．５２ １０．６８ １４．４９

pH＝４ ５．７７ ５．７０ ５．３６ ８．１６ ８．０７ ７．５８

由于PDA基团对锕系元素有很强螯合能力,而与镧系元素结合能力很弱,因此FGO对锕系元素

也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吸附能力.从表３可知,当pH＝０时,FGO对 U(Ⅵ)、Th(Ⅳ)和Eu(Ⅲ)、Nd
(Ⅲ)、Sm(Ⅲ)的分离系数均高于pH＝５时,说明在pH＝０时FGO对U(Ⅵ)和Th(Ⅳ)具有更好的吸

附选择性.
(２)将FGO沉积在２２０nm混合纤维素滤膜上,可制备出能快速分离溶液中U(Ⅵ)和Th(Ⅳ)的

膜材料.含有５０mg/LU(Ⅵ)、Th(Ⅳ)、Eu(Ⅲ)、Nd(Ⅲ)和Sm(Ⅲ)的混合溶液通过膜材料后,U(Ⅵ)
和Th(Ⅳ)的去除率分别达９３．０％和９８．４％,而对三种镧系元素的去除率均不足７．５％,有效的实现

了镧系元素中U(Ⅵ)和Th(Ⅳ)的高效快速分离,如图６(a)所示.

图６　FGO膜材料对混合溶液中U(Ⅵ)、Th(Ⅳ)、Eu(Ⅲ)、Nd(Ⅲ)和Sm(Ⅲ)的去除率(a),

FGO(b)及GO(c)膜材料的SEM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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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样的方法将GO制成膜材料,溶液却无法通过此GO膜.这是由于而未改性的GO在沉积

成膜的过程中会堵塞纤维素滤膜表面孔道,使溶液难以通过,如图６(c)所示.而FGO在功能化改性

过程中,片层间会发生组装和聚集,因而制成膜材料后具有疏松的多孔结构,如图６(b)所示,更有利于

溶液快速通过.

３　结论

采用邻菲罗啉二酰胺对氧化石墨烯进行改性,得到了对U(Ⅵ)和Th(Ⅳ)具有优异吸附分离能力

的功能化氧化石墨烯(FGO).FGO对U(Ⅵ)和Th(Ⅳ)具有较快的吸附速率及较高的吸附容量,可
在６０min达到吸附平衡,当pH＝５．５时,对U(Ⅵ)的饱和吸附容量可达７１８mg/g;在pH＝４时,对

Th(Ⅳ)的饱和吸附容量可达７０３mg/g.FGO对U(Ⅵ)和Th(Ⅳ)也具有良好的选择性吸附能力,在

pH＝０时,对U(Ⅵ)和Eu(Ⅲ)、Nd(Ⅲ)、Sm(Ⅲ)的分离系数分别为１４．５６、７．３３和１４．５３,对Th(Ⅳ)
和Eu(Ⅲ)、Nd(Ⅲ)、Sm(Ⅲ)的分离系数分别为１４．５２、１０．６８和１４．４９.上述FGO制成的膜材料可实

现溶液中低浓度U(Ⅵ)和Th(Ⅳ)的高效快速分离,在放射性废液处置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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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theAdsorptionofU(Ⅵ)andTh(Ⅳ)on
PhenanthrolineDiamideDunctionalizedGrapheneOxide

WENGHanＧqin１,YANGZheng１,CHENGeng１,
WUZhiＧhao１,LINMingＧzhang１,２

(１．School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Anhui２３００２７,China;

２．InstituteofNuclearEnergySafetyTechnolo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Hefei,Anhui２３００３１,China)

Abstract:Grapheneoxide(GO)areattractiveintheadsorptionofmetalions,sinceitpossesses
largespecificsurfacearea whichleadstohighadsorptionrateandhighadsorptioncapacity．
Phenanthrolinediamide,whichiscapableofchelationtoactinides,wasusedinthefunctionalization
ofGO．AdsorptionofU(Ⅵ)andTh(Ⅳ)ontheobtainedfunctionalizedGO(FGO)wasfoundtobe
rapid,whichcouldreachequilibriumwithin６０minutes．TheinfluenceofpHandionicstrengthon
adsorptioncapacitywasstudiedbybatchadsorptionexperiments．Theresultsrevealedthatthe
adsorptioncapacitywasincreasedwiththeincreaseofpHandionicstrength．Bothoftheadsorption
isothermsofU(Ⅵ)andTh(Ⅳ)onFGOfitLangmuirmodel,indicatingthemonolayeradsorption．
MaximumadsorptionofU(Ⅵ)was７１８mg/gatpH５．５,whileitwas７０３mg/gforTh(Ⅳ)atpH
４．Duringthefunctionalizationprocess,FGOwereassembledandaggregated．Thus,whenFGO
wasmadeintomembrane,itwouldformporousstructure,whichwasbeneficialforsolutionto
penetrate．FGOcouldbeapromisingadsorbentappliedintherapidandefficientseparationof
uraniumandthoriumpollutionfromdilutedsolution．
Keywords:Grapheneoxide;Actinides;Adsorptionand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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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中核素迁移问题的多场耦合模型
研究新进展

谢文章,刘春雨,林　鹏,李坤锋,刘夏杰
(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３１)

摘要:高放废物和长寿命的中放废物处置问题,是放射性废物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目前提出的处置办法中,

被普遍接受的可行方案是对它们进行地质处置.在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研究中,核素迁移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

学问题之一.放射性核素迁移问题是发生于温度场(T)、流体场(H)、应力场(M)、化学场(C)甚至生物作用(B)等多种

作用下的多场耦合问题,化学场在该过程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核素迁移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应用发展起

了多场耦合的研究方法.本文介绍了国际上近年来核素迁移问题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新进展,对多场耦合模型的发

展动向做了概括总结:１)在建立多场耦合作用模型时,愈加重视化学过程的作用影响;２)多场耦合模型应用研究的地

域性特点逐渐突出,研究对象逐渐细致,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库的选址设计及模型数据来源的实验

背景相适应;３)对多场耦合模型中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作用场间的耦合机理以及参数不均匀性带来的数值稳定性问题

开展了大量研究,包含了从机理模型建立到数值方法、程序实现等方面.

关键词: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核素迁移;多场耦合模型

　　　　　　　　　　　　　　　　　　　　　　　　　　　　　　　　　　　　　　　　　　　　　　　　　　
　
　
　
　 　　　　　　　　　　　　　　　　　　　　　　　　　　　　　　　　　　　　　　　　　　　　　　　　　

　
　
　
　
　

作者简介:谢文章(１９８９—),女,博士生,工程师,现主要从事三废与辐射防护相关研究工作

高放废物和长寿命中放废物处置问题,是放射性废物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１Ｇ５].目前被普遍

接受的处置方案是对它们进行深地质处置或中等深度处置,也就是把这些放射性废物埋在距地表有

一定深度的地质体中,在人工屏障和天然屏障的共同保护下,使之与人类的生存环境永久隔离[２Ｇ５].
放射性核素迁移问题是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３,６].研究放射性

核素迁移问题,能够为地质处置库的选址、设计、建造及安全评价提供关键的基础数据和理论支

持[７Ｇ８],对最终实现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具有重要意义.
放射性废物的地质处置系统一般包括工程屏障系统(包括玻璃固化体、包装容器和回填材料)、地

质屏障系统和生物圈三个部分[６,９].在放射性废物的长期储存过程中,处置库的工程屏障系统可能因

各种地质变迁和气候因素发生破坏性变化并最终失效,此时,放射性核素就会从包装容器中释放出

来,随地下水向外迁移,一部分核素被回填材料吸附,另一部分则进入地质屏障系统,并在水流作用下

沿孔隙、裂隙进一步向外迁移,最终一部分长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素将进入到生物圈内,此过程即为放

射性核素迁移过程[９Ｇ１０].在核素迁移过程中,往往同时存在着热传输(T)、流体流动(H)、介质的应力

与变形(M)、化学反应与溶质迁移(C)甚至生物作用(B)等多种作用过程,也即核素迁移发生于温度

场、流体场、应力场和化学场等多场耦合作用的情景之中[７,１１],核素迁移问题是发生于长时间尺度、大
空间跨度下的多场耦合问题,其中的化学场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６Ｇ７,１１Ｇ１２].在研究放射性废物地质

处置的核素迁移问题过程中,逐渐应用发展起了多场耦合的研究方法[６,１３].传统的多场耦合研究主

要集中于T、H和 M的三场耦合,通过研究耦合作用下岩体裂隙的扩展演化过程来探究核素迁移的

机理;而近十几年来,在原有T、H、M三场耦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化学场(C)的研究得到了极大关注,
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６,１４Ｇ１５].

核素迁移的多场耦合研究通常包括实验研究和理论模型两个方面:实验研究可分为室内实验和

原位实验两类,通过大规模的实验监测获取数据资料,作为理论模型建立的依据,并对理论预测成果

进行验证[６];理论模型则是从各种场作用的基本理论出发,建立多场耦合的数学模型并寻求相应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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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解法,开发计算程序[６,１３,１６].本文将对国际上近年来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背景下核素迁移问题的多

场耦合模型研究新进展进行介绍总结,尤其侧重于包含有化学场作用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新进展,以
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１　核素迁移问题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

对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库的安全评价,通常需要考虑几百年到上万年的时间尺度,因此在研究此

时间尺度内的放射性核素迁移问题时,多场耦合作用的时间远远超过一般实验研究能够覆盖的时间

范围,因此必须进行相关的模型研究以对放射性核素的远期行为进行量化和预测.从空间尺度上,放
射性核素从释放到迁移的整个过程跨越了从废物体到生物圈之间的不同空间区域,该过程大致可以

分成三个阶段[６,１７Ｇ１８],即核素在工程屏障系统(近场)中的释放和迁移、核素在地质屏障(远场)中的迁

移以及核素在生物圈中的迁移.不同空间区域中要考虑的耦合作用过程不同,核素在近场的释放和

迁移通常需要考虑T、H、M、C四场耦合作用,而在远场的迁移则最主要是H、C的耦合问题[６].多场

耦合模型的基本理论就是建立不同情境条件下多场耦合的控制方程和定解条件(如质量守恒方程、能
量守恒方程、本构方程和化学反应方程等),随后建立不同数值方法求解模型并开发相应的计算

程序[６,１９].
如前所述,化学作用在放射性核素迁移过程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１２Ｇ１３],这是因为小尺度上化

学作用的显著差异会对整个空间尺度上的核素迁移机理产生重要影响[２０],例如,沉淀/溶解反应将会

直接影响到流体流动和溶质运移的作用机理,化学作用与温度、应力和流体作用在非均匀介质中的耦

合造成了复杂的动力学问题.在建立和验证包含化学作用的多场耦合模型时,目前的实验方法很难

获取相应参数,因此研究人员一方面在不断发展改进实验技术,另一方面采用反演法,将模型与实验

数据进行拟合,以此得到未知的模型参数,这同时也带来了不确定度和模型适用性的问题.上述问题

对建立发展化学场相关的多场耦合模型均造成了限制.

１．１　DECOVALEX项目中的多场耦合模型新进展

国际上针对多场耦合研究先后开展了几项合作项目,其中,DECOVALEX(DEvelopmentof
COupledmodelsandtheirVALidationagainstEXperiments)项目是专为推进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系统

中的多场耦合作用研究,建立多场耦合模型以便对地质处置库开展性能与安全评价的国际合作项目,
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６,１３].该项目始于１９９２年,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已成功完成了６期项目研究,目前

正在进行的是DECOVALEXＧ２０１９项目.在DECOVALEX自２０１２年以来的研究内容中,有关多场

耦合模型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１３,２１Ｇ２３]:DECOVALEXＧ２０１９中的F子课题,通过建立TＧHＧMＧC模型

来研究沉积岩晶体结构或沿晶界范围内流体包裹体(fluidinclusion)的分布、数量及相互连结关系,确
定微观裂隙的渗透率和流体释放后的水力学特性;DECOVALEXＧ２０１５中的C１子课题———根据已发

表的实验数据建立单裂隙作用过程的TＧHＧMＧC模型,以及C２子课题———建立捷克Bedrichov隧道

原位实验条件下裂隙岩中的多场耦合模型,等等.

DECOVALEXＧ２０１５项目使用Yasuhara等人的实验数据,发展了均密石英岩和花岗岩两种地质

介质中的单裂隙TＧHＧMＧC模型[１３,２２,２４Ｇ２７].每种介质的模型研究由简单到复杂分为三个步骤:单一温

度条件下的岩体裂隙模型程序验证、单一温度条件下HＧMＧC三场耦合裂隙模型的建立和整个实验期

间(非单一温度)TＧHＧMＧC裂隙模型的建立.以下将以花岗岩为例,对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进行介

绍.表１中给出了参与该项研究的机构、使用的模型程序和主要差异.所有的研究机构均采纳了同

一组物理Ｇ化学模型,即压力溶解(pressuresolution)是最主要的孔穴作用,该过程由化学场主导,在应

力场作用下增强,其公式可根据过渡态理论给出;在地球化学模型上,不同研究机构采用了三种不同

方法:完全的反应性运移模型、简化的反应性运移模型和反演法,前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简化的

反应性运移模型不考虑络合作用或次生矿物成分.在石英岩的矿物成分上,一半研究机构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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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hara等人实验中假设的石英岩矿物构成,而另一半研究机构采用了其他文献报告中给出的石英

岩矿物构成.裂隙岩体的表面粗糙度及孔穴分布对物理Ｇ化学过程的发生有重要影响,研究中共使用

了三种不同的模型方法对此进行表述:１)离散化(discretised)模型,利用裂隙地质学数据定义应力、流
体作用下的孔穴分布,在２D典型裂隙上求解模型;２)均一化(homogenised)模型,将整个裂隙表面视

为一个整体;３)综合性(synthetic)模型,利用裂隙地质学数据定义不同空间尺度上裂隙开度分布的统

计学表述.研究结果表明,所采用的不同模型均可以复现出实验数据的一般变化趋势,但离散化模型

的结果稍优于均一化模型;由于石英岩中的少数矿物组分对一些关键溶解种态或地球化学模型参数

产生较大影响,因此,石英岩体系中地球化学过程引入的非线性效应将不仅影响动力学过程,也将影

响不同化学种态的相对浓度.

１．２　其他多场耦合模型新进展

DECOVALEX项目之外,也出现了一些其他放射性核素迁移相关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新进展.
例如,NasirO等[２８]发展了一种TＧHＧMＧC模型,对可能的冰川作用下、计划修建于南安大略省沉积岩

层中的深地质处置库所受影响进行了数值研究.他们根据未来冰川作用可能对TＧHＧMＧC耦合过程

产生的影响,分别建立了针对流体过程、热传递过程、溶质运移过程和应力过程的控制方程,并使用有

限元方法进行了数值求解.计算研究中,模拟对比了立井密封有效与失效两种模式下的放射性核素

迁移情况:当立井密封有效时,放射性核素迁移主要通过扩散过程实现,深地质处置库中水平方向释

放出的放射性核素迁移会被限于天然屏障层中;而当立井密封失效时,放射性核素的迁移将同时受扩

散和弥散作用影响,极端情况下,放射性核素可能会迁移至浅层基岩的地下水区域.RutqvistJ等[２９]

将反应性运移模拟软件TOUGHREACT和地质力学模拟软件FLAC３D进行了结合使用(如图１),
对工程屏障系统和黏土围岩中的TＧHＧMＧC多场耦合过程进行了模拟.TOUGHREACT反馈温度、
压力和离子浓度等状态变量,用于计算压力变化、温度引起的张力、饱和度和离子浓度的变化,

FLAC３D可更新有效压力和张力值,用于计算TOUGHREACT需要的孔隙度,以便得到渗透率等水

力学特性,化学场与应力场之间的联系采用了Laredj等提出的一种简单方法.通过使用该TＧHＧMＧC
模拟方法,对膨润土缓冲区的膨胀性进行了研究,评价了离子浓度对膨胀压力的影响效应,并对化学

场与应力场之间的耦合作用过程进行了讨论,提出未来将在微观结构层面实现化学过程与应力过程

的连结.

图１　TOUGHREACTＧFLAC３D计算程序框架

根据以上介绍,可大致总结出放射性核素迁移多场耦合模型研究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发展方向:
第一,多场耦合模型应用研究的地域性特点逐渐突出,且研究对象(如迁移区域、岩体类型、起主导作

用的化学种态或作用场等)逐渐细致,这是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库的选址设计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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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来源的实验背景相适应的,这使多场耦合模型的应用研究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第二,T、H、

M、C各个场的作用发生在微观或宏观等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为探究处于不同空间作用尺度上的场之

间的耦合作用机理,部分多场耦合模型研究正在开展微观尺度到宏观尺度、简化模型到复杂模型的联

系和扩展工作;第三,在多场耦合模型的求解与程序模拟实现上,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数值方法和程序

实现的新思路.
除以上介绍的TＧHＧMＧC多场耦合模型外,核素在远场中迁移主要考虑 H、C两场耦合的反应性

运移模型也是近年来研究活跃、成果丰富的领域方向[２０],计划在下一步工作中对近年来反应性运移模

型的新进展进行综述评价;某些环境条件下,可能存在TＧHＧMＧCＧB五场耦合作用,目前该方向存在一

些相关的实验研究,而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７,１１].

表１　参与DECOVALEX项目的研究机构、模型程序及主要差异

研究

机构
程序

物理Ｇ化学模型

T、H、M相关模型 地球化学模型
石英岩矿物成分 模型建立方法

BGR/UFZ
(德国)

CAS
(中国)

ICL
(英国)

Q
(英国)

TUL
(捷克)

UoE
(英国)

OpenGeoSys

EPCA

CSMP＋＋

QPAC

X２t

OpenGeoSys

均 采 用 了 比 较 一
致的公式形式,但
各 个 研 究 组 之 间
存在少许差异,如
采 用 了 不 同 的 半
经验修正因子、不
同 的 渗 透 性 与 应
力 孔 穴 开 度
(stressaperture)
关系表达式等等

———

简化的反应性
运移模型

简化的反应性
运移模型

完全的反应性
运移模型

简化的反应性
运移模型

反演法

取自Yasuhara
等的实验

取自Yasuhara
等的实验

其他来源

其他来源

取自Yasuhara
等的实验

其他来源

综合性模型

均一化模型,包括１D孔隙闭
合、运移、地球化学过程

综合性模型,包括２D弹性闭
合、流体流动、地球化学过程,
１D运移
均一化模型,包括０D孔隙闭
合、流体流动、运移、地球化学
过程
离散化模型,包括２D孔隙闭
合、流体流动、运移、地球化学
过程
综合性模型,包括２D孔隙闭
合和流体流动,２D半经验运移
过程,２D反演地球化学过程

２　结论及建议

在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研究中,核素迁移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放射性核素迁

移问题是在长时间尺度和大空间跨度条件下发生的温度场(T)、流体场(H)、应力场(M)、化学场(C)
乃至生物作用(B)等作用的多场耦合问题,化学场在该过程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放射性

核素迁移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应用发展起了多场耦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介绍国际上近年来放射性废

物地质处置中核素迁移问题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新进展,对相关领域的发展动向做了概括总结:１)在
建立多场耦合作用模型时,愈加重视化学过程的作用影响,迁移介质中因不同化学组分的地球化学过

程引入的非线性效应,将对核素迁移模拟产生较大影响;２)多场耦合模型应用研究的地域性特点逐渐

突出,研究对象逐渐细致,与不同国家和地区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库的选址设计及模型数据来源的实

验背景相适应;３)对多场耦合模型中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作用场间的耦合机理以及参数不均匀性带来

的数值稳定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包含了从机理模型建立到数值方法、程序实现等不同方面.
我国在放射性废物地质处置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放射性核素迁移的多场耦合模型研究方面,

主要工作仍集中于TＧHＧM三场耦合模型的建立和数值求解方法的研究,少有包含化学场在内的TＧ
HＧMＧC四场耦合模型,整体而言技术基础还比较零散薄弱,需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更强化、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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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多场耦合模型的建立和验证需要相关实验数据的支持,建议尽快开展原位实验研究,建立相

对完整的实验数据库,为模型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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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NuclideMigrationintheGeological

DisposalofRadioactiveWaste

XIEWenＧzhang,LIUChunＧyu,LINPeng,LIKunＧfeng,LIUXiaＧjie
(ChinaNuclearPowe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０３１,China)

Abstract:ThedisposalofhighＧleveland mediumＧlevelradioactive waste withlonglifeisan
importantanddifficultproblemintheradioactivewastemanagement．Sofar,ithasbeenwidely
acknowledgedthatthegeologicaldisposalisafeasiblewaytodealwiththeradioactivewaste．The
radionuclidemigrationisoneofthekeyscientificproblemstobesolvedinrelatedstudies．Itisa
multiＧfieldcouplingproblemwhichisinfluencedbythermal(T),hydraulic(H),mechanical(M),

chemical(C)aswellasbiological(B)effects,inwhichthechemicalfieldisofvitalimportance．
Duringthestudyprocessoftheradionuclidemigration,themultiＧfieldcouplingmethodhasbeen
appliedanddeveloped．ThepaperintroducedseveralnewprogressintheresearchareaofmultiＧfield
couplingmodelofthenuclidemigrationproblemandsummarizedthedevelopmenttrend:１)When
buildingamultiＧfieldcouplingmodel,moreattentionwaspaidtothechemicalprocesses;２)Adapt
tothesiteselectionanddesignofgeologicalrepositoriesindifferentcountriesandexperimental
conditionsofthedatausedinthemultiＧfieldcouplingmodel,localfeaturesoftheappliedstudywere
highlightedandstudyissuesbecamedetailed;３)Numerousworkwascarriedoutonthecoupling
mechanismoffieldsactingonvarioustemporalandspatialscales,togetherwiththenumerical
stabilityproblemcausedbytheparametricalheterogeneity,includingestablishingmechanismmodel,

improvingnumericalmethodsandsimulationcodes,etc．
Keywords:radioactivewaste;geologicaldisposal;nuclidemigration;multiＧfieldcoupling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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钍掺杂石墨烯的电子结构研究

陆春海１,２,高威男１,２,陈文凯３

(１．成都理工大学地学核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９;２．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

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５９;３．福州大学化学系,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摘要:在研究中,优化了钍在石墨烯中位置,并研究了嵌入能量与 Hubbard项、算法和泛函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些参数

会影响计算所得的总能等结果,但是对于嵌入能的影响很小.利用不同算法计算石墨烯的电子结构发现:LDA计算

获得的,略高于GGA方法获得的能隙值;钍在六元环中心势能最低.这一电子学性质为开展石墨烯的应用,提供了一

种利用锕系元素调节电子结构的方法,并为进一步的应用和物理现象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方向.

关键词:钍;石墨烯;电子结构;密度泛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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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涨落不允许任何二维晶体在有限温度下存在,因而理想的二维结构无法在非绝对零度稳

定存在,曾经是以前物理学家的共识.石墨烯(graphene)中的原子排列与石墨的单原子层相同,碳原

子以六元环呈蜂巢晶格排列构成单层二维晶体,相邻碳原子价电子以sp２杂化.因而,石墨烯一经问

世,其结构和性质立即震撼了凝聚态物理界,就很快地成了物理学界的宠儿.Graphene的结构非常

稳定,碳碳键仅为１．４２Å.纯石墨烯载流子具有恒定的１０６m/s的速度.纯石墨烯载能带呈零能隙,
对于低能量电子,在二维的六角形布里渊区的六个转角附近,能量—动量关系是线性关系.这引至电

子和空穴的有效质量都等于零.石墨烯拥有着这些其他纳米材料难以比拟的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
而且石墨烯可以进行化学改性进一步提升或者丰富性能[１],如石墨烯可以利用化学试剂在溶液中剥

离,形成单层氧化石墨烯[２].因而,它很快向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现在已经研究用石墨烯制备纳米

电子器件、超级电容器、生物电化学传感器、储氢材料等.
另外,锕系元素具有独特电子强关联效应,电子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许多新奇的物

理现象,如高温超导、庞磁电阻效应、金属－绝缘体转变、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量子相变和量子临界等

现象[３,４].强关联电子体系现在是材料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研究热点和难点.因而,探索具有５f电

子的锕系掺杂于独特的二维材料石墨烯时的物理性质变化,是个有趣的命题.在理论计算中,果然发

现锕系元素与石墨烯的作用有明显差别.本文报告了钍掺杂石墨烯时的电子结构变化.

　图１　吸附位示意图

计算使用的是基于平面波基矢的CASTEP软件包.所有的

计算都采用局域密度近似(LDA)、CAＧPZ交换关联函数.在计

算中采用的平面波截断能量是４５０eV,在结构优化,静态自洽计

算等时候K点的选取为８×８×１.为了使得石墨烯上下表面没

有相互作用,我们在建模时候,采用了Z方向１４Å的真空层.由

于锕系元素具有电子强关联效应,因而计算中采用 Hubbard项

进行校正,并对U 值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计算采用的模型见图１
所示,数字１、２、３分别对应桥位、中心位和顶位.研究发现:U 值

对于钍原子潜在吸附的位置无影响,对于吸附能的影响也很小

(不足０．１eV,具体计算公式和变化曲线见全文).综合考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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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文献报道等因素,在本文的吸附结构优化和电子结构计算中,U 值取２．５eV.
通过利用不同算法计算石墨烯的电子结构发现:(１)LDA计算获得的,略高于GGA方法获得的

能隙值;(２)采用GGA和不同的交换函数,石墨烯的能隙值在０．００１~０．００５eV之间.这些算法得到

钍的最佳吸附位置为图１所示的位置３,即为中心吸附.在研究中,优化了钍在石墨烯中的吸附位置,
并研究了吸附能量与Hubbard项、算法和泛函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些参数会影响计算所得的总能等

结果,但是对于吸附能的影响很小.
由于论文篇幅限制,本文介绍LDA＋PWC计算的结果.研究图２和图３分别为石墨烯和经过几

何优化后的的Th＠Graphene的能带结构,单纯的石墨烯存在很小的能隙,而吸附钍后电子能带发生

交叠,能隙消失;图４和图５的分波态密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２　石墨烯的能带结构

图３　Th＠Graphene的能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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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石墨烯

图５　Th＠Graphene的分波态密度

这一电子学性质为开展石墨烯的应用,提供了一种利用锕系元素调节电子结构的方法,并为进一

步的应用和物理现象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方向.本项目组已经在此基础上开展氧化、催化等现象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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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ElectronicStructureofThoriumDopedGraphene

LUChunＧhai１,２,GAOWeiＧnan１,２,CHENWenＧkai３
(１．SichuanKeyLaboratoryofAppliedNuclearTechniquesinGeosciences,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６１００５９;２．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KeyLaboratoryofSynergisticControlandJointRemediation
forSoilandWaterPollution,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Chengdu６１００５９;３．DepartmentofChemistry,

FuzhouUniversity,Fuzhou３５０１１６)

Abstract:Inthiswork,theembeddedpositionofthoriumingraphenewasoptimized．Meanwhile,

effectofHubbardterm,algorithmandfunctionalontheembeddedenergywasstudied,too．The
resultsshownthattheseparameterslittleaffectthecalculatedembeddingenergy．Usingdifferent
algorithmstocalculatetheelectronicstructureofgraphemeembeddedthorium,embeddedenergy
fromtheLDAcalculationisslightlyhigherthanthatfromtheGGAcalculation．Theembedded
energyisthelowestwhenthoriumatomlocatesinthecenterofsixmemberedring．Fordeveloping
applicationofgraphene,thiselectronicpropertiesofgrapheneprovidesamethodwhichusing
embeddedactinideatomtoadjusttheelectronicstructureofgraphene,andprovidesaninteresting
directionfortheresearchandapplicationofthesephysicalphenomena．
Keywords:Thorium;Graphene;Electronicstructure;Densityoffunctional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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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动力学及热力学研究

李　红１,２,潘　涛２,于　涛１,２

(１．东华理工大学省部共建核资源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２．东华理工大学核工程与地球物理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采用分光光度法研究了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IMRE)的吸附行为并且讨论了接触时间、温度、腐殖酸、离子

强度、pH等因素对吸附的影响.改性红壤采用XRD以及SEM 表征分析其组成成分及结构.热力学实验分别在２０

℃、３５℃、５０℃下进行.用Freundlich模型描述Th(Ⅳ)在天然红壤上的吸附过程,吸附等温线如图１所示.三个不同

温度下的Frueundlich吸附等温线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表明 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过程符合

Freundlich吸附模型.在２０℃到５０℃这一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吸附反应的分配系数也随之增大,说明了 Th
(Ⅳ)更多的由溶液向吸附剂迁移,升温对于此反应有促进作用.通过计算可以得出三个不同温度下的热力学函数的

值,结果表明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反应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同时也是吸热反应.

关键词:Th(Ⅳ);无机改性红壤;吸附;动力学;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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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在给我们提供能源和安全保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废物,在这些放射性废

物中、高放废物的体积仅占占各类废物总体积的３％,但其放射性活度却占各类放射性废物总活度的

９５％.锕系核素是高放废物的主要成分,其具有放射性强、半衰期长、生物毒性大和释热率高等特点.
锕系核素能够衰变释放出高能α粒子,同时生成新的次锕系核素[１３].由于福岛核事故的发生,锕系核

素的放射性生态相关性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问题之一[１４].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如钍矿的开采,核燃料

的再生产等都会富集锕系核素[１５].钍、铀同属锕系核素,其中钍是一种赋存在自然界中的天然放射性

元素,广泛分布在各种不同的地质环境中.其在地壳中的含量为０．０００６％,是铀含量的３倍[１６].四

价锕系核素具有毒性大放射性强且不易保持稳定的四价态等特点,不便于直接分析检测,而钍与锕系

核素具有相似的物理半径和理化性质,因此钍通常被当成四价锕系核素的化学类比物来进行研究.
其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钍的运用也将会越来越广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核专家发现了一种用

大份额钍作为核反应堆堆芯的简单方法,由于其比铀堆芯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于是近年来对钍基燃料

循环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中不难看出钍在核能利用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未来可以有效地补充铀资源的不足[１７Ｇ１８].随着核电发展对铀需求的不断增加,钍基燃料循环的研

发工作也将继续发展和完善,综上所述,如何从废水中取出钍离子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对于放射性废物的处理方式为固化掩埋,主要有水泥固化、沥青固化、塑料固化和玻璃固化,

固化后存放到专用处置场或放入深底层库处置使其与生物圈隔离.但其仍然有泄漏的危机,如遭遇

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放射性核素从包装容器中泄漏出来,随着热力和地下水流的作用向外扩散,所
以高放废物处置库的外层围岩便是防止这些放射性废物进入生物圈的最后一道屏障了,故而研究放

射性核素在岩石和土壤的吸附迁移规律,就成为选择地质处置方式的重要因素[３].
当前对高放废物处置库外层围岩的选择主要有两个方向,即花岗岩和黏土岩.与两者相对应吸

附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膨润土和红壤上,目前对于以膨润土为吸附剂的吸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国
内外对放射性核素在特定矿物和氧化物上的吸附行为的研究较多[４],而对于以红壤等黏土为吸附剂

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土壤中的黏土矿物是一种很好的吸附材料,可以吸附水溶液中放射性核素,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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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而且有着不错的吸附能力,蒙脱土、高岭土、碳酸钙和有机质是土壤和沉积物中

对钍具有吸附作用的矿物组分[５].我国南方广泛分布着红壤,性质黏重,透水性差,而黏土岩是高放

废物处置库围岩的重要选择.由于红壤本身吸附能力较弱,因此对其进行无机或有机改性以提高其

吸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常朋朋[６]以重金属离子Th(Ⅳ)和Ni(Ⅱ)为代表,研究了重金属离子在累托石上的吸附性能.考

察了pH、离子强度、富啡酸(FA)、胡敏酸(HA)、温度等因素对累托石吸附性能的影响.用SEM,FTＧ
IR,XPS等现代分析手段分析了重金属离子与累托石上的相互作用.范桥辉[７]采用静态批式吸附法

与微观表征相结合研究凹凸棒石黏土与作放射性核素Eu(Ⅲ)、Th(Ⅳ)和重金属离子Pb(Ⅱ)、Ni(Ⅱ)
在凹凸棒石上吸附机理和模式.王所伟[８]采用高庙子膨润土研究了重金属离子Pb(Ⅱ)和放射性核

素Th(Ⅳ)的吸附行为性能及其机理.
兰叶[９]等人研究发现,铝土矿浮选尾矿经FeCl３ 改性后,对络酸根离子的吸附能力大大提高.铝

土矿经铁盐改造后,Fe(OH)２＋和Fe(OH)＋２ 在矿物表面产生了吸附,使得改性后尾矿的比表面积和

等电位点增大.项学敏[１０]等人也曾以FeCl３ 为原料制备了水和氧化铁吸附材料,并且研究了其对磷

酸根的吸附Ｇ解析性能,其吸附动力学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吸附等温线符合Langmuir模型,具有

很大的应用潜力.杨磊[１１]等人对污泥活性炭添加FeCl３ 改性,用以吸附模拟废水中的Cu２＋取得了良

好效果.张中杰[１２]等人以FeCl３ 为原料,采用浸渍法获得了载铁活性炭,并且考察了载铁活性炭对水

中砷的去除能力及影响因素,并对吸附过程进行了等温吸附模型以及动力学的模拟,结果表明,载铁

活性炭对砷的去除效果优于活性炭.

２０１１年,祝荣华[１３]用FeCl３ 对红壤进行改性,将得到的改性红壤作为吸附剂用于对磷的吸附去

除研究.实验表明,改性红壤对磷酸根有显著的吸附作用,３５℃时的最大吸附容量为４２８．４mg/g.
众多研究表明,铁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吸附剂改性材料,有着良好的利用潜力.本章用FeCl３ 对

天然红壤进行无机改性,并研究了改性后的材料对Th(Ⅳ)的吸附性能.研究了温度,pH、共存离子、
反应时间、初始Th(Ⅳ)对吸附的影响,此外还对吸附动力学及热力学过程进行了研究.

１　吸附前后样品的表征

１．１　SEM

图１所示的是天然红壤的SEM的表征图像.从图中可以看出天然红壤(a)表面以层片状结构为

主,存在大量的孔隙结构,其层片状结构直径在０．１~２μm.经过FeCl３ 改性后的红壤其表面更粗糙.

Fig．１　SEMmicrographsofNRE(a)andIMRE

１．２　XRD及FTＧIR

图２所示的是天然红壤的X射线衍射分析图.由图２可见,无机改性红壤样品的矿物组成主要

成分为高岭土和石英,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三水铝石、蒙脱石、钛铁矿等.吸附前后峰的位置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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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表面吸附过程并未改变红壤的组成.

Fig．２　XRDpatternsofIMRE(a)andIMREＧTh(Ⅳ)(b)

２　实验结果分析

２．１　pH及离子强度的影响

Fig．３　SorptionofTh(Ⅳ)onIMREasfunctionofpHandionicstrength．

T＝(２５±１)℃,m/V＝０．０２g/L．CTh(Ⅳ)initial＝８．６×１０－５mol/L

由图３可知,pH对于无机改性红壤吸附Th(Ⅳ)有很大的影响.Th(Ⅳ)在改性红壤上的吸附率

随pH的增大而大,但在pH＜４时吸附率变化趋势较为平缓,在pH＞４时吸附率随pH增大的趋势

也有所增大,在碱性条件下吸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一方面,这种变化趋势与Th(Ⅳ)在水中

的水解和不同酸碱度环境中的存在形式有关,在碱性条件下,随着pH的增大,越来越多的Th(Ⅳ)形
成胶状的Th(OH)４ 沉淀,使得碱性条件下的吸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与Fe３＋

在水溶液中的水解平衡反应也有一定关系.铁离子及其水解产物会在矿物表面产生吸附,从而对矿

物表面的电位产生影响.在水溶液中,三价铁离子可能发生以下水解反应:

Fe３＋＋H２OFeOH２＋＋H＋

４６



FeOH２＋＋H２OFe(OH)＋２ ＋H＋

Fe(OH)２＋＋H２OFe(OH)３＋H＋

经过铁盐改性后,Fe(OH)２＋和Fe(OH)＋２ 在矿物表面产生了吸附,使得改性后红壤的比表面积

增大和等电点增大.而pH的增大,有利于Fe３＋在水溶液中的水解反应向正方向进行,因此使得吸附

率增大.

２．２　不同离子强度对吸附的影响

不同离子对于吸附过程的影响如图４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在反应体系中所含有的离子浓度

不同时,吸附百分数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由此可见,离子强度对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吸附过程

也有影响,但是影响十分微弱.在碱性条件下,吸附率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且此时在不同离

子存在的环境下,吸附率几乎相等.

Fig．４　EffectofdifferentionsonthesorptionofTh(Ⅳ)onIMRE．

T＝(２５±１)℃,m/V＝０．０２g/L．CTh(Ⅳ)initial＝８．６×１０－５mol/L．

２．３　腐殖酸对吸附的影响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在酸性条件下,腐殖酸对吸附具有促进作用.由于腐殖质会在带正电的黏土

表面形成发生很强的吸附作用,因此增强了金属离子在矿物表面的吸附.在碱性条件下,腐殖酸对天

然红壤的吸附有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在碱性条件下,腐殖酸与带负电的黏土表面产生了静电排斥作

用,腐殖质游离在液相中,与金属离子形成络合物造成的.

Fig．５　EffectofHumicacidonthesorptionofTh(Ⅳ)toIMREasfunctionofpHvalues．

T＝(２５±１)℃,m/V＝０．０２g/L．CTh(Ⅳ)initial＝８．６×１０－５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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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接触时间的影响

以３５℃时的吸附过程为例,接触时间对无机改性红壤吸附Th(Ⅳ)的影响如图６(a)所示.可以

看出,吸附率随着时间的延长总体呈增加趋势.１２h后,反应基本达到平衡,达到平衡的时间较长,且
在吸附反应发生较短时间内,吸附率先持续上升,而后又有所下降,因而出现了图中所示的最高点,这
说明了天然红壤吸附Th(Ⅳ)这样吸附过程包括了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两个过程开始是物理吸附,当
反应时间逐渐增大时,吸附在红壤表面的Th(Ⅳ)逐渐解析了下来,后期以化学吸附为主.

将Th(Ⅳ)在天然红壤上的吸附动力学方程用准二级动力学方程行模拟,结果如图６(b)所示,其
线性相关系数接近于１,这表明了准二级速率方程能能很好的反映Th(Ⅳ)在天然红壤上的吸附动力

学过程.

　
Fig．６　SorptionofTh(Ⅳ)asfunctionofcontacttime(a)andthepseudoＧsecondＧorderkineticofTh(Ⅳ)

sorption(b)onIMRE．pH＝４±０．０５,m/V＝０．０２g/L．CTh(Ⅳ)initial＝８．６×１０－５mol/L．

２．５　吸附热力学研究

用Langmuir吸附等温线对吸附反应实验中得到的数据进行拟合,如图７所示,拟合等温线的相

关系数R２ 分别为０．９４８、０．８９２、０．８５４.

Fig．７　LangmiurisothermsforTh(Ⅳ)sorptiononIMREatthreedifferenttemperatures．

pH＝４±０．０５,m/V＝０．０２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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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７中可以看出,随着液相中Th(Ⅳ)平衡浓度的增加,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量呈

逐渐增大的趋势.随着温度的升高,吸附等温线的位置不断降低,即随着温度的升高,Ce/Cs 的值不断

减小,这一现象表明高温下Th(Ⅳ)在固相的分布更多,也就是说高温有利于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

上的吸附反应的进行.

由④式ce

cs
＝ １

csmax
×ce＋ １

bcsmax
可计算得出Langmiur吸附等温式中的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Langmuir吸附等温线参数

T/K
Langmiurparameters

Csmax b R２

２９３．１５K ０．６８８５×１０－３ １．４４０２×１０４ ０．９４８

３０８．１５K １．４９２×１０－３ ９．７１６×１０４ ０．８９２

３２３．１５K ２．７７１×１０－３ ３．２１６１×１０４ ０．８５４

Fig．８　FreundlichisothermsforTh(Ⅳ)sorptiononnaturalredearthatthreedifferenttemperatures．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Frueundlich吸附等温线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表明Th(Ⅳ)在天然红

壤上的吸附过程符合Freundlich吸附模型.

表２　无机改性红壤Freundlich吸附等温线的参数

T/K
Freundlichparameters

R２ a(mol１－ng－１Ln) n

２９３．１５K ０．９４２６ ０．７９０３ ０．７８７３

３０８．１５K ０．９２５７ ０．６２７２ ０．７３０１

３２３．１５K ０．９２７２ ２．２０４３ ０．７１０８

由式②可知,以CS 对Ce 做直线图,其斜率即为Kd的值.通过作图并计算,得出在T＝２０℃、

３５℃、５０℃时,它们的分配系数分别等于５７９８ml/g、７０３５ml/g、１８０４１ml/g.在２０℃到５０℃这一

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吸附反应的分配系数也随之增大,说明了Th(Ⅳ)更多的由溶液向吸附剂迁

移,同时也证明了升温对于此吸附反应有促进作用,并且温度越高,促进越明显.这与Langmuir模型

中得出的结论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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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⑥⑦⑧三式可以算出Th(Ⅳ)在天然红壤上的吸附反应的热力学函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热力学函数

T/K ΔG０/(kJ/mol) ΔS０/(J/K/mol) ΔH０/(kJ/mol)

２９３．１５ －２１．１２ １７３．６６ ２９．７９

３０８．１５ －２２．７０ １７３．６６ ３０．８１

３２３．１５ －２６．３３ １７３．６６ ２９．７９

从表３中,不难看出.在温度为２０℃、３５℃、５０℃这三个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吸附反应的吉布斯

自由能变(ΔG０)的值均为负值,因此,可以得出,在实验条件下,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反应

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随着温度的升高,吉布斯自由能的绝对值呈增大的趋势,这表明温度的升高,对
于吸附反应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在三个不同的反应温度下的标准熵变即

ΔH０(kJ/mol)的值均为正值,由此可以知道,Th(Ⅳ)在无机改性红壤上的吸附过程是一个吸热过程,
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吸附反应是一个自发的反应.

结论:

(１)在pH边界实验中,改性红壤对于Th(Ⅳ)的吸附在震荡１２h左右达到吸附平衡.pH对于改

性红壤吸附Th(Ⅳ)有很大影响,且吸附率随pH的增高而增高.
(２)在低浓度时,离子强度对改性红壤吸附Th(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高浓度时有较大影响,

能使红壤对Th(Ⅳ)的吸附在低pH时达到吸附平衡.
(３)锂离子、钙离子、钾离子对于改性红壤吸附Th(Ⅳ)的吸附曲线大致相仿,钠离子在４＜pH＜

１１时对于改性红壤吸附Th(Ⅳ)的影响弱于其他三种离子.
(４)腐殖酸(HA)对改性红壤吸附Th(Ⅳ)的影响比较显著,在pH＜４与pH＞８时高浓度的腐殖

酸(HA)抑制改性红壤吸附Th(Ⅳ);而低浓度的腐殖酸(HA)对于改性红壤吸附Th(Ⅳ)起促进作用.
(５)改性红壤吸附Th(Ⅳ)受到吸附质浓度的影响,随着吸附质浓度的增大,改性红壤对于 Th

(Ⅳ)的吸附率减小.Kd值随吸附质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６)吸附率受接触时间的影响.在一定时间内随接触时间的增长而增加直到达到吸附平衡,但在

吸附平衡前吸附率会有小幅波动,且温度越高对于吸附率的影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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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ticandThermodynamicStudyofTh(Ⅳ)
SorptiononIMRE

LIHong１,２,PANTao２,YUTao１,２
(１．StateKeyLaboratoryBreedingBaseofNuclearResourcesandEnvironment,EastChinaUniversityof
Technology,Nanchang,３３００１３,China;２．SchoolofNuclearEngineeringandGeophysics,EastChina

UniversityofTechnology,Nanchang,３３００１３,China)

Abstract:SorptionofTh(Ⅳ)oninorganicmodifiedredearth(IMRE)asafunctionofcontacttime,

pHvalues,ionicstrength,humicacid (HA)andtemperaturewasinvestigatedunderambient
conditions with spectrophotometry．Analyzing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IMRE by
characterizeditwithXRDandSEM．TheFreundlichadsorptionmodelcandescribetheadsorption
processofTh(Ⅳ)onIMREwell．ThethermodynamicparametersofTh(Ⅳ)adsorptionatdifferent
temperaturessuggestedthattheprocessofadsorptionofTh(Ⅳ)onIMREisaspontaneousprocess,

andisaendothermicreaction．
Keywords:Inorganicmodificatedredearth;Th(Ⅳ);Adsorption;Kinetic;Thermodynamic

９６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高效去除核电站废水中铯的钛酸盐纳米材料制备

刘德军,付　静,张　蓉,罗　田,马　宁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要:放射性Cs是铀裂变产物,核电站在发生意外时,可以很容易地溶解在水中,如切尔诺贝利、三哩岛、日本福岛核

反应堆事故,其中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Cs在核电站地下水中的浓度超标近万倍.钛酸盐纳米材料对放射性阳离

子(如Cs＋)的吸附能力非常强;更为重要的是该材料包容的放射性离子可以被紧紧地包容在纳米管或纳米纤维而不

会发生可逆吸附,因此可以被安全的固定.另外该材料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热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等,不溶于水.

最大限度的降低核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废物最小化.

本研究通过水热法制备钛酸盐纳米管或纳米纤维材料;进行纳米材料去除Cs的化学动力学研究,确定达到最大

吸附量所需要的时间;研究废水溶液的pH、共存离子的类型、共存离子的浓度对钛酸盐纳米材料去除废水中Cs的影

响,确定Cs的最佳吸附条件和最佳废水处理条件;获得Cs＋ 在纳米材料上的吸附边界曲线、吸附等温线和最大吸附

量;同时以１３７Cs为示踪剂进行了热验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根据获得最佳吸附条件,可以使１克材料对０．０１t废水中

Cs的去除率达到９８％以上.

关键词:制备;钛酸盐;１３７Cs;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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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在放射性“三废”中,放射性废水所含的放射性总量占原态放射性废物总量的比例相当大,包括核

电站正常工况运行时产生的放射性废水,以及核燃料后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高放废液等,因此对其处理

尤其应当重视.１３７Cs在发生意外时,可以很容易地溶解在水中,如切尔诺贝利、三哩岛、日本福岛核反

应堆事故;而１３７Cs也是高放废液中最主要的高释热、长寿命、高放射性核素,对于高放废物的处理处

置有直接的影响,严重威胁环境安全.因此铯离子的去除对于核电站废水的净化以及高放废液的减

容和固化非常必要.
目前世界上处理放射性废液主要采用无机离子交换剂,如天然存在的黏土和沸石,作为无机阳离

子交换材料,已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放射性废水进行处理.与有机离子交换剂相比,无机离子交换剂

辐射稳定性强,耐热,机械性能良好,离子交换过程效率高,易控制,且选择性高等优点.然而研究发

现,人工合成的某些氧化物或盐类对水中放射性阳离子(如Cs＋)的选择性和效果远远优于天然材料,
例如无机离子交换剂二氧化钛就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放射性废水处理材料.已有研究发现１g二氧

化钛最多可以去除０．０１t废水中大约９９％的１５２Eu和２２８Th,溶液的pH和废水中阴阳离子的组成对废

水中放射性核素的去除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含钛纳米材料独特的性能,目前在放射性废水处理

研究中更加收到相当大的关注.研究人员最近发现用特殊方法研制的钛酸盐纳米材料可以有效地净

化核电站废水中的Cs＋和I－.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试剂

二氧化钛,CsCl,无水乙醇(分析纯)购于国药化学试剂有限公司,NaOH,HCl,HNO３,KNO３ 等

购于西陇化工有限公司.除特别标明,其余各种试剂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０７



２．２　仪器

原子吸收光谱仪(AAS)和原子发射光谱仪(ICP)用于测量水相Cs离子浓度,用γ计数仪或者低

本底液闪谱仪测量热验证试验水相中１３７Cs的活度.JEOL２００CX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microscope,TEM),HITACHISＧ５５００ 场 发 射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e,SEM),用于分析TNTs的形貌和微观结构.

２．３　实验方法

TNTs的合成:TNTs采用水热法合成.准确称量一定量 TiO２ 粉于水热反应釜中,然后分别加

入一定浓度和体积的NaOH溶液,混合均匀后置于烘箱中加热至指定温度,分别反应２~４８h.反应

完自然冷却到室温,将生成的白色固体用去离子水洗,在真空干燥箱中干燥,研细即得到TNTs.

TEM分析:将一定质量的待测样品粉末分散于无水乙醇中,超声３０min至均匀,滴加分散的样

品到铜网支撑的镀碳膜微栅上,干燥后采用透射电镜分析,工作电压为２００kV.

SEM分析:将一定质量的待测样品粉末分散于无水乙醇中,超声３０min至均匀,滴加分散的样品到

硅片上,用导电胶将硅片样品粘于样品台上,干燥后镀碳膜５min,在５kV电压下进行扫描电镜分析.

TNTs对Cs的吸附实验:准确取１mlTNT悬浮液(固液比为１５mg/ml)于１０ml离心管中,加
入配制好的CsCl溶液７ml.２５℃恒温振荡２h,振荡速度为３００r/min.取上清液过膜后(滤膜孔径

为０．４５μm),采用原子吸收光谱仪(AAS)、原子发射光谱仪(ICP)用于测量水相Cs离子浓度,用γ计

数仪或者低本底液闪谱仪测量热验证试验水相中１３７Cs的活度,获得吸附后上清液中剩余Cs＋的浓度.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TNTs的SEM 和TEM 表征

对不同条件下之制备的产品以及原料TiO２ 进行了SEM 和TEM 的电镜表征,表征结果如图１
所示.从图１(a)可以看出,原料TiO２ 是一类平均长约１００nm的类立方体颗粒,表面光滑.经过

８０℃,４８h的水热反应后,从图１(b)中可以看到,大部分TiO２ 颗粒已经转变为片层状结构,存在一定

的棒状结构,部分还包裹着未完全反应的TiO２ 颗粒.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体系中的棒状结构明显

增多,长度逐渐变长,分散性越来越好(图１(c)~１(e)),但当温度达到１８０℃时,体系出现了明显片层

结构和棒状结构的团聚体(图１(f)),这可能是由于高温长时间反应,导致的钛酸盐纳米材料的烧结

所致.

图１　原料TiO２ 和TNTs的扫描电镜表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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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为不同条件下制备的TNTs以及原料TiO２ 的TEM 表征图.从TEM 图中我们能明显的

观察到TNTs为多层纳米管结构.图２(a)为原料TiO２,为典型的晶体结构.从图２(b)中可以推测,
在８０℃,４８h的水热反应过程中,TiO２ 由单晶转变为层状结构,进而逐渐形成纳米管,图中的黑点应

为未完全反应完的TiO２ 颗粒.

图２　原料TiO２ 和TNTs的透射电镜表征图

图２(c)可以明显看到,当温度升高到１００℃时,体系中已经大部分形成了多层纳米管,其中还有

部分片层状结构.当温度继续升高,１２０℃,１５０℃时,体系中已经基本全部都是多层纳米管,从图２
(d)、图２(e)中可以看到,此温度下合成的TNTs为多层纳米管结构.

随着反应温度的继续升高,当温度达到１８０℃时,我们又能从电镜照片中发现纳米管与层片状结

构共存的形貌(图２(f)),推测随着温度的升高,TiO２ 颗粒在浓NaOH的作用下,先转变为片层状结

构,然后形成多层纳米管,随后多层纳米管又逐渐展开和团聚.

３．２　吸附动力学

吸附动力学实验,选用在１５０℃,４８h条件下得到的TNTs样品进行实验.TNTs对Cs＋的吸附

动力学如图３所示.从图中可知,在水相中无外加酸的条件下,TNTs对Cs＋的吸附速率非常快.反

应５min即达到吸附容量７６．４３mg/g,在２０min时即达到吸附平衡.

图３　TNTs对Cs＋的吸附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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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pH对Cs吸附的影响

溶液pH对Cs＋吸附的影响,我们选用在１２０℃和１５０℃,４８h条件下得到的TNTs样品进行实

验.如图４所示,溶液pH对Cs＋的吸附影响显著.在低pH条件下,TNTs对Cs＋的吸附容量显著

低于高pH条件,溶液中pH达到３以后,吸附逐渐达到平衡.由此可见,TNTs对Cs＋的吸附更适于

在pH＞３的条件下进行.

图４　pH对Cs＋在TNTs上吸附的影响

３．４　TNTs吸附Cs的吸附等温线实验

配制不同浓度的CsCl溶液,将一定量的Cs溶液与水和１ml钛酸盐纳米材料悬浊液混合(固液

比为１５mg/ml左右),最终体积为７ml,同时做平行样,震荡３０min,离心,稀释一定倍数后用ICP或

者 MS测量.结果如图５所示,发现TNTs对Cs的吸附符合线性吸附.

　
图５　TNTs对Cs的吸附等温线

３．５　离子强度对TNTs吸附Cs影响

取０．００５mol/LNaNO３/KNO３/Ca(NO３)２/Mg(NO３)２５．８ml和２００μl３５０ppmCsNO３以及

１ml１５０度制备的钛酸盐纳米材料悬浮液(固液比同前),震荡３０min,离心,０．２２um过滤(Cs的起始

浓度为１０ppm),实验结果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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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离子强度对TNTs吸附Cs影响

３．６　离子强度对TNTs吸附１３７Cs影响的热验证

实验发现,TNTs吸附１３７Cs与冷试验结果基本一致,本文仅列举了离子强度对TNTs吸附１３７Cs
影响的热验证作为实例.取不同浓度 NaNO３/KNO３/Ca(NO３)２/Mg(NO３)２６ml＋１００μl活度为

４００００Bq/ml的１３７Cs(CsCl)溶液和１ml钛酸盐纳米材料悬浊液混合(固液比同前),最终体积为

７．１ml,并做平行样,震荡３０min,离心,０．２２μm过滤,用γ计数仪测量,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离子强度对TNTs吸附１３７Cs影响的热验证

３．７　TNTs吸附１３７Cs的大容量热验证

取一定量活度为４００００Bq/ml的１３７Cs(CsCl)溶液、一定量水和０．４ml钛酸盐纳米材料悬浊液混

合(固液比同前),并做平行样,最终体积为５０ml,震荡３０min,离心,０．２２μm过滤,用γ计数仪或者

低本底液闪谱仪测量.结果如表１所示.大容量热验证试验表明,当１３７Cs起 始 活 度 较 低 时

(２０Bq/ml),１g钛酸盐纳米材料最多可以去除０．０１t废水中大约９８％的１３７Cs.

表１　TNTs吸附１３７Cs的大容量热验证

Cs起始活度/(Bq/ml) Cs平衡活度/(Bq/ml) 去除率/％ 吸附容量/(Bq/g)

８０．８１ ３．６７ ９５．４６ ６５０３３３．８１

８０．８１ ３．６７ ９５．４６ ６５０３３３．８１

４７



续表

Cs起始活度/(Bq/ml) Cs平衡活度/(Bq/ml) 去除率/％ 吸附容量/(Bq/g)

６０．６４ ２．３３ ９６．１５ ４９１２７２．９６

６０．６４ ３．００ ９５．０５ ４８５６５５．５３

４０．４４ ２．００ ９５．０６ ３２３７７８．８７

４０．４４ １．３３ ９６．７０ ３２９３９３．４６

２０．２３ ０．５０ ９７．５１ １６６０６７．４４

２０．２３ ０．６５ ９６．８１ １６４８７４．９４

２８．４０ ０．４１ ９８．５５ ８００９２．３１

通过合成实验、吸附实验以及表征测试等一系列的实验工作,我们初步掌握了钛酸盐纳米材料的

制备和吸附的最佳条件,确定了TiO２ 纳米材料合适的制备工艺和条件,获得了TiO２ 纳米材料对Cs
吸附的影响因素,并且得到了模拟放射性废水中Cs的冷吸附试验结果和热验证结果.

ThePreparationofTitanateNanoＧmaterialsRemoving
Efficiently１３７CsfromWasteWaterinNuclearPowerPlants

LIUDeＧjun,FUJing,ZHANGRong,LUOTian,MANing

Abstract:１３７Cs,theradioactivefissionproductsofuranium,canbeeasilydissolvedinwaterduringaccidentof
nuclearpowerplant,suchasChernobyl,ThreeMileIsland,Fukushimaaccidents．TheconcentrationofCsinthe

groundwateraroundthenuclearpowerplantexceededthestandardvaluealmost１００００timesaftertheFukushima
accident．TheadsorptioncapacityofTitanatenanoＧmaterialsforradioactivecation(Cs＋)isverystrong．Moreover,

theradioactiveioncanbetightlycontainedinthenanotubesornanofiberswithoutreversibleadsorptionanditcansafely
befixed．Inaddition,thenanoＧmaterialhasgoodchemicalstability,thermalstabilityandmechanicalstabilityto
minimizetheenvironmentalimpactofnuclearwasteandwastevolume．

Thepreparationoftitanatenanotubesornanofiberswasstudiedbyhydrothermalmethodsandchemicalkineticsof
removalofCsbynanoＧmaterialswasobtained．Theadsorptiontimewithmaximumadsorptioncapacityandtheeffects
ofpH,coexistingionconcentrationandtheoptimumadsorptionconditionsontheremovalofCsbytitanatenanoＧ
materialswerealsoobtained．Theadsorptionboundarycurves,adsorptionisothermandthemaximumadsorption
capacityof１３７CsastraceronthenanoＧmaterialswerestudiedintheresearch．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
removalrateof１３７Csin０．０１tonsofwastewaterwithonly１gramnanoＧmaterialscouldreachabove９８％,accordingto
theoptimumadsorptionconditions．

Keywords:Preparation;Titanate;１３７Cs;Rem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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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１２３IＧOxLDLＧAb显像研究

刘子华１,樊彩云１,李凤林１,王　跃１,邓新荣１,徐燕华２

(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２．成都华神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２５)

摘要:本工作首先制备了放化纯大于９５％的１２３IＧOxLDLＧAb,然后对制备的１２３IＧOxLDLＧAb进行了活体动物斑块显像

研究,即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SPECT显像;并对病变血管进行了离体显像以及病理切片观察,以确定粥样硬化模型

的可靠性.获得了１２３IＧOxLDLＧAb在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斑块处的体内靶向性数据,显像结果显示注射后４h斑块处

有高吸收,显示１２３IＧOxLDLＧAb具有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显像剂的潜力.

关键词: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单克隆抗体;动脉粥样硬化;１２３I;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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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属于慢性炎症疾病,发病机制十分复杂[１Ｇ４].目前的检测方法多种多样,有血管内

超声显像、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５,６]、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等方法[７Ｇ９],这些方法各有利弊[１０]:多数诊断方法与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无直接对应性;介入性诊断结

果准确,检查风险大,费用高.
抗体因为其高特异性,广泛的应用到疾病的靶向诊治中;放射性核素因其检查的高灵敏度及无创

的诊疗优点[１１,１２],越来越多应用到疾病的检查中;放射性核素标记的抗体同时具备了靶向性好、灵敏

度高及检查方便的特点,在临床上应用前景广阔.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的抗体对动脉粥样硬化进行检

查将为其早期诊断方案提供一种新途径[１３].
目前学术界公认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lowＧdensitylipoprotein,OxLDL)在动脉粥样硬化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１４,１５].OxLDLＧAb是一类以OxLDL作为抗原诱发自身机体免疫应

答产生的抗体,针对不同位点的抗原决定簇产生的OxLDLＧAb也不同[１６].OxLDLＧAb与动脉粥样化

关系的研究表明患者体内OxLDLＧAb滴度与OxLDL的比值越高,动脉粥样硬化越趋于稳定,心脑血

管疾病发生的危险性降低[１７],这可能与它对OxLDL的特异亲和性相关.疾病因子OxLDL在AS斑

块处有异常浓集,根据OxLDLＧAb与OxLDL特异性结合的特点,用OxLDLＧAb将放射性核素载带

到早期病灶Ｇ靶点,获取核素的放射性图像,有望直观显示AS病变部位和病变程度,实现AS的早期

诊断.此前,本课题组曾对IgM 型 OxLDLＧAb[１８]进行了１２５I核素的标记和动物体内分布的研

究[１９,２０],本论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１２３I的标记研究,对制备的１２３IＧOxLDLＧAb进行兔动脉粥样硬

化模型的SPECT显像研究,并对病变血管进行离体显像,随后对病变斑块进行病理切片和染色观察

以确认模型的准确性,为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和材料

ARＧ２０００放射性薄层扫描仪,美国;RM９０５a活度计,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AGBP２１１D型电子天

平,德国Sartorius公司.

OxLDLＧAb,成都华神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Na１２３I溶液,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牛血清白蛋

白(bovineserumalbumin,BSA),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北京有限公司;SephadexGＧ２５M凝胶过滤预装柱

(PreＧpackeddisposablePDＧ１０,PDＧ１０),瑞典 AmershamBioscience公司;UFC５１００９６型超滤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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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pore公司.兔模型:健康雄性,体重２．５~３．０kg,１６~１８周龄,北京永欣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１２３IＧOxLDLＧAb的制备

取新制备的Iodogen(４０μg)管１支,加入新制备的抗体OxLDLＧAb６００μg(１８０μl)和新制备的

PB５８０μl(pH７．４,０．２mol/ml),混合均匀后加入１２３I８mCi(２４０μl).反应８min后停止反应,移出

反应液,静止１０min后进行分离.
用凝胶过滤色谱法对标记产物进行分离:首先取PDＧ１０柱,用剪刀移去下端封口,使流速保持在

１０~２０滴/min.依次用２４~３２ml纯水、２４~３２mlPBS(０．１mol/L,pH＝７．４,含BSA０．０１％)、２ml
BSA(２％)和２４~３２mlPBS(０．１mol/L,pH＝７．４,含BSA０．０１％)淋洗色谱柱,备用.然后将标记

反应混合液移至柱层上方整中央,用PBS(０．１mol/L,pH＝７．４,含BSA０．０１％)淋洗,前２．５ml弃

去,２．５~６ml收集为纯化的１２３IＧOxLDLＧAb.
用纸色谱法测定标记率和放化纯:将纯化前的反应液和纯化后的产物分别点样于 Whatman

No．１试纸,用８５％的甲醇Ｇ水体系展开,用ARＧ２０００放射性薄层扫描仪测定标记率和放化纯.

１．３　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显像实验

将SPECT参数调为１２０keV,１５０mA/s,矩阵１２８×１２８,准备数据采集.通过套管针耳缘静脉

注射１ml/kg剂量的１％戊巴比妥溶液进行麻醉,注射放射性化学纯度为９５．１％的２ml１２３IＧOxLDLＧ
Ab(１．６mCi/ml),注射后从７０min开始进行数据采集,断层扫描每次２０min.采集前缓慢推入约

１ml/kg剂量的１％戊巴比妥溶液至兔刚好麻醉,将麻醉的兔模型仰面朝上,头朝里固定到显像床上,
调整好位置.

１．４　解剖和血管离体显像

显像结束后将兔从显像床上取下,补充注射麻醉剂至瞳孔放大,检查心跳,待兔死后将其仰面放

到解剖台上进行解剖,小心分离出腹主动脉,两端至分叉处;用止血钳固定上端,剪下这段腹主动脉,
约１０cm长,剖开血管,将血管壁摊平,用生理盐水清洗后置于显像床上进行显像.

１．５　病理切片

显像后将血管置于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至无放射性,然后做病理染色切片.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１２３IＧOxLDLＧAb的制备

经纸色谱法测定标记率和放化纯分别为７９．０％和９５．１％,ARＧ２０００放射性薄层扫描仪测定放化

纯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２３IＧOxLDLＧAb的放化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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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兔模型显像

图２(a)为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CT断层扫描图,经调节方向可见腹主动脉中心定位于十字线

交叉点,腹主动脉见黑圈内;图２(b)为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SPECT显像图,虽然

右下方的红亮光对腹主动脉显像有影响,但在腹主动脉的位置隐约可辨有长条型红亮光,为兔腹主动

脉１２３IＧOxLDLＧAb的SPECT显像图;图２(c)为SPECT/CT融合图,腹主动脉位置和红亮光相重合,
初步表明１２３IＧOxLDLＧAb在病灶部位有浓集.

图２　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SPECT/CT图像

图３为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兔的平面显像图,兔腹主动脉部位如黄圈所示,为粥

样硬化局部病灶部位,有明显的长条状高摄取区域,表明１２３IＧOxLDLＧAb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有明

显浓集,有望成为用于早期诊断脉粥样硬化的显像剂.

图３　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平面显像图

２．３　离体血管显像

图４中显示的血管为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的离体腹主动脉照片,为手术损伤部位,可见血管表面

有突起、损伤等,手摸可感觉到凹凸不平的斑块.将模型兔的此段血管纵面剖开,用生理盐水清洗干

净进行γ显像实验,结果显示腹主动脉斑块处有明显放射性浓集(见图５),斑块边界清晰,形状清楚肉

眼可辨,进一步证实了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斑块的靶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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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兔的腹主动脉(斑块)

　

图５　１２３IＧOxLDLＧAb在兔动脉粥样硬化

模型腹主动脉离体显像图

２．４　病理切片

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腹主动脉血管病理切片染色图(见图６)显示血管壁有细胞增生及泡沫细胞,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明显,在病理上肯定了该兔模型为成熟的动脉粥样硬化模型.

图６　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病灶处的病理切片染色图

３　结论

本论文用制备的１２３IＧOxLDLＧAb对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进行了SPECT显像研究;虽然１２３IＧ
OxLDLＧAb在模型体内断层显像的结果不够典型,但模型体内平面显像和腹主动脉离体显像都证明

了其在病变斑块的靶向性.初步实验研究表明１２３IＧOxLDLＧAb在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体内有一定的

靶向性,有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早期诊断药物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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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agingStudyof１２３IＧOxLDLＧAbin
RabbitModelsofAtherosclerotsis

LIUZiＧhua１,FANCaiＧyun１,LIFengＧlin１,WANGYue１,
DENGXinＧrong１,XUYanＧhua２

(１．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２．ChengduHoistBioＧtechCo．,Ltd．,Chengdu６１０２２５,China)

Abstract:１２３IＧOxLDLＧAbwaspreparedwithradiochemistrypurityover９５％inthiswork,and
noninvasiveimagingof１２３IＧOxLDLＧAbforatheroscleroticlesionswasevaluatedinrabbitmodelsof
atherosclerosis．Toprovethereliabilityoftheatherosclerosismodel,invitroimagingoftheplaque
lesionwasdoneandtheplaquetissuewasexaminedafterimmunehistochemicalstaining．The
characteristicsof１２３IＧOxLDLＧAbtargetingplaquesinvivowereobtainedfromtheexperiments．The
SPECTimagingshowedthat１２３IＧOxLDLＧAbhadhighaccumulationintheplaqueat４hafter
injection．Resultsshowedthepotentialof １２３IＧOxLDLＧAbasanearly diagnosticagentfor
atherosclerosis．
Keywords:OxLDLＧAb;Atherosclerosis;１２３I;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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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Pu在包气带砂土中的迁移

李　洋,张艾明,陈海龙,廉　冰,赵杨军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为了获取钚在干旱地区某处置场场址包气带砂土中的迁移规律,使用２３８Pu作为示踪源,采用静态实验和动态实

验对其在砂土的迁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该场址,砂土对２３８Pu的吸附能力很强;静态实验测量得到的分配系

数与动态实验拟合计算得到的相差不大;采用非平衡模式模拟该场址包气带砂土中２３８Pu的迁移是恰当的.
关键词:２３８Pu;砂土;分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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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处置是指将主要包含短寿命核素的固态,或固化放射性废物放置在位于地表或近地表的

处置设施中.开展低中放处置场环境影响评价就是对该工程运行及关闭后可能造成对周围环境的潜

在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论证工程设计及环保设施的实施能否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对该影响是

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作出评价.
我国干旱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全部、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自治区的

阿拉善盟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以西,年平均降水量小于２００mm,干燥度大于３．５的地区[１].由

于我国干旱区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条件优越,因此是我国低中放以及高放固体废物处置的首选区域.
已有研究表明核素的分配系数对处置场环境影响评价计算结果有较大的影响 [２,３].某处置设施地处

甘肃河西走廊,经岩土工程勘察可知,其下伏地层以砂土层及砂土层为主.并且钚是该处置场拟处置

低中放固体废物中的主要污染核素之一.因此,拟使用２３８Pu作为示踪源,采用静态实验和动态实验

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钚在非饱和砂土中的迁移规律,并比较２种方法实验结果的差异,为干旱地区中低

放废物近地表处置安全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测量方法与仪器

土样和水样中的２３８Pu比活度分别依据GB/T１６１４０—１９９５«水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
和GB１１７４３—１９８９«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测量.测量仪器采用美国CANBERRA
公司生产的 GMX５０S高纯锗γ谱仪(DSPECjr２．０),相对探测效率为５０％,能量响应范围为

１０keV~３MeV,能量分辨率:１．６７keV(１．３３２MeV),６４２eV(１２２keV).
样品中核素活度的计算公式为:

A＝N/(Tfε)
式中:A———样品中核素的活度(Bq);

N———测量到的该核素在能量E 处净峰面积;

T———样品的测量活时间(s);

f———能量为E 的γ射线的发射率;

ε(E)———能量E 的全能峰效率.

１．２　实验样品

本次实验采集包气带实验土样时,首先根据当地砂土层的埋深,将上覆地层剥离,开挖到砂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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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样装入编制袋并编号注明.实验用水考虑到需求量较大,采用蒸馏水.

１．３　实验原理与方法

静态吸附法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它的试验条件比较简单,且试验周期较短.具体实验方案

如下:将经过预处理的１g土壤介质,放入１５ml的聚乙烯试管中,按固液比１∶１０(g/ml),再往试管

中加入１０ml核素与蒸馏水的混合溶液,２３８Pu的投放量为(５．６９E＋０４)Bq.振荡使固液充分接触,每
天放入恒温振荡器振荡２h,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放置待吸附平衡后(４５~５０天),将聚乙烯试管放

入离心机使固液分离,分别取出水样和土样测量其中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计算分配系数Kd 值.
包气带中动态核素迁移模拟实验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在人工喷淋条件下在土柱中建立稳定的非饱

和流场,在实验土柱中投放示踪核素.在达到预定的时间后切割土柱,取样测量核素浓度分布,通

过拟合获得核素分配参数[４,５].具体实验方案如下:设计３组对比试验.每组试验设计２个土柱,土
柱尺寸为Ф１１０×８５０mm,其中１个土柱用来模拟放射性核素迁移,１个土柱用来测量含水率分布情

况.第一组模拟实际情况,第二组和第三组加速喷淋.三组控制流量分别为２ml/min,６０min/d,共
５１d;１ml/min,６０min/天,共１０２d;０．５ml/min,６０min/d,共２０４天.其中,示踪源层用石英砂混

合２３８Pu配制而成,示踪源总活度(３．１５E＋０６)Bq.采用纤维束吸水法建立稳定非饱和流场[４].实验

结束后解体取样,以向下为正,将土柱解体成３mm的薄片,放入聚乙烯样品盒、干燥、称重,测量浓

度.采用非平衡吸附模式对２３８Pu在该场址砂土介质中迁移行为进行模拟.对于水分运移方程,采用

Richards方程表示.对于溶质运移方程,采用单点吸附模型.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静态吸附法实验结果

静态吸附法测得的２３８Pu分配系数见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３８Pu在砂土中的分配系数

编号 水中比活度/(Bq/ml) 土中比活度/(Bq/g) Kd/(L/kg) 均值/(L/kg) 偏差/(L/kg)

STＧ１ １．１５E＋０１ ５．６８E＋０４ ４．９６E＋０３

STＧ２ １．３３E＋０１ ５．２５E＋０４ ３．９４E＋０３

STＧ３ １．１５E＋０１ ５．４８E＋０４ ４．７４E＋０３

４．５４E＋０３ ４．０５E＋０２

２．２　动态核素迁移模拟实验

在三种喷淋强度下,２３８Pu都没有出来浓度峰值.经分析,主要原因是２３８Pu在砂土介质中的分配

系数大,而本试验实验时间相对较短.刚开始２３８Pu被吸附在源层上,通水以后固、液相间的交换速率

小,很少量的２３８Pu被交换下来,浓度分布规律呈向下逐渐递减,第１层砂土样浓度最大.由于２３８Pu的

迁移距离很短,因此实验只对源层以下２．７~３．０cm的样品进行了浓度测量,STＧ１土柱测量样品数

９个,STＧ２土柱测量样品数１０个,STＧ３土柱测量样品数１０个.STＧ１土柱３．０cm范围内２３８Pu浓度

在２．５５~３９４．６Bq/cm３,STＧ２土柱３．０cm范围内２３８Pu浓度在０．１８~８９４．５７Bq/cm３,STＧ３土柱

３．０cm范围内２３８Pu浓度在０．１６~１４９５．６１Bq/cm３.
采用非平衡吸附模式对２３８Pu的迁移进行了拟合,拟合计算结果见图１至图３.从结果来看,非平

衡模式计算得到的浓度分布基本上能反映２３８Pu在砂土土柱中迁移趋势.２３８Pu在某场址砂土介质中的

分配系数为５０００ml/g,溶解相与吸附相之间的一级速率系数β在１．７５~２．００d－１.

２．３　实验结果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由于２３８Pu在砂土介质中的分配系数大,而本试验实验时间相对较短(５１~２０４
天),实验时间段内各试验土柱均没有出来浓度峰值,通水以后固、液相间的交换速率小,很少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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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STＧ１土柱２３８Pu浓度分布

图２　STＧ２土柱２３８Pu浓度分布

图３　STＧ３土柱２３８Pu浓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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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Pu被交换下来,浓度分布规律呈向下逐渐递减,第１层砂土样浓度最大.
将测量结果与模拟计算结果比较可知,静态吸附法实验测量得到的[(４．５４E＋０３)ml/g]与动态

核素迁移模拟实验参数拟合计算得到的分配系数(５０００ml/g)相差不大.
采用非平衡模式拟合得到的分配系数其物理意义为线性平衡吸附时的分配系数,２３８Pu在三个土

柱中的分配系数基本一致,为５０００ml/g,表明该场址砂土对２３８Pu的吸附能力很强.采用非平衡吸附

模式计算与实测浓度点比较吻合.因此,采用非平衡模式模拟该场址包气带砂土中２３８Pu的迁移是恰

当的.

３　结论

(１)该场址砂土对２３８Pu吸附能力很强.
(２)对于该场址,静态吸附法实验测量得到的与动态核素迁移模拟实验参数拟合计算得到的２３８Pu

分配系数相差不大.
(３)采用非平衡模式模拟该场址包气带砂土中２３８Pu的迁移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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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Experimentof２３８Puin
SandySoilinVadoseZone

LIYang,ZhangAiＧming,CHENHaiＧlong,LIANBing,ZHAOYangＧjun
(ChinaInstituteforRadiationProtection,Taiyuan,ShanxiProvince,０３０００６,China)

Abstract:Batchandcolumnexperimentsareconductedand２３８Puisusedastracersourcetoobtain
themigrationrulesofPuinsandysoilinvadosezoneofthesiteofadisposalfacilityinChinesearid
area．Theresultsshowthat２３８Puisstrongadsorbedonthesandysoil．Comparisonwiththedynamic
columnexperiment,Distributioncoefficientobtainedbythebatchexperimentisno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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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液态流出物中９０Sr快速制样装置的研制

左伟伟,吴连生
(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４)

摘要:９０Sr是２３５U和２３９Pu的裂变产物,属于高毒性核素,主要来源于核武器爆炸和核反应堆,在核电厂反应堆中可能由

于燃料包壳缺陷或破损进入反应堆一回路,并随着液态放射性流出物向环境排放.它是环境监测和核设施液态流出

物监测中最为关注的放射性核素.锶固相萃取片技术是最近几年开发的新技术,主要用于地下水样品中９０Sr的制样

及测量,它比常规的Sr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简便快速,但在应用到核电厂液态流出物时发现,固相萃取膜片的孔径为

０．４５μm,对于基体较为复杂的水样无法顺利通过膜片,在过膜片之前需去除大于膜片孔径的颗粒,采用常规的多级过

滤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文章提出了使用超滤进行液态流出物前处理的方法,选取自来水模拟液态流出物,利用

原子吸收测量样品前处理前后Sr的吸光度来计算化学回收率,利用加入放射性９０Sr来计算加标回收率,证实了采用超

滤装置能快速的完成样品前处理,相比于常规的抽滤方法,能极大地减少样品处理所耗费的时间.同时文章对利用超

滤进行样品前处理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超滤;Sr固相萃取片;液态流出物;９０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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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９０Sr是２３５U和２３９Pu的裂变产物,主要来源于核武器爆炸和核反应堆.在核电厂反应堆中可能

由于燃料包壳缺陷或破损进入反应堆一回路,并随着液态放射性流出物向环境排放.９０Sr是一种纯β
放射性核素,半衰期是２８．８年,属于高毒性核素;在放射性锶的同位素中９０Sr危害最大,是因为其物

理半衰期和生物半衰期(４９．３年)长并会持久地沉积在造血的骨骼系统中,替代了钙从而引起辐射病

(例如白血病);同时其子体９０Y产生的高能β射线会对骨髓造成严重损伤.
９０Sr是环境监测和核设施液态流出物监测中最为关注的放射性核素,通过监测核设施周围环境

和液态放射性流出物中９０Sr的活度浓度,以确认核设施运行中是否有异常排放,并且可以用于评估核

设施的放射性物质排放对公众可能造成的辐射影响.
现有９０Sr分析技术中,一般采用发烟硝酸法[１](GB６７６４—８６)或萃取色层法[２](GB６７６６—８６),通

过正比计数器进行测量.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具有分析步骤繁琐、分析时间长等特点,但核电厂液态放

射性流出物具有组分复杂、放射性活度高、对人体辐射剂量大等特点,故液态流出物中９０Sr的分析宜

采用分析步骤简单、分析时间短的分析流程,而现有的９０Sr分析方法不具备以上优点.
为了降低分析样品的成本、减少分析样品的时间,美国３M 公司推出固相萃取片(SolidPhase

ExtractionDisk)用于测定地下水样品中的９０Sr,它有着优异的动力学特性,允许水样以较快流速

(５０ml/min)通过,且萃取剂颗粒不流失,锶能定量吸附;再将杂质洗涤后,膜片可以直接进行放射性
９０Sr的测量.该方法操作步骤简单快速,极大地缩短了分析时间、减少了试剂消耗,远比常规的放射化

学方法简单.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小组研究了去离子水、地下水、表面水[３]、海水中９０Sr在锶固相萃取

片上的富集分离性能,同时也研究了样品体积[４]、流速[５]和放射性干扰核素[６]对９０Sr富集的影响,上
述研究均证实了锶固相萃取片的优良性能.

１　锶固相萃取片的应用

１．１　锶固相萃取片的操作程序

３M公司应用锶固相萃取片测量１L地下水中９０Sr的操作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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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膜片向下平放在过滤装置的正中,夹紧膜片上方的溶剂瓶;②加入１０ml甲醇活化膜片,慢
慢抽掉甲醇,保持膜片湿润;③在温和真空下,用２０ml２mol/LHNO３ 淋洗片子;④在待测水样中加

入HNO３,使HNO３ 浓度达２mol/L,然后以５０ml/min流速通过片子;⑤用２０ml２mol/LHNO３ 淋

洗片子;⑥取出膜片,干燥后用流气式正比计数器或液闪计数器测量９０Sr放射性活度.

１．２　锶固相萃取片的应用局限性

在应用锶固相萃取片富集液态流出物中９０Sr中发现,尽管锶固相萃取片能够快速富集水样品中

的９０Sr,但仅适用于较为纯净的水样基体,基体较为复杂的水样无法顺利通过膜片.因此,为了获得满

意的探测限,需要将水样中大于０．４５μm的颗粒过滤掉,再经锶固相萃取片可以顺利地实现水样品中

的９０Sr富集.
为了过滤水样杂质颗粒,设计了多级过滤的方式,先分别采用快速滤纸和慢速滤纸过滤,最后采

用０．４５μm的滤膜过滤流出物样品,保证水质中的杂质的粒径能达到快速通过膜片的要求.在应用

上述流程过滤流出物时,发现滤纸及滤膜很快会被堵塞,需要在过滤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更换,过滤２L
的流出物水样需要约１２h才能完成,效果并不理想.

本文利用超滤膜对水样进行前处理,实现固相萃取膜片对水样中９０Sr的快速富集,并据此研制一

种快速制样装置解决上述锶固相萃取片在实际应用中的难题.

２　快速制样装置研制

２．１　设计原理

超滤膜筛分过程的原理是以膜两侧的压力差为驱动力,以超滤膜为过滤介质,在一定的压力下,
当原液流过膜表面时,超滤膜表面密布的许多细小的微孔只允许水及小分子物质通过而成为透过液,
而原液中体积大于膜表面微孔径的物质则被截留在膜的进液侧,成为废液,因而实现对原液的净化、
分离和浓缩的目的.超滤装置的优势在于其孔径最小可达到０．００１μm,远比滤膜的孔径小,且处理

样品量大.

２．２　实验装置设计及流程

使用压力泵通过水管抽取样品通过超滤装置,出水收集到水箱中,加入浓硝酸后,用搅拌器搅拌

均匀,调节水样pH,使得水样中H＋含量达到２mol/L,按照锶固相萃取片的操作程序处理水样后,收
集膜片,干燥后用流气式正比计数器来测量锶的放射性活度.实验装置设计见图１.

图１　９０Sr快速制样装置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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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实验设计初步验证

实验中通过超滤装置来过滤模拟水样,记录样品处理时间,并利用原子吸收来测量过滤及清洗后

样品中的锶载体含量,验证超滤在水样处理中是否有锶离子损失;考虑到样品量较小的情况,实验还

需验证超滤分别以死端过滤和错流过滤的方式进行过滤时是否对锶离子有吸附.

２．３．１　实验仪器与试剂

仪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美国PE)、低本底α、β测量仪(MPC９６０４)、超滤膜(孔径０．２５μm)、
压力泵.

试剂:硝酸锶、甲醇、硝酸、锶载体溶液(１０g/L,将２４．１６g硝酸锶溶解于水中,用水稀释至１L).

２．３．２　实验方案

(１)在１０L自来水中加入稳定的锶载体,配置浓度为１０００mg/L的锶溶液作为模拟样品.
(２)使用压力泵抽取实验介质(含有稳定锶载体的自来水)通过超滤装置,在额定的电压下,泵的

流速稳定在０．８L/min左右.分别在０s、３０s、６０s、９０s、１２０s、１５０s、１８０s、２１０s、２４０s、３００s时收

集超滤装置出水和废液出水的水样.
(３)再使用压力泵抽取自来水清洗超滤装置,分别在０s、３０s、６０s、９０s、１２０s、１５０s、１８０s、

２１０s、２４０s、３００s时收集超滤装置出水和废液出水的水样.
(４)收集的水样稀释１００倍后(自来水的本底影响较高,不稀释会掩盖锶的吸光度)用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测量样品的锶的吸光度,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量锶离子参照«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１７部分:锶量测定»(GB/T１４５０６．１７—２０１０)进行(注意:所用的锶校准溶液的溶剂均为稀释１００倍后

的自来水).
(５)关闭超滤装置的废水出水口,按照(２)~(４)的实验步骤收集水样,测定样品中锶的吸光度.
(６)配制５L加有放射性锶的自来水作为模拟水样,关闭超滤装置的废水出水口,通过超滤处理

水样,并根据固相萃取片的操作程序来富集水样中的９０Sr,通过流气式正比计数器来测量放射性活度

来计算全程回收率.

２．４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１)实验中采用超滤处理后的水样通过锶固相萃取片进行测试,水样能以较大流速(５０ml/min)
通过膜片.通过超滤来处理１L模拟水样大概需要２min,极大缩减了水样的过滤过程.

(２)按照实验步骤,表１和表２分别给出了超滤装置在错流过滤和死端过滤时过滤和清洗过程中

样品吸光度随时间变化的数据.

表１　样品中锶的吸光度随过滤时间变化结果(错流过滤)

过滤时间/s
过滤 清洗

出水吸光度 废水吸光度 出水吸光度 废水吸光度

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５１４

３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３７

６０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１５６

９０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５３
１２０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３６

１５０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４

１８０ ０．０４７７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２１０ ０．０４９８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２４０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３００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５１６

锶溶液吸光度 ０．０５１４ 自来水吸光度 ０．００００

　注:表中吸光度均指样品稀释１００倍后测量的锶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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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品中锶的吸光度随过滤时间变化结果(死端过滤)

过滤时间/s
过滤

出水吸光度

清洗

出水吸光度

０ ０ ０．０５１４
３０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７４
６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１
９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９
１５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９
１８０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２５
２１０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０２８
２４０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０３５
３００ ０．０４９４ ０．００２３

锶溶液吸光度 ０．０５０２ 自来水吸光度 ０．００２７

　注:表中吸光度均指样品稀释１００倍后测量的锶的吸光度

实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流速条件下(０．８L/min),采用超滤装置过滤含有锶离子的溶液,在２１０s
左右即可保证出水中的锶含量和进水锶含量保持一致.采用自来水清洗超滤装置,在１８０s左右即可

清洗干净,可保证超滤装置的反复使用.对比表１和表２,可表明超滤装置以死端过滤和错流过滤运

行时均对锶离子无吸附作用,在样品量较少时超滤装置可以以死端过滤的方式进行.
(３)通过使用加标的锶溶液计算装置的全程回收率,膜片过滤体积为２L.实验结果表明:经过超

滤处理后的水样全程回收率为９８．２％.

３　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锶固相萃取片在液态流出物的应用中存在前处理耗费时间太长这一局限性,提出

采用超滤装置前处理样品的解决方案,设计了一种快速制样装置,并进行了初步实验探究,证明采用

超滤装置处理水样是可行的,该方法能极大缩短实验时间.
本文快速制样装置仍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实验以趋于完善,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要考虑到超滤膜的

反复使用问题,应设计反清洗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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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astSamplingDeviceDesignfor９０Sr
RadiochemicalinLiquidEffluent

ZUOWeiＧwei,WULianＧsheng
(SuzhouNuclearPowerResearchInstituteofSuzhouProv．２１５００４,China)

Abstract:TheSolidphaseextractiontechnologyusedforradioactiveSrmeasurementisanewly
developedtechnologyinrecentyears,whichis muchsimplerandquickerthantheregular
radiochemicalanalysisforSrmeasurement．However,whenthesolidphaseextractiontechnologyis
usedforcomplicatedliquidsamples,themultiＧstagefiltrationshouldbeperformedtoremovethe
particlesthediameterofwhicharelargerthanthatofthemembraneandthisadditionalfiltering
processmakesthewholemeasurementtimeconsuming．Thispaperpresentedamethodwhichused
anultrafiltrationdevicetoperformthepreＧtreatmentontheliquidsampleandapreliminary
experimentwasdesignedandtested．TheresultshowedthatthepreＧtreatmentwiththeultraＧ
filtrationdevicespeededupthepreＧtreatmentoftheliquidsample,andgreatlydecreasedthetime
usedforsamplepreparation．
Keywords:Ultrafiltration;TheSolidphaseextractiondisk;Liquideffluent;９０Sr

０９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酰胺类萃取剂萃取锕系元素的研究进展

周　今,毛国淑,丁有钱,杨素亮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酰胺类萃取剂作为锕系元素的一种新型萃取剂,具有耐辐射、不易水解、无毒和可完全焚烧等优点,近十几年来,

人们对此类萃取剂研究较多.本文概述了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关于酰胺类萃取剂萃取锕系元素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酰胺;锕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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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后处理产生的高放废液中含有绝大部分裂变产物及少量的锕系元素[１].锕系元素为长寿

命α放射性元素,如果直接将该废液固化后地质处置,这种高放废液的固化块的危害很大.若能将高

放废液中的少量锕系元素分离出来,使高放废液不含长寿命α核素(非α废液),其危害可以大大降

低,从而提高了废物存储的安全性.分离出来的锕系元素,可以进入核燃料循环或者加工成各种用途

的同位素源[２Ｇ３],也可制成靶子在反应堆或加速器中辐照嬗变成稳定或短寿命放射性核素.为此,世
界上发展核能的国家非常关注锕系元素的分离提取.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用于锕系元素分离的萃取剂

的研究发展很快,己经开发了多种新型萃取剂,主要包括酰胺类、磷类、亚砜类、冠醚类等.酰胺分子

中仅含有C,H,O,N四种元素,可以完全焚烧,从而较大程度地减少了废物量,同时具有耐辐解、不易

水解、辐解产物易洗涤等优点,因此倍受国内外关注.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开始,SiddallT．H Ⅲ首次

提出可用二烷基取代酰胺作为锕系元素的萃取剂,并研究了该类萃取剂对铀、钍的萃取,探究了酰胺

结构对萃取性能的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对酰胺进行了深入研究,至今已对近７０种不同结

构酰胺的萃取性能作了研究[４].

１　N,NＧ双取代酰胺类萃取剂萃取锕系的研究现状

N,NＧ双取代酰胺类萃取剂含有C－N＝O活性集团,结构如图１所示,它与含磷萃取剂一样对多

数金属离子有很好的萃取能力,且化学及辐照稳定性好、不易水解,酰胺分子可以彻底焚烧,因此在锕

系元素分离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该类萃取剂的结构对锕系元素中四价和六价金属离子的萃取能

力有很大的影响[５].

图１　N,NＧ双取代酰胺类萃取剂结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沈朝洪等[６]合成了十种双取代酰胺类萃取剂:N,NＧ二异丁基异戊酰胺(D１Bi
PA)、N,NＧ二(２Ｇ乙基己基)异戊酰胺(D２EHiPA)、N,NＧ二正己基己酰胺(DHHA)、N,NＧ二(２Ｇ乙基

己基)己酰胺(D２EHHA)、N,NＧ二异丙基(２Ｇ乙基)己酰胺(DiP２EHA)、N,NＧ二正丁基(２Ｇ乙基)己酰

胺(DB２EHA)、N,NＧ二正己基(２Ｇ乙基)己酰胺(DH２EHA)、NＧ正辛基己内酰胺(OCLA)、NＧ(２Ｇ乙基

己基)己内酰胺(EHCLA)、NＧ正十二烷基己内酰胺(DCLA),对它们在稀释剂中的溶解度、对钍、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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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片元素的萃取性能进行了实验研究,还对酰胺的结构与其萃取性能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发现

１０种酰胺均能与磺化煤油 (NPH)、二甲苯、三甲苯互溶;在硝酸溶液里,十种酰胺中 OCLA、

EHCLA、DCLA、D２EHHA 萃取铀的能力大于或接近于 TBP,萃取钍的能力和 TBP较接近;除

DCLA外,其余九种酰胺中,对铀、钍分离性能均优于TBP.
何龙海等[７]研究了N,NＧ二甲庚基乙酰胺(DMHAA)、N,NＧ二丁基丁酰胺(DBBA)和N,NＧ二丁

基己酰胺(DBHA)对铀、钚的萃取及萃合物的溶解度.结果表明,在硝酸溶液中这三种萃取剂对铀、
钚萃取分配比均约为１,萃取能力中等.萃取络合物在脂肪类稀释剂中,溶解度低,易出现三相,而在

芳香族稀释剂中溶解度高,不形成三相.

１９９８年孙国新等[１０Ｇ１１]合成了六种长直链烷基酰胺萃取剂:N,NＧ二乙基十二酰胺、N,NＧ二丁基十

二酰胺、N,NＧ二辛基十二酰胺、N,NＧ二丁基辛酰胺、N,NＧ二丁基癸酰胺以及N,NＧ二丁基月桂酰胺,
研究了这六种酰胺从硝酸介质中萃取铀和钚的情况,考察了硝酸浓度、萃取剂浓度、水相盐析剂浓度

等因素对萃取分配比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了酰胺结构对其萃取性能的影响.实验发现这六种酰胺均

对铀Ｇ钍有较高的分离系数.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２年姜润田等[１２]合成了几种双取代长链烷基酰胺,利用

红外光谱及核磁共振来研究酰胺结构与其萃取性能的关系.结果发现胺基对酰胺的配位能力有较大

贡献.

２００１年金永东等[１３]研究了N,NＧ二(１Ｇ甲基Ｇ庚基)乙酰胺(DMHAA)萃取U(Ⅵ)和Th(Ⅳ)的情

况,探究了水相硝酸浓度、萃取剂浓度等一系列条件对U(Ⅵ)和Th(Ⅳ)萃取分配比的影响,并对其萃

取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水相初始硝酸浓度对 U(Ⅵ)和Th(Ⅳ)分配比的影响由图２所示.结果表

明,DMHAA可以有效地从硝酸溶液中萃取UO２２＋和Th(Ⅳ).

图２　水相初始硝酸浓度对分配比的影响

水相:HNO３－４．８２×１０－４mol/LU(Ⅵ),HNO３－２mol/LNaNO３－５．０４×１０－４mol/LTh(Ⅳ);

有机相:０．３mol/LDMHAA－煤油

２　N,N,N′,N′－四取代双酰胺类萃取剂萃取锕系的研究现状

N,N,N′,N′－四取代双酰胺类萃取剂含有两个C－N＝O活性集团,结构如图３所示.普通二

酰胺类化合物基本不萃取三价锕系和镧系元素,而四取代双酰胺类萃取剂对Ln(Ⅲ)和 An(Ⅲ,Ⅳ,

Ⅴ)及碱土金属都有良好的萃取能力[１４Ｇ１５].１９８９年,Charbonnel等对四取代丁二酰胺和四取代戊二

酰胺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四取代戊二酰胺对U(Ⅵ)和Pu(Ⅳ)有很强的萃取能力.该类化合物的优

点和双取代酰胺相似,即可以彻底燃烧,降解产物为羧酸和仲胺.四取代双酰胺的主要缺点是在烷烃

类稀释剂中的溶解度小[４].
四取代双酰胺主要发展为两类:N,N,N′,N′Ｇ四取代双酰胺烷基类及N,N,N′,N′Ｇ四取代双酰胺

荚醚类.酰胺荚醚类萃取剂由于其优越的萃取性能而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结构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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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N′,N′Ｇ四取代双酰胺　　　　　　　　　　　　　　N,N,N′,N′Ｇ四取代双酰胺荚醚

图３　N,N,N′,N′Ｇ四取代双酰胺类萃取剂结构

日本的YujiSasaki等[１６]研究了硝酸溶液中六种酰胺荚醚类萃取剂(四取代基依次为:四丙基、四
丁基、四戊基、四己基、四辛基以及四葵基等)对锕系元素的萃取情况.研究发现,荚醚链的长短影响

其萃取效果,短链对锕系元素有相对较好的萃取能力.但是对于高浓度硝酸溶液中的低价态的锕系

和镧系元素而言,长链对其都更好的萃取能力.

RBGujar等[１７]在对某些六价锕系元素离子,如UO２２＋,NpO２２＋和PuO２２＋的萃取比较研究中评

价了几种酰胺荚醚类萃取剂,即TPDGA,THDGA,TODGA和TDDGA.结果表明,在１mol/L硝酸

体系中,酰胺荚醚类萃取剂对金属离子的萃取能力相当的.但在３mol/L硝酸体系中,TPDGA可以

很好的萃取UO２２＋,TDDGA可以很好的萃取NpO２２＋和PuO２２＋,分配比均能达到１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陈文浚等[１]研究了四取代双酰胺类萃取剂(N,N′Ｇ二甲基ＧN,N′Ｇ二辛基Ｇ丁二

酰胺、N,N′Ｇ二甲基ＧN,N′Ｇ二辛基Ｇ３Ｇ氧Ｇ戊二酰胺、N,N,N′,N′Ｇ四丁基Ｇ３Ｇ氧Ｇ戊二酰胺和N,N,N′,N′Ｇ
四丁基Ｇ３,６Ｇ二氧Ｇ辛二酰胺)对三价铕和镅的萃取情况,发现在适当的稀释剂体系中,在硝酸介质中荚

醚类萃取剂萃取三价铕和镅的性能较好,分配比可达１０２,且这五种萃取剂对铁(Fe)的萃取能力均较

小,对三价锕系/镧系有良好的选择性.

２０００年叶国安等[１８]系统地研究了硝酸介质中N,N,N′,N′Ｇ四丁基Ｇ３Ｇ氧Ｇ戊二酰胺(TBOPDA)、

N,N,N′,N′Ｇ四异丁基Ｇ３Ｇ氧Ｇ戊二酰胺(TiBOPDA)和 N,N,N′,N′Ｇ四丁基Ｇ３,６Ｇ二氧辛二酰胺

(TBDOODA)这三种荚醚对镅(Am)和铕(Eu)的萃取情况.研究表明:三种荚醚均能有效萃取三价

镧系和锕系元素,其中TBOPDA对镅和铕的萃取分配比最大,在２~３mol/L硝酸中,分配比可达

１０４.２００１年,叶国安等[１９]还研究了在硝酸介质中酰胺荚醚 N,N,N′,N′Ｇ四丁基Ｇ３Ｇ氧Ｇ戊二酰胺

(TBOPDA)与N,N′Ｇ二乙基庚酰胺(NＧ５３０)的协同萃取U(Ⅵ)、Pu(Ⅳ)、Am(Ⅲ)、Eu(Ⅲ)和其他一些

金属离子的萃取行为.结果表明采用０．５mol/LNＧ５０３＋０．０７５mol/LTBOPDA,大于９９．９９％的

U(Ⅵ)、Pu(Ⅳ)和Am(Ⅲ)可被萃入有机相,这一混合萃取剂体系可以很好地提取高放废液中的锕系

元素,并可进行组分离.
四川大学的张荣锁等[２０]研究了酰胺荚醚(PA Ⅱ)以及其与N,N′Ｇ二乙基庚酰胺(NＧ５０３)协同萃

取体系在硝酸介质中对 U(Ⅵ),Eu(Ⅲ),Sr(Ⅱ)和Fe(Ⅲ)的萃取.结果表明,PA Ⅱ对 U(Ⅵ),

Eu(Ⅲ),Sr(Ⅱ)均有良好的萃取能力,两种萃取剂对Fe(Ⅲ)均不萃取,硝酸浓度对 U(Ⅵ),Eu(Ⅲ),

Sr(Ⅱ)和Fe(Ⅲ)分配比的影响如图４(a)所示.N５０３ＧPA Ⅱ的混合体系可有效萃取 Eu(Ⅲ)和

U(Ⅵ),分配比可达到１０,有利于Eu(Ⅲ)和 U(Ⅵ)和Sr(Ⅱ)、Fe(Ⅲ)的分离,硝酸浓度对 U(Ⅵ),

Eu(Ⅲ),Sr(Ⅱ)和Fe(Ⅲ)分配比的影响如图４(b)所示.
金永东等[２１]研究了N,N′Ｇ四丁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TBGA)对镧系和锕系元素萃取的萃取性能,还

比较了四种不同结构酰胺荚醚对镧系和锕系元素萃取分配比的影响,不同结构荚醚对铀的分配比如

表１所示.研究表明硝酸溶液中TBGA对某些三价镧系元素及六价锕系元素有很高的分配比,其分

配比随水相硝酸浓度增加而增大.此外,在相同条件下,不对称型酰胺荚醚的萃取能力强于对称型荚

醚的萃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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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硝酸浓度对U(Ⅵ),Eu(Ⅲ),Sr(Ⅱ)和Fe(Ⅲ)分配比的影响

水相:△———５．０３mmol/LSr(NO３)２,○———１．７５mmol/LUO２(NO３)２,

×———１．７３mmol/LFe(NO３)３,▲———３．９２mmol/LEu(NO３)３;

有机相:(a)———０．２mol/LPAⅡＧ４０％正辛醇/煤油(nＧoctnol/kerosene),

(b)———０．１mol/LPAⅡＧ０．５mol/LN５０３Ｇ４０％正辛醇/煤油(nＧoctnol/kerosene)

表１　不同结构荚醚(n＝１)对铀的分配比

R１ R２ 名称 缩写 DU

CH３ nＧC４H９ NＧ二甲基ＧN′Ｇ二丁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 DMDBGA ４．９

CH３ nＧC６H１３ NＧ二甲基ＧN′Ｇ二己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 DMDHGA ２６．４

CH３ nＧC８H１７ NＧ二甲基ＧN′Ｇ二辛基Ｇ３Ｇ氧戊二酰 DMDOGA ２４．３

nＧC４H９ nＧC４H９ N,N′Ｇ四丁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 TBGA ３．５

C６H１１ C６H１１ N,N′Ｇ四环己基Ｇ３Ｇ氧戊二酰 TCHGA ７．９２

２００３年丁颂东等[２２]合成了四种不对称酰胺荚醚类萃取剂:N,N′Ｇ二甲基二己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

(DMDHGA)、N,N′Ｇ二甲基二辛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 (DMDOGA)、N,N′Ｇ二甲基二月桂基Ｇ３Ｇ氧戊二酰

胺(DMDLGA)和N,N′Ｇ二甲基二己基Ｇ３,６Ｇ二氧辛二酰胺(DMDHOA),并研究了这四种酰胺荚醚在

硝酸介质中对铀(Ⅵ)、稀土(Ⅲ)和锶(Ⅱ)的萃取行为.两种荚醚对 U(Ⅵ)与Sr(Ⅱ)的萃取结果由

图５所示.由图可见,不对称酰胺荚醚萃取 U(Ⅵ)的能力比对称酰胺荚醚的强,且随着酸度升高,

U(Ⅵ)、Sr(Ⅱ)分配比增大,但U(Ⅵ)分配比变化趋势大于Sr(Ⅱ)的,选择合适的酸度,有利于U(Ⅵ)
与Sr(Ⅱ)的分离.

图５　不同荚醚对U(Ⅵ)与Sr(Ⅱ)的萃取

有机相:０．２mol/L荚醚/４０％正辛醇Ｇ煤油

水相:２．４１×１０－４mol/LU(Ⅵ)或３．５０×１０－４mol/LSr(Ⅱ)－HNO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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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彬等[２３]以N,N,N′,N′Ｇ四辛基Ｇ３Ｇ氧戊二酰胺(TODGA)和N,NＧ二己基辛酰胺(DHOA)为
萃取剂、正十二烷为稀释剂,研究其对三种价态Pu的萃取行为,主要考察了萃取剂浓度、HNO３浓度

和NaNO３浓度等因素对Pu分配比的影响.结果表明,在３mol/L硝酸溶液中,随着 TODGA和

DHOA浓度的增加,三种价态Pu的分配比均增大,DPu(Ⅲ)最大,可达１０４;而在TODGA/正十二烷

萃取体系中加入DHOA后,这一混合萃取体系对三种价态Pu的分配比均降低.

２０１４年黄松等[２４]合成了两种酰胺荚醚萃取剂:N,N,N‴,N‴Ｇ四正辛基ＧN′,N″Ｇ乙二基Ｇ双二苷酰

胺(TOEＧBisDGA)和N,N,N‴,N‴Ｇ四正辛基ＧN′,N″Ｇ间苯二甲基Ｇ双二苷酰胺(TOXＧBisDGA),并研究

了它们在硝酸介质中对Eu(Ⅲ)和Am(Ⅲ)的萃取情况.在０~４mol/L酸度范围内,两种萃取剂对

Eu(Ⅲ)和Am(Ⅲ)的萃取分配比均随酸度增加而增加,DEu(Ⅲ)、DAm(Ⅲ)可达１０３、１０２.

３　结语

酰胺类萃取因其优越的性能而倍受国内外关注,其中酰胺荚醚类萃取剂较普通二酰胺类化合物

而言,对锕系元素有更好的萃取能力,是应用于分离锕系元素极有潜力的萃取剂.
(１)酰胺萃取性能受萃取条件、稀释剂等影响,但酰胺的结构和种类是制约其萃取锕系元素的主

要因素.在萃取能力上,酰胺荚醚萃取剂的萃取能力明显大于相应的二酰胺,不对称酰胺荚醚的萃取

能力明显比对称酰胺荚醚的萃取能力强.目前国内外对于不对称酰胺荚醚类萃取剂的研究较对称型

的少,有待于深入的实验研究.
(２)酰胺类萃取剂的缺点是在脂肪类稀释剂中,萃合物在有机相中的溶解度低,易出现三相,从而

影响了推广应用.因此建议在使用酰胺类萃取剂时采用芳香族稀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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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CO２ 流体萃取金属离子研究现状

鲁泽潇,丁有钱,宋志君,毛国淑,张生栋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超临界流体萃取是一种可以用于金属离子分离的新型技术,具有提取率高、产品纯度好、流程简单、能耗低等优

点.１９９２年该项技术首次被用于金属离子的分离,此后各国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主要综述了近十余

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探索萃取途径;提高对金属离子萃取的选择性;从固体基质定向萃取金属离子等方面取得的研究

进展.

关键词:超临界流体;萃取;金属离子

　　　　　　　　　　　　　　　　　　　　　　　　　　　　　　　　　　　　　　　　　　　　　　　　　　
　
　
　
　 　　　　　　　　　　　　　　　　　　　　　　　　　　　　　　　　　　　　　　　　　　　　　　　　　

　
　
　
　
　

作者简介:鲁泽潇(１９９３—),男,湖北天门人,研究生,现主要从事放化分析工作

从１８６９爱尔兰物理学家ThomasAndrews在«论物质气态与液态的连续性»一文中提出物质的

临界点、临界温度及临界压强的相关概念以来人们对相变的研究已有近１５０年的历史,但对超临界流

体的研究和工业应用却是近几十年的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国外就有学者开展了针对超临界流体的相

关研究工作;７０年代初联邦德国率先将超临界萃取技术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８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方面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许多领

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以日本为例,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１年３月统计显示,日本公布有关超临界流体萃取

的公开特许专利共４３８件,除１９８７年外,基本趋势是逐年递增[１].超临界流体萃取被认为是一种“绿
色、可持续发展技术”,其理论及应用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化工、医药、石油、食品、香料、香精、
化妆品、环保、生物工程等行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如在医药工业中,可用于中草药有效成份

的提取,热敏性生物制品药物的精制,及脂质类混合物的分离;在食品工业中,可应用于啤酒花的提

取,色素的提取等;在香料工业中,可应用于天然及合成香料的精制;化学工业中,可应用于混合物的

分离等[２~６].
超临界流体萃取用于金属离子的提取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１９９２年,Laintz等人[７]首先利用超

临界流体色谱技术进行了从水溶液中螯合萃取铜、汞和砷等离子的研究.从此,科学工作者开始积极

的尝试使用超临界萃取技术这一技术来处理金属离子提取问题,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对多种超

临界流体 进 行 探 索 的 过 程 中,二 氧 化 碳 由 于 其 临 界 压 力 低(７．３７ MPa),临 界 温 度 接 近 常 温

(３１．０５℃),无污染,不燃烧,安全无毒,化学惰性,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等优点,而成为应用最多的超

临界流体萃取溶剂[８].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从溶液中萃取各种金属离子,并且重点多在于

如何实现分离金属离子、如何提高某种金属离子与其他杂质离子的分离效率、筛选萃取效率更高的夹

带剂等方面.在近１５年的发展中,各国学者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萃取金属离子方式的进一步探索和

活用;提高对金属离子萃取选择性;从固体基质中定向提取金属离子,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

１　超临界CO２ 萃取金属离子的改性研究

由于二氧化碳具有无毒、无污染、不燃烧以及价格便宜等诸多优点,使得人们对用二氧化碳为介

质进行超临界萃取越来越感兴趣.但由于二氧化碳的非极性特征,使它萃取极性物质特别是萃取金

属离子的效率就很低,无实用价值.此外,由于金属离子带正电核,不能满足超临界二氧化碳只能萃

取电中性物质的要求.为了实现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金属离子,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目前,解决方式主要是提高二氧化碳的极性或者降低金属离子的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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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通过加入极性携带剂来增加二氧化碳的极性

通过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加入极性携带剂来增加二氧化碳的极性.常用的极性携带剂主要为直

链烷醇,如甲醇、乙醇、辛醇等.近１５年来的资料显示,目前夹带剂多用于实验后期的修饰和优化,利
用夹带剂对萃取体系极性的影响,进一步地提高某些体系的萃取性能.

Liu等[９]在超临界萃取Cu２＋ 的实验中,加入甲醇作为夹带剂后,将萃取率从５７．３２％提高到了

７２．６９％.Lin等[１０,１１]分别用含TBP、FOD、TTA、HFA、TAA、AA 的SCF－CO２ 研究了萃取滤纸基

质中的Th４＋.结果表明,含单独TBP的SCF－CO２萃取滤纸基质中Th４＋的萃取率仅为８％,当基质

含水(相当于夹带剂)时,Th的萃取率最高可达８２％,而加入５％甲醇作夹带剂时,Th的萃取率最高

可达９７％.Lin等[１０,１１]在用含TBP、FOD、TTA、HFA、TAA、AA 的SCF－CO２ 萃取了滤纸基质中

的UO２＋２ 结果表明,当基质含水时,U的萃取率最高可达７０％,而加入５％甲醇作夹带剂时,U的萃取

率可提高到９８％.Kumar等[１２]人利用TOPO和TBP作为络合剂对于Th的萃取实验中发现,两者

对于Th的萃取率分别为(５２．５１±７．５４)％(TBP)和(６５．６５±７．７８)％(TOPO),并且甲醇作为夹带剂

的加入还能够提高TOPO的萃取性能.Wai等[１３]在比较不同DDC和βＧ二酮为螯合剂时对Pb２＋、

Hg２＋、Cd２＋的萃取能力的实验中,利用５％甲醇对二氧化碳进行修饰改性,也有效的提高了萃取效率.
崔兆杰、张国英等[２１]用８Ｇ羟基喹啉(８ＧHydroquinoline)作为螯合剂萃取金属离子,用纯二氧化碳萃取

时萃取率低于５０％,而用甲醇修饰后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时,Cu２＋,Pb２＋,Zn２＋,Co２＋可以基本去

除,Cd２＋,Cr３＋,Ni２＋的萃取率也大于８０％.显示出很好的应用前景.

１．２　通过加入螯合剂降低金属离子的极性

对于金属离子来说,在萃取前或萃取过程中,通过引入合适的螯合(络合)剂,使得金属离子所带

的电荷被中和,从而导致金属离子生成极性较小的配位化合物,溶入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相中.主要

的络合剂有冠醚、磷、胺类等.该种萃取方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也是最为成熟的一种途径,近些年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发新型的螯合剂和不同实验条件对螯合剂萃取能力的影响等方面.

HungL．等[１４]在２０１５年尝试使用三辛胺和２Ｇ乙基己基膦酸２Ｇ乙基己基酯作为新型有机配体萃

取分离钼和锆.实验显示三辛胺不能有效地和金属钼进行配合,萃取效果很差.但是,２Ｇ乙基己基膦

酸２Ｇ乙基己酯的萃取实验实现了 Mo的高萃取率(在７h内达到９０％).在无其他添加剂的条件下,
未观察到该有机配体在钼和锆之间有选择性.在铁存在的情况下,２Ｇ乙基己基２Ｇ乙基己基膦酸对钼

的选择性会提高,同时对锆的萃取性能明显降低.

Wai等[１３]比较了用不同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盐(DDC类)和βＧ二酮为螯合剂时对Pb２＋、Hg２＋、

Cd２＋的萃取能力.结果显示,用纯二氧化碳进行萃取的时候,在较低压力下只有LiFDDC的萃取效率

高(＞９０％);在较高压力下各种螯合剂的萃取能力都有所提高.这主要是由于氟代的DDC螯合剂比

非氟代的DDC螯合剂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的溶解度要大得多,而在较高压力下各种螯合剂的溶解度

都会增加当用５％甲醇为改性剂时,各种螯合剂的萃取能力都有明显提高,原因是在二氧化碳中加入

改性剂提高了螯合剂和金属螯合物在超临界流体相中的溶解度.

Murphy等[１５]利用TFA和２,２Ｇ二甲基Ｇ６,６,７,７,８,８,８Ｇ七氟Ｇ３,５Ｇ辛二酮(FOD)螯合萃取水溶液

中铜离子的研究表明,萃取率随螯合剂TFA和２,２Ｇ二甲基Ｇ６,６,７,７,８,８,８Ｇ七氟Ｇ３,５Ｇ辛二酮(FOD)
的过量倍数增大而增大,螯合剂过量１０倍之内时萃取率基本上与过量倍数呈线性关系,只是当过量

倍数超过４０后萃取率上升才趋平缓.说明螯合剂的用量对萃取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

１．３　通过加入表面活性剂形成微乳结构

将微乳理论用于超临界萃取金属离子是近十几年的新兴研究方向.通过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加

入特定的表面活性剂(SAA),如全氟聚醚羧酸盐类(PFPE)和琥珀酸二(２Ｇ乙基已基)脂磺酸钠(AOT)
等,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一种反相的微乳结构.超临界CO２微乳是表面活性剂分子溶于超临界CO２ 相,
自发形成聚集体,其中表面活性剂的非极性尾端伸展于超临界CO２ 相,极性头端聚集成极性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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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增溶于微乳核中,形成宏观上透明均一,微观上恰似纳米级大小的微水池,水在超临界CO２微乳

核中以bulkwater的形式存在,这种微乳结构能显著提高金属离子的萃取效率[１６].该种萃取途径与

螯合萃取最本质的区别是并没有形成配位化合物,这也是判断萃取类型最关键的依据.

Yates等[１７]选用PFPEＧNH４ 做表面活性剂萃取Cu２,在２０７bar,４５℃下二氧化碳微乳一次萃取

率可以超过９９％.这种方法为处理大体积固体物质上少量金属污染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Campbell
等[１８]使用表面活性剂全氟醚碳酸铵(PFPEＧCOOＧNH＋

４ )在超临界二氧化碳中萃取金属离子铜和铕.
他们在实验中通过对不同基质(如:滤纸、木头、水泥、活性炭)下金属离子的萃取率进行了比较,结果

显示超临界二氧化碳微乳体系在萃取不同基质上的金属离子时都有很好的效果.同时,他们通过把

液相组分由水换为５％或２０％的硝酸的形式,实现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微乳萃取难溶的金属物质.

Liu等[９]在Cu２＋的超临界CO２萃取中,以苯甲酰为配和剂,使用TritonXＧ１００作为表面活性剂,
当固体样品吸入液相介质后,表面活性剂TritonXＧ１００、环己烷、１Ｇ丁醇和极性金属配和剂相互作用

并形成了微乳.结果发现极性金属配和剂被微乳包封起来,削弱了极性金属配和剂与固体基质间的

相互作用,Cu２＋的萃取率从纯CO２ 萃取时５７．３２％,甲醇为夹带剂时的７２．６９％ 升高到加表面活性

剂后的９０．５２％.

Cui等[１９]在超临界萃取金属离子(Cu２＋、Pb２＋、Zn２＋、Cd２＋、Cr３＋、Ni２＋ 和Co２＋)的试验过程中,
用８Ｇ对苯二酚作为配和剂,在表面活性剂和改性剂都存在的情况下,Cu２＋、Pb２＋、Zn２＋和Co２＋可以基

本完全萃取,Cd２＋、Cr３＋和Ni２＋等的萃取率也超过８０％.

２　超临界CO２ 萃取选择性分离金属离子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金属离子近十几年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提高萃取金属离子的选择性.近

年提高萃取选择性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发一种理想的衍生剂,使其能够与金属离子

形成高稳定性且在超临界流体中具有良好溶解性的金属螯合物,特别是它允许对金属离子或一系列

金属离子的选择性萃取;利用配合剂对超临界二氧化碳进行修饰可以提高萃取体系的选择性和萃取

能力;某些新型溶剂体系也能对萃取的选择性产生有益的影响.

２．１　超临界CO２ 萃取过渡元素金属离子

Wang等[２０]在超临界二氧化碳螯合萃取研究中用叔丁基二苯并二均三唑冠醚(Crown３)为螯合

剂从沙子中萃取 Hg２＋ 的萃取率达７８％,当有极小量的水存在的情况下,萃取率可超过９５％.用

CrownＧ３为螯合剂也可以萃取Cd２＋、Co２＋、Pb２＋、Ni２＋、Mn２＋、Au３＋、Zn２＋,但除对 Au３＋ 的萃取率达

７９％外,即使使用修饰剂５％的甲醇对其他离子的萃取率也不超过４％,这表明用冠醚螯合萃取具有

很高的选择性.
崔兆杰、张国英等[２１]用８Ｇ羟基喹啉(８ＧHydroquinoline)作为螯合剂萃取金属离子,用纯二氧化碳

萃取时萃取率低于５０％,而用甲醇修饰后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时,Cu２＋,Pb２＋,Zn２＋,Co２＋可以基

本去除,Cd２＋,Cr３＋,Ni２＋的萃取率也大于８０％.显示出很好的应用前景.

２．２　超临界CO２ 萃取铀

镧系和锕系元素在SCF－CO２ 中可以用螯合剂萃取出来[２２,２３].１９９８年,MurzinA．等[２４]利用磷

酸三丁酯(TBP)和氟代βＧ二酮作为配体从固体表面进行镧系元素的超临界萃取,发现超过９５％的放

射性元素能够被移除.Tomioka等[２５]同年进行了运用SCF－CO２技术从水溶液中萃取镧系元素的实

验.Joung[２６]和Dehghani[２７,２８]等发现用DEHPA[di(２Ｇethylhexyl)phosphoricacid]修饰过的SC－
CO２的萃取率比用TBP修饰过的萃取率高[２９].

DonnaL．Quach等[３０]在２０１４年研究了TBP－CO２ 对于铀和其他锕系元素进行分离的可能性.
实验结果显示,在硝酸浓度低于３mol/L的情况下即可成功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将U和Pu进行分

离.而且在乙酰肟酸(AHA)或草酸(OA)存在的条件下,还可以进一步减弱络合萃取体系对Pu的萃

取,提高U和Pu的分离效果.他们还发现AHA,OA或亚硝酸钠会降低络合体系对于Np的萃取能

９９



力,在上述三种物质存在的条件下,在不足１mol/L的硝酸环境中即可将Np和U分离.但是他们的

实验没有给出Am的理想萃取实例.

AnkitaRao等[３１]在２００９年对于萃取不同铀氧化物中铀的处理条件和最佳的萃取条件进行了探

索.对于UO２ 粉末来说在３２３K,１５．２MPa,加入１mlTBPＧHNO３ 络合剂,１０M 硝酸的条件下,３０
分钟萃取达到平衡.实验还发现如果仅采用超临界CO２ 流单独进行萃取,萃取率在７０％左右,如果

在CO２ 流加入２．５％的TBP可以将萃取率提高到９０％.随着TBP比例的提高铀的萃取率也线性提

高,在TBP比例达到２０％时萃取率达到最高值约９９％.Rao等[３２]还在２０１４年利用其他超临界流体

对于Pu和U的提取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Furton等[３３]做了一个传统溶剂和SCF－CO２的萃取比较实验.传统溶剂为液体乙醇,SCF－
CO２是用FOD 和TBP作为萃取剂从不同固体基体中萃取铀离子.研究表明,与乙醇萃取法相比,

SFE方法的萃取时间更短,萃取率和选择性更高.
含有六价铀离子的(UO２)２＋ 可以与很多配体包括 TBP 和βＧ二酮形成在 CO２中可溶的配合

物[３４Ｇ３６].用TBP饱和的SCF－CO２萃取 UO２＋２ 和 Th４＋ 等离子,其萃取效率与溶剂萃取中用含有

１９％(体积分数)的TBP/煤油的萃取效率相当[３７].HNO３溶液中的铀是以(UO２)(NO３)２２TBP的

形式被萃取到SCF－CO２ 中的[３８].UO２(NO３)３２TBP在SC－CO２ 中溶解度比任何一种以往报道

的金属配合物的溶解度都要高.Meguro等[３９]报道了用SCF－CO２从 HNO３和 TBP溶液中萃取

UO２＋２ 离子的平衡关系.研究结果表明,SCF－CO２可用来取代在钚和铀萃取过程PUREX中常用的

有机溶剂[４０].Murzin等[４１,４２]的研究也发现βＧ二酮类络合剂与TBP或吡啶或水混合使用有强烈的协

萃效应,可使U和其他锕系元素的萃取率大幅提高.

Trofimov等[４３,４４]报道了在超声波条件下将大量的UO３溶解在含有 HTTA 和TBP的SC－CO２
中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用TBPＧHNO３配合物修饰的SCF－CO２可以从Pu、Np和Th中有效分离出

铀元素,并且U和Pu都可以定量的溶解.在UＧPu氧化物中,Pu的含量以及煅烧温度对产率都没有

影响[４５].

Meguro等[４６]采用含 TBP的SCF－CO２ 从３mol/LHNO３ 溶液中萃取 U 和镧系元素(Ⅲ)、

Cs＋、Sr２＋、Ba２＋、Zr４＋、Mo６＋、Fe３＋、Ni２＋ 或Cr３＋.结果表明,含 TBP的SCF－CO２ 可有效萃取３
mol/LHNO３ 溶液中的U,但几乎不萃取其他元素,采用超临界流体络合萃取实现从裂片元素中分离

和回收U是可行的.Toews等[４７]的研究结果表明,在６０℃ 和１５MPa下,TBP对硝酸铀酰固体是很

好的络合剂,有良好的萃取性能,同时也有很好的传递性能,萃取动力学也是快速的,且U的萃取率随

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随压力升高而增大;TOPO和TBPO对硝酸铀酰固体也有较好的萃取性能,但由

于形成络合物的溶解度在SCF－CO２ 中不大,因此,络合物难以传递;TPPO对硝酸铀酰固体的萃取

性能和传递性能均不佳.当基质是HNO３ 溶液时,４种有机磷试剂对UO２＋２ 的萃取率皆随 HNO３ 浓

度增加而增大,当C(HNO３)＝６mol/L、６０℃、２０MPa时,萃取率最高可达９９％.研究还表明,

TBPO、TOPO对UO２＋２ 的萃取效果一般高于TBP,TPPO对UO２＋２ 的萃取性能与TBPO、TOPO的相

同,另外,LiNO３ 对U的萃取同样有盐析效应[３７].

βＧ二酮类络合剂和TBP均不能直接与UO２ 络合生成络合物,但加入HNO３ 使其转变成UO２＋２ 后

则可与TBP络合生成中性的UO２(NO３)２２TBP,实现含TBP的SCF－CO２ 萃取 UO２.在不需加

HNO３ 情况下,UO２ 可被含TBP＋TTA的SCF－CO２萃取而生成络合物UO２(TTA)２(TBP)２,它在

４０℃和２０MPa条件下的SCF－CO中的溶解度为７．５×１０－３mol/L [３６].

JoannaS．等[４８]在２０１４年还尝试使用TBODAＧHNO３ 体系用于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铀.实验结

果显示在２００atm和５０℃的条件下UO２＋２ /TBODA络合物能够被超临界二氧化碳所萃取,Joanna等

给出络合物的基本组成为[UO２(TBODA)２]２＋－２(NO－３ ),但是该萃取体系的萃取性能还需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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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超临界CO２ 萃取Th

含βＧ二酮类络合剂的SCF－CO２可萃取固体和液体基质中的Th.Lin等[１０,１１]分别用含TBP、

FOD、TTA、HFA、TAA、AA的SCF－CO２ 研究了萃取滤纸基质中的Th４＋.结果表明,不同的βＧ二
酮类络合剂对Th４＋的萃取效果不同;当基质含水时,Th的萃取率最高可达８２％,而加入５％甲醇作

夹带剂时,Th的萃取率最高可达９７％;含单独TBP的SCF－CO２萃取滤纸基质中Th４＋的萃取率仅

为８％,当TBP与βＧ二酮类络合剂混合使用有协萃效应时,Th４＋的萃取率则高达９８％.其他有机磷

试剂如TBPO、TOPO和TPPO也可作Th４＋的络合萃取剂.在６０℃和２０MPa下,TBPO、TOPO和

TPP０在SCF－CO２ 中的溶解度(摩尔分数)分别为５．１×１０－２,５×１０－３,４．６×１０－４[４９].当基质是

HNO３ 溶液时,TBP、TBPO、TOPO 和 TPPO 对 Th４＋ 的萃取率随 HNO３ 浓度的增大而提高;在

c(MHN０３)＝６mol/L、６０℃、２０MPa时,萃取率最高可达９９％.研究还表明,TBPO、TOPO对Th４＋

的萃取率一般高TBP对Th的萃取率.另外,LiNO３ 对萃取有盐析效应,可通过加入LiNO３ 来提高

萃取率[３４].

２．４　超临界CO２ 萃取Pu

含有机膦类或βＧ二酮类络合剂的SCF－CO２ 也能萃取Pu.Iso等[４９]用含单一TBP的SCF－
CO２ 研究了在较宽温度和压力范围内从HNO３ 溶液中萃取铀和钚.结果表明:

(１)含单一TBP的SCF－CO２ 能高效萃取HNO３ 基质中的铀和钚,且在相同条件下,含TBP的

SCF－CO２ 对Pu的萃取好于对U 的萃取;
(２)含单一TBP的SCF－CO２ 对U(Ⅵ)和Pu(Ⅳ)的萃取效果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而变化,说明

通过选择适当的萃取条件有可能实现铀和钚分离.

Fox等[５０]用含有机膦类和βＧ二酮类络合剂的SCF－CO２ 进行萃取放射性土壤中Pu和Am 的研

究.结果表明,含单一TBP的SCF－CO２ 对Pu的萃取率低于２０％,含单一βＧ二酮类的SCF－CO２ 对

Pu和Am基本不萃取.TBP与βＧ二酮类混合使用有协萃效应,使得含此混合络合剂的SCF－CO２ 对

Pu和Am的萃取率在一定条件下分别可达８３％ 和９５％.目前,有关超临界流体络合萃取Pu的研究

不多,有些研究结果尚不一致,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确认.

３　固体基质中金属离子的超临界CO２萃取

TBP－HNO３ 络合剂能将固体UO２ 中的U(Ⅳ)氧化成 U(Ⅵ),并生成在SCF－CO２ 具有高溶

解度的 UO２(NO３)２２TBP,因此,含 TBP－HNO３ 络合剂的SCF－CO２ 可直接溶解萃取固体

UO２.UO３ 中的U呈六价,因此,含TBP－HNO３ 络合剂的SCF－CO２ 直接溶解萃取 UO３ 比溶解

萃取UO２ 更为有效.诸多文献均采用含TBP－HNO３ 络合剂的SCF－CO２ 进行了直接络合萃取

U３O８ 和UO２ 的研究,发现它们的萃取反应式与传统溶剂萃取法的相同,生成的络合物均为 UO２
(NO３)２２TBP[５１].

李佳等[５２]在２０１３年采用超临界CO２/硝酸－磷酸三丁酯(SC－CO２/HNO３－TBP)为萃取体系,
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其直接从含铀氧化物粉末中萃取铀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HNO３/TBP比值增

大,铀萃取效率(EU)明显增大,比值为１．４时有利于萃取;比值一定时,随有机相总体积增加EU 呈线

性增加;萃取反应大致分为３个阶段:体系趋于稳定时的较慢阶段,稳定状态下的快速萃取阶段以及

受粉末状态影响的缓慢阶段;随温度升高,EU 在６０℃时达到最大值９１．４％;随萃取体系压力增大,

EU 在１２MPa时达到萃取峰值９４．７％;萃取产物分离采用二级减压分离方式,在１号分离器８MPa、

２号分离器５MPa条件下,能对萃取产物实现很好地分离.
于震等[５３]在２０１３年研究了含TBP－HNO３ 超临界CO２ 静态络合 U３O８ 的快速气化测量方法,

探索了含TBP－HNO３ 临界CO２ 静态络合萃取 U３O８ 的行为规律.实验发现快速气化Ｇ测量络合萃

取量法可用于超临界二氧化碳静态络合萃取U３O８ 的表征.含TBP－HNO３ 络合剂SC－CO２ 络合

萃取U３O８ 可描述为快速和缓慢两个阶段.U３O８ 同SC－CO２/TBP－HNO３ 的反应量随着温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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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增加,在５０℃后增幅趋于缓和;随着压力的增加先上升然后下降,峰值在２５MPa附近.一定量

TBP－HNO３ 络合剂静态络合萃取U３O８ 的最大量约为常压下化学计量式计算值的９０％.

Lin等[１０,１１]在用含TBP、FOD、TTA、HFA、TAA、AA 的SCF－CO２ 萃取了滤纸基质中的UO２＋２
结果表明,含βＧ二酮类络合剂的SCF－CO２ 可萃取UO２＋２ ,且不同的βＧ二酮类络合剂对UO２＋２ 的萃取

不同;当基质含水时,U的萃取率最高可达７０％,而加入５％甲醇作夹带剂时,U的萃取率可提高到

９８％.含单独TBP的SCF－CO２萃取滤纸基质中UO２＋２ 的萃取率仅为１８％,而当TBP与βＧ二酮类络

合剂混合使用时,由于协萃效应,使得UO２＋２ 的萃取率高达９８％.含TBP的SCF－CO２ 萃取 HNO３
溶液中的UO２＋２ 时,UO２＋２ 以UO２(NO３)２２TBP形式被SCF－CO２ 萃取,其在SCF－CO２ 中的溶解

度在４０℃和２０MPa下为０．４２mol/L,萃取过程循一级动力学,速率常数与所报道的传统溶剂萃取

的速率常数相近.Murzin等[４４,４５]的研究也发现βＧ二酮类络合剂与TBP或吡啶或水混合使用有强烈

的协萃效应,可使U和其他锕系元素的萃取率大幅提高.
在４０~６０℃、１２~２３MPa下萃取４０min,U３O８萃取率可达９５％ ~９７％.各因素对U３O８萃取

率的影响规律是:
(１)温度一定时,萃取率随压力的升高而降低;
(２)压力一定时,萃取率在３０℃时最小,在４０~６０℃ 范围内,升高温度对萃取率的影响很小;
(３)萃取率随TBP－HNO３ 络合剂中水含量的增加而增大,原因可能是水分子有助于 TBP－

HNO３ 络合剂或 HNO３ 在非极性的SCF－CO２ 中离解产生 H＋或NO－３ 而使氧化物的萃取率提高.

UO２ 在含TBP－HNO３ 络合剂的SCF－CO２ 中的萃取规律与U３O８ 的基本一致,但萃取机理和速控

步骤不同,在一定条件下,UO２ 的萃取率可达９５％ 以上.

LiyangZhu等[５４]在２０１２年尝试开发了一种将TBP作为络合剂,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从固体涂

层燃料颗粒中回收铀的方法.Zhu等首先将来自HTGR燃料元件的燃料颗粒粉碎,将其中的UO２ 颗

粒暴露出来.然后将被粉碎的燃料颗粒在７５０℃下用氧气流处理,得到 U３O８ 的混合物粉末和SiC
壳.然后将粉末与液态N２O４ 在８０℃条件下反应６０min,将U３O８ 转化成固体硝酸铀.最后使用超

临界二氧化碳对混合物粉末进行萃取操作,在５０℃和２５MPa的条件下,连续萃取２０min后,铀的萃

取率高于９８％,而SiC壳不被萃取,进而实现了铀的分离和回收.

Kumar等[１２]在２００７年也进行了从固体基质中提取钍和铀的相关研究.Kumar等人直接将UO２
和U３O８ 的混合粉末与２ml的TBP－HNO３ 的络合剂直接混合,在１５０atm和６０℃的条件下利用超

临界二氧化碳进行萃取,U３O８ 的萃取率可以达到(９７．０５±３．７３)％,UO２ 的萃取率可以达到(９８．０７
±４．７６)％.在２００atm,６０℃的条件下,Kumar等人发现TOPO作为络合剂对于Th的萃取比TBP
更为高效.经过２０min的萃取两者对于Th的萃取率分别为(５２．５１±７．５４)％(TBP)和(６５．６５±
７．７８)％(TOPO),并且实验结果显示甲醇作为夹带剂的加入还能够提高TOPO的萃取性能.段伍华

等[５５]在２０１２年也就UO２ 和CeO２ 固体粉末的超临界萃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证实了经过氧气流处理

后的氧化物粉末,由于其中金属离子价态的变化对于萃取效果有有益的影响.
王艳龙等[５６]在２０１４年还将超临界CO２ 从固体基质中萃取金属离子的技术初步应用与实际生产

密切相关的应用型实验中,尝试了用FeCl３ 作为反应剂,利用超临界CO２浸取砂岩型铀矿中的铀.王

等在FeCl３作为反应剂的前提下,考察了主要因素压力和时间对浸取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恒
定时间下随着压力的增加浸出率是先增加后减少,恒定压力下随着时间的增加浸出率是先增加然后

是到稳定状态.最佳浸出条件为压力１０MPa,浸出率可达９０％.与传统的酸碱浸取铀相比,浸取效

果要明显高于常规采铀.

KwangheonPark等[５７]在２０１２年已经将超临界萃取技术用于了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实

验表明将该项技术用于土壤中的重金属分离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污染土壤面积大,如何将该项技术应

用于实际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AntoineLeybros等[５８]也对如何从土壤中提取Ce进行了相关研

究,成果显示在合适的操作压力和温度下,选择合适的协萃剂能够将从沙土中提取Ce的萃取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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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９５％,这也为我们进一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４　结论

本文简单回顾了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历史发展进程,介绍了超临界流体的基本原理和特点,并且较

为详尽地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将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用于各项分离的成果.近１５年来,国内外学

者对于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用于金属离子萃取的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１)以增加二氧化碳极性和降低金属离子极性为指导,进一步探索萃取金属离子的途径,将夹带

剂广泛用于实验的优化,开发了多种新型的螯合剂并且将微乳体系理论活用到超临界萃取金属离

子中.
(２)利用超临界流体的强渗透性成功实现从固体基质直接萃取,该项技术进步在核燃料颗粒后处

理、铀矿的新型浸取技术开发、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
(３)对金属离子的萃取选择性显著提高,相关研究人员致力于通过控制实验条件、改变有机配体、

尝试新的萃取体系等手段来实现对金属的选择性萃取,如镧系元素选择性萃取、钼和锆的选择性萃

取、钕的选择性萃取[５９,６０]等.
在理论研究方面,超临界萃取金属离子的基础动力学和热力学研究目前多以衍生理论的形式出

现,虽然诸多文献中有所提及,但是成熟的基本机理和完善的理论构架还没有形成,还有大量的工作

需要进行.总之,随着相关工作者对其反应机理、控制条件、配合物化学性质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

一定能挖掘出超临界萃取用于金属离子萃取更多的优势,也将使其在金属离子提取分离领域获得更

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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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ProgressinMetalExtractionby
SupercriticalCO２Fluid

LUZeＧxiao,DINGYouＧqian,SONGZhiＧjun,MAOGuoＧshu,
ZHANGShengＧdo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instituteofradioationchemistr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Supercriticalfluidextractionisanewtechnologywhichcanbeusedtoseparatemetalions．
Ithastheadvantagesofhighextractionrate,goodproductpurity,simpleprocess,lowenergy
consumptionandsoon．In１９９２,thetechnologywasfirstusedintheseparationofmetalions．In
thispaper,therecentprogressintheresearchonthemethodsforextractingmetalions,waysof
improvingtheselectivityofMetalIonsExtractionandthewaysofextractingmetalionsfromthe
solidmatrixwerereviewed．
Keywords:Supercriticalfluid;Extraction;Metal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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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石对多价态锕系核素固化行为研究

丁　艺,龙兴贵,张　东,谭昭怡,卢喜瑞
(１．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化学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２．西南科技大学核废物与环境安全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四川 绵阳６２１０１０)

摘要:通过设计Nd３＋和Ce４＋同时替代锆石(ZrSiO４)晶体结构中Zr位,Zr１－x－y(NdxCey)SiO４－x/２(０≤x,y≤０．１)系列

锆石基固化体被成功合成.探讨了Nd３＋和Ce４＋ 的固溶量对固化体的物相及微观结构的影响规律及模拟固化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当Nd３＋(x)和Ce４＋(y)的总固溶量x＋y＜０．０４时,锆石基多价态固化体为单一的锆石相结构;然而,

当Nd３＋和Ce４＋的总固溶量 x＋y≥０．０４时,固 化 体 中 出 现 第 二 相(Nd,Ce)２Si２O７,即 固 化 体 为 锆 石 相 和(Nd,

Ce)２Si２O７ 两相共存结构.这表明单一锆石基固化体对Nd３＋和Ce４＋的总固溶量大约为４at％.此外,随Nd３＋和Ce４＋

的固溶量的增加,锆石基三、四价锕系核素系列固化体的密度随之增大.这些结果表明,锆石是三、四价锕系核素的理

想候选固化基材.

关键词:锆石;Nd３＋和Ce４＋;三、四价锕系核素;相变;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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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几十年,世界面临的最大及最昂贵的挑战之一是如何采用具有良好化学和机械稳定性

固化基材对高放废物进行长久稳定的固化[１].长期以来,锆石(ZrSiO４)被认为是固化高放废物的理

想基材之一[２Ｇ４].它具有良好化学及机械稳定性,并且广泛分布于地壳中.天然锆石中铀和钍的含量

高达５０００ppm,并且能抵抗数百万年的自身α衰变辐照损伤.此外,硅酸锆(ZrSiO４)结构对稀土及

放射性元素的高同构能力决定了它有望成为一种核废物固化基材[２].
众所周知,锆石的结构为由[SiO４]四面体和[ZrO８]三角十二面体联结而成.[ZrO８]三角十二面

体在b轴方向以共棱方式紧密连接[５Ｇ６].在天然锆石中,存在低浓度的铀和钍取代锆石结构中的Zr
位;然而,ASiO４ 结构中A４＋＝Zr、Hf、Th、Pa、U、Np、Pu及Am系列人工锆石已经被合成.随着A位

阳离子半径的增加,单位晶胞体积增大,证实了它具有的拓扑结构.自然界中存在铪石(HfSiO４)、锆
石(ZrSiO４)、铀石(USiO４)和钍石(ThSiO４)四种组分天然矿物.结构精修[７]和结构分析[８,９]表明,

ZrSiO４ 与ThSiO４ 物相之间可以相互固溶,但在ZrSiO４－USiO４－ThSiO４ 物相之间存在混溶间

隙[１０].Burakov等,通过研究锆石固溶 U 的情况,结果发现,锆石对 U 具有高固溶量(６．１~１２．９
at％).固溶９．２％钚元素的锆石可以通过钚取代锆元素而获得[１１Ｇ１２].这就意味着锆石可固溶质量分

数为１０％的钚.而且,掺杂Pu的锆石基和锆石结构通过烧结的方法在空气中使用无机盐前驱体能

固溶５wt％~６wt％和１０wt％Pu,为了获得掺杂Pu的锆石的最大Pu固溶量的固溶体,用熔融法制成

的锆石单晶在基材中被用于固溶过量的Pu,在固溶体中Pu是分区分布的以及Pu含量大致在

５wt％~１４wt％范围.结果表明,锆英石固溶Pu的固溶量将超过１０wt％,但锆石对钚的最大固溶能

力尚未探明.纯PuSiO４ 的成功合成表明,锆石(ZrSiO４)结构中Zr被Pu完全取代是可能的[７].此

外,一些课题组研究表明,Fe[１３Ｇ１５]、V[１６Ｇ２０]和Pr[２１Ｇ２２]等金属离子可以成功地固溶于锆石结构中.因此,
将多价态(三价、四价)模拟锕系核素固溶于锆石结构中是可能的.

最近,大量研究[７Ｇ９,２３Ｇ２７]主要集中于锆石对单一模拟核素(四价锕系核素)的物相转变和固溶能力

的研究.然而,真实的高放核废物中常包含复杂的多价态多种类核素.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还
未曾见到锆石固化多价态多种类模拟锕系核素的相关研究报道.特别是,锆石对多价态模拟锕系核

素的固溶能力尚未探明,多价态模拟锕系核素进入锆石结构中引起其物相及结构的演变规律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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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因此,本研究主要致力于考察锆石对三价、四价锕系模拟核素的固溶能力,探讨三价、四价锕系核

素固溶量对锆石固化体物相及结构的影响规律,阐明锆石对三价、四价锕系核素的固核机理.

１　实验

１．１　固化体配方设计

根据类质同像的原理,我们推测ZrSiO４ 结构中Zr可以同时被Nd３＋和Ce４＋替代(Nd３＋和Ce４＋分

别为三价和四价锕系核素模拟元素).同时,考虑到电荷平衡,确定系列固化体的化学通式为:Zr１－x－y
(NdxCey)SiO４－x/２.在不同真实高放废物中,三价和四价锕系核素的比例和含量不同.因此,固化体

配方中采用三价与四价锕系核素(Nd３＋与Ce４＋)的摩尔比为１∶３,１∶１和３∶１.

１．２　锆石基固化体的合成

合成Zr１－x－y(NdxCey)SiO４－x/２(０≤x,y≤０．１)系列固化体所用主要原材料:二氧化锆ZrO２(上海

阿拉丁股份有限公司,化学纯度９９．９９％),二氧化硅SiO２(成都科龙,纯度９９．９％),三氧化二钕

Nd２O３ 和二氧化铈CeO２(阿拉丁,化学纯度９９．９９％).合成固化体典型步骤如下:按照设计的配方分

别称取原材料,然后将称好原材料与乙醇(纯度为９９．７％,乙醇和粉末的比例为３∶１)混合.以氧化

锆为研磨介质,采用球磨机在２００r/min下研磨６小时.将研磨好的粉末干燥后,在１０Mpa压力下

压制成直径为１２mm、厚度为０．５mm的圆片.最后,在１５５０℃下空气中烧结７２小时,即得系列固

化体样品.

２　结果与讨论

不同Nd和Ce固溶量样品的XRD图谱如图１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样品的XRD图谱中

均显示出锆石相的特征峰,这表明合成样品的主要物相均为锆石相.因此,锆石基系列固化体可以通

过１５５０℃烧结７２h获得.图１(a)为样品中Nd３＋:Ce４＋比例为１∶３的XRD图谱.从图谱中可看

出,当x＜０．０１,y＜０．０３时,样品为单一的锆石相结构;然而,当x≥０．０１,y≥０．０３时,样品中仍以锆

石相为主,同时出现了第二相((Nd,Ce)２Si２O７).图１(b)为样品中Nd３＋∶Ce４＋比例为１∶１的XRD
图谱.从图谱中可看出,当x＜０．０２,y＜０．０２时,样品为单一的锆石相结构;然而,当x≥０．０２,y≥
０．０２时,样品中仍以锆石相为主,同时出现了第二相((Nd,Ce)２Si２O７).图１(c)为样品中Nd３＋∶Ce４＋

比例为３∶１的XRD图谱.从图谱中可看出,当x＜０．０３,y＜０．０１时,样品为单一的锆石相结构;然
而,当x≥０．０３,y≥０．０１时,样品中仍以锆石相为主,同时出现了第二相((Nd,Ce)２Si２O７).此外,观
察所有图谱发现(Nd,Ce)２Si２O７ 相的特征峰强度随Nd和Ce的固溶量增加而增强.分析固溶不同

Nd和Ce比例样品XRD表征结果发现,当Nd和Ce的总固溶量x＋y≥０．０４时,无论x与y 是何种

比例,样品中均出现(Nd,Ce)２Si２O７ 相.这可能是由于Nd和Ce均能与SiO２ 反应生成Nd２Si２O７ 和

Ce２Si２O７ 物相,因此,只要Nd和Ce的总量达到一定值时,(Nd,Ce)２Si２O７ 物相形成.以上结果显示,
当x＋y＜０．０４时,锆石基固化体为单一锆石相结构;当x＋y≥０．０４时,锆石基固化体物相为锆石相

和(Nd,Ce)２Si２O７ 相两相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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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Zr１－x－y(NdxCey)SiO４－x/２(０≤x,y≤０．１)系列固化体的XRD图谱

Nd和Ce的固溶量与晶胞体积关系如图２所示.如图２所示,随Nd和Ce的固溶量增加,晶胞体

积随之增大.这主要是由于晶体结构中的某一原子被另一较大原子所替代所致[２９].在本研究中,锆
石结构中的较小Zr４＋(离子半径,６配位,０．７２Å)被较大Nd３＋(离子半径,６配位,０．９８３Å)和Ce４＋

(离子半径,６配位,０．８７Å)所替代.因此,随Nd和Ce的固溶量增加,晶胞参数也相应增加.这一规

律与Vegard的发现一致[３０].众所周知,锆石结构中Zr与Si沿c轴相间排列成四方体心晶胞.晶体

结构可视为由[SiO４]四面体和[ZrO８]三角十二面体联结而成.晶胞参数a和b的增加可归因于Nd
和Ce替代[ZrO８]三角十二面体中的Zr所致[３０].因此,可以认为 Nd和Ce被成功地固溶于锆石

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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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Nd和Ce固溶量与固化体的晶胞体积关系曲线图

图３为不同Nd和Ce固溶量锆石基固化体的SEM 照片.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样品中晶粒为

颗粒状,晶界清晰,晶粒大小约为１~３μm.图３(a)为未添加 Nd和Ce(x＝０．０１,y＝０．０１)样品的

SEM照片,图３(b)为x＝０．０１,y＝０．０１的样品SEM 照片.他们的晶粒均为单一的颗粒状形貌,表
明为单一锆石相结构,这与XRD表征结果一致.图４为EDS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Nd、Ce、Zr和Si
均匀分布于晶粒中,这又表明Nd和Ce被成功固溶于锆石结构中.然而,如图３(c)和图３(d)所示,当

x＝０．０２,y＝０．０２和x＝０．０３,y＝０．０３时,样品中除了颗粒状形貌晶粒外,均出现了板状形貌晶粒,
这表明样品中存在两种物相.这同样与XRD表征结果一致.板状形貌晶粒的EDS分析结果如图４
所示,结果显示他们为两相结构(锆石和(Nd,Ce)２Si２O７)).SEM结果表明,当x≥０．０２,y≥０．０２时,
(Nd,Ce)２Si２O７ 形 成 于 样 品 中.固 化 体 密 度 测 试 结 果 如 图 ５ 所 示,所 有 样 品 的 密 度 在

４．３３~４．５６g/cm３范围内,均显示出较高密度,约为理论密度的９３％.从图５中可以看出,随Nd和

Ce固溶量的增加,固化体的密度随之增大,这与SEM结果中之密度增加的规律一致.当x＝０．０７５,

y＝０．０２５时,固化体的密度达到最大值４．５６g/cm３(大约为理论密度的９８％).这可能是由于低熔点

的(Nd,Ce)２Si２O７ 相形成而导致固化体密度的增加[３１].此外,(Nd,Ce)２Si２O７ 相形成于晶界或空隙

处,导致固化体空隙率降低,从而提高固化体的密度.

图３　Zr１－x－y(NdxCey)SiO４－x/２系列固化体的SEM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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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Zr１－x－y(NdxCey)SiO４－x/２(x＝０．０２andy＝０．０２)固化体的BSE照片

图５　Zr１－x－y(NdxCey)SiO４－x/２系列固化体的密度与固溶量关系曲线图

４　结论

如上所述,Nd３＋和Ce４＋掺杂对锆石的物相演变和微观结构的影响行为进行了阐述.通过同时将

Nd３＋和Ce４＋掺杂于ZrSiO４ 中,采用高温固相法,成功合成了Zr１－x－y(NdxCey)SiO４－x/２(０≤x,y≤０．
１)系列固化体.结果显示,Nd３＋和Ce４＋已被成功固溶于ZrSiO４ 结构中.当x＋y＜０．０４时,锆石基

固化体为单一锆石相结构;当x＋y≥０．０４时,锆石基固化体物相为锆石相和(Nd,Ce)２Si２O７ 相两相

共存.随Nd和Ce固溶量的增加,固化体的密度随之增大,当x＝０．０７５,y＝０．０２５时,固化体的密度

达到最大值４．５６g/cm３(大约为理论密度的９８％).该研究将为进一步探明Nd和Ce掺杂对锆石结

构固化体的物相及结构影响行为及机理提供基本信息,并且为三价、四价锕系核素的固化处理研究提

供实验数据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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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valentActinideImmobilizationBehaviorofZircon

DINGYi,LONGXingＧgui,ZHANGDong,
TANZhaoＧyi,LUXiＧrui

(１．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Chemistry,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Mianyang,Sichuan,

６２１９００,China;２．KeySubjectLaboratoryofNationalDefenseforRadioactiveWasteand
EnvironmentalSecurity,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６２１０１０,China)

Abstract:AseriescompositionswithgeneralstoichiometryasZr１－x－y(NdxCey)SiO４－x/２(０≤x,y≤０．１)

havebeenobtainedbysimultaneoussubstitutionofNd３＋andCe４＋forZr４＋inZrSiO４structure．The
effectsofNdandCecontentonthephaseevolutionsandmicrostructureoftheceramicswere
investigatedsystematically．Theresultsshowthatthesamplesco－dopedwithtotalcontentofNd３＋

(x)andCe４＋(y)＜０．０４aresinglezirconphase．However,whenthecompositionsco－dopedwith
totalcontentofNd３＋ (x)andCe４＋ (y)≥０．０４exhibitcoexistenceofzirconand(Nd,Ce)２Si２O７
phase．ThisdemonstratesthatthesolubilityofNd３＋andCe４＋inzirconstructureisaround０．０４per
molofzircon．Inaddition,itisfoundthatthedensitiesofthesamplesincreasewithincreasingtotal
contentofNd３＋andCe４＋．Theseresultsindicatethatzirconceramicsarepromisingcandidateforthe
immobilizationoftrivalentandtetravalentactinides．
Keywords:Zircon;Nd３＋andCe４＋;Trivalentandtetravalentactinides;Phaseevolutions;Im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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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压补偿的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

鲁　艺,荣　茹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四川 绵阳６２１９００)

摘要:利用晶体管直流增益随辐照中子注量的变化关系,建立了基于电压补偿的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以模块化软

件架构设计方法以及电压回读技术,实现了晶体管在不同中子注量率辐照下直流增益的实时测量,获得了辐照期间器

件敏感参数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研制的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可满足不同中子注量率范围的测量要求,测量精度

高达０．２％.

关键词:中子辐照;低中子注量率;双极晶体管;直流增益;电压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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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辐射模拟源低中子注量率试验方法研究中,为了获得不同能量中子对电子学材料及元器件产

生的辐射损伤差异,以及不同中子注量率下电子学材料及元器件的性能变化规律,建立辐射致材料或

器件性能变化的在线监测技术以及有效表征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双极晶体管在低剂量率辐照下会表现出明显的低γ剂量率辐射损伤增强

效应(ELDRS),且剂量率越低,损伤越严重[１Ｇ８].但是,在低剂量率辐射环境甚至极低剂量率辐射环境

下,晶体管器件是否同样存在低中子注量率辐射增强效应,目前还未见相关报道,其内在损伤机理也

尚不明确.为了准确评估低中子注量率辐射环境对晶体管器件的性能影响,获得器件在不同中子注

量率下的辐射损伤效应以及损伤阈值,需要研制适用于不同中子注量率水平的晶体管器件效应参数

在线测试系统,为低剂量辐射增强效应研究提供重要的测试手段.
本文以晶体管直流增益作为低中子注量率辐射损伤效应的宏观表征参数,采用电压补偿方法解

决了远程监测中因晶体管工作电压损耗引起的测量误差,并通过模块化软件架构以及电压回读技术,
建立了晶体管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实现了不同中子注量率辐照下晶体管直流增益的实时监测,获
得了辐照期间器件敏感参数随不同中子注量率的变化规律,为辐射增强效应结果的评价提供了依据.
结果表明,研制的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可满足不同中子注量率范围的测量要求,测量精度高达０．２％.

１　中子辐照下晶体管直流增益在线监测的原理

晶体管直流增益的测量电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晶体管直流增益测试电路

根据图１,利用外部电源和信号源给晶体管施加合适的集电极工作电压VCC、基极电压VBB,并将

电压转换为相应的集电极电流IC 和基极电流Ib,利用公式(１)就可以得到晶体三极管的直流增益:

１



hFE ＝IC

IB
＝VCC －VRC

RC
× RB

VBB－VRB
(１)

中子辐照晶体管时,在小电流注入条件下,中子辐射对晶体管的直流增益影响显著,此时直流增

益随辐照中子注量的变化可以用公式(２)表示:

Δ １
hFE

æ

è
ç

ö

ø
÷＝ １

hFE(ϕ)－
１

hFE(０)＝K′tϕ＝Kϕ (２)

式中:Δ １
hFE

æ

è
ç

ö

ø
÷———中子辐照前后晶体管直流增益倒数的变化量;

hFE(ϕ)———中子辐照后晶体管直流增益;

hFE(０)———中子辐照前晶体管直流增益;

K′———硅材料损伤常数(cm２s－１);

t———电流无限大时基极渡越时间(s);

K———晶体管实验增益损伤常数(cm２);

ϕ———辐照中子注量(cm－２).
结合公式(１)和公式(２),只要实时获得图１中的VCC、VBB、VRC、VRB,就可以得到中子辐照期间晶

体管直流增益随中子注量的变化趋势.

２　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研制

２．１　系统硬件组成

根据中子注量率测量试验的特点和要求,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采用典型的虚拟仪器平台测试

系统架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架构图

以计算中心为核心,下位机采集到的原始数据经过计算中心的处理,将数据存储在文件中并在用

户界面上实时显示.
根据系统架构,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包括: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卡、测试转接盒、电压补偿器、

任意波形发生器、高精度可编程电源、４０芯屏蔽双绞电缆、计算机显示终端以及数据采集分析软件,用
于远程获取晶体三极管受照射过程中的直流增益信息,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结构框图

其中,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为硬件设备提供控制信号,完成对晶体管工作点电压的实时采集,由
数据采集分析软件完成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存储、显示等功能.

电压补偿器与测试转接盒相配合,将晶体管集电极工作电压VCC、基极输入偏置电压VBB、测试点

VRB、VRC反馈至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系统与电源之间采用通讯方式相连接,通过对电源电压的

２



采集、回读、控制和反馈,调节外部电源电压,以实现对长线传输引起的电压损耗的补偿.
计算机显示终端负责晶体管器件的状态监控和相关人机接口,完成参数配置、在线显示、数据保

存等,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功能.

２．２　系统工作原理

由图３可知,电压补偿器作为系统中用于接收和反馈信号的核心部件,位于辐射大厅,一端通过

约１０m长的信号电缆与辐照晶体管连接,另一端则通过１００m屏蔽双绞电缆与测量间的测试系统相

连,将VCC、VBB、VRB、VRC反馈至测试转接盒.为排除电阻直接受中子辐照带来性能下降而引入测量误

差,将辐照板上的电阻RB、RC 与晶体管分开,放置于电压补偿器中.
转接盒作为电压补偿器与信号采集系统之间的接口板,放置于测试间,具有信号输入/输出转接

接口,通过长电缆将电源电压回读信号VCC以及信号源信号VBB送至采集系统输入端口,同时又将电

源输出反馈至电源监测端口.
晶体管在工作时,工作电压的稳定是提高测试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选用高精度电源为晶体

管提供工作电压;同时,在辐照过程中晶体管的直流增益将随辐照注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测试中以

选定的集电极电流IC 为限定值,而基极电流IB 为了满足IC 测试条件,应由信号源为晶体管的基极提

供一个锯齿波输入脉冲,且信号幅度和频率必须满足测试要求.另外,电源与上位机之间采用通讯方

式将回读电压与输出电压进行比较,并控制电源对电压进行自动调节.
为有效的由计算机控制这些硬件设备,采用PXI系列高速采集驱动控制器,为其他硬件提供控制

信号,利用采集卡上的硬件资源进行参数配置和通道选择,控制多通道同步采集卡采集每只晶体管在

辐照期间的电参数,通过通讯接口控制电源电压的回读和自动调节,实现数据传输、控制命令交互,最
后利用系统后期处理模块进行采集数据的处理、数据存储、波形显示等.

２．３　系统测试软件设计

系统测试软件以LabVIEW 为开发平台,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数据存储和显示模

块,测试模块流程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测试模块流程图

采用LabVIEW 中的队列(Queue)技术,将数据采集模块作为一个独自任务,数据处理模块、存储

和显示模块分别放在各自的任务当中,使它们能够并行运行.各模块间以多任务形式进行连接,实现

测试系统实时采集和实时响应用户操作的功能.
图５为测试系统中采用的队列技术架构图,三个并行任务系统主要由三个循环框架和队列技术

构成.第一个循环主要完成数据采集任务,并将采集到的数据送入队列;第二个循环完成数据处理任

务,从队列中取出数据然后进行算法处理,再将处理过的数据送入队列;最后一个循环主要完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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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储和显示,从队列中取出处理数据存入文本中,同时在图表中绘制数据.另外,将人机交互也放

入第三个循环当中,以减少任务之间的切换,减少响应时间.

图５　系统中队列的应用

３　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的应用

３．１　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的测试稳定性验证

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建立后,首先对其进行了测试稳定性的验证考核,系统测试如图６所示.

图６　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测试图

测试采用实验室静态试验(无辐照)的方法进行,将经过严格筛选的 NPN 管 BCX４１和 PNP管

３CK３B各５只作为测试对象,通过长线连接在系统上,系统通电５min后,启动测量,每间隔１０s测量

一次晶体管的直流增益βi.稳定性结果依据公式(４)计算,当w≤１％时为合格.

w ＝ βi－β/β (３)

式中:β———历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系统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７所示.将测试数据代入公式(３),得到系统稳定性结果w 为０．２％,

这一结果证明研制的测试系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满足应用要求.

(a)BCX４１

　　

(b)３CK３B
图７　稳定性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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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的应用

利用研制的晶体管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以 BCX４１和３CK３B两种晶体管器件作为试验样品,
在CFBRＧⅡ堆上开展了不同中子注量率效应试验,分别获得了２W、２０W、２００W 辐照功率下晶体管

的直流增益变化趋势,结果如图８至图１０所示.

(a)BCX４１

　　

(b)３CK３B

图８　CFBRＧⅡ堆２W 辐照试验测试结果

(a)BCX４１

　　

(b)３CK３B

图９　CFBRＧⅡ堆２０W 辐照试验测试结果

(a)BCX４１

　　

(b)３CK３B
图１０　CFBRＧⅡ堆２００W 辐照试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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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研制的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且可以实时跟随辐照中子注量的变

化,在线获得辐照晶体管的直流增益变化曲线.

４　结论

利用晶体三极管在中子辐照下的硅位移损伤特性,成功研制了晶体管直流增益在线测试系统.
该系统以Labview为开发平台,通过多任务并行处理的模块化程序设计,实现了快速响应、高效率同

步采集、实时数据处理、存储及显示;采用回读技术建立了电压补偿方法,解决了远程监测中因电压损

耗带来的测量误差,使测试精度高达０．２％.
该系统通过了稳定性测试验证,实现了在CFBRＧⅡ堆上的中子注量率效应试验考核,获得了器件

的辐射损伤数据.结果表明,研制的直流增益在线测量系统可满足不同中子注量率范围的测量要求,
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可靠性,为晶体管器件的中子注量率增强效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测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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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rentGainTestingSystembasedon
theCompensationVoltage

LUYi,RONGRu
(InstituteofNuclearPhysicsandChemistry,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Mianyang,６２１９００)

Abstract:Thecurrentgaintestingsystem basedonthecompensationvoltagehadbeenbuiltto
evaluatetheenhancedsensitivityintherangeofradiationneutronflux,whichemployed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currentgainandtheneutronflux,andthetendencesofcomponentdamage
sensitiveparameterswithneutronradiatefluencywerealsoobtained．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
currentgainsystemcouldsatifydifferentrangeofneutronradiationfluency,andtheprecisioncould
beashighas０．２％．
Keywords:Neutronradiation;Lowneutronfluency;Bipolartransistor;Currentgain;Voltage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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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负载锥板式有界波电磁脉冲模拟器仿真分析

谢霖燊,石跃武,张国伟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强脉冲辐射环境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摘要:“春雷号”模拟装置改造的新天线拟采用锥板式加分布式负载的结构.利用电磁仿真计算软件 CST对新天线进

行仿真分析.建立等比天线模型,仿真计算电阻链条数、金属线代替金属板、电阻个数、电阻链结构、天线外建筑对工

作区间场波形的影响以及工作空间场分布.仿真结果对模拟器新天线设计以及效应试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春雷号”;高空核电磁脉冲有界波;电磁脉冲模拟器;电磁仿真

　　　　　　　　　　　　　　　　　　　　　　　　　　　　　　　　　　　　　　　　　　　　　　　　　　
　

　
　

　 　　　　　　　　　　　　　　　　　　　　　　　　　　　　　　　　　　　　　　　　　　　　　　　　　
　

　
　

　
　

作者简介:谢霖燊(１９８２—),男,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脉冲功率技术和电磁脉冲模拟产生技术

几十年来,高空核爆电磁脉冲(HEMP)波形标准逐步修订,引起模拟、测量等试验手段的变化,对
效应试验的结果也有影响[１Ｇ４].为满足标准修订造成的变化,我们对“春雷号”模拟装置进行改造.
图１为模拟装置改造后的结构示意图,新天线采用锥板式加分布式负载的结构.锥板段有利于充分利

用空间,但在激励电压确定的情况下场强和高度成反比,整个工作空间的高度是变化的,因而场强也

是变化的.而分布式负载的匹配吸收效果比集中式负载号,且分布式负载网络的电阻链间存在空隙,
有利于高频波直接透射除去[４].

图１　模拟器结构示意图

天线设计决定了工作空间和场波形.我们可以利用数值模拟[５]的办法进行天线的初步设计,并
通过仿真结果检验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文献[６Ｇ１４]采用电磁仿真计算软件FEKO(一种基于矩量法

及高频分析方法,为各种高频电磁场应用而开发的全波电磁场分析软件)计算了模拟器前后锥角、栅
板极板、模拟器尺寸、终端负载、宽高比、下极板宽度等参数对天线内部场的影响;文献[１５Ｇ１７]采用

FDTD(时域有限差分法)计算模拟器的模式分布,场传播和场分布结果.本文采用基于有限积分法的

电磁场仿真计算软件 CST,对模拟装置新天线进行仿真分析,得到天线工作空间场分布与典型场波

形,为下一步的效应试验提供参考.

１　天线模型

按照实际尺寸建立１∶１的天线模型如图２所示,天线总长２７m,前锥长２０m,后锥长７m,天线

最宽处对应高度６m,宽１０m.根据天线宽高比可计算出天线特征阻抗为１４２Ω[１８].天线拟采用玻

璃钢作为支撑柱材料,上极板采用１００根直径８mm钢丝绳,钢丝绳间最大间隙１００mm,地极板由不

锈钢拉板网制成.上下极板宽度相同,在锥板段天线的宽高比保持一致,天线张角约为１８．２°.在上

下极板源端中心处加载峰值３００kV,前沿２．３ns,半宽２３ns(２－２３指标),和前沿５ns,半宽８０ns
(５－８０指标)的两种双指数电压激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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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春雷号”模拟装置新天线仿真模型

　　天线末端采用三角锥过渡板连接天线上极板与１２根负载电阻链,根据 TEM 模式电阻密度分布

计算三角锥过渡板的尺寸和位置坐标[１９].新天线也将按此设计连接极板与电阻链.每条电阻链由

１７根１５０mm长,阻值为１００Ω的膜电阻通过铜线串联而成,均匀分布.并联后阻值为１４１．７Ω,以保

障终端负载匹配.负载链等效模型分为三种:①纯电阻串联模型;②电阻与电感串联模型;③考虑空

间尺寸的电阻与电感串联模型.

２　仿真分析

２．１　负载电阻链条数的影响

取天线最高处地面中心点为原点,坐标(５,０,２)基本位于天线中心.以该点为场波形监测点.
负载链条数会对波形产生影响[７,８].图３为负载链分别为６条与１２条时(负载链等效为纯电阻模

型),监测点的场波形(为方便比较,波形幅值归一化).根据波形传输时间计算,波形后延的凸起正是

由于负载电阻反射造成.

图３　电阻链６条和１２条时对应场波形

(a)２－２３指标;(b)５－８０指标

如图３(a)所示,对于２－２３指标波形,在工作空间内,负载造成的反射峰不影响波形脉宽.之后

的仿真不再考虑此指标波形.图３(b)表明,对于５－８０指标波形,负载造成的反射峰叠加到波形后

延,使得所测波形脉宽展宽,并且在工作空间不同位置所测波形的脉宽都不相同.因此当采用５－８０
指标波形进行效应试验时,需考虑负载反射对脉宽的影响.

２．２　金属线栅代替金属板的影响

由于天线在室外,用金属线栅代替金属板作为天线的上下极板以延长天线的使用寿命.金属线

栅代替金属板增大了有界波模拟器的特性阻抗,缩短了电磁脉冲的上升时间,线栅越密,场分布均匀

性越好,但所能传输的电磁脉冲上升时间越长[９].图４为新天线上线下线、上板下板以及上线下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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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极板模型对应测量点波形与标准波形的比较(负载链为６条纯电阻模型).仿真结果表明新天线采

用的线极板只造成了波形幅值的衰减,对波形形状的影响可忽略.

图４　线极板代替板极板对波形的影响

　　

图５　单条电阻链上电阻个数对波形的影响

２．３　电阻链结构对测试点场波形的影响

电阻链结构为多个电阻通过细长导线串联而成,将电阻链等效为多个纯电阻串联是不符合实际

情况的,应考虑电阻链电感和空间尺寸的影响.因此电阻链串联电阻的个数也将影响反射波形.在

终端负载总阻值不变的前提下,图５为单条电阻链分别为８个电阻和１７个电阻时测试点的场波形(６
条电阻链且等效为纯电阻).电阻个数的增加有利于减小波形反射.图６为电阻链等效模型的两种

情况,区别在于是否考虑电阻链等效模型的空间尺寸.

图６　电阻链等效模型

(a)未考虑空间尺寸;(b)考虑空间尺寸

图７　电阻链三种等效模型的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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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为电阻链三种等效模型对应的仿真结果.结果表明考虑电阻链空间尺寸后的等效模型产生

的反射较大,因此实际制作电阻链时应想方设法减小电阻链电感,例如缩短连接导线长度,增大导线

直径,采用无感电阻等措施以减小反射.

２．４　天线外建筑对测试点波形的影响

新天线搭建场地有一个金属框架仓库,位于负载后２m处,如图８(a)所示.将仓库等效为一堵金

属墙,仿真结果如图８(b)所示.仓库造成的反射叠加在电阻反射上,幅值较小.

图８　(a)金属框架仓库等效模型,(b)仓库等效模型对波形的影响

２．５　工作空间内的场分布

工作空间场分布是表征天线传输特性的重要参数,也是进行效应试验前应获取的重要数据.图９
为工作空间场分布的仿真结果.场强幅值随着天线高度的增加而线性减小,中轴线±３m 内的工作

空间可视为均匀场.由于场强随天线高度变化,因此在进行效应试验时应考虑试件尺寸和放置位置

对承受场强的影响.

图９　工作空间场分布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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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春雷号”模拟装置拟采用锥板式加分布式负载新天线,我们建立等比天线模型,仿真计算新天线

电阻链条数、金属线代替金属板、电阻链结构、天线外建筑对工作区间场波形的影响以及工作空间场

分布.仿真结果表明负载电阻链造成的反射叠加到５－８０指标波形的后延,影响波形的脉宽.并且６
根负载电阻链比１２根负载电阻链造成的反射更小,金属线代替金属板以及天线外建筑对测试点场波

形影响不大,电阻链的空间尺寸以及电感对反射幅值影响较大,应设法减小负载电阻链电感.新天线

工作空间场分布的仿真结果表明中轴线±３m 范围内认为是个均匀场,场强随天线高度增加而线性

减小.仿真结果对模拟器新天线设计以及效应试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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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forConeＧplateBoundedＧwaveEMP
SimulatorwithDistributedTerminator

XIELinＧshen,SHIYueＧwu,ZHANGGuoＧwei
(StateKeyLaboratoryofIntensePulsedRadiationSimulationandEffect,

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an,Shaanxi,７１００２４,China)

Abstract:The“SpringＧThunder”boundedＧwave EMPsimulatorhasbeendeveloping with new
antenna,whichisconeＧplatewithdistributedterminator．SimulationforthenewantennawithCST
ispresented．Equivalentmodelisfounded．Theeffectsofresistancechainsnumbers ,metalwire
replacingmetalboard,numberofaresistancechain,configurationofaresistancechain,building
neartheantennaterminatorhasbeenstudied．EＧfielddistributinginworkregionhasalsobeen
calculated．Theconclusionsisusefulforthenewantennaconstructandeffecttestingexperiments．
Keywords:“SpringＧThunder”;highaltitudenuclearelectromagneticpulse(HEMP);boundedＧwave
EMPsimulatorelectromagneticsimu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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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总剂量效应诱发PPDCMOS图像传感器
性能退化的实验研究

王祖军,薛院院,马武英,何宝平,姚志斌,盛江坤,董观涛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摘要:通过开展０．１８μm 工艺制造的 PPDCMOS图像传感器６０Coγ射线电离总剂量辐照效应实验,得出了 PPD
CMOS图像传感器的时域、空域和光谱类参数随总剂量增大的退化规律,分析了总剂量效应诱发 PPDCMOS图像传

感器暗电流、随机噪声、暗信号不均匀性(DSNU)、光响应不均匀性(PRNU)、系统总增益、饱和输出、信噪比(SNR)、动
态范围(DR)、量子效率(QE)、光响应度(R)等辐射敏感参数退化的实验规律,揭示了总剂量诱发 PPDCMOS图像传

感器性能退化的损伤机理,为开展 CMOS图像传感器抗电离辐射加固和损伤评估技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验技术

支持.

关键词:CMOS图像传感器;总剂量;辐照损伤;暗信号;量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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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S图像传感器因集成度高、功耗低、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成本低等优点,在遥感成像、星敏

感器和太阳敏感器等卫星成像系统中被广泛应用,例如,欧空局采用 CMOS图像传感器作为星敏感

器和视频监视相机[１];美国轨道快车计划中,将CMOS图像传感器用于近距离交会对接测量[２];我国

发射的“嫦娥二号”探月卫星上安装了４套轻小型CMOSAPS相机,分别对卫星降落、４９０N发动机点

火、定向天线展开、太阳翼监视等视频图像[３].然而,CMOS图像传感器在空间辐射环境中应用时,会
受到辐射损伤的影响而导致器件性能退化,严重时甚至出现功能失效,对航天器探测、成像系统在轨

运行和效能发挥构成严重威胁.CMOS图像传感器的辐照损伤效应主要有:总剂量效应、位移效应和

单粒子效应[４].
鉴于当前在空间应用的CMOS图像传感器主要以０．１８μm工艺制造的PPDCMOS图像传感器

为主,而与其辐照实验相关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CMOS图像传感器在空间辐射或核辐射环境中应

用时均会遭受电离总剂量损伤,且国内外开展电子元器件的辐照损伤性能考核时,通常首先考核其抗

总剂量辐照能力.因而本文主要通过开展０．１８μm 工艺制造的PPDCMOS图像传感器６０Coγ射线

电离总剂量辐照效应实验,分析总剂量效应诱发暗电流、随机噪声、暗信号不均匀性、光响应不均匀

性、系统总增益、饱和输出、信噪比、动态范围、量子效率、光响应度等辐射敏感参数退化的实验规律,
揭示总剂量诱发PPDCMOS图像传感器性能退化的损伤机理.

１　辐照实验

PPDCMOS图像传感器的总剂量辐照效应实验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抗辐射加固研究专用６０Coγ
射线源上开展.６０Coγ射线源的光子能量１．２５MeV,源的不确定度为２．５％.辐照前,对６０Coγ射线

源剂量率进行了标定.辐照实验样品为 CMOSIS公司的 CMV３００CMOS图像传感器.辐照剂量率

为３．０rad(Si)/s,总剂量测试点分别为５０krad(Si)、１００krad(Si)、１５０krad(Si).PPDCMOS图像传

感器辐照时片均不加偏置辐照.每片辐照样 品 分 别 在 总 剂 量 为 ５０krad(Si)、１００krad(Si)、

１５０krad(Si)时进行辐射敏感参数的离线测试.测试样品参数时,在６０Coγ射线源辐照实验测试间进

行离线测试.暗信号测试时,将测试系统放入暗箱,在暗场环境进行测试;饱和输出测试时,由积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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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提供匀场光.

CMV３００CMOS图像传感器是由CMOSIS公司采用０．１８μm工艺制造的PPDCMOS图像传感

器.该图像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低噪声、低功耗等优良性能.CMV３００CMOS图像传感器的像元阵

列为６４８×４８８,像元尺寸大小为７．４μm×７．４μm,像元为基于相关双采样的４TPPD结构.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总剂量诱发暗信号和随机噪声增大

CMOS图像传感器的暗电流是指在没有光照或其他方式信号注入的情况下,器件输出的电流信

号.在无光照条件下,CMOS图像传感器的暗电流会随积分时间线性增加.欧洲机器视觉行业协会

(EMVA)发布了第一个具有国际权威性光电图像传感器芯片及相机系统的参数测试标准,即EMVA
１２８８国际标准,该标准主要是规范光电图像传感器及相机系统的性能测试方法和参数定义,并逐步形

成了广泛认可的国际标准.按照EMVA１２８８国际标准,暗电流的计算公式为[５]:

μd ＝μd０＋IDtexp (１)
式中:ID 为暗电流,texp为积分时间,μd０为积分时间为零时无光照条件下的平均暗电子数,μd 为积分时

间为texp时无光照条件下的暗电子数.
暗电流是CMOS图像传感器的典型辐射敏感参数.总剂量辐照诱发 CMOS图像传感器暗电流

增大.图１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暗电流随总剂量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１中

可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暗电流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总剂量诱发暗电流增大源于在 CMOS
图像传感器的介电质(PMD氧化层),空间电荷区(SCR),浅沟隔离(STI),转移栅(TG)等区域产生的

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总剂量诱发PPDCMOS图像传感器暗电流增大的损伤物理机制为:１)总
剂量辐照诱发产生的氧化层陷阱电荷导致PPD像元中的空间电荷区延伸到PMD氧化层;２)总剂量

辐照诱发产生界面态的扩散电流大于像元中性区产生的电流[６].

图１　CMOS图像传感器暗电流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的变化曲线

当总剂量低于５０krad(Si)时,CMOS图像传感器的暗电流增加较小,当总剂量高于５０krad(Si)
时,CMOS图像传感器的暗电流显著增大.这是由于CMOS图像传感器的电离损伤随总剂量增大而

增大,如电离损伤诱发界面态密度增大,导致暗电流增大.当总剂量较高时,由于空间电荷区延伸到

PMD和STI界面,PMD和STI区域因总剂量诱发产生的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数量较多,从而总

剂量诱发产生的暗信号相对较大.当总剂量较低时,CMOS图像传感器像元的空间电荷区不能延伸

到PMD和STI界面,因而总剂量诱发的暗电流相对较少.

CMOS图像传感器的随机噪声是指在无光照条件下,器件各有效像元输出信号的均方根偏差.
４１



随机噪声的计算公式如下:

σr ＝ １
M－１∑

M

i＝１

(Si－Sa)２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２)

式中:M 为采集图像的数量,Sa 为所有像元输出的平均灰度值,Si 为第i帧图像中单个像元输出的灰

度值.
总剂量辐照后,CMOS图像传感器的随机噪声显著增大.影响随机噪声增大的因素较多,诸如暗

信号噪声、散粒噪声、输出放大噪声和复位噪声等噪声增大均会导致随机噪声增大.总剂量辐照后,

CMOS图像传感器随机噪声增大主要归因于总剂量诱发像元中暗信号、DSNU增大,以及像元源跟随

器的噪声增大.暗场环境下,CMOS图像传感器各像元输出信号的不一致与暗电流和 DSNU 相关,
且增大了随机噪声.图２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随机噪声随总剂量增大的变化

曲线.从图２中可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随机噪声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当总剂量低于５０
krad(Si)时,随机噪声增加较小,当总剂量高于５０krad(Si)时,随机噪声显著增大.

图２　CMOS图像传感器随机噪声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的变化曲线

２．２　总剂量诱发暗信号不均匀性和光响应不均匀性增大

CMOS图像传感器的暗信号不均匀性(DSNU)是指暗信号在器件各个像元中分布的不一致性.
按照EMVA１２８８国际标准,DSNU的计算公式如下[５]:

μy,dark ＝ １
MN∑

M－１

m＝０
∑
N－１

n＝０
ydark[m][n] (３)

s２
y,dark ＝ １

MN －１∑
M－１

m＝０
∑
N－１

n＝０

(ydark[m][n]－μy,dark)２ (４)

DSNU ＝sy,dark (５)
式中:M 和 N 分为图像的行像元和列像元数;m 和n分为图像的行像元和列像元序号;ydark[m][n]
为暗场图像中像元的暗信号灰度值,μy,dark为所有暗场图像的平均灰度值,s２

y,dark为所有暗场图像的

方差.
总剂量不仅诱发CMOS图像传感器暗电流增大,而且诱发 DSNU 增大.图３给出了 CMOS图

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DSNU随总剂量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３中可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

的DSNU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当总剂量低于５０krad(Si)时,DSNU 增加较小,当总剂量高于５０
krad(Si)时,DSNU 显著增大.总剂量诱发 DSNU 增大源于总剂量诱发CMOS图像传感器在PMD、

STI、TG等区域产生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导致各像元中暗信号的不一致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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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CMOS图像传感器 DSNU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的变化曲线

　　CMOS图像传感器的光响应不均匀性(PRNU)是指在均匀光照下,器件各光敏像元对统一照度

响应的不一致性,即各像元在均匀光照条件下响应电平的差异,按照 EMVA１２８８国际标准,PRNU
的计算公式为[５]:

μy,５０ ＝ １
MN∑

M－１

m＝０
∑
N－１

n＝０
y５０[m][n] (６)

s２
y,５０ ＝ １

MN －１∑
M－１

m＝０
∑
N－１

n＝０

(y５０[m][n]－μy,５０)２ (７)

PRNU＝ s２
y,５０－s２

y,dark

μy,５０－μy,dark
×１００％ (８)

式中:M 和N 分为图像的行像元和列像元数;m 和n 分为图像的行像元和列像元序号;y５０[m][n]为
所有半饱和光强照射下图像中像元的输出灰度值,μy,５０为所有半饱和光强照射下图像的平均输出灰

度值,s２
y,５０为所有半饱和光强照射下图像的方差.

图４　CMOS图像传感器PRNU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的变化曲线

图４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PRNU随总剂量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４中可

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PRNU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PRNU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归因于总剂

量诱发产生的氧化物陷阱电荷和界面态,这些缺陷俘获或发射像元势阱中的信号电荷,导致像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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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电荷出现波动,这种信号电荷的波动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当总剂量低于５０krad(Si)时,PRNU
增加很小,当总剂量高于５０krad(Si)时,PRNU增大明显.

２．３　总剂量诱发系统总增益和饱和输出减小

CMOS图像传感器的系统总增益表示每个有效光电子导致输出图像灰度值的增量,按照EMVA
１２８８国际标准,系统总增益的计算公式如下[５]:

K ＝σ２
y －σ２

y,dark

μy －μy,dark
(９)

式中:μy 为平均灰度值,σ２
y 噪声的方差,σ２

y,dark暗信号的方差.
图５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系统总增益随总剂量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５

中可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系统总增益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系统总增益与CMOS图像传感

器的像元收集节点电容和源跟随器读出增益有关.像元收集节点电容包含光电二极管电容和收集节

点中的寄生电容.系统总增益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归因于像元中电容的变化和阈值漂移,其根源在

于与隔离氧化层耗尽相关的PPD电容的变化.

图５　CMOS图像传感器系统总增益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的变化曲线

CMOS图像传感器处于饱和曝光量时的输出,称为饱和输出.当CMOS图像传感器达到饱和输

出时,尽管入射光强增加,输出信号却并不增加.饱和输出是 CMOS图像传感器可以产生的最大输

出信号,即填满CMOSAPS图像传感器像元势阱时信号电荷包对应的输出信号.CMOS图像传感器

的输出信号随入射光强的增大而增大,直到输出信号达到饱和后,输出信号从线性区进入饱和区.测

出对应入射光强下的输出信号,然后以曝光量为横坐标,输出信号为纵坐标,由测试数据给出散点图,
并按最小二乘法,分别对线性区及饱和区拟合出两条直线,两条直线的交点的纵坐标即为器件的饱和

输出信号.
图６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饱和输出总剂量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６中可

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饱和输出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这是因为饱和输出与系统总增益和满阱

容量(FWC)有关.FWC为像元势阱中的最大信号电荷.当总剂量高于５０krad(Si)时,由于系统总

增益随总剂量增大而显著减小导致饱和输出也随总剂量增大而显著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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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CMOS图像传感器饱和输出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的变化曲线

２．４　总剂量诱发信噪比和动态范围减小

CMOS图像传感器的信噪比(SNR)是指光电图像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噪声之比,根据 EMVA
１２８８国际标准,SNR的计算公式为[５]:

SNR＝２０lg(μy －μy,dark

σy
) (１０)

式中:μy 为各像元的平均灰度值;μy,dark为暗场下各像元的平均灰度值;σy 为各像元灰度值的标准偏差.
当信号输出为饱和输出时,此时计算的 SNR 为最大 SNR.本文主要测试了在积分时间为

２６．１ms时的最大SNR.图７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最大SNR随总剂量增大的

变化曲线.从图７中可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最大SNR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当总剂量低于

５０krad(Si)时,最大SNR退化较小,当总剂量高于５０krad(Si)时,最大SNR退化显著.SNR与输出

信号和给定信号电荷水平的噪声有关.由于饱和输出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而噪声随总剂量增大而

增大,因而最大SNR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

图７　CMOS图像传感器信噪比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的变化曲线

CMOS图像传感器的动态范围(DR)是指光电图像传感器在饱和曝光量时输出的饱和信号与暗

场环境时的均方根噪声的比值.DR可以表征图像传感器输出信号随输入曝光量线性变化的范围.
根据EMVA１２８８国际标准,DR的计算公式如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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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２０lg(μp,sat

σy,dark
) (１１)

式中:μp,sat为饱和输出信号;σy,dark为暗场环境时的均方根噪声.
图８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后,DR随总剂量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８中可以

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DR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当总剂量低于５０krad(Si)时,DR退化较小,
当总剂量高于５０krad(Si)时,最大DR退化显著.DR与输出信号和暗场环境下的均方根噪声有关.
由于饱和输出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而暗场环境下的均方根噪声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因而 DR随总

剂量增大而减小.

图８　CMOS图像传感器动态范围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的变化曲线

２．５　总剂量诱发量子效率和光响应度减小

CMOS图像传感器的量子效率(QE)是指芯片产生的光生载流子个数与曝光时间内入射到

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表面的光子个数的比值,其直接反映了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对光的敏感能

力.根据EMVA１２８８国际标准,QE的计算公式如下[５]:

QE ＝ Nsig(λ)
Nph(λ) (１２)

式中:Nph为注入的光生载流子个数,Nsig为曝光时间内入射到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表面的光子个

数,λ为入射光的波长.

图９　CMOS图像传感器量子效率辐照前后随波长增大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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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前后,QE随波长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９中可以

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QE在辐照总剂量达到１５０krad(Si)后显著减小,其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
是光信号注入损失,即部分光信号没有达到成像区域表面;二是由于总剂量诱发PMD和STI区域产

生的氧化层电荷和界面态导致光生载流子的损失.

CMOS图像传感器的光响应度(R)是指图像传感器芯片对于不同波长入射光的响应能力.根据

EMVA１２８８国际标准,R的计算公式如下[５]:

R＝Iph

P ＝QEqλ
hc

(１３)

式中:q为电子电荷,Iph为光电流,h为普朗克常数,P 为输出光功率,c为光速.
图１０给出了CMOS图像传感器不加偏置辐照前后,光响应度随波长增大的变化曲线.从图９中

可以看到,CMOS图像传感器的光响应度在辐照总剂量达到１５０krad(Si)后显著减小,这主要是因为

总剂量辐照诱发产生的界面态增加了 CMOS图像传感器的表面复合速率,导致光注入信号损失,从
而降低了CMOS图像传感器对不同波长入射光的响应能力.

图１０　CMOS图像传感器光响应度辐照前后随波长增大的变化曲线

３　结论

通过开展０．１８μm工艺制造的PPDCMOS图像传感器６０Coγ射线电离总剂量辐照效应实验,分
析了PPDCMOS图像传感器的时域、空域和光谱类参数随总剂量增大的退化规律.PPDCMOS图

像传感器的暗电流、随机噪声、DSNU、PRNU 随总剂量增大而增大;系统总增益、饱和输出、信噪比

SNR、DR随总剂量增大而减小.当总剂量大于５０krad(Si)时,上述辐射敏感参数退化显著.PPD
CMOS图像传感器受总剂量辐照达１５０krad(Si)时,QE和 R退化显著.总剂量辐照PPDCMOS图

像传感器诱发在像元PMD氧化层、SCR、STI、TG等区域产生的氧化层陷阱电荷和界面态是导致其

辐射敏感参数退化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将为开展 CMOS图像传感器抗电离辐射加固和损伤评

估技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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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xperimentalResearchofthePerformance
DegradationinPPDCMOSImageSensorsInduced

byTotalIonizingdoseRadiationEffects

WANGZuＧjun,XUEYuanＧyuan,MA WuＧying,HEBaoＧping,
YAOZhiＧbin,SHENGJiangＧkun,DONGGuanＧtao

(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StateKeyLaboratoryofIntense
PulsedRadiationSimulationandEffect,XianShaanxi７１００２４,China)

Abstract:Theexperimentsoftotalionizingdose(TID)radiationeffectsinpinnedphotodiodeCMOS
imagesensorshavebeeninvestigated．TheparametersoftheCMOSimagesensorssuchastemporal
domain,spatialdomain,andspectraldomainversustheTIDarepresented．Thedarkcurrent,

randomnoise,darksignalnonＧuniformity (DSNU),photoresponsenonＧuniformity (PRNU),

overallsystemgain,saturationoutput,dynamicrange(DR),signaltonoiseratio(SNR),quantum
efficiency(QE)andresponsivityversustheTIDarereported．ThebehaviorsofthetestedCMOS
imagesensorsshowremarkabledegradationsafterradiation．ThedegradationmechanismsofCMOS
imagesensorsinducedbyTIDdamagearealsoanalyzed．Theresearchesprovidethebasisofthe
theoriesandexperimentaltechniquesfortheCMOSimagesensorsradiationhardeninganddamage
evaluationtechniques．
Keywords:CMOSimagesensor;Totalionizingdose;Radiationdamage;Darksignal;Quantum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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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温离子激发发光分析系统的建立及其应用

仇猛淋１,王广甫１,２,褚莹洁１,胥　密１,郑　力１,殷　鹏１

(１．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２．北京市辐射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在北京师范大学 GIC４１１７串列加速器原有离子激发发光IBIL(IonBeamInducedLuminescence)分析靶室基础

上,安装了可实现８０~９００K温度范围内精确控温的冷热样品台,实现高低温情况下IBIL光谱的测量;增加样品前法

拉第筒,解决安装冷热样品台后的束流测量问题;增加金硅面垒探测器,建立了离子辐照材料样品过程中利用背散射

离子的计数在线监测束流强度的方法.在不同温度下,利用２MeV质子束轰击的氟化锂(LiF)样品得到的IBIL光谱,

明显观察到温度对不同发光中心发光效果的影响.

关键词:离子激发发光;高低温;氟化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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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子辐照材料过程中,通过探测材料中靶原子的外层电子激发跃迁产生的发光光谱,可以反映

靶原子所 处 的 物 理 和 化 学 状 态,这 一 在 线 分 析 方 法 被 称 为 离 子 激 发 发 光 (IonBeamInduced
Luminescence,IBIL)分析方法[１].相比于阴极发光、光致发光等其他发光测试方法,IBIL激发效率更

高,且可提供辐照过程中材料中微结构原位信息及其演变情况,在材料辐照损伤[２]、地质样品鉴定[３]

及人工合成晶体与薄膜[４,５]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IBIL分析中,由于发光产额与束流大小成正比,
束流的波动将十分明显地影响发光产额,并对辐照剂量的准确度产生影响,因而束流的稳定性对IBIL
分析的影响不可忽视.目前国际上的IBIL分析多为常温下的测量[６,７],而温度对损伤产生的空位迁

徙、激子的状态以及非辐射复合(电子跃迁过程中以发射声子等其他形式释放能量,不放出光子)占比

等影响十分明显,因此温度因素也是IBIL分析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介绍了在北京师范大学 GIC４１１７串列加速器上新建立的高低温IBIL分析靶室及其应用在

常见核材料氟化锂材料的初步结果.

１　实验装置

如图１所示,基于北京师范大学２×１．７MVGIC４１１７串列加速器原有IBIL分析系统,我们进行

了改造工作.进行IBIL光谱测量时,产生的光子经由光纤通管及光纤进入光谱仪(型号 QEＧPRO,可
探测波长范围２００~１０００nm,最小积分时间可设定为８ms),由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采谱.为实现不

同温度下的IBIL测量,将原有真空靶室内的样品架改为定制的冷热样品台,冷热样品台由美国Instec
公司定制,可在８０~９００K温度范围内精确控温,通常状况下温度稳定性在±１K.

原有IBIL分析系统中,离子束可通过样品架之间的空位到达样品架后方的法拉第筒中进行束流

测量.安装冷热样品台后,离子束无法穿透样品台到达原有法拉第筒.为此,我们在离子束到达冷热

样品台前的路径上新建法拉第筒,由靶室上方气缸通过伸缩控制,将法拉第筒放下时阻拦离子束前进

从而测量束流,需进行IBIL光谱测量时将法拉第筒收起即可;为抑制离子束轰击法拉第筒时逸出的

二次电子,我们在新建法拉第筒前端添加负压抑制板,提升束流测量的准确度.经测试新旧法拉第筒

束流测量数据的线性拟合R 方约为０．９９４,因此我们认为新建法拉第筒测得的束流值是准确的,如图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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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高低温IBIL装置简图

图２　新旧法拉第筒测得束流对比

　　由于背散射离子的产额与束流大小成正比,因此我们在IBIL靶室内添加了背散射分析系统用以

监测IBIL光谱测量过程中束流的稳定性.如图所示,我们在与样品台法线夹角为２２．５°方向安装了

金硅面垒探测器,测量时信号经由前置放大器、主放大器、多道系统到达计算机.选用多度定标系统

(Multichannelscaler,MCS),设定与IBIL光谱测量相同的积分时间进行背散射离子计数.如图３所

示,束流总体平稳,但存在一定周期性的波动,我们可以利用背散射离子计数作为束流的参照对IBIL
光谱强度做一个校正.从图４可以看出,校正后的IBIL光谱更为平滑,达到预期的校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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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辐照过程中 Mcs系统获得的背散射离子计数

图４　校正前后IBIL光谱强度随剂量演变情况

２　实验结果及讨论

实验过程中,样品为从合肥科晶公司购买的纯氟化锂晶体,晶向＜１００＞,尺寸大小为１０×１０×
０９５mm３,选用２MeV H＋ ,束斑直径大小为６．７mm,积分时间为０．５s,束流大小１０nA,每个样品

的辐照剂量大约为６×１０１４cm－２.分别选定常温(２９０K)、１００K及６５０K温度条件下进行了IBIL光

谱测量.

２．１　LiF材料的IBIL光谱

图５中给出常温下LiF材料的典型IBIL光谱,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三个宽峰分别位于３００~
４００nm、６７０nm(存在５４０nm肩峰)和８９０nm处峰,９５０nm处的波谷是由于系统光路造成.现有研

究结果[６,８]表明:紫外波段为激子峰,４００nm左右的为杂质峰(氧或者镁),５４０nm 处肩峰对应的发光

中心为F＋
３ 色心,６７０nm 处的发光峰对应 F２色心,８９０nm 处的峰则来自于F－

３ 和F＋
２ 色心发光峰的

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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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常温下LiF材料的典型IBIL光谱

２．２　不同温度下LiF材料的IBIL光谱强度随剂量演变情况

由于高温下的激子峰强度十分微弱,无法与其他温度下的激子峰演变行为做比较,因此本文只给

出５４０nm、６７０nm和８９０nm处发光峰在不同温度下的演变行为,如图６所示.

图６　(a)、(b)、(c)分别为１００K、常温(２９０K)及６５０K温度下LiF材

料５４０nm、６７０nm和８９０nm处发光峰随剂量的演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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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６(a)可以看出,在１００K 低温环境下,在６×１０１４cm－２的总体剂量下,三个发光峰的强度均

随着剂量的增长而增强.而在图６(b)中,常温条件下(２９０K),５４０nm 和６７０nm 的发光峰在剂量达

到１．５×１０１４cm－２之前强度随剂量增长而增强,然后随着剂量的增长强度明显衰弱;８９０nm的发光峰

则大约在剂量达到３×１０１４cm－２的时候增长到最大值,随后保持一个稳定的强度.图６(c)则显示

６５０K高温环境下,５４０nm和６７０nm的发光峰大约在２×１０１４cm－２剂量时达到最大值,然后随剂量缓

慢下降,８９０nm的发光峰则大约在３．５×１０１４cm－２剂量的时候达到强度最大值,然后随着剂量增长强

度没有明显的变化.此外,从相对强度来看,６５０K温度下的５４０nm和６７０nm的发光峰强度十分接

近,而１００K和２９０K温度下６７０nm 处的发光峰强度则明显高于５４０nm 的发光峰;相比１００K 和

２９０K温度条件下,６５０K温度下８９０nm的强度明显弱于其他两个峰.

２．３　结果分析

辐照初期,随着入射剂量的增加,单一的点缺陷不断形成,逐步聚集形成不同的F色心(F＋F →
F２,F＋

２ ＋F→F＋
３ 等),因而发光强度随着剂量增长而增强;而随着剂量的继续增加,更高阶缺陷聚集体

(Fn 心等)开始形成,不同类型的缺陷之间也存在相互转化(F＋
２ ＋e→F２,F＋

２ ＋F－ →F－
３ 等),发光中心

的数量开始达到平衡或者减少,表现在发光强度的饱和和衰弱[６].此外,辐照引起的能量沉积可使得

非辐射复合比例的增加将引起发光强度的降低,特定缺陷引起的自吸收增加(如Fn 心的再吸收效应

将降低F＋
３ 色心的荧光强度)也会对发光强度的演变造成影响[７,９].

低温条件下,热振动的降低使得声子密度降低,从而使得非辐射复合的比例大大降低;另外,低温

下空位迁徙速率大大减小,降低了缺陷的聚集或者转化速率.这样,相比于高温条件,低温条件下的

发光强度在相同剂量下仍未达到饱和和衰减.而高温条件下,温度的升高将使得激子分解,导致紫外

波段的发光峰强度十分微弱,各类型F聚心也会分解导致发光强度的衰弱,非辐射复合比例也会增

加;此外,部分特定色心之间在高温条件下会存在转化,导致色心之间的数量比值出现差异,反映在

IBIL光谱中不同峰位在不同温度下的相对强度差异[９,１０].

３　结论

本文介绍了可实现在高低温情况下进行IBIL测量的装置的改造工作,测试结果表明高低温IBIL
分析系统可实现不同温度下的IBIL光谱在线测量工作,并同时利用背散射离子技术系统给出辐照过

程中的束流监测情况用于实时IBIL光谱强度的校正.

LiF材料的测试结果表明高低温IBIL分析系统可以灵敏探测不同温度条件下离子辐照引起的各

类型缺陷的发光及其随剂量的演变情况.讨论了不同温度下缺陷发光强度演变的相关物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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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VariableTemperatureChamberforIonBeam
InducedLuminescenceAnalysisanditsApplication

QIU MengＧlin１,WANGGuangＧfu１,２,CHUYingＧjie１,
XU Mi１,ZHENGLi１,YINPeng１

(１．College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５,China;

２．BeijingRadiationCenter,Beijing１００８７５,China)

Abstract:AttheGIC４１１７tandemacceleratorofBeijingNormalUniversity,anewIonBeamInduced
Luminescence(IBIL)setＧuphasbeenestablished．Aheating/coolingsamplestagewasinstalledwith
thetemperaturerangeof－１９６ ℃to６００ ℃,achievingtheIBIL measurementatthehighorlow
temperaturecondition．A new Faradaycupsystem wasaddedto measuretheionbeamcurrent
becausethe．Moreover,anAuＧSisurfacebarrierdetectorwasaddedtocountthebackscattering
ion,makingtheonＧlinemonitoringofbeamintensitypossible．OntheIBILspectraofLiF with
differenttemperaturesunderthe２MeVH＋irradiation,thesignificantinfluencesoftemperatureon
differentluminescencecenterswereobserved．
Keywords:IBIL;highorlowtemperature;L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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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U４００离子注入机IBIL测量装置的建立及其应用

郑　力１,仇猛淋１,褚莹洁１,王广甫∗１,２,胥　密１,殷　鹏１

(１．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２．北京市辐射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通过改造BNU４００离子注入机靶室以及建立相应的离子束激发发光(IBIL)测量装置,可以在离子注入过程中实

时地对样品进行IBIL分析.在室温下,对１８０keV质子轰击氧化锌单晶IBIL进行了测量,观察到了 DBE(深能级发

射)峰和 NBE(近带边发射)峰.通过对氧化锌IBIL谱的高斯分峰,NBE峰可分为峰中心分别为３．２０eV、３．２５eV 的

两个峰,DBE峰可分为峰中心为１．７９eV、２．１９eV 的两个峰.分峰结果与采用光致发光、热释发光研究者的结果一

致,这为研究氧化锌发光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关键词:离子束激发发光;BNU４００;氧化锌单晶;高斯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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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BNU４００注入机以其运行稳定性好、引出离子种类多及注入效

率高等优点,在半导体离子注入、材料改性、生物育种、微生物诱变效应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Ｇ３].
通过对BNU４００靶室的改造,实现了３０~２００keV离子注入过程中的离子激发发光测量,在此基础上

开展了不同材料的IBIL研究.

IBIL是利用具有一定能量的离子轰击样品,样品吸收能量并把部分能量以发射光子形式释放,
释放的光子能量能反映样品中杂质和缺陷中心的相关信息,从而实现对样品中杂质和缺陷以及缺

陷随离子注量变化的分析[４,５].离子激发发光的优点是分析灵敏度高,实时测量和入射深度

可控[６,７].
氧化锌是直接带隙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在室温下具有３．３７eV的禁带宽度和６０meV的激子束缚

能.相对于激子束缚能２１meV的GaN和激子束缚能２０meV的ZnSe,氧化锌在室温下激子更稳定,
这一特性使氧化锌成为一个好的紫外发射体[８].氧化锌可发射紫外光、绿光和红光,对氧化锌发光研

究已成为如今发光材料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氧化锌发光机制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氧空位(VO)、锌空位(VZn)、氧填隙(Oi)、锌填隙(Zni)、

氧替位(OZn)、锌替位(ZnO)６种点缺陷是造成氧化锌发光的原因[９].然而,对点缺陷与氧化锌发光峰

的对应关系尚存在争议[９].例如:对于３．１eV的发光峰就存在两种解释,有学者认为是电子从Zni 跃

迁到 VB[１０],也有学者认为是电子从 CB跃迁到 VZn
[１１].氧化锌的光致发光(PL)和阴极射线发光

(CL)用于研究点缺陷影响氧化锌发光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这两种发光方法不能实时地测量到点

缺陷对氧化锌发光的影响.IBIL分析方法能在离子注入过程中进行实时测量,可以研究辐照过程氧

化锌发光的演变规率.

１　IBIL测量装置的建立

BNU４００原靶室由于不能安放光纤,无法进行发光测量,需要对靶室的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的

BNU４００离子注入机IBIL测量装置如图１、图２所示.离子束辐照样品所产生的光信号依次经过放

置在真空靶室中长度为６５cm光纤、光纤通管、靶室外长度为１m的光纤传输到 QEPRO光谱仪.计

算机把光谱仪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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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BNU４００离子注入机IBIL测量装置实物图

　

图２　BNU４００离子注入机IBIL测量装置示意图

２　实验

双面抛光氧化锌单晶样品是由合肥科晶公司生产,其尺寸为１０×１０×０．４５mm３,纯度达到

９９９９％,晶向为＜０００１＞.选用束斑４×４cm２,能量为１８０keV,束流强度为２３μA的质子束.每个

谱积分时间为０．５s,辐照剂量范围为１．７５６×１０１３~２．００３×１０１５ions/cm２.光谱测量在室温下进行,
靶室真空４×１０－４Pa.

３　结果与讨论

通过SRIM２００８[１２]的计算,１８０keV的质子辐照氧化锌单晶时,其射程为１．０７μm,电子阻止本领

和核阻止本领的随入射深度变化如图３所示,在不同的入射深度下,电子阻止本领一直占优,在表面

电子阻止本领和核阻止本领分别为１６．２eV/A和２．４５×１０－２eV/A.核弹性碰撞过程的直接后果是

原子位移,进而产生空位和间隙子.而入射离子与电子相互作用的直接后果是原子核外电子的激发

和电离,沉积在电子系统的能量也可能经过复杂的过程引起原子的位移[１３].

图３　SRIM 模拟１８０keV质子辐照氧化锌的核阻止和电子阻止本领随深度分布图

质子辐照氧化锌使氧化锌表面、界面原子与体内原子的排列不同,因此导致在氧化锌禁带中形成

定域能级.根据定域能级离带边的远近,分为浅能级和深能级.近带边发射(NBE)的能量与带隙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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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几个 KBT的差别,近带边发射涉及带边附近全部的发光跃迁,包括带间复合、激子复合、导带自

由电子－中性受主(e→A０)以及中性施主到价带自由空穴(D０→h)的深复合[１４].深能级发射(DBE)
包括导带自由电子到受主或施主、施主或受主到价带空穴的浅复合.

如图４所示,１８０keV质子辐照过程中ZnO的IBIL光谱由一个位于２．１５eV的宽峰和一个位于

３．２５eV的窄峰组成.窄峰是由 NBE所形成,宽峰由DBE形成.如图５所示,随着辐照的进行,DBE
峰快速地减小并消失.ZQChen[１５]测量N＋ 离子注入剂量为１０１４ions/cm２ 和未经辐照的氧化锌单晶

的CL,观察到前者发光强度比后者的低,他推断是 N＋ 离子注入形成了点缺陷聚集成了缺陷复合体,
缺陷复合体的存在会阻碍自陷态激子复合发光,使非辐射复合加强,辐射复合减弱,从而导致发光减

弱.我们认为在质子辐照氧化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点缺陷,点缺陷聚集形成的缺陷复合体造成辐

射复合减弱而非辐射复合加强,导致DBE峰快速地减小并消失.NBE峰随剂量增加快速降低,但约

在F＝５．３６×１０１４ions/cm２ 时达到一个稳定的数值后就不再随注量变化.在辐照的过程中,点缺陷

聚集形成缺陷复合体的同时缺陷复合体也会分解为点缺陷.我们认为剂量小于５．３６×１０１４ions/cm２

前,缺陷复合体生成速率远大于分解速率,使自陷态激子复合发光数目很快地减少,从而导致 NBE峰

高度快速减小.剂量大于５．３６×１０１４ions/cm２ 后,缺陷复合体生成速率与分解速率几乎相等时,使自

陷态激子复合发光数目几乎保持不变,从而导致 NBE峰高度保持不变.

图４　１８０keV质子辐照氧化锌的IBIL光谱剂量演变图

图５　１８０keV质子辐照的氧化锌在 DBE和 NBE发光最大值剂量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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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剂量为１．７６×１０１３ions/cm２ 的IBIL光谱进行高斯分峰,结果如图６所示,NBE是由峰中心为

３．２０eV、３．２５eV两个峰重叠而成.根据文献,温度为３００K,氧化锌的禁带宽度为３．３７eV,温度上

升氧化锌的禁带宽度会收缩,峰中心在３．２~３．４eV范围内发射峰是由于自陷态激子复合形成的[１４].
同时从图４可以得出DBE是由峰中心为１．７９eV和２．１９eV两个峰重叠而成.峰中心为２．１９eV黄

光是由电子从CB(导带)跃迁到 O[１７,１８]
i .峰中心为１．７９eV红光是由电子从CB跃迁到 V[１９]

Zn .

图６　１８０keV质子辐照的氧化锌在剂量为１．７６１×１０１３ions/cm２ 的高斯分峰图

４　总结

通过对BNU４００靶室的改造和相应IBIL测量装置的建立,可以实时对样品进行IBIL分析.在

１８０keV的质子辐照氧化锌单晶时,随着辐照的进行,峰中心为２．１５eV 的 DBE峰快速地减小并消

失,３．２５eV的 NBE峰快速降低,但约在F＝５．３６×１０１４ions/cm２ 时达到一个稳定的数值后就不再随

注量变化.我们认为点缺陷聚集形成的缺陷复合体是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DBE峰和 NBE峰高斯

分峰的结果与用其他发光方法的结论一致.实验结果验证了测量装置的成功搭建,也为研究氧化锌

发光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相对于其他发光测量方法,IBIL方法可以实时地研究离子注入过程

中发光随剂量的变化情况,这是其他发光方法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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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IonBeamInduced
LuminescenceSetupinBNU４００IonImplanter

ZHENGLi１,QIU MengＧlin１,CHUYingＧjie１,
WANGGuangＧpu∗１,２,XU Mi１,YINPeng１

Abstract:Anewionbeaminducedluminescence(IBIL)setuphasbeendevelopedafterreformingthe
targetchamberofBNU４００IonImplanter,anditwasusedforinＧsituluminescencemeasurementsof
ZnOduring１８０keV H＋ionbeamirradiation．Thedeepbandemission(DBE)peakat２．１５eVand
thenearbandemission(NBE)peakat３．２５eVwereobservedatIBILspectraofZnO．TheGaussian
decompositionresultsshowthattheNBEpeakisasuperpositionofemissioncenteredat３．２０eVand
３．２５eVandtheDBEpeakisacombinationofpeakscenteredat１．７９eVand２．１９eV．Theresults
ofIBILareconsistentwiththeresultsofotherresearchersusingPLandTL,whichdemonstrates
IBILisanewmethodtostudytheluminescenceofZnO．
Keywords:IBIL;BNU４００;ZnOsinglecrystal;Gaussiandecompositionpeak

２３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五卷)
辐射物理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５)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GaAs器件空间位移损伤等效试验用质子能量选择研究

于庆奎,李　铮,罗　磊,孙　毅,
梅　博,李鹏伟,李晓良,吕　贺,唐　民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针对位移损伤等效试验质子能量选择问题,对比分析了GaAs器件性能退化随入射质子能量的变化规律,结合利

用 Geant４计算的质子在材料中的非电离能损(NIEL)分析,得出质子能量在５０MeV以上范围,位移损伤等效试验原

理对 GaAs器件不适用,分析讨论了 GaAs器件位移损伤等效试验质子能量如何选择.

关键词:GaAs;辐射效应;位移损伤;质子;非电离能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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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空间辐射环境的航天器电子系统用元器件受辐射效应的影响,会出现性能下降,甚至失

效,影响航天器正常工作性能.空间辐射效应包括电离总剂量效应、单粒子效应、位移损伤效应.位

移损伤效应会引起双极器件电流增益下降,发光管辐射功率下降,光电耦合器电流传输比下降,CCD
电荷转移效率下降、暗信号增加等.

航天器内部的位移损伤主要由高能质子引起.空间质子的能量范围在０．１~４００MeV,在地面实

验室难以模拟出真实的空间辐射环境.研究[１Ｇ３]得出,器件因位移损伤而出现的性能退化与辐射粒子

在其内部沉积的位移损伤剂量成线性比例关系.针对空间连续谱粒子的位移损伤地面评估需求,提
出了基于位移损伤剂量等效的空间位移效应评估方法,将空间环境中连续能谱粒子的位移损伤剂量,
转换为单一能量粒子的位移损伤剂量,在地面用单一能量的粒子对器件进行位移损伤效应评估,这就

是位移损伤等效试验原理.
位移损伤等效试验原理并不是对所有器件总是成立的,特别是对 GaAs等化合物器件[４Ｇ８].本文

以 GaAs发光二极管和光电耦合器为对象,利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质子,进行了辐照试验,质子能量

在５０~１９１MeV,结合用 Geant４计算不同能量质子在 GaAs材料中的非电离能损的分析,研究不同

能量质子辐照下 GaAs器件性能退化规律,给出 GaAs器件位移损伤等效试验用质子能量选择建议.

１　辐照试验

１．１　位移损伤等效试验原理

辐射粒子产生位移损伤的能力用非电离能损(NIEL)表征,其含义是入射粒子通过非电离方式在

单位距离内传递给晶格的能量.非电离能损与粒子的注量的乘积为位移损伤剂量.
空间连续谱质子位移损伤剂量DDD 由公式(１)计算:

DDD ＝∫
Emax

Emin
NIEL(E)f(E)dE (１)

式中:E 为质子能量;NIEL(E)为能量为E 的质子的非电离能损,f(E)为空间质子微分能谱;Emax和

Emin分别为空间质子的最大能量和最小能量.
根据位移损伤等效试验原理,对连续谱的空间质子产生的位移损伤,在地面实验室采用一种能量

的质子进行等效模拟试验,试验用质子的等效注量Φ(Eeff)由公式(２)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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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Eeff)＝ DDD
NIEL(Eeff)

(２)

式中:Eeff为试验用质子的能量.

１．２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是发光管 HG２３５W 和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样品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试验样品

名称 发光二极管 光电耦合器

型号规格 HG２３５W GH３０２

生产商 瑞普北光 苏州半导体总厂

封装形式 TO A３－０１BF

数量/只 每种条件下试验样品数量３只,另有２只对比测试样品 １０

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采用基于 GaAs外延的 GaAlAs制造.金属圆壳封装.
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由 GaAlAs发光管和硅光敏晶体管构成.
试验样品均未开帽进行辐照.

１．３　辐射源

辐射源为质子加速器.在瑞士PSI(PaulScherrerInstitute)质子加速器和淄博万杰医院质子辐

照源上进行.PSI加速器的质子能量在７０~２５０ MeV 之间连续可调.采用降能片获得能量低于

７０MeV的质子.淄博万杰医院质子辐照源的质子能量在１９１~２３０MeV范围内连续可调,采用降能

片获得能量低于１９１ MeV 的质子.通过加准直孔获得所需的辐照束流区域,试验用束流直径为

３cm.质子的注量率在１×１０６~５×１０９p/(cm２s)范围内可调.
试验用质子的能量、射程及试验地点如表２所示.

表２　试验用质子的能量、射程及试验地点

质子能量/MeV 在硅中射程/cm 在空气中的射程/cm 试验地点

５２ １．３ １．９×１０３ PSI

７０ ２．２ ３．５×１０３ 淄博万杰医院

９０ ３．３ ５．６×１０３ PSI

１９０ １２．７ ２．３×１０４ PSI

１９１ １２．８ ２．３×１０４ 淄博万杰医院

试验用质子能量较高,在大气环境中的射程足够长,因此,辐照试验在大气环境进行.

１．４　电参数测量

采用移位法在辐照前后对样品进行电参数测量.测量的电参数及条件按照产品详细规范规定.
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电参数测量采用 KEITHLEY半导体器件测试仪.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电参数

测量采用 TektronixＧ３７０A可编程图示仪.

１．５　试验结果

１)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试验样品分为４组,每组３只,另外有２只对比测试样品.在加速器上进行质子辐照试验,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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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分别为５２MeV、９０MeV和１９０MeV,辐照前、后测量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的辐射功率Φe,测试

条件IF＝５０mA.
辐照后辐射功率Φe的退化率由公式(３)计算:

辐射功率退化率＝(Φe０－Φe１)/Φe０×１００％ (３)
式中:Φe０ 为辐照前的辐射功率,Φe１ 为辐照后的辐射功率.

不同能量质子辐照后,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辐射功率的退化率如表３所示.

表３　不同能量质子辐照发光二极管HG２３５W 辐射功率退化率

质子能量/MeV 质子注量/(pcm－２) 均值辐射功率退化率/％

５２ １０１１ １１．５

９０
１０１１ ５．７

２×１０１１ ８．１

１９０ １０１１ ４．８

从表３可见,对于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辐照到相同注量１０１１p/cm２,５２MeV 质子辐照下,辐射

功率退化率为１１．５％;９０MeV质子辐照下,辐射功率退化率为５．７％;１９０MeV质子辐照下,辐射功

率退化率为４．８％.可以得出,不同能量质子辐照到相同注量,高能量质子辐照引起的辐射功率退化

率小于低能量质子引起的.
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在９０MeV质子下辐照,辐照注量１０１１p/cm２,辐射功率退化率为５．７％,辐照

注量２×１０１１p/cm２,辐射功率退化率为８．１％,可以得出,辐射功率退化率随入射质子注量增加而增大.

２)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
试验样品分为２组,每组５只,在加速器上进行质子辐照试验,质子能量分别为７０ MeV 和

１９１MeV,辐照前、后测量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的电流传输比CTR(测试条件IF＝２mA、Vce＝１０V).
辐照后CTR 的退化率由公式(４)计算得到:

CTR 退化率＝(CTR０－CTR１)/CTR０×１００％ (４)
式中:CTR０ 为辐照前电流传输比;CTR１ 为辐照后电流传输比.

不同能量质子辐照下,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的CTR 退化率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同能量质子辐照光电耦合器GH３０２的CTR退化率

质子能量/MeV
质子注量/

(pcm－２)

CTR退化率

最大/％ 最小/％ 均值/％

７０

８．２５×１０８ １１．７６ １１．２７ １１．４２

１．６５×１０９ ２１．３３ ２０．２７ ２０．６６

３．３０×１０９ ３７．０７ ３５．７０ ３６．３７

８．２５×１０９ ６７．４３ ６５．３７ ６６．５２

１９１
２．７８×１０１０ ３２．００ ２８．１９ ２９．５７

６．９２×１０１０ ５５．８５ ５３．１５ ５４．６１

从表４可见,对于光电耦合器 GH３０２,在相同质子能量下辐照,CTR 退化率随注量的增加而增

大;CTR 退化率与质子能量有关,用１９１MeV 质子辐照注量２．７８×１０１０p/cm２ 时,CTR 退化率小于

７０MeV质子辐照注量３．３０×１０９p/cm２ 时的退化率,即辐照到相同注量,低能质子引起的退化率大

于高能质子引起的,变化规律和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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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数据分析与讨论

２．１　试验数据分析

根据表３试验数据,绘制出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在５２MeV、９０MeV质子辐照下,辐射功率退化

率随位移损伤剂量变化(见图１).横轴为利用 NIEL 折算得到的质子位移损伤剂量,纵轴为辐射功

率退化率.

图１　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 辐射功率退化率与位移损伤剂量的关系

由图１可见,对于发光二极管 HG２３５W,用９０MeV质子辐照,随着位移损伤剂量增加,辐射功率

退化率增加;但５２MeV质子引起的辐射功率退化大于９０MeV质子的.
根据表４试验数据,绘制出光电耦合器GH３０２在７０MeV、１９１MeV质子辐照下,CTR 退化率随

位移损伤剂量变化(见图２).横轴为利用 NIEL 折算得到的质子位移损伤剂量,纵轴为光电耦合器

的CTR 退化率.

图２　GH３０２光耦器件CTR退化率与位移损伤剂量的关系

由图２可见,光电耦合器GH３０２辐照到相同的位移损伤剂量,７０MeV质子引起的器件性能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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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１９１MeV质子.
试验结果表明,对于GaAs器件,质子在５０MeV以上的高能区,位移损伤等效原理不适用.与已

有研究结果[９－１０]一致.

２．２　利用Geant４计算质子在GaAs材料中NIEL

利用 Geant４搭建了仿真程序,计算质子在 GaAs材料中的 NIEL,包括质子直接电离、核反应产

物和次级粒子生成物的贡献.计算中,靶材为长宽无限大、厚度为３．５μm 的 GaAs材料薄层,质子垂

直入射,质子能量范围为１~４００MeV,取３０个采样点.
图３是计算得到的能量范围在１~４００MeV质子在GaAs薄层中的NIEL数据.图中Total代表

质子在 GaAs材料中沉积的总 NIEL,Direct代表入射质子在 GaAs材料中通过库仑散射直接沉积的

NIEL,Nuclear代表质子核反应产物在材料中沉积的 NIEL,Recoil代表质子产生的次级粒子在材料

中沉积的 NIEL.从图２可以看到,入射质子能量在１MeV 到１０MeV 之间时,NIEL主要通过入射

的质子直接与材料原子通过库伦散射作用沉积.当入射质子能量达到２０MeV 以上,核反应产物及

级联碰撞的次级产物在材料中沉积的 NIEL贡献开始显著,并且在质子能量达到５０MeV 以上时,核
反应产物及级联碰撞的次级产物在材料中沉积的 NIEL为主,且呈现一个随质子能量变化而大致不

变的趋势.

图３　利用 Geant４计算质子在 GaAs材料中 NIEL

２．３　GaAs器件不同能量质子位移损伤分析

试验数据表明,GaAs器件用高能量质子辐照,器件性能退化与位移损伤剂量不呈现线性比例关

系,即位移损伤等效试验原理不适用.根据 Geant４计算的不同能量质子在 GaAs材料中的 NIEL,在
质子能量低于２０MeV范围,非电离能损主要由库仑散射贡献为主,器件性能退化主要是由库仑散射

产生的缺陷引起的;当质子能量超过５０MeV范围,非电离能损主要是由核反应产物及次级粒子产物

贡献为主,分析认为,器件性能退化受库仑散射引起的缺陷的影响为主,因此,在高质子能量范围,发
生了 NIEL(或位移剂量)与器件性能退化脱离线性关系.

从不同能量质子对非电离能损和器件性能退化的贡献分析,应选择５０MeV 以下的质子进行位

移损伤等效模拟试验,但能量低的质子,射程短,例如１０MeV质子在硅中的射程为０．７mm,２０MeV
质子在硅中的射程为２．４mm,因此,如果选择能量低的质子,经过器件管壳到达器件敏感区域后,能
量会发生很多变化,难于准确开展定量等效评估,综合考虑,建议选择２０~５０MeV质子进行GaAs位

移损伤等效试验.

３　结论

对于 GaAs化合物器件,辐照到相同位移损伤剂量,低能质子产生的位移损伤更大,在高于５０
MeV质子能量范围,损伤等效原理不适用,推荐选用２０~５０MeV质子进行等效评估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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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rotonEnergySelectionforEquivalentDisplacement
DamageTestofGaAsDevicesforSpaceApplication

YUQingＧkui,LIZheng,LUOLei,SUNYi,MEIBo,LIPengＧwei,
LIXiaoＧliang,LV He,TANG Min

(ChinaAerospaceComponentsEngineeringCenter,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China)

Abstract:To meettherequirementofenergyselectionofprotonforGaAsdevicesdisplacement
damagetesting,thesamplesofGaAsLEDandoptocouplerisirradiatedusingprotonwithenergy
from５０MeVto１９１MeV．Therelationofdegradationwithincidentprotonenergyisanalyzed．The
NIELcalculatedbyGeant４forvariousenergyprotonsiscompared．Itisconcludedthattheprinciple
ofequivalentdisplacementdamagetestingisnotapplicabletoGaAsdeviceswhentheenergyof
protonishighthan５０ MeV．Theselectionofprotonenergyisrecommendedfordisplacement
damagetestingforGaAsdevices．
Keywords:GaAs;Radiationeffect;Displacementdamage;Proton;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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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碳化硅水泥基辐射防护材料屏蔽实验

沈志强,康　青,王正刚,陈善静
(后勤工程学院,重庆４０１３１１)

摘要:采用平均粒径为０．８~１．５mm的碳化硅为细集料,按１０vol％,２０vol％,３０vol％替换普通砂制备了实验样品.

采用５SDHＧ２串列加速器 DＧT中子源、２５２Cf中子源与长计数器组成的实验系统,获得了各样品对１４．８ MeV、２．１３

MeV 快中子穿透注量率;采用同轴法兰法测试了样品的１００kHz~１．５GHz电磁屏蔽性能.结果表明,６cm厚度的实

验样品,随着碳化硅掺量的增加,１４．８ MeV 快中子穿透注量率从普通砂浆的６０．２％减小到高掺量样品的５８８％;

２．１３MeV的２５２Cf中子穿透注量率则从普通砂浆的３７．８％减小到３４．４％;掺量３０vol％样品在１００kHz~３MHz具有

３７~６４dB的屏蔽性能.因此,掺碳化硅水泥基材料可以作为核与辐射兼容防护的备选材料.

关键词:１４．８MeV快中子;２５２Cf中子;中子屏蔽;电磁屏蔽;碳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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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为代表的水泥基材料是世界最大宗的工程材料,其粗、细集料可掺混改性空间大,能定向

增强核防护性能、电磁防护性能等,另外,水泥胶凝基体中含有结晶水(结合水)等,对各能量段中子均

有屏蔽作用.美、德、法等国学者[１Ｇ５]对混凝土骨料的矿源、中子屏蔽特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矿

物集料包括重晶石、高磷铸铁、钛铁矿和磁铁矿等,作为混凝土的高密度粗骨料掺加其中,配制辐射防

护用重混凝土.国内学者在掺各类铁矿砂、及蛇纹石、重晶石的混凝土密度调配[６Ｇ９]、施工工艺[１０,１２]等

方面也做了广泛研究,报道了大体积防中子辐射特种混凝土墙体结构的材料技术、施工技术等,但少

有针对DＧT中子谱系及核素中子源谱系的材料屏蔽实验结果的报道.碳化硅作为一种重要的核工程

材料,具有高硬度、高导热、抗老化等特点,是核燃料芯的重要包覆结构材料,同时也在电磁防护领域

具有重要用途.利用碳化硅特性定向增强水泥基材料辐射防护能力的相关报道不多,特别是兼容优

化核防护性能和电磁防护性能的实验结果尤其缺乏.
本文以水泥基材料掺混改性方法及制备工艺为基础,使用碳化硅为增强集料,实验制备了体积掺

量为１０％~３０％的系列样品,开展了 DＧT中子、２５２Cf中子及电磁屏蔽实验研究,取得了复合材料对

１４．８MeV、２．１３MeV快中子及１００kHz~１．５GHz的防护数据,为掺碳化硅水泥基辐射防护材料的

工程设计和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１　实验

１．１　样品制备

采用重庆小南海水泥厂生产的３２．５R复合硅酸盐水泥和自来水制备胶凝基体,粒径０．０８~０．４mm
长江细砂为基本集料,并按照１０％、２０％、３０％体积比例掺入０．８~１．５mm 碳化硅砂料,形成复合集

料.由于碳化硅砂料不吸水,水灰比控制在０．３８~０．４.核防护样品的成型模具采用内径为１０．５cm
的PVC塑料管切割制作而成,样品成品外形尺寸为Ф１０．５cm×６cm.电磁防护样品模具为自制钢

模,样品成型尺寸为Ф１１．５cm×０．８cm,满足同轴法兰法测定样品的尺寸要求.实验制备了碳化硅

按０％、１０％、２０％、３０％体积掺混替换砂集料的４种样品,样品代号分别为SCG００、SCG２０、SCG４０、

SCG６０.样品测试前,在７０％/２０℃条件下养护２８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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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测试

采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国防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５SDHＧ２型串列加速器、２５２Cf核素中

子源及长计数器构成快中子屏蔽测量系统,评价材料对１４．８MeV、２．１３MeV快中子的屏蔽性能.实

验测试条件的具体布置为:将屏蔽样品放置在距离源１０cm 的位置,并距源１４０cm 处放置长计数器

进行中子注量测量.实验环境的中子本底采用了阴影锥法进行扣除.电磁屏蔽性能测试采用同轴法

兰法,用安捷伦E５０６１B矢量网络分析仪及东南大学 DN１０１５A 型法兰构建了测试系统,测试频段为

１００kHz~１．５GHz,结果为代表屏蔽效能的S２１.

２　结果与讨论

为较全面评估碳化硅掺混水泥基材料的核与辐射防护性能,采用实验方法测量了体积占比０％、

１０％、２０％、３０％碳化硅水泥基防护材料的中子注量穿透率及电磁屏蔽效能,获得 SCG００、SCG２０、

SCG４０、SCG６０样品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掺碳化硅水泥基材料DＧT中子、２５２Cf中子注量穿透率及电磁屏蔽效能结果

序号 样品
厚度

/cm

密度/

(g/cm３)

中子注量穿透率 电磁屏蔽效能

１４．８MeV 中子 ２．１３MeV中子 ３００kHz~１．５GHz

１ SCG００ ５．９ １．９４ ６０．２％ ３７．８％ —

２ SCG２０ ６．０ ２．１０ ５９．２％ ３６．１％ ５４dB~４dB

３ SCG４０ ６．０ ２．１７ — ３４．８％ —

４ SCG６０ ６．０ ２．２２ ５８．８％ ３４．４％ ６４dB~７dB

注:(１)DＧT中子屏蔽实验不确定度２０％;(２)２５２Cf核素中子源屏蔽实验不确定度１４％

在DＧT中子屏蔽及电磁屏蔽实验中仅测试了碳化硅较低和较高掺混两种情况的结果.为性能分

析需要,估算了部分样品元素比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碳化硅水泥基材料主要元素比例及分布

２．１　碳化硅水泥基材料对１４．８MeV中子的屏蔽性能

６cm厚度时,SCG２０和SCG６０的１４．８MeV中子穿透率分别为５９．２％和５８．８％,对应的屏蔽率

为４０．８％和４１．２％,而同规格的普通砂浆材料屏蔽率为３９．８％,即实际屏蔽性能提高约２％.为更准

确分析材料性能,采用单位厚度下的线衰减系数进行比较,可得 SCG００为０．０８６cm－１,SCG２０为

００８７cm－１,提升１．６％;SCG６０为０．０８９cm－１,提升２．９％.显然,随着碳化硅含量的提高,材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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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ＧT中子的屏蔽性能小幅增强.
由于DＧT中子能量较高,所有元素的微观截面均较小,一般为几barn.在水泥基材料中,虽然通

过掺混复合可以改变复合材料元素比例,但通常氧、硅元素仍占主导地位.根据碳化硅的分子式,在
碳化硅掺混过程中除引入碳元素外,还等量引入硅元素,通过较大幅度的体积掺混,有效地改善了复

合材料的元素组合比例关系.由图１可见,SCG６０相对于SCG００在掺混３０vol％的碳化硅时,碳元

素含量增加了１９．５％,氧元素大幅下降２５．６％.而碳元素的快中子慢化效果略好于氧元素,这使得

SCG６０对DＧT中子屏蔽性能略好于SCG００.

２．２　碳化硅水泥基材料对２．１３MeV中子的屏蔽性能

从测试结果可见,碳化硅掺入水泥基材料,也小幅提高了材料对２５２Cf中子的屏蔽性能.６cm 厚

度时,２．１３MeV中子对SCG２０、SCG４０、SCG６０穿透率分别为３６．１％、３４．８％、３４．４％,优于同规格普

通砂浆材料 SCG００ 的 ３７．８％.同样采用单位厚度下的线衰减系数进行比较,可得 SCG００ 为

０．１６２cm－１,SCG２０为０．１７０cm－１,SCG４０为０．１７６cm－１、SCG６０为０．１７８cm－１.显然随着碳化硅

含量的提高,样品对２．１３MeV中子屏蔽性能逐渐增强,当碳化硅掺混量３０vol％时,相对于普通砂浆

材料线衰减系数增加了０．０１６cm－１,大约每替换１０vol％的普通砂可提高０．００５cm－１.
由于碳元素和氧元素比较,对平均能量为２．１３MeV 的２５２Cf中子具有相对的慢化优势.从图１

可见,高掺量碳化硅的SCG６０具有相对高的碳元素和较低的氧元素占比,使得SCG６０对２５２Cf中子屏

蔽性能表现更佳.

２．３　碳化硅水泥基材料的电磁屏蔽性能

通过材料的电磁屏蔽效能实验结果可见,碳化硅的添加可以一定程度改善水泥基材料的电磁屏

蔽性能.如图２所示,对于０．８cm 厚度碳化硅水泥基材料样品,电磁屏蔽效能的变化规律是随着频

率增加逐渐减小.低掺量的SCG２０在低频的１００kHz~３MHz具有２９~５４dB的屏蔽性能,并逐渐

减小为３００MH 以上的约５dB;而高掺量SCG６０的屏蔽效能变化规律类似,但在１００kHz~３MHz
频段屏蔽效能增加为３７~６４dB,有约１０dB的性能提升.由此可见,在核电磁脉冲兼容防护时,通过

增加碳化硅的含量,有利于增强材料的整体防护效果.

图２　碳化硅水泥基材料电磁屏蔽效能(１００kHz~１．５GHz)

总体而言,通过一定体积含量的碳化硅掺混,可以提高水泥基材料对快中子的屏蔽性能,掺混含

量越高,优化越明显;通过１００kHz~３MHz电磁屏蔽效能结果可见,高掺量的碳化硅也可同步增强

水泥基材料的低频电磁防护效果,为核与辐射兼容防护提供一种可行思路.

３　结论

通过水泥基材料集料的体积占比掺混方法,制备了系列碳化硅改性水泥基复合材料,测试了复合

材料样品对快中子的注量穿透率及电磁屏蔽效能指标.分析表明,掺混碳化硅砂料,可以同步提升水

泥基材料对快中子和低频电磁波的屏蔽效能,可实现核与辐射兼容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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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采用平均粒径为０．８~１．５mm的碳化硅为细集料,在３０vol％以内对普通水泥砂浆的砂集料

进行了掺混替换,依托普通砂浆工艺制备了Ф１０．５cm×６cm和Ф１１．５cm×０．８cm实验样品４种.
(２)采用５SDHＧ２串列加速器DＧT中子源、２５２Cf中子源与长计数器组成的实验系统,进行了样品

的１４．８MeV、２．１３MeV快中子注量穿透率实验,结果表明:６cm 厚度的实验样品,随着碳化硅掺量

的增加,１４．８MeV快中子注量穿透率从普通砂浆的６０．２％减小５８．８％;２．１３MeV的２５２Cf中子注量

穿透率则从普通砂浆的３７．８％减小到３４．４％.
(３)采用安捷伦E５０６１B矢量网络分析仪及东南大学DN１０１５A 型法兰构建了电磁屏蔽效能的同

轴法兰法测试系统,在１００kHz~１．５GHz频段测试了材料的屏蔽效能.结果表明,掺碳化硅水泥基

材料的电磁屏蔽效能,从１００kHz~３MHz频段的５０~６０dB减小到３００MHz以上的４~５dB;而

３０vol％掺量的SCG６０在１００kHz~３MHz频段具有３７~６４dB的屏蔽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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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ResearchonCementＧbasedNeutronand
ElectromagneticShieldingMaterialMixingwithSiC

SHENZhiＧqiang,KANGQing,WANGZhengＧgang,CHENShanＧjing
(LogisticalEngineeringUniversityofPLA,Chongqing４０１３１１,China)

Abstract:Replacingsandaggregate１０vol％,２０vol％,３０vol％ withSiC (averageparticlesizeof
０．８~１．５ mm),experimentalsamplesweremadebyordinarymortarpreparationprocess．The
experimentalsystemwascomposedofthe５SDHＧ２tandemacceleratorneutronsourceDＧTor２５２Cf
neutronsourceandthelongcounter,foreachsamplefor１４．８MeVandthe２．１３MeVfastneutron
fluencyrateofpenetration;shieldingperformanceofsamplesfrom１００kHzto１．５GHzbycoaxialＧ
flangemodel．Resultsshowthattheexperimentalsamplesof６cmthickness,alongwiththeincrease
ofSiC,１４．８MeVfastneutronpenetrationratedecreasedfrom６０．２％to５８．８％ ofhighcontent
sample;２５２Cfneutron２．１３ MeV penetrationratedecreasedfrom３７．８％ to３４．４％;shielding
performancewas３７~６４dBfrom１００kHzto３MHz．Therefore,cementＧbasematerialmixingSiC
wassuitablefortheprotectiontreatmentofneutronandelectromagneticshielding．
Keywords:１４．８MeVfastneutron;２５２Cfneutron;Neutronshielding;Electromagneticshielding;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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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高剂量响应特性研究

王晨辉１,杨善潮１,陈　伟１,王桂珍１,李瑞宾１,金军山１,李兴冀２,刘超铭２

(１．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核技术研究所),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２．空间环境材料行为及评价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要: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LiF(Mg,Ti)ＧM TLD)是用于强脉冲辐射场剂量测量的主要探测器,其测量的

总剂量范围很高.本文对国产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开展了高剂量响应特性试验,重点研究了高剂量辐照条

件下剂量片的一致性、线性和重复性,分析了剂量片γ射线响应灵敏度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敏化 LiF(Mg,Ti)

热释光剂量片样品在不同剂量点下读数的变异系数均在１０％以内;剂量片在０~１８０Gy(Si)范围内线性良好,线性上

限在１８０Gy(Si)以上;辐照的总累积剂量达５００~６００Gy(Si)时,剂量片的灵敏度开始呈下降趋势,总累积剂量达

７００~８００Gy(Si)时,灵敏度比首次辐照降低约２０％.

关键词:LiF(Mg,Ti)－M;TLD;γ射线;高剂量;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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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释光是指被电离辐射或紫外线辐照过的物质受热时发射光的一种特性[１].在一定的温度下,
很多材料都显示出很强的热释光,其光强正比于(或近似正比于)所吸收辐射的能量.基于以上原理,
热释光可作为辐射剂量测量的一种方法[２].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强光一号”加速器是一台具有多种辐射状态的强脉冲辐射模拟装置,能够

产生多种能量的X、γ射线[３],其脉冲总剂量很高[４].电子元器件和电子学系统在强脉冲辐射场中吸

收剂量的测量和相应剂量率的计算,直接关系到对瞬时电离辐射效应模拟试验结果的评价,是效应试

验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
利用热释光材料LiF经 Mg和 Ti掺杂和敏化工艺制作成的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具有

很多特有的优越性:如灵敏度高、线性响应范围宽、能量响应特性好[５Ｇ６];体积小,在使用中很少受到空

间位置的限制;在非常宽的剂量率范围内,测量结果对剂量率无依赖性[７];读出方便、迅速,计算简单,
随时可提供结果;可以重复使用,通过退火处理可以恢复剂量学特性,能够满足大规模测量的需要

等[８],成为强脉冲辐射场剂量测量的主要探测器[９].
由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主要应用于强脉冲辐射场的高剂量测量,比常规用于个人与

环境剂量监测的剂量片的线性上限高出几十倍,长期以来其需求数量较少,因而国内针对敏化 LiF
(Mg,Ti)热释光剂量片响应特性的研究也鲜见报道.２０１４年,白小燕对北京防化研究院生产的GR－
１００M 型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γ射线响应的线性上限和重复性开展了研究[１０],提出了采用

成批使用的方法测量非线性区域的高剂量.２０１６年,本项目组对４个国内厂家生产的敏化LiF(Mg,

Ti)热释光剂量片γ射线响应特性进行了比较研究[１１],发现超出线性上限的高剂量辐照会导致剂量片

的灵敏度漂移,但并未对高剂量辐照条件下的灵敏度变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

试验和分析.
本文对国产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开展了高剂量响应特性试验,重点研究了高剂量辐照

条件下剂量片的一致性、线性和重复性,分析了剂量片γ射线响应灵敏度的变化规律,为强脉冲辐射

场的剂量测量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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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对象和设备

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采用北京康科洛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TLD１０００SM,其为Ф４．５×
０８０mm的圆形片.剂量片的γ射线响应试验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国家二级计量站１０００Ci钴源

和万居里钴源上进行,利用由中国计量研究院检定的 UNIDOS剂量仪测量试验用 γ辐射场的剂

量率[１２].

γ射线辐照后使用热释光剂量仪对热释光剂量片的吸收剂量进行读数.热释光剂量仪采用北京

防化研究院生产的RGDＧ３A型热释光剂量仪,灵敏度设置为３５０挡.受照后的敏化LiF(Mg,Ti)热释

光剂量片读数过程参数按照热释光剂量仪的产品说明书设置[１３].热释光剂量仪读数过程的升温设置

为:升温速率６℃/s;第一恒温点温度１３５℃,恒温时间５s;第二恒温点温度２３５℃,恒温时间６s.
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的退火采用北京防化研究院生产的 HWＧV 型热释光精密退火

炉,退火温度设置为２８５℃,时间为３０min.退火后的采用速冷的方式对热释光剂量片进行冷却,即
将装有剂量片的铝盒从退火炉中取出后迅速放置在金属冷却板上,用电风扇吹使之快速降温.剂量

片在每次使用前、后均采用相同的退火程序处理.
辐照、退火和冷却过程中,剂量片均放置在定制的铝盒内.铝盒前面板厚为２mm,后面板厚为

４mm.辐照过程中,前面板提供电子平衡条件,后面板减少背散射.退火和冷却过程中铝盒起到容

器作用.

２　试验方案和结果

２．１　一致性试验

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中随机取出３０片分析不同吸收剂量下剂量片的响应一致性.
试验前首先对剂量片进行退火和冷却,随后进行γ射线辐照,测量读数后再进行退火和冷却过

程,然后进行下一次辐照.每次辐照过程中每片剂量片的吸收剂量依次为２０Gy(Si)、２０Gy(Si)、

４０Gy(Si)、６０Gy(Si)、８０Gy(Si)和１００Gy(Si),并随机取出其中的１０片剂量片继续进行了吸收剂量

为１２０Gy(Si)的辐照.γ射线辐照在１０００Ci钴源开展,剂量率为１．０５×１０－２ Gy(Si)/s.每次不同

吸收剂量的辐照后剂量片的读数平均值、标准偏差以及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如(１)至公式(３)所示,计
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Rj ＝ １
n∑

n

i＝１
Rij (１)

σRj ＝ １
n－１∑

n

i＝１

(Rij －Rj)２ (２)

C．VRj ＝
σRj

Rj
×１００％ (３)

式中:Rij为辐照后每片剂量片的读数(i代表每种剂量片的编号;j代表不同的吸收剂量点;n为剂量片

样品数目,对于２０~１００Gy(Si)的吸收剂量点n取３０,对于１２０Gy(Si)的吸收剂量点n取１０),Rj 为

每个吸收剂量点下剂量片读数的平均值,σRj
为每个吸收剂量点下剂量片读数的标准偏差,C．VRj

为

每个吸收剂量点下剂量片读数的变异系数.
由表１可知,不同吸收剂量点下,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样品读数的变异系数均在１０％

以内,说明剂量片的一致性较好,满足实际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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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吸收剂量点下,热释光剂量片的读数平均值、标准偏差以及变异系数

吸收剂量/Gy(Si) ２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读数平均值 ４１５．９９ ４２３．４１ ８１０．２６ １２２４．９ １５９６ １９６６．７ ２３６９．２

读数标准偏差 ２０．６１６ ２２．４８６ ６３．４２０ ８９．０５５ １０８．２５ １３０．４５ ２０６．５３

变异系数 ４．９５６０ ５．３１０７ ７．８２７１ ７．２７０４ ６．７８２４ ６．６３２９ ８．７１７４

２．２　线性响应试验

２．２．１　线性上限

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中随机取出５片,编号为５５１号至５５５号,进行线性响应试验,
分析剂量片的线性上限.

试验前首先对剂量片进行退火和冷却,随后进行γ射线辐照,测量读数后再进行退火和冷却过

程,然后进行下一次辐照.每次辐照过程中每片剂量片的吸收剂量依次为２０Gy(Si)、４０Gy(Si)、６０
Gy(Si)１８０Gy(Si)、２００Gy(Si).吸收剂量在１８０Gy(Si)以下的辐照采用１．０５×１０－２ Gy(Si)/s
的剂量率在１０００Ci钴源进行,由于热释光剂量片无剂量率依赖性,为缩短辐照时间,在万居里钴源

采用１．０６×１０－１ Gy(Si)/s的剂量率完成吸收剂量为２００Gy(Si)的辐照.５片敏化LiF(Mg,Ti)热释

光剂量片样品在不同吸收剂量点D 下的读数R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５片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样品在不同吸收剂量点D 下的读数R

由图１可知,在吸收剂量为１８０Gy(Si)以下的范围内,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的读数随

吸收剂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在吸收剂量为２００Gy(Si)时,读数的增大趋势减缓,甚至有的剂量片出

现了读数减小的现象,说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的线性上限在１８０Gy(Si)以上,吸收剂量

为２００Gy(Si)时已进入剂量片的非线性区.对剂量片在吸收剂量为１８０Gy(Si)以下范围内的读数进

行过零线性拟合,求得剂量片在线性区的γ射线响应灵敏度,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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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片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不同吸收剂量点下读数的线性拟合参数

剂量片编号 灵敏度拟合值/Gy(Si)－１ 拟合的标准误差 线性相关系数

５５１号 １８．２４７８ ０．１０５８ ０．９９９７
５５２号 １７．９６７１ ０．１２７２ ０．９９９５
５５３号 １９．８５１０ ０．２０６１ ０．９９８９
５５４号 １８．５５８８ ０．２４５２ ０．９９８３
５５５号 ２０．３６９７ ０．２６６４ ０．９９８３

拟合结果表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的γ射线响应灵敏度拟合值在１８~２１Gy(Si)－１

之间,线性相关系数在０．９９以上,说明剂量片在吸收剂量为１８０Gy(Si)以下范围内线性良好.

２．２．２　两次线性响应试验的灵敏度比较

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中随机取出５片,编号为５５６号、５５７号、５６３号、５６４号及５６５
号,在２０~１００Gy(Si)的范围内重复进行两次线性响应试验,比较两次的γ射线响应灵敏度.两次线

性响应试验中５片剂量片的读数R 随吸收剂量D 的变化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５片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两次线性响应试验结果比较

由图２可知,除吸收剂量为１００Gy(Si)的两次读数偏差较大外,其余剂量点下的两次读数比较接

近.对剂量片两次线性响应试验的读数分别进行过零线性拟合,求得剂量片两次线性试验的γ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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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灵敏度,并以第一次试验的灵敏度为基准作归一化处理,比较剂量片两次线性试验γ射线响应灵

敏度的差异,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５片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两次线性响应试验拟合结果

剂量片编号及试验次数 灵敏度拟合值/Gy(Si)－１ 归一化灵敏度 拟合的标准误差 线性相关系数

５５６号初次 １９．２４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４４８ ０．９９９７

５５６号第二次 １９．６１６２ １．０１９０ ０．２４８５ ０．９９９０

５５７号初次 ２０．０２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３２６ ０．９９９７

５５７号第二次 １９．８８１６ ０．９９２８ ０．３４８９ ０．９９８２

５６３号初次 １８．２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３４ ０．９９９５

５６３号第二次 １７．７４２０ ０．９７４０ ０．４２６４ ０．９９６５

５６４号初次 １７．９８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０ ０．９９９４

５６４号第二次 １７．４９４５ ０．９７２７ ０．３５０４ ０．９９７６

５６５号初次 １９．５３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０６２ ０．９９９３

５６５号第二次 １８．７０８７ ０．９５７９ ０．４１６４ ０．９９７０

拟合结果表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两次线性响应试验的γ射线灵敏度拟合值的相对

偏差均在５％以内,拟合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在０．９９以上,说明剂量片在吸收剂量为１００Gy(Si)以下范

围内线性良好并且重复辐照时灵敏度可以较好地保持.

２．３　重复性试验

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中随机取出２５片,分成５组,每组５片,进行重复性试验.辐

照前首先对剂量片进行退火和冷却,随后在１０００居里钴源采用１．０５×１０－２ Gy(Si)/s的剂量率进行

辐照,每组剂量片的吸收剂量分别为２０Gy(Si)、４０Gy(Si)、６０Gy(Si)、８０Gy(Si)和１００Gy(Si),每组

内每片剂量片的吸收剂量相同,用热释光剂量仪完成读数后对剂量片进行退火和冷却,再对每组剂量

片进行相同剂量的辐照.如此重复辐照４次,求取每次辐照每组５片剂量片读数的平均值,观察不同

吸收剂量点下的每组剂量片读数的重复性.不同吸收剂量点下每次辐照每组剂量片读数的平均值R
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不同吸收剂量点下每次辐照每组剂量片读数的平均值R

对每组剂量片,以第一次辐照读数的平均值为基准进行归一化处理,比较不同吸收剂量点下重复

辐照时剂量片读数的重复性,结果如表４所示.结果表明,高剂量下的重复性比低剂量下差,不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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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剂量点下４次辐照后的读数漂移在１０％以内.

表４　不同吸收剂量点下重复辐照时剂量片读数的相对变化(以第一次辐照为基准进行归一化处理)

吸收剂量/Gy(Si)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第１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第２次 １．０１７８ １．０１０８ １．０３３１ １．０４８５ １．０３４５

第３次 １．００６６ １．０１２５ １．０４７３ １．０５４０ １．０４１４

第４次 １．０１９４ １．０３２７ １．０７９６ １．０９３３ １．０６１９

为进一步分析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在高剂量辐照条件下的重复性,对表５中所列举的

７组剂量片样品开展试验,对无辐照历史(如表５中的第１组至第５组)和有线性辐照史(如表５的第６
组和第７组)的剂量片进行不同吸收剂量点的重复辐照,对于历史上和重复性试验所经受的每个吸收

剂量点,求取每组剂量片样品的平均灵敏度,并以经受首次辐照的平均灵敏度作为基准进行归一化,
分析相对灵敏度随历次所有辐照的总累积剂量的变化规律,结果如图４所示.

表５　不同组剂量片的辐照条件及样品数量

组别 经受的辐照历史
重复辐照的

剂量点及次数

剂量片样品

数量

１ 无 ２０Gy(Si)４次 ５片

２ 无 ４０Gy(Si)４次 ５片

３ 无 ６０Gy(Si)４次 ５片

４ 无 ８０Gy(Si)４次 ５片

５ 无 １００Gy(Si)４次 ５片

６ ２０Gy(Si)、２０Gy(Si)、４０Gy(Si)、６０Gy(Si)、８０Gy(Si) １００Gy(Si)５次 １４片

７ ２０Gy(Si)、２０Gy(Si)、４０Gy(Si)、６０Gy(Si)、８０Gy(Si)、１００Gy(Si) １２０Gy(Si)４次 ５片

图４　不同组剂量片的相对灵敏度随历次所有辐照的累积剂量的变化规律

由图４可知,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历次辐照所累积的总吸收剂量会对剂量片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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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随着累积的总吸收剂量的增加,剂量片的灵敏度将难以保持,无辐照历史的剂量片灵敏度

有增大趋势,辐照的总累积剂量达４００Gy(Si)时,灵敏度漂移未超过１０％;有辐照历史的剂量片灵敏

度在辐照的总累积剂量为５００Gy(Si)以下时,剂量片的灵敏度保持较好,当总累积剂量达５００~６００
Gy(Si)时,剂量片的灵敏度开始呈下降趋势,当总累积剂量达７００~８００Gy(Si)时,剂量片的灵敏度与

经受首次辐照时相比降低约２０％.
研究结果表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在高剂量下的可重复使用次数存在上限.随着重

复使用次数增加所带来的历次辐照所累积的总吸收剂量的增大,剂量片的灵敏度出现漂移,最终呈逐

步下降趋势,直至重复使用时的读数误差超出规定的不确定度范围,剂量片将不能继续使用.

３　结论

本文对 TLD１０００SM 型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开展了高剂量响应特性试验,重点研究了

高剂量辐照条件下剂量片的一致性、线性和重复性,分析了剂量片γ射线响应灵敏度的变化规律.研

究结果表明,敏化LiF(Mg,Ti)热释光剂量片样品在吸收剂量为２０Gy(Si)、２０Gy(Si)、４０Gy(Si)、６０
Gy(Si)、８０Gy(Si)、１００Gy(Si)和１２０Gy(Si)下时读数的变异系数均在１０％以内,剂量片的一致性满

足实际使用要求;剂量片在吸收剂量为０~１８０Gy(Si)范围内线性良好,线性上限在１８０Gy(Si)以上;
剂量片历次辐照所累积的总吸收剂量会对剂量片的重复性产生影响,辐照的总累积剂量达５００~６００
Gy(Si)时,剂量片的灵敏度开始呈下降趋势,总累积剂量达７００~８００Gy(Si)时,灵敏度比首次辐照降

低约２０％,剂量片在高剂量下的可重复使用次数存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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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Mg,Ti)ＧMTLDisthemaindetectorusedtointensepulsedradiationdosemeasuring,

anditsdoserangeisveryhigh．Inthispaper,theresponsecharacteristicstohighdoseofdomestic
LiF(Mg,Ti)ＧM TLDsweretestedandtheiruniformity,repeatabilityandlinearitywerestudied．
Moreover,thevariationofgammasensitivityofLiF(Mg,Ti)ＧM TLDswerealsoanlazed．The
resultsindicatesthatthevariablecoefficientsofthereadoutvaluesofLiF(Mg,Ti)ＧM TLDsunder
differentabsorbeddoseiswithin１０％．Ithasagoodlinearitybetween０and１８０Gy(Si)andits
linearityupperlimitisbeyond１８０Gy(Si)．Whenthetotalabsorbeddosereachesto５００~６００Gy
(Si),thesensitivityofthiskindofTLDbeginstodecrease．Whenthetotalabsorbeddosereachesto
７００~８００Gy(Si),thesensitivitydecrease２０％comparedtothatunderthefirstＧtimeirradiation．
Keywords:LiF(Mg,Ti)ＧM;TLD;γrays;Highdose;Response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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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噪声对静态随机存储器瞬时辐射响应的影响

王桂珍,李瑞宾,齐　超,杨善潮,刘　岩,王晨辉,金晓明
(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北核技术研究所,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摘要:对电源模块和静态随机存储器组成的电子系统开展了脉冲 X射线辐射响应的实验研究,分析了电源模块辐射响

应对SRAM 电路抗辐射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瞬时辐照时电源模块的输出扰动会严重影响SRAM 的抗辐射性能,

导致SRAM 剂量率损伤翻转降低.

关键词:电源模块;SRAM;瞬时辐射效应;剂量率翻转

　　　　　　　　　　　　　　　　　　　　　　　　　　　　　　　　　　　　　　　　　　　　　　　　　　
　

　
　

　 　　　　　　　　　　　　　　　　　　　　　　　　　　　　　　　　　　　　　　　　　　　　　　　　　
　

　
　

　
　

作者简介:王桂珍(１９６７—),女,山西新绛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从事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StaticRandomAccessMemory)是数字处理、信息处理、自动控制设备

中的重要组成部件,瞬时辐射会对SRAM 器件造成损伤,引起数据翻转、电路闩锁、功能失效等效应,
严重威胁电子系统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国内外对SRAM 的瞬时辐射效应开展了研究[１Ｇ５],分析了瞬

时辐射对SRAM 电路的损伤机制.在由SRAM 组成的电子系统中,一般由电源芯片为SRAM 供电,
满足电路对电压等级、电源稳定性、驱动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在瞬时辐照时,电源芯片的输出会发生

扰动,而电源芯片的剂量率扰动效应会影响SRAM 的瞬时剂量率响应.
本文针对电源模块L７８０５和存储器 HM６２２５６,开展了电源模块瞬时辐射效应对SRAM 辐射响

应的试验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瞬时辐照时电源模块的输出扰动会严重影响SRAM 的抗辐射性能,导
致SRAM 剂量率翻转阈值降低.

１　SRAM 的瞬时辐射效应

SRAM 的核心电路为存储单元,并包括读写电路、译码电路等外围电路,还有大量的金属布线.
瞬时辐射产生的光电流对每种电路都有影响.

　　图１　六管CMOSSRAM 存储单元的结构及其光电流

图１为SRAM 存储单元结构及辐射感生的

光电路.由两个互反馈反相器存储一个二进制

位,这两个反相器互为输入输出,这种反馈结构

使存储内容(“１”或“０”)在存储单元不断电及没

有其他噪声的情况下长时间保存,不会丢失.

SRAM 的读操作和写操作都是在电路的工作电

压下进行,其存储单元是根据反相器的状态来存

储数据的,通过改变反相器状态就可以改变存储

内容.在CMOS反向器中,存在PN 结,在每个

PN结区,都存在辐射感生光电流.P１和P２光

电流为P沟器件的漏极光电流,P３和P４光电流

为 N沟器件的漏极光电流,P５是通过P阱的光

电流.在CMOS存储器中,PN结辐射感生光电

流相当于在电路各节点引入了噪声.当辐射剂量率低,电路节点引入的噪声小,当辐射消失,电路的

状态在一定时间内恢复,这种效应为剂量率扰动;随着剂量率的增加,噪声较大时,电路状态发生变

化,存储内容发生改变,但整个存储器的读写功能正常,这种效应即为剂量率翻转;当噪声更大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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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电流增加,存储内容发生变化,存储器的读功能或写功能失效,只有通过重新加电,存储器的各种功

能才能恢复,这种效应为剂量率闩锁.

SRAM 电路的噪声容限随着电源电压的降低而降低,导致在比较低的噪声下就会发生数据翻转.
如果SRAM 电路采用电源芯片供电,在瞬时辐照下,电源芯片会出现扰动,输出电平从正常值下降至

零,持续一定时间后恢复.电源芯片的这种剂量率扰动相当于在SRAM 的电源端添加了一个脉冲噪

声,而此脉冲噪声会影响到SRAM 的抗辐射性能.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待测电路及辐射模拟源

待测电路为电源模块 L７８０５和存储器 HM６２２５６,LM７８０５的输出电平为５V,为 HM６２２５６供

电;HM６２２５６的特征尺寸为０．８μm,存储容量２５６Kbit.
辐照实验在“强光一号”短脉冲状态进行,脉冲宽度(２５±５)ns.每次同时辐照８只电路,获取不

同剂量率辐照下的效应特性.

２．２　非辐照试验方法

非辐照条件下,SRAM 电源脉冲噪声对其数据保持能力的影响.在非辐照试验方法中,包括

SRAM 电源噪声产生方法和不同噪声下SRAM 数据保持能力的测量方法.

　　图２　包含噪声的SRAM 电源电路

非辐照情况下,采用快速双极晶体管作为短路器来产生脉冲

噪声,电路如图２所示.在晶体管的基极加一个正脉冲信号,当信

号为低电平时,晶体管截止,５V 电压加在存储器电源端;当正脉

冲到来时,晶体管开启,形成低阻通道,使存储器电源电压变为

０V;当正脉冲信号过后,晶体管重新回到截止状态,存储器重新上

电.这样就可以通过调节正脉冲信号的宽度来获得不同持续时间

的脉冲噪声.把这样叠加噪声的电压施加于SRAM的电源端.
对不同噪声下SRAM 数据保持能力的测量,首先在存储器中

写入５５H,再让存储器的电源发生扰动,从５V降低至０V,保持

一定时间,再恢复到５V,连续５次全地址读出存储器的存储内容,测量存储器中的数据是否发生翻

转.改变电源扰动时间,获取存储器刚发生翻转时的电源扰动时间.

２．３　辐照试验方法

　图３　SRAM 辐照电路图

采用的辐照电路如图３所示.存储器分别由外

加电源和电源模块 L７８０５供电,在用外接电源供电

的情况下,可获得不同剂量率辐照下存储器的辐射

响应,提取存储器的翻转阈值;在利用电源模块供电

时,通过辐射,使电源模块发生扰动,获取SRAM 电

源的脉冲噪声,可测量一定扰动时间下存储器的翻

转效应.
对于SRAM 的瞬时剂量率效应,采用全地址测

量方 法.辐 照 前 在 存 储 器 所 有 存 储 单 元 中 写 入

５５H,辐照时电路处于加电状态及片选无效状态,用
电流计进行电源电流的测量.辐照后首先测量电路

电源电流,如果电源电流明显增加,则重新加电,进行读写功能测试;如果电源电流没有明显增加,全
地址测量存储内容,并进行读写功能测试,再重新加电,进行读写功能测试.辐照后电源电流没有明

显增加,没有存储内容发生变化,SRAM 发生瞬时剂量率扰动;辐照后电源电流没有明显增加,有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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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发生变化,SRAM 发生瞬时剂量率翻转;辐照后电源电流明显增加,读写功能不正常,重新加电

后,读写功能及电源电流恢复正常,SRAM 发生瞬时剂量率闩锁;辐照后电源电流明显增加,读写功能

不正常,重新加电后,读写功能及电源电流仍不正常,SRAM 发生永久损伤.

３　试验结果

３．１　非辐照试验结果

在非辐照试验中,针对５只存储器进行了数据存储能力与噪声持续时间的关系的测量,１号电路

的测量结果见图４.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电源噪声来说,存储器的数据保持能力存在阈值,当电源扰

动时间小于阈值时,存储器不会发生数据翻转;当扰动时间大于阈值时,存储器出现数据翻转,并且,
翻转数随扰动时间的增加而迅速增加.５只SRAM 电路的翻转阈值分别为９０ms、７０ms、５０ms、

３０ms、２５ms.

图４　存储器翻转数与其电源扰动时间的关系

３．２　辐照试验结果

在非辐照条件下,SRAM 的电源电压扰动时间大于２５ms时,才会发生数据翻转,为保守起见,把
辐照时需要的电源扰动时间定为约５０μs,测量此扰动时间下SRAM 的剂量率翻转效应.

图５　存储器有无噪声时的剂量率响应曲线

瞬时辐照时,电源模块 L７８０５置于距靶头１m 左右的位置,剂量率扰动时间在４０~５０μs,使
SRAM 的供电电压在辐照瞬间产生一个宽度约５０μs的脉冲噪声.图５为电源有无噪声时的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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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曲线,其中■为电源无噪声(外接电源为SRAM 供电)时的剂量率响应曲线,●为电源有噪声(电
源模块L７８０５为SRAM 供电)时的剂量率响应曲线.从图中看出,HM６２２５６的翻转存在明显的阈

值,当剂量率低于阈值时,存储器没有发生翻转效应;当剂量率高于翻转阈值时,存储器开始出现翻

转,翻转数随剂量率的增加而增加,当剂量率增加到一定值时,翻转数饱和;之后,翻转数不再随着剂

量率的增加而变化.从图中提取出无电源噪声时存储器的剂量率翻转阈值为２．０×１０７ Gy(Si)/s,当
剂量率为７．０×１０７ Gy(Si)/s时,翻转数饱和.当 HM６２２５６的电源扰动时间约为５０μs时,存储器的

翻转特性发生变化,在１０６ Gy(Si)/s的剂量率下,就有大量的存储单元发生翻转.可见,电源模块的

剂量率响应严重影响存储器的抗辐射性能.

４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在脉冲辐射下,SRAM 电路对输入电压的扰动时间的容忍度由原来的大于２５ms
变为５０μs以下,说明以电路常态设计余量构建的性能通道在辐照时会大大变窄,用于判别器件辐照

下的性能可能过高估计器件抗辐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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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nsientIonizingDoseＧrateUpsetofSRAM
UnderNoisyPowerSupply

WANGGuiＧzhen,LIRuiＧbin,QIChao,YANGShanＧchao,
LIUYan,WANGChenＧhui,JINXiaoＧming
(StateKeyLaboratoryofIntensePulsedRadiationsimulationandeffect,

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an７１００２４)

Abstract:Thetransientdoserateeffectsonelectronicalsystem withSRAMandDCDCconverter
wasstudiedunderpulsedxＧray．ThedoserateupsetfeatureofSRAMundernoisypowersupplywas
comparedwiththatundernoiselesspowersupply．Theresultisthatnoisypowersupplycandecrease
theupsetlevelofSRAM．
Keywords:DCDCinverter;SRAM;Transientdoserateeffects;Doserateup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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