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
(第六卷)

———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第５册

核材料分卷

锕系物理与化学分卷

同位素分卷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５册,核材料、锕系物理与化学、
同位素、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中国核学会编．— 北京 :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２０２０．４
　　ISBN９７８Ｇ７Ｇ５２２１Ｇ０５２２Ｇ２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核技术－技术发展－研

究报告－中国 Ⅳ．①TL－１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２０２０)第０６２７５５号

内 容 简 介

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学术双年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２３日在内蒙古包头市召开.会议主题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

大会共征集论文１４００篇,经过专家审稿,评选出７２３篇较高水平论文收录进«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报
告共分为１０册,并按２８个二级学科设立分卷.

本册为核材料、锕系物理与化学、同位素和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第５册

出版发行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４３号　１０００４８)

策划编辑　付　真

责任编辑　胡晓彤

特约编辑　王亚楠　朱彦彦

装帧设计　赵　杰

责任校对　冯莲凤

责任印制　潘玉玲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８９０mm×１２４０mm　１/１６
印　　张　２６　　　字　数　８４２千字

版　　次　２０２０年４月第１版　２０２０年４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ISBN９７８Ｇ７Ｇ５２２１Ｇ０５２２Ｇ２　　　　定　价　１２００００元(全套十册)

网址:http://www．aep．com．cn EＧmail:atomep１２３＠１２６．com
发行电话:０１０Ｇ６８４５２８４５



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年
学术年会大会组织机构

大会名誉主席　余剑锋

大 会 主 席　王寿君

大会执行主席　吴浩峰

大 会 副 主 席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森　王文宗　王凤学　田东风　刘永德

张志俭　庞松涛　姜胜耀　赵　军　赵永明

赵宪庚　詹文龙　雷增光

高 级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中智　王乃彦　　王大中　张国宝　杜祥琬

陈佳洱　欧阳晓平　胡思得　钱绍钧　穆占英

学术委员会
主　　任　李冠兴

副 主 任　叶奇蓁　邱爱慈　陈念念　欧阳晓平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驹　王贻芳　邓建军　卢文跃　叶国安　兰晓莉

华跃进　严锦泉　李建刚　张金带　陈炳德　陈森玉

罗志福　赵　华　赵红卫　赵振堂　姜　宏　唐传祥

曾毅君　樊明武　潘自强

组委会
主　　　任　于鉴夫

副 主 任　王　志　李卫东　武二斌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有钱　万　强　马文军　王丽瑶　王国宝　王谋华

帅茂兵　朱　华　朱科军　刘亚强　孙　晔　苏艳茹

苏　萍　杨志民　杨海峰　吴　婧　邹文康　张　建

张　勇　陈东风　陈　伟　郑卫芳　郝朝斌　段旭如

洪详彪　袁　坤　高美须　黄　伟　温　榜　滕君锐

魏素花



秘书处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娟　马晓娟　马晨曲　王亚男　王　虹　王　勇　王理珩

王　暐　龙　云　成虹娅　吕　玮　朱彦彦　刘文强　刘思岩

刘晓光　刘　彬　刘雪莉　闫世平　纪雪舟　杨士杰　杨　菲

李　达　李　彤　李宏建　李欣阳　李清新　吴晓岚　张艺萱

张　进　张　苏　张颖慧　陈晓鹏　林丽圆　岳彩君　周晓慧

郑绪华　郑　越　赵晓飞　郝晓勇　郝　特　姜　军　夏一兵

徐　波　徐晓晴　梁爱兰　韩树南　惠　玲　谢　礌　薛志鹏

薛美杰

主办单位　中国核学会

承办单位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包头市人民政府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程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

技术支持单位　各专业分会及省核学会

专 业 分 会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会、核物理分会、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核
农学分会、辐射防护分会、核化工分会、铀矿冶分会、核能动力分会、粒
子加速器分会、铀矿地质分会、辐射研究与应用分会、同位素分离分

会、核材料分会、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分会、计算物理分会、同位素

分会、核技术经济与管理现代化分会、核科技情报研究分会、核技术工

业应用分会、核医学分会、脉冲功率技术及其应用分会、辐射物理分会、
核测试与分析分会、核安全分会、核工程力学分会、锕系物理与化学分

会、放射性药物分会、核安保分会、船用核动力分会、辐照效应分会

省级核学会　(按照成立时间排序)

上海市核学会、四川省核学会、河南省核学会、江西省核学会、广东核

学会、江苏省核学会、福建省核学会、北京核学会、辽宁省核学会、安徽

省核学会、湖南省核学会、浙江省核学会、吉林省核学会、天津市核学

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核学会、贵州省核学会、陕西省核学会、湖北省

核学会、山西省核学会、甘肃省核学会、黑龙江省核学会、山东省核学

会、内蒙古核学会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
(第六卷)

总 编 委 会

主　任　李冠兴

副主任　叶奇蓁　邱爱慈　陈念念　欧阳晓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驹　王贻芳　邓建军　卢文跃　叶国安

兰晓莉　华跃进　严锦泉　李建刚　张金带

陈炳德　陈森玉　罗志福　赵　华　赵红卫

赵振堂　姜　宏　唐传祥　曾毅君　樊明武

潘自强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于鉴夫　潘启龙

副主任　王　志　秦昭曼　李　涛　谭　俊　王　朋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丹　王亚男　王　笑　左浚茹　龙　云

付　凯　付　真　白　佳　白皎玮　朱彦彦

刘东鹏　刘　岩　刘思岩　孙凤春　杨晓宇

李新邦　宋翔宇　张书玉　张关铭　张　琳

赵志军　赵　明　胡晓彤　徐　明　徐若珊

徐晓晴　黄厚坤　蒋焱兰　薛美杰



核材料分卷
编　委　会

主　任　李冠兴

副主任　马文军　冯海宁　任宇宏　杨启法

陈　瑜　周跃民　易　伟　胡晓丹

唐亚平　黄群英　韩恩厚　蒙大桥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虹　田春雨　朱国胜　刘马林

江小川　李正操　李爱军　张乐福

畅　欣　郑绪华　姚美意　袁改焕

钱跃庆　凌云汉　温　丰　薛新才

锕系物理与化学分卷
编　委　会

主　任　刘柯钊

副主任　刘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有钱　王殳凹　王　健　帅茂兵

孙晶晶



同位素分卷
编　委　会

主　任　罗志福

副主任　向新程　杜　进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向学琴　张华北　张劲松　张锦明

钱达志　黄　伟　谢敏浩　褚泰伟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生栋

副主任　汪小琳　沈兴海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有钱　王祥科　石伟群　刘春立

李志明　李辉波　李晴暖　何千舸

汪小琳　沈兴海　张平柱　张生栋

常志远　崔海平





前　言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是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学术双年会优秀论文

集结.

２０１７年以来,中国核科学技术领域发展生机勃勃、叠彩纷呈:全球首条高温气冷堆

燃料元件生产线实现工业规模转化;中国三代压水堆核电“华龙一号”的海内外首堆示范

工程穹顶吊装圆满完成,“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５号机组主管道焊接完成,“华龙

一号”CF３核燃料元件成功完成批量化制造;中国首次大规模生产高比活度医用钴－６０
放射源出堆;中国新一代铀浓缩离心机大型商用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中国大科学装置东

方超环(EAST)取得１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等新成果;中国示范快堆工程土建开工,核能战

略关键环节实现突破

为推动核科学技术学科高水平、高层次、高品质发展,由中国核学会主办,中核北方

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年学术双年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２３日,

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技术支持单位为中国核学会３０个专业分会和全国２３个省级核

学会.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双年会从始至终贯穿以红色主旋

律,党性引领鲜明.理事会党委现场为专业分会党组织颁授党旗,号召各专业分会党组

织更加紧密地团结引领广大核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报国光荣传统,服务好核科学事业

发展大局.

中国核学会２０１９双年会的主题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体现了我国核领域把握世

界科技创新前沿发展趋势,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动交流

与合作,以创新科技引领绿色发展的共识与行动.会议为期３天,主要以大会报告、分会

场口头报告、张贴报告等形式进行,同期举办高端闭门论坛、核医学科普讲座、妇女论坛、

青年论坛.大会现场还颁发了优秀论文一、二等奖,团队贡献奖,特别贡献奖,优秀分会

奖,优秀分会工作者等奖项.

大会共征集论文１４００篇,经专家审稿,评选出７２３篇较高水平的论文收录进«中国

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公开出版发行.«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分

为１０册,并按２８个二级学科设立分卷.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顺利集结、出版与发行,首先感谢中国核学会

各专业分会、各工作委员会和２３个省级(地方)核学会的鼎力相助;其次感谢总编委会和

２８个(二级学科)分卷编委会同仁的严谨作风和治学态度;再次感谢中国核学会秘书处

和出版社工作人员,在文字编辑及校对过程中做出的贡献.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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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核材料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

基于SolidWorks的碳/碳复合料盘设计研究

宋飞飞１,刘逸波１,田久程１,韩晓瑞１,刘　兵２,刘马林２

(１．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２．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先进核能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低温炭化工艺是球形燃料元件裂解酚醛树脂的关键工艺,工作温度为８００℃左右.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燃

料元件生产线所用低温炭化炉为底装式电阻炉,原来盛放物料所用料盘材质为耐热不锈钢(N３１０S).在生产过程中,
出现料盘变形严重开裂、定位不准等问题,导致该工艺自动化改造困难,即机器人上下料过程中,球形燃料元件出现磕

伤、划伤等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经反复调研论证,采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设计的料盘,并经过SolidWorks运动模

块数值模拟等理论计算,进行了材质和几何结构优化.实验证明,新型设计碳/碳复合材料满足低温炭化工艺和自动

化操作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低温炭化工艺;耐热不锈钢;碳/碳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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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低温炭化工艺

低温炭化工艺是高温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热处理的关键工艺之一.压制后的球坯虽具有一定的

尺寸和形状,但只是通过酚醛树脂的物理黏合作用而形成的整体,在机械强度与理化性能上达不到球

形燃料元件的使用性能,因此必须将球坯在低温炭化炉炉内按一定的升温速率进行炭化处理,酚醛树

脂在炭化过程中形成的黏结剂焦,使石墨粉颗粒间连接成具有更高机械强度和理化性能的整体[１Ｇ３].
低温炭化工艺使用设备为底装式电阻炉,低温炭化炉料盘主要用于盛放毛坯球燃料元件,在低温

炭化炉内进行炭化处理.机器人将毛坯元件球放入料盘定位孔,装满料盘后机器人将料盘堆垛放在

满料区,１７个料盘由叉车运输到低温炭化炉,装炉升温至８００℃进行炭化处理.处理完毕后由叉车将

装满元件球的料盘运输到车床进行车削.

１．２　低温炭化炉

现用低温炭化炉料盘由１个底座、１７层料盘、１个导气柱、１个顶盖组成.单层料盘尺寸高度

７８mm,外径８１０mm ,中间由筋板隔开分成６个区域,每个区域有１５个孔洞,用于放置压制后的球

坯.料盘总高约１４００mm,最大装球量为１５３０球,单层需要承重约２５kg.装料总重约４２０kg.低

温炭化炉料盘采用０６Cr２５Ni２０(３１０S耐热钢)材质焊接加工而成,厚度３mm.

２　存在的问题

２．１　元件表面磕伤问题

元件球坯在机器人自动装入低温炭化炉料盘的过程中,由于料盘变形较大,机器人在放置元件过

程中无法准确地将元件球放置料盘固定位置,造成球坯表面磕伤.这一现象直接影响终压压制球坯

的合格率.

２．２　变形开裂

每批次生产都要经过室温至８００℃,周期为５４h的循环过程,每批炭化完成后,料盘均会出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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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形,无规律可循.目前每个料盘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尤其是筋及其焊接的定位销,在炭化处理

过程中出现料盘开裂、个别料盘突起等现象.

２．３　定位不准

料盘变形导致机器人进行抓取和叠放过程中存在定位销与销孔配合不准,料盘各个孔位位置错

位,坯放不到位,球坯顶球坯,或球坯顶在料盘筋上等现象.一旦出现上述现象,机器人就会故障报警

停止运行,需要操作员手动调整,影响传输线自动化程度.

３　新型料盘设计及模拟研究

３．１　材料的选择

碳/碳复合材料是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高温材料[４].拟采用该复合材料进行新型料盘改造.碳/
碳复合材料是在原有碳纤维的基体上,通过气相沉积法在碳纤维表面沉积碳,沉积好的原料经过机械

加工制得需要的结构.碳/碳复合材料具有低密度(＜２．０g/cm３)、高比强、高比模量、高导热性、低膨

胀系数,以及抗热冲击性能好、尺寸稳定性高等优点[５Ｇ７],是可以在１６５０℃以上应用的材料之一,最高

理论温度可达２６００℃.碳/碳复合材料性能如表１所示.

表１　碳/碳复合材料与３１０S性能对比

项目 单位 碳/碳复合材料 ３１０S

使用温度 ℃ １６５０ ８００℃开始软化

密度 g/cm３ １．５ ７．８９

抗拉强度 MPa ８０ ５１５

压缩强度 MPa １５９ ２０５

屈服强度 MPa １００ １３７

３．２　料盘设计

料盘通过各部件拼装而成,单个料盘重量为８．６kg,重量约为耐热不锈钢的１/２,底板选用

１．０mm厚碳/碳板进行加工,外筒为主要承重点,厚度为１０mm 碳/碳外筒.碳/碳底板厚度１０mm,
可有效承载原料,保障板材不会出现变形.导气筒使用碳/碳复合材料整体加工而成,通过底部法兰

与底板进行连接,并用碳/碳螺栓固定.定位杆使用碳/碳螺栓与底板进行连接,实现每层料盘的准确

定位.将１７层料盘装满元件球叠放在一起,通过模拟料盘之间配合,元件球可以均匀的布置在料盘

上,上层燃料球距离下层燃料球间距为１０mm,燃料球距离外筒内壁７mm,符合料盘装料要求.

４　数值模拟分析

４．１　建立模型

SolidWorksSimulation模块是一款基于有限元技术的设计分析软件,能对零件和装配体进行动

力分析和非线性分析.SolidWorks在模型上可直接定义载荷、边界条件等,有效避免了其他三维建模

软件与分析软件间转换操作带来的数据缺陷[１１].SolidWorks对模型的模拟结果精确,并与 ANSYS
仿真模拟结果十分相近[１２].

通过SolidWorks建模软件分别建立机器人抓取料盘和１７层料盘堆叠放置模型,利用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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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模块分别对两种模型进行网络划分和设置边界条件.从而对机器人抓取料盘的过程和料

盘在低温炭化炉内热力耦合过程进行分析.

４．２　边界条件设置

网格的大小、形状作为网格设定的主要参数,直接影响着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计算过程所用的

时间.因此,选择合适的网格和边界条件是保证计算结果准确的基础.表２为数值模拟过程中设置

的边界条件.

表２　边界结构条件

单个料盘重量/kg ８．６ 装料重量/kg ２７

装料层数 １７ 使用温度/k １０７３

质量密度/(kg/m３) １５００ 张力强度/(n/m２)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压缩强度/(n/m２)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屈服强度/(n/m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热膨胀系数/K １．２９９９９９９８５×１０－５ 热导率/[W/(mk)] ３５

泊松比 ０．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２ 比热/[J/(kgk)] ７１２

弹性模量/(N/m２) １１５×１０７ 安全系数 ２

４．３　机器人抓取料盘数值模拟

机器人抓取料盘上下料的过程中,导气筒与料盘连接部位受力最大.在常温下机械手抓取单层

料盘最大抓合力约为０．６MPa,装满物料的料盘重量约３５kg.通过数值模拟机器人机械手抓取料盘

的过程,对料盘连接部位进行应力、安全系数和位移分析.

(a)应力云图 (b)安全系统云图 (c)位移云图

图１　分析图

通过应力云图分析(见图１)结果可以看出,机器人抓取料盘的过程中,料盘沿中心向外受力越来

越小,料盘最外圈受力最小.最小受力为１．０３１×１０４ N/m２,底板与导气桶连接处受力最大,最大受力

６．８０１×１０６ N/m２.碳/碳复合材料屈服强度为１×１０８ N/m２,低于屈服强度,符合机械结构的设计要

求,可以满足机器人抓取使用的要求.
安全系数等于极限应力除以许用应力,其值必须大于等于１.因碳/碳复合材料为塑性材料,材料

安全系数为２[１３,１４].根据安全系数云图(见图１)分析结果,碳/碳复合材料料盘最小安全系数为１３,高
于材料安全系数大于２的要求,符合机械设计要求.

通过位移云图分析(见图１),机器人抓取料盘的过程中,料盘沿中心向外位移越来越大,料盘最外

圈位移最大,最大位移量为６．８９mm.碳/碳复合材料内部为碳纤维结构,弹性模量较大,料盘堆垛

后,变形可以自行恢复.
综上所述,料盘符合生产线机器人上下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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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热力耦合分析

将料盘装满元件球,１７层料盘堆积放置,放入低温炭化炉在８００℃的下进行数值模拟,最底层料

盘受力受热最严重,承载总重量最大约６００kg,受力面积约０．０２５m２,受热温度８００℃.通过建模、网
格划分、设置边界条件、计算和结果等过程,模拟新型新型碳/碳复合材料料盘在低温炭化炉内８００℃
的情况下的受热受力情况[１３Ｇ１５](见图２).

(a)应力分析 (b)安全系统分析 (c)位移分析

图２　分析图

通过应力云图分析(见图２)结果可以看出,料盘堆垛１７层放入低温炭化炉内在８００℃下进行炭

化处理时,料盘周边与底板连接处受力较大,最大受力２．７８２×１０７ N/m２,料盘导气桶受力较小.材料

最小受力３．８３９×１０５ N/m２,碳/碳复合材料料盘的屈服强度为１×１０８ N/m２,低于屈服强度,符合低

温炭化工艺的使用要求.
根据安全系数云图(见图２)结果分析,料盘堆垛１７层放入低温炭化炉内在８００℃下进行炭化处

理时,受热—力耦合的双重影响,新型料盘经计算最小安全系数为３．６,高于材料安全系数大于２的要

求,符合设计要求.
根据位移云图分析结果(见图２)分析,料盘满载情况后,料盘堆垛１７层放入低温炭化炉内在

８００℃下进行炭化处理时,受热—力耦合的双重影响.因最底层料盘受力和变形最大.该料盘边缘

部位最大位移为２．３２mm,料盘出炉后变形自行恢复[１４].
综上所述,该料盘满足炭化处理工艺的要求.

４．５　碳/碳复合材料料盘与３１０S料盘对比分析

新型碳/碳复合材料料盘与３１０S料盘在装料量等各种外部环境一致的情况下,低温炭化炉内

８００℃的情况下进行数值模拟对比分析,对比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料盘数值模拟对比

材料 ３１０S 碳/碳复合材料

边界条件 温度８００℃,装料数量一致

安全系数

３１０S耐热不锈钢:最小安全系数小于０．０２４,最大安全系数５．１８;

碳/碳复合材料:最小安全系数３．６,最大安全系数２６０;

对比:碳/碳复合材料安全系数总体优于３１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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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材料 ３１０S 碳/碳复合材料

屈服力

３１０S耐热不锈钢:最小屈服力２．７×１０７ N/m２,最大屈服力５．６×１０９ N/m２,超出材料屈服强度１．３７×

１０８ N/m２;

碳/碳复合材料:最小屈服力３．８×１０５ N/m２,最大屈服力２．８×１０７ N/m２,低于材料屈服强度１．００×

１０８ N/m２;

对比结果:耐热不锈钢屈服强度超出材料允许范围,料盘变形量大.碳/碳复合材料屈服力在材料特

性范围内,优势明显

５　结论

本文研究了新型碳/碳复合材料设计的料盘在低温炭化处理及物料转运过程中的结构设计和数

值模拟,通过以上结构设计和数值模拟,得出如下结论:
(１)通过对机器人抓取料盘过程进行数值模拟,料盘最 小 受 力 ３１９．９３９ N/m２,最 大 受 力

５．６０８０８×１０６ N/m２,低于屈服强度１×１０８ N/m２,该结构最小安全系数为１６,高于材料安全系数大

于２的要求,承载状态下,符合物料转运的要求.
(２)通过热—力耦合数值分析,料盘最小受力３．８３９×１０５N/m２,最大受力２．７８２×１０７N/m２,低于

屈服强度１×１０８ N/m２,该结构最小安全系数为３．６,高于材料安全系数大于２的要求,符合低温炭化

工艺的使用要求.
(３)新型碳/碳复合材料料盘是耐热不锈钢料盘重量的１/２.通过对新型碳/碳复合材料料盘和耐

热不锈钢料盘分析对比,强度、安全系数和位移等参数优势明显,可以解决元件球的磕伤划伤、料盘定

位不准和开裂等问题,满足工艺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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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izationprocessbasedonSolidWorks

SONGFeiＧfei１,LIUYiＧbo１,TIANJiuＧchen１,
HANXiaoＧrui,LIUBin２,LIU MaＧlin２

(１．ChinaNorthNuclearElementCo．Ltd,BaotouofInnerMongolia０１４０３５,China;
(２．InstituteofNuclearandNewEnergyTechnology,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０８４,China)

Abstract:Thelowtemperaturecarbonizationtechnicalwasthekeyprocessofthephenolicresin
pyrolyseduringthefuelelementprocessingwhichusedfortheHTGR,theoperatingtemperature
was８００℃．Thelowtemperaturecarbonizationfurnacewasabottom mountedresistancefurnace,

thematerialofthetrayusedtoladethefuelelementwasheatＧresistancestainlesssteel(N３１０S)．
Thiskindoftraycameout manydefectsduringtheprocessingsuchasdeformation,fissure,

mistakenlypositing．Thesedefectsleadtothefuelelementbruiseorscratchduringtherobotloading
andunloading．Tosolvetheproblemdescribedabove,thec/ccompositematerialwasselectedasthe
traymaterialandthegeometricoptimizationwasachievedduetothetheoreticalcalculationandthe
numericalsimulation．Theresultshow that:thenew designcarboncompositetray meetthe
automaticoperationduringthelowtemperaturecarbonizationprocess．
Keywords:Lowtemperaturecarbonizationprocess;HeatＧresistancestainlesssteel;c/ccomposite
material;Geometricoptimization;Numericalsimulation

６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核材料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

UN、UC燃料热力学性能数值分析

姜夺玉１,２,王立鹏１,２,郭和伟１,２,张信一１,２,巫英伟３

(１．强脉冲辐射环境模拟与效应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２４;

２．西北核技术研究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２４;３．西安交通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UN、UC以其高热导率、耐高温性成为目前空间堆堆芯理想的候选核燃料,其热力学性能直接关系着空间反应堆

的运行可靠性,本文以目前国内外实验及理论分析获得的 UN、UC 燃料热力学性质基本参数,应用二次开发的

FRAPCON程序对压水堆稳态工况下的核燃料性能进行了数值分析.结果表明:压水堆稳态运行工况下,UN、UC燃

料在芯块温度分布、芯块应变、芯块热膨胀、燃料棒内压、包壳环向应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性能.初步研究表明,UN、

UC燃料具有应用于未来新型堆型或空间反应堆核燃料的潜力.
关键词:UN、UC燃料;热力学性能分析;FRAPCON程序

　　　　　　　　　　　　　　　　　　　　　　　　　　　　　　　　　　　　　　　　　　　　　　　　　　
　

　
　

　 　　　　　　　　　　　　　　　　　　　　　　　　　　　　　　　　　　　　　　　　　　　　　　　　　
　

　
　

　
　

作者简介:姜夺玉(１９８９—),男,安徽阜阳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反应堆物理研究工作

２０１８年３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展示了其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和核动力潜航

器“波塞冬”,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掀开了新一轮探索空间核动力应用的热潮.然而空间环境的复杂

性给空间核反应堆带来较大的挑战,特别是低功率运行状态长期性,少则几年,多则十年以及某些特

殊情况下又要求其在短时间内以较大功率随时启动的特性、满足机动变轨等特殊要求.然而,高功率

运行会产生大量的裂变气体,在燃料芯块内部产生高的压强,使得燃料可能发生肿胀,对核燃料本身

的结构力学性能带来不利影响.这就需要对燃料的热力学性能进行研究,为燃料长时间、高燃耗、可
靠的运行奠定基础.

UN、UC作为典型的先进陶瓷型候选核燃料,具有高热导率、耐高温性,是目前空间堆堆芯理想

的备选材料.其燃料的热力学性能直接关系空间堆能否可靠地长时间运行.本文基于目前国内外实

验及理论分析获得的 UN、UC燃料热力学性质基本参数,采用二次开发的典型压水堆燃料性能分析

软件FRAPCON程序对压水堆稳态工况下的核燃料热力学性能进行了初步数值分析.

１　燃料热力学性质参数模型

１．１　参数模型

(１)燃料热导率关系式为[１Ｇ２]:

λUC[W/(mK)]＝３０．６４８６９－０．０２１５８T＋１．６１２４４×１０－５T２

λUN[W/(mK)]＝１．８６４e－２．１４PT０．３６１
(１)

式中:T 为温度;P 为体积分数表示的孔隙率,％;适用范围:２９８K＜TUC＜２５７３K;０＜P＜２０％;２９８
K＜TUN＜２３００K.

(２)燃料密度关系式为[３Ｇ４]:

ρUC g/cm－３[ ] ＝１３．６３１－３．１１７×１０－５T－３．５１×１０－９T２( )

ρUN g/cm－３[ ] ＝１４．４２－２．７７９×１０－４T－４．８９７×１０－８T２
(２)

其中,适用范围:２７３K＜TUC＜３０７３K;２９８K＜TUN＜２５２３K.
(３)燃料弹性模量关系式为[５Ｇ６]:

EUC GPa[ ] ＝２１５１－２．３P( ) １－０．９２×１０－４ T－２９８( )[ ]

EUN[MPa]＝０．２５８ρ３．００２(１－２．３７５×１０－５T)
(３)

７



其中,适用范围:２９８K＜TUC＜２５００K;２９８K＜TUN＜１４７３K;密度ρ为其理论密度的７０％~１００％.
(４)燃料比热容关系式为[１,７Ｇ８]:

CpUC J/(kgK)[ ] ＝０．２３９７－５．０６８×１０－６T＋１．７６０４×１０－８T２－３４８８．１/T２

CpUN J/(molK)[ ] ＝５１．１４(θ/T)２ exp(θ/T)
[exp(θ/T)－１]２ ＋９．４９１×１０－３T

＋
２．６４１５×１０１１

T２ exp(－１８０８１
T

)

(４)

其中,θ＝３６５．７K为爱因斯坦温度;适用范围:２９８K＜TUC＜２８３８K;２９８K＜TUN＜２６２８K.
(５)燃料热膨胀率关系式为[３Ｇ４]:

ρUC[％]＝９．７５×１０－６T＋１．１７×１０－９T２

ρUN[％]＝７．０９６×１０－６T＋１．４０９×１０－９T２
(５)

其中,适用范围:２９８K＜TUC＜２２７３K;２９８K＜TUN＜２５２３K.
以上为国内外实验及理论分析获得的 UN、UC燃料热力学性质基本参数,采用上述参数模型对

典型压水堆燃料性能分析软件FRAPCON进行二次开发,并用于核燃料热力学性能的数值分析.

１．２　输入参数

选取IAEA推荐的用于燃料性能分析的 Vandellos２/CABRI反应堆 CIP０Ｇ１燃料棒.对于包壳

而言,目前常用的包壳材料主要为ZrＧ４合金.先进堆型为了考虑包壳的耐高温及耐辐照等特性,普遍

对ZrＧ４合金进行了升级或者重新开发了新的合金种类,比较著名的是ZIRLO合金和 M５合金.本文

选择ZIRLO作为CIP０Ｇ１燃料棒的包壳.为了进行比较,保持燃料棒的尺寸一致,燃料棒产热相同.
燃料棒的主要参数如表１所示,燃料棒输入功率参数如图１所示.

表１　燃料棒主要参数

名称 数值

堆芯活性区长度/m ０．５４１

芯块外径/cm ０．８２

冷腔体长度/cm ３．６５

实际密度/％T．D． ９５．７

富集度/％ ４．５

栅距/cm １．２３４９

包壳外径/cm ０．９５

包壳厚度/cm ０．０５７１

包壳芯块间隙宽度/cm ０．０１６５

填充气体类型 He

燃料棒填充压力/MPa ２．３５

冷却剂系统压力/MPa １５．５

冷却剂入口温度/K ５８３．６５

冷却剂质量流量/(kgs－１) ３４５８

图１　燃料棒输入功率

２　结果与讨论

燃料芯块的最大应变增量以及燃料膨胀率的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由此可知,应变增量、轴向膨

胀率、径向膨胀率的结果均为 UO２＞UC＞UN.综合来看,UN燃料热膨胀最小,UC次之,UO２ 热膨

胀较大.
８



表２　燃料芯块的最大应变增量以及燃料膨胀率

名称 UC UN UO２

最大应变增量/％ ０．０８７６ ０．０７８７ ０．２５１９

燃料轴向膨胀率/％ １．９０２０ １．７５７９ ２．０２７７

燃料径向膨胀率/％ ０．７２７１ ０．５６６２ ０．８９８４

图２给出了不同燃料的燃耗初期和燃耗后期的燃料棒径向功率分布因子变化关系.可以看出,
燃耗初期功率不均匀因子和燃耗后期功率不均匀因子均较小,说明 UN、UC燃料的堆芯具有更好的

功率展平性能,可利用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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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燃料径向功率分布因子

图３给出了燃料径向温度分布.由图可知,UN、UC燃料径向方向上的温差比 UO２ 燃料要小的

多,这说明 UN、UC材料的导热性能要极大的优越于 UO２.另外,由于 UC热导率要高于 UN,因此,

UC径向温度分布更为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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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燃料棒径向温度分布

燃料芯块表面与中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４所示.由图４(a)可见,三者差别不大.这是

因为３种不同燃料棒产热相同,在包壳和外部冷却剂工况一致的情况下,包壳温度几无差异.由图４
(b)可见,UO２ 燃料芯块中心温度较高,且波动较大,这是因为UN、UC燃料高热导率能有效降低芯块

中心温度,使芯块中心温度低于 UO２ 燃料芯块温度.这有利于减少燃料辐照肿胀、降低裂变气体释

放和PCI效应.UN、UC芯块中心温度较低,意味着芯块中心和表面温差较小,较小的芯块内外温

差,能有效降低芯块热膨胀和内部热应力,对缓解芯块开裂有一定帮助.
９



　　　　(a)燃料芯块表面温度　　　　　　　　　　　　　　　　　　　 (b)燃料芯块中心温度

图４　燃料芯块表面与中心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燃料棒内压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见图５.由图可知,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UN、UC燃料棒内压变

化要优于 UO２,这进一步说明 UN、UC燃料热膨胀较小,使得 UN、UC燃料棒包壳发生肿胀或裂纹的

可能性要远低于 UO２,燃料棒的结构完整性得到更大保证.这主要因为 UN、UC 芯块温度远低

UO２,且其热膨胀率较小,芯块－包壳间隙较大,包壳内压较低.
燃料棒在堆内运行期间,包壳应变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避免包壳鼓包或破损.图６为 UN、

UC和 UO２ 燃料棒在同一轴向高度处包壳应变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由图６可知,UO２ 燃料棒包壳应

变在内外压差和辐照作用下先随运行时间增加逐渐降低,在５００天附近达到最小值－０．４８９％,而后在

芯块肿胀作用下逐渐增加.UN、UC燃料棒包壳应变变化趋势类似于 UO２,即随时间先减少后增加,
但 UN燃料棒包壳向内应变更大,在约６５０天达到最小值－０．５８６％,这是因为 UN 芯块温度较低,芯
块直径更小,导致包壳向内应变更大.对于 UN 与 UC而言,燃料芯块温度差别不大,但 UN 燃料热

膨胀率较小,因此,其包壳内向应变值要高于 UC燃料.

图５　燃料棒内压随燃耗的变化

　　　
图６　燃料包壳环向应变

本文主要完善了 UN、UC燃料的比热容、热导率、机械性能等主要参数,没有确定全部的参数,反
映真实性上存在一定的近似.后续建议开展相关燃料元件堆内试验,获得试验数据与理论模拟结果

进行相互验证,完善 UN、UC燃料元件性能分析,使其能够尽早应用在未来空间堆或先进堆型上,促
进核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３　结论

本文对压水堆燃料元件性能分析程序FRAPCON程序进行了二次开发,对压水堆燃料棒稳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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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行了初步数值计算,并与传统 UO２ 燃料进行比较,得到结论如下:
(１)UN、UC热导率较大,使得燃料芯块热量能够及时导出,温度分布较为平缓,这对高温运行的

堆芯安全性较为有利;
(２)UN、UC温度分布整体较低,有利于减少燃料芯块热膨胀,进一步较低芯块—包壳PCI的发

生几率,有效保证了燃料元件结构的完整性,提高安全稳定性;
(３)压水堆稳态运行工况下,相较于 UO２ 燃料,UN、UC燃料在芯块温度分布、芯块应变、芯块热

膨胀、燃料棒内压、包壳环向应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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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analysisofUNorUCfuel
thermodynamics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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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StateKeyLaboratoryofIntensePulsedRadiationSimulationandEffect,XianofShanxiProv．７１００２４,China;

２．NorthwestInstituteofNuclearTechnology,XianofShanxiProv．７１００２４,China;

３．School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ofShanxiProv．７１００４９,China)

Abstract:Withitshighthermalconductivityandhightemperatureresistance,UNorUCfuelhas
becomethesuitablecandidatenuclearfuelforthespacenuclearreactor．Thethermodynamic
performanceofUNorUCfuelhasadirectlyinfluenceonthesafetyofthespacenuclearreactor
operated．ThispaperintroducedanenhancementofFRAPCONprogrambyincorporatingUNorUC
materialbasicpropertycorrelationswhichobtainedbyexperiencedataortheoreticalanalysismodels．
SomepreliminaryanalysesofUNorUCfuelperformanceatdifferencereactorstateswerealso
performed,andtheresultsshowedthatUNorUCfuelhasgoodperformanceinaspectslikefuel
temperaturedistribution,fuelstrain,fuelthermalexpansion,gasgappressure,claddinghoop
strain．Finally,futureresearchworksforUNorUCfuelarediscussed．
Keywords:UNandUCfuel;Fuelthermodynamicsperformanceanalysis;FRAPCON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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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小冲杆测试技术表征国产压力
容器钢A５０８Ｇ３的拉伸和冲击性能

张长义,白　冰,王成龙,杨　文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作为反应堆的关键部件,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寿命直接决定着反应堆的寿命.而延长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寿命需要

提高材料性能,特别是抗辐照性能.目前,已经获得了反应堆压力容器钢的辐照硬化和脆化行为的一些数据,主要是

标准拉伸性能、标准冲击性能等.然而,为了了解材料在高剂量下的使用行为,需要进行更高的中子注量辐照试验.

问题是,由于标准样品体积大,如果辐照剂量继续增加,辐照后样品的表面剂量会变大,辐照后难以检测.另外,如果

用较小的样品代替辐照样品,辐照孔道的利用空间将大大提高,实现了反应堆压力容器钢辐照性能的高通量表征.小

冲杆测试就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因此,在本工作中,针对反应堆压力容器材料 A５０８Ｇ３钢,将在几个温度下(室温

约－１５０℃)进行小冲杆试验.将小冲杆试验结果与标准拉伸和冲击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建立 A５０８Ｇ３钢的性能数据

与断裂行为的相关性.

关键词:小冲杆测试;冲击韧性;压力容器钢;脆化和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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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压力容器(ReactorPressureVessel,RPV)是压水堆中最重要的核心设备,也是核电站中

不可更换的关键设备.其使用寿命决定了核电站的服役寿期,直接影响核电站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目前为止,国内外针对RPV材料的辐照考验及性能测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１Ｇ３],积累了一定数量

的中子辐照数据.但随着反应堆逐渐向快堆、聚变堆方向发展,压力容器材料将面临更加严苛的服役

环境.
目前为止,所获得的国产压力容器材料的中子辐照性能数据,几乎都是利用标准冲击样品,标准

拉伸样品等得到的标准数据,只有标准数据才能利用现有预测模型来获取压力容器材料的辐照脆化

等信息.但问题是,由于标准样品体积大,如果进行更高注量水平的辐照考验,辐照后样品的表面剂

量会显著变大,将大大增加辐照后检验的难度.另外,目前高通量的研究堆孔道资源有限,堆内辐照

空间有限,标准样品的类型和尺寸限制了入堆样品的数量,因此,国内外都在积极寻求一种以小型样

品替代标准样品表征辐照样品力学性能的方法.
小冲杆试验是一种测定材料韧脆性质的实验技术.该实验技术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Baik等人

提出的[４],已广泛应用于核工程研究领域,主要是由于其所需样品很小,使用普通的试验机及简单的

附加装置即可完成材料性能的测试.通过国内外文献的调研,目前小冲杆试验技术已逐步与屈服/拉

伸强度、冲击韧性、断裂性能等建立了联系,并且最近几年随着有限元模拟技术的加入,已可从受力情

况和断裂形式上模拟小冲杆试验过程[５Ｇ７].但针对国产压力容器钢A５０８Ｇ３,利用小冲杆样品的性能测

试数据比拟标准冲击和拉伸性能数据,进而用以评估材料的辐照性能,目前文献中鲜有报道.本工作

将在几个温度下(室温约－１５０℃)对国产压力容器钢 A５０８Ｇ３钢进行小冲杆试验,将小冲杆试验结果

与标准拉伸和冲击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建立其与标准数据的相关性,为后续利用小样品技术评价高剂

量辐照后的 A５０８Ｇ３钢的脆化状态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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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冲杆试验过程

１．１　试验材料

本工作中所用到国产压力容器钢(A５０８Ｇ３钢)为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百万千瓦级压力

容器材料.具体成分如表１所示出.

表１　国产压力容器材料A５０８Ｇ３钢化学成分

元素 C Si Mn P S Cr Ni Mo Cu

质量分数/％ ０．１８ ０．１６ １．４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７ ０．１２ ０．７５ ０．４６ ＜０．０２

元素 V Al Co As Sn Sb B

质量分数/％ ０．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２

１．２　小冲杆测试样品、设备及试验

小冲杆试验所需的样品为直径３mm,厚度０．３mm±０．０１mm 的圆片试样,试样表面用１０００号

砂纸打磨至光洁.测试装置如图１所示.整个测量装置通过销钉安装在SANSCMT５５０４(５０KN)拉
伸机上.

本工作将在不同温度下(室温约－１５０℃),完成 A５０８Ｇ３钢小冲杆性能测试.试验过程中,持续

加载至小冲杆样品破裂,由试验机自动记录载荷—变形曲线.加载速率设定为０．２mm/min,控温介

质为液氮,每个温度点测试三个样品.

　　　　　　
图１　小冲杆测试装置

１—上支座;２—光栅尺夹具;３—光栅尺;４—位移杆;５—炉体;６—上夹模;７—温度探测器插孔;８—顶丝孔;

９—铜管/电阻丝;１０—下夹模;１１—冲杆;１２—旋转座;１３—锁紧螺母;１４—固定座

２　小冲杆试验结果与讨论

针对国产压力容器钢 A５０８Ｇ３钢,在不同试验温度下获得了载荷—变形曲线(见图２).根据该曲

线,可将小冲杆试样在加载过程中的变形分为几个阶段:弹性弯曲变形阶段、弹塑性弯曲阶段、塑性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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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伸张阶段和塑性失稳阶段,最终试样破裂.

图２　不同温度下国产压力容器钢 A５０８Ｇ３钢的载荷—变形曲线

分析图２中的各个阶段可得出,随着测试温度的下降,曲线斜率逐渐增大,最大力也逐渐增大,说
明低温下材料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硬化.在曲线的弹性弯曲阶段,随着测试温度的降低,样品出现塑性

变形的时间近似,但施加载荷逐渐增加.而在塑性失稳阶段,随着测试温度的降低,变形量明显减小,
说明低温下材料逐渐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脆性.

２．１　小冲杆测试数据与标准拉伸数据的比拟

从小冲杆测试所得到的载荷—变形曲线中,可得到抗拉特征值Pmax/th２(Pmax为曲线中最大力对

应的点)和屈服特征值Py/th２(Py为曲线中弹性变形到塑性变形的转折点)两个参量,这两个参量随

试验温度的变化曲线如图３所示.由此可看出,随着试验温度的不断降低,抗拉特征值呈现逐渐增大

的趋势,屈服特征值先增大,后缓慢减小,当测试温度低于－１１０℃后,则继续增大.

图３　同温度下 A５０８Ｇ３钢的抗拉特征值和屈服特征值

利用抗拉特征值Pmax/th２和屈服特征值Py/th２这两个参量及半经验公式(１)和公式(２),结合之

前已获得的 A５０８Ｇ３钢标准样品的拉伸数据,进行直线拟合[８],即可分别得到抗拉强度σb和屈服强度

σy与Pmax/th２和Py/th２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４所示.小冲杆试验所得到的数据与标准拉伸数据呈

现出较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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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y＝αPy/th２＋β (１)

σb＝αPmax/th２＋β (２)
式中:th 为小冲杆样品厚度,单位为 mm;α,β为拟合参数.

(a)屈服强度与屈服特征值　　　　　　　　　　　　　　　　　(b)抗拉强度与抗拉特征值

图４　小冲杆测试数据与标准样品数据的关系拟合

根据图４中的拟合结果,可得到屈服强度—屈服特征值,抗拉强度—抗拉特征值的经验公式,如
公式(３)和公式(４)所示.

σy＝０．６６３Py/th２＋３６．１０６ (３)

σb＝０．０９３Pmax/th２＋１９２．１３８ (４)

２．２　小冲杆测试数据与标准冲击数据的比拟

从小冲杆测试所得到的载荷—变形曲线中,对最大载荷后的曲线段进行积分计算,即可获得不同

温度下小冲杆试样的断裂能,进而得到断裂能—温度关系曲线,求得转变温度Tsp,结果如图５所示.
与标准冲击数据相比,韧脆转变趋势一致,且Tsp为－９８℃.

图５　A５０８Ｇ３钢小冲杆试样断裂能—温度关系曲线

针对Tsp和标准冲击试验得到的Tcvn的关系,利用转换经验公式(５)[９]以及标准冲击数据,可得到

针对国产压力容器钢 A５０８Ｇ３钢的关系式(６).

Tcvn＝２．５Tsp＋β (５)
其中β为拟合参数

Tcvn＝２．５Tsp＋１８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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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本工作在室温约－１５０℃下对国产压力容器钢 A５０８Ｇ３钢进行小冲杆试验,将小冲杆试验结果与

标准拉伸和冲击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得到以下结论:
(１)随着试验温度的不断降低,抗拉特征值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屈服特征值先增大,后缓慢减

小,当测试温度低于－１１０℃后,则继续增大.小冲杆试验所得到的数据与标准拉伸数据有较好的线

性关系,并得到了经验公式.
(２)计算获得了不同测试温度下小冲杆试样的断裂能,求得转变温度为－９８℃.小冲杆试验所

得到的数据与标准冲击数据相比,韧脆转变趋势一致,并得到了转变温度的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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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oftensilepropertyandimpacttoughness
ofreactorpressurevesselsteelbysmallpunchtest

ZHANGChangＧyi,BAIBing,WANGChengＧlong,YANG We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

Abstract:Asthekeycomponentofthereactor,thelifeofthereactorpressurevesseldirectly
determinesthelifeofthereactor．Therefore,thelifeextensionofthereactorpressurevesselrequires
theimprovementofthematerialperformance,especiallytheradiationresistance．Atpresent,some
dataabouttheradiationhardeningandembrittlementbehaviorofreactorpressurevesselsteelhave
beenobtained,mainlythestandardtensileproperties,standardimpactpropertiesandsoon．
However,tounderstandtheservicebehaviorofmaterialsathigherdoses,higherneutronfluence
irradiationtestsareneeded．Theproblemisthatbecauseofthelargesizeofthestandardsample,if
theirradiationdosecontinuestoincrease,thesurfacedoseoftheirradiatedsamplewillbelarger,

anditisdifficulttotestafterirradiation．Inaddition,iftheirradiationsamplecanbereplacedby
smallersample,theutilizationspaceoftheirradiationporewillbegreatlyimproved．Thehigh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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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putcharacterizationforirradiationperformanceofreactorpressurevesselsteelcan be
achieved．Therefore,inthisworkthesmallpunchtestofreactorpressurevesselmaterialA５０８Ｇ３
steelwillbecarriedoutatseveraltemperatures(Roomtemperature~－１５０ ℃)．Combiningwith
theobservationoffracturemorphology,thefracturemodeofA５０８Ｇ３steelisanalyzed．Comparing
theresultsofsmallpunchtestwiththedataobtainedbystandardimpacttest,thecorrelationonthe
performancedataandfracturebehaviorwillbeestablishedforA５０８Ｇ３steel．
Keywords:Smallpunchtest;Impacttoughness;Reactorpressurevessel;Embrittlementandhard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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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锗(HPGe)无限厚度法测量铀富集度方法研究

李多宏,武朝辉,周志波,谭西早,杨丽芳,何丽霞
(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北京１０２４０１)

摘要:铀的富集度可以使用高纯锗 HPGe探测器无限厚度法进行测量,无限厚度法与２３５U 的１８５．７１５keV区的计数有

关,因１８５．７１５keV在２３５Uγ射线中的分支比最大,占５７．２％,使用 HPGeγ谱仪测量铀标样,通过改变测量时间、死时

间、准直器和屏蔽等影响刻度常数的因素,实验结果与标准值非常吻合,证实本实验室采用高纯锗探测器的无限厚度

法测量铀富集度方法可靠.

关键词:无限厚度法;HPGe探测器;活时间;死时间;准直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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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铀钚的富集度核查是核保障中的重要内容,用γ谱法测量铀富集度主要有无限厚度法和同位

素比法.无限厚度法可以使用 NaI探测器和高纯锗 HPGe探测器进行测量[１],这种方法在有源刻度

γ测量方法中最具代表性,它是使用最早、最广泛的一种方法[２].这种方法需要使用标准样品刻度仪

器,在测量时要求固定测量条件,并且要求样品的厚度达到饱和吸收厚度[３Ｇ６].该法简单实用,在利用

γ射线测量同位素组成方面具有普遍性;但是它过分依赖探测器和样品的几何条件,在实际应用中容

易引入分析误差.本文使用 HPGe探测器,采用无限厚度法测量铀标样,研究方法的可靠性.

１　无限厚度法介绍

无限厚度法是指在一定的测量几何条件下,当被测样品在探测方向上的厚度满足“无限厚度”准
则时,探测器测到的２３５U的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的强度与样品中铀的富集度成正比,因１８５．７１５keV
在２３５Uγ射线中的分支比最大,占５７．２％.

一定的测量几何条件是指探测器必须通过准直器对样品形成一个固定的立体角,且样品的厚度

远大于下面提到的“可视体积”的深度,无限厚度法测量铀富集度的原理如图１所示.

图１　无限厚度法示意图

如果被测样品体积足够大,由于含铀材料对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的强烈吸收,使得总样品中只有

靠近探测器一侧表面一定厚度的样品发射出的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被探测到,这部分可被探测到的样

品体积称为样品的“可视体积”,“可视体积”的大小与准直器、探测器的几何因子以及１８５．７１５keVγ
射线在被测样品材料中的平均自由程有关,而与样品的铀富集度无关,因为不同的铀同位素在样品材

料中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衰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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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厚度”是指当样品沿着准直器轴线方向上的深度远远大于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在样品材料

中的平均自由程时,物理组成相同的所有被测样品对探测器都具有相同的可视体积,１８５．７１５keVγ
射线的计数率只与２３５U富集度相关,并近似成正比,见公式(１)所示.通过测量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的

计数率,经过修正可计算得到２３５U富集度.

R＝EK/(１＋ρmμm/ρuμu) (１)
式中:R—计数率,计数/秒;E—富集度,％;K—常数;ρm—待测材料密度,g/cm３;ρu—铀在待测材料

中的分布密度,g/cm３;μu,μm—质量衰减系数cm２/g.
从公式(１)可以看出:１)当ρmμm/ρuμu≤０．１时,计数率R 正比于富集度,R≈EK;

２)当１＋ρmμm/ρuμu＞１０时,对于原子序数Z＜３０的材料μm/μu≈０．０８,若要ρmμm/ρuμu＞９,需
要ρm/ρu＞１００,此时R≈EK(ρu/ρm);

３)对高原子序数材料样品(比如 Th,Pu),R≈EKρu/(ρu＋ρm).

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在一些常用的铀化合物中的平均自由程和无限厚度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３５U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在不同材料中的衰减特性

材料 密度/(gcm－３) 平均自由程/cm 无限厚度/cm

U金属 １８．７ ０．０４ ０．２５

UF６ 固体 ４．７ ０．２１ １．４３

UO２(煅烧物) １０．９ ０．０７ ０．４９

UO２(粉末) ２．０ ０．３９ ２．６７

U３O８(粉末) ２．０ ０．３９ ２．７２

硝酸铀酰 ２．８ ０．４６ ３．２５

由表１可以看出,对于许多常用的铀材料,不用太大的样品体积就能满足无限厚度的要求,但由

于探测器测到的仅仅是样品表面的γ射线,因此,用无限厚度法测量得到的富集度要能代表整个样品

的富集度,被测样品必须是同位素均匀的.

２　试验部分

２．１　仪器及设置

本研究使用的仪器为 HPGe探测器,准直器ϕ(８０×１１０)mm,高压设为－３１００V,８０００道多道

分析器,刻度仪器等,使２３５U的１８５．７１５keV在２５００道左右.

２．２　试验方法

将２３５U标准源放置于探头前获取谱图,１８５．７１５keV 峰落在２４７６道,设置３个感兴趣区,ROI１
(１８３．９~１８７．３keV)、ROI２(１７８．３~１８１．３keV)和 ROI３(１８９．２~１９２．５keV),３个感兴趣区的设置如

图２所示:

图２　感兴趣区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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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是净峰计数率,R１,R２,R３ 分别是３个感兴趣的净计数率;n１,n２,n３ 分别是感兴趣区的道数.

富集度通过公式(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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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A[R１－n１/２(R２/n２＋R３/n３)]
式中:E 是２３５U富集度;％,A 是刻度常数.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仪器稳定性试验

选取富集度为２０．３０％的铀标准源,对仪器进行刻度,使得１８５．７１５keV在２３１９道.选取感兴趣

区,１８５．７１５keV感兴趣区(ROI１)在２２９６~２３３９道,背景１(ROI２)在２２２６~２２６７道,背景２(ROI３)
在２３６３~２４０４道,则n１,n２ 和n３ 分别为４３,４１和４１.在标准源与探测器间放置准直器,重复测量７
次,每次测量活时间为３６０s,计算刻度常数A,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精密度测量

C１ C２ C３ R１ R２ R３ R A A 相对偏差/％

１ ４２６８６９ １０８６１ ４４７１ １１８６ ３０．１７ １２．４２ １１６３．４１ ０．０１７４５ ０．０４

２ ４２７０７６ １０９１４ ４４１５ １１８６ ３０．３２ １２．２６ １１６３．９９ ０．０１７４４ －０．０１

３ ４２６１７３ １０８８２ ４３８２ １１８４ ３０．２３ １２．１７ １１６１．５８ ０．０１７４８ ０．１９

４ ４２６６４０ １１１２３ ４５３６ １１８５ ３０．９ １２．６ １１６２．３ ０．０１７４７ ０．１３

５ ４２７３０５ １０９００ ４４２０ １１８７ ３０．２８ １２．２８ １１６４．６４ ０．０１７４３ －０．０７

６ ４２７０６２ １０７６１ ４４６４ １１８６ ２９．８９ １２．４ １１６４．１１ ０．０１７４４ －０．０２

７ ４２８２１０ １１０１９ ４５０８ １１８９ ３０．６１ １２．５２ １１６６．８５ ０．０１７４０ －０．２６

　注:C１,C２,C３ 指计数,R１,R２,R３ 是对应的计数率,s－１.

从表２可知,刻度常数A 的相对偏差小于０．２６％.连续９周,测量同一标准源,并计算刻度常数,
结果如表３所示,RSD为１．６６％,说明仪器稳定.

表３　HPGeγ谱仪测量稳定性试验

周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RSD

A/１０２ ０．０１７４５ ０．０１７８５ ０．０１７６５ ０．０１７９１ ０．０１７４０ ０．０１８１４ ０．０１８１５ ０．０１８１７ ０．０１７６８ １．６６％

３．２　死时间对刻度常数的影响

(１)使用富集度为２０．３０％的铀标准源,内含２３０gU３O８ 粉末,装填尺寸为ϕ(７０×１８．８)mm,测
量活时间为３６０s,ROI１,ROI２,ROI３的道数分别为４３,４１和４１.将标准源直接放置于探测器前,标
准源和探测器间无屏蔽,通过改变探测器与标准源之间的距离,来改变死时间,计算刻度常数,测量结

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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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死时间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无屏蔽)

序号 死时间/％ C１ C２ C３ R１ R２ R３ R A

１ ４４．０１ ２９５６９２９ ７５４４３ ５０５３２ ８２１４ ２０９．６ １４０．４ ８０３０．１９ ０．００２５３

２ ３２．４３ １９７６５１１ ４８０６４ ２８６５７ ５４９０ １３３．５ ７９．６０ ５３７８．５５ ０．００３７７

３ ２６．２４ １５１８９４６ ３６７２６ １９７９８ ４２１９ １０２ ５４．９９ ４１３６．９６ ０．００４９１

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９３２６２ ２６４５０ １２８４７ ３０３７ ７３．４７ ３５．６９ ２９７９．６０ ０．００６８１

５ １３．９５ ７２４００７ １７７３０ ７９７８ ２０１１ ４９．２５ ２２．１６ １９７３．６８ ０．０１０２９

６ １０．４０ ５１７８８６ １２７６２ ５５６３ １４３９ ３５．４５ １５．４５ １４１１．８８ ０．０１４３８

７ ６．５７ ３０６５０１ ７９５１ ３４４１ ８５１．４ ２２．０９ ９．５５８ ８３４．７９８ ０．０２４３２

８ ３．３９ １４１８７８ ４１９９ １７８３ ３９４．１ １１．６６ ４．９５３ ３８５．３９２ ０．０５２６７

９ ２．４７ ９８２８９ ３０８９ １３７６ ２７３．０ ８．５８１ ３．８２２ ２６６．５２１ ０．０７６１７

１０ １．９２ ７２３２９ ２４９８ １１５１ ２００．９ ６．９３９ ３．１９７ １９５．５９９ ０．１０３７８

　注:C１,C２,C３ 指计数,R１,R２,R３ 是对应的计数率,s－１.

从表４可以看出:死时间从４４．０１％降低到１．９２％,１８５．７１５keV对应的感兴趣区的计数率R１ 从

８２１４降低到２００．９,刻度常数随着死时间的减少逐渐增大,因改变距离使探测器视野变化,探测效率变

化,所以刻度常数随之变化是根本原因.
(２)使用富集度为２０．３０％的铀标准源,固定标准源与探测器的位置,使其距离为４５mm,测量活

时间５４０s,ROI１,ROI２,ROI３的道数分别为４３,４１和４１.通过增加屏蔽材料不锈钢板的数量来改

变死时间的大小,每块钢板的厚度为３mm,测量结果见表５.

表５　死时间对刻度常数A 影响(有屏蔽)

钢板数量 死时间/％ C１ C２ C３ R１ R２ R３ R A

０ ２５．３８ ２２０５２２３ ５３８９４ ２８７５５ ４０８４ ９９．８ ５３．２５ ４００３．４９ ０．００５０７

１ １７．７１ １５２３１１７ ６６２０５ ２２８０３ ２８２１ １２２．６ ４２．２３ ２７３４．１５ ０．００７４２

２ １３．１１ １０１９１２７ ６５７３４ １９７６３ １８８７ １２１．７ ３６．６ １８０４．２５ ０．０１１２５

３ ９．９７ ７４１２４１ ６０１５７ １７３６５ １３７３ １１１．４ ３２．１６ １２９７．３９ ０．０１５６５

４ ７．８１ ５１７９７３ ５２２６０ １５４４８ ９５９．２ ９６．７８ ２８．６１ ８９３．４５８ ０．０２２７２

５ ６．３３ ３６５９０６ ４４６２３ １３７３７ ６７７．６ ８２．６４ ２５．４４ ６２０．９３１ ０．０３２６９

６ ５．１４ ２５５８８３ ３７３０５ １２０５６ ４７３．９ ６９．０８ ２２．３３ ４２５．９２３ ０．０４７６６

７ ４．２４ １７９１１４ ２９８３１ １０３８０ ３３１．７ ５５．２４ １９．２２ ２９２．６４４ ０．０６９３７

８ ３．５３ １２７５３６ ２４３０７ ９００４ ２３６．２ ４５．０１ １６．６７ ２０３．８３ ０．０９９５９

９ ２．９４ ８８０２７ １９５６８ ７６７０ １６３ ３６．２４ １４．２ １３６．５６２ ０．１４８６５

１０ ２．３７ ５９４９６ １５０６１ ６５９６ １１０．２ ２７．８９ １２．２１ ８９．１４６８ ０．２２７７１

１１ １．９３ ４０４５３ １１４３２ ５２７０ ７４．９１ ２１．１７ ９．７５９ ５８．６９３８ ０．３４５８６

１２ １．５８ ２７３７３ ８７５７ ４４８３ ５０．６９ １６．２２ ８．３０２ ３７．８３３５ ０．５３６５６

１３ １．３２ １８８８８ ６８０６ ３８２４ ３４．９８ １２．６ ７．０８１ ２４．６５５１ ０．８２３３６

１４ １．１２ １３１４８ ５３９８ ３１３０ ２４．３５ ９．９９６ ５．７９６ １６．０６６７ １．２６３４９

１５ ０．９６ ９２１８ ４３４３ ２７０１ １７．０７ ８．０４３ ５．００２ １０．２３ １．９８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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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５可以看出,随着死时间的降低,刻度常数A 逐渐增大,因改变吸收钢板厚度使探测器探测

效率变化,所以刻度常数随之变化.本试验也可以看做是不同厚度包装材料的标准源的刻度常数的

变化,随着标准源屏蔽罐厚度的增加,死时间逐渐降低,刻度常数逐渐增大.

３．３　测量时间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选取富集度为５２．８０％,２０．３０％和１．９４％的铀标准源,固定标准源,准直器与探测器的位置,在不

同时间下测量,计算刻度常数.对于富集度为５２．８０％的铀标样,测量时间在６０s以上时,刻度常数值

趋于稳定,如图３所示;对于富集度为２０．３％的铀标样,测量时间大于１２０s时,刻度常数值趋于稳定,
如图４所示;而对于较小富集度的铀标样,在６０s时,刻度常数值较小,在３６０s之后,刻度常数值趋于

稳定,如图５所示.对于富集度为２０．３％的铀标样１８５．７１５ROI的计数率在１１４０左右,而富集度为

１．９４％的铀标样在１２５左右,应是计数较少,引起数据涨落误差较大.

图３　富集度为５２．８０％的铀标样刻度常数随时间的变化

　　
图４　富集度为２０．３０％的铀标样刻度常数随时间的变化

图５　富集度为１．９４％的铀标样刻度常数随时间的变化

３．４　背景区道宽数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使用富集度为２０．３０％的铀标准源,将标准源放置于准直器前,测量活时间３６０s,改变背景区道

数,刻度常数计算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背景区道宽数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C１ C２ C３ R１ R２ R３ n１ n２ n３ R A

１ ４１３７０４ １０９４９ ４３２０ １１４９ ３０．４１ １２ ４３ ４１ ４１ １１２６．９４ ０．０１８０１

２ ４１３７０４ １３２４１ ５２２７ １１４９ ３６．７８ １４．５２ ４３ ５０ ５０ １１２７．１２ ０．０１８０１

３ ４１３７０４ １５８０２ ６４０３ １１４９ ４３．８９ １７．７９ ４３ ６０ ６０ １１２７．０８ ０．０１８０１

４ ４１３７０４ １８３００ ７５０８ １１４９ ５０．８３ ２０．８６ ４３ ７０ ７０ １１２７．１６ ０．０１８０１

５ ４１３７０４ ２０９４３ ８６６９ １１４９ ５８．１８ ２４．０８ ４３ ８０ ８０ １１２７．０７ ０．０１８０１

６ ４１３７０４ ２３４９８ １５００１ １１４９ ６５．２７ ４１．６７ ４３ 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２４．６３ ０．０１８０５

７ ４１３７０４ ２６１８３ ２１７２５ １１４９ ７２．７３ ６０．３５ ４３ １００ １６７ １１２５．７７ ０．０１８０３

８ ４１３７０４ ２８７４９ ６６０３ １１４９ ７９．８６ １８．３４ ４３ １１０ ６５ １１２７．５０ ０．０１８００

９ ４１３７０４ ５４７１５ １４８９２ １１４９ １５２ ４１．３７ ４３ ２１０ ２００ １１２９．１７ ０．０１７９８

１０ ４１３７０４ ５３１３２ ６６０３ １１４９ １４７．５８９１８．３４１７ ４３ ２１０ ６５ １１２８．００ ０．０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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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６可以看出,随着背景道数的增大,刻度常数A 几乎没有变化.对于第６行,第７行,刻度常数

增大,因选取感兴趣区含有小峰,对于第９行,第１０行,数值略低,因选取的感兴趣区离１８５．７１５keV区较

远,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尽量选取离１８５．７１５keV兴趣区较近的较为平坦的区域作为感兴趣区.

３．５　有无准直器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使用富集度为２０．３０％的铀标准源,将标准源放置于准直器前,并固定标准源的位置,测量时间

３６０s,记录计数结果;然后撤走准直器,测量相同时间,比较有无准直器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在

２０．３％的铀标准源的周围附近放置其他不同富集度的铀标准源(外形几何尺寸与２０．３％的铀标准基

本一致,装填物均为 U３O８ 粉末,含量为２００~２３０g),同样比较有无准直器时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准直器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测量对象 富集度(干扰项)
刻度常数A

无准直 有准直

２０．３％铀标准源 无 ０．０１７６９ ０．０１７６５

２０．３％铀标准源 ９３．２％ ０．００３９７ ０．０１７３８

２０．３％铀标准源 ９３．２％＋５２．８％ ０．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６９５

２０．３％铀标准源 ９３．２％＋５２．８％＋４．４６％ ０．００２７５ ０．０１５５０

２０．３％铀标准源 ９３．２％＋５２．８％＋４．４６％＋２．９５％ ０．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４６６

从表７可以看出:当只有富集度为９３．２０％的样品干扰时,在有准直的情况下,刻度常数基本没

变;随着干扰源项的增多,在无准直的情况下,刻度常数值很小,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在有准直的情

况下,刻度常数也逐渐下降,幅度不大.

３．６　不同厚度容器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

若铀标准源密封在不同厚度的容器里,即包装材料的厚度对刻度常数A 的影响,选用富集度为

２０．３％的铀标准,在标准源与准直器之间放置不同数量的不锈钢板,观察不同厚度的屏蔽对刻度常数

的影响;３．２节２)已做了死时间对刻度常数的影响,可以看做是不同厚度容器对刻度常数的影响;测量

结果如表５所示.

３．７　１８５．７１５keV净计数率法与本法比较

直接使用谱图中１８５．７１５keV的净峰计数率,使用每一个标准源的富集度,计算出刻度常数A,
作图,如图６中黑线所示;无限厚度法使用３个感兴趣区计算刻度常数如图６中虚线所示,可以看出

在富集度为４．４６％~５２．８％时,两种方法结果特别吻合,在快速测量时,可以使用较为简单的无限厚

度法,即直接使用１８５．７１５keV的净峰计数率,计算刻度常数A.

图６　１８５．７１５keV净计数率法与本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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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验证试验

(１)将不同富集度的铀标准源作为未知样,放置于探测器前,无屏蔽,依次测量,测量时间为３６０s,

３个感兴趣区的道数分别取４３,４１和４１,计算刻度常数,结果如表８所示.

表８　不同富集度的未知样的验证试验

未知样 C１ C２ C３ R１ R２ R３ R A 相对偏差

０．３２％ １００１４ ３２７９ ３０７２ ２７．８２ ９．１０８ ８．５３３ １８．５６５５ ０．０１７２４ ０．０１３５

０．７１％ １８７３１ ３４４８ ３０８３ ５２．０３ ９．５７８ ８．５６４ ４２．５１７２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１８

１．９４％ ４４８７５ ３９３７ ３１６８ １２４．７ １０．９４ ８．８ １１４．３０３ ０．０１６９７ －０．００２

２．９５％ ６５８３３ ４３７６ ３１１１ １８２．９ １２．１６ ８．６４２ １７１．９６４ ０．０１７１５ ０．００８７

４．４６％ １００６３０ ５００６ ３２９１ ２７９．５ １３．９１ ９．１４２ ２６７．４４２ ０．０１６６８ －０．０１９

２０．３０％ ４２２２５６ １０８０９ ４３８９ １１７３ ３０．０３ １２．１９ １１５０．８ ０．０１７６４ ０．０３７３

５２．８０％ １１４５４７０ ２４０９４ ８２９０ ３１８２ ６６．９３ ２３．０３ ３１３４．６９ ０．０１６８４ －０．０１

９３．２０％ ２０２３９９５ ４１２１５ １６０７５ ５６２２ １１４．５ ４４．６５ ５５３８．７６ ０．０１６８３ －０．０１１

从表８可以看出,刻度常数的相对偏差小于０．０３７３.以２０．３０％的标准源作为刻度源,对其他的

标准源进行验证,验证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无屏蔽时富集度验证结果

如图７,黑线为标准值,虚线为实验值,非常吻合;说明物理组成相同的所有被测样品对探测器都

具有相同的可视体积,１８５．７１５keVγ射线的计数率只与２３５U富集度相关,并近似成正比.
(２)在样品与准直器之间放置８块不锈钢板,其他条件如前述试验,测量时间５４０s,对铀富集度

进行验证.刻度常数A 的计算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　有屏蔽时的富集度验证

标准源 C１ C２ C３ R１ R２ R３ R A 相对偏差

０．３２％ ３７０ ３３５ ３４３ ０．６８５１９ ０．６２０３７ ０．６３５１９ ０．０２６７８４１ １１．９４７３９

０．７１％ ３７３ ３４５ ３７６ ０．６９０７４ ０．６３８８９ ０．６９６３ －０．００９４１７ －７５．３９２８

１．９４％ ４６６１ ２１０９ １７７０ ８．６３１４８ ３．９０５５６ ３．２７７７８ ４．８６４６１１６ ０．３９８７９９ －０．０７

２．９５％ ５７８８ ２１８７ １７０９ １０．７１８５ ４．０５ ３．１６４８１ ６．９３５１４ ０．４２５３７ －０．００９

４．４６％ ７７６１ ２５４１ １７３６ １４．３７２２ ４．７０５５６ ３．２１４８１ １０．２１８８５７ ０．４３６４４８ ０．０１７３

２０．３０％ ２８７４１ ５３２０ ２００７ ５３．２２４１ ９．８５１８５ ３．７１６６７ ４６．１０８８７５ ０．４４０２６２ ０．０２６２

５２．８０％ ７２７２４ １０８７５ ２４４４ １３４．６７４ ２０．１３８９ ４．５２５９３ １２１．７４００９ ０．４３３７１１ ０．０１０９

９３．２０％ １２５３９１ １７７３７ ３０３４ ２３２．２０６ ３２．８４６３ ５．６１８５２ ２１２．０３４９８ ０．４３９５５ ０．０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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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９可以看出:当富集度为０．３２％和０．７１％时,３个兴趣区的计数率都小于０．７,刻度常数A 值

误差较大;当富集度在１．９４％以上时,A 值基本保持一致,相对偏差小于０．０７.若以２０．３０％的标准源

作为刻度源,验证其他富集度在１．９４％以上的标准源,验证结果如图８所示,验证结果与标准值非常

吻合.

图８　有屏蔽时的验证结果

３．９　本法的核实实验结果与Fram分析结果比较[７Ｇ１０]

(１)对于３．８节(１)小节提到的验证实验,采用３６０s获得的谱图,用Fram 进行分析,与无限厚度

法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１０.
从表１０可以看出,对富集度较小的样品,用Fram 分析,误差较大;当富集度在１．９４％至５２．８％

时,２种方法的测量值基本一致;当富集度为９３．２０％时,Fram 分析的结果更接近于标准值.
(２)对于３．６节(２)小节提到的核实实验,采用５４０s获得的谱图,用Fram 进行分析,与无限厚度

法结果进行比较,见表１０,可以看出,当富集度大于１．９４％时,ITM 方法分析较准,Fram 分析的结果

误差都较大,原因是,用Fram 分析时选用了plnr０６０Ｇ２５０低能区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因使用了８块屏

蔽板,低能区的计数很少,所以误差很大.

表１０　无限厚度法与Fram结果比较

标准值
无屏蔽 有屏蔽

ITM 相对偏差 Fram 相对偏差 ITM 相对偏差 Fram 相对偏差

０．３２％ ０．３３％ ２．３４％ ０．２８％ －１３．６３％ ０．０１％ －９６．８８％ １６．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７５％ ５．６３％ ０．６７％ －４．９７％ ０．００４％ －９９．４４％ ６０．００％ ８３５０．７０％

１．９４％ ２．０２％ ３．９２％ １．９０％ －２．１１％ ２．１４％ １０．３１％ ５０．００％ ２４７７．３２％

２．９５％ ３．０３％ ２．８１％ ２．８９％ －２．１７％ ３．０５％ ３．３９％ ４３．００％ １３５７．６３％

４．４６％ ４．７１％ ５．６１％ ４．４２％ －０．８４％ ４．４９％ ０．６７％ ４２．００％ ８４１．７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９．８５％ －２．２２％ ２０．３０％ ０．００％ ６７．１９％ ２３０．９９％

５２．８０％ ５５．２９％ ４．７２％ ５５．０８％ ４．３２％ ５３．５９％ １．５０％ ５７．７４％ ９．３６％

９３．２０％ ９７．７０％ ４．８３％ ９５．６４％ ２．６２％ ９３．３５％ ０．１６％ ３１．００％ －６６．７４％

４　结论

铀的富集度可以用无限厚度法进行测量,可选用 HPGe探测器用作测量仪器,这种方法是有源刻

度γ测量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用,需要使用标准样品刻度仪器,在测量时固定测量条件,同时要

５２



求样品的厚度达到饱和吸收厚度.HPGe探测器需要在低温下工作,能量分辨率高,结果较准确,在
测量铀富集度时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仪器,实现快速测量.

参考文献:
[１]　方晓明,李欣年．碘化钠探测器和高纯锗探测器γ能谱仪性能比较[J]．上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１０(４):３８９Ｇ３９９．
[２]　何丽霞,蒙延泰,等．γ能谱法在快堆新燃料２３５U 富集度核实测量中的应用[J]．同位素,２００８,２１(１):６１Ｇ６４．
[３]　韦孟伏,张海路．容器内铀同位素丰度的非破坏性探测技术研究[J]．核技术,２００３,２６(８):６０５Ｇ６０８．
[４]　向永春,郝樊华,等．铀样品丰度分析技术研究[J]．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２００８,２８(１):１３８Ｇ１４９．
[５]　唐培家,李鲲鹏．γ能谱法测定铀、钚同位素丰度[J]．同位素,２００１,１４(３Ｇ４):１６６．
[６]　吕学升,刘宏斌,等．CZT探测器测量核燃料组件铀丰度实验研究[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１２,４６(增):５６９Ｇ５７１．
[７]　牟婉君,李梅,等．２３５U富集度的检测[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１０,４４(７):７８２Ｇ７８４．
[８]　唐培家,吴昕,等．γ能谱法测定钚同位素丰度[J]．原子能科学技术,１９９８,３２(３):２１４Ｇ２２０．
[９]　储诚胜,郝樊华,等．Pu６００能窗钚丰度算法[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１３,４７(１２):２３２７Ｇ２３３０．
[１０]　龚建,黄凌．两种钚同位素丰度无损分析技术方法的实验比较研究[J]．核技术,２００３,２６(１０):７６７Ｇ７７０．

Studyonthemeasurementofuraniumenrichmentby
HPGeinfinitethicknessmethod

LIDuoＧhong,WUZhaoＧhui,ZHOUZhiＧbo,TANXiＧzao,
YANGLiＧfang,HELiＧxia

(StateNuclearSecurityTechnologyCenter,Beijing１０２４０１)

Abstract:TheHPGedetectorcanbeusedinInfinitethicknessmethod．Whichbyusingcountrateof
１８５．７１５keV area．Inthispaper,uranium standardsamplesare measuredbyusingthe HP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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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Infinitethicknessmethod;HPGedetector;Livetime;Deadtime;Collimator;Shielding

６２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核材料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防液态
铅铋高温腐蚀铝化物涂层研发进展

何晨伟１,曾　献１,张　勇１,王庆胜２

(１．中广核研究院反应堆设计与安全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３１;

２．中国科学院安徽精密机械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涂层材料是解决第四代铅基堆液态金属腐蚀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方案.本文在T９１、３１６L结构钢材表面进行铝

化物涂层的制备和研究.通过热蒸发工艺以及退火处理获得铝化物涂层,所制得的涂层致密且与基体材料结合良好.

通过高温液态铅铋腐蚀实验对涂层的耐腐蚀性能进行考核验证,结果显示制得的铝化物涂层在实验的腐蚀条件下,具

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关键词:液态金属腐蚀;铝化物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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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液态铅(Pb)及铅铋(PbＧBi)合金为冷却剂的反应堆具有优良的中子学、热工水力学及安全特

性,是现代核能系统中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堆型,也是有望成为首个实现工业示范和商业化应用的第四

代先进核能系统.然而,由于结构材料与铅基冷却剂直接接触时会通过溶解腐蚀、溶解氧的耦合氧

化、冲刷侵蚀等一系列化学和物理过程对反应堆结构钢材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并且可能引起结构材

料的脆化,严重时会危及反应堆的安全和使用寿命[１].除了开发合适的结构钢材使其在一定的氧含

量下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外,使用涂层材料来解决铅基堆中燃料包壳、主泵叶轮、燃料盒等的

腐蚀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２].
铝化物涂层在液态铅/铅铋中的防腐蚀性能及抗辐照性能较好[３].铝化物涂层通过铝的可控扩

散在不锈钢表面造成一个含铝的浓度梯度,形成铝基金属间化合物层及表面 Al２O３ 层.铝基金属间

化合物层保证了涂层和不锈钢之间良好的附着性能,表面的 Al２O３ 层可以有效阻止阳离子和阴离子

的扩散,即保证了长期运行同时又不会导致不锈钢的过度氧化.当这层氧化物受到破坏时,内部的阳

离子会扩散到缺陷位置进行自修复.
本文在 T９１、３１６L结构钢材表面进行铝化物涂层的制备和研究.通过热蒸发工艺在结构钢材表

面沉积均匀致密且厚度可控的铝膜,管式炉中退火处理获得铝化物涂层.完成了涂层物相、结晶性、
形貌、厚度、组分的表征.通过高温液态铅铋腐蚀实验对涂层的耐腐蚀性能进行考核验证,研究涂层

的腐蚀行为过程,对比分析涂层制备工艺、涂层材料成分对涂层服役性能的影响.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涂层制备

实验利用热蒸发工艺在３１６L、T９１结构钢材表面制备厚度可控的铝层,通过后续热处理温度调

控涂层及过渡层的组分和厚度,３１６L、T９１结构钢材成分如下表１.T９１钢是由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

发的９CrＧ１Mo钢,它具有较高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优良的塑性和韧性,其抗辐照能力尤其出众;

３１６L不锈钢具有很低的含C量和较高的含Cr量,具有优良的冷加工性能,且抗腐蚀性能优良[４].
对制得的铝化物涂层进行物相、结晶性、形貌、厚度、组分、结合力等的表征:(１)采用 X射线衍射

仪对涂层和过渡层的组分、物相及结晶性进行测试和分析;(２)采用水淬法考察涂层的耐热冲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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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利用能谱仪的面扫及断面线扫获得涂层成分含量及各组分随厚度的分布.

表１　结构钢材成分表

材料 C％ Mn％ Si％ Cr％ Ni％ Mo％ Ti％ W％ V％ Nb％

T９１ ０．０８~０．１２ ０．３~０．６ ０．２~０．５ ８~９．５ ０~０．０２ ０．８５~１．０５ — — ０．２５ ０．０１

３１６L ≤０．３ ≤２ ≤１ １６．５~１８．５ １１~１４ ２－２．５ — — — —

１．２　腐蚀实验

通过高温液态铅铋腐蚀实验对所制备的涂层耐腐蚀性能进行考核验证,研究涂层的腐蚀行为过程,
对比分析涂层制备工艺、涂层材料成分对涂层服役性能的影响.通过将涂层样品放入不同温度的高温液

态铅铋中腐蚀不同的时间,取出样品后完成腐蚀产物的成分和物相测试、涂层样品沿厚度方向的成分分

析,进行涂层防腐蚀性能的研究.腐蚀条件如下表２所示,所有实验均在氧饱和静态铅铋中进行.

表２　液态铅铋腐蚀条件

腐蚀条件 涂层 温度/℃ 时长/h

静态铅铋,氧饱和
铝化物涂层 ５５０ １０００

铝化物涂层 ７００ ５００

为了研究涂层的抗铅铋腐蚀性能,设计加工了一套静态腐蚀装置进行静态腐蚀实验,如图１所

示.通过在储液罐上部法兰上设计波纹管及不同的接口,可在腐蚀实验结束后将样品从液态铅铋中

升起,易于后期样品的处理和分析.同时,该设计增加了样品与铅铋的接触面积及质量比例,后续配

备氧控装置,可开展不同氧含量下涂层/钢基体的腐蚀实验.

图１　样品可升降、可氧控的高温液态铅铋静态腐蚀零件装配图(a)及装置图(b)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铝化物涂层制备

使用热蒸发工艺制备的钢材表面铝化物涂层样品表面平整无裂纹,均匀致密且与钢基体结合良

好.为了考察热处理温度对铝化物涂层中铝扩散行为的影响,我们对６５０~１０５０℃热处理后的样品

进行了断面元素成像分布的检测,结果如图２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铝向钢

基体的扩散深度增加,有效保证涂层在LBE腐蚀下长期自修复性能.同时涂层表面出现部分氧化的

现象,有利于腐蚀实验中抑制液态Pb/PbBi对钢基体的腐蚀.同时,涂层中的铝含量对涂层的防腐蚀

性能非常重要,对铝化物涂层样品主要成分的扫描电镜面扫结果(图３)可以看出铝含量为１３．３％(质
８２



量分数),在最佳含量范围内.

图２　不同温度热处理后铝化物涂层断面主要成分分布结果

图３　铝化物涂层表面EDS面扫结果

对不同热处理温度下的铝化物涂层进行 XRD 分析(见图４)可知,８５０ ℃以下热处理主要形成

FeAl金属间化合物相,随着处理温度继续升高至９５０ ℃以上,因为高温导致 Fe原子大量外扩散,

FeAl金属间化合物相衍射峰消失,形成了α－Fe为基体的 Al的固溶体.９５０℃以上,合金元素开始

出现氧化迹象,虽然 Al比Fe更容易氧化,但由于表面形成低 Al含量的固溶体,Fe优先被选择性氧

化.可能氧化铬、氧化铝及铁铬尖晶石相含量较低或结晶性较弱,未观察到明显的衍射峰.

图４　３１６L钢表面铝化物涂层的 XRD结果 ９２



２．２　液态铅铋腐蚀实验

对 T９１钢５５０℃氧饱和环境腐蚀１０００h后的XRD结果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腐蚀前后

涂层物相一致,且没有出现氧化铅、氧化铋等的衍射峰,但表面氧化铁氧化铝的衍射峰明显增强.表

面形成的 Al２O３ 层可以有效阻止阳离子和阴离子的扩散,即保证了长期运行同时又不会导致不锈钢

的过度氧化.当这层氧化物受到破坏时,内部的阳离子会扩散到缺陷位置进行自修复.

图５　T９１上铝化物涂层腐蚀前后的 XRD结果

从图６线扫的结果可以看出,腐蚀后钢表面铝化物涂层及金属间化合物层的厚度为十几微米,说
明在目前的腐蚀条件下涂层具有良好的防腐蚀性能.

　　
图６　T９１上铝化物涂层腐蚀前后截面的SEM 结果及EDS线扫结果

对３１６L上铝化物涂层进行７００℃氧饱和环境静态腐蚀５００h的结果发现,表面主要形成了氧化

铬层、氧化铝层,但氧化铁的含量很低,这可能是因为表面生成的氧化铁层在降温冷却取样过程中

剥离.
对３１６L钢表面不同热处理温度下的铝化物涂层经过７００℃液铅静态腐蚀５００h后的样品进行

了断面线扫,发现样品不同深度处均存在不同含量的铝元素,且热处理温度越高铝元素的平均含量越

大.不同深度的铝元素可保证长时间腐蚀条件下铝元素与氧持续反应生成氧化铝保护层,样品的这

种自修复功能对涂层长期腐蚀性能的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３　结论

(１)使用热蒸发以及热处理工艺制备的钢材表面铝化物涂层样品表面平整无裂纹,均匀致密且与

钢基体结合良好.随着热处理温度的升高,铝向钢基体的扩散深度增加,有效保证涂层在 LBE腐蚀

下长期自修复性能.铝含量为１３．３％(质量分数),在最佳含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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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３１６L钢表面铝化物涂层断面EDS线扫结果

(２)T９１钢在５５０℃氧饱和环境腐蚀１０００h后,表面形成氧化铁以及氧化铝层.腐蚀后钢表面

铝化物涂层及金属间化合物层的厚度为十几微米,说明在目前的腐蚀条件下涂层具有良好的防腐蚀

性能.
(３)３１６L钢上铝化物涂层在进行７００℃氧饱和环境静态腐蚀５００h后,表面主要形成了氧化铬

层、氧化铝层,但氧化铁的含量很低,这可能是因为表面生成的氧化铁层在降温冷却取样过程中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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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coatingmaterialforliquidPbBicorrosion
resistanceofstructuralsteelforGenerationIVreactor

HEChenＧwei１,ZENGXian１,ZHANGYong１,WANGQingＧsheng２

(１．ChinaNuclearPowe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Co．,Ltd,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０３１,China;

２．AnhuiInstituteofOpticsandFineMechanics(AIOFM),ChineseAcademyofSciences,HefeiofAnhuiProv．
２３００３１,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oating materialisoneofthemostimportantsolutionsforliquid
metalcorrosionofstructuralsteelforGenerationIVleadＧcooledreactor．Thealuminizingcoatingis
chosenbecauseofitsgoodcorrosionandirradiationresistantproperties．Theprocessofthermal
evaporationandannealingtreatmentisutilizedtopreparethecoatingonthesurfaceofT９１and３１６L
steel．Thedensifiedcoatingisobtainedwhichhaveagoodbindingpropertywithmatrixsteel．The
corrosionexperimentsinhighＧtemperaturePbＧBiliquidarerealized．Theresultsshowthatthe
obtainedcoatingmaterialhasagoodcorrosionresistanceafterthecorrosionexperiments．
Keywords:LiquidPbBicorrosion;Coating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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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合金内压蠕变样品激光焊接头的组织和性能

张国栋,郑剑平,张　征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本文按照已定脉冲激光环形焊和高压堵孔焊工艺,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仪,氦质谱气密性检测,X射

线无损检测,室温拉伸和显微硬度等测试设备和技术,研究了一种新型锆合金包壳管内压蠕变样品脉冲激光焊接头的

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结果表明,焊后试样密封性均优于８×１０－１０ Pam３/s,焊缝表面成形性良好,焊缝内部无气孔、

裂纹和夹杂等焊接缺陷.环形焊缝室温拉伸均在母材一侧断裂,拉伸过程中焊缝无裂纹等缺陷产生,焊缝拉伸强度优

于母材.脉冲激光高压堵孔焊缝形状为半球形,最小厚度为０．７６mm(大于母材壁厚);焊缝组织明显分为３层,底部

基体区为细小均匀等轴晶,中间过渡区为晶粒尺寸逐渐增大的等轴晶,顶部有效熔化区为粗大柱状晶.最后通过组织

分析和硬度测试,解释了焊缝凝固过程对焊缝组织的影响.

关键词:脉冲激光;锆合金;力学性能;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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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包壳管是核电站的第一道核安全屏障,包壳管将内部核燃料与外部冷却剂隔离,同时将燃

料产生的裂变气体约束在包壳管内,避免发生放射性泄漏.为了增大核电经济效益,核电站要求不断

提高燃耗、延长换料周期,这就对核燃料包壳管提出了更高要求[１].锆合金材料作为包壳已在各种类

型的核反应堆中广泛应用,目前各国都在开发新型锆合金包壳材料,在材料开发过程要对材料各种力

学性能进行测试分析,其中高温蠕变性能为主要测试项目,内压蠕变试验为测试包壳管高温蠕变性能

的主要方法.内压蠕变样品制备过程中主要难度在于焊接,要求焊接接头无氧化、无气孔,强度和塑

性均应超过母材的８５％以上,以及焊缝无明显凸起和凹陷等[２Ｇ５].目前锆合金包壳管常用焊接方法有

电子束焊、氩弧焊和激光焊.氩弧焊接变形较大且热影响区较宽,电子束焊成本高效率低,而激光焊

接变形小且高效低成本;尤其脉冲激光焊具有能量密度高,热输入小焊接变形小,焊缝中元素偏析小

和高效低成本等优势,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核燃料元件制备领域,国内锆合金包壳样品制备中也逐渐

采用脉冲激光进行焊接[６Ｇ１１].
本文针对一种新型锆合金内压蠕变样品的制备,采用脉冲激光开展锆合金样品的环形对接焊和

高压堵孔焊接.主要研究激光焊缝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验证锆合金包壳管内压蠕变样品脉冲激

光焊接的可行性.研究内容面向具体实际应用,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同时本文中采用脉冲激光进行

高压(＞１０MPa)堵孔焊国内外研究较少,难度大且实用性高,也为压力容器高压密封焊接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内压蠕变样品设计为锆合金包壳管加装上下端塞的形式,采用脉冲激光将上下端塞焊接于包壳

管两端,锆合金包壳管外径９．５mm,壁厚０．５７mm,下端塞为实心结构,上端塞中心开小孔(直径０．３~
０．８mm)用于填充高压气体后焊接密封,内压蠕变样品见图１.

图１　焊接示意图

①—下端塞;②—包壳管;③—上端塞;④—高压气体;⑤—环形对接激光焊缝;⑥—激光高压堵孔焊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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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焊接试验前样品必须进行清洗处理,先用丙酮去除试样表面油污,然后酸洗去除氧化膜,
在乙醇中超声清洗５min后取出冷风吹干.试验设备为JHMＧ１GXYＧ５００D型脉冲激光焊机和专用高

压堵孔装置.锆合金内压蠕变样品制备需先进行上下端塞焊接,焊接方法和形式为环形对接脉冲激

光焊;气密性检查合格后从上端塞小孔充入１１MPa高压惰性气体,然后进行上端塞小孔脉冲激光堵

孔焊接(见图２).主要焊接工艺参数见表１.

图２　内压蠕变样品焊接试验方案

表１　主要焊接工艺参数

电流/A 离焦量/mm 脉宽/ms 频率/Hz 转速/(mm/s)

环形对接焊

高压堵孔焊

８５
１０５

０
＋４

５
１０

８
４

２
０

按照已定焊接工艺制备样品后取样,采用 OLYMPUSＧBX５１M 金相显微镜和 OLS４１００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观察焊缝金相组织,采用XXG２００５型X射线探伤仪进行焊缝缺陷检测,采用１＋MVＧ２T型显微

硬度计测量焊缝横截面的显微硬度,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焊缝微观组织,并用能谱仪分析焊缝区各

元素含量及分布状态.通过焊缝熔深、熔宽测量,焊缝组织(金相、SEM 和能谱)测试分析,焊缝气密性

(氦质谱检漏)检测,焊缝X射线缺陷检测,以及焊缝力学性能(室温拉伸和显微硬度)测试,评估和验证

锆合金包壳管内压蠕变样品脉冲激光焊接的可行性,并对锆合金脉冲激光焊缝进行深入分析.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环形对接焊缝组织分析

图３　焊缝外观形貌和显微组织

(a)外观形貌;(b)显微组织

环形焊缝外观呈现金属光泽无氧化,无明显凸起和凹陷.显微组织可见焊缝内部无气孔、裂纹和

夹杂等缺陷,焊缝区组织致密,锆合金管和上下端塞熔合良好.由于焊接时离焦量和输入能量设置合

理,焊接过程无金属飞溅现象发生,焊缝剖面呈现“U”形,熔宽约０．９７mm,熔深约０．６８mm,大于合金

管壁厚(０．５７mm)满足熔深要求,
深宽比约为０．７.脉冲激光焊接时

输入工件能量为固定频率的激光

束流,所以在焊缝表面可见等间距

鱼鳞状叠加纹,焊接显微组织中可

见脉冲熔合线[见图３(b)].
环焊样品母材和焊缝的扫描

电子显微镜结果显示,焊缝组织和

基体组织均匀一致未见明显界面,
焊缝区域微观组织未见任何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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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和夹杂等焊接缺陷.分别测试母材(KＧ１区域)和焊缝(KＧ２区域)能谱,两个区域元素种类均为

Zr、Nb、C和 O,对比两个区域的元素含量非常相近,焊接过程中合金元素损失少;焊缝和母材组织状

态一致且合金元素含量相当,说明脉冲激光环形焊接工艺参数合理可行.

图４　焊缝扫描电子显微和能谱分析结果

(a)母材;(b)焊缝

按照已定工艺进行多套内压蠕变正式样品的环形焊接,全部进行 X射线无损检测,检测结果见

图５.X射线检测片子上显示所有焊缝与母材颜色和亮度均一致,放大后观察焊缝区域均无气孔、裂
纹及夹杂等焊接缺陷,环形焊缝的X射线无损检测评定全部达标.

图５　X射线探伤结果

２．２　环形对接焊缝力学性能分析

按照已定工艺制备４套拉伸样品,样品一端为实心锆合金长端塞另一端为锆合金管,在万能试验

机进行室温拉伸试验,得到应力Ｇ位移曲线和数据.测量试样断后尺寸,计算抗拉强度和伸长率,同时

统计试样断裂位置,结果见表２.样品在室温拉伸过程中,均为在锆合金管母材一侧首先发生明显颈

缩变形,随后在该位置发生断裂,焊缝区域则完整无破坏.抗拉强度均值５０７ MPa,延伸率均值

１１．５％,断裂位置均在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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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接头的力学性能

样品编号 抗拉强度/MPa 伸长率/％ 断裂位置 拉伸曲线

１ ５０６ １１．７ 母材

２ ５１０ １２．１ 母材

３ ５０９ １１．０ 母材

４ ５０３ １１．３ 母材

平均 ５０７ １１．５ 母材

整个拉伸过程焊缝区域均未发生颈缩变形,焊缝表面也无裂纹产生.试样拉断后切取焊缝,制成

金相试样后观察焊缝内部显微组织,结果见图６.从焊缝显微组织可见,在拉应力作用下焊缝没有发

生变形,焊缝宽度也无明显变化(约为０．９７mm)且内部组织仍然均匀致密,没有发现任何裂纹及微裂

纹.正式内压蠕变试验过程中样品环形焊缝处主要受拉伸应力作用,与室温拉伸试验受力一致,以上

试验结果表明拉应力作用下焊缝处强度高于锆合金管母材强度,说明环形焊缝区域不是样品最薄弱

环节,该种工艺下环形焊缝可靠性很高,能够满足要求.

图６　拉伸后焊缝表面形貌及显微组织

(a)样品外貌;(b)显微组织

分析产生上述拉伸断裂的原因如下,锆合金作为燃料元件包壳使用时需要具备足够塑性,为了保

证母材具有相当好的韧塑性,通过塑性加工将组织调节为均匀细小的等轴晶状态,同时配合热处理来

适当降低合金强度而提高塑性.但是焊缝区域经过焊接过程的局部熔化和快速凝固后,焊缝组织内

应力集中明显,焊接接头部位发生硬化,硬度和强度会均高于母材,所以当外加拉伸载荷时,缩颈变形

首先出现在硬度低而塑性好的母材一侧,颈缩导致母材局部有效截面积减小,该区域很快进入失稳状

态,随后在母材颈缩部位发生断裂.

２．３　高压堵孔焊缝密封性及缺陷检测

选取部分 样 品 高 压 堵 孔 焊 接 后 马 上 进 行 氦 质 谱 气 密 性 检 测,样 品 整 体 漏 率 均 优 于 ７×
１０－１０Pam３/s全部满足气密性要求(优于１×１０－９Pam３/s),堵孔焊缝外观呈现金属光泽无氧化,焊
缝外形为光亮半球形,表面无塌陷、凹坑、裂纹和气孔等焊接缺陷.沿轴向切开制成金相试样(见
图７),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焊缝内部无裂纹等焊接缺陷.金属填充中心孔严实、完整,堵孔焊缝整体形

状为对称半圆,焊缝厚度较为均匀且内部圆角过渡(应力集中小).采用专用测量软件测量堵孔焊缝

尺寸,最小厚度为０．７６mm,远大于锆合金母材壁厚(０．５７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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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焊缝外观形貌和尺寸

(a)外观形貌;(b)尺寸测量

密封性检查合格的另一部分样品进行 X射线无损探伤检测,结果如图８.相同功率和时间的 X
射线穿透样品曝光底片结果显示,焊缝区域与周围母材区域未发现明显界线,颜色和亮度均保持一

致,说明焊缝区和母材组织致密度和状态基本相同.放大堵孔焊缝区域观察均未发现裂纹、气孔和夹

杂等焊接缺陷.

图８　X射线探伤结果

(a)整体;(b)顶端

样品内填充１１MPa气体堵孔焊接后均满足密封性要求,根据堵孔焊缝外观形貌、截面形状和熔

深厚度的观测结果,分析如下,堵孔焊缝外表面为球形结构,同时焊缝内表面为圆角过渡结构,这种形

态的焊缝应力集中小.测量焊缝最薄处熔深为０．７６mm 远大于锆合金管壁厚,焊缝熔深满足要求.

X射线检测显示焊缝区和母材致密度基本相同,焊缝区未发现焊接缺陷.

２．４　高压堵孔焊缝组织及性能分析

堵孔焊缝样品腐蚀后进行高倍显微组织观察,结果见图９,焊缝区域无裂纹、气孔和夹杂等焊接缺

陷,组织均匀致密,晶粒清晰可见.焊缝微观组织沿轴向可以明显分为３层,最底部区域为细小等轴

晶,晶粒尺寸均匀,为锆合金管母材的组织状态.中间区域为过渡区,该区域组织仍为等轴晶,且晶粒

尺寸由下向上逐渐增大.上端有效熔化区则以粗大柱状晶为主,且沿着轴向分布,具有明显方向性.
焊缝区域的微观组织特征主要受焊接过程和焊缝凝固方式影响,焊接时脉冲激光快速入射到端

塞,光能瞬间转换为热能,导致中心孔周围合金迅速熔化,靠近基体区域温度低,为凝固的冷端,远离

基体温度逐渐升高,这样在焊缝区形成了明显的温度梯度,整个凝固过程构成近似定向凝固的温度

场,所以焊缝区形成明显的分层特征,(１)基体区:该区域为锆合金母材组织,呈现细小均匀的等轴晶;
(２)基体和焊缝过渡区(热影响区):该区域接近母材,同时为焊缝凝固的冷端,一方面焊接热作用使部

分基体等轴晶粒发生长大,另一方面该区域内熔化的液态合金散热方向性很弱,凝固形成尺寸较大的

等轴晶;(３)有效熔合区:焊接时该区域的液态金属最初开始在热影响区顶端一层等轴晶上非均匀形

核,同时由于沿着热量输入方向形成了由顶端向底部的温度梯度,所以形核的晶粒开始逆温度梯度方

向定向凝固,最后形成粗大柱状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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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堵孔焊缝微观组织

图１０　焊缝区显微硬度

(a)测试位置;(b)显微硬度值

焊缝区显微硬度分布见图１０,锆合金基体硬度值约为２００HV,基体与焊缝过渡区域硬度为

２２０~２６０HV,熔合区(柱状晶区)硬度为２８０~３００HV.显微硬度由底部基体向焊缝顶端呈现明显

的层状分布规律,且硬度值由底部向顶端逐渐增大.焊缝区硬度分布规律与焊缝区域的组织和应力

状态有关,而焊缝组织和应力主要受焊接时接头凝固过程影响,分析原因如下:(１)底部锆合金母材为

塑性加工后经过固溶处理状态,组织和成分均匀,无应力且塑性好,硬度值较低.(２)基体和焊缝过渡

区(热影响区)受到焊接热场作用,一方面部分基体晶粒长大导致内部产生较大应力;另一方面由于焊

接高温和快冷作用(不完全淬火过程)导致组织发生马氏体硬化,所以显微硬度增大.(３)有效熔合

区,该区域液态合金发生非平衡定向凝固,且脉冲激光焊的熔池冷却速度极快,导致熔合区发生完全

淬火硬化,同时组织内部应力较大,所以熔合区塑性最差而硬度最高.

３　结论

(１)采用脉冲激光成功实现锆合金内压蠕变试样焊接,焊后试样密封性均满足要求(漏率优于８×
１０－１０Pam３/s),焊缝表面成形良好,焊缝内部无气孔、裂纹和夹杂等焊接缺陷,焊缝区组织致密.

(２)环形焊缝室温拉伸试验均在母材一侧断裂,拉伸过程中焊缝区域无裂纹等缺陷产生,接头强

度优于母材;脉冲激光高压堵孔焊缝形状为半球形,焊缝最小厚度为０．７６mm 大于母材壁厚,堵孔焊

缝形态和熔深均满足要求.
(３)高压堵孔焊缝组织和硬度分３层分布,底部基体区为细小均匀等轴晶,硬度值较低;中间过渡

区为粗大等轴晶,应力和马氏体硬化导致显微硬度增大;顶部熔合区为粗大柱状晶,发生完全淬火硬

化导致塑性最差而硬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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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andpropertiesoflaser
weldedjointsofzirconiumalloycreepsample

ZHANGGuoＧdong,ZHENGJianＧping,ZHANGZhe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Inthispaper,pulselaserringweldingandhighpressureholeＧblockingweldingprocessare
used．Themicrostructureandmechanicalpropertiesofpulsedlaserweldingjointofanewtypeof
zirconiumalloycladdingtube werestudiedby meansofscanningelectron microscope,energy
spectrumanalyzer,helium massspectrometrygastightnesstest,XＧraynondestructivetest,tensile
testatroomtemperatureand microhardnesstest．Theresultsshowedthatthetightnessofthe
samplesafter welding wasbetterthan８×１０－１０ Pa m３/s,thesurfaceofthe weldhadgood
formability,andtherewerenopores,cracksandinclusionsintheweld．Theannularweldwas
fracturedononesideoftheparentmetalatroomtemperature．Intheprocessofdrawing,thereare
nocracksandotherdefectsintheweld,andthetensilestrengthoftheweldisbetterthanthebase
metal．Theshapeofthehighpressureholepluggingweldwithpulsedlaserishemisphericalwitha
minimumthicknessof０．７６ mm (greaterthanthewallthicknessoftheparentmetal)．Theweld
microstructureisobviouslydividedintothreelayers,thebaseareaisfineanduniformequiaxed
crystal,theintermediatetransitionareaisequiaxedcrystalwithgraduallyincreasedgrainsize,andthe
effectivemeltingareaonthetopisthickcolumnarcrystal．Finally,theeffectofweldsolidificationprocesson
weldmicrostructurewasexplainedbymicrostructureanalysisandhardnesstest．
Keywords:Pulsedlaser;Zirconiumalloy;Mechanicalproperty;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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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一期乏燃料元件裂变气体测量分析

朱欣欣,王　鑫,钱　进,王华才,梁政强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燃料在反应堆运行时会产生裂变气体,并不断地释放到元件的气腔中,使元件的内压增加,热导下降,严重地影

响燃料元件的性能,是影响反应堆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乏燃料元件的裂变气体测量是燃料元件辐照后检验的

一项重要内容,测量数据是燃料元件性能分析的重要基础.本文采用机械刺孔及色谱分析对秦山一期６根燃料元件

进行了裂变气体测量,得到了燃料元件内部气体总量、气腔体积、裂变气体中 Kr、Xe含量及总的气体释放量等数据,系

统的获得了国产燃料元件的裂变气体释放性能参数.主要结果:６根元件结构完整,密封性良好;燃耗在３３９５６~３９

９２２MWd/tU范围内,裂变气体释放量较少,释放率约为０．１％,燃料元件内压无明显升高;由燃料金相结果来看,晶粒

为等轴晶,无明显晶粒长大,气孔主要分布在晶粒内部,未见明显迁移到晶界处,表明燃料运行温度较低,应该是燃料

元件裂变气体释放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乏燃料元件;裂变气体;机械刺孔;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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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在反应堆内辐照期间,产生的裂变气体会部分释放到燃料元件的自由空腔内,这也就决定

了燃料元件棒内的气体压力.燃料元件的设计准则要求其内部压力不能明显地超过反应堆冷却剂系

统的压力,以避免热不稳定性:包壳向外蠕变的速率应当不超过燃料膨胀的速率.因此,裂变气体释

放行为研究[１Ｇ３]是燃料元件辐照后检验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馈燃料元件设计及性能优化的一项重要

指标.
近期,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完成了秦山一期乏燃料元件辐照后检验工作,为国内首次开展压水

堆核电站全尺寸乏燃料元件热室检验.期间,对６根燃料元件进行了裂变气体测量,元件燃耗分布在

３３９５６~３９９２２MWd/tU之间.测量获得了燃料元件内部气体总量、气腔体积、裂变气体中 Kr、Xe
含量及总的气体释放量等数据,系统的获得了国产燃料元件的裂变气体释放性能参数,并可为高性能

燃料元件设计提供依据.

１　实验方法

裂变气体测量系统布置如图１所示,主要由刺孔腔体、标准体积不锈钢瓶、氦气瓶、机械泵、色谱

仪、压力传感器、阀门等组成.将燃料元件气腔端插入刺孔腔局部密封[１]后,采用机械刺孔方式将包

壳管刺穿,使得燃料元件内的气体释放出来,然后测量燃料元件的自由空腔体积及内部气体总量,对
元件棒内气体通过色谱仪定量分析获得裂变气体 Kr、Xe含量,结合燃耗数据计算出的裂变气体生成

量,进而得到裂变气体释放率.

１．１　燃料元件内部气体总量测量

实验步骤如下:
(１)充气测量刺孔腔体积

将燃料元件气腔端插入刺孔腔局部密封后,打开电磁阀１、电磁阀２、调节阀、截止阀２,利用机械

泵将刺孔腔及不锈钢瓶抽真空;关闭电磁阀１、调节阀,打开截止阀１,给刺孔腔充 He气;关闭电磁阀

２,由压力表１给出刺孔腔压力,记为P１b.然后打开电磁阀１,使刺孔腔所充的气体充入标准体积不

锈钢瓶中,压力表１再给出刺孔腔压力P２b.记刺孔腔体积为V０b,标准体积为Vs,从而得到刺孔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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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裂变气体测量系统布置图

积为:

V０b＝P２b/(P１b－P２b)×Vs (１)
(２)机械刺孔

将刺孔腔、不锈钢瓶抽真空,关闭电磁阀１和２,旋转刺针将燃料元件包壳刺穿,使得元件内的气

体释放到刺孔腔体中,其压力P１a由压力表１给出.
(３)充气测量燃料元件气腔体积

这一步将在完成１．２裂变气体中各种成分的定量分析后进行,重复步骤(１)的内容,充 He气,重
新测量包括燃料元件气腔体积在内的刺孔腔体积,记此次测量出来的刺孔腔体积为V０a,那么元件气

腔体积V０ 为:

V０＝V０a－V０b (２)
元件内部气体总量Q 为:

Q＝P１a×V０a (３)

１．２　裂变气体中各种成分的定量分析

燃料元件内的气体成分由气相色谱仪进行定量分析,气体进样真空系统如图１所示,在完成１．１Ｇ
(２)机械刺孔后,对刺孔腔内气体进行三次色谱进样测量裂变气体成分.色谱分析采用 He作载气,标
准进样器为１mL,实验条件是桥流１５０mA,载气流速６０mL/min.

图２　标准气色谱峰形

在裂变气体测量实验之前采用已知浓度的高纯Kr、Xe气体做标定曲线(峰面积－压力曲线).峰

形如图２所示,因进样器中混有微量空气(约０．１％),采用注射器(１０~１００μL)对空气峰进行标定,峰
形、标定曲线如图３所示.

１４



　
图３　空气色谱标定峰形及标定曲线

对标准气色谱图中空气峰进行修正,方法是:利用图３空气标定曲线,计算得到色谱图中空气峰

对应的分压值,因图３中横坐标为PV(kPaμL),而色谱进样器为１mL体积,因此,将对应的PV值

除以１０００即为空气在１mL进样器内的分压值,将标准气进样压力减去空气分压,即为标准气实际

压力.
经空气峰修正后,Kr、Xe标定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标准气体标定曲线

采用峰面积定量计算 Kr、Xe气体在气体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方法是:色谱图得到 Kr峰和 Xe
峰的面积,由标定曲线计算所对应的分压力PKr和PXe,进样压力经空气修正后得到实际压力Pt,那
么PKr/Pt、PXe/Pt分别代表 Kr、Xe两种气体在气体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从而得到:

Kr气的总量

QKr＝Q×PKr/Pt (４)

Xe气的总量

QXe＝Q×PXe/Pt (５)

２　结果与分析

对６根燃料元件进行了裂变气体测量,元件燃耗分布在３３９５６~３９９２２MWd/tU 之间,相关信

息见表１.６根棒共取自于三个组件Z１、Z２、Z３,燃耗为电厂提供的组件平均燃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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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乏燃料元件相关信息

燃料元件 Z１－１ Z１－２ Z２－１ Z２－２ Z３－１ Z３－２

燃耗/(MWdtU－１) ３９９２２．１８ ３９９２２．１８ ３６００６．９６ ３６００６．９６ ３３９５６．０２ ３３９５６．０２
２３５U富集度/％ ３．４ ３．４ ３．４ ３．４ ３．０ ３．０

辐照前 U重/g １４６２．８ １４６２．８ １４６３．２ １４６３．２ １４５４．８ １４５４．８

元件棒内压、气体总量、裂变气体释放量及释放率测量结果列于表２,６根元件结构完整,密封性

良好.其中在裂变气体释放率计算中,采用每 MWD 能量燃耗裂变气体产生量标况下为３１．０mL
计算[３,４].

表２　秦山一期乏燃料元件裂变气体测量结果

棒号
燃耗/

(MWdtU－１)
气腔体积/

mL

气体总量/

mL

内压/

MPa
V(Kr)/

mL
V(Xe)/

mL
V(Kr＋Xe)/

mL

释放率/

％

Z１－１ ３９９２２．１８ １９．５６ ４１５．７２ ２．３２ ０．１８３ １．７３６ １．９２０ ０．１０６

Z１－２ ３９９２２．１８ １８．３９ ３９３．６４ ２．３４ ０．１９６ １．９２０ ２．１１５ ０．１１７

Z２－１ ３６００６．９６ １８．１１ ３９６．０２ ２．３９ ０．１８４ １．７６０ １．９４４ ０．１１９

Z２－２ ３６００６．９６ １７．５５ ３８６．５１ ２．４０ ０．２０７ １．９３７ ２．１４５ ０．１３１

Z３－１ ３３９５６．０２ １９．０３ ４３７．２７ ２．５１ ０．１５８ １．５６０ １．７１７ ０．１１２

Z３－２ ３３９５６．０２ １９．３２ ４０９．５５ ２．３１ ０．１６２ １．５９９ １．７６１ ０．１１５

由表２可见,燃料元件燃耗在３３９５６~３９９２２MWd/tU 范围内,裂变气体释放率约为０．１％,释
放率水平与国外检测结果相当[４Ｇ７],裂变气体释放率处于较低水平,分析主要原因为秦山一期核电站

运行功率为３０万千瓦,功率较小,由金相结果来看(图５),晶粒为等轴晶、平均直径为７．３μm,无明显

晶粒长大,表明燃料中心温度低于１３００℃[８];气孔主要分布在晶粒内部,未见明显迁移到晶界处,表
明燃料温度低于１１２０℃[８],燃料运行温度较低应为燃料元件裂变气体释放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图５　燃料芯块金相结果

(a)芯块中心部位;(b)１/２半径位置;(c)芯块边缘位置

元件内压是设计者较关心的问题,我们根据测得的裂变气体及冷态的气腔体积计算出元件内压

为２．３~２．５MPa,相较于预充 He气初始压力２MPa略有增加,裂变气体仅占气体总量的约０．５％,对
内压影响较小,主要由内腔体积减小引起,应与燃料芯块的辐照肿胀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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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采用上述裂变气体测量系统对秦山一期６根乏燃料元件进行了裂变气体测量,成功获取了相

关实验数据,６根元件结构完整,密封性良好.

２)元件燃耗在３３９５６~３９９２２MWd/tU范围内,裂变气体释放率约为０．１％,裂变气体释放量仅

占气体总量的约０．５％,尽管裂变气体的热阻比 He约大２２倍,但其引起的热性能下降尚不会对燃料

导热性能产生明显影响.

３)裂变气体释放率处于较低水平,分析主要原因为秦山一期核电站运行功率为３０万千瓦,功率

较小,由金相结果来看,晶粒为等轴晶、平均直径为７．３μm,没有晶粒生长现象,表明燃料中心温度低

于１３００℃;气孔主要分布在晶粒内部,未见明显迁移到晶界处,表明燃料温度低于１１２０℃,这可能

是秦山一期燃料元件裂变气体释放率较低的原因.

４)元件内部压力为２．３~２．５MPa,相较于预充 He气初始压力２MPa略有增加,主要由内腔体积

减小引起,应与燃料芯块的辐照肿胀等因素有关,裂变气体的释放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
[１]　梁政强,何长水,罗金汉．回堆考验元件裂变气体测量分析[J]．原子能科学技术,２００３,３７(增刊):６６Ｇ６９．
[２]　冯明全,袁樟林,周多平,等．辐照后二氧化铀元件裂变气体测定[J]．核动力工程,１９８５,６(４):５４Ｇ５９．
[３]　U K Viswanathan,SAnantharaman,K CSahoo．FissionGasReleaseBehaviourin MOXFuels[R]．IAEAＧ

TECDOCＧ１２７７,IAEA,VIENNA,２００２．
[４]　RJGuenther,DEBlahnik,UPJenquin,etal．CharacterizationofSpentFuelApprovedTesting Material—

ATMＧ１０４[R]．PacificNorthwestLaboratory,December１９９１．
[５]　CForat,BBlanpain,etal．FissionGasReleaseEnhancementatExtendedBurnup:ExperimentalEvidencefrom

FrenchPWRIrradiation[R]．IAEAＧTECDOCＧ６９７,IAEA,VIENNA,１９９３．
[６]　 H Kanazawa,H Sasajima,K．Homma,etal．Fission GasReleasefrom HighBurnupPWR Fuels Under

TransientConditions[R]．IAEAＧTECDOCＧ６９７,IAEA,VIENNA,１９９３．
[７]　TomohiroTsuda,Yoichiro Yamaguchi,YujiKosaka,etal．PIE Resultsand New TechniquesAppliedfor

５５GWd/tHighBurnupFuelofPWR[R]．IAEAＧTECDOCＧCDＧ１６３５,IAEA,Vienna,２００９．
[８]　DNSah,U K Viswanathan,ERamadasan,etal．PostIrradiationExaminationofThermalReactorFuels[J]．

JournalofNuclearMaterials,２００８,３８３:４５Ｇ５３．

Measurementonfissiongasesreleasedinthespent
fuelelementsfromQinshanNPPphaseⅠ

ZHUXinＧxin,WANGXin,QIANJin,
WANGHuaＧcai,LIANGZhengＧqia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FissiongasreleasemeasurementofnuclearfuelelementisoneofthemainissuesofpostＧ
irradiationexamination,whichplaysakeyroletotheevaluationoffuelperformance．Withthe
mechanicallypuncturing methodandchromatographicanalysis,thefissiongasof６spentfuel
elementsfrom Qinshan NPPphase Ⅰ was measured．Thetotalamountofgasinsidethefuel
element,thevolumeofcavity,thecontentofKr,Xeinthefissiongasandthetotalgasreleasehave
beenobtained．Thefissiongasreleaseperformanceparametersofdomesticfuelelements were
obtainedsystematically．Theresultsshowthatthesixelementsarestructurallyintactandhave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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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ingperformance;thefissiongasreleaserateisabout０．１％ withburnuprangeof３３９５６~３９９２２
MWd/tUandtheinternalpressureofthefuelelementisnotsignificantlyincreased．Accordingtothe
metallographicresults,thegrainsareequiaxed,andthereisnograingrowthphenomenon．The
poresaremainlydistributedinthegrains,andthereisnoobviousmigrationtothegrainboundaries,

indicatingthattheoperatingtemperatureofthefuelisrelativelylow．Itshouldbethemainreason
forthelowfissiongasreleaserateofthefuelelement．
Keywords:Spentfuelelement;Fissiongas;Mechanicallypuncturing;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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铈金属与氧化物基材的润湿性能试验研究

张　华,李鸿亚,杨　强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２８５０)

摘要:开展铈金属与 Al２O３、SiO２ 和ZrO２ 三种氧化物基材的高温润湿性能试验研究,从宏观角度观察金属铈润湿过程

中液滴的形状,并对不同温度下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陶瓷基板上的接触角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了总结,从润湿性能

方面对铈金属高温化学用坩埚材料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温度升高,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基板上的润湿性均

变好.

关键词:铈金属;氧化物基材;润湿性能;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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铈是丰度最高的稀土元素,金属铈的铸造成型工艺常应用于生产、科研等方面.高温润湿过程是

指液体取代固体表面的气体,然后与固体接触产生液—固界面的过程[１,２].目前,铈金属高温化学过

程中采用的氧化镁坩埚存在粘接物料,难以剥离等不利因素[３],因此探索新型铈金属高温化学用坩埚

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研究不同温度下铈金属与 Al２O３、SiO２ 和ZrO２ 基材的润湿性

能,并分析了铈金属与氧化物基材的作用机制,从润湿性能角度为铈金属高温化学用坩埚的选材提供

一定的理论支持.

１　试验材料及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铈是一种银灰色活泼金属,其熔点为７９９℃,沸点为３４２６℃[３],润湿性能试验所用金属铈的纯度

为９９．９９％,为防止高纯金属铈氧化,将其浸泡在煤油中存放,如图１所示.

图１　高纯金属铈存放方法

试验用氧化物基材的基本参数如表１所示,高温润湿试验对基板的表面质量要求较高,试验前,
对基板表面进行了研磨和清洁处理,降低了基板表面的粗糙度并去除了表面的氧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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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用氧化物基板的基本参数

名称 尺寸/mm 纯度/％(质量分数) 致密度/％ Ra/nm

Al２O３ ２０×２０×５ ＞９９．５ ＞９７ ≤２０

SiO２ ２０×２０×５ ＞９９．５ ＞９７ ≤２０

ZrO２ ２０×２０×５ ＞９９．５ ＞９７ ≤２０

１．２　试验方法

润湿性能试验方法为通管滴落法,将试验所用的铈金属放置在基板上方的陶瓷通管内,待温度加

热至试验温度后,铈金属滴落到基板上,该方法有效避免了连续加热过程中铈金属与基板的预反应,
能够较为准确地测得润湿开始时刻的接触角,接触角是润湿程度的量度[３],接触角越小,表明润湿性

能越好.
试验设备为高真空润湿性能试验装置,如图２所示.该装置极限真空为３．０×１０－４Pa,加热真空

为９．０×１０－４Pa,试验温度区间为１２００~１５００℃.试验过程中,炉内温度低于试验温度２００℃时,通
入一个大气压的高纯氩,保温３min,炉内温度到达试验温度后继续保温３min,开始滴铈,观察铈与基

板的浸润性,保温１０~３０min观察该温度下铈与基板的浸润性.采用红外激光拍照进行数据采集,
利用激光成像图片进行接触角计算,得出铈与基板的接触角.

宏观观察测试前后试样形貌变化,微观金相观察铈与基板界面反应情况.

图２　高真空润湿性能试验装置

２　铈金属润湿性能试验结果分析

１２５０℃下铈金属在 Al２O３、SiO２ 和ZrO２ 陶瓷基板上润湿过程中液滴形状变化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１２５０℃下金属铈润湿过程中液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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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知,金属铈熔化后,先在基板上铺展一段时间.金属在完全熔化前,其表面被原始氧化

膜所包裹,随着金属的完全熔化和液滴的铺展,氧化膜被挣破并浮于液滴顶部.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

基板上的润湿行为均包括铺展、回撤和翘曲阶段,但有所不同的是,在Ce/Al２O３ 体系中,液滴还经历

了４４s(１４s到５８s)的钉扎阶段.随着保温过程的进行,在三相线附近都生成了一层薄膜状反应层并

逐渐向液滴上方生长,最终包裹了液滴下方.
在８５０~１２５０℃的温度范围内金属铈氧化形成Ce２O３ 的临界氧分压在１０－２７~１０－４１Pa的数量

级[４].也就是说,在上述试验条件下,在润湿过程中熔融铈依然会存在氧化现象.
由图３可以看出,铈金属完全熔化之前,其表面被原始氧化膜包覆,在熔化的瞬间,这层氧化膜即

被液滴挣破,随着液滴的铺展,氧化膜进一步被挣破并形成一小块漂浮在液滴顶部.因此,铈金属的

原始氧化膜会影响浸润体系的初始接触角.在保温过程中金属铈的氧化同样不可避免,形成的氧化

膜随着润湿过程的进行也会被挣破并漂浮集聚在液滴顶部.由于氧化膜漂浮在液滴上方,对三相线

的阻滞作用较小,因此,液滴铺展过程中的氧化对接触角的影响相对较小.
不同温度下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陶瓷基板上的接触角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不同温度下接触角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试验温度的升高使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基板上的润湿性均变好,但其在三种

氧化物基板上的润湿行为却有所不同.当温度为１１２３K(８５０℃)时,液滴在所有基板上都只经历了

不到１０s的铺展阶段;当温度为１２２３K(９５０℃)时,液滴在SiO２ 基板上经历了铺展、回撤和翘曲阶

段,并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回撤和翘曲越明显;而只有当温度大于１３２３K(１０５０℃)时,液滴在多晶

Al２O３ 和ZrO２ 基板上才会出现回撤及翘曲现象,并且回撤和翘曲的程度均不如在多晶SiO２ 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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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此外,就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基板上的表观润湿性而言(对应铺展达到最大程度时的表观接触

角),其由好到差的顺序大致为多晶 Al２O３＞SiO２＞ZrO２.
铈/氧化物体系的试样在冷却后,凝固液滴很容易与陶瓷基板发生剥离.分别对液滴剥离后的基

板和玻璃液滴的背面进行了微区XRD分析,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微区 XRD相组分分析

从结果来看,在Ce/多晶 Al２O３ 和Ce/SiO２ 体系中,界面上除了形成Ce２O３ 相以外,还分别形成

CeAl２、CeSi和CeSi２ 等多种金属间化合物相,而在 Ce/ZrO２ 体系的界面上只存在 Ce２O３ 相,并未发

现Ce－Zr金属间化合物.

Ce－Al、Ce－Si和Ce－Zr的二元相图如图６所示.
从相图上看,Ce－Al、Ce－Si的金属间化合物是在冷却过程中形成的.而根据Ce－Zr二元相图

可知,Ce－Zr间并不存在任何金属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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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Ce－X(Al、Si、Zr)二元相图

３　结论

(１)温度升高,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基板上的润湿性均变好;高温化学过程中,金属材料与坩埚材

料间的润湿性越差,分离越容易,熔体铈在三种氧化物基板上的润湿性能由好到差的顺序大致为多晶

Al２O３＞SiO２＞ZrO２.
(２)在Ce/多晶 Al２O３ 和Ce/SiO２ 体系中,界面上除了形成Ce２O３ 相外,还分别形成CeAl２、CeSi

和CeSi２ 等多种金属间化合物相,而在Ce/ZrO２ 体系的界面上只存在Ce２O３ 相,并未发现Ce－Zr金

属间化合物,Ce－Zr间并不存在任何金属间化合物.
(３)综上所述,从润湿性能角度,在ZrO２、Al２O３ 与SiO２ 三种氧化物中,ZrO２ 更适于作为铈金属

高温化学用坩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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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铅基快堆燃料组件用奥氏体不锈钢的研制

王　旻１,易昊钰２,杨亚倩１,张　龙１,马颖澈１

(１．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铅基快堆具有技术成熟性好、特性优良以及固有安全性高等优点,是第四代核能系统的主要参考堆型之一.然

而铅基快堆使用的铅或铅铋共晶合金冷却剂对金属结构材料具有较强腐蚀性,国内目前尚无与铅基冷却剂相容性较

好的燃料组件材料.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在３１６Ti奥氏体不锈钢的基础上,通过成分优

化与制备工艺改进,设计了一种新型铅基快堆燃料组件材料———CLRASS不锈钢,并成功实现２０％预变形冷轧板材的

试制.研究表明,CLRASS不锈钢具有较１５－１５Ti、３１６Ti等材料更为优异的耐液态铅铋腐蚀性能、抗辐照肿胀性能、

持久性能和拉伸性能,具有良好的应用与发展前景.

关键词:铅基快堆;燃料组件;奥氏体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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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基反应堆是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参考堆型之一,也是 ADS次临界反应堆的首选参考堆型.根据

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坛组织(GIF)最新发布的“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路线图”,在所有第四代核能系

统中,铅冷快堆有望成为率先实现工业示范和商业应用的核能系统[１].鉴于铅基反应堆技术成熟性

好、特性优良且应用潜力巨大,国际上开展了大量的铅基反应堆工程项目,包括俄罗斯的SVBR－１００
和BRESTＧODＧ３００项目、比利时的 MYRRHAADS项目和欧盟的ELFR与 ALFRED项目.此

外,美国、日本和韩国也在开发铅基反应堆的关键技术与模块化铅基反应堆.
燃料组件是铅基反应堆最为核心的部件之一,工作环境苛刻.因其与冷却剂液态铅/铅铋共晶合

金(LBE)直接接触,要求燃料组件结构材料不仅要耐高温、抗辐照,还应在辐照条件下具有可靠的抗

液态金属腐蚀性能[２,３].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开展铅基快堆燃料组件结构材料研发,研发主要针对以下

三个方向:一是氧化物弥散强化不锈钢(ODS),其具有优良的抗辐照肿胀性能和高温蠕变强度,但

ODS合金制备工艺复杂、成本高昂,并且还有焊接、蠕变疲劳等问题需要解决,距离实际应用似乎还

很遥远;第二是以T９１为代表的铁素体/马氏体钢(F/M 钢),F/M 钢虽然在强辐照环境下具有几何稳

定性,并且可以抵抗２００dpa以上的中子辐照损伤,但其存在高温强度低、液态铅铋腐蚀脆化、辐照

DBTT上升、制造与焊接困难等问题,研发难度较大;第三是以３１６Ti、１５Ｇ１５Ti为代表的奥氏体不锈

钢,其组织稳定性好、加工性能优异、使用温度最高可达７００℃、抗辐照损伤剂量最大可达１５０dpa以

上,并已在钠冷快堆上实现应用.总体上奥氏体不锈钢的综合性能更为优异,具有较大的研发潜力,
可在其基础上进行成分优化,提高其与LBE的相容性以满足铅基快堆燃料组件材料的性能需求.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３１６Ti奥氏体不锈钢的基础上,通过成分优化与制备工艺改进,研制出

一种具有优良耐液态铅铋腐蚀性能、抗辐照肿胀性能、持久性能和拉伸性能的新型铅基快堆燃料组件

材料———CLRASS不锈钢,本文将对CLRASS的制备工艺和性能测试结果进行报道.

１　合金成分设计

溶解腐蚀是结构材料与液态LBE合金接触时最基本的破坏形式.有研究表明在化学势差的作

用下耐热钢中的合金元素,如 Ni等,可向液态LBE合金中溶解,造成循环回路中热端结构材料不断

遭到溶解腐蚀破坏而逐渐变薄,组件许用应力降低;而环路中冷端出现沉积析出物,恶化组件导

热性甚至堵塞整个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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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含氧条件下,结构材料与液态LBE合金中的氧反应会在其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发生氧化腐

蚀.当LBE中的含氧量控制在理想范围内时,结构材料表面将生成连续、完整、致密的氧化膜,从而

有效地将结构材料与液态LBE合金隔开,减轻甚至避免上述溶解腐蚀、晶间腐蚀现象的发生.目前,
氧化保护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公认的最有效抑制液态 LBE腐蚀的方法之一.通过合理的成分设计促

进保护性氧化膜生成也是提高CLRASS不锈钢与液态LBE合金相容性的主要思路.CLRASS不锈

钢的化学成分如表１所示.与３１６Ti不锈钢相比,CLRASS不锈钢提高了Si、Ni、Mn元素含量,降低

了 Mo元素含量,并对合金 Ti/C比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表１　CLRASS不锈钢与３１６Ti不锈钢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Cr Ni Ti Si Mo Mn

３１６Ti ≤０．０８ １６~１９ １１~１４ ０．３~０．７ ≤１．０ １．８~２．５ ≤２．０

CLRASS ≤０．０８ １６~１９ １４~１７ ０．２~０．５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０ １．５~２．５

硅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杂质元素,但许多研究工作表明硅对不锈钢的耐蚀性具有有利影响.例

如,在氧化环境中Si可以在不锈钢表面形成SiO２
[４,５].LBE中一般含有一定的溶解氧,处于含氧

LBE环境中的合金如果含有硅元素,Si能够在溶解氧的作用下向材料表面迁移,在材料表面富集或形

成氧化膜.俄歇分析结果表明,Si富集在样品表面氧化层中,并且与Cr的分布几乎同步,这种协同作

用增强了不锈钢的钝化能力[６,７].因此,CLRASS合金中添加Si能够提高其耐LBE腐蚀性能.

Si元素属于铁素体形成元素,它的加入可能导致奥氏体合金中出现铁素体相,并且Si元素还可

能导致合金机械性能变差,焊接热裂倾向增加.为保证CLRASS不锈钢具有单相奥氏体组织同时机

械性能和热加工性能不受影响,Si元素的加入量被控制在１．０~３．０％(质量分数)范围内.此外,为提

高CLRASS不锈钢的奥氏体基体稳定性,Ni、Mn等奥氏体形成元素含量有所提高,Mo等铁素体形成

元素含量降低.热力学相图计算与铸态显微组织分析表明,CLRASS不锈钢为单相奥氏体合金,基体

中均匀分布有 TiC碳化物,并且未见其他类型析出相(见图１).

图１　CLRASS不锈钢热力学平衡相分布图与SEM 组织形貌

２　合金的冶炼与变形

２．１　合金的纯净化冶炼

CLRASS不锈钢采用真空感应熔炼加真空自耗重熔的双联冶炼工艺,具有较低 O、S含量的超纯

净钢会具有较低的元素偏析、第二相夹杂,同时也就会具有较好的耐蚀性能和力学性能.为保证铅基

反应堆燃料组件的安全可靠,CLRASS研制项目对其纯净化冶炼工艺进行了研究,获得了 O、S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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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机理和C、Ti等有益元素的精确控制机理.
一般不锈钢冶炼使用C进行脱氧,在CLRASS不锈钢的超纯净冶炼中发现Si元素具有比 C更

优异的脱氧能力,同时可以避免 C的烧损,进而能够实现合金 Ti/C比的精确控制.研究表明,在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范围内,采用Si可脱氧至１０×１０－６,其中脱氧机理包括有沉淀脱氧与挥发脱氧两种.
同时Si在冶炼中还具有脱硫作用,可达到脱硫至１０×１０－６的效果,其反应机理应与坩埚表面形成的

低熔点SiO２－CaO熔渣有关.Ti元素也有一定的脱硫作用,其脱硫机理与Si类似.

Si元素在冶炼过程中含量变化较小,而C、Ti元素含量相对变化较大.在CLRASS不锈钢冶炼

过程中应优先选择Si作为脱氧元素使用,在冶炼中后期再加入C、Ti元素,减少其在钢液中的停留时

间以获得良好的元素含量控制水平.

２．２　合金的均匀化锻造与板材制备

Ti元素稳定奥氏体不锈钢锻造组织中易形成条带状碳化物和细晶带,造成组织均匀性的严重下

降.组织不均的问题会在锻造组织制管过程中逐级遗传,最终导致成品管材组织均匀性差,影响合金

的抗辐照肿胀性能和高温持久性能.合金铸锭中大量的初生 TiC相(如图１所示)和元素偏析是导致

细晶带和条带状碳化物产生的主要原因,如何获得碳化物分布弥散、晶粒尺寸均匀的锻造组织是

CLRASS不锈钢铸锭锻造变形的难点.
图２是CLRASS不锈钢锻造组织中碳化物条带的SEM 显微组织形貌,可见条带中存在两种类

型的析出相:一种是尺寸较大,数量较少,在条带内呈链状分布的一次碳化物,是凝固组织中的碳化物

在变形过程中未充分破碎造成的;另一种是尺寸较小,数量较多,呈带状分布的二次碳化物.

图２　CLRASS不锈钢锻造变形组织中碳化物条带的SEM 显微观察

合金基体中溶质元素分布不均匀,存在偏析带,带内富集 Ti、C元素,这种元素偏析在热变形过程

中的高温下造成了碳化物的再次析出.因此要消除析出相条带,应从提高合金基体溶质元素均匀性

入手.
图３展示了高温均匀化热处理与墩拔变形对CLRASS不锈钢锻造组织均匀性的影响.图３(a)

中的锻造组织通过对自耗锭进行“高温均匀化处理(１１９０~１２１０℃保温１０~１２h)＋３０％墩拔＋拔

长”获得,晶粒尺寸均匀,碳化物分布弥散,不存在碳化物条带或细晶带;而图３(b)仅进行了锻造拔长,
条带组织明显.对比两图可知,高温均匀化处理和墩拔变形能够起到较好消除元素偏析的作用,抑制

碳化物条带的产生.

图３　均匀化处理与墩拔处理对CLRASS不锈钢锻造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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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合金的各项性能

CLRASS不锈钢锻造坯料经过热轧、冷轧以及若干次热处理最终形成具有２０％冷加工预变形量

的冷轧板材,板材组织均匀,碳化物分布弥散,不含碳化物条带与细晶带.研制工作针对CLRASS不

锈钢预变形板材进行了力学性能、耐蚀性能和抗辐照肿胀性能等方面的测试与分析,目前获得的主要

结果如下.

３．１　耐液态铅铋腐蚀性能

本工作考察了CLRASS不锈钢在４５０℃与５５０℃饱和氧静态液态铅铋共晶合金中的腐蚀行为.
图４为CLRASS不锈钢在铅基快堆常规运行温度４５０℃铅铋腐蚀２０００h后的典型全域组织形貌,可
见材料表面完整,未发生局部破损.电子探针 (EPMA)面扫描分析(见图５)表明,CLRASS不锈钢在

４５０℃铅铋腐蚀过程中未发生元素的溶出或铅铋合金的渗入.

图４　CLRASS不锈钢４５０℃,２０００h,饱和氧静态铅铋腐蚀形貌

图５　CLRASS不锈钢４５０℃,２０００h,饱和氧静态铅铋腐蚀样品EPMA元素分布

CLRASS不锈钢优良的耐液态铅铋腐蚀性能主要得益于硅元素的添加.图６展示了不同Si含

量CLRASS不锈钢在４５０℃与５５０℃的铅铋腐蚀形貌.各种硅含量合金在４５０℃均表现出了优良的

耐蚀性能,但差别在５５０℃下开始出现.１．５％(质量分数)SiCLRASS不锈钢在５５０℃腐蚀１０００h
后发生界面破损,随着硅含量的升高 CLRASS不锈钢耐蚀性提高,当硅含量提高至２．５％(质量分

数),CLRASS不锈钢未发现腐蚀破坏现象.这说明CLRASS不锈钢有能力在５５０℃依然保持较高

的服役可靠性,这是３１６Ti和１５－１５Ti合金所不可比拟的.

３．２　抗辐照性能

为考察CLRASS不锈钢的抗辐照性能,本工作对其进行了重离子辐照实验.实验结果表明,
CLRASS不锈钢在４５０~６５０℃,最高１００dpa的条件下未出现任何肿胀,而３０４不锈钢和１５Ｇ１５Ti合

金在６５０℃辐照５０dpa后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肿胀.相比之下CLRASS不锈钢具有更优异的抗辐

照肿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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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Si含量CLRASS不锈钢４５０℃与５５０℃饱和氧静态铅铋腐蚀形貌

３．３　力学性能

２０％预变形冷轧CLRASS不锈钢具有比同等状态的１５Ｇ１５Ti合金更加优良的拉伸性能,如表２
和图７所示.在室温拉伸条件下,CLRASS不锈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分别比１５Ｇ１５Ti高３５MPa
和６８MPa,同时CLRASS不锈钢的均匀延伸率和断后延伸率也优于１５Ｇ１５Ti.硅元素的添加提高了

合金的固溶强度,使合金屈服强度增大.同时硅元素还可降低合金层错能,改变合金位错分布状态,
促进变形孪晶的产生,提高合金的加工硬化性能,使合金在提高强度的同时获得了更高的均匀塑性变

形能力.
对于高温持久性能,在铅基快堆的峰值运行温度５５０℃和３６５MPa应力条件下,CLRASS不锈

钢和１５Ｇ１５Ti的持久寿命分别为２４２６h和２５１７h,两者基本持平,但CLRASS不锈钢的持久延伸率

略高.

表２　CLRASS不锈钢与１５Ｇ１５Ti的室温拉伸与高温持久性能

室温拉伸 ５５０℃/３６５MPa持久

屈服强度/

MPa

抗拉强度/

MPa

均匀延伸率/

％

断后延伸率/

％

持久寿命/

h

延伸率/

％

CLRASS ６８２ ７８０ １６．６ ２８．４ ２４２６ １９

１５Ｇ１５Ti ６４７ ７１２ １４．８ ２８．２ ２５１７ １５

图７　CLRASS不锈钢与１５Ｇ１５Ti的室温拉伸工程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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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与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在３１６Ti奥氏体不锈钢的基础上,通过合金成

分优化,采用纯净化冶炼工艺、均匀化锻造工艺与轧制板材组织控制工艺,设计并制备了一种新型铅

基快堆燃料组件材料———CLRASS不锈钢.各项性能分析表明,CLRASS不锈钢具有较１５Ｇ１５Ti、

３１６Ti等材料更为优异的耐液态铅铋腐蚀性能、抗辐照肿胀性能、持久性能和拉伸性能,具有良好的应

用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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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anovelausteniticstainlesssteelforthe
leadＧcooledfastreactorfuelassemblyapplication

WANG Min１,YIHaoＧyu２,YANGYaＧqian１,
ZHANGLong１,MAYingＧche１

(１．InstituteofMetalResearch,ChineseAcademyofSciences,ShenyangofLiaoningProv．１１００１６,China;

２．ChinaNuclearPowe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０００,China)

Abstract:AnimportantfeatureoftheLeadＧcooledFastReactor(LFR)istheenhancedsafetythat
resultsfromthechoiceofarelativelyinertcoolant,theleadorleadＧbismutheutectic(LBE)alloy．
However,LBEfeaturesrelativelystrongcorrosivecharacteristicstometallicstructuralmaterials,

andthereisalmostnocladding materialavailablefortheLFRtillnow．TheInstituteofMetal
Research(IMR)andChinaNuclearPowe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Co．,Ltddesignedanew
austeniticstainlesssteel(CLRASS)onthebaseof３１６Ti,andhavecompletedthemanufactureof
coolＧrolledplates with２０％ cold workandrelevantpropertyexamination．Resultsshow that
CLRASShasabetterLBEcorrosionresistancecomparingto１５Ｇ１５Tiand３１６Ti,andpossessesgood
radiationＧswellingresistance,creepandtensilepropertiesaswell．
Keywords:LeadＧcooledfastreactor;Fuelassembly;Austeniticstainless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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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控溅射法制备锆合金包壳Cr涂层

王永利１,２,刘　实１,２,熊良银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中国科学院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１６)

摘要:Cr涂层锆合金管相比现有锆合金包壳管,耐高温水蒸气氧化性能、耐磨性明显增强,是最具应用潜力的 ATF包

壳材料方案.因此,锆合金管表面Cr涂层的制备及性能考核成为近年来各国核材料领域科研工作者和核电企业的关

注重点.为确保涂层的防护性,获得组织致密且粘附性好的Cr涂层技术成为关键.本文采用一种专门为长管材样品

镀膜(样品长度可达１．２m)而设计的磁控溅射设备,在锆合金管表面制备厚度为１０~１５μm 的 Cr涂层,采用SEM 和

XRD对涂层微观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并进行高温水蒸气氧化试验测试其防护性.本文旨在研究不同溅射参数对膜层

微观结构及其防护性的影响,为全尺寸锆合金包壳管的Cr涂层制备技术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Cr涂层;锆合金包壳管;高温蒸汽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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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了全世界对轻水反应堆(LWR)燃料安全性的高度关注.在

事故高温蒸汽环境下,轻水反应堆(LWR)包壳材料锆合金迅速氧化并生成大量氢气,包壳氢化膨胀、
开裂和氢气导致爆炸是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的直接原因.因此,为了提高核电厂运行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美国首先提出了开发事故耐受燃料(ATF)的概念,主要目的是改善高温蒸汽与包壳

反应、减少产氢、降低严重事故源[１].近年来事故耐受燃料的开发,包括新型的燃料芯块和包壳材料

的设计、制备及性能评估,成为核材料研究领域热点课题[２,３].
为了提高现有Zr基合金包壳的性能,尤其是事故条件高温水蒸气环境下的抗氧化性和机械强

度,ATF包壳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Mo合金[４]、涂层锆合金[１Ｇ３]、FeCrAl[５]和 SiC复合管包层[６]等方

面.其中,涂层锆合金是对现有锆合金包壳材料的表面改性处理,被认为是短期内最易实现应用的

ATF包壳方案.由于Cr具有不与水反应、高熔点、耐高温氧化、中子吸收截面适中、热膨胀系数与锆

合金接近等特点,使得Cr涂层在耐腐蚀、中子辐照稳定性、耐磨性等方面的综合性能在所考虑的多种

涂层材料[７]中具有明显优势[３,８].研究表明正常工况条件下１５μm 厚的 Cr涂层显著降低包壳在高

Li(７０×１０－６)水环境下的腐蚀敏感性和微动磨损[９],降低燃料棒失效率,从而提高核电厂运行的灵活

性和经济性.在失水事故(LossofCoolantAccident,以下称为 LOCA 事故)工况下,Cr涂层大幅度

降低了锆合金包壳在高温水蒸气环境下的氧化速率,抑制包壳氢化膨胀,能够在高温下承受更长时间

或承受更高温度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从而降低包壳爆裂和燃料泄露的风险[１０],进而提高核电厂运行的

安全性、可靠性.总之,Cr涂层对锆合金包壳管在正常运行工况和 LOCA 事故工况下的性能都有所

增强.因此,Cr涂层锆合金包壳成为 ATF燃料研发的主流方向,也是目前发展最为成熟的 ATF燃

料包壳方案.
制备致密度高、粘附性好的涂层是保证Cr涂层对锆合金管防护作用的前提,所以Cr涂层制备技

术尤为关键.为不影响锆合金基体原有性能,制备涂层时基体温度不得超过５００℃.韩国的原子能

研究所发展了３D激光涂覆[２]和电弧离子镀[１１]方法,在ZrＧ４合金包壳管表面制备的铬涂层致密无裂

纹.美国西屋燃料公司开发了冷喷涂方法在优化的ZIRLO 合金包壳管外表面制备 Cr涂层的技术,
实现全尺寸燃料包壳管Cr涂层制备,并完成了 Cr涂层锆合金包壳的堆外性能考核,计划于２０１９年

春天入堆进行先导组件试验[１].法国 AREVA NPs联合法国核能研究所的法国能源协会(CEA)和
法国电力公司(EDF)发展了PVD方法制备铬涂层的技术,采用专门的PVD工艺在 M５合金管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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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铬,不改变锆基体的微观结构,制备的铬涂层没有裂纹,且Cr/Zr界面上无孔隙,满足涂层致密性

和粘附性良好的要求,且堆外性能考核结果证实了此方法制备的 Cr涂层对锆合金包壳耐蚀性、耐磨

性的增强作用[４,９].采用此方法制备了全尺寸铬涂层包壳管,将在２０１９年作为先导棒在美国商用堆

内进行考核[９].
综上所述,Cr涂层锆合金包壳管是发展最为成熟且最有应用前景的 ATF包壳材料.目前我国

还没有较成熟的制备Cr涂层锆合金包壳的技术.本文采用一种专门为长管材样品镀膜(样品长度可

达１．２m)而设计、制备的高效磁控溅射设备,在锆合金管表面制备厚度为１０~１８μm 的Cr涂层,采用

SEM 和XRD对涂层微观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并进行高温水蒸气氧化试验测试其防护性.本文旨在

研究不同溅射工艺对膜层微观结构及其防护性的影响,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长包壳管Cr涂层制

备技术的开发奠定基础.

１　实验说明

１．１　Cr涂层制备

为研究锆合金包壳管铬涂层制备技术,本实验室自行研制了专门用于长管样品镀膜的磁控溅射

系统,设备图片如图１所示.此设备适用于制备长度在１．２m 以内的管样品涂层,本工作仅制备１５
cm长的样品,用来优化镀膜工艺参数.为使 Cr涂层具有良好的结合力,在镀膜前使用砂纸打磨Zr
合金管外表面氧化皮获得新鲜表面,然后依次在石油醚和酒精中超声清洗１０min并用电吹风冷风吹

干.将Zr合金管装入磁控溅射设备的腔室,抽真空.背底真空达到＜３×１０－３Pa时,开始预热基体

锆合金管.达到预热温度２０min以上且背底真空达到＜１．５×１０－３Pa后开始溅射,溅射气体为 Ar,

Zr合金基体管预热温度为４００℃.本文采用四种溅射工艺参数制备Cr涂层,具体工艺参数如表１所

示,主要改变了溅射功率、偏压和溅射时间,不同工艺制备的涂层厚度也列在表１中.

图１　用于长管样品镀膜的磁控溅射系统

表１　Cr涂层制备的工艺参数

样品编号 样品长度/cm
基体预热

温度/℃

溅射

时间/min
偏压/V 溅射功率/kW 膜厚/μm

１＃ １２ ４００ ９７ ０ １．００ １２．６

２＃ １２ ４００ ４０ －６０ ３．３３ １８．３

３＃ １２ ４００ ４３ －１００ ３．１０ １６．２

４＃ １２ ４００ ４０ －２００ ２．３３ ９．８

９５



１．２　涂层表征

将磁控溅射方法制备的Cr涂层锆合金管用线切割取样,长度为１~１．５cm 短管,每种工艺样品

取５份,然后依次在石油醚和酒精中进行超声清洗１０min,电吹风冷风吹干.５份样品中,１份用于涂

层表面形貌分析,１份用于截面形貌观测,１份用于 XRD分析,１份用于测试涂层－基体结合强度,１
份用于进行高温水蒸气氧化实验.

表征涂层表面形貌的样品先清洗并喷金处理后进行扫描电镜观测.观测涂层截面的样品首先进

行冷镶,并对管材横截面进行机械打磨和抛光.采用F－５０扫面电镜观测四种工艺制备的Cr涂层的

截面形貌和表面形貌.采用X射线衍射仪(XRD)分析４种工艺参数制备的Cr涂层的晶体结构,表征

涂层的择优取向的变化.采用拉脱法测试Cr涂层与锆合金基体的结合强度.高温水蒸气氧化试验

是样品在１０００℃水蒸气环境中放置１h后,测试氧化增重,并采用扫描电镜观测样品管内层(无涂

层)、外层(有Cr涂层)的氧化程度.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２　Cr涂层截面和表面形貌

a、e,１号样品;b、f,２号样品;c、g,３号样品;d、h,４号样品

２．１　工艺参数对Cr涂层组织结构的影响

图２所示为４种溅射工艺参数制备的Cr涂层的截面和表面形貌,可以看出偏压和溅射功率对Cr
涂层的微观结构有很大影响.图２(a)至图２(d)为４种工艺涂层的截面形貌,可以看出,磁控溅射法

制备的Cr涂层与锆合金基体界面结合良好,无剥离或气孔现象.图２(a)、图２(e)所示为采用无偏

压、低功率(１kW)工艺的１号Cr涂层截面和表面形貌,膜层呈柱状晶方式生长,临近基体区域的晶粒

细小致密,随着膜层增厚,柱状晶晶粒尺寸增加,且排列疏松,可以看到明显的晶界,表面形貌图片可

以看到柱状晶粒的顶端为三棱锥形状,有较深的孔隙.图３中 XRD结果显示１号 Cr涂层样品只有

一个较强的衍射峰(２１１),说明涂层中柱状晶的晶体取向几乎是一致的,且衍射峰较宽与柱状晶间的

大量孔隙有关.图２(b)所示为采用低偏压、高功率工艺溅射制备的２号Cr涂层样品,柱状晶长度变

短,膜层致密度较无偏压样品稍微提高,表面形貌[图２(f)]可以看到柱状晶粒的顶端变为圆形,表面

仍有孔隙.２号Cr涂层的XRD图谱显示有两个较强的衍射峰,且最强衍射峰与Cr晶体的最强峰一

致,为(１１０)方向,说明与１号相比,２号Cr涂层的择优取向明显减弱,峰宽减小与涂层缺陷减少致密

度提高相一致.图２(c)和图２(g)所示为中偏压、高功率工艺制备的３号样品涂层截面和表面形貌,
致密度明显提高,膜层截面靠近表面区域仍观察到一些零星分布孔隙,表面比较平整致密,表面晶粒

明显粗化呈等周晶形态.３号涂层的XRD图谱中有３个较强的衍射峰,说明涂层晶粒生长方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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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择优取向进一步减弱.峰宽减小与３号涂层晶粒尺寸较大、致密度提高导致的缺陷减少有关.
高偏压、中功率工艺制备的４号Cr涂层,如图２(d)和图２(h)所示,致密度良好,表面晶粒呈细条带

状.XRD结果显示４号涂层的择优取向仍是(２１１)方向.可见通过调节溅射工艺参数,可调整涂层

晶粒生长方式,实现涂层晶粒尺寸、择优取向和致密度调控.

２．２　涂层锆合金耐高温水蒸气氧化性能

为评估不同工艺 Cr涂层的防护作用,对涂层较厚的２号样品(１８．３μm)和较薄的４号样品

(９．８μm)在水蒸气环境下进行１０００℃/１h高温氧化试验后,肉眼观察到样品均完整无碎裂现象.
对样品截面进行SEM 分析,结果如图４所示,由上到下分别为 CR２O３、Cr、Zr合金、ZrO２ 层,且涂层

与基体锆合金没有剥离,如图４(a)和图４(b)中左上角的部分放大图片所示.图４(a)可以看出２号涂

层样品的内表面氧化严重,形成厚度９１μm 左右的ZrO２ 层,外表面Cr涂层表面形成氧化层CR２O３,
最大厚度为２．３μm,而Zr合金层没有观测到氧化现象.与２号样品相比,４号涂层样品的内表面形

成ZrO２ 层稍厚一些,约为９９μm,Cr涂层表面形成的氧化层厚度明显增加,约为３．３μm.文献报道

Cr涂层ZrＧ４合金包壳管在高温１２００℃/２０００s水蒸气实验后,Cr涂层表面氧化层厚度不超过４μm,
而管内表面侧Zr０２层厚度为１１３μm[１２],与本文结果基本一致.这些结果说明了两种工艺参数制备

的Cr涂层在高温水蒸气环境中均起到了隔离水蒸气的作用,可大幅度降低基体锆合金与水蒸气反应

导致的氧化和吸氢.

图３　四种工艺Cr涂层的 XRD谱线

３　结论

本文采用专用于长管材外表面镀膜的磁控溅射设备在锆合金包壳管表面制备了Cr涂层,根据涂

层的微观结构和耐高温水蒸气氧化性能表征结果可获得以下结论:
(１)磁控溅射法可以实现高效率细长管材的 Cr涂层制备,溅射４０min,１２cm 长样品的 Cr涂层

厚度可达到１８μm;
(２)磁控溅射法制备的 Cr涂层附着力和防护作用良好,涂层/基体界面处无气孔或剥离,在

１０００℃/１h水蒸气氧化试验后涂层仍没有剥离;Cr涂层的存在避免了包壳管在高温水蒸气环境的严

重氧化和碎裂现象;
(３)溅射工艺参数对涂层的组织致密性、晶粒尺寸、形貌和择优取向有很大影响,具体影响规律需

进一步进行大量详细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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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温水蒸气氧化后Cr涂层样品的SEM 图片

(a)２号样品;(b)４号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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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ronsputteredChromium
coatingforzirconiumalloyfuelcladdings

WANGYongＧli１,２,LIUShi１,２,XIONGLiangＧyin１,２

(１．InstituteofMetalResearch,ChineseAcademyScience,ShenyangofLiaoningProv．１１００１６,China;

２．CASKeyLaboratoryofNuclearMaterialsandSafetyAssessment,ShenyangofLiaoningProv．１１００１６,China)

Abstract:ChromiumcoatingZrＧbasedcladdingbecamethemostadvancedandmaturesolutionfor
ATFfuelrodduetotheenhancedwearresistanceandthecorrosionresistanceinhightemperature
steam．ThepreparationandperformanceevaluationofCrcoatingonzirconiumalloytubeshave
attractedmuchattentionfrombothresearchersandcompaniesofnuclearpowerinthelastfewyears．
ItiscriticaltoobtaindenseCrlayerwithfineadhesiontothesurfaceofZrＧbasedcladdingto
maximizetheprotectioneffectofCrcoating．Inpresentwork,aspecialmagnetronsputtering
equipmentforlongpipesamplecoatingareappliedtoprepareCrcoatingwiththicknessof１０μmto
１５onzirconiumalloytubes．ThemicrostructuresofcoatingarecharacterizedbySEMandXRD．The
hightemperaturesteamoxidationtestwasalsocarriedouttoevaluatetheprotectiveeffectofCr
coatingon Zralloy．This workaimstostudytheinfluenceofsputteringparametersonthe
microstructure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the coating,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forthe
developmentofpreparationtechnologyofCrcoatingonfullＧlengthcladdingtubes．
Keywords:Chromiumcoating;Zirconiumalloycladdings;Hightemperaturesteamox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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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FＧ１钢激光焊接工艺、组织及力学性能研究

廖洪彬１,武兴华１,王晓宇１,杨国平１,胡志强１,
秦　超１,张　宽１,吴世凯２,祁小勇３

(１．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２．北京市激光应用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北京１００１２４;

３．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武汉４３０２２３)

摘要:汇总分析了聚变堆包层用中国低活化铁素体马氏体钢(CLFＧ１)钢５mm 到１７mm 激光单次自熔焊接,５mm 激

光填丝焊以及３５mm 厚板激光窄间隙填丝焊接工艺、接头组织和力学性能结果,同时结合聚变堆包层制造要求探讨

了各种焊接工艺的适用性.结果表明:激光自熔焊接的适用性最强,但需要严格控制焊缝表面缺陷,而激光填丝焊接

适用于对焊缝外观成型要求高而深度小的焊缝,而激光窄间隙填丝焊接适合深宽焊缝焊接以及焊缝修补,但还需要进

一步开展改善焊缝冲击性能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CLFＧ１钢;激光焊接;组织;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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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２０１７YFE０３００６０１)

在磁约束核聚变装置中,产氚包层(简称包层)是实现氚自持(燃料循环)和完成能量转换的核心

部件,是实现聚变能应用的关键载体,直接面对等离子体,服役在强中子辐射、高温、高压、高磁场、循
环热载荷等多物理场复杂环境中.低活化铁素体/马氏体(ReducedActivationFerritic/Martensitic,

RAFM)钢由于具有较低的热膨胀系数、高的热导率、优良的抗肿胀和抗辐照脆性能力等而被选为国

际热核聚变反应堆(ITER)的测试包层(TBM)结构材料,也是未来聚变堆包层的首选结构材料[１,２].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经过多年研究,成功自主开发出含氮 RAFM 钢———中国低活化铁素体马氏体

钢(CLFＧ１)[３Ｇ６].
由于包层结构复杂紧凑,使役环境苛刻,对焊接结构设计、焊接实施具有很多结构和工艺限制,且

对焊接质量要求非常高,因此,焊接问题是RAFM 钢应用的一大技术难点[７].鉴于此,针对包层的连

接技术,国内外都开展了广泛的研究[８,９].而CLFＧ１钢也基于中国氦冷固态陶瓷增殖剂产氚实验包层

模块(HCCBTBM)的研制开展了大量激光焊接工艺研究[３,１０].本文基于前期作者所在单位以及合作

单位一起开展的５mm 到１７mm 激光单次自熔焊接[１１,１２],５mm 激光填丝焊接以及３５mm 激光窄间

隙填丝焊接等激光焊接[１３]工艺结果,系统对比了各厚度和方法的组织和性能结果,并结合ITER实验

包层的应用需求,对各种激光焊接方法在聚变堆包层中的适用性以及接头性能的进一步评价进行分

析,为后续工艺研究、性能评价以及应用提供参考.

１　CLFＧ１钢激光焊接工艺及焊缝宏观形貌

CLFＧ１钢是由 T９１传统耐热合金基于低活化的要求改性而来,其主要成分见表１,熔炼、锻造及

热处理生产工艺,组织及常规力学性能等基本要求已形成核聚变专项标准[１４,１５].CLFＧ１钢合金元素

含量较高,焊缝金属流动性差,容易出现未熔合、气孔等缺陷,焊缝淬硬倾向大,易发生焊接冷裂纹,因
此,首先需要通过工艺研究,确定焊缝形貌及内部缺陷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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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CLFＧ１钢主要成分及含量

元素 C Cr W Mn V Ta N

含量/％(质量分数) ０．０８８ ８．５４ １．３４ ０．６２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０２１

激光单次自熔焊接(SPLW)影响焊缝成型的主要因素有焊前坡口表面处理,预热,焊接功率、速
度、离焦量、保护气体流量及吹气方式等.焊接工艺参数直接影响焊缝的外观形貌,内部宏观缺陷以

及焊缝组织状态.文献[１１,１２]等研究表明,对于CLFＧ１钢中厚板焊接,为达到深熔焊的效果,需要采用

负离焦,离焦量为２mm.而图１给出能够实现单面焊双面成型,而且焊接过程稳定的不同焊接厚度

的焊接功率与焊接速度关系,焊接设备及其他参数见文献[１１].可以看出,在现有设备功率１５kW 极

限条件下,自熔焊能够实现从５mm 到１７mm 的焊接.但在焊接实践中发现,施焊厚度超过１３mm
时,焊接穿透厚度主要通过调整施焊速度实现,焊接过程稳定性较差,容易出现焊接宏观表面缺陷,如
咬边和凹陷,见图２所示.

图１　激光单次自熔焊焊接厚度与工艺参数的关系

　　　
图２　激光单次自熔焊接接头宏观形貌

(１３mm:１５kW,２．４m/min;１７mm:１５kW,１．４m/min)

激光填丝焊接(SPFLW)是在激光单次自熔焊接的基础上送入焊丝,用焊丝来补偿较大装配间隙

及焊接飞溅、烧损等造成的焊缝金属缺失,从而保证焊缝成形质量.图３是厚度５mm 的CLFＧ１钢板

材,对接焊缝,采用１kWIPG光纤激光器,送丝速度约为焊接速度１．１倍,焊丝直径１mm 的焊缝宏

观形貌.可以看出,焊缝正面和背面均比较饱满,未发现凹陷和咬边等缺陷,焊接过程稳定性良好.

图３　CLFＧ１钢５mm 激光填丝焊接头宏观形貌

受现今激光焊接设备能力以及激光焊接特性的限制,SPLW 及SPFLW 的焊接厚度有限,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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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厚板焊接.而激光窄间隙填丝焊接(NGLW)通过激光打底加窄间隙填丝能够实现厚板焊接,而且

相对于手工电弧焊接和氩弧焊接等具有焊接坡口窄、热输入小以及变形小等优势,适合于焊缝质量要

求高而施焊空间受限的工件焊接.如图４所示为CLFＧ１钢３５mm 激光窄间隙填丝焊接焊缝形貌,施
焊参数见文献[１３].可以看出,焊缝窄间隙填丝过程稳定,焊缝宽度仅为５mm 左右,变化较小,但最

后的盖面焊接时,焊缝宽度增大,需要采用多道焊接,焊缝外观成形较差,容易产生咬边以及未完全填

充坡口等缺陷.

图４　CLFＧ１钢３５mm 激光窄间隙填丝焊缝形貌

采用X射线对１０mm 的SPLW、５mmm 的SPFLW 和３５mm 的 NGLW 焊缝进行体探伤,评估

内部缺陷,需要说明的是,NGLW 焊接上表面质量较差,因此,采用铣加工去除上表面后进行体探伤.
结果表明,所有类型焊接接头中均未发现裂纹,说明CLFＧ１钢焊接裂纹敏感性低,而且也为发现未焊

透、未熔合和固体夹杂三类缺陷.SPLW 和 NGLW 中,未发现链状气孔以及直径超过１mm 的气孔

缺陷,而SPFLW 焊缝未发现链状气孔但有少量直径超过１mm 的气孔,见图５.

图５　CLFＧ１钢５mm 厚度SPFLW 射线探伤底片

２　CLFＧ１钢激光焊接接头微观组织

焊缝组织决定接头性能.激光焊接接头与其他熔化焊接一样,具有焊缝区(WZ)和热影响区

(HAZ)和母材(BM)三个不同组织区域.而CLFＧ１钢是马氏体析出强化钢,融化焊接后,焊缝组织均

为马氏体组织,碳、氮和合金元素等元素固溶于基体中,造成 WZ区域强度高但塑性差,需要通过合适

的焊后热处理工艺进行接头性能调整.通过前期研究结果初步确定CLFＧ１钢焊后热处理工艺温度为

９８３K,保温时间根据板厚确定[３],因此,本文的组织及力学性能均是在焊后热处理后进行观察和表征.
表２给出了不同厚度和激光焊接方法的各区域的宽度尺寸.SPLW 焊接５ mm、１０ mm 和

１３mm接头的 WZ宽度分别为０．７mm、０．８mm 和１mm,可见在５~１３mm 范围内,FW 宽度随焊接

厚度增加有一定的增加,但接头深宽比随厚度的增加而增大(从５mm 的７增加到１３mm 的１３),但

１７mm 的焊缝宽度增加到了１．５mm,深宽比反而下降到１１左右.SPLW 焊接５mm、１０mm 和

１３mm接头的 HAZ的尺寸变化不大,均为０．３mm 左右,而１７mm 的 HAZ为０．５mm.１７mm 的

WZ和 HAZ宽度变宽的原因可能是受设备能力限制,１７mmCLFＧ１钢的焊接速度降低到１．５m/min,焊
接热输入明显增大,造成焊接熔池增加,WZ变宽.SPFLW 的５mm 深度焊接宽度为１．２mm,核算

深宽比为４,热影响区为０．９mm.可见SPLFW 的深宽比明显比SPLW 的小,HAZ区也更宽.这是

因为,SPLFW 需要在焊接过中融化焊丝,因此,必然需要增大焊接热输入和采用正离焦焊接.

３５mmNGLW 焊接接头分为两部分,下部分是１３mm 激光单次自熔打底焊接,上部分２２mm 为

窄间隙填丝焊接,而且从图４可以看出,填丝焊接表面以下３mm 内,焊缝突然变宽,所以,表２中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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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NGLW 相关尺寸只是填丝焊接稳定部分(１９mm).可以看出,NGLW 的接头深宽比约为４,焊
缝 HAZ宽度约为０．８mm.NGLW 堆焊的热输入比SPLW 和SPLFW 都小,但堆焊过程中,但受单

次堆焊厚度和多次焊接热循环的影响,焊缝实际吸收的热输入量较大,造成 WZ及 HAZ增大.但与

文献[１６]中６mm 厚度 TIG焊接RAFM 钢接头对比,NGLW 的深宽比大而且 HAZ尺寸较小.

表２　CLFＧ１钢激光焊接接头截面尺寸

宽度/mm

焊接类型 SPLW SPLFW NGLW TIG

厚度/mm ５ １０ １３ １７ ５ １９ ６

WZ ０．７ ０．８ １ １．５ １．２ ５ ４．２

HAZ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５ ０．９ ０．８ １．５

图６给出１０mmSPLW、５mmSPLFW、NGLW 的 WZ和 HAZ以及母材CLFＧ１钢的显微组织.
图６(a)和图５(b)给出了１０mmSPLW 的 WZ和 HAZ显微组织.WZ组织为板条马氏体组织,呈现

一定柱状特征,组织粗大,平均晶粒尺寸约为４０μm,而 HAZ的组织为回火索氏体组织,部分晶粒粗

大,平均晶粒尺寸约为１０μm,晶界及晶内分布大量析出相.

图６　CLFＧ１钢激光焊接接头显微组织

(a)１０mmSPLW,WZ;(b)１０mmSPLW,HAZ;(c)５mmSPFLW,WZ;(d)５mmSPFLW,HAZ;

(e)NGLW,WZ;(f)NGLW,WZ;(g)NGLW,HAZ;(h)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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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c)和图５(d)给出了５mmSPFLW 的 WZ和 HAZ显微组织,可以看出,WZ组织为板条马

氏体,晶粒没有明显特征取向,平均晶粒尺寸约为３０μm,而 HAZ为细小均匀的等轴回火索氏体组

织,平均晶粒尺寸约为１０μm,同时,在 HAZ中也发现了明显的组织过渡区域.
图６(e)和图６(f)均为NGLW 堆焊区 WZ组织,前者为一次熔化区组织而后者为在堆焊过程中受

后续堆焊热影响的区域.可以看出一次熔化区组织为板条马氏体,晶粒粗大且呈现明显的柱状特征,
而热影响区域已发生完全再结晶,为回火索氏体组织,部分晶粒长大明显,为混晶状态,晶界及晶粒内

部分布了少量析出相.而 NGLW 的 HAZ组织的位置不同,其组织变化明显.靠近母材区域为回火

索氏体和铁素体的双相组织,而且部分铁素体晶粒长大,呈现明显的混晶状态.而靠近焊缝为回火索

氏体单相组织,组织均匀细小.NGLW 的单次热输入小,但会承受多次焊接热输入,累积热输入大,
造成 HAZ组织转变较大.靠近焊缝区域,其组织在焊接热输入的作用下直接发生奥氏体化,在随后

的冷却过程中转变为马氏体淬火组织,而在远离焊缝的区域,在焊接过程中未发生奥氏体化,但达到

了高温回火温度,碳化物开始大量析出,板条界和亚晶界消失,原回火马氏体转变为铁素体,而在多次

热循环的作用下,高温过回火组织明显.而图６(h)给出了CLFＧ１钢母材的显微组织,可以看出,组织

细小均匀,为回火马氏体,平均晶粒尺寸约１５μm.

３　力学性能

图７给出了各种激光焊接方法及焊接厚度焊接接头的显微维氏硬度值.可以看出,经过７１０℃
焊后热处理后,所有焊接类型和焊接厚度的 WZ硬度值均大于母材.而对比不同焊接方法的硬度值,
可以看出,SPLW 的 WZ硬度分布均匀,WZ与 HAZ衔接地方硬度变化剧烈,无过渡区域,说明焊缝

熔合线很窄,这与前面的组织结果一致,HAZ的硬度与母材相当,发生明显的软化现象.而SPLW 不

同厚度的硬度差异大,５mm 的最大,达到了３８０HV,而１０mm 的最小为２６０HV,而１３mm 的达３５０
HV左右.关于该硬度差异大的原因,将在随后的研究中进行分析.而SPFLW 的 WZ为３５０HV,
而 HAZ的硬度具有明显的过渡区域,靠近焊缝处硬度高,靠近母材处硬度低.NGLW 的 WZ的硬度

波动较大,而且 HAZ的硬度呈现明显的过渡区域.NGLW 的 WZ区域包含两类组织,一部分为焊接

组织,而另一部分为受后续焊接热影响的组织[图６(e)和图６(f)],因此,会造成在 WZ硬度的波动,具
体的,焊接组织区域的硬度高,而受后续焊接热影响区域硬度相对低.

对比不同焊接类型的FA和 HAZ的硬度结果,可以得出,对于所有类型的激光焊接,由于焊接速度

快,热输入小,焊缝一次凝固组织均为马氏体,硬度高,而 NGLW 中二次热影响的凝固组织硬度相对较

低.SPLW、SPFLW 和NGLW 三种焊接方法的热输入依次减小,而 HAZ的宽度减小,HAZ中过回火区

域增宽,硬度上表现为硬度变化的过渡区域增宽,同时出现了硬度低于母材的区域(NGLW 接头).

图７　SPLW、SPFLW 和 NGLW 焊缝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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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给出了CLFＧ１钢不同焊接类型及厚度的室温及５５０℃高温拉伸性能,可以看出,SPLW 和

SPFLW 的接头室温和高温的试样断裂位置均为母材,说明焊接接头强度高于母材.而 NGLW 的室

温拉伸断于热影响区,抗拉强度为６４５MPa,屈服强度为４９２MPa,延伸率２４％,强度比该批母材的

６８０MPa低了约３０MPa,但５５０℃高温强度高于母材.

表３　CLFＧ１钢激光焊接接头拉伸性能

温度 性能类型 SPLWＧ１０mm SPLWＧ１３mm SPFLWＧ５mm NGLWＧ３５mm

室温

抗拉强度/MPa ６６１ ６４０ ６９５ ６４５

屈服强度/MPa ５１５ ４９４ ５４５ ４９２

延伸率/％ ２１ ２５ １７ ２４

断裂位置 母材 母材 母材 热影响区

５５０℃

抗拉强度/MPa ３５３ ３７５ ４１５ ３８０

屈服强度/MPa ３４４ ３３５ ３７１ ３４０

延伸率/％ ２８ ２２ １５ ２０

断裂位置 母材 母材 母材 母材

CLFＧ１钢作为包层结构材料,冲击性能也是其接头必须表征的性能.冲击性能测试均采用 V 形

冲击试样,试样轴向垂直于焊缝.由于１０mm 及以下厚度焊缝无法加工１０mm×１０mm×５５mm 的

标准冲击试样而需要采用缩比尺寸试样,因此,性能对比主要与相同规格的母材进行比较.表４给出

了CLFＧ１钢激光焊接接头室温冲击吸收功.可以看出,SPLW 和SPFLW 的 WZ和 HAZ的冲击吸收

功均能达到母材的８０％以上.而 NGLW 的 WZ冲击吸收功离散性较大,最小仅为２４J,最大达到母

材５０％左右,而 HAZ的冲击功大于８０％母材.对于 NGLW 的 WZ冲击功低及离散性大的问题,文
献[１３]认为与 WZ区域的粗大马氏体组织以及存在一次凝固组织和二次热影响凝固组织有关.

表４　CLFＧ１钢激光焊接接头室温冲击吸收功(单位:J)

位置 SPLWＧ１０mm SPLWＧ１３mm NGLWＧ３５mm SPFLWＧ５mm

WZ １３５ ２０８ １２０、２４、１４３ ２６

HAZ １３２ ２３３ ２１３ ２８

BM １４２ ２６７ ２６０ ２４

４　CLFＧ１激光焊接在包层中的适用性讨论

CLFＧ１钢是针对包层而开发的低活化铁素体马氏体钢,包层由于结构复杂,不能一次成型制造,
必须要采用连接技术.而包层是压力容器且使役环境苛刻,只允许采用熔化焊融化焊接,并且对接头

成形、组织均匀性和力学性能要求高.
从上述对CLFＧ１钢SPLW、SPFLW 和 NGLW 焊接接头的外观形貌、工艺稳定性、接头组织和常

规力学性能研究,可以看出,SPLW 焊接热输入最小,接头 WZ和 HAZ组织均匀,接头强度高和冲击

性能好,但对于焊接装配要求高,容易出现焊缝表面缺陷,同时,受制于现在的设备激光功率,焊接厚

度不超过１５mm,更厚的焊接工艺稳定较差.而SPFLW 焊接厚度受限但外观成形好,对装配间隙要

求较低,焊缝宽度较宽,接头 WZ组织均匀,HAZ较宽,接头强度高,冲击性能好,适合于对焊缝外观

成型要求高而深度小的焊缝.NGLW 的热输入大于SPLW 和SPFLW,但低于 TIG焊接,能够实现

比 TIG焊接更高深宽比的窄间隙焊接,但焊接容易出现内部和表面缺陷,工艺控制要求严格,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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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分析和力学性能综合分析,NGLW 的 WZ有粗大马氏体组织,而且组织呈柱状晶粒特征,造成接

头强度偏低,冲击性能差且不稳定,而包层需要在辐照环境中使用,材料经辐照,强度上升而韧性变

差,因此,初始需要有足够的冲击韧性余度,因此,在 NGLW 使用时需要严格进行工艺控制.同时,

NGLW 可以作为对SPLW 和SPFLW 的缺陷修补工艺.
本文中所述结果均为初步评估结果,但基于工艺研发,各种焊接方法的成形、组织和力学性能都

还可以进一步改善或调整.比如,对于FPFLW 和 NGLW,本文均采用的是母材作为填充材料,未进

行针对性的填充材料优化;另外,本文的接头硬度均较高,还可以通过焊后热处理工艺优化来调整接

头组织及强韧配合.

５　结论

本文通过对CLFＧ１钢SPLW、SPFLW 和 NGLW 三种激光焊接方法的不同厚度的焊接接头的工

艺、组织和常规力学性能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１)SPLW 和SPFLW 的 WZ及 HAZ的组织均匀,接头强度高、韧性好;而 NGLW 能够实现比

TIG更大深宽比的深熔焊接,但接头组织和力学性能,尤其是冲击性能还有待改善.
(２)三种激光焊接方法在包层中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SPLW 适用性最强,但需要严格控制焊缝

表面缺陷;SPFLW 适用于对焊缝外观成型要求高而深度小的焊缝;NGLW 适合深宽焊缝焊接以及焊

缝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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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laserweldingtechnologies,microstructure
andmechanicalpropertiesofCLFＧ１steel

LIAO HongＧbing１,WUXingＧhua１,WANGXiaoＧyu１,
YANGGuoＧping１,HUZhiＧqiang１,QINGChao,ZHANGKuan１,

WUShiＧkai２,QIXiaoＧyong３

(１．SouthwesternInstituteofPhysics,Chengduof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４１,China)
(２．Beijing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laserTechnology,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１２４)

(３．WuhanHuagongLaserEngineeringCo．,Ltd,WuhanofHubeiProv．４３０２２３,China)

Abstract:Thelaserweldingtechnologies,jointmicrostructureand mechanicalpropertiesoflow
activationferrite martensitesteel (CLFＧ１)usedinfusionreactorblanketaresummarizedand
analyzed,including５mmto１７mmsinglepasslaserwelding(SPLW),５mmsinglepassfillerwire
laserwelding(SPFLW)and３５mmnarrowＧgaplaserwelding(NGLW)．Theapplicabilityofvarious
weldingprocessesisdiscussed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soffusionblanket．SPLW hasthe
strongestapplicability,butitneedstostrictlycontrolthesurfacedefectsoftheweldingline．
SPFLWissuitableforweldswithhighappearanceandlowdepthwhileNGLWissuitablefordeep
andwideweldweldingandweldrepair,butfurtherresearchworkisneededtoimprovetheimpact
energyoftheweldingline．
Keywords:CLFＧ１steel;Laserwelding;Microstructure;Mechanical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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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球磨对内氧化法制备ODSＧFeCrAl合金性能的影响

李　静１,吴飒建１,２,熊良银１,王永利１,杨　英３,刘　实１

(１．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６;

３．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在内氧化方法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的基础上,考察粉末氧化处理后加入８h的球磨,其对合金微观组织和力学

性能的影响.利用SEM、TEM 和tＧEBSD等检测方法对合金显微组织和孔隙率、氧化物析出相形貌和物相组成以及

合金力学和韧脆转变性能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短时球磨大幅降低内氧化方法制备 ODS合金的晶粒尺寸,降低合

金的孔隙率,提高合金的高温力学强度,降低合金的韧脆转变温度.短时球磨在不增加合金氧、氮含量的同时,有效改

善 YＧAlＧO氧化物弥散相的分布,而不影响氧化物相的组成.

关键词:短时球磨;ODSＧFeCrAl;内氧化法;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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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与经济性事关核电产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核燃料更是核电安全的关键.事故容错燃料

(AccidentTolerantFuel,ATF)是为提高燃料元件抵御严重事故能力而开发的新一代燃料系统,氧化

物弥散强化(OxideDispersionStrengthened,ODS)FeCrAl合金因其具有优异的抗氧化能力和抗腐

蚀性能、较低的辐照肿胀率,已成为 ATF包壳的候选材料之一[１].

ODSＧFeCrAl合金的制备以机械合金化(MechanicalAlloying,MA)法为主,制备工艺包括三个

阶段:１)合金雾化制粉;２)与纳米级 Y２O３ 粉末混合,利用高能球磨 MA;３)利用热等静压(Hot
IsostaticPressing,HIP)或热挤压工艺完成合金的热固结,随后对合金进行热加工.其中,MA 是使

合金析出纳米氧化物的关键步骤,但由于粉末合金化需要的球磨时间较长,从几十小时到上百小时,

MA过程中碳、氮杂质污染不可避免,限制了 ODS合金的生产效率和产量[２,３].作者从纳米氧化物生

成机制出发,设计研发出省略 MA 工艺、可大批量(≥５０kg/批次)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的内氧化

法[４],并利用该方法制备出具有较高力学性能,持久、抗蠕变、抗氧化性能优异的 ODSＧFeCrAl合金棒

材[５],在不显著影响合金制备效率的基础上,本文在对FeCrAl合金粉末氧化后加入短时间的球磨,旨
在考察短时球磨对内氧化法及内氧化法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１　实验

１．１　合金制备

内氧化法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的描述详见文献[５],合金命名为 OXＧ２.另取已经氧化预处理的

合金粉末进行短时球磨,在球料比为１０∶１、高纯氩气保护下球磨８h,粉末真空封装后在１１５０℃、

１６０MPa条件下热等静压３h,为便于区别,短时球磨制得的合金命名为 MOXＧ２.合金去包套后,采
用旋锻＋每道次热处理方式加工合金,在确保两种合金具有相同变形工艺的前提下,制得直径１２．５mm
的棒材,最后对棒材进行７００ ℃/空气/１h热处理(HeatTreatment,HT),得到 HT 态的 ODSＧ
FeCrAl合金棒材,在棒材上任意取一段,进行化学分析,合金成份列于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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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ODSＧFeCrAl合金组成[％(质量分数)]

合金 Fe Cr Al Ti W V Y O N

OXＧ２ Bal． １５．８２ ４．５３ ０．６３ ２．０３ ０．５６ ０．５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０７

MOXＧ２ Bal． １５．９２ ４．６９ ０．５９ ２．０７ ０．５３ ０．５２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５

１．２　性能检测

合金金相显微组织利用ZEISSAxioObserverZ１光学显微镜观察.合金孔隙和断口形貌利用

FEIQuanta５５０扫描电镜分析,工作电压２０kV.JEMＧ２１００透射电镜观察合金中氧化物析出相形

貌,工作压力２００kV,使用２０％ HClO４＋８０％ C２H５OH(体积分数)电解液在Tenupol５设备上双喷

制备 TEM 样品.利用ZEISSMerlinCompact扫描电镜配合 NordlysNano探测器进行氧化物析出

相的tＧEBSD检测,使用的试样为 TEM 样品.合金中 O、N元素含量利用LECOTCHＧ６００氮氧氢分

析仪测定.
沿平行于 ODSＧFeCrAl合金锻造方向截取一段棒材,制备标距长３０mm、ϕ５mm 圆柱形拉伸试

样,分别依据国标GB/T２２８．１—２０１０和GB/T２２８．２—２０１５在 MTSE４５．１０５电子万能试验机上进行

室温和高温拉伸强度测试,拉伸速率为(１~２．２)×１０－４s－１.冲击试验依据国标 GB/T２２９—２００７在

平行于合金锻造方向上取样,加工试样尺寸１０ mm×５ mm×５５ mm,V 型缺口,２ mm 深度,在

AMSLERRKP４５０试验机上完成,冲击温度从－８０℃到３２５℃.

２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２．１　合金孔隙率

图１所示为两组ODS合金从 HIP态锻造成棒材的工艺过程中孔隙率随加工形变的变化曲线,可
以看到,合金孔隙率在 HIP及随后加工中基本保持不变,只在小范围(１０％)内波动,表明氧化法制备

的 ODSＧFeCrAl合金的致密化在 HIP过程已基本饱和.HIP工艺中随着温度和压力逐渐增加,粉末

颗粒经过重排、塑性变形和破碎,捏合在一起,致密化程度增加;在高温高压作用下,颗粒间相互扩散、
相互填充程度增加,开始消除孔隙.制备OXＧ２合金所用的粉末未经过机械球磨,粉末基本呈球形,粉
末形状单一,导致压制过程粉末的接触面积相对较低,压制后合金孔隙尺寸如图所示最大达２．６μm,
且形状不规整.而在粉末氧化后加入短时球磨制备的合金 MOXＧ２,其孔隙尺寸和孔隙率明显降低,
孔隙球化,尺寸降到０．７μm.粉末氧化后加入球磨,合金粉末被破碎,粒度分布加宽,粉末表面能增

加,从而粉末烧结活性增加,扩散界面增加,大大提高合金化过程的致密度[６].

图１　ODSＧFeCrAl合金孔隙率随加工形变的变化曲线

在 ODSＧFeCr合金的性能研究中,Franke得到３％数值的孔隙率是合金机械性能开始恶化的临

界点[７].本实验的孔隙率远低于这一数值,热等静压后样品的致密度均大于９９．５％,可以预测氧化＋
短时球磨制备的 ODSＧFeCrAl合金中孔隙率对性能的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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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HIP态合金显微组织

图２所示为 ODSＧFeCrAl合金在热等静压后的显微组织.从图２(a)可以看出,内氧化制备的

OXＧ２晶粒边界轮廓较圆滑,接近合金原始粉末颗粒的大概轮廓.短时球磨后,MOXＧ２合金的晶粒尺

寸显著降低,晶粒边界曲折,无明显的圆滑晶界,高温高压下颗粒的塑性变形充分,且存在形成机械合

金化制备的晶粒双峰尺寸分布的趋势.本人的前期研究证明,用内氧化方法预处理后的合金粉末表

面上弥散分布着纳米尺寸的氧化物 Al２O３、Y２O３ 等,这些均匀分布在粉末表面的氧化物在 HIP过程

中限制粉末颗粒的塑性变形,阻碍粉末之间晶界迁移,从而导致 HIP后的合金依然保留原始粉末颗

粒边界(PPB).短时间的球磨破坏了合金粉末表面的完整性,减小颗粒尺寸的同时,使得生成纳米氧

化物析出相所需要的 Al、Y等元素再次回溶到合金内部,促进表面富集的 O含量向内部扩散,破坏了

HIP过程中合金的PPB对晶粒形核和生长的限制.

图２　ODSＧFeCrAl合金 HIP态显微组织

(a)OXＧ２;(b)MOXＧ２

２．３　HIP态合金氧化物形貌及物相分析

如表１所示,MOXＧ２合金的元素组成与OXＧ２的基本一致,８h内球磨对粉末及合金O、N含量无

影响.但对其氧化物析出相进行 TEM 观察,发现与文献[５]OXＧ２的结果相比,MOXＧ２中最小氧化

物析出相的颗粒尺寸从８nm 减小到３．５nm,平均颗粒尺寸从３４nm 降低到３１．８nm,数密度从１．８×
１０２１ m－３提高到２．５４×１０２１ m－３.短时球磨的加入使得合金中氧化物的分布向晶粒内部迁移,弥散更

加均匀.氧化物析出相主要为球形颗粒,尺寸分布较广,分别选取图３中尺寸约为１００nm 和１５nm
的氧化物颗粒进行衍射花样标定,结果显示:大尺寸颗粒主要是体心立方结构的 Y２O３ 相(空间群

Ia－３),计算得到的面间距d(１２１
_
)＝d(１

_
２１

_
)＝４．３８Å,d(２

_
００)＝５．４３Å;小尺寸析出相主要是体心立方结

构的 Y３Al５O１２相(空间群Ia－３d),计算的面间距d(０１
_
１)＝８．５３Å,d(２１

_
１)＝４．９２Å,d(２００)＝６．００Å.由

于 OXＧ２和 MOXＧ２合金的热等静压参数一致,在 OXＧ２合金中容易出现的析出相团簇,在 MOXＧ２合

金中也存在,为了降低出现氧化物团簇的概率,后期利用氧化法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时需适当降低

HIP工艺的温度或时间.

图３　MOXＧ２合金氧化物析出相形貌

(a)形貌及选区衍射斑;(b)尺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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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MOXＧ２合金中氧化物tＧEBSD物相分析

图４所示为 MOXＧ２合金氧化物析出相的成分分析,与传统EBSD技术相比,tＧEBSD的空间分辨

率更高:５~１０nm,通过菊池(Kikuchi)花样的标定可分辨不同组成的纳米氧化物,直接获得纳米相信

息.分析结果显示合金的析出相主要是体心立方结构的 Y３Al５O１２和少量的 Y２O３;基体为 FeCr、

FeAl和Fe２AlCr合金混合物.由于探测器采集的是穿透样品后的电子衍射信号,反映底层晶粒的特

征,因此大颗粒的 Y２O３ 在检测过程中无法准确标定

通过对氧化物析出相的分布和物相的研究发现,短时球磨可以提高氧化物析出密度,增加氧化物

弥散均匀分布,但是不能改变氧化物的组成.同时,与 OXＧ２合金一样,MOXＧ２合金的析出相也观察

不到碳、氮化合物夹杂和 Al２O３ 颗粒.

２．４　HT态合金力学性能

图５所示为 ODSＧFeCrAl合金棒材从室温到高温的力学测试结果.两种合金的强度随温度的变

化趋势相同,随着温度升高,拉伸和屈服强度逐渐降低.测试温度低于６００℃时,MOXＧ２合金的屈强

比轻微低于 OXＧ２合金的屈强比,表明 MOXＧ２的塑性较好.温度高于６００℃后,MOXＧ２合金屈强比

随温度的降低速度低于 OXＧ２合金的变化,在强度数值上表现为高温强度性能下降缓慢,高温区间段

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在延伸率上,MOXＧ２合金在低温区略好于 OXＧ２合金,而在高温时大幅低于

OXＧ２合金,且在６００~８００℃区间出现峰值.这种延伸率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呈抛物线形式变化在商

用 ODSＧFeCrAl合金PM２０００的研究中也报道过[８].短时球磨导致合金晶粒细化,纳米析出相密度

增加,对位错、晶界迁移的钉扎作用增强,因此 MOXＧ２合金相对于 OXＧ２合金出现较好的强塑性匹配

特征.

　　　(a)

　

　　　(b)

图５　ODSＧFeCrAl合金的力学性能

(a)强度;(b)延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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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为 ODSＧFeCrAl合金室温拉伸断口形貌.两组合金的延伸率均在１０％以上,所以室温时的

拉伸断口主要是由细小的韧窝组成,韧窝底部可观察到大量第二相粒子,合金内部存在的位错在拉伸

过程中于析出相、晶界、缺陷处形成位错塞积群,在应力集中处诱发微孔洞萌生和长大,导致合金发生

缩颈和断裂.断口形貌表明 MOXＧ２的组织均匀性高于 OXＧ２合金.

图６　ODSＧFeCrAl合金室温拉伸断口形貌

(a)OXＧ２;(b)MOXＧ２

２．５　HT态合金韧脆转变

图７所示为 ODSＧFeCrAl棒材随温度变化的冲击韧性曲线.可以看到,OXＧ２和 MOXＧ２棒材在

不同测试温度时的冲击功均比较集中,表明内氧化法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棒材的成份组成较为均

匀.虽然 OXＧ２合金在热等静压压制后存在PPB,但在后续热加工中,PPB被破碎,元素成份、合金组

织趋于均匀化,从而使得对吸收功的响应较集中.对冲击能量进行Boltzmann拟合,OXＧ２合金的韧

脆转变温度(DBTT)和上平台能(USE)分别是１７５ ℃和４３．８J,MOXＧ２的 DBTT 和 USE 分别是

１０６℃和５６．２J.相同合金组成、相同制备工艺条件下,MOXＧ２合金的DBTT显著降低,USE显著增

加,这主要是因为短时球磨导致的合金晶粒尺寸降低,裂纹在冲击过程中扩展路径的曲折程度增加.
此外,MOXＧ２合金从塑性向脆性的转变速率显著低于 OXＧ２,短时球磨的加入从本质上改善了合金低

温加工的稳定性和使用过程的安全性.

图７　ODSＧFeCrAl合金的冲击韧性曲线

图８所示为两种 ODSＧFeCrAl合金分别在脆性区、韧脆转变区和韧性区的断口形貌.室温时断

口呈现明显的河流状和舌状花样,部分区域存在少量撕裂棱和二次裂纹,表现为准解理断裂特征,断
口平面较为平坦,对裂纹扩展阻碍作用较弱.MOXＧ２具有更密集的河流状花样,主要因为合金晶粒

尺寸降低.随着温度增加,断口处韧窝数量增加,当OXＧ２温度为１７０℃、MOXＧ２为１００℃时,结晶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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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与河流花样比例接近和大于５０％,断口在裂纹扩展中的吸收能力增强.高温时,合金断口表现为明

显的韧性断裂,结晶区受正应力,断口均由小而浅的等轴韧窝组成,且存在明显的撕裂棱.

图８　ODSＧFeCrAl合金不同温度下的断口微观形貌

(a)OXＧ２,２０℃;(b)OXＧ２,１７０℃;(c)OXＧ２,３２０℃;(d)MOXＧ２,２５℃;(e)MOXＧ２,１００℃;(f)MOXＧ２,２５０℃

３　结论

内氧化法＋短时球磨制备 ODSＧFeCrAl合金,在不显著降低制备效率的前提下,得到如下结论:
(１)短时球磨通过破坏氧化粉末原始颗粒边界来增加热等静压态合金的致密度,降低孔隙率.
(２)短时球磨提高纳米氧化物的弥散均匀性,提高析出相数密度,但不改变氧化物析出相的组成.
(３)短时球磨提高合金的室温和高温力学强度,使得延伸率适中.
(４)短时球磨通过减小合金的晶粒尺寸,降低合金的韧脆转变温度.
(５)与机械合金化方法相比,氧化＋短时球磨提高制备效率,且制备过程真实实现氧含量的控制,

为开展研究 ODS合金中纳米氧化物生成机制、氧含量对合金强化机制的影响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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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shortＧtimeballmillingonpropertiesof
ODSＧFeCrAlalloyfabricatedbyinternaloxidation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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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０２６,China;３．ChinaNuclearPowerTechnologyResearchInstitute,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０００,China)

Abstract:Basedonthefabricationofoxidedispersionstrengthened(ODS)FeCrAlalloybyinternal
oxidationmethod,theeffectofballmillingfor８hofoxidizedpowderson microstructureand
mechanicalpropertiesofthealloyisinvestigated．Themicrostructureandporosity,themorphology
andcompositionofnanometricoxideprecipitates,andthemechanicalpropertiesandductileＧbrittle
transitionpropertiesofthealloyareanalyzedbySEM,TEMandtＧEBSD,respectively．Theresults
showthatshortＧtimeballmillinggreatlyreducethegrainsizeandporosityofODSalloy．ThehighＧ
temperature mechanicalstrengthisimprovedandtheductileＧbrittletransitiontemperatureis
reduced．AndshortＧtermballmillingcaneffectivelyimprovethedistributionofYＧAlＧOnanometric
oxidedispersionwithoutincreasingtheoxygenandnitrogencontentsofthealloy,butdoesnotaffect
thecompositionoftheoxidephase．
Keywords:ShortＧtimeballmilling;ODSＧFeCrAlalloy;Internaloxidationmethod;Microstructure
andmechanical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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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Ｇ４合金疖状腐蚀各向异性的机理研究

谢世敬１,２,周邦新２,梁　雪２,刘文庆２,李　慧２,
李　强２,姚美意２,张金龙２,吴金平１,张于胜１

(１．西安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１６;２．材料研究所,上海大学,上海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将具有(０００１)[１０Ｇ１０]和(０００１)[１１Ｇ２０]织构的ZrＧ４片状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的过热蒸汽中腐蚀,结果显示

样品轧面(SN)主要发生均匀腐蚀,而平行于轧向的截面(SR)与垂直于轧向的截面(ST)主要发生疖状腐蚀,样品腐蚀呈

现各向异性特征.采用原子探针技术(APT)检测了氧化膜与基体界面(O/M)处的Sn分布.结果显示在疖状斑与基

体的界面处有明显的Sn偏聚,而均匀腐蚀氧化膜与基体处没有明显的 Sn偏聚.疖状斑对应基体的晶体取向靠近

(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均匀腐蚀氧化膜对应基体的晶体取向靠近(０００１).提出一个新的基于Sn在 O/M 界面偏聚的疖状

腐蚀机理,并认为ZrＧ４样品出现疖状腐蚀各向异性正是由于Sn在 O/M 界面偏聚的各向异性造成的.

关键词:ZrＧ４;Sn偏聚;疖状腐蚀;各向异性;原子探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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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小的热中子吸收截面、优异的耐腐蚀性能以及优异的力学性能,锆合金被广泛用作核燃料包

壳管.在沸水堆(BWRs)中,锆合金包壳管表面往往出现疖状腐蚀.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就陆续有

关于锆合金疖状腐蚀机理的研究报道.起初,很多研究者认为锆合金的疖状腐蚀与第二相有关[１Ｇ３].
但是Lunue和 Videm 的研究发现疖状腐蚀主要出现在晶界处,特别是在没有第二相的晶界处[４].而

Cheng等[５]的研究表明,疖状腐蚀与第二相以及晶界都没有关系,主要归因于锆合金中局部的合金元

素贫化,并且 Ogata[６]和 Weidinger等[７]的观点与Cheng的相似,认为疖状腐蚀主要出现在局部含合

金元素Fe、Cr和 Ni较少的区域.在１９８３年,日本学者 Kuwae等[８]提出锆合金疖状腐蚀与在氧化膜

与基体界面处形成的氢气有关,认为疖状腐蚀主要发生在氧化膜与基体(O/M)界面处氢气的压力超

过氧化膜承载极限而导致氧化膜破裂的位置,而 Rudling等[９]则认为疖状腐蚀与在尺寸大于１７５nm
的第二相下方形成的氢化锆有关.但是,在２０１１年,Franklin[１０]详细讨论关于 H 对锆合金疖状腐蚀

的影响,认为吸 H 对锆合金产生疖状腐蚀的作用很小,或者说没有影响.此外,Zhou[１１]认为疖状腐蚀

斑的形成与基体晶粒的晶体取向有关,并认为疖状腐蚀是一个形核与长大的过程,在其之后利用大晶

粒(０．２~０．８mm)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 ℃过热蒸汽中腐蚀的结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１２],Kim 等[１３]和

Charquet等[１４]利用小晶粒 ZrＧ４样品来研究耐疖状腐蚀性能时也说明这一点.Kruger[１５]则认为

ZircaloyＧ２的耐疖状腐蚀性能与基体中合金元素Fe、Cr和 Ni的固溶含量以及第二相大小有关系,当
过饱和固溶含量越高和第二相尺寸越小时,耐疖状腐蚀性能越好.

综合上述,学者们就第二相大小与分布、基体中固溶的合金元素含量、腐蚀吸氢、金属基体晶粒的

晶界以及取向等与锆合金疖状腐蚀可能有关的因素都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自对疖状腐蚀机理的认

识,但是并未达成一致,甚至有些观点相互矛盾,而专门对锆合金疖状腐蚀各向异性进行研究的文章

更少.而要对锆合金疖状腐蚀各向异性机理有所理解,则首先必须对锆合金疖状腐蚀机理有所认识.
可是近年来,关于锆合金耐疖腐蚀性能研究的报道明显不如过去多了,但是至今仍未给出对这个问题

的完美解释,这就促使我们需要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原子探针层析技术(APT)的发展,
以及近些年 APT技术在锆合金耐腐蚀性能方面研究的成功应用,使得从原子层面来分析疖状腐蚀的

形成机理成为可能.
本文选用具有(０００１)[１０Ｇ１０]和(０００１)[１１Ｇ２０]织构的ZrＧ４(ZrＧ１．１７SnＧ０．２３FeＧ０．１１Cr,％(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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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晶粒直径约５μm)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的过热蒸汽中腐蚀,比较轧面(SN),垂直横向的截

面(ST)以及垂直轧向的截面(SR)的耐疖状腐蚀性能差异.利用原子探针层析技术(APT)检测不同氧

化膜厚度部位 O/M 界面处的化学成分.提出与合金元素Sn在 O/M 界面偏聚相关的ZrＧ４疖状腐蚀

的机理,说明了ZrＧ４样品疖状腐蚀各向异性的原因.

１　实验方法

ZrＧ４(ZrＧ１．１７SnＧ０．２３FeＧ０．１１Cr,wt．％)合金片状样品的尺寸为(２４×１５×２)mm３,用８００＃ ,

１２００＃ 砂纸将样品表面磨平后,经１０％HF＋３０％HNO３＋３０％H２SO４＋３０％H２O (体积分数)的混

合酸酸洗,之后用自来水和去离子水冲洗,并吹干,再在５８０ ℃真空条件下完全再结晶退火１０h.

ZrＧ４样品晶粒尺寸约为５μm.将样品在０℃的２０％HClO４＋８０％C２H５OH 的溶液中电解抛光,参
数为２５VDC,３５s.利用携带背散射电子探头的Apollo３００扫描电子显微镜(EBSD)检测样品织构,
结果显示样品具有(０００１)[１０Ｇ１０]和(０００１)[１１Ｇ２０]织构,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ZrＧ４合金样品在５８０℃真空退火１０h后SN,SR和ST 面的{０００１},{１０Ｇ１０}和{１１Ｇ２０}织构因子

样品
fN fR fT

{０００１} {１０Ｇ１０} {１１Ｇ２０} {０００１} {１０Ｇ１０} {１１Ｇ２０} {０００１} {１０Ｇ１０} {１１Ｇ２０}

ZrＧ４ ０．８０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１３ ０．４６ ０．４１

样品经１０％HF＋３０％HNO３＋３０％H２SO４＋３０％H２O的混合酸酸洗,清洗,在去离子水中煮沸

之后,在５００ ℃/１０．３MPa的过热蒸汽环境的静态高压釜中腐蚀,定期从釜中取样.用光学显微镜

(OM)以及JSMＧ６７００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样品SN 和ST 面氧化膜的表面及截面形貌.
为了方便制备检测 O/M 界面元素分布的原子探针层析技术(APT)样品,尺寸为３５×１０×

１mm３的大晶粒(０．２~１mm)ZrＧ４样品同在上述环境的静态高压釜中腐蚀１h.利用 NanoLabTM６００
i聚焦离子束(FIB)制备APT针尖样品.O/M 界面平行针尖方向.利用３０kV,７．９~４．３nA的Ga＋

将块状小样品削成针状样品,最后选用５kV,４１pA的离子束抛光针尖样品表面.
利用LEAP４０００XHR原子探针来进行试验,实验进行时,样品真空保持在１０－８Pa左右,样品冷

却至－２２３℃,激光能量为６０pJ,样品由频率为２００kHz的绿光蒸发.实验所得数据由IVAS３．６．８
软件分析,重构原子分布时默认k参数为３．３,蒸发场为２０v/n.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腐蚀行为

图１是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１h和７０h后SN 和ST 面上氧化膜外表面

和截面形貌图,其中图１(a)和图１(c)是样品腐蚀１h和７０h后SN 面上氧化膜的外表面与截面形貌.
由于样品SR面的腐蚀结果与ST 面类似,所以,在这里只给出ST 面的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腐蚀１
h后,样品SN 面的氧化膜表面平整,只有极少地方出现局部氧化膜鼓包,如图中箭头指示区域,其对

应的３维立体图如图１(a)中右上角图所示,根据此形貌特征,认为这是疖状腐蚀斑.腐蚀７０h后,样
品SN 面的氧化膜表面依旧很平整,只有非常少数的地方出现鼓包,如图中箭头指示区域,其三维立体

图如图１(c)中右上角图所示,其呈瘤状特征,较平整部位稍稍凸起,这也是疖状腐蚀斑.因此,在腐蚀

过程中样品SN 面的腐蚀主要是以均匀腐蚀为主.图１(b)和图１(d)是样品腐蚀１h和７０h后ST 面

上氧化膜的外表面与截面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腐蚀１h后,在样品的ST 面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

疖状腐蚀斑,其横截面图如图１(b)中右上角图所示,可以看出表面氧化膜凸起的地方呈凸透镜状,这
是典型的疖状腐蚀氧化膜形貌特征.腐蚀７０h后,在样品的ST 面上形成了“山形”的氧化膜凸起,其
横截面图如图１(d)中右上角图所示,可以看出,此时氧化膜凸起呈现明显的凸透镜形貌特征,较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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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１h后所形成的凸起有明显的长大,并且其中含有很多的横向裂纹.因此,在样品ST 面的腐蚀

主要以疖状腐蚀为主.依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的过热蒸汽中腐蚀时

呈现疖状腐蚀各向异性,样品SN 面主要发生均匀腐蚀,而SR,ST 则主要发生疖状腐蚀.结合表１中

ZrＧ４合金样品SN、SR 和ST 面的织构因子,可以判断ɑＧZr的(０００１)晶面的耐疖状腐蚀性能较(１０Ｇ１０)
和(１１Ｇ２０)好.这与Zhou等[１２]和陈等[１６]利用大晶粒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

得到的规律一致.

图１　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１h和７０h后,SN 面 (a,c)与 ST 面 (b,d)上氧化膜的

外表面与截面形貌

图(a,c)中箭头所指区域的３D光学显微形貌图如图中右上角图所示,ST 面上氧化膜的横截面图

如图(b,d)中右上角图所示

２．２　O/M 界面的化学成分

从图１可以看出ZrＧ４样品在腐蚀１h后,SR和ST 面上就已形成了明显的疖状斑,其厚度较大,这
给制备 APT针尖样品带来不便.从Zhou等[１２]的实验结果可知,晶体取向在(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取向

附近的晶粒最终会在其表面形成疖状腐蚀斑.因此,用腐蚀１h后的大晶粒ZrＧ４样品来制备 APT针

尖样品,研究此样品中疖状斑下面 O/M 界面处与非疖状斑下面 O/M 界面处化学成分的差别.
图２为大晶粒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过热蒸汽中腐蚀１h后的氧化膜形貌图,其中图２(a)为氧化膜

的外表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氧化膜表面凹凸不平,其区域大小与晶粒尺寸一致.在氧化膜凹陷与

凸起的部位选择图中框“１”与“２”的位置,利用FIB垂直氧化膜表面方向分别切取氧化膜横截面,如图

２(b)和图２(c)所示.可见凸起部位的氧化膜厚度明显要比凹陷部位的厚,前者厚度约为１１μm,后者

厚度约为３μm,并且凸起部位的氧化膜中有许多的横向微裂纹,而凹陷部位的氧化膜中未发现明显

的微裂纹.根据Zhou等[１２]和陈等[１６]结果,可以判断,凸起部位氧化膜对应的基体晶粒的晶体取向靠

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取向,而凹陷部位氧化膜对应的基体晶粒晶体取向则靠近(０００１)取向,并且凸起

部位的氧化膜最终会发展为疖状斑,而凹陷部位对应的基体晶粒只发生均匀腐蚀.
图３是在氧化膜薄区(氧化膜凹陷部位)和氧化膜厚区(氧化膜凸起部位)制备的针尖样品中Zr

(紫色)、Sn(绿色)、ZrO(蓝色)、Fe(粉红色)、ZrH(红色)的分布,其中(a)图对应的是氧化膜薄区的样

品,(b)图对应的是氧化膜厚区的样品.从图中可以看到,两个样品中都含有ZrO富集的区域,即呈现

蓝色的区域.由于 O/M 界面起伏不平[１７Ｇ１９],氧化膜较脆易断,而针尖样品尺寸又在纳米尺度,因此,
１８



图２　大晶粒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１h后氧化膜表面形貌(a),
(a)图中氧化膜凹陷部位“１”区域氧化膜的横截面图(b),(a)图中氧化膜凸起部位“２”区域氧化膜的横截面图(c)

在制备针尖样品过程中,极有可能只保留下非常小区域的ZrO区,就如图３(a,b)所示的那样.这些

ZrO富集区域应该就是氧化膜靠近 O/M 界面的区域,而其他区域则为基体.在分析时,垂直于每个

样品的ZrO富集层作一个直径为１０nm 的分析圆柱来分析不同区域的化学组成.在计算元素浓度

时,ZrO、ZrH 被分解为Zr、O、H 原子来统计.

图３　大晶粒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１h后,在氧化膜凹陷部位(薄的氧化膜区)
(a)和氧化膜凸起部位(厚的氧化膜区)(b)制备的针尖样品中Zr(紫色),Sn(绿色),ZrO(蓝色),

Fe(粉红色)和ZrH (红色)的分布.分析圆柱(直径为１０nm)如图中标记所示,箭头代表分析方向

图４给出了图 ３ 中分析圆柱中沿箭头方向的元素浓度.由于氧在 αＧZr中饱和固溶度为

２９at．％[２０],也可以用ZrO１－x(x＝０．５９)来表示.因此,根据图中氧浓度变化曲线,可以将分析圆柱分

成３层物质:锆氧化物ZrO１－x(０＜x＜０．５９)层,此层的氧含量CO值为２９at．％＜CO＜５０at．％,锆氧

固溶体Zr(O)(０＜CO＜２９at．％)层,以及锆基体.样品中没有检测到ZrO２ 层,这可能与ZrO２ 是硬

脆相,在制备 APT 针尖样品过程中容易断裂丢失有关.由于锆氧化物的稳定形式是 ZrO２,因此

ZrO１－x,Zr(O)层都可视为Zr向ZrO２ 相转变的过渡层,而ZrO１－x层与Zr(O)层的界面即为 O/M 界

面.在氧化膜薄区样品中,如图４(a)所示,合金元素Sn在ZrO１－x层、Zr(O)层以及基体层中的浓度几

乎一样,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氧化膜厚区样品中,如图４(b)所示,合金元素Sn的浓度曲线在

ZrO１－x层、Zr(O)层较基体层中的要明显些.在这两张图中,Fe与 H 元素的浓度曲线都不是很明显,
且看不出其在ZrO１－x层,Zr(O)层以及基体层中的差别.在图中没给出合金元素Cr的浓度曲线,这
是由于Cr元素的浓度较低,未得到足够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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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图３中氧化膜薄区样品(a)与氧化膜厚区样品(b)的分析圆柱中沿箭头方向的元素浓度曲线

图５　大晶粒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１h后氧化膜薄区样品(a)和氧化膜厚区

样品(b)的分析圆柱中Zr,ZrO,ZrH,Fe和Sn的三维分布图

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示分析圆柱中各元素原子的分布,图５给出分析圆柱中Zr、ZrO、ZrH、Fe和

Sn原子在三维空间的分布.从图５(a)可以看出,在氧化膜薄区样品的分析圆柱中,合金元素Fe、Sn
几乎均匀分布于ZrO富集层与基体层中,而 H 元素主要分布在基体中.而对于氧化膜厚区样品的分

析圆柱,如图５(b)所示,Fe与 H 元素的分布规律与其在氧化膜薄区样品的分析圆柱中的一样,但是,
合金元素Sn却不一样,其在ZrO富集区的浓度要高于在基体中的浓度.由此,认为合金元素Sn分

３８



布的不同可能是造成腐蚀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本文只讨论合金元素Sn对疖状腐蚀的影响,而

H 和Fe元素的作用将不讨论.
此外,从图５(b)还可以看出,在基体中靠近ZrO富集层的区域有一个厚度近为１９nm 的Sn元素

贫化层,而在离ZrO富集层较远的地方,Sn元素含量又有所增加.在这里,ZrO 富集层即为包含有

O/M 界面以及其过渡层(ZrO１－x层和Zr(O)层)的区域.因此,在腐蚀过程中,基体中的合金元素Sn
扩散至 O/M 界面并偏聚在此.

在腐蚀过程中,在 O/M 界面附近形成四方,体心立方和单斜结构氧化锆.这些锆氧化物的晶格

常数与Zr的晶格常数不同,所以必定在O/M 界面产生晶格错配,从而使得O/M 界面与自由表面、晶
界一样都是一个能量较高的区域.这将促使合金元素Sn从基体中扩散至 O/M 界面并偏聚于此.因

此,在５００℃过热蒸汽中腐蚀时,合金元素Sn也将会从基体中扩散出来并偏聚在 O/M 界面.
依据上述讨论,对于氧化膜厚区而言,由于其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在腐蚀过程

中,合金元素Sn将偏聚在 O/M 界面,之后,在这些晶粒上发生疖状腐蚀;相反,在氧化膜薄区中,由于

其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０００１),在腐蚀过程中,在 O/M 界面偏聚的合金元素Sn不明显,所以在这些区

域将发生均匀腐蚀.至于合金元素Sn偏聚如何影响疖状腐蚀,将在下节中详细讨论.

２．３　疖状腐蚀各向异性机理

在锆合金的发展过程中,起初人们添加合金元素Sn是为了抑制N元素对锆合金耐腐蚀性能恶化

的影响.但是,当 N元素浓度可以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时,再添加更多的合金元素Sn,则会对锆合金的

耐腐蚀性能产生不利影响[２１,２２].Taylor等[２３]特别研究了合金元素Sn浓度对锆合金耐疖状腐蚀性能

的影响,结果显示,ZrＧ１．０Sn合金样品在５１０℃过热蒸汽中腐蚀时发生严重疖状腐蚀,但是ZrＧ１．０Fe、

ZrＧ１．０Cr和ZrＧ１．０Ni合金样品在同样的条件下腐蚀时,却几乎没有疖状腐蚀出现.他们也比较了ZrＧ
１．５SnＧ０．２CrＧ０．１Fe、ZrＧ０．６５SnＧ０．２CrＧ０．１Fe和ZrＧ０．２CrＧ０．１Fe三种合金样品在５１０℃过热蒸汽中腐蚀

时耐疖状腐蚀性能的差异,结果显示,第一种合金样品有严重的疖状腐蚀,第二种合金样品耐疖状腐

蚀性能明显要优于第一种合金的,但仍有疖状腐蚀,而第三种不含合金元素Sn的合金样品却几乎不

发生疖状腐蚀.因此,可以看出合金元素Sn对锆合金疖状腐蚀的发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

Zhou等[１２]利用大晶粒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过热蒸汽中腐蚀来研究不同晶体取向对锆合金疖状腐蚀的

影响,结果表明,在腐蚀１２h后,晶体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取向的晶粒表面出现疖状斑,而晶体

取向靠近(０００１)取向的晶粒表面则发生均匀腐蚀.对于晶粒尺寸细小的ZrＧ４样品,其(０００１)织构因

子越大的表面耐疖状腐蚀性能越好[１３,１４].这些结果说明,晶体取向也是影响锆合金耐疖状腐蚀性能

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本工作之后,本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也比较了具有相似织构的ZrＧ１．５６SnＧ
０．３６FeＧ０．１６Cr和ZrＧ０．７２SnＧ０．３２FeＧ０．１４Cr合金的耐疖状腐蚀性能的差别,结果表明,前者的耐疖

状腐蚀性能出现各向异性,样品SN 面发生均匀腐蚀,而SR,ST 面则出现疖状腐蚀,与本实验的现象

类似,而后者三个面上都发生均匀腐蚀,无疖状斑出现,腐蚀不呈现各向异性[２４].从这个结果可以看

出,当合金元素Sn含量较低时,晶体取向这个因素对锆合金疖状腐蚀的影响并没有显现出来.因此,
当锆合金含有适量的合金元素Sn时,在晶体取向这个因素的影响下,才会出现疖状腐蚀的各向异性,
即ZrＧ４样品出现疖状腐蚀各向异性可能是这合金元素Sn含量与晶体取向这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根据２．２节中的讨论可知,在氧化膜厚区的 O/M 界面处偏聚的合金元素Sn比在氧化膜薄区的

O/M 界面偏聚的明显,如图５所示.有报道表明,当合金元素Sn偏聚在铁[２５]以及钢[２６,２７]的晶界时,
会降低晶界间结合力,从而使得材料的热塑性变差.而Christensen等[２８]的计算结果也表明,当合金

元素Sn偏聚在Zr的晶界时也会弱化晶界强度.因此,当合金元素Sn偏聚在 O/M 界面时,也会使

O/M 界面的结合力降低.再者,当Zr转变为ZrO时,其PillingＧBedworth(P．B．)比为１．５６,这表明在

氧化膜中将会产生很大的压应力,而在氧化膜下面的基体中则会受到很大的拉应力[２９,３０],这两个应

力的方向相反,图６为 O/M 界面附近区域受力示意图,这样一来,则 O/M 界面将会受到剪切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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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O/M 界面附近区域应力分布状态示意图

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合金元素Sn偏聚的 O/M 界面将会比无明显合金元素Sn偏聚的 O/M
界面更易形成缺陷.而这些缺陷可以作为腐蚀介质的扩散通道,从而能加快腐蚀.再者,位错也能促

进相变[３１].因此,推测在疖状腐蚀氧化膜中将会分布着较多的位错.Park等[３２]利用高分辨透射电

子显微镜观察了氧化膜晶体结构一样的疖状腐蚀氧化膜和均匀腐蚀氧化膜中的位错数,结果显示疖

状腐蚀氧化膜中的位错数目明显多于均匀腐蚀氧化膜中的位错数.这在一定程度证实了前面的推

测.随着腐蚀的进行,缺陷迁移,聚集,最终形成横向微裂纹,这也就是为什么能在图２(c)中看到很多

横向微裂纹的原因,由此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 O/M 界面没有明显的合金元素Sn偏聚的薄氧化膜中

未看到明显的横向微裂纹的原因,如图２(b)所示.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在晶体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取向的晶粒表面发生疖状腐蚀主要

是由于合金元素Sn更易于偏聚在 O/M 界面造成的,而晶体取向靠近(０００１)取向的晶粒表面发生均

匀腐蚀主要是由于几乎没有合金元素Sn在O/M 界面偏聚的结果,腐蚀形式的差异与合金元素Sn是

否在 O/M 界面偏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ZrＧ４细晶样品而言,样品SN 的(０００１)织构因子为

０．８０,也就是说还有少数晶粒的(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晶面是平行于样品SN 面的.那么样品SN 面上也应

该同样会出现疖状腐蚀.从图１(a,c)看出,在样品SN 面上的确有少数地方会生长出疖状斑,但整体

仍是均匀腐蚀为主.这是因为在SN 面上只有极少数晶粒的(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晶面是平行于样品SN

面,当它们形成疖状斑时,将受到周围均匀腐蚀氧化膜的抑制,从而不能相互聚集而长大.但是对于

样品SR,ST 面来讲,大多数晶粒的(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晶面都平行于这两个面,所以在腐蚀时,大量的晶

粒表面都会生长出疖状斑,如图１(b)所示.在随后的腐蚀过程中,小的疖状斑相互连接,从而长大成

为大的疖状斑,如图１(d)所示.法国学者Charquet等[１４]在１９８９年也提出过类似的疖状腐蚀形成过

程模型,但是疖状斑最初形成的原因并不与本文相同.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画出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三个不同面上耐疖状腐蚀

性能各向异性的示意图,如图７所示.

１样品SN 面的腐蚀过程如图７(a)所示.
(１)起初,样品SN 面发生均匀腐蚀,合金元素Sn偏聚在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的

O/M 界面,但是这样的晶粒非常少.而在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０００１)时,几乎没有合金元素Sn偏聚在

O/M 界面;
(２)偏聚在 O/M 界面的合金元素Sn使该区域加速腐蚀,之后在这些晶粒的表面形成疖状斑,但

是数量非常少.而在晶体取向靠近(０００１)的晶粒表面发生均匀腐蚀;
(３)由于受到周围均匀腐蚀氧化膜的抑制作用,疖状斑没有明显的长大,最终,在样品SN 面主要

发生均匀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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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ZrＧ４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时SN 面(a)和ST 面(b)的腐蚀过程示意图

２样品ST 面的腐蚀过程如图７(b)所示.
(１)起初,样品SN 面发生均匀腐蚀,合金元素Sn偏聚在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的

O/M 界面,但是这样的晶粒非常多.而在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０００１)时,几乎没有合金元素Sn偏聚在

O/M 界面;
(２)偏聚在 O/M 界面的合金元素Sn使该区域加速腐蚀,由于晶体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的

晶粒数目很多,大量小的疖状斑在这些晶粒的表面形成,这类似于Zhou等在文献[１１]中提到的疖状

斑形核过程.而在晶体取向靠近(０００１)的晶粒表面发生均匀腐蚀;
(３)疖状斑长大,相互连接,最终发展成为大的凸透镜状的疖状斑,这相当于Zhou等[１１]提到的疖

状斑长大过程.样品ST 面主要发生疖状腐蚀.

３　结论

具有(０００１)[１０Ｇ１０]和 (０００１)[１１Ｇ２０]织构的ZrＧ４合金样品在５００℃/１０．３MPa过热蒸汽中腐蚀

时呈现耐疖状腐蚀性能各向异性,样品SN 面主要发生均匀腐蚀,而样品的SR和ST 面发生严重的疖

状腐蚀.合金元素Sn在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１０Ｇ１０)或(１１Ｇ２０)取向的 O/M 界面有明显的偏聚,而在

基体晶粒取向靠近(０００１)取向的 O/M 界面没有明显的偏聚.疖状腐蚀的发生与合金元素Sn是否在

O/M 界面偏聚有直接关系.ZrＧ４合金样品的疖状腐蚀各向异性是由不同晶体取向晶粒的 O/M 界面

处Sn偏聚各向异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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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chanismfortheanisotropyofnodularcorrosion
ofZrＧ４corrodedin５００℃superheatedsteam

XIEShiＧjing１,２,ZHOUBangＧxin２,LIANGXue２,LIU WenＧqing２,
LIHu２,LIQiang２,YAO MeiＧyi２,ZHANGJinＧlong２,

WUJinＧping１,ZHANGYuＧsheng１

(１．InstituteofXianRareMetalMaterials,Xian,Shanxi７１００１６,China;

２．Instituteofmaterials,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０７２,China)

Abstract:TheplatespecimensofZrＧ４whichpossessedtexturesof(０００１)[１０Ｇ１０]and(０００１)[１１Ｇ
２０]werecorrodedin５００ ℃ superheatedsteam．Theresultsshowthattherollingsurface (SN)

mainlysuffersuniformcorrosion,whilethesurfaceperpendiculartotransversaldirection(ST)and
thesurfaceperpendiculartorollingdirection (SR)mainlysuffernodularcorrosion．Thecorrosion
behaviorofZrＧ４corrodedin５００ ℃ superheatedsteamisanisotropic．Atom probetomography
(APT)wasusedtoobservetheSnsegregationattheinterfacebetweenoxideandmatrix(O/M)．It
showsthattheSnsegregationattheO/Minterfaceundernoduleisobvious,butthereisnearlyno
SnsegregationatO/Minterfaceunderuniform oxide．AfterinＧdepthanalysis,wefindthatthe
crystallographicorientationsofmatrixgrainsundernodulesarecloseto(１０Ｇ１０)and(１１Ｇ２０),but
thatunderuniform oxidefilmsarecloseto (０００１)．Basedonourresults,anew mechanism of
nodularcorrosionfortheZrＧ４specimensrelatedtotheSnsegregationatO/Minterfaceisproposed．
Besides,theanisotropyofnodularcorrosionresistanceofZrＧ４specimencouldarisefrom the
anisotropyofSnsegregationatO/Minterfacesduetothedifferentcrystallographicorientationsof
thematrixgrains．
Keywords:ZrＧ４;Snsegregation;Nodularcorrosion;Anisotropy;Atomprobe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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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ODS钢液态铅铋腐蚀行为初步研究

赵　熹１,燕青芝２,曾　献１,２,王庆胜３,
张飞飞１,陈映雪２,张　勇１,殷振国１

(１．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３１;２．北京科技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３．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液态铅铋合金(LBE)是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重要的散裂靶材料和冷却剂候选材料,同时也是先进快中

子反应堆的候选冷却剂材料.高温、高流速和高密度的 LBE会对反应堆结构材料产生严重的腐蚀,因此开展结构材

料与LBE的相容性研究对于铅基反应堆系统的研发设计具有重要意义.ODS钢具有优异的抗辐照性能和优良的高

温力学性能,目前已经成为先进快中子反应堆堆芯候选结构材料研究热点.本文针对熔铸工艺制备的９Cr和１２Cr铁

素体/马氏体 ODS不锈钢,开展了４００℃和４５０℃、饱和氧浓度条件下的LBE静态和动态腐蚀试验,并利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SEM)和能谱仪(EDS)等微观测试手段,对腐蚀后样品的截面形貌、腐蚀层厚度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表明:

两种熔铸 ODS钢样品在铅铋腐蚀界面生成双层氧化膜,表现出典型的F/M 钢腐蚀特征;相比９CrODS钢,１２CrODS
钢氧化膜生长速率相对较慢,且氧化膜与基体表面结合强度高,在流动 LBE作用下氧化膜结构基本完整,样品未出现

明显的溶解腐蚀和铅铋渗透现象,表现出较好的抗LBE腐蚀特性.

关键词:ADS;结构材料;ODS钢;铅铋合金;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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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基快堆是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参考堆型之一,也是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的首选参考堆

型[１Ｇ２].液态铅铋共晶合金(LBE)具有良好的中子经济性、优良的抗辐照性能、低熔点、良好的传热性

能和安全特性,已成为目前国际上 ADS系统的首选冷却剂和散裂靶材料[３].但是高密度的液态铅铋

合金,在高温和高流速条件下会对堆内结构材料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LBE对结构材料的腐蚀是多

种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综合作用,表现为氧化腐蚀、溶解腐蚀、冲蚀和磨蚀等[４].结构材料发生腐蚀后,
会导致承载能力的下降,并可能出现脆化,严重时会危及反应堆的安全.因此,开展结构材料与 LBE
的相容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和工程意义[５].

ODS钢是目前第四代核能系统特别是快堆系统的主要候选包壳材料之一,具有低热膨胀、高热

导率、优良的抗高温蠕变性能和优秀的抗辐照特性等优点[６Ｇ７].目前国际上通用的 ODS钢制备工艺

为粉末冶金法,这种制备方法存在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批次间性能不稳定等问题,限制了

ODS钢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８,９].为解决这一问题,北京科技大学燕青芝教授团队和中广核研究院

联合开发了 ODS钢的熔铸制备工艺,通过在熔炼和铸造过程中控制氧含量与 Y元素的加入方式,成
功制备出了１００kg级的熔铸 ODS钢[１０].目前已经开展的高剂量重离子辐照和高温蠕变试验测试验

证表明,熔铸 ODS钢具备优异的抗辐照性能和良好的高温持久性能.
目前国际上关于 ODS钢与液态铅铋合金相容性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对象主要是粉末冶

金制备的 ODS钢样品,相关试验研究报道较少且结果比较分散.本文在熔铸 ODS钢前期工作的基

础上,利用中广核研究院与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温铅铋静态和动态腐蚀装

置,对９Cr和１２Cr熔铸 ODS钢在高温饱和氧环境下的静态/动态腐蚀行为进行了研究,旨在为后续

熔铸 ODS钢的性能优化和工程应用积累经验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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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材料及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及样品准备

实验用的熔铸９CrODS钢热处理工艺为淬火(１０５０℃/３０min,水冷)＋回火(７５０℃/９０min,空
冷),１２CrODS钢热处理工艺为淬火(１０００℃/３０min,水冷)＋回火(８００℃/２h,空冷).两种材料的

化学成分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９Cr/１２Cr熔铸ODS钢化学成分

材料
元素质量分数/％

Fe Cr Ni Mo W Mn V Ta Ti C Al Si Y

９CrＧODS Bal． ９．５５ — ０．４８ １．２１ ０．６０ ０．２６ ０．２３ — 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３

１２CrＧODS Bal． １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０ 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３

腐蚀实验采用尺寸为２５mm×１０mm×５mm 的片状样品.样品表面经过打磨抛光后,用丙酮

进行超声清洗,干燥后待用.实验样品根据Cr元素含量(９Cr和１２Cr)分为两组,每组３个样品,其中

２个样品用于静态腐蚀实验,１个样品用于动态腐蚀实验.

１．２　实验方法

本文实验在自主搭建的铅铋腐蚀实验装置中进行,其中静态腐蚀实验装置如图１(a)所示,该实验

装置最高运行温度可达５５０℃,同时具备氧浓度测量及控制实验条件,已完成氧传感器校准实验、气
态氧控及固态氧控实验验证.本次静态腐蚀实验温度为４５０℃,实验过程中 LBE保持饱和氧状态,
实验罐内在运行过程中覆盖有保护性氩气.静态腐蚀实验共进行２０００h,其中在运行到１０００h时

进行了一次开盖取样.
动态铅铋腐蚀实验装置如图１(b)所示.样品悬挂于实验罐内的转筒壁面,转筒通过电机调节转

速,最高转速为１０００r/min,实验罐最高运行温度可达５５０ ℃.本文动态腐蚀试验运行温度为

４００℃,实验共进行１０００h,实验过程中LBE同样处于饱和氧状态,样品表面铅铋流速为１m/s.由

于无法准确测量实验罐中的流速,本次实验铅铋流速通过CFD模拟计算获得.

　　(a)静态腐蚀装置 (b)动态腐蚀装置

图１　液态铅铋腐蚀装置

实验结束后,需要将罐体冷却到约１５０℃后再开盖取样.样品取出后不经过清洗,采用线切割截

取横向截面,然后用电木粉热镶嵌,经过砂纸打磨并抛光后,利用SEM 观察样品与液态铅铋接触表面

的完整性、铅铋渗透情况和氧化膜生成情况等,并测量氧化膜厚度,利用EDS能谱分析基体和腐蚀层

的元素分布,判断氧化层组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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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１０００h静态腐蚀

两种成分的 ODS钢样品１０００h静态腐蚀截面SEM 显微形貌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到两种 ODS
钢基体表面均形成了连续的双层氧化膜,９CrODS样品表面氧化膜厚度约１５μm,１２CrODS氧化膜

厚度约１０μm.９CrODS样品表面的氧化膜内部可以看到明显的开裂现象,并且部分区域氧化膜已

经开始脱落.相比较来讲,１２CrODS样品的氧化膜更加致密完整,氧化膜与基体之间没有缝隙,并且

没有明显的开裂和脱落现象出现.结合两种钢的成分差异,可以推断由于Cr元素和Si元素含量的提

高,明显减缓了静态铅铋环境中样品表面氧化膜的生长速率,提升了氧化膜的强度和稳定性[１１,１２].

(a)９CrODS (b)１２CrODS

图２　熔铸 ODS钢１０００h静态腐蚀样品截面SEM 图像

对两种钢的表面氧化层做元素EDS面分布检测,得到结果如图３和图４所示.结合图２(a)和图

３可以看到９CrODS钢表面氧化膜与基体的界面平整清晰,虽然氧化膜部分区域出现开裂,但是基体

没有出现明显的铅铋渗透.根据元素分布推断基体表面形成了铁素体/马氏体钢典型的双层氧化

膜[１３,１４],氧化膜外层为Fe３O４,内层为由Fe、Cr和 O 元素构成的Fe(Fe１－xCrx)２O４ 型尖晶石层.此

外,结合对 O和Si元素的面分布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尽管９CrODS钢Si含量很低,但是Si元素仍然

在双层氧化膜的外部形成了很薄的一层SiO２ 氧化膜.

图３　１０００h静态腐蚀９CrODS钢氧化层EDS面分布分析结果

１２CrODS钢基体表面同样形成了典型的双层氧化膜(见图４),氧化膜结构完整,没有出现明显

的铅铋渗透,氧化膜外层为Fe３O４.由于１２Cr钢增加了Si含量,因此可以明显在基体中表征到Si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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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结合对 O和Si元素的面分布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基体中Si元素含量增加后,Si元素不仅在双层

氧化膜外部富集,形成SiO２ 氧化膜;而且在尖晶石层内部也能观测到Si元素的富集,表明可能生成了

(Fe,Si,Cr)３O４ 形式的复杂氧化物,Si元素起到增强内氧化层致密度、减缓氧化膜生长速率的作用.

图４　１０００h静态腐蚀１２CrODS钢氧化层EDS面分布分析结果

２．２　２０００h静态腐蚀

图５是９CrODS钢２０００h静态腐蚀结果.从图５(a)可以看到,样品基体表面能观察到双层氧化

膜,总厚度约２０μm.综合样品表面整体表现来看,形成的内层氧化膜连续致密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开

裂,外层氧化膜较为疏松并且部分区域存在开裂现象.结合图５(b)和图５(c)的EDS分析结果,可以

发现在内外层均未表征到Cr元素的富集,双层氧化膜为FeＧO化合物.

(a)样品截面SEM 照片

(b)内层EDS分析结果(区域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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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外层EDS分析结果(区域２)

图５　９CrODS样品２０００h静态腐蚀SEM 图像及EDS结果

图６是１２CrODS钢２０００h静态腐蚀结果.基体表面可以看到双层氧化膜,外层氧化膜局部出

现开裂,内层氧化膜总体呈现连续致密的形貌状态,且与基体结合情况良好,仅在个别部位发现有氧

化膜脱落后附着在样品表面,双层氧化膜总厚度约１４μm.氧化膜局部脱落的原因可能是由制备

SEM 样品时切割腐蚀样品截面导致.结合元素 EDS面分布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氧化膜保持了外层

Fe３O４＋内层Fe(Fe１－xCrx)２O４ 的典型双层结构.

(a)１２CrODS样品２０００h静态腐蚀SEM 图像

(b)EDS面分布分析结果

图６　１２CrODS样品２０００h静态腐蚀SEM 图像及EDS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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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１０００h动态腐蚀

两种成分的 ODS钢样品１０００h动态腐蚀截面SEM 显微形貌如图７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虽
然实验温度低于静态腐蚀实验,但是９CrODS钢在铅铋流动冲刷下,样品与铅铋接触界面的氧化膜

已经被严重破坏,伴随铅铋向基体渗透现象的出现,基体表面呈现明显的溶解腐蚀状态.与９CrODS
不同,１２CrODS样品表面虽然部分氧化膜与基体之间存在缝隙,但是氧化膜整体保持连续,没有出现

明显的开裂和铅铋渗透,腐蚀界面保持较为平整的状态.结合静态腐蚀实验结果,可以推断１２Cr
ODS钢抗铅铋腐蚀性能显著优于９CrODS钢.

(a)９CrODS

(b)１２CrODS

图７　熔铸 ODS钢样品１０００h动态腐蚀SEM 图像

根据１２CrODS样品表面的EDS线扫描检测结果(图８),通过分析Fe、Cr和O元素的变化趋势,
可以认为在流动 LBE的冲刷下,１２CrＧODS钢表面氧化膜仍然为双层结构(外层 Fe３O４＋内层 Fe
(Fe１－xCrx)２O４ 尖晶石).此外,在表面附着的铅铋区域内,观测到Fe和 O 元素的富集,表明样品表

面Fe３O４ 氧化层受流动LBE的影响存在减薄和脱落的情况.结合图７和图８可以得到１０００h动态

腐蚀１２CrODS样品表面氧化膜厚度约为６μm.

　
图８　１０００h动态腐蚀１２CrODS钢氧化层EDS线扫描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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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本文研究了熔铸９CrODS和１２CrODS两种材料在氧饱和铅铋中的静态和动态腐蚀行为,腐蚀

时间为１０００h和２０００h,研究结果表明:
(１)两种熔铸 ODS钢样品均在铅铋腐蚀界面生成双层氧化膜,表现出典型的铁素体/马氏体不锈

钢腐蚀特征;根据EDS分析结果推断,氧化膜外层为Fe３O４ 结构,内层为由Fe、Cr和 O 元素构成的

Fe(Fe１－xCrx)２O４ 型尖晶石结构;
(２)９CrODS钢氧化膜生长速率较快,静态腐蚀２０００h后氧化层厚度约２０μm,且氧化膜稳定性

较差,在流动LBE作用下,氧化膜容易脱落导致基体发生比较明显的溶解腐蚀;
(３)１２CrODS钢氧化膜生长速率相对较慢,腐蚀２０００h后氧化层厚度约１４μm,且氧化膜与基

体表面结合强度高,在流动LBE作用下氧化膜结构基本完整,样品未出现明显的溶解腐蚀和铅铋渗

透现象,抗LBE腐蚀性能显著优于９CrODS钢;
(４)适当提高Cr元素和Si元素含量,能够明显降低氧化速率,显著改善氧化膜稳定性,大幅提升

钢的抗LBE腐蚀性能.本文研究结果将为后续熔铸 ODS钢的优化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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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dＧbismutheutectic(LBE)hasbeenproposedasthecandidatecoolantmaterialforADS
andfastbreederreactors．AsthecompatibilityofstructuralmaterialsincontactwithLEBisofgreat
importanceforthedesignoffastneutronreactor,thecorrosioncharacteristicsoftwosmeltingＧ
castingODSsteelsinstagnantandflowingLBEareinvestigatedinthispaper．Thecorrosiontests
wereperformedunder４００℃and４５０℃inoxygensaturatedLBE．Itwasfoundthattheoxidelayers
ofbothODSsteelscouldbeclassifiedtoaninnerlayerandanouterone．Theoxidationrateof９Cr
ODSwaslargerthan１２CrODS．Theadhesionstrengthofoxidelayeronthesurfaceof１２CrODS
wasstrongerthan９CrODS,andthebasemetalof１２CrODSwaswellprotectedfromdissolution
andLBEpenetration．ItisconcludedthatbyincreasingthecontentsofCrandSielements,１２Cr
ODSshowsbettercorrosionresistance．
Keywords:ADS;Structuralmaterial;ODSsteel;LBE;Cor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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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对铯蒸汽的捕集特性研究

王卫军,郑剑平,齐立君,雷华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１３７Cs作为核裂变反应所产生的主要挥发性废物之一,其处理处置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选取合适的材料对１３７Cs
进行捕集固化是较有希望的技术路线,而石墨因可与铯蒸汽发生合适的化学作用成为首选铯捕集材料.本文在３００~

４００℃范围内,对各项同性多孔石墨和高定向热解石墨的吸铯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种石墨材料在所讨论的

条件下都与铯蒸汽发生插层反应生成了C８Cs,但由于原材料组织结构不同,多孔石墨和热解石墨所表现出的结构完

整性和尺寸变化情况显著不同.

关键词:铯蒸汽;捕集;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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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Cs是核裂变反应所产生的主要挥发性废物之一,选取合适的材料对其进行捕集固化是较有希

望的技术路线.本文尝试寻找钠冷快堆服役环境下的铯蒸汽捕集材料,并考察其吸铯行为.

１　石墨作为候选材料

基于主要作用机理的不同,可以将有希望通过与铯蒸汽发生相互作用而实现铯捕集的材料分为

两类,如表１所示.一类是物理吸附型捕集材料,包括多孔Al２O３、多孔 W 及其合金和多孔炭等[１];另
一类是化学反应型捕集材料,有硅酸盐[２]、铝硅酸盐[３]、金属锑[４]、石墨[１,５]以及 HfS２

[６]等.

表１　有希望通过与铯蒸汽发生相互作用而实现铯捕集的材料

作用

机制

材料

种类

性质/类型

密度/(g/cm３)比表面积/(m２/g)
作用条件

典型吸铯量/
(mgCs/g)

作用产物 结构完整性

物

理

吸

附

Al２O３ ２．４９ ０．２

W １４．６ ０．０４

WＧ１０Ta １５．１０ ０．０２３

多孔炭 ０．８５ ３４７

低温利于吸附,

高温则解吸

０．４

０．０６

２．１

５００

单质吸附

完好

完好

完好

崩裂

化

学

反

应

硅酸盐

铝硅酸盐

Sb

石墨

HfS２

如Prex耐热玻璃 ＞３７１℃ — CsSi —

如煤灰 ＞６００℃ — CsAlSi２O６ 完好

— 室温 — Cs３Sb —

高定向热解石墨 １３３Pa,６００℃ １０００ C１０Cs 层裂

多孔石墨(约３０气孔率) １．３kPa,８００℃ ４２０ C２４Cs 碎裂

多孔石墨(约３２气孔率) ０．２２Pa,９０~１３０℃ １４０ 单质吸附 不一

只有粉体 １３３Pa,６２７℃ １００ Cs２S２ —

在本文感兴趣的工作条件(３００~４００℃,高真空,铯压为百帕量级)下,显然只有化学反应型捕集

材料才能满足应用需求.然而,在目前各候选材料体系中:硅酸盐和铝硅酸盐分别需要在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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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６００℃下才能与铯蒸汽发生反应,而获得较为理想的反应速率则需要温度分别高于４３０℃、

８００℃[２,３];锑与铯蒸汽发生反应生成的Cs３Sb在温度超过２３０℃时就会发生分解[４];HfS２ 只有粉末

形态可用,不利于反应产物后续处置,因而这四种材料都难以适应服役环境.而石墨可以在很宽的温

度和压力范围内与铯蒸汽相互作用,是最有希望成功应用的候选材料.
根据现有已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可知在本文所感兴趣的温度和铯压范围内,石墨主要是通过与

铯蒸汽发生插层反应来完成对铯的吸收[１,７],但具体反应产物及吸铯特性尚不明确.考虑到原材料组

织结构、反应温度、铯压不同,石墨的吸铯行为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为了支撑铯捕集器的设计、研制,有
必要开展不同候选石墨材料对铯蒸汽捕集特性的试验研究.由于石墨晶体结构越完整、石墨化度越

高,越有利于插层反应的进行[８],本文选取两种晶格发育较为完善但组织结构不同的石墨材料作为考

察对象,其性质如表２所示.

表２　候选石墨材料的性质

材料 相对密度/％ 平均孔径/μm 备注

多孔石墨 ４０ ２０ 多晶,各向同性

热解石墨 ＞９９ — 近于单晶,各向异性

２　试验过程

２．１　试验装置及材料

为了模拟实际工作环境,建立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真空系统为试验装置提供优于１０－５Pa的真

空以最大程度减轻铯的氧化.由于铯蒸汽极高的化学活泼性,所有铯蒸汽接触的管道材料都采用与

铯相容性良好的不锈钢,包括接头与阀门,且配备管路烘烤系统以进行有效地除气.为保证试验装置

整体可以承受５００℃的高温,且能满足整体漏率优于１０－９ Pam３/s的要求,控制反应进行的阀门

１８、阀门２０选用波纹管密封阀,所有接头都采用 VCR连接.试验装置的核心部分“反应双室”为可以

分别控温的两个反应容器,一端放置液态铯源,另一端放置石墨样品.除了满足分别控温的要求,在
试验过程中,反应双室中不能有“冷点”,即须保持铯源处为温度最低的位置,以避免铯的冷凝而影响

吸铯反应进行.石墨样品采用不锈钢丝网固定,既不干扰铯蒸汽与样品的接触,又可以承受样品反应

后尺寸上的变化.试验所用金属铯为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提供,纯度优于９９．９％,密封在１０－５Pa量

级真空度的硬质玻璃瓶中.所用多孔石墨样品由山西煤化所提供,为ϕ１０mm×２mm 圆片,由大块

材料切取.高定向热解石墨从美国SPI公司采购,为５mm×５mm×１mm 方片.

２．２　试验过程

反应双室中,铯源一端放置足量的金属铯,样品端固定好所要验证的石墨样品.在获得所需真空

环境并对所有真空管路进行彻底除气之后,将反应双室从试验装置中隔离,同时保持真空系统处于工

作状态,以防隔离阀门内漏.石墨样品端除了反应过程进行之时以外,都与铯源端保持隔离.试验过

程中,铯蒸汽压力为１３３Pa,反应温度为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温度控制精度±１℃,测温热电偶直

接固定在反应容器外表面.当铯源温度和样品温度都已达到设定状态时,开通反应控制阀门,使铯蒸

汽进入反应室,从而发生插层反应;为了使反应充分达到平衡,反应时间为２４h.反应完成后,反应双

室中充入高纯氩气,而后转移进入水、氧含量优于１×１０－６的手套箱中进行检测.对反应后的样品进

行称重、拍照,并测量其尺寸变化.

３　试验结果与讨论

两种石墨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主要吸铯特性列于表３中.可以看出,在所讨论的温度范围内,多
孔石墨和热解石墨的单位质量吸铯量都为１．３８gCs/g石墨,说明所得反应产物为C８Cs,但多孔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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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试验装置结构流程图

１—机械泵;２—电磁阀;３—热偶规;４—涡轮分子泵;５,７—手动插板阀;６,１４—电离规;

８—溅射离子泵;９,１３—镜面金属阀;１０—减压阀;１１—高纯氩气;１２—液氮冷阱;

１５,１６,１７,１９,２０—高温波纹管密封阀;１９—石墨样品室;２１—铯储存罐

的单位体积吸铯量较低.吸铯反应前后的样品尺寸变化显示,多孔石墨样品在轴向和径向上都增大

了约２０％,而热解石墨径向上基本不发生变化.石墨晶体属六方结构,层间仅靠范德瓦尔斯力结合,
因此铯原子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挤开”相邻的 C原子进入石墨层间,从而形成插层化合物.插层反

应完成后,石墨层距具由原来的０．３３５４nm 增大为０．５９４nm[８].铯的插层只会引起石墨晶粒c轴方

向尺寸的增长,而不会造成a轴方向的变化.热解石墨为近似单晶组织,因此与铯发生反应之后尺寸

变化表现出强烈的各向异性,而多孔石墨为多晶材料,大量石墨微晶随机取向,导致吸铯之后宏观尺

寸变化变现为各向同性.石墨作为铯蒸汽捕集材料使用的话,其吸铯前后的尺寸变化在进行设计时是

需要注意的问题,必须协调好材料固定和吸铯后材料体积膨胀之间的关系,以免由于使反应产物受到过

大的应力而发生破坏,改变其吸铯特性并增加后续放射性废物处置的负担.此外,基于尺寸变化情况可

以得出,多孔石墨在吸铯后的体积增长量小于热解石墨,这是由于多孔石墨中丰富的气孔抵消了一部分

晶粒的膨胀量.在满足相同吸铯量的前提下,捕集器中多孔石墨装料体积的劣势被吸铯后体积增大方面

的优势部分补偿,综合来看多孔石墨固化铯蒸汽而形成的固体废物体积劣势并不是特别明显.

表３　两种石墨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吸铯特性

材料种类 反应温度/℃
吸铯量 尺寸变化/％

gCs/g石墨 gCs/cm３ 石墨 径向 轴向

宏观结构

完整性
一致性

多孔石墨

热解石墨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１．３８
(C/Cs比为８)

１．２ 约２０ 约２０ 完整

２．８ 约１５０ 约２ 层裂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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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与铯蒸汽发生反应前后的宏观形貌变化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到,两种石墨材料与铯蒸汽的

反应产物均为金黄色.石墨－铯层间化合物具有明显的颜色特征,其中C８Cs呈现金黄色,C２４Cs是深

蓝色,其他的相随着铯含量的降低,颜色从蓝黑色到几乎全黑色分布[８].这也辅助证明了反应产物为

C８Cs的结论.
多孔石墨在吸铯之后能够保持宏观结构的完整性,但整体变得“疏脆”,强度明显降低;热解石墨

则会发生层裂,但裂开的各层强度下降不明显.铯原子在进入石墨晶格中时,不会破坏碳原子之间的

强共价键,而只破坏碳原子层之间的范德瓦尔斯键,这个过程会在已畸变的碳原子层区与未畸变的层

区之间造成拉应力.由于热解石墨组织近于单晶,故不能承受此拉应力而发生层裂;而多孔石墨材料

中晶粒随机取向,各晶粒之间的变形相互限制,反而没有发生整体的破坏.

图２　两种石墨材料吸铯前后宏观形貌变化

(a)多孔石墨吸铯前;(b)多孔石墨吸铯后;(c)热解石墨吸铯前;(d)热解石墨吸铯后

基于上述结果和讨论,综合对比多孔石墨和热解石墨的各项性能,如表４所示.两种材料单位质

量吸铯能力相当,但热解石墨单位体积吸铯能力稍占优势,而多孔石墨在可加工性以及来源和经济性

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多孔石墨虽然在与铯蒸汽发生反应之后能够保持整

体结构的完整,但其强度下降明显,变得容易“掉渣”甚至碎裂,这有可能会增加固化后废物处置操作

的难度;虽然热解石墨在吸铯之后发生了层裂,但裂开的各层强度较好,层裂问题可通过合理的设计

来弥补.此外,热解石墨可加工性太差,大尺寸材料的来源和成本也会对工程应用造成不利因素.因

此,从所表现出的不同捕集特性上来看,两种材料都可用,却都存在缺点,最终选材可综合各方面的影

响因素进行权衡取舍.

表４　两种石墨材料综合性能对比

材料类型
吸铯量

gCs/g石墨 gCs/cm３ 石墨
结构完整性 可加工性 来源和经济性

多孔石墨 Ο o o Ο Ο

热解石墨 Ο Ο Ο o o

　注:Ο大小表示适用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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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通过形成热稳定的化合物来实现对挥发性１３７Cs的捕集固化是很有希望的废物处理技术路线.
在钠冷快堆服役环境下,石墨材料以其优秀的综合性能而成为首选铯蒸汽捕集材料.在模拟实际工

作条件下,采用双室法考察了多孔石墨和热解石墨对铯蒸气的捕集特性.两种石墨材料都与铯蒸汽

发生插层反应生成了C８Cs,吸铯量为１．３８gCs/g石墨,但由于原材料组织结构不同,二者所表现出的

尺寸变化及结构完整性不同.多孔石墨在吸铯后虽能够保持宏观结构的完整,强度却显著降低,尺寸

增大表现为各向同性;而热解石墨所得反应产物则发生层裂,尺寸变化表现为明显的各向异性.上述

试验结果为铯蒸汽捕集器的设计及研制积累了材料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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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核能用铁素体/马氏体钢及ODS钢的研究进展

李艳芬１,２∗,严　伟１,２,石全强１,２,张家榕１,３,
王光全１,４,包飞扬１,４,单以银１,２,杨　柯２

(１．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中国科学院核用材料与安全评价重点实验室,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１６;

３．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１１０８１９;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６)

摘要:先进核能系统关键部位用结构材料在高温、强辐照和强腐蚀等极端环境服役,已成为制约未来先进核能发展的

主要瓶颈.在诸多核用材料中,新型[９％(质量分数)~１２％(质量分数)]Cr铁素体/马氏体钢(F/M)以及氧化物弥散

强化钢(ODS)由于各自的优势成为了主要候选结构材料之一.本文从研发背景、合金组织及成分设计、规模化制备、
代表性性能及微观组织等方面,重点对三种新型结构钢进行介绍:(１)改进型F/M 钢(NS);(２)SIMP钢;(３)ODS钢.
关键词:先进核能结构材料;新型铁素体/马氏体钢(F/M);氧化物弥散强化钢(ODS);规模化制备;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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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LBE腐蚀环境下的服役行为研究”、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优秀学者”人才引进项目(JY７A７A１１１A１)等资助

先进核能系统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取决于材料,其关键部位的结构材料需要面临高温(３００~
８００℃)、强辐照(＞１００dpa)和强腐蚀(液态金属、超临界水等)等多重极端环境.因此,材料是制约未

来先进核能商业应用的主要瓶颈.在诸多核用材料中,新型[９％(质量分数)~１２％(质量分数)]Cr
铁素体/马氏体钢(F/M)以及氧化物弥散强化钢(ODS)成为包括第四代先进裂变反应堆、加速器驱动

次临界系统(ADS)、聚变反应堆等先进核能系统的主要候选结构材料之一[１].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简称:IMR－CAS)先进钢铁结构材料研究团队长期从事先进核能系统

用结构钢的研发工作,在与国际/国内研究机构、大学的合作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发展了多种合金体

系.本文将从研发背景、合金组织及成分设计、规模化制备、代表性性能及微观组织等方面,重点对自

主或合作研发的三种代表性材料进行介绍,以增进先进核能领域的认识和了解.

１　改进型F/M 钢(NS钢)

我国计划建造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其中增殖包层结构材料尤为关键[１].低活化铁素

体/马氏体(RAFM)钢因良好的物理、机械性能以及较成熟的工业基础被选为第一期增殖包层的候选

结构材料[１].然而,RAFM 预期工作温度区间为３２５~５５０℃,抗中子辐照剂量＜~２０dpa左右[１Ｇ２].
为进一步提高服役温度、中子辐照强度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亟需对现有材料进行有效优化改进.

在RAFM 钢等耐热钢多年研究基础上,团队从２００８年左右开始致力于改进型 RAFM 钢的研

发,发展了一种低活化氮化物强化钢(命名为 NS钢—NitrideＧStrengthenedsteel)[３].其研发思路属

于国际首创,早于美国橡树岭实验室近期提出的第二代RAFM 钢(命名为CNAs钢)概念[４].经过多

年持续发展和不断优化,团队掌握了 NS钢关键制备技术以及最佳组织成分.所研制 NS钢的最高服

役温度在RAFM 钢基础上提高５０~１００℃,综合性能与著名的CNAs相当.由于优越的性能和可规

模化生产的潜力,NS钢具有在CFETR第二期增殖包层以及其他先进核能系统应用的潜力.

１．１　研制思路和合金成分设计

F/M 钢、奥氏体钢等耐热钢中均存在大量 M２３C６ 碳化物,起析出强化和阻碍晶界迁移等有利作

用.然而大量研究表明,M２３C６ 在长期、高温服役下熟化速率很快,导致材料蠕变持久强度急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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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３].而强中子辐照下还会协同加速其熟化[５],进一步导致材料韧－脆转变温度(DBTT)上升,影响

服役安全.与此相反,碳氮化物(MX)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熟化速率仅为 M２３C６ 的１/１０[６].因此,
基于以上析出相特性的显著不同,团队提出了 NS钢的研发设计思路:在 RAFM 钢基础成分上,仅通

过成分的微量调整(C、N、Mn),实现用高稳定性的 MX相(主要为 TaN、VN)取代较低稳定性的 M２３

C６,并辅助热机械处理工艺(TMT),使材料获得高温蠕变和抗辐照性能的同步提升,延长服役寿命,
提高最高服役温度.经过系列合金设计和研究,优化的 NS钢成分如表１所示.

表１　优化的NS钢测试化学成分(％)

材料 C Cr Mn W V Ta O N Fe

NS６钢 ０．００４４ ８．５８ ０．８５ １．５４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５０ 余量

１．２　规模化制备

NS钢采用真空感应冶炼制备.由于需要严格控制碳及其他杂质污染,NS钢采用精炼的高纯铁

等作为原材料.基于早期对耐热钢吨级冶炼经验积累,掌握了NS钢独特的冶炼关键技术以及氮的精

确控制技术;通过热模拟掌握了动力学规律,获得了 TMT等关键工艺参数,有效调控微观组织,成功

实现性能的提升.采用熔炼方法制备的NS钢,其成本与制备效率与RAFM 等耐热钢基本一致.因此,
基于成熟的工业基础、良好的加工性能以及团队多年的研发经验,NS钢具备工业规模化生产的潜力.

１．３　代表性性能和微观组织

与传统RAFM 钢等耐热钢相比,经过改进优化的 NS钢拉伸强度、蠕变性能、长期高温时效稳定

性等方面得到大幅提升,并预期具有更好的抗辐照潜力[３].NS钢的典型长期蠕变性能如图１所示,
在６００℃高温下 NS钢的蠕变断裂时间为CLAM 的２０~５０倍,且不弱于国际最优秀 T/P９２耐热钢

等,显示 NS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NS钢的典型微观组织如图２所示.NS钢显示类似于 RAFM 钢

的全马氏体组织[见图２(a)],其析出相为纳米级、弥散分布的 MX相[见图２(b)],无 M２３C６ 析出.因

此,理想的微观组织正是 NS钢优异蠕变性能、抗辐照潜力的主要来源.

　　
图１　优化的 NS６钢高温蠕变性能与耐热钢(CLAM、P/T９２钢)比较

图２　NS６钢的典型微观组织

(a)全马氏体组织(光学);(b)细小、弥散的 MX相(TEM)[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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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型耐高温、抗辐照、耐液态金属腐蚀钢(SIMP)

加速器驱动次临界(ADS)系统是一种高效的核废物嬗变器,主要由高能质子加速器、散裂靶和

液态PbＧBi共晶(LBE)冷却次临界反应堆构成.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主导的中国科学院战略先

导“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科技专项下,金属所团队承担 ADS用耐高温、抗辐照、耐液

态金属腐蚀的靶结构材料研发,命名为SIMP钢[７].
经过６年时间,２０１６年完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SIMP钢的成分、组织设计与优化、全面性能

评价与研究、候选焊材研发以及相关工艺规范制定等系统性工作,并建立了不同规格棒材、管材及部

件的生产工艺,标志着该材料制备水平已达到工业化成熟阶段、我国新型核用结构材料的研发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此外,SIMP钢的国家标准制定计划于２０１９年年底完成.该标准的制定,将预期成为我

国核材料领域的第一个国家标准,大幅推动SIMP钢在 ADS及其他先进核能中的应用进程.

２．１　合金组织及成分设计

针对服役环境,SIMP钢分别以国际耐热钢(如 T/P９１、９２)的高温性能、RAFM 钢(如日本F８２H)
的低活化及抗辐照性能、俄罗斯重金属冷却反应堆用EP８２３钢的耐液态LBE腐蚀性能为目标进行组

织及成分设计,使其同时满足上述三个主要服役要求.表２为SIMP钢的设计化学成分,其具体设计

思路可参见文献[７]等.

表２　SIMP钢的设计化学成分(％)

钢 C Cr Mn W Ta V Si Fe

SIMP钢 ０．１５~０．３５ １０．０~１１．０ ０．４~０．６ １．０~１．５ ０．１０~０．１５ ０．１５~０．２０ １．０~１．５ 余量

２．２　工业化规模制备

采用真空感应以及真空自耗的纯净化冶炼技术,制备了从２５kg到１t级中试规模、５t级工业规

模的SIMP钢,掌握了难熔金属元素、马氏体组织、低活化水平控制以及回火脆性消除等四个方面的

关键制备技术.截至２０１８年,已完成４批次５t级SIMP钢的成功制备,杂质水平极低、成分、组织和

性能均匀.因此,SIMP钢完全具有了工业化规模制备的条件.

２．３　代表性性能和微观组织

５t级SIMP钢具有较为完整的数据库,包括物理性能、机械性能、抗腐蚀(与液态金属LBE、超临

界CO２、超临界水)、抗离子辐照等性能,以及微观结构的分析测试.SIMP钢的抗中子辐照研究及评

价工作正在进行中.对SIMP钢在离子辐照/LBE协同作用下的性能及微观演化的研究工作也在国

内率先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支助下启动.整体来说,SIMP钢的综合力学性能优于目前核

电用T/P９１钢.尤为突出的是,SIMP钢抗超临界水、LBE等腐蚀性能与国际T/P９１钢、RAFM 钢相

比具有显著的优势,且在强度远高于奥氏体钢情况下其腐蚀性能仅略低于奥氏体不锈钢[７].
图３(a)证明了从２５kg到５t级SIMP钢室温及６００℃拉伸性能的优异稳定性.图３(b)显示

SIMP钢具有比 T９１优越的抗氧化性能.图４为SIMP钢的微观组织,５t级铸锭上部及下部均为全

马氏体组织,无delta铁素体的形成.

３　氧化物弥散强化钢(ODS)

由于９％(质量分数)~１２％(质量分数)Cr耐热钢的固有本质缺陷,其高温服役大约在５５０~
６２０℃区间.当超过此温度区间长时服役,其马氏体组织发生快速热力学失稳,导致性能急剧下降.
为了进一步增加先进核能系统的经济效应,需要研发具有更优异性能的新型材料,而 ODS钢正是最

具潜力的结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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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３　SIMP钢的代表性性能

(a)拉伸性能;(b)７００℃抗氧化性能(５t级SIMP钢与 T９１比较)[７]

图４　５t级SIMP钢铸锭均匀的显微组织金相照片

(a)铸锭上部;(b)铸锭下部

ODS钢的优异性能来源于其独特的微观结构.高密度、弥散分布的纳米氧化颗粒在ODS钢中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纳米氧化颗粒能阻碍位错运动和晶界迁移,大幅提高材料高温蠕变强度,
使 ODS马氏体钢最高服役温度在耐热钢基础上提高１００~１５０℃左右.另一方面,纳米氧化颗粒可

作为陷阱捕获辐照产生的大量缺陷和 He泡等,提高 ODS钢抗辐照硬化和肿胀等性能.
在基于前期F/M 等多种耐热钢研究基础上,团队聚焦国际核材料研究最新前沿,于２００９年开始

展开了 ODS钢的研究工作,发展了多种体系、型号的 ODS钢,包括 RAFMＧODS、９CrＧODS、１２CrＧ
ODS钢等[８,９].近年来,针对液态LBE以及超临界 CO２ 腐蚀,开展了新型“超级 ODS钢”的设计研

发,其腐蚀实验及其机理研究工作正在开展中.

３．１　合金成分设计

根据Cr含量的不同,研制 ODS钢主要集中在两大类型:第一类型为 ODS马氏体钢,包括RAFM
钢基础上发展的 RAFMＧODS钢、成分简化体系的９CrＧODS钢;第二类型为 ODS铁素体钢,包括

１２CrＧODS钢、含 Al等元素的“超级 ODS钢”等.其主要成分如表３所示.

表３　多种ODS钢的化学成分(％)

钢 C Cr Mn W Ta V Y２O３ Ti Al Fe

RAFMＧODS ０．１１ ８．３９ ０．１４ １．２３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２５ — 余量

９CrＧODS ０．１４ ９．０８ — １．９７ — — ０．２９ ０．２３ — 余量

１２CrＧODS ０．０３３ １２．０１ — １．９１ — — ０．３１ ０．２０ — 余量

超级 ODS ０．００１７ １３．３１ — １．０１ — — ０．２９ — ３．４８ 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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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粉末冶金制备与加工

由于惰性氧化物在铁基体中溶解度极其有限,ODS钢较难用传统的熔炼方法制备,而粉末冶金

被证明是性能优越的ODS钢最常规的制备方法.ODS钢粉末冶金制备流程大致如下:真空感应炉纯

净化冶炼制备预合金;雾化方法制备预合金的粉末;通过优化的参数进行机械球磨实现合金化;采用

热等静压(HIP,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２０~１５０MPa/２~４h)或热挤压(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２h)等方法

进行固化成型;进一步通过热锻或热轧提高致密度和力学性能,制备成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棒材及

管材.
研究团队已完成多批次１０~５０kg范围内ODS钢的成功制备.近年来正在开展高效粉末冶金制

备方法的研究,通过优化工艺、降低制备成本、节约时间,探索实现１００kg以上级别 ODS钢的较大规

模制备.此外,团队正在研究探索采用金属所独创的“构筑成型”技术来实现 ODS钢大构件的制备.

３．３　代表性性能和微观组织

对多种成分系统 ODS钢材料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包括物理性能、机械性能(拉伸、冲击、高温

蠕变)、抗氧化/腐蚀(液态金属PbＧLi、Li、LBE、超临界CO２ 等)以及抗辐照性能等.以其中９CrＧODS
钢为例说明.如图５所示,在同一应力、温度提高１００℃条件下,９CrＧODS钢蠕变寿命仍然远远高于

低活化钢,显示 ODS马氏体钢最高服役温度在低活化钢等耐热钢基础上成功提高１００~１５０℃.图６
为９CrＧODS钢不同尺度的微观组织,显示具有均匀、尺寸细小的马氏体组织,M２３C６ 主要分布在晶界,
而纳米氧化物均匀分布在基体上.

图５　９CrＧODS的蠕变性能,与日本低活化钢蠕变性能比较

图６　９CrＧODS不同尺度典型显微组织

(a)低倍金相组织,光学分析;(b)马氏体晶粒及碳化物,SEM 分析;(c)弥散分布的纳米氧化物 YＧTiＧO,TEM 分析

４　结语

安全高效地发展先进核能可以优化调整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之

一.由于核系统的极端挑战环境以及特殊安全性,关键材料已经成为了制约核能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本文对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先进钢铁结构材料研究团队研发的多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F/M
钢、ODS钢进行了简单介绍,以增进核能领域的了解,并希望得到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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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研发到成熟的工业生产是一个周期较长的系统工程.虽然国家及核能研究应用机构启动

了对核材料的研发,然而对关键结构材料的重视远远不够,并缺乏前瞻性和持续性的科学部署.为使

我国能源问题不受制于国际社会,加快我国先进核能的发展步伐,推动我国先进核材料技术创新与产

业发展,亟需科学制定我国关键核结构材料的战略规划与发展路线,聚焦并解决材料设计、制备、验证

评估等重大科学和工艺技术问题,加快实现自主创新材料商业应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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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材料智能化管控技术研究与应用实现

宋亚峰１,戴　萌１,刘　芳２

(１．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８;２．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依据核材料管控的原理与方法,全面梳理并建立了核材料智能管控技术体系,创建了核材料管控数字化模型和

适应我国核材料信息多样性、复杂性的编码系统,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快速开发平台,研制了基于客户端/服

务器架构的核材料管控系统和核材料专用数据库,对核材料智能化管控关键技术如数字化建模与验证、平台化软件开

发等进行了详细描述,该研究成果得到广泛应用,实现了对核材料的信息化、精细化、可追溯、全寿期、专业化管理,为
我国核材料管制工作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可靠保障.

关键词:核材料管控;智能化;信息编码;数字化建模;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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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生产智能化技术研究工作

为防止核扩散,杜绝核材料从和平活动转用于军事目的,限制核材料的大量流失,借以保护人们

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证核企业的经济效益,加强对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控制管理,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

注.各国为提高核材料的控制管理水平,虽然在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如核保障技术等,但核材

料衡算的管制方法,仍是目前各国采用的主要手段.

１　研究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在中国实施保障监督的协定»提出“中国应保持一个对

按本协定受保障的一切核材料进行衡算和控制的系统”,定期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保障监督核设施

平衡区的ICR(核材料存量变化报告)、PIL(核材料存量报告)、MBR(核材料平衡报告),并保存衡算原

始记录.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材料管制条例»和协定的要求,我国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建立了基于 DOS平

台的帐目软件,初步实现了核材料衡算帐目的电子化管理,但是该软件未涉及对衡算原始记录数据的

处理,衡算帐目和报告由手工计算和制作后再录入计算机,仅仅解决了由计算机来保存衡算帐目报告

的问题,离管制条例和协定中对于帐目的原始记录要“清楚、正确、系统和完整”以及帐目管理要“系
统、准确、及时”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而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软件系统,如国

家核材料管理和保障系统(NMMSS)是美国政府官方拥有、使用和发运核材料的帐目系统,在国家和

国际程序中担任保障核材料的任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也开始在核材料管制领域引入新的信

息技术,如文献[２Ｇ４]分别描述了射频识别、条形码、本体的组织模型在涉核领域的应用或预期应用,
对加强核材料衡算信息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２　技术方案与系统实现

本研究的研究目标是建立一个先进的信息系统,可实现核材料衡算信息的专业化管理,并确保系

统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先进性,为有关部门和核材料生产加工制造企业的核材料衡算管理提供抓手.

２．１　核材料衡算数据管理的原理与方法

核材料衡算是指为了确定在规定区域内具有的核材料数量以及在规定时间周期内这些数量所发

生的变化而进行的活动.核材料衡算的要素包括:确定衡算区域、记录的保存、核材料测量、编制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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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衡算报告、核实核材料衡算信息的正确性.
对于一个核设施的核材料衡算,其空间限定是以一个核材料平衡区(MBA)为基础,其时间限定

是以选定的一个核材料平衡周期(MBP)为限.
根据不同类型的核设施,可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核材料平衡区,平衡期可按具体情况而定,图１

为核材料平衡区域平衡期的示意.

图１　核材料平衡区(MBA)与平衡期(MBP)示意图

核材料衡算是以核材料平衡区设置的关键测量点测得的数据为基准,由平衡区的期初存量、收
货、发货、排弃,期终实物盘存等项组成的物料平衡方程式来完成.

以连续两次实物盘存所闭合的核材料平衡,如图２中的原料接收节点前和产品发运节点后,是用

核材料平衡方程式来描述的.即:

MUF＝B＋I－O－E (１)
公式(１)中:B 为本平衡周期的期初存量,也就是上一个平衡周期的期末实物存量;I 为本平衡周

期内的收货量的总和;O 为本平衡周期内的发货量的总和;E 为本平衡周期期末实物盘存量的总和;

MUF 为核物质不明量,它是衡量一个核设施核材料衡算与管理水平的一个标志,在数值上它等于帐

面存量与实物盘存量之差,B＋I－O＝帐面存量.
由此可知,公式(１)由４个基本项目组成,即收货(I )、发货(O)、期初存量(B)、期末盘存量(E).

２．２　总体技术方案

按照软件工程理论和方法,整体工作按照图２所示思路开展.

图２　整体工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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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界定核材料衡算管理业务范围,整合衡算信息资源形成衡算管理信息体系,构
建衡算管理数字化模型,采用构件化的软件开发方法进行软件设计及研制,建立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系统的测试验证和实施.

２．３　关键技术

２．３．１　数字化建模

核材料衡算管理信息系统以管理模式为基础,在软件开发之前必须建立核材料衡算管理数字化

模型,使软件不仅适用于各类不同核设施的核材料衡算,还可为交保单位向IAEA 提供报告服务、同
时兼顾企业的生产管理,为此,建立各类信息模型.图３展示了反应堆业务流程数字化模型.

图３　典型业务流程数字化模型—反应堆

图４展示了源数据采集模型示例.

图４　源数据采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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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中:分厂(子平衡区)作为核材料衡算的基本单位,是源数据采集的起点,负责涉及核材料原

始单据的数据采集工作,为此设置读取文件、标准模板导入、条码扫描、手工录入等多种数据采集方

式,并将采集的数据存入子平衡区源数据子库;总厂(平衡区)读取各分厂(子平衡区)制作的xml文件

完成数据采集,同时可归口提供各类帐目和报告;汇总数据库通过读取各总厂(平衡区)制作的上报文

件完成数据采集,是各设施数据的汇总,同时归口提供各类帐目和报告及数据智能挖掘分析.

２．３．２　核材料衡算模型验证

在核燃料生产企业、核电站等特定设施单位开展了模型验证工作,表１显示了某芯块制造车间核

材料库存及库存变化情况.

表１　某芯块制造车间核材料库存及库存变化表

物料名称 物项数 批数 物料量/kg 金属量/kgU

期初库存 科研粉末 １ １ １２．２５ １０．７２

科研芯块 １ １ ４．７７ ４．２０

废芯块 ４２ ４２ ９１９．２３ ８０９．８４

设备滞留量 ９ ９ １１０．７６ ９６．９６

上期污泥 ６０ １ ９２０．３０ ３２．５３

本期调入 UO２粉末 ２６２ ５５ ６９９４２．１６ ６１２７２．６７

本期调出 成品芯块 ２７１０ ５２ ５８０９４．４４ ５１１４８．３３

废芯块 ２９ ２９ ９３０１．１１ ８１８８．７０

废粉末 １０ １０ ７６９．５７ ６５４．６２

废 U３O８ ５ ５ ３０４．２２ ２５８．８０

磨削渣 １５ １５ ２０９２．７４ １７７９．０２

空捅滞留量 ２６２ １ ７．６０ ６．６６

污泥 ２１ ２１ ４３８．２３ ５８．８１

废水 ３４ ３４ ３１６０００L ７．２７

可燃废物 ５０ １ ３６５０．００ ２１．２０

期末结存 设备滞留量 ９ ９ ２１．６０ １８．９３

有名损失 废气 １ １ ５．２０

帐面盘存数 ６２２２６．９２

实物盘点数 ６２１４７．５４

不平衡差(MUF) ７９．３８

由表１按测量计算的 MUF计算公式可得:

MUF测量计算 ＝ ∑ 期初＋∑ 调入－∑ 调出－∑ 期末－∑ 有名损失

＝９５４．２５＋６１２７２．６７－６２１２３．４１－１８．９３－５．２０
＝７９．３８kgU

按数字化模型统计计算的 MUF:

MUF数字化模型计算 ＝帐面盘存数－实物盘存数＝６２２２６．９２－６２１４７．５４
＝７９．３８kgU

结论:MUF数字化模型计算 ＝MUF测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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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按设施类型完成了各子模型的验证工作.

２．３．３　构件化软件开发技术

基于构件的开发(ComponentＧBasedDevelopment,CBD)是一种软件开发新范型,它是在一定构

件模型的支持下,复用构件库中的一个或多个软件构件,通过组合手段高效率、高质量地构造应用软

件系统的过程.
技术难点是基于软构件的应用软件开发原型(系统物理模型)的建立,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领域分析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建立问题空间需求模型,并产生一个对该领域

各个应用系统都适应的可复用软件构架.
第二阶段:领域构件的识别与提取,通过领域分析获得可复用软构件、软构件之间的关系、软构件

的属性及方法、事件,即系统概念模型和系统动态模型.
第三阶段:面向对象的设计.
第四阶段:可复用软构件的选择和例化.
第五阶段:界面设计和数据库逻辑数据模型的设计获得系统逻辑模型.
第六阶段:界面包装,即软件构件的组装和集成,形成系统的物理模型.整个开发过程不是瀑布

式的,而是一个多次递推的过程,系统的体系模型是由开发过程所得到的各个模型组成.
图５展示了构件化软件开发的过程及开发平台的总体架构.

图５　构件化软件开发过程与开发平台总体架构

采用先进的构件化开发思想,通过对常规软件开发命题的充分调研,系统归纳,高度抽象,形成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面向构件技术的、具有高度自动化程度的快速开发平台.
该快速开发工作平台最突出的特点是:能够快速搭建业务原型,根据用户需求快速完成量身订

制,灵活动态配置方便系统更新维护,从而延长项目寿命周期.

３　结束语

该项研究工作历时多年,大批老、中、青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１)形成了核材料衡算管理信息体系,成为我国核材料领域表达信息的“普通话”,由此创建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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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系统集成了核材料衡算管理信息体系各类编码的原则与方法,实现了编码的申请、生成、审批、维
护、停用和删除的全寿期管理,与国内同类软件相比,该系统还可自动生成各类编码的条形码,用于核

材料的标识.
(２)核材料衡算管理信息系统规范了核材料衡算信息编码,近实时地记录核材料的存量和存量变

化信息,满足衡算帐目管理、按核设施衡算并计算 MUF、现场视察检查、企业生产统计等各方面的要

求,实现与核材料管制、IAEA核材料衡算报告、企业核材料生产等管理体系的对口衔接,为各设施单

位及上级机关提供核材料的信息支持和事实依据,实现了核材料衡算信息的专业化管理.
(３)专业的衡算信息数据库记录了各核设施核材料的存量与变化情况,为主管部门全面、及时、准

确地掌握全国核材料状态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核材料衡算管理信息系统已成为上级核材料管理部门和各设施单位核材料衡算管理工作必备的

工具,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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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ApplicationofIntelligent
NuclearMaterialControl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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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principlesandmethodsofnuclearmaterialcontrol,theintelligentnuclear
materialcontroltechnologysystemiscomprehensivelysortedoutandestablished,thedigitalmodel
ofnuclearmaterialcontrolandthecodingsystemadaptedtothediversityandcomplexityofnuclear
materialinformationinChinaareestablished,andthenuclearmaterialmanagementandcontrol
systemandnuclearmaterialspecialtybasedonclient/serverarchitecturearedevelopedbyusingthe
softwarerapid developmentplatform withindependent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The key
technologiesofintelligentnuclearmaterialmanagementandcontrol,suchasdigitalmodelingand
verification,platformsoftwaredevelopment,aredescribedindetailwithdatabase．Theresearch
resultshavebeenwidelyapplied,andtheinformationization,refinement,traceability,fulllifeand
professionalmanagementofnuclearmaterialshavebeenrealized,whichprovidesadvancedtechnical
meansandreliableguaranteefornuclearmaterialcontrolworkinChina．
Keywords:NuclearMaterialControl;Intelligent;InformationCoding;DigitalModeling;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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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溶质在金属中的非亚伦纽斯扩散行为的粗粒化模型

文豪华１,２,赖　侃１,２,伍一丰２,刘建一１,２,郑　跃２,３

(１．中山大学 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广东 珠海５１９０８２;２．中山大学 物理学院微纳物理与力学实验室,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３．中山大学 物理学院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氦泡是核结构材料中子辐照的重要产物,其存在将引致结构材料机械性能退化.氦溶质在金属中扩散行为是氦

泡形核与生长的重要阶段.动力学蒙特卡罗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氦泡演化行为.然而,动力学蒙特卡罗方法的理论基

础是准平衡热力学的亚伦纽斯定律,对于氦溶质在金属中扩散行为这类低活化能垒的原子活化过程的描述并不完全

适用,特别是在高温时,氦溶质的热能量与其在金属中的扩散能垒相比拟时,氦溶质呈现出非平衡热力学演化特性.

本文构建了基于布朗运动的随机动力学理论,推导出一个粗粒化模型,可以描述低活化能垒的原子活化反应的全温度

区间行为,并利用氦原子在金属钨中的扩散作为例子,展示模型的可行性.本文研究结果将可以直接用于修正现有的

动力学蒙特卡罗模型,为建立更精确的氦泡行为多尺度建模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氦;非亚伦纽斯扩散行为;粗粒化模型;非平衡态热力学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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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介绍

氦是核聚变堆结构材料在辐照下最常见的产物之一[１].由于氦原子在金属中的不溶解性,它很

容易陷入空位、晶界等汇点,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氦泡.氦的形成和积累会对结构材料产生不利

的时效(aging)效应,通常是高温氦脆化[２,３].因此,了解气泡成核和长大的动力学是核材料科学与工

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４].
作为长时间尺度的行为,金属中的氦气泡形核和生长是由许多原子活化过程组成的,其中包括缺

陷迁移、氦与空位结合以及氦－空位团簇的解离[５].在理论研究方面通常采用发展成熟的动力学蒙

特卡罗 (KineticMonteCarlo,KMC)方法[６].如图１所示,基于KMC方法的氦泡形核生长过程的仿

真模拟将氦－空位团簇的演化行为看做是类化学反应过程,即:

kHe＋lV＋HemVn ⇌ Hem＋kVn＋l (１)
这里的 He和 V分别代表自由的氦溶质和晶格空位;HemVn 表示包含m 个氦原子并占据n个原

子体积的氦－空位团簇;k,l,m,n 是自然数.而图１所示的每个原子活化过程都被看成是经典反应

事件,其反应频率ν(即事件发生概率)由亚伦纽斯(Arrhenius)方程确定[６],即:

ν＝ν０exp－Em/kBT( ) (２)
由上述方程可见,反映频率是由该反应的反应路径(由尝试频率ν０ 来表征)及其相应的能垒Em

决定,也与温度T 相关(kB 是玻尔兹曼常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氦原子在金属中的不溶解

性,对于公式(１)所示的正向反应(即氦泡生长过程)的反应率主要决定于氦原子向空位或氦－空位团

簇的质量流,即氦原子扩散系数D .在当前的 KMC框架下,溶质原子在各项同性溶剂中的扩散系数

D 也通常由 Arrhenius方程决定[６],即:

D＝gλ２ν＝D０exp－Em/kBT( ) (３)
式中:D０＝gν０λ２ 是前置参数,其中:g是溶质各向同性扩散路径的数目,与金属的晶体对称性相关;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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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溶质扩散过程中相邻两个空间平衡位置的距离.

图１　氦泡生长的类化学反应示意图以及氦原子扩散的能量曲面

公式(３)是基于 Gibbs平衡态热力学理论推导出来的[６],描述的是溶质原子在热运动辅助下的扩

散行为,其前提条件是该扩散过程可以看成是热力学可逆过程,也就是说,扩散势垒要远远大于扩散

原子热运动的平均能量,即Em ≫kBT .换言之,溶质原子逃逸出平衡位置势阱的平均时间应当远远

大于整个体系从扩散势能面的鞍点到新平衡位置的特征弛豫时间.注意到,氦－空位团簇或单个空

位的扩散能垒在１eV量级,使得在T＜１０４ K的温度范围内满足热力学可逆条件.这种情况下,运用

公式(３)来描述其扩散行为是恰当的[４].然而,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计算结果表明[７]填隙型氦原子杂

质在金属中的扩散势垒仅仅 Em 约 ０．１eV,使得氦杂质在 T ＞１０００K 下的扩散行为不满足

Arrhenius方程的前提条件(即Em ≫kBT )[８].而最近的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１,９,１０]发现,氦原

子在BCC钨金属中的扩散行为呈现奇异的非亚伦纽斯(nonＧArrhenius)行为[４].更精确的分析则表

明[１０],氦原子在２６００K的实空间运动轨迹偏离于 Arrhenius方程所描述的“在平衡位置上作跳跃的

随机行走”,而更倾向于是在随机环境中的布朗运动.因此,高温下氦原子在BCC钨的扩散行为不遵

循 Arrhenius方程,而遵循EinsteinＧSmoluchowski方程,即:

D＝μkBT＝
kBT
m∗γ ∝T (４)

式中:μ＝１/m∗γ 是经典迁移率,式中:m∗ 是布朗粒子的有效质量;γ 是布朗粒子受到的摩擦力

系数.
这类具有低活化势垒(即Em ≤０．１eV)的缺陷扩散在文献上被称为低活化原子反应过程[１１],是

很常见的一类现象,例如晶体生长学科领域的表面原子扩散[１６]、金属中的位错运动[８],等等.基于

Kramers理论[１２],人们厘清了低活化原子反应的物理图像[１３],(１)低温行为(即当Em ≫kBT 时)是热

力学准可逆过程,遵循 Arrhenius方程[即公式(３)],并由准平衡态参数Em 和ν０ 来表征其扩散特性;
(２)高温行为(即当Em ≪kBT 时)是热力学非平衡过程,遵循 EinsteinＧSmoluchowski方程[即公式

(４)],并由非平衡态参数μ 来表征其扩散特性[１４].如何基于上述的物理图像建立统一的框架来描述

中温区的扩散行为(即当Em~kBT 时),是对低活化原子反应过程进行理论描述的关键[１３].
反过来看,当前研究氦泡生长行为的基于 KMC方法的多尺度计算机仿真模拟框架,大多关注于

如何从第一性原理计算或分子动力学模拟得到更高精度的各个参数[５],而忽视了如何将低活化原子

反应的基本机理引入到KMC模型中去,从而得到更精确的描述[１１].最近 Wen[１]利用 Mori投影算符

方法[１５],构建了一套基于锯齿型势能面近似下布朗运动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一条描述全温度区间适

５１１



用的氦原子在BCC钨金属中的“奇异”扩散行为的公式.但是这条公式采用的锯齿型势能面忽略了

势能面底部与ν０ 相关的热涨落信息,因此不能完整地描述低能垒原子活化反应的准平衡－非平衡特

性的统一性.为了弥补该模型的缺陷,本文构造了基于余弦型势能面的布朗运动模型,提出另一个更

合理的粗粒化公式,并能很方便地引入到现有的 KMC方法中,得到氦泡生长的更精确描述.

２　粗粒化公式的解析推导与数值验证

２．１　基于布朗运动的随机动力学模型

在BCC金属体系中,单个氦原子杂质占据的是四面体填隙位置,并在其扩散路径上感受到来自

母体金属原子热运动引致的声子散射和一个周期性势场(如图１所示).根据第一性原理计算和分子

动力学模拟,氦原子在BCC金属钨的扩散势垒约为Em 约０．１４５eV[１],其扩散行为可认为是低活化原

子反应过程.根据 Wen[１]提出的理论模型,氦原子的瞬时轨迹X＝X(t)可由郎之万方程来描述,即:

m∗X


＝F－m∗γX


＋f(t) (５)

式中:F＝－∂XE X( ) 表示周期势场E X( ) 提供的保守回复力;－m∗γX


和f(t)分别代表母体原子

热运动所提供的耗散项和涨落项,其中γ 指的是声子拖拽引起的摩擦力的系数,而f(t)则是母体原

子随机碰撞提供的高斯型随机力,即 ‹f(t)›＝０且 ‹f(t)f(t′)›＝２m∗γkBTδ(t－t′).根据公式

(５),氦原子杂质的扩散系数可以由其轨迹X(t)得出,即:

D＝
‹X(t)－X(０)[ ] ２›

２t ＝
１
２∫

¥

０
‹X


(t)X


(０)›dt (６)

注意到,在低温和高温极限下:

D＝
D０e－Em/kBT, if Em ≫kBT

μkBT, if Em ≪kBT{ (７)

式中:D０＝gν０λ２,这里的g＝２/３是几何因子.对于求解公式(６)得到扩散系数,关键的困难在于怎

么得到任意周期势能面下中温区的解析表达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LifsonＧJackson公式[１６],

D＝μkBT∫
λ

０
eE X( ) /kBTdX∫

λ

０
e－E X( ) /kBTdX[ ]

－１
(８)

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公式,通过构建余弦型周期势能面,提出一个粗粒化解析公式.

２．２　基于余弦型周期势场的粗粒化公式

如图２所示,氦原子感受到的扩散路径上的晶格周期势场可以由以下余弦型函数来近似描述,

E X( ) ＝ Em/２( ) １－cos２πX/λ( )[ ] (９)
将之代入到公式(８),经过简单推导可以得到扩散系数的表达式

D＝μkBT J０
Em

２kBT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１０)

式中:J０ x( ) 是零阶第一类修正贝塞尔函数,且当x ≪１时,J０ x( ) ＝１;当x ≫１时,J０ x( ) ＝ex

２πx .这样,根据公式(１０),我们就能得到扩散系数的高温和低温极限行为是[１３]

D＝
πμEme－Em/kBT, if Em ≫kBT

μkBT, if Em ≪kBT{ (１１)

对比公式(１１)和公式(７),可以发现,余弦型周期势场近似下得到的扩散系数公式(１０)满足高温

极限行为,而 低 温 极 限 行 为 则 相 差 了 一 个 常 数.由 此,我 们 再 引 入 一 个 无 量 纲 常 数 b ＝
D０/πμEm( ) 来对公式(１０)进行以下修正,

D＝μkBTb J０
Em

２kBT
æ

è
ç

ö

ø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b{ }
－１

(１２)

那么,修正后的公式(１２)的高低温极限行为与公式(７)完全一致了.
这里我们引入的参数b仅仅是为了修正本文提出的模型在低温极限行为符合 Arrhenius公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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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氦扩散路径上的能量剖面图

预测,但也有其物理意义.首先,从公式(９)的余弦型周期势场可以得到尝试频率ν０,即

４π２ν２
０ ＝

１
m∗

∂２E
∂X２
æ

è
ç

ö

ø
÷

X＝０
⇒２πν０＝

πEm

m∗ν０λ２ ＝
πgEm

m∗D０
(１３)

因此,

b＝
D０

πμEm
＝

g
m∗μ

m∗D０

πgEm
＝g

γ
２πν０

＝g
γ
ω０

(１４)

式中:ω０＝２πν０ 是氦原子扩散过程中,体系在势能面底部作周期振荡的圆频率,而γ 则是这种周期振

荡运动的阻尼系数,因此b＝gγ/ω０( ) 实质是这种阻尼周期振荡运动的有效品质因子.
再进一步,对于 KMC方法而言,预测和描述氦泡生长过程的关键是得到各种原子活化过程的反

应频率ν,可以由上述模型得到的扩散系数推导出来,即

ν＝
D
gλ２ ＝ν０

kBT
πEm

J０
Em

２kBT
æ

è
ç

ö

ø
÷－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
D０

πμEm
{ }

－１

(１５)

由公式(１５)可见,当Em ≫kBT 时,反应频率满足 Arrhenius方程,即ν＝ν０exp－Em/kBT( ) ,而
当Em ≪kBT 时,ν＝μkBT/λ２ 满足EinsteinＧSmoluchowski方程.

公式(１５)是基于余弦型周期势场下布朗运动模型的关于低活化原子反应频率或扩散系数的解析

表达式.该表达式保留了扩散行为在低温区的准平衡态演化信息,即Em 和ν０,以及高温区的非平衡

态演化信息,即μ ,同时也仅仅通过这三个基本参数就能确定全温度区间的扩散行为.下面,我们将

根据分子动力学模拟得到的氦原子在BCC钨金属中扩散的数据来验证公式(１５)的准确性.

２．３　数值验证

首先,图２给出了基于分子动力学模拟得到的氦原子在BCC钨金属内部两个相邻四面体填隙位

置间扩散的能量曲面[１],以及根据公式(９)余弦函数拟合结果的比较.由图２可见,公式(９)对周期势

场的描述基本符合分子动力学的预测,尤其是势垒高度和尝试频率(由能量面底部的曲率决定).另

外,再根据 Wen[１]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提供的基本参数,即D０＝４．３Å/ps,Em＝０．１２eV和μ＝８．４Å２/

ps/eV,可以得到b＝１．３６,以及扩散系数与温度的关系曲线.图３展示了本文采用的余弦模型与 Wen
的锯齿模型[１]以及分子动力学数值模拟的扩散系数随温度变化的比较.可以发现,余弦模型完美描

述了全温区氦原子扩散的非亚伦纽斯(nonＧArrhenius)行为.

３　结论

本文基于余弦型周期势场近似下的布朗运动模型,提出了描述氦原子溶质在金属中扩散的一类

具有低能垒的原子活化反应频率的解析表达式,能够完整描述全温度区间氦原子的准平衡态与非平

衡态演化特性,并与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相符.当然,本文的推导并非严格的数理推导,而是作了一

定技巧性的修正.另外,对于表征非平衡演化特性的迁移率及其涉及的溶质原子有效质量等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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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根据分子动力学模拟提供的基本参数得到的扩散

系数余弦模型解析表达式与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及锯齿模型预测的比较

物理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提出简单的模型修正当前关于氦泡生长中的基于

动力学蒙特卡罗方法的多尺度计算机仿真模拟研究框架,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描述低能垒原子

活化反应,仅仅考虑准平衡态演化特性是不足以完整描述其行为的,非平衡态演化特性必须要同时在

统一框架内进行适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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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arseＧgrainedformulafornonＧArrhenius
diffusionofheliumin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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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echnologies,SchoolofPhysics,SunYatＧsenUniversity,GuangzhouofGuangdongProv．２１０２７５,China)

Abstract:Heliumdiffusioninmetalsisthebasicrequirementofnucleationandgrowthofbubble,

whichgivesrisetoadversedegradationeffectsonmechanicalpropertiesofstructuralmaterialsin
reactorsunderirradiation．LatticebasedKineticMonteCarlo(KMC)approachiswidelyadoptedto
studytheevolutionofheliumＧvacancyclustering．However,theimplementationofArrheniuslawto
predictiontheeventrateofsingleinterstitialhelium solutediffusionin metalisnotalways
appropriateduetolowＧenergybarrier．Basedonastochasticmodel,amodifiedformulaisderived
fromtheBrownian motionuponacosineＧtypepotential．Usingtheparametersobtainedfrom
moleculardynamicssimulationforthediffusivityofsingleheliumsoluteinBCCW,thepredictionof
ourmodelisconsistentwiththeresultsfromdynamicalsimulationandpreviousmodel．Thiswork
wouldhelptodevelopamoreaccurateKMCschemeforthegrowthofheliumＧvacancyclusters,as
wellasotherlowＧenergyreactionsinmaterialsscience．
Keywords:Helium;NonＧArrheniusdiffusion;CoarseＧgrainedformula;NonＧequilibrium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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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LFＧ１钢用Fe基低活化非晶材料的钎焊研究

王建豹１,练友运１,封　范１,陈　哲１,谭　扬１,刘莎莎１,
刘　翔１,王英敏２,羌建兵２

(１．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２５;２．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钨和低活化钢的有效连接对于未来聚变堆中的氦冷偏滤器和第一壁的制造非常重要.本研究通过合金化成分

设计,并利用急冷甩带技术制备了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７Si８．３(a．t％)低活化的非晶箔带.采用真空快速钎焊技术对钨和 CLFＧ
１钢进行了连接研究.结果表明,在１２３０℃－６min时,可以得到无裂纹,无空洞的接头.扩散层形成的 FeW２B２ 和

Fe３B金属间化合物可有效阻止 W 原子向基体钢的长程扩散,钎料层形成的粗大铁素体软相可以有效缓解热应力,Si
和B主要分布在焊缝中,并且在Cr元素能够促进铁素体形成;两种接头的抗拉性能均可高达到３２０MPa.

关键词:偏滤器和第一壁;非晶钎料;钎焊;接头

　　　　　　　　　　　　　　　　　　　　　　　　　　　　　　　　　　　　　　　　　　　　　　　　　　
　

　
　

　 　　　　　　　　　　　　　　　　　　　　　　　　　　　　　　　　　　　　　　　　　　　　　　　　　
　

　
　

　
　

作者简介:王建豹(１９８６—),男,河北邯郸人,在读博士,现从事面向等离子体和部件连接工作

钨和钨合金由于具有高温强度、高的热导率以及低的溅射率,因此被认为是未来的氦冷偏滤器面

向等离体装置中一种重要的可选材料[１].在氦冷偏滤器的设计中,每一个冷却手指都是由纯 W 作为

屏蔽层,而 W 合金作为热沉材料,低活化钢作为结构材料.因此关于钨或者钨合金与结构材料低活

化钢的连接问题则成为限制偏滤器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 W 及其合金与低活化钢的熔点

(TW＝３４２２℃,TRAFM≈１５３６℃)与热膨胀系数(αW＝４．５×１０－６ K－１,αRAFM＝１２~１４×１０－６ K－１)等
物理性质存在巨大差异,其间的连接难以通过常规的熔焊技术实现[２].目前,有关它们的连接研究主

要集中在固相扩散焊[２]和高温钎焊[３Ｇ５].其中,固相扩散焊具有焊接温度低的优势,人们曾尝试利用

该技术并结合各种中间层的引入来进行 W/钢连接,以期有效降低焊接过程中因基材物理性质差异而

造成的不良应力,获得高质量的连接接头.然而,固相扩散焊常需加高压,不适合复杂结构与形状构

件的连接;并且已有研究中,钨/钢的扩散焊结所采用的中间层大多含有高中子活性元素,如 V/Cu、Ni
等,这些高中子活性元素在中子辐照下会引起氦偏聚,致使钎焊接头脆化,此外,W/钢扩散焊接头中

还容易形成含脆性相的层状结构,严重影响接头质量.这些不足都会严重影响扩散焊接技术在钨/低

活化钢连接上的应用.相比而言,虽然高温钎焊的焊接温度相对较高,但它具有工艺简单,无需加压,
对焊件尺寸、形状无特别要求等优势.Kalin等率先采用 Ni基箔带在１１５０℃温度下钎焊单晶 W/

EP４５０高活化钢,获得无裂纹的钎焊接头.随后,Chehtov等[５]用BrazeTec１１３５(Nibal－１９CrＧ１０．１SiＧ
０．００３BＧ０．０６CＧ０．０２P)的 Ni基 膏 状 钎 料 在 １１８０ ℃ 温 度 下 成 功 实 施 了 W－１％La２O３ 合 金 和

EUROFER９７低活化钢的钎焊连接.但是以上的钎焊研究都使用了 DEMO 偏滤器所限制的高中子

活性元素钎料.因此,钨/低活化钢钎焊用低活化钎料的开发和工艺研究就十分重要.我们注意到低

活化钢母材中的Fe主元是典型的低中子活性元素,Fe基低活化钎料研究值得关注.同时,考虑到非

晶合金具有良好的成分与组织均匀性,其液固相线温度较窄,熔体流动铺展性好,适于偏滤器这种复

杂部件的连接.因此,Fe基低活化非晶钎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仅发现 Oono[４]等用２６０５SＧ２
型FeＧ３BＧ５Si非晶条带对 W 和 ODS钢进行真空钎焊(１２００℃下加压２５MPa,保温４h)的接头组织

特征研究.本文拟基于前期发展的Fe７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原子百分比)三元非晶成分,引入低活化合金元素

Cr以进一步降低基础合金的磁性和改善焊缝组织(强磁性材料会对等离子体产生磁场扰动),采用熔

体快淬法制备原子百分比成分为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的非晶箔带,研究其熔化行为,初步研究钎焊接

头组织、形态与构成,探索相关接头组织的形成机制,为高质量的 W/RAFM 钢钎焊提供新型低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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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基非晶钎料和钎焊工艺.

１　实验

采用Fe[９９．９９％(质量分数)]、Si[９９．９９９９％(质量分数)]、Mn[９９．５％(质量分数)]、Sn[９９．９９％
(质量分数)]高纯金属原料,配制原子百分比为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的合金.将其置于非自耗电弧熔

炼炉中在高纯氩气保护下,多次熔炼得到成分均匀的合金锭.随后采用熔体快淬法获取非晶合金箔

带样品,其非晶本质由XRD检测确定.使用 Q６００型 TGA/SDT热分析仪在纯 Ar气氛保护下表征

非晶箔带样品的熔化行为特征.钎焊所用母材为１０mm×１０mm×８mm 的粉末冶金 W 块[纯度＞
９９．９５％(质量分数),天龙钨钼]和１５mm×１５mm×８mm 的CLFＧ１低活化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

院).将钨和低活化钢的表面用８００＃砂纸打磨,用丙酮与酒精超声清洗、吹干,然后自上而下按钨

块—钎料箔带ＧCLFＧ１低活化钢的顺序叠置,放入真空钎焊炉中进行钎焊.整个钎焊过程仅靠钨块自

重加载无额外附加压力,真空度保持在１０－２Pa以下;钎焊工艺流程如下:２０K/min升到１２４０℃,保
温１５min,然后炉冷.

采用 OLYMPUSBX５１型光学电子显微镜(OM)观察钎焊接头截面组织,所用金相腐蚀液为:１g
苦味酸＋１００ml酒精＋５ml盐酸.通过蔡司的扫描电镜和EPMA对钎焊接头截面进行组织形貌观

察和微区成分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钎料结构和熔化行为

由熔体快淬法制备出厚２０μm 的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合金箔带,,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快淬合金箔

带样品具有典型的漫散状非晶态结构衍射特征,而无明锐晶体衍射峰的出现,表明样品整体为非晶态

结构.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DTA曲线显示,随着温度的升高,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合金样品在１２００℃
附近发生了近单峰模式熔化,表面该合金成分为近共晶成分,有助于钎料的流动性和快速铺展.其熔

化开始温度Tm 与终了温度Tl 分别为１１７０℃和１２２７℃,熔化区间为５７℃.

　　
图１　Fe基箔带样品(a)XRD和(b)DTA

２．２　焊接头形貌、组织与结构

图１给出了１２３０℃－１０min保温时间下钎焊接头金相组织光学照片.从中可见:钎焊接头结

合良好、紧密,无孔洞、裂纹等宏观缺陷的出现;钎焊接头从下至上由CLFＧ１钢母材、钎缝层和 W 母材

层三部分构成.细看钎料层则由分为三层结构,靠近 W 侧的灰色薄层组织,靠近钢侧的大颗粒的浅

灰色粒子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组织.白色的薄层组织的厚度约为２０μm 厚;靠近钢侧的粒子尺

寸为２００μm 左右,处于两者之间的晶粒尺寸较小,为３０~５０μm,在其中分着少量的弥散粒子.近 W
侧界面平直,近钢侧界面呈曲折分布.以上光学金相初步表明:利用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非晶箔带作

为钎料,在１２３０℃保温１０min的条件下可获得无缺陷、界面结合好的 W/CLFＧ１钢钎焊接头,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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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图２　１２５０℃保温１０min钎焊接头的金相组织

为揭示钎焊接头典型形貌的形成过程,我们对接头结构进行了散射形貌衬度形貌、EPMA成分和

接头的相结构进行了分析.
图３是面扫描模式下EPMA给出的Fe、B、Si、Cr和 W 等组元在１２３０℃－１０min钎焊接头中的

分布结果.从中可以看出:Fe元素主要在CLFＧ１钢母材和钎缝中富集;钎缝化合物层的主要发现了

Fe,W 和B的聚集,而 W 母材中基本不含Fe.Si元素主要固溶在钎料层中,没有向 W 中发生扩散.
图结合XRD的分析结果可得到以下信息:

(１)钎缝中主要是由Fe基固溶体相,Cr,Si元素主要固溶在其中;
(２)钎缝的化合物层主要是由FeＧWＧB(FeW２B２ 和FeWB的简称)与(Fe,Cr,W)３B化合物相构成.
(３)B元素明显偏聚到FeＧWＧB和(Fe,Cr,W)３B化合物,(Fe,Cr,W)３B相中还有Cr元素富集.
(４)FeWB组织中含有大量的 W,表明该化合物的形成与 W 密切相关.

图３　１２３０℃ －１０minn钎焊接头的EPMA面分析结果

综合以上钎焊接头的形貌、结构和成分测试结果,可以发现:CLFＧ１钢与 W 母材间的钎缝组织可

分为单相Fe基固溶体、Fe基固溶体和Fe３B的混合组织和FeＧWＧB灰色薄层组织三个区域.其中,与

CLFＧ１钢母材相邻处,形成了与钢母材结构相同的Fe基固溶体单相区;而与 W 母材相邻处,形成了

约２０μm 厚的FeＧWＧB混合组织(其中分布着少量固溶体相);在单相固溶体区与化合物层之间是以

固溶体为基,分布着 Fe３B型金属间化合物混合组织区.这一特征的焊缝组织,其形成与母材及钎料

合金组分的性质、扩散和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当钎料达到钎焊温度时,W 和 CLFＧ１母材向钎料层中

迅速溶解并且与其发生剧烈作用,元素之间由于扩散会实现重新再分布与组合乃至进行化合反应.
具体来说,钎焊过程中,Fe、W 和B元素高温是一种稳定相,由于 W 和B同时向Fe基熔体中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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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２３０℃保温１０min钎焊接头处 XRD图谱

散,并且 W/钎料界面相遇,于是反应不断进行,形成了灰色薄层FeＧWＧB组织,随着反应的不断进行,
靠近CLFＧ１钢侧钎料熔体中B元素不断的相 W 侧偏聚,使得剩余组分中主要含有Fe和Cr,Cr元素

本身是一种铁素体形成元素,当钎焊实验完成后,靠近CLFＧ１钢就形成了Fe基单相固溶体区的相区.
因为FeWB为脆性化合物,其间合理分布韧性Fe基固溶体相将有助于钎焊接头性能的提高.另外一

方面,由于紧挨着化合物区为小晶粒的Fe基固溶体区域,然后为大晶粒的Fe基固溶体,有助于硬度

的缓慢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解由于突然的应力导致的接头的开裂.
图５为FeＧCrＧBＧSi钎焊接头的拉伸测试曲线.由曲线可知,拉伸应力随着拉伸应变基本上呈线

性增加趋势,直至断裂,断裂前不发塑性变形.最大的拉伸强度为３２０MPa,这在目前钎焊接头中是

最好的结果.这证明虽然这里产生了一定的金属软相,但由于一方面焊缝的宽度太窄,另一方面接头

没有采取去应力退火,因此接头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塑形形变.

图５　钎焊接头的拉伸曲线

３　结论

(１)通过熔体快淬法制备出成分、结构均一的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新非晶箔带,其熔化模式为近单

峰熔化,熔化开始温度Tm与终了温度T＝分别为１２００℃和１２３０℃.
(２)在１２３０℃温度下以Fe６３．５Cr１１．５B１６．６７Si８．３３非晶为钎料对 W 与CLFＧ１低活化钢进行钎焊连接,

３２１



可获得无缺陷、界面结合好的 W/CLFＧ１钢钎焊接头,其焊缝组织由单相 Fe基固溶体、FeＧWＧB和

(Fe,Cr)３B两部构成.
(３)１２３０℃－１０min接头钎缝的化合物层和固溶体相间的形式有助于接头性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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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alowＧactivationFeＧbasedAmorphous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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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ShaＧsha,LIUXiang,WANGYingＧmin,QIANGJianＧ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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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ffectivejoiningoftungsten(W)andreducedactivationferriticＧmartensitic(RAFM)

steelsiscrucialtothefabricationoftheheliumdivertorsandfirstwallinfuturefusionreactors．In
thepresentwork,twolowＧactivationFeＧbasedamorphousalloysofFe６３．５Cr１１．５ B１６．７Si８．３(at．％)are
designedasthefillermetalsforbrazingWandCLFＧ１steelsandwaspreparedbythemeltＧspinning．
CrackＧfreejointhasbeenachievedwiththeamorphousbrazingalloybyshortＧtimevacuumbrazingat
１２３０℃．TheinterＧdiffusionlayerwasconsistofFeＧWＧBandFe３Bphases,whichcanblockthelongＧ
distancediffusionofW atomstothesteelmatrix．Thecoarseferritephase,whichcanbeassoft
phasewasformedinthefillerlayer．Thesoftphasecanrelievethestress．SiandBelementsare
confinedwithinthemainbondingseamofthejointsandCrelementwouldfavortheformationof
ferritephaseinthebondingseam．Thepresenttensilestrengthjointsforthetwofilleralloysare
bothashighas３２０MPa．
Keywords:Divertorandfirstwall;Amorphousfiller;Brazing;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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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管外压失稳试验装置研制及初步试验研究

韩志博,杨洪广,刘珊珊,张建通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压水堆核电厂在运行初期和热态水压试验中,燃料组件及燃料相关组件的包壳管应是自立的,其结构完整性直

接影响核电厂的运行安全及放射性物质的排放.针对燃料组件及燃料相关组件用薄壁包壳管的抗外压失稳性能,自

行研制了多样品薄壁管外压失稳试验装置,主要由高温高压釜、样品挂架、压力控制系统及测控报警系统组成.试验

装置采用水的饱和蒸汽压的方式实现高温高压试验条件(３４５℃、１５．５MPa),试验装置的最高温度为３５０℃,控制精度

为±１℃;最高压力为２２MPa,控制精度为±０．１MPa;最多可同时进行３２个试验样品,满足外压失稳试验要求.在该

试验装置上,开展了两类椭圆度的３１６L不锈钢薄壁金属管累计１０００h的外压失稳试验,整个试验运行的温度为

(３４４±２)℃,压力为(１５．４±０．３)MPa;圆满地完成了试验装置的验证及不锈钢薄壁金属管的外压失稳试验研究.试验

结果表明:建立的多样品薄壁管外压失稳试验装置满足试验要求,控制精度高;通过外压失稳试验,３１６L不锈钢薄壁

金属管的所有样品均未发生坍塌,最大椭圆度变化量小于０．０３mm,满足标准中的自立准则要求.

关键词:３１６L不锈钢;高温高压;外压失稳;椭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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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堆核电站燃料组件及燃料相关组件在整个设计寿期内都处于高温、高压、强中子辐照、振动

与冲刷等非常苛刻的条件下,在寿期内应保持结构的完整性;在反应堆运行初期和热态水压试验中,
在最大的冷却剂压力作用下,包壳管应是自立的[１Ｇ３].包壳管作为承受外压部件和放射性物质包容的

重要屏障,将直接决定元件及相关组件棒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由于包壳管(锆合金包壳管、不锈钢包

壳管)在制造过程中存在椭圆度,如果椭圆度过大,在反应堆运行初期和热态水压试验时的冷却剂工

作温度和压力作用下,包壳管可能发生弹性失稳(瞬时坍塌)造成冷却流道的堵塞及芯块碎裂,可能影

响燃料组件和燃料相关组件棒的冷却、控制棒的插入及芯块重定位引起的反应性变化,从而影响反应

堆的运行安全.目前,对于包壳管的弹性失稳主要采用计算分析,而关于包壳管的外压失稳试验研究

较少;因此,对于压水堆核电厂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的发展趋势下,开展锆包壳管和不锈钢包壳管的

外压失稳试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对燃料元件及燃料相关组件的设计、安全分析及反应堆的安全运行

具有重要意义.
本工作针对压水堆运行工况,研制了薄壁金属管外压失稳试验装置,并在该装置上开展了３１６L

不锈钢包壳管外压失稳初步试验研究.

１　实验方法

针对燃料组件及燃料相关组件用薄壁包壳管的抗外压失稳性能,自行研制了多样品高温高压外

压失稳试验装置,利用水的饱和蒸汽压的方式实现模拟压水堆运行工况下高温高压试验条件

(３４５℃、１５．５MPa),通过设计椭圆度及机械制备的多种加大椭圆度的两类试验样品同时进行试验,
并采用激光测径仪定点精确测量试验前后椭圆度变化,验证不同初始椭圆度的包壳管样品是否发生

外压失稳,获得两类椭圆度包壳管样品的椭圆度变化数据,为包壳管的设计及安全分析提供可靠

依据.

１．１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如图１所示,主要由高温高压釜、样品挂架、压力控制单元及测控报警单元组成.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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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釜提供试验所需的温度及压力,压力控制单元实现高温高压釜超压后手动及自动的压力控制,测
控报警单元实现温度与压力的参数设置、数据采集与存储、运行曲线显示以及参数报警与控制功能.
试验装置的最高温度为４００ ℃,温度控制精度为±１ ℃;最高压力为２２ MPa,压力控制精度为

±０．１MPa;满足外压失稳试验要求.

图１　外压失稳试验装置图

１．２　试验流程

试验流程主要包括:两类试验样品制备、样品初始椭圆度测量、清洗与装样、高温高压釜密封、高
压釜的检查与启动、去离子水除氧、高温高压釜运行、停釜降温降压、取样与清洗、外观检查、样品椭圆

度测量、实验数据分析等过程.

１．３　测量与分析

实验前测定试验样品的外径,计算样品的初始椭圆度;每个样品在其轴向中心处的８cm 长度进

行等间距９点外径测量,在每个轴向位置进行周向等间距６点外径测量,每个样品每次共计测量５４
点外径,得到试验样品轴向位置的椭圆度及最大椭圆度.试验运行时记录高温高压釜内水温、５个高

温高压釜外壁温度及釜内压力等运行参数.定期停釜降温降压取出样品,进行外观照相,测量试验样

品同一点的椭圆度.

２　实验条件

２．１　材料与试样

试验样品材料为３１６L不锈钢,冷加工量为１５％,包壳管的化学成分见表１.

表１　３１６L不锈钢管化学成分表 [％(质量分数)]

C Cr Ni Mo Si Mn P S Cu V Al Nb Co Ti

０．０１７ １６．８９ １５．０７ ２．２６ ０．５２ １．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试验样品的结构示意图如图２所示,主要由包壳管、上端塞和下端塞组成,包壳管和端塞采用氩

弧焊或电子束焊接.试验样品尺寸为ϕ(１０×０．５０×２２０)mm,包壳管长度为１５０mm,有效长度为

１２０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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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试验样品结构示意图

２．２　试验条件

外压失稳试验条件如下:

１)温度:(３４４±３)℃;

２)压力:(１５．４±０．４)MPa;

３)试验样品:共计１０个样品,其中:初始椭圆度为≤０．０４mm(设计椭圆度)样品４个,初始椭圆度

约为０．１５mm 的样品４个,初始椭圆度约为０．３５mm 的样品２个.

３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３．１　直径测试验证

在采用高精度激光测径仪的专用测量台架上进行了１０个试验样品的３次５４点直径测量验证,
测量结果表明,采用在专用测量台架上进行定点测量的方法可实现直径测量精度不大于±３μm,表明

该测量方法的测量数据是准确性及精确度是足够高的.

３．２　试验运行参数

完成了１０个试验样品累计１０００h的外压失稳试验,单次运行时间分别是１００h、９００h,试验运

行曲线如图３所示.运行参数结果表明:试验温度为(３４４±２)℃,冷却剂压力为(１５．４±０．３)MPa,满
足试验技术条件要求.

图３　外压失稳试验累计１０００h运行曲线

３．３　样品外观观察

样品试验前后进行表面清洗及外观观察,样品外观如图４所示;结果表明,两类椭圆度的所有样

品结构完好,即使是最大初始椭圆度为０．３５２mm 的样品(S１G１７)在１０００h后也未发生外压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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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样品椭圆度变化

两类椭圆度的样品在试验前及１０００h试验后的最大椭圆度及椭圆度变化如表２所示,结果表

明:运行初期,包壳管的椭圆度变化量非常微小,尤其是设计椭圆度的样品,均在测试方法的测量精度

(±３μm)之内;即使是最大初始椭圆度为０．３５２mm 和０．３３５mm 的样品(S１G１７、S２G２１),椭圆度变

化小于０．０３mm,在核电厂运行初期和热态水压试验中不会发生外压失稳.

图４　试验前(左)及１０００h试验后(右)样品外观

表２　样品试验前后的最大椭圆度变化

样品

编号

试验前最大

椭圆度/mm
１００h最大椭圆度

及变化/mm
１０００h最大椭圆度

及变化/mm

ω０max ωmax Δω ωmax Δω

S１G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７ ０．１６６ ０．０１７

S１G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S１G７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８７ ０．０１５

S１G１７ ０．３５２ ０．３６３ ０．０１１ ０．３８６ ０．０２３

S１G１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３

S２G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S２G１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S２G１６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１

S２G２１ ０．３３５ ０．３５１ ０．０１６ ０．３７８ ０．０２７

S２G２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４　结论

(１)建立的多样品薄壁管外压失稳试验装置性能稳定、控制精度高,满足试验要求.
(２)在(３４４±２)℃、(１５．４±０．３)MPa、１０００h条件下,两类椭圆度的所有样品结构完好;设计椭圆

度(≤０．０４mm)样品的椭圆度变化量极其微小,均在测试方法的测量精度(±３μm)之内;即使是最大

初始椭圆度为０．３５２mm 和０．３３５mm 的样品也未发生坍塌,椭圆度变化量小于０．０３mm,满足标准

中的自立准则要求;试验数据已应用到入堆辐照的安全分析评价中.

致谢:
本实验得到了 TMT团队成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向 TMT团队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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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ndtheprimarymeasurement
resultsoftestequipmentforinstabilityof
thinＧwalltubeunderexternalpressure

HANZhiＧbo,YANGHongＧguang,LIUShanＧshan,ZHANGJianＧto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estequipmentforinstabilityofthinＧwalltubeunderexternalpressurewasdeveloped,

whichwasmadeoffourpartsincludingautoclave,samplesuspensionframe,pressurecontrolunit
andmeasurementcontrolunit．Thehightemperaturehighpressureconditionsoftestequipmentwas
appliedthe method ofsaturated watervaporpressure．Theequipmentparameters meettest
requirementsforinstabilityofthinＧwalltubeunderexternalpressure(３４５℃,１５．５MPa),Maximum
achievabletemperatureandpressureofthetestequipmentwere３５０ ℃ and２２MPa,respectively,

controlprecisionoftemperatureandpressurewere ±１ ℃ and ±０．１ MPa,respectively．The
cumulative１０００htestforinstabilityof３１６LstainlesssteelthinＧwalltubesunderexternalpressure
wascarriedoutatthe(３４４±２)℃and(１５．４±０．３)MPa．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test
equipmentworksverywell．Allsamplesdidnotcollapse,andthemaximumovalityvariationsofall
sampleswerelessthan０．０３mm．
Keywords:３１６L stainlesssteel;Hightemperaturehigh pressure;Instability underexternal
pressure;Ov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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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硅化合物中碳的测定———红外吸收法

黄新树,邓传东,盛红伍,秦　毅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反应堆燃料与材料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铀硅化合物是一种重要的新型核燃料,其化学成分的含量直接关系到材料的性能.本文采用高频感应———红外

吸收法对铀硅化合物中碳元素的测定进行了试验研究.考察了坩埚选择、助熔剂种类与用量、试样用量、板流大小及

加热时间、积分等待时间与积分时间这些因素.综合优化条件,建立了测定方法.方法的校准曲线为y＝０．９７６４x＋

０．００７５,其检测下限为０．０００２％.当取样量为０．２g(准确至０．０００１g)时,碳的测定范围为０．０００２０％~３．１１％(g/g),

相对标准偏差(RSDn＝６)优于１０％.

关键词:红外吸收法;铀硅化合物;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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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硅化合物是核燃料体系中重要原料之一,其化学成分的含量直接关系到材料的性能.铀硅化

合物中存在一定的碳,其含量对性能也有较大影响,须严格控制.为准确测定碳含量,探讨反应过程,
找出影响测量的因素是必要的.

现行实验室测定金属或其他材料中的碳含量,大多数采用高频感应－红外吸收法,这是由于此方

法具有操作简便,在线性范围内快速、准确测定等优点[１].此方法的高频燃烧部分,相当于模拟“冶
金”过程,试验中所用瓷坩埚质量,与所测碳含量有关联;助熔剂的种类与用量,对所测数据的准确性

及成本有关联;测定参数的确定对试样熔融状态及碳释放曲线有关联[２Ｇ４].因此,本文对陶瓷坩埚、助
熔剂的种类与用量、参数测定等因素进行了试验研究,进行了系列条件试验,建立了铀硅化合物中碳

的测定新方法,解决了试样因温度、质量、助熔剂等因素影响检测结果的问题,缩短了检测时间,提高

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仪器及试剂材料

EMIAＧ８２０V碳硫分析仪,碳检测器:红外检测器;炉子最大功率 ２．３kW;电子天平,分度

值０．１mg.
碳标准物质C:０．０２５％±０．００１０％;C:０．４９２％±０．００８０％;C:３．１１％(百分含量,g/g,下同).

１．２　仪器工作条件

载气压力为０．３０MPa,动力气压力为０．３５MPa.

１．３　实验方法

试样在氧气气氛下经高频感应加热,试样中碳以二氧化碳形式释放,经红外检测器检测,最终经

仪器的数据处理系统转换成为试样中碳的质量分数.

１．４　试样制备

试样在氧气气氛下经高频感应加热,试样将铀硅化合物研磨成粉末状,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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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坩埚的选择

在相同条件下,取６只未处理的坩埚和６只处理过的坩埚(将坩埚散堆在高温炉内,在１１００℃温

度下灼烧约２h,自然冷却至室温后置于干燥器中备用)进行坩埚空白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坩埚空白

坩埚类别 碳测定值/(μg/g) 平均值/(μg/g)

未处理过坩埚 ２４,２５,１８,２６,３３,３６ ２７

处理过坩埚 ２．２,２．８,２．５,２．３,２．２,２．４ ２．４

超低碳坩埚 ２．２,２．１,２．０,２．３,２．２,２．４ ２．２

表１试验结果表明:分析中所选用的瓷坩埚,决定着碳空白值的大小与波动.使用未处理的坩

埚,其碳空白值高,且波动也大.使用处理过的坩埚,其碳空白值低,且波动也小.因此,本方法选用

灼烧处理后的坩埚或超低碳坩埚.

２．２　助熔剂种类的选择

助熔剂不仅可以增加试样中导磁物质,提高燃烧温度,改变熔化特性,使燃烧稳定,还具有抑制试

样飞溅的作用.助熔剂选择合适,用量适当会加速样品氧化熔融,可提高待测元素碳的释放率.常用

的助熔剂有:金属(钨、锡、纯铁、铜等),氧化物(氧化铜、五氧化二钒等),混合物(氧化硅＋纯铁、锡＋
硅钼混合粉等).其中锡、铜、氧化铜常用于管式炉,锡＋硅钼混合粉用于电弧炉,用于高频感应炉,获
得良好燃烧效果的主要是钨、锡及纯铁等金属助熔剂[５].本法选择助熔剂钨＋锡、钨＋铁＋锡进行试

验,钨为高熔点金属,氧化燃烧放出热量,可使燃烧平稳,不飞溅;铁为高电磁感应性金属,通过高频感

应产生较大的涡电流和较多的焦耳热,提高炉温,使样品燃烧完全;锡则能提高熔渣的流动性,降低熔

渣凝固点,本法用 YSBC１１１１４—９４(C:２５０μg/g±１０μg/g)钢标准物质为试样,各助熔剂测定结果见

表２.

表２　助熔剂筛选试验

助熔剂 碳测定值/(μg/g) 坩埚内状态

钨 ２０３ 坩埚熔池不光滑,有气泡

锡 ２１０ 坩埚熔池不光滑,有气泡

钨锡 ２２１ 坩埚熔池不光滑,有少量气泡

铁 ２２５ 坩埚熔池不光滑,有气泡

钨＋铁 ２３２ 坩埚熔池较光滑,有少量气泡

钨＋铁＋锡 ２４８ 坩埚熔池光滑,无气泡

钨锡＋铁 ２５６ 坩埚熔池光滑,无气泡

由表２试验结果表明:用钨、锡、钨锡做助熔剂时,试样均未充分燃烧,说明试样导磁性较差,需要

添加铁,以增强导磁性,但仅仅添加铁,测定结果欠佳,说明试样熔点高,需要添加能降低熔点的锡,钨

＋铁的测定结果也不佳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钨也是高熔点金属,虽然此时样品燃烧平稳,但熔点高,无
法快速引燃;用钨＋铁＋锡和钨锡＋铁做助熔剂,测定值稳定,燃烧效果好,此时铁增强导磁性,钨使

燃烧平稳,锡能降低熔点,使得样品快速引燃.钨锡为钨和锡的混合物,效果与后两者之和类似,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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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助熔剂的应用减少了逐一称量加入,操作繁琐和造成助熔剂分布不均等现象,因此本法选择钨锡＋
铁做助熔剂.

２．３　助熔剂用量的选择

助熔剂 的 加 入 量 是 影 响 分 析 结 果 的 重 要 因 素.应 无 铀 硅 化 合 物 标 准 物 质,而 本 方 法 用

YSBC１１１１４—９４(C:２５０μg/g±１０μg/g)钢标准物质为试样,先固定加入１．５g钨锡,改变铁的加入

量.结果表明,添加０．３g铁时,测定结果不佳,说明导磁效应不显著,添加０．５~０．８g铁时,测定结果

较一致,但随着铁用量的增加,导磁效应增强,高频炉的负载随之增加,对使用寿命不利,试验确定铁

用量为０．８g.
固定加入０．８g铁,改变钨锡的加入量.由表３分析结果可见,添加１．０~１．２g钨锡,测定结果不

佳,说明助熔效果不太显著,添加１．５~１．７g钨锡,测定结果较稳定,但添加１．７g钨锡时,灰尘增多,
需要增加清扫次数,试验确定钨锡用量为１．５g.表３试验结果表明:当助熔剂为０．８g铁＋１．５g钨锡

时,试样熔融状态好,待测元素释放完全,灰尘较少,所得结果与标准值相比偏差最小,本方法选用

０．８g铁＋１．５g钨锡做助熔剂.

表３　助熔剂用量试验

助熔剂用量 碳测定值/(μg/g) 坩埚内状态

０．３g铁＋１．５g钨锡 ２１０ 熔池不光滑,底部有皱褶

０．５g铁＋１．５g钨锡 ２２１ 熔池不光滑,灰尘少

０．８g铁＋１．５g钨锡 ２４６ 熔池光滑,灰尘少

１．０g铁＋１．５g钨锡 ２５６ 熔池光滑,灰尘多

０．８g铁＋１．０g钨锡 ２４３ 熔池光滑,灰尘较少

０．８g铁＋１．２g钨锡 ２４８ 熔池光滑,灰尘较少

０．８g铁＋１．７g钨锡 ２４８ 熔池光滑,灰尘较多

２．４　试样用量的选择

试样用量直接影响高频感应燃烧情况,称样量大熔融不好,结果易偏低,对燃烧污染大;称样量太

少,称量误差大,影响结果的稳定性.对此本法选用了 YSBC１１１１４—９４(C:２５０μg/g±１０μg/g)钢标

准物质为试样进行了不同用量的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４.表４试验结果表明:当助熔剂为０．８g铁＋
１．５g钨锡,称样量为０．１~０．３g时,测定结果较稳定,此时既能有效代表试样组成,又不至于导致熔融

困难.考虑到称样量过多需要增加清扫次数,称样量过少易降低样品代表性,故本法选用称取试样质

量为０．２g(准确至０．０００１g).

表４　试样用量选择试验

试样质量/g 碳测定值/(μg/g) 坩埚内状态 峰形现象

０．０５~０．１ ２２０ 熔池光滑 峰形好

０．１~０．２ ２５２ 熔池光滑 峰形好

０．２~０．３ ２４６ 熔池光滑 峰形好

０．３~０．４ ２４２ 熔池不光滑 峰形不理想

０．４~０．５ ２４８ 熔池不光滑 峰形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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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板流及板流加热时间的选择

在不同板流下分别对试样进行测定,碳的测量值随板流的变化情况见图１.从图１可见:碳的测

量值随板流的增加而增加.试验中还观察到:当板流小于１７０mA时,试样燃烧不充分;板流为２００~
２３０mA时,分析结果基本稳定,但当板流大于２４０mA时,试样燃烧飞溅较为严重.结合待测元素释

放曲线,本方法选择板流为２２０mA,板流加热时间为３５s.

图１　不同板流下碳的测量值

２．６　积分等待时间和积分时间的选择

由于试样在分析之前,坩埚和坩埚托一直暴露于空气中.分析时进入炉膛必定带入一定量的空

气.积分等待的目的是把带入的空气吹扫排出.选择合适的积分等待时间是为了确保空气排出,减
小积分开始之前基线波动可能引入的误差.通过仪器的手动积分可知,试样中碳的最早出峰在１０s
左右,在出峰之前空白的基线基本无波动.本方法选择碳积分等待时间为５s.为保证待测元素的所

有峰值参与积分,积分时间必须大于试样出峰完全的时间.由图２可见,待测元素数据采集时间为

４５s已经足够,为保证数据完全采集,本方法选择碳积分时间为５０s.

图２　碳元素的释放曲线

２．７　测定下限

称取０．８g铁＋１．５g钨锡助熔剂连续测定１１次,碳含量的平均值为０．０００２３％,标准偏差为

０．００００２％,以空白值１０倍的标准偏差计算得到方法测定下限为０．０００２％.

２．８　校准曲线

根据需检测的铀硅化合物的含量范围,按照试验方法,选用标准物质 YSBC１１１１４—９４(C:
２５０μg/g±１０μg/g);WG９５６(C:０．４９２％±０．００５％);BH(３．１１％±０．００６％).结合测定下限绘制了

碳的校准曲线,结果见图３.从图３可以看出,该曲线的线性好,回归系数为０．９９９９,该方法的测定范

围为０．０００２％~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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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碳的校准曲线

２．９　精密度试验

称取６个铀硅化合物样品,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精密度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５.表５结果表

明:本方法测定碳的相对标准偏差为２．１％,相对标准偏差优于１０％.

表５　精密度试验

碳测定值/％ 平均值/％ RSDn＝６/％

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０,１．５２,１．４６,１．５６ １．５０３ ２．１

２．１０　准确性验证

因无铀硅化合物标准物质,选用钢准物质BH 做方法准确度验证试验,试验结果见表６.表６试

验结果表明:本方法适用铀硅化合物中碳的测定.

表６　准确度试验

标准物质 碳标准值/％ 本法碳测定值/％

WG９５６ ０．４９２ ０．４８８

３　结论

当本法取样量为０．２g(准确至０．０００１g)时,本方法碳的测定范围为０．０００２％~３．１１％,方法相

对标准偏差优１０％.使用标准样品进行对照分析,亦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本法操作简便、快速准确

测定铀硅化合物中的碳,可以用于铀硅化合物中碳元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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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CarboninUraniumＧSilicon
CompoundsbyInfraredAbsorptionMethod

HUANGXinＧshu,DENGChuanＧdong,SHENGHongＧwu,QINYi
(StateKeyLaboratoryforReactorFuelandMaterials,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

Chengduof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

Abstract:UraniumＧsilicon compoundisanimportantnew typeofnuclearfuel．Itschemical
compositionisdirectlyrelatedtothepropertiesofmaterials．Inthispaper,thedeterminationof
carboninuraniumＧsiliconcompoundsbyhighfrequencyinductionＧinfraredabsorptionmethodwas
studied．Thefactorssuchascrucibleselection,fluxtypeanddosage,sampledosage,plateflowsize
andheatingtime,integralwaitingtimeandintegraltimewereinvestigated．Thedetermination
methodwasestablishedbysyntheticallyoptimizingtheconditions．Thecalibrationcurveofthe
methodisy＝０．９７６４x＋０．００７５,andthedetectionlimitis０．０００２％．Whenthesampleweightis
０．２g(accurateto０．０００１g),thedeterminationrangeofcarbonis０．０００２０％~３．１１％,andthe
relativestandarddeviation(RSDn＝６)isbetterthan１０％．
Keywords:Infraredabsorptionmethod;UraniumＧSiliconcompounds;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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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工艺制备PyC界面层作用效果及机理分析

孟　莹,王　虹,钱跃庆,贾昕磊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目前SiCf/SiC复合材料主要采用CVD方法制备获得,对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而言,获得高性能的关键

在于调整纤维与基体间的界面结合,以充分发挥纤维的增韧作用.本文采用 CVD技术在碳化硅纤维表面制备一层

PyC界面层,用以保护纤维,减轻纤维在制备过程中和使用过程中的损伤.通过显微结构、能谱、密度、力学性能等测

试手段,分析评判PyC界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同时通过力学性能和断口形貌,探究并分析 PyC界

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机械性能强化机理.

关键词:SiCf/SiC复合材料;CVD工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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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f/SiC复合材料具有很多优异的性能,例如高温下的优异力学性能和抗氧性能,以及在中子辐

照后稳定的微观结构.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性能,使得SiCf/SiC复合材料成为继日本福岛核事故后

新一代耐事故材料中最受瞩目的材料.用于先进压水堆的SiCf/SiC复合材料结构有三层,分别为:内
层碳化硅基体层,中间碳化硅复合材料层,和最外面碳化硅环境屏障层.内层碳化硅层主要用于提供

复合材料强度和保障复合材料致密度(防止裂变气体扩散);中间由碳化硅纤维和碳化硅沉积分子构

成的碳化硅复合材料层可以使整个复合材料具有伪塑性;最外层主要用于材料的防腐蚀.因此对于

SiCf/SiC复合材料而言,内外碳化硅层是SiCf/SiC复合材料保持结构件完整性、实现材料致密化、阻
碍裂纹源扩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备 SiCf/SiC 复合材料的方法有 CVD(chemicalvapor
deposition,气相沉积法)、PIP(precursorinfiltrationandpyrolysis,先驱体浸渍裂解法)、RS(reaction
sintering,反 应 烧 结 法)、MI(meltinginfiltration,熔 渗 烧 结 法)以 及 NITE (nanoＧfiltrationand
transienteutecticＧphase纳米渗透－瞬态共晶法).有研究表明CVD法制备的SiC层,结晶度高且具

有净化学比,在中子辐照后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和稳定性.
在SiCf/SiC复合材料中,纤维和基体都是SiC,二者之间的热膨胀系数匹配,热应力很小,物理相

容性较好,而且二者之间不发生化学反应,具有较好的化学相容性,但是由于同是SiC陶瓷,二者之间

存在较强的互扩散过程,导致纤维和基体之间结合过强,纤维的增韧效果不能充分发挥,断裂韧性较

低.界面不能有效传递载荷或有效耗散断裂能,故有必要制备结合强度适当的纤维－基体界面层以

改善界面结合.纤维－基体界面层应当起到以下作用:
(１)保护纤维,对纤维表面有修饰作用,能够减少纤维表面缺陷、降低纤维的强度分散性;
(２)有效传递载荷;
(３)控制界面处的裂纹偏转;
(４)界面要与纤维和基体之间热膨胀系数(CTE)匹配性好,在复合材料成型和使用过程中不发生

降低强度和韧性的界面化学反应.
一般认为,结合强度适中的界面结合能够有效提高复合材料的断裂韧性,过弱或过强的结合强度

均会导致脆性断裂.
常用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界面相一般分为四种:弱界面,一般为玻璃相;层状晶体界面,如PyC涂层

和BN涂层;多层界面,如(PyC/SiC)n界面层;多孔材料界面,如多孔氧化铬界面.SiCf/SiC复合材

料最常用的界面层是的裂解碳(PyC)涂层和BN涂层,然而在中子辐照下BN会嬗变产生 He,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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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辐照环境下的应用.热解碳层可以调整界面结合强度,通过脱粘、桥连和拔出等机制使裂纹偏

转、消耗能量,提高材料的断裂功和断裂韧性,已成功用作连续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界面相,因
此PyC涂层是提高碳化硅复合材料性的最佳选择之一.

本文选择CVD法制备的SiCf/SiC复合材料为研究对象,在SiC纤维和陶瓷基体之间采用 CVD
工艺制备PyC界面层,并探究PyC界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性能影响和机理分析.

１　实验过程

本文采用的碳化硅纤维是国产厦门大学三代碳化硅纤维(Amosic３０３),碳化硅纤维的性能如表１
所示.采用２D缠绕制成管状SiCf/SiC复合材料预制件,预制件尺寸为:内径１０mm,外径１１．２mm,
壁厚０．６mm.

表１　碳化硅纤维的性能

编号 项目内容 平均值 标准偏差

１ 氧含量/％ ０．５０ ０．０３

２ 碳含量/％ ３２．９６ ０．８９

３ 单丝直径/μm １１．９９ １．４９

４

５

６

纤维单丝拉伸性能

强度/GPa ３．１９ ０．５５

模量/GPa ３１３．０９ ２８．６２

应变/％ １．１１ ０．１１

７

８

９

纤维丝束拉伸性能

强度/GPa ３．０５ ０．１１

模量/GPa ２９３．００ ９．５５

应变/％ １．１７ ０．１３

本文制备碳化硅基体层的方式是采用气相沉积(CVD)工艺.实验选用三氯甲基硅烷(MTS,

methyltrichlorosilane,CH３SiCl３)作为气源,同时采用氢气作为载带气,氩气作为稀释气和保护气.具

体反应方程式如式１所示,气相沉积设备原理图如图１所示.

CH３SiCl３(g)→ SiC(s)＋３HCl(g) (１)

图１　气相沉积设备原理图

为了对比分析界面层在SiCf/SiC复合材料中的起到的作用,本文选取两种实验样品,一种样品是

直接在碳化硅预制件上采用气相沉积方式制备出SiC基体层,制成SiCf/SiC复合材料;另一种样品是

在碳化硅预制件上先预沉积上一层热解碳(PyC)界面层,再沉积SiC基体层.最后对制备好的Si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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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复合材料和含 PyC 界面层的 SiCf/SiC 复合材料进行显微结构(采用 SEM)、能谱、物相(采用

XRD)、密度和力学性能进行测试与表征,综合分析PyC界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实
验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SiCf/SiC复合材料实验流程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密度

为了表征SiCf/SiC复合材料的致密程度,本文采用水浸法对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和含

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进行密度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两种

SiCf/SiC复合材料样品的密度均在大于２．７２g/cm３(相对致密度为８５％T．D．),证明PyC界面层基本

不会影响SiCf/SiC复合材料的致密度.

表２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密度结果

样品类型 样品编号 密度/(g/cm３)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

样品１ ２．７７

样品２ ２．７８

样品３ ２．７８

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
复合材料管状样品

样品１ ２．８０

样品２ ２．７６

样品３ ２．７５

２．２　物相分析

从样品的XRD图谱(见图３)中可以看出,两种样品均对应着SiC的三个典型的峰,其对应的２θ
值分别为３５．７°,６０．４°和７１．８°(d＝０．２５１nm,０．１５４nm,０．１３１nm),对应的晶面指数分别为(１,１,１),
(２,２,０)和(３,１,１),即βＧSiC相.也就是说PyC界面层的存在对后续SiC基体层的形成并没有影响,
最终含有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表面会被单一βＧSiC相所覆盖,形成与不含界面层的SiCf/

SiC复合材料一样的碳化硅基体.

２．３　显微结构

采用CVD方法制备的SiCf/SiC复合管状材料横截面显微形貌如图４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碳
化硅预制件骨架内部已经被沉积形成的碳化硅团簇填充,预制件外层有一层致密的碳化硅基体层,与
碳化硅纤维骨架形成一个较为致密的结构.图中 A 区可以看到纤维束骨架密排在复合材料中部,B
区是沉积获得的致密的碳化硅基体层.进一步对样品进行能谱验证检测,可以看出SiCf/SiC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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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SiCf/SiC复合材料 XRD衍射图

A:不含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B:含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

料由C和Si元素组成,两种元素的原子比约１∶１,证明在制备过程中几乎没有引入其他杂质元素.

图４　气相沉积后SiCf/SiC复合材料横截面显微形貌

　
图５　气相沉积后SiCf/SiC复合材料能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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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气相沉积后SiCf/SiC复合材料能谱结果

元素 百分含量/％(质量分数) 百分含量/％

Si ６９．８８ ４９．８１

C ３０．１２ ５０．１９

气相沉积获得PyC界面层显微结构如图６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过沉积后碳化硅纤维的微

观检测看到纤维表面生成明显的PyC沉积层.界面层由微小的球形碳颗粒堆叠而成,与纤维结合较

为紧密,交界处未见到明显裂纹,沉积层为规则圆形,表面较为平整.

图６　沉积PyC的碳化硅纤维

对沉积完PyC层的碳化硅预制件再做碳化硅 CVD基体层制备,并对其进行显微组织观察(见
图７),从图中可以看出,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在沉积了PyC界面层和碳化硅基体层后,显微组

织依然比较致密,说明PyC界面层的存在对CVD工艺的影响较小,没有阻碍碳化硅陶瓷基体层沉积

反应的进行.

图７　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的显微结构

２．４　力学性能

２．４．１　环向拉伸

一种新型材料的力学性能是决定其应用方向的一个重要评判因素,本文采用环向拉伸性能测试

评价PyC界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的影响.
采用万能试验机对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进行环向抗拉强度测试,拉伸示意图如图８所示.

在规定的试样状态及试验速度下,对试样施加径向拉伸载荷试样断裂,然后按公式(２)计算径向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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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测试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８　SiCf/SiC 复合材料管状试样的

环向抗拉强度测试示意图

　　　　　
图９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环拉强度结果

σt＝
P(D２＋d２)
hd(D２－d２)

(２)

式中:σt为径向抗拉强度,MPa;

P 为试样破坏载荷,N;

D,d 和h 分别为管状样品的外径、内径和高度,mm.

２．４．２　压溃性能

为了综合评估PyC界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我们对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

和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进行压溃性能测试.碳化硅薄壁管的压溃试验采用

美国Instron３３６９材料力学试验机,按国标GB６８０４—２００８烧结金属衬套径向压溃强度的试验方法进

行样品检测,试验前先将样品两端磨平、烘干,测量样品外径、壁厚、高度,分别取５个位置侧量后取平

均值,测试示意图如图１０所示,测试结果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压溃试验示意图

　　　
图１１　复合材料管状样品径向压溃强度结果

径向压溃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K＝F(D－e)/Le２ (３)
式中:K—径向压溃强度,MPa;

F—压溃负荷,N;

L—试验长度,mm;

D—试样外径,mm;

e—试样壁厚,mm.只有当e/D＜１/３时,此公式才有效.
综合两种样品的环向抗拉强度结果和压溃强度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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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管状样品在上述两种测试中均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几乎均是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性能

的一倍,明显优于不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

２．５　断口形貌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PyC界面层对SiCf/SiC复合材料力学性能产生的影响和断裂机理,我们对样品

的断口进行了显微结构观察.首先观察没有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
图１２是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拉伸断裂后的断口形貌.样品拉伸后基本保持完整,断口主

要集中在拉伸应力集中的部位,未见明显分层现象,端面结构相对致密.图１３的结构是一个断口的

横向裂纹放大的结构.可以看到裂纹发生在两种不同纤维层结合部,外侧的纤维层出现滑移,从内侧

纤维层的结合部脱离.由于断裂方向与纤维层走向平行,产生了纤维层整体剥落,未见到明显的纤维

拔出现象.裂纹沿纤维层扩展到靠近外壁时,在包壳管外壁的缺陷处产生或者终止.图１４是另外一

种典型的拉伸断口形貌.这种条件下拉伸性能较低,呈现出明显的陶瓷脆性.断口沿纤维层横向拔

出,为分层断裂的模式,纤维层断口边缘整齐,表现为台阶状结构.

图１２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沉积后断口形貌(一)

图１３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沉积后断口形貌(二)

图１４　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沉积后断口形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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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是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沉积拉伸断口的外观图.断裂后呈现出明

显的纤维和纤维层拔出效果.图１６是最外层纤维层拔出后的基体结构.这是因为裂纹源在产生后,
当扩展到非晶体结构的界面层时,PyC界面层使得裂纹产生后不能在非层状晶体结构中自由扩展,而
是最终跨过界面层作用到纤维上.由于纤维与界面层的结合力较低,因此断裂过程中时纤维受到拉

伸作用出现断裂并从基体中拔出,残留下的纤维基体槽.与单纯沉积后的样品断口相比,此时纤维的

断裂是参差不齐的.在图１６的 A 区可以看到明显的陶瓷断裂麦纹状图样,表明当SiCf/SiC复合材

料承受拉伸作用时,由于PyC界面层的存在,保留了纤维的韧性,最终导致裂纹转移至碳化硅基体处,
碳化硅陶瓷基体在承受巨大拉力时会积聚大量的能量,当复合材料断裂时,不光会将碳化硅纤维拔

出,还会在基体留下因大量能量聚集导致的陶瓷融化麦纹图样.
图１７表明,拔出的纤维层和基体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偏移,不是较为光滑的脆性断裂.该样品在

拉伸时先是纤维发生断裂并从基体中拔出,当大部分纤维断裂后,纤维层整体脱落.图１８是同样工

艺下包壳管的断口形貌,可以看到同样的纤维和纤维层拔出现象.

图１５　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断口形貌(一)

图１６　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断口形貌(二)

图１７　含PyC界面层厚度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断口形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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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断口形貌(四)

以上结果说明带有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拉伸性能明显优于没有界面层的

样品.通常情况下连续纤维增加陶瓷基体材料的力学性能取决于纤维和界面的性能.研究表明碳化

硅纤维表面在沉积碳化硅时,或在界面层处发生元素扩散和化学反应,这会对后续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因为直接沉积碳化硅基体层会在碳化硅表面形成一层粗糙的SiC层,这层SiC
层具有很强的界面结合键能,加之碳化硅纤维上固有的缺陷会带来很大的应力集中,这样就会减弱复

合材料的结合能和弱化纤维的性能,最终导致SiCf/SiC复合材料呈现出脆性断裂行为.
相比没有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界面层可以大大提升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由于碳化硅纤

维和碳化硅基体之间存在一层单质碳层,它可以有效地成为原子扩散和化学反应的屏障,阻碍上述两

种反应的发生.同时界面层还可以有效弱化碳化硅纤维同基体之间的化学界面结合力、降低化学反

应对于纤维的损伤.因此合适厚度的界面层可以起到保护复合材料的结合能和增强纤维的性能,即
使SiCf/SiC复合材料呈现一定的断裂韧性.

通过上述分析,界面层起到了纤维保护的作用,含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的断口为分层断裂

结构,且纤维从基体中拔出,起到了增韧效果,提高了SiCf/SiC复合材料的拉伸性能.

３　结论

本文采用CVD法制备出了含PyC界面层和不含界面层的两种SiCf/SiC复合材料,通过对复合

材料显微组织、物相、力学性能等性能的测试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采用CVD方法可以在碳化硅纤维和基体之间制备一层PyC界面层,该PyC界面层不影响βＧ

SiC碳化硅基体层的结构、化学成分以及SiCf/SiC复合材料整体的致密度.
(２)同不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相比,PyC界面层可以明显提高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含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管状样品的压溃强度和环拉强度是不含界面层的一倍.
(３)PyC界面层可以保护并减轻碳化硅纤维在制备过程中受的到损失,同时在碳化硅纤维和基体

层之间形成一个恰当结合力的界面.高强度碳化硅和较低的界面结合力可以使复合材料在受力过程

中碳化硅纤维从基体中拔出,最终提升SiCf/SiC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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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andanalysisofPyCinterphaseonperformance
ofSiCf/SiCcompositespreparedthroughCVD

MENGYing,WANGHong,QIANYueＧqing,JIAXinＧlei
(ChinaNorthNuclearFuelCo．,LtdBaotouofNeimengguProv．０１４０３５,China)

Abstract:NowtheSiCf/SiCcompositesare mainlypreparedthroughCVDtechnology．Forthe
continuedfiberreinforcedceramicmatrixcomposites,thekeymethodtoattainhighperformanceis
toadjustthebondingbetweenfiberandmatrixestomakethefiberfullyplayaroleintoughen．In
thepaper,thePyCinterphaseispreparedonthesurfaceofSiCfiberthroughCVD methodfor
protectingthefiberandrelievesthedamageonfiberduringthepreparationandemployment．
Throughmicrostructure,EnergySpectrum,density,andmechanicalpropertiestests,theeffectsof
PyCinterphaseonSiCf/SiCcompositesarestudied．Andbyanalyzingthemechanicalperformance
andfracturesurfacemorphology,thereinforcedmechanismsoftheSiCinterphaseintheSiCf/SiC
compositesarealsoanalyzed．
Keywords:SiCf/SiCcomposite;CVDtechnology;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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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元件智能车间建设思路研究

李清新１,赵　勇２,李海东１,孙　健１,宁　升１

(１．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２．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发展战略以来,围绕把我国从制造大国提升为制造强国,国家采取

了许多重大措施,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规划的颁布与组织实施.为提升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核

燃料元件的核心制造能力和水平,本文在对标分析国外先进制造企业智能车间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解读科工局智能车

间建设指南,在核燃料元件智能车间特征、建设思路及方法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为建设核燃料元件智能车间建立了

基础.

关键词:燃料元件;智能车间;知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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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的发展战略以来,围绕把我国从制造大国提升为制造

强国,国家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规划的颁布与组织实施.中核北方

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各生产线经过多年的持续投入,在数字化、信息化能力方面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基本具备了开展智能制造车间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条件.但是,如何根据工信部以及科工局的指导

意见,结合各生产线实际开展智能车间建设仍是进行智能化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方向性问题.本文

在对标分析国外先进制造企业智能车间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解读科工局智能车间建设指南,在核燃料

元件制造车间智能制造特征、建设思路及方法等角度进行了有益研讨,希望能对各成员单位智能车间

建设提供帮助.

１　国外先进制造企业对标分析

１．１　以柔性制造为目标的,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在企业生产中全方面应用

美国是最早开发柔性制造系统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柔性制造系统研究最深入、应用最广泛的国

家之一.美国企业公司目前拥有的柔性制造系统主要是从自动线演变而来的.用加工中心代替组合

机床,再加上计算机控制,大多数用于加工非回转体零件,采用线导式输送车实现工件流的自动输送,
用于分批或混合加工数十种不同的产品.

作为现代先进生产企业的发展方向,柔性制造的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方面是系统适应外部环境

变化的能力,可用系统满足新产品要求的程度来衡量;第二方面是系统适应内部变化的能力,可用在

有干扰(如机器出现故障)情况下,系统的生产率与无干扰情况下的生产率期望值之比来衡量.

１．２　实现了全价值链协同的虚拟化即时管理

价值链协同管理是以整体效率最优化为目标,运用对价值链各环节包括以原材料、生产制造一直

到消费者的一系列连续的过程中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的管理活动,是企业发展到一定

阶段,经过价值链切分后,做出的最优选择.
当前,从对标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上看,下属各子公司间的企业活动范围将由单一的物

流活动发展为企业集群内、甚至是跨企业全供应链协作单位所有职能与活动的共享与协同.在这种

价值链协同模式下,各企业彼此协同结成信息化联合,通过充分利用人员、流程技术等共享资源以实

现协同整合,快速和高效地满足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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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所谓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是指从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开始,到产品淘汰报废的全部生命历程.产品

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LivecycleManagement,简称 PLM)是覆盖了从产品诞生到消亡的产品生命

周期全过程的、开放的、互操作的一整套应用方案.国外先进制造企业从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

链管理(SCM)、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中提取相关的资讯,并使之与产品知识发生关联,使从制造

到市场、从采购到支持的所有人都能够更快速、高效地工作.这样就允许在对标公司各部门间以及协

作企业之间的整个网络上共同工作来进行概念设计、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维护,对整个网络的操

作就像对一个单独的机构操作一样.

１．４　实现了虚拟制造及增材制造技术

数字化制造技术是指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产品设计、制造以及管理等产品全生命周期中,以达到

提高制造效率和质量、降低制造成本、实现快速响应市场的目的所涉及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国外先

进制造企业利用数字化制造技术,将设计零件的外部形状信息、内部材料组织信息、制造信息和功能

信息统一起来,进行完全数字化设计和表述,并建立起这些信息之间关系的物理模型,实现零件和材

料的并行设计和一次成形制造.

１．５　基于知识工程的创新能力差距

国外先进制造企业在为数字化企业服务过程中,探索将知识工程技术融入CAX.知识工程主要

包括知识工程顾问、知识工程专家、产品知识模板、产品工程优化、产品功能定义和产品功能优化等功

能,通过提供方便易用的知识工程环境来创建、访问以及应用企业知识库,在保存企业知识的同时,充
分利用现有的开发经验帮助企业把规范的设计信息、最优的设计方法和流程等隐含的知识容易地转

换为正规的显式知识,给企业提供在产品全生命周期都可以捕捉与重用企业知识的能力.
可以看出,知识工程技术可运用于整个产品设计、生产全过程的各层次.通过知识工程可把产品

开发、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多学科知识有机地集成在一起,从而带动企业相应各部门间的紧密联系以及

产品信息共享与协同工作,极大地支持了产品设计、生产问题求解.

２　通过智能车间建设针对性解决的业务问题

通过对比国内外核燃料元件制造发展趋势与我国现有核燃料元件制造领域研制、生产能力上的

差距,相应地提出了７个方面的需要,需要通过智能车间去弥补这些差距,解决这些问题:
(１)如何在核燃料元件制造过程中,提高生产线基于精益生产为目标的柔性生产能力,加强生产

线应对突发故障和临时生产任务的能力,提升生产线的效益和质量并降低能耗和成本;
(２)如何在核燃料元件制造智能车间中去贯彻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能够将核燃料元件制造研

发、制造、运行与维护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各种信息、数据以及相关的运行环境信息进行合理的描述,使
得计算机可以有效识别;

(３)对数据与信息进行处理、分析与组织,进行有效地积累,同时对同行业本单位及外单位有效经

验进行积累,并形成可以帮助进行核燃料元件制造、生产运行的有效知识支撑;
(４)对产品实际生产活动中的真实环境进行虚拟模拟,在计算机上得到数字化模型进而对生产活

动进行分析、评估,包括:产品生产过程的合理制定,人力资源、制造资源、物料库存、生产调度、生产系

统的规划设计等,均可通过计算机仿真进行优化,同时还可对生产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对生产过程

的资金进行分析预测,从而对人力、制造资源的合理配置,对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意义重大.
(５)如何在智能车间中解决信息孤岛问题,整合核燃料元件制造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所有数据与

信息形成可利用的综合知识,并通过全价值链的信息集成实现信息的有效流动;
(６)如何在核燃料元件制造智能车间中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生产管理过程与知识融合,

提升人员能力,有效地应用相关工具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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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如何解放生产管理者、技术员及产线工人,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应用于创新活动中.

３　智能车间建设能力提升目标

３．１　提升复合生产线(流、散综合)的基于模型的柔性生产能力

随着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凸显,国家大力加强对核电核心的投入,相对地,对核燃料元件的生产能

力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生产过程精益控制和生产保障能力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大批量生产方式

受到了挑战.因为,在传统大批量生产方式中,柔性对于大规模生产的影响能力并不突出.众所周

知,只有品种单一、批量大、设备专用、工艺稳定、效率高,才能构成规模经济效益,在规模生产正常运

转的过程中,对于生产线柔性的要求并不高.但是,随着精益生理念的逐步深入,生产的含义得到了

扩充,一切围绕生产展开的计划下达、产前准备、产线排障等活动都被归入了生产管理活动中,如何提

升生产线的健康度、产出效率、人员利用率成为推动生产场景中柔性生产的主要原因.
为了保证柔性制造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需要将其主要组成部分进行模块化和标准化.这是

因为刀具的供给方式和工件的运输及交换方式等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柔性制造系统的复杂程度.
通过不同功能的模块间的组合,构成不同形式的具有物料运输系统和信息交换系统的柔性制造

系统,以适应不同产品的加工制造过程.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在本车间的信息化能力建设中需要引入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在全产线

提升:
(１)设备柔性:即设备满足工艺变化的程度,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需求变化时,设备转换生产一系列

不同品种产品的能力.
(２)工艺柔性:工艺柔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工艺流程不变化时,其自身适应产品和原材料变化的

能力;二是为适应产品和原材料变化而改变原有工艺的难易程度.
(３)生产能力柔性:当生产量、品种变化时,系统也能经济地运行的能力.
(４)维护柔性:持续高效地查询、处理故障以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能力.
(５)扩展柔性:当生产需要时,扩展系统结构,增加模块,构成一个更大系统的能力.
(６)服务柔性:一是在产品使用寿命周期内,用新部件维修旧产品的能力;二是一些产品还需要可

升级的能力.
(７)组织机构的柔性:在敏感外部业务需求发生变化时,在虚拟企业中进行组织调整仿真,给出最

优解,为组织决策提供依据,并相应地调度资源.

３．２　提升基于知识工程的创新能力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以人脑为主体的“知识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需要.“知
识管理”必须要升级换代,必须要借助信息化技术来扩大和深化知识管理的作用,必须实现基于知识

的创新,特别是基于有组织的知识的创新.因此,企业需要一种实现技术创新的一整套的、有效的、体
系化的创新方法.

在现实世界中,知识和信息是极其丰富的,而对于企业来说,真正稀缺的是能有意义地使用它们

的能力.研究表明,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自主研发能力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的技术积累,在
于大力提升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处理、共享、运用能力,即建立基于知识工程的自主创新体系.

基于知识工程的自主创新体系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一整套的、有效的、体系化的创新方法之

一.该套创新方法包括:一套基于知识的现代创新理论,一个基于系统工程方法论的研究模型,一套

开展知识工程的“体、系”建设的做法,一套知识工程软件,一套企业知识库.这种创新方法随着科工

局智能制造研究小组研究成果的推广,必然会在我国核燃料制造行业取得良好的效果.

３．３　提升基于虚拟试制及工装、夹具数字化设计的快速产线优化能力

采用多学科先进知识形成的综合系统技术,以计算机支持的仿真技术为前提,对零件的加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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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序顺序、工装的选用、工艺参数的选用,加工工艺性、装配工艺性、配合件之间的配合性、运行物

件的运动性等均可建模仿真,提前发现加工缺陷和装配时出现的问题,从而优化制造过程、提高加工

效率.同时,在工装、夹具设计阶段,实时地并行地模拟出工装、夹具开发全过程及其对产品设计的影

响,预测工装、夹具性能、工装、夹具制造成本、工装、夹具的可制造性、工装、夹具的可维护性和可拆卸

性等,从而提高工装、夹具设计的一次成功率.它也有利于更有效更经济灵活地组织制造生产,使工

厂和车间的设计与布局更合理更有效,以达到产品的开发周期及成本的最小化、设计质量最优化、生
产效率的最高化.

３．４　提升基于全价值链的信息集成能力

紧紧围绕车间发展目标和核心业务,利用信息化手段全面优化和提升企业价值链的效能和效率,
利用先进、实用的信息化技术,快速、准确地采集和利用生产、市场、用户信息,不断提升车间的核心竞

争力.以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体系车间价值链的信息系统为目标在 中核北方的战略层、管理控

制层以及生产经营层等各级管理层次之间实现信息集成,为中核北方成为国际一流核燃料元件制造

企业打下坚实的信息化基础.

３．５　提升基于CPS的工业互联及管控能力

CPS,全称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s),是信息系统和物理系统的统一体,可以被看

作升级版的物联网.与物联网相比,CPS更强调数字世界对于物理世界的控制,CPS可以通过互联

网,以可靠并且安全的方式,实时和自治的操控一个物理实体和系统.
基于CPS技术,在车间内部构建一个结合计算领域以及传感器(Sensor)和致动器(Actuator)装

置的整合控制系统.包含了无处不在的环境感知、嵌入式系统、网络通信和网络控制等系统工程,使
生产车间内的各种物体具有计算、通信、精确控制、远程协作和自组织功能,使计算能力与物理系统紧

密结合与协调.在传感器的帮助下,CPS接受并处理来自物理世界的大量数据,并将这些用于基于网

络的各种应用和服务中,最终会这些服务和应用会通过致动器反馈并影响车间的设备、能源以及仓储

等实体世界.

３．６　提升基于智能增强的防辐射物流及仓储能力

智能物流及仓储系统是生产线级别柔性制造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讲,
有两件核心工作,一个是加工,一个是物流,这是他们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对于加工,可以实现自

动化,然后物流通过很多先进的自动化及信息化手段实现智能化,把整个生产管理系统和物流系统相

结合起来,就能为整个企业的智能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核燃料元件物流系统具有放射性、比重大、管控严格以及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行

业特性,在十二五期间,国内智能物流和仓储系统尚无法满足核行业的业务及管理需求,造成整体核

燃料各生产线柔性系统的核心部件缺失.
通过智能车间项目建设,利用国家十二五在智能物流方面的科技成果,建立基于全产线的智能物

流及仓储系统,在全产线实现基于柔性制造的精益生产.

３．７　具备智能管控的能源管理,实现绿色生产

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

了能源供应危机及环境严重污染等问题.节能减排、低碳环保不再只是一个社会的热点话题,更是我

们未来的必经之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十三五”规划任务,要求加快推进节能降

耗,加快实施清洁生产,加快资源循环利用,向节约、清洁、低碳、高效生产方式转变,实施节约与开发

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管控平台通过实时能耗数据采集,在线监控企业内能耗数据(水、电、气、煤等能源消耗数

据);保证供配水、电、气的集中监控、安全生产;做到细化能耗的考核,能源的考核有理、有力、实时、快
捷;为管理人员提供真实、实时的能源生产、利用等决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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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设思路及方法

４．１　坚持并宣贯两化融合的思想

“两化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信息化只是其中一环,对于科研生产中的管理、体制模式也是一种

创新挑战.这就要求全厂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一要充分认识两化融合对促进我厂改革创新以及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导意义.

４．２　大数字、小智能、全面知识体系

从“两化”融合视角分析信息化在基础环境、科研生产、应用效益中存在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立
足应用及自身条件,注重实效.重点实现全科研业务的数字化,在关键技术点上实现智能化突破,并
构建全面的知识共享及传承体系.

(１)以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为理论基础,以型号产品的数字化模型为信息依托,延该产品生产的

全生命周期流程为主线实现产品信息流、生产管理及技术管理信息流、知识体系流及决策流的全面信

息化(见图１).

图１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四类信息流贯通

(２)采用知识工程、虚拟仿真设计及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化技术在生产工艺、质量

保证、设备稳定性等关键科研攻关点实现实质性突破.
(３)以盘活存量和扩张增量相结合,全面启动核燃料生产厂新一轮产业升级和提速发展,在持续

创新基础上再造新的科研形态,以质量与效益的提升破解部门、资源约束,夯实核燃料生产厂生产基

础和传统优势地位,让核燃料生产厂在更高的平台上再度起飞.
(４)立足集团内部以及国内企业,加快突破制约发展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实现

自主可控,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５)引入专家团队等先进资源,强化对标意识,成为核燃料生产厂智能车间建设思考问题、推进工

作的重要方法.始终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国际最好水平,对标先进生产企业的先进模式及经验,看到

新的差距,找到新的目标,产生新的动力.在核燃料生产厂智能车间建设时,核燃料生产厂引入科工

局及其他先进军工企业专家团队,形成“外部专家引领＋集团专家点拨”的模式,让外部专家进行方向

引领,集团专家抓建设落实,对每个问题进行专业诊断,注重细节,即保证了核燃料生产厂智能车间的

建设方向又实现了核燃料生产厂智能车间的高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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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系统架构及建设内容概述

智能车间是集成工艺流程、智能制造装备/生产线、智能决策系统、仓储/物流系统的生产单位.
智能制造车间以产品数据、优化的工艺流程、协调的智能成套设备为核心,采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

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获取、分析和处理车间信息,为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动态优

化目标而采用的一种先进制造模式,从而显著提高运行效率,实现敏捷、柔性的定制化生产,提高产品

质量和可靠性.
智能制造车间建设将形成以自主软件系 统 为 主 的 一 个 智 能 制 造 集 成 应 用 平 台 (Wisdom

ManufacturingPlatform,简称 WMP),通过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以及基于知识工程的创新体系建设

两大工程,由面向智能制造的工艺/工装设计、智能加工与装配、面向智能制造的服务、面向智能制造

的管理四大关键技术驱动,以智能物流及仓储子平台、工业互联网子平台、信息化基础子平台为三大

基础,集成设计制造一体化子平台、制造过程智能管控子平台、知识工程子平台、智能业务管理子平

台、智能决策子平台.

６　智能车间数据架构概述

随着进入工业４．０时代,智能工厂的数据量剧增,且形式趋于多元化,这些数据中蕴含着大量待发

掘的价值,数据作为企业管理资产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如何能够快速高效的利用这些数

据,成了智能工厂的管理者的新课题.
基于大数据的数据中心架构包括主数据管理、产品数据管理、运营数据管理、数据应用四部分组

成(见图２):
(１)主数据管理:以元数据库为核心,管理数据资源目录、进行元数据建模,实现元数据模型的正

反向同步.元数据是所有业务的数据模型中心,基于元数据定义主数据模型、质量规则、编码规则、安
全级别等.数据编码库基于元数据定义编码特征属性与特征码,设定编码码段与编码方式等,形成编

码规则.并通过编码引擎产生数据编码,供主数据调用.主数据管理在元数据模型基础上创建数据

内容,引用编码管理产生数据编码.支持数据的工作流审核、主数据查询等.

图２　智能工厂数据结构

(２)产品数据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以主数据为基础,根据产品设计的业务关系完成

BOM 结构的搭建;在设计BOM 的基础上管理工艺数据、制造数据、维修数据等逐步扩展变形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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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BOM、制造BOM、维修BOM 等;支持图形文件、文本文件的挂接管理与查询,物料数据的查询与

追溯等.
(３)运营数据管理:在主数据、产品数据、业务系统等数据源抽取运营相关的主题分析数据信息,

对数据进行管理.
(４)数据应用:在数据全面集成管理的基础上,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各方面的应用及

展现,如排故及追溯应用、研发知识应用以及企业经营透明化管控等.数据应用相对主数据及产品数

据管理等较灵活,没有固定的模式及规则可循,可以是咨询服务,可以是模块应用,还可以是平台开

发等.

７　总结

智能制造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在核工业生产企业实施智能车间信息化能力提升专项并不仅仅

在于进一步提高设备的效率和精度,而是更加合理化和智能化地使用设备,通过智能运营实现制造业

的价值最大化.核工业智能车间重点聚焦生产领域,它是一次全流程、端到端的转型过程,会让研发、
生产、产品、服务管理等一整条生态链为之发生剧变.对核工业生产企业来说,在生产和工厂侧,以规

模化、标准化、自动化为基础的同时被赋予柔性化、定制化、可视化、低碳化的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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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PyC界面层SiCf/SiC复合材料的
微观结构与力学性能

康泰峰,贾昕磊,刘建成,卢永恒,单宏祎,董秋实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SiCf/SiC复合材料具有伪塑性断裂行为、好的辐照稳定性,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第四代核反应堆包壳材料.通

过化学气相渗透(CVI)工艺制备带有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研究了界面层厚度对SiCf/SiC复合材料力学

性能和微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CVI工艺制备的SiCf/SiC复合材料的纤维和基体间存在明显的厚度均匀的

界面层,界面层起到了保护SiC纤维和偏转裂纹的作用;三种不同界面层的复合材料的弯曲强度分别为５１９MPa,５３４
MPa和５５３MPa,最大断裂韧性为２４．５６MPam１/２,不同界面的复合材料的断口形貌和弯曲强度有所差异.

关键词:SiCf/SiC复合材料;PyC界面层;弯曲强度;微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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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陶瓷具有优异的高温性能、高硬度、耐腐蚀、低化学活性和低比重等优点,在高温结构材料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１Ｇ３].连续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SiCf/SiC)复合材料具有伪塑性的断裂行为、
对热中子的吸收率低和抗辐照性能,为其在核燃料元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成为极具潜力的第

四代核反应堆包壳材料.SiCf/SiC复合材料主要由SiC纤维、界面和SiC基体组成,纤维/基体间的

界面是影响SiCf/SiC复合材料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界面能起到以下作用:(１)保护SiC纤维;(２)在
基体和纤维间传递载荷;(３)控制裂纹在界面中发生偏转.结合强度适中的界面层能够提高复合材料

的断裂韧性,界面结合强会导致脆性断裂,界面结合过弱会降低复合材料的强度.
目前,SiCf/SiC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主要有反应烧结法(RS)、先驱体浸渍裂解法(PIP)[８,９]、化学

气相渗透法(CVI)[１０Ｇ１３]和纳米浸渍与瞬时共晶相工艺(NITE)[１４,１５]等.由于能够得到高纯度、高结晶

度的SiC基体,化学气相渗透工艺被认为是核级SiCf/SiC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之一[８Ｇ１１].化学气相

渗透法(CVI)制备SiCf/SiC要求的材料制备温度较低而使用温度高,并能在微观尺度对涂层及界面

的化学成分和组织结构进行自由设计,所得涂层致密度高,综合性能好.SiCf/SiC复合材料常用的界

面层是热解炭(PyC)界面和BN界面,BN在中子辐照下发生嬗变,在核材料中的应用受到限制.热解

炭(PyC)界面具有典型的层状结构,与SiC化学相容性好,常用于改善SiCf/SiC复合材料的力学性

能.三氯甲基硅烷(CH３SiCl３,MTS)是化学气相渗透制备SiC最常用的先驱体,其易于获得化学计量

的SiC,且具有很宽的沉积温度范围.本文通过CVI工艺制备带有不同PyC界面层的SiCf/SiC复合

材料,对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力学性能进行了研究.

１　实验

采用国产三代SiC纤维通过编织工艺制备SiC纤维预制件,通过化学气相渗透工艺(CVI)采用

CH４－H２ 体系在预制件制备PyC界面层,调节反应时间获得不同厚度的PyC界面层,再通过CVI工

艺对预制件进行致密化,得到SiCf/SiC复合材料.
将预制件悬挂在反应炉内,选取三氯甲基硅烷(MTS)为先驱体,液态 MTS在恒温水浴罐中加

热,以 H２ 为载气,通过鼓泡的方式将 MTS蒸汽带入混气罐中,H２ 和 Ar作为稀释气体.经稀释混合

的气体进入沉积炉中,尾气通过真空泵抽走.炉内气体总压通过进气流量和出口的高真空挡板阀进

行调节.反应总方程式为:CH３SiCl３(g)＋H２→SiC(s)＋３HCl(g),实验装置简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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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CVI设备系统简图

采用深圳万测ETM１０４C万能试验机进行力学性能检测,通过捷克VEGA３XMU型扫描电子显

微镜(SEM)对样品微观结构和弯曲断口的形貌进行观察,通过德国 D８DAVINCI型 X射线衍射仪

(XRD)对样品的物相组成进行分析,采用阿基米德排液法测试复合材料的密度.
(１)弯曲强度

三点弯曲试样测试是沿厚度方向加载,试样尺寸为４mm×４mm×６０mm,跨距为４０mm,加载

速率为０．５mmmin－１,同时记录载荷—位移曲线,直至试样断裂(见图２).三点弯曲强度计算公式

如下:

σb ＝
３PL
２bh２

式中:σb—抗弯强度,MPa;

P—加载载荷,N;

L—跨距,mm;

b—试样宽度,mm;

h—试样高度,mm.

图２　三点弯曲试样形状和尺寸

(２)断裂韧性

断裂韧性的测试采用三点弯曲单边切口梁法.采用与三点弯曲试样相同的形状和尺寸,只是在

试样中间部位采用０．２mm 厚的金刚石刀片切深度为２．５mm 切口,切口边缘为圆弧形,如图３所示.
测试所用设备与三点弯曲试样设备相同,跨距４０mm,加载速率为０．０５mmmin－１,记录载荷—位移

曲线.断裂韧性KIC的计算公式沿用美国标准 ASTME３９９Ｇ７４所列公式:

KIC ＝
Pc

bw
３
２
f(c

w
)

f(c
w

)＝２．９(c
w

)１
２ －４．６(c

w
)３

２ ＋２１．８(c
w

)７
２ ＋３８．７(c

w
)９

２

式中:Pc———临界载荷,N;

S ———跨距,mm;

c ———切口深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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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样宽度,mm;

w ———试样厚度,mm.

图３　断裂韧性测试示意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微观结构与物相组成

图４所示为SiC纤维表面制备的PyC界面层,PyC层完全包裹住SiC纤维,厚度比较均匀,约为

２５０nm.在纤维断裂处,界面出现剥落和脱粘,说明界面层的存在能为裂纹扩展提供帮助,从而改善

材料的断裂行为.图５为不同PyC界面层厚度的形貌,通过检测得到界面层的厚度分别为８０．９５nm、

２３７．５nm 和４１９．４nm.

图４　SiC纤维表面PyC界面层的微观形貌

经过CVI工艺制备的SiCf/SiC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如图６所示,复合材料整体呈３层结构,内

外层为SiC沉积层,中间层为SiCf/SiC复合层.SiCf/SiC复合层较为致密,分布着少量孔隙,通过图

４(b)局部区域可以看到,纤维被SiC基体紧密包裹,因纤维分布不均匀形成了微小孔隙,通过排液法

测得复合材料的密度为２．７５~２．７７g/cm３.

图５　不同厚度的PyC界面层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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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SiCf/SiC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

图７所示为SiCf/SiC复合材料的XRD衍射结果,当２θ为３５．７°、６０．０°和７２．０°时得到了强度较高

的衍射峰,与标准峰匹配度高,表明试验制备的SiCf/SiC复合材料的主要物相为βＧSiC.

图７　SiCf/SiC复合材料沉积产物的 XRD结果

２．２　力学性能

图８是SiCf/SiC复合材料典型的三点弯曲载荷—位移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表现出典型的非

灾难性断裂.在载荷作用下,复合材料最初发生发生弹性变形的线性段,随载荷的提高,复合材料基

体产生初始裂纹,当载荷达到最大值后,随位移小幅度的波动下降.当受到应力后,基体逐渐开裂,由
于PyC界面层的存在,裂纹在扩展过程中发生偏转或分叉,表现为曲线斜率在载荷达到最大前斜率下

降,达到最大值后,由于纤维的脱粘和拔出,复合材料呈现出伪塑性断裂.

图８　SiCf/SiC复合材料典型三点弯曲载荷—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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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给出了三种复合材料的 三 点 弯 强 度 和 断 裂 韧 性,三 者 相 比,P２(PyC 界 面 层 厚 度 为

２３７．５nm)三点弯强度和断裂韧性最高,为(５５３±１６)MPa和(２４．５６±１．６)MPam１/２.P３弯曲强度

大于P１,P１的弯曲强度为(５１９．５±６)MPa.对于三种复合材料,其纤维、预制件结构、基体和制备工

艺完全相同,强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复合材料的界面层的不同.

表１　不同PyC界面层厚度SiCf/SiC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编号 P１ P２ P３

弯曲强度/MPa ５１９．５±６ ５５３±１６ ５３４．２±９

断裂韧性/MPam１/２ １９．８±０．８ ２４．５６±１．６ ２１．７±１

　注:P１—８０．９５nm、P２—２３７．５nm、P３—４１９．４nm

对比三种复合材料三点弯断口的SEM 照片可见,不同界面层厚度复合材料的断口存在差异,P１
的三点弯断口较为光滑,纤维拔出少,未见明显的界面层与基体间的脱出.P２和P３是PyC厚度较大

的复合材料,图中显示大部分纤维从基体中拔出,随着PyC厚度的增大,P３图中纤维周围存在明显的

界面层,界面层和纤维同时从基体中拔出,结合力较强.在复合材料中,界面结合力合适,会出现界面

脱粘和、裂纹偏转等现象,从而发挥传递载荷、减缓应力集中和促使裂纹偏转的作用.P２图中发现裂

纹在界面偏转形成的残余界面,有效防止了纤维的失效,界面层的作用更加明显,提高了SiCf/SiC复

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图９　不同厚度PyC界面层SiCf/SiC复合材料的断口形貌

３　结论

(１)本文分别采用CH４－H２ 和 MTS－H２－Ar体系通过 CVI工艺制备了不同 PyC界面层的

SiCf/SiC复合材料,材料密度为２．７５~２．７７g/cm３,基体物相为化学计量比的βＧSiC.SiCf/SiC复合材

料为三层结构,为外SiC涂层、中间纤维/基体层和内SiC涂层组成,纤维和基体间观察到明显的PyC界

面层,厚度分别为８１nm、２３７nm和４１９nm.SiCf/SiC复合材料发生断裂表现为非灾难性断裂.
(２)SiCf/SiC复合材料弯曲强度与PyC界面层厚度有关,当PyC厚度为２３７nm 时,SiCf/SiC复

合材料弯曲强度为(５５３±１６)MPa,断裂韧性为(２４．５６±１．６)MPam１/２.三种界面厚度的复合材料

断口都出现裂纹偏转和纤维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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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tructureandmechanicalpropertiesofSiCf/SiC
compositeswithdifferentPyCinter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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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ngＧheng,SHAN HongＧyi,DONGQiuＧshi
(ChinaNorthNuclearFuelCo．,Ltd,Baotou,InnerMongolia０１４０３５,China)

Abstract:Becauseofthepseudoplasticfracturebehaviorandthegoodradiationstability,which
makeSiCf/SiCcompositesbecomesapromisingcladdingmaterialforGeneralIVreactor．TheSiCf/

SiCtubularwithPyCinterphaselayerwasfabricatedbychemicalvaporinfiltration (CVI),the
effectsoffiber on mechanism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of SiCf/SiC composites were
investigated．Theresultsshow that,theSiCf/SiCcompositesfabricatedby CVIexistaclear
interfacewithuniformthincknesswhichusedtoprotectSiCfiberanddeflectcracks．Thebending
strengthofthreeinterfacelayersare５１９MPa,５３４ MPaand５５３ MPa,mostbreakingtenacityis
２４．５６MPam１/２．Thefracturemorphologyandbendingstrengtharequitedifferentwithdifferent
interfacecomposites．
Keywords:SiCf/SiCcomposites;PyCinterphase;Bendingstrength;Micr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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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DUＧ６核燃料元件生产线 MES建设综述

张　立,范文林,臧　胜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是面向全企业车间层的管理信息系统,是管理层和执行层之间

的桥梁.重水堆元件厂运行至今已有十余年,生产现场存在信息化程度不高,执行层和管理层信息交流不充分的问

题.重水堆元件厂 MES的建设就是为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物料流转、资源状态、制造执行等事务协作方面因信息

时效性差、透明度低而带来的组织协调、管理控制以及过程追溯困难的问题.该系统通过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建立了

包括计划、生产、质量、设备等多个模块.本论文主要介绍 MES在重水堆元件厂的阶段性建设成果.

关键词:重水堆元件厂;制造执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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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位于企业上层的计划管理系统和底层工业控制

系统之间,是面向车间层的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它连接着生产计划与制造过程,是实现制造企业

信息集成的纽带.它通过控制包括物料、设备、人员、流程指令和设施在内的所有工厂资源来提高制

造竞争力,提供了一种系统地在统一平台上集成诸如质量控制、文档管理、生产调度等功能的方式.
从而实现了实时化的EPR/MES/生产控制系统的集成一体化,它形成了一个信息交换的桥梁,使企

业管理者能够实时地掌握生产信息,进行生产决策.通过建立 MES的系统结构,可以提供一个完整

的生产管理系统与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紧密集成的解决方案,提高企业的自动化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

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竞争能力.MES作为面向制造的系统必然要与企业其他生产管理系统切关系,

MES在其中起到了信息集线器的作用,它相当于一个通信工具为其他应用系统提供生产现场的实时

数据.
制造执行系统的核心:使用实时精确的生产过程数据,优化生产活动,对生产活动进行指导:能够

对生产过程的变化,实施快速反应,减少无附加值行为,提高工厂运行和事件处理的有效性.

MES定义的三个要点:MES的优化目标是整个生产过程;MES需要收集生产过程中大量的实时

数据,并且对实时事件能及时处理;MES需要同时对计划层和控制层保持双向通信能力,从上下层接

受相应数据并反馈处理结果和生产指令.
重水堆元件厂２０００年开始施工建设,２００２年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至今已有十余年,在多次成功的

自动化改造之后,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需求日益强烈.重水堆制造执行系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

生,它是中核北方公司和核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联合项目,开始于２０１５年,主要针对重水堆元件

厂芯块制备工序展开,旨在解决芯块制备工序生产任务的执行问题,形成一道芯块制备工序工作计划

层和现场控制层之间的信息桥梁.重水堆元件厂是典型的离散型生产线,要求 MES不但功能上要实

现多元化,结构上也要具有灵活性与敏捷性.

１　系统技术架构

重水堆元件厂 MES技术架构以SpringFramework为核心容器,可分为四层,从下往上分别为系

统层、持久层、中间层及展示层.系统技术架构集成以下主要技术框架产品,如图１所示.

９５１



图１　系统技术架构图

系统技术架构具有以下特点:
(１)通用的 MVC架构模式:
技术架构核心是Spring框架和SpringMVC,是业界认可度非常高的架构组件.整个架构采用

标准的 MVC模式,将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展示层分开,层次划分清楚,降低组件耦合,从而保证

各模块的可替代性,以适应业务系统的特殊需要.各层必须通过接口才能接入并进行参数校验,保证

数据操作的安全.
(２)符合主流技术及通用标准:

Spring框架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中间层框架.Activity工作流引擎是JBPM３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符合BPMN２．０规范.Bootstrap、JQuery、Mybatis等组件技术都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成熟框架.
(３)开放性:
系统提供RESTful风格的 Web服务接口,使系统能够通过标准接口与其他系统对接.
(４)灵活性:
整个框架是各种组件采用松耦合的方式构建而成,具有较强的可替换性,例如前端展示页面,采

用JSP、JSTL标签、bootstrapCSS样式库和JQueryJS类库.系统通过快速代码产生基本标准页面,
也可以根据用户的特性需求,开发个性化的页面.

在后端数据库,Mybatis架构也是可以灵活的使用SQL语句来获取和操作数据库数据,满足企业

特殊的业务场景.
(５)安全性:
在数据验证方面,采用服务器端及客户端结合的双重验证,防止用户通过浏览器恶意修改(如不

可写文本域、隐藏变量篡改、上传非法文件等)而跳过客户端验证操作数据库;用户表单提交所有数

据,在服务器端都进行安全编码,防止用户提交非法脚本及SQL注入获取敏感数据等,确保数据安

全.在密码存储和传输方面,登录用户密码进行SHA１散列加密,此加密方法是不可逆的,保证密文

泄露后的安全问题.

２　系统应用架构

系统应用架构由六层组成,分别是用户表现层、用户应用层、用户功能层、业务功能层、功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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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业务支撑层组成.系统应用架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应用架构图

各逻辑层功能说明如下:
(１)用户表现层

系统的用户涵盖企业生产的经营决策层、职能处室的生产业务管理人员、生产执行的管理者和员

工.在使用方式上主要是采用计算机、监视大屏或者是专用智能移动终端组成.用户将通过统一功

能门户实现单点登录以及权限、数据融合管理功能,即用户只需要登陆统一门户即可自由出入其他业

务系统并获得相应的不同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统一功能门户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和可扩展性,能方

便实现与其他系统的有效集成.
(２)用户应用层

系统以ServiceＧOrientedArchitecture(SOA)方法论为指导,对系统各层进行服务建模,完成服

务抽取、规约以及最终实现部署的全过程.在SOA 架构中业务被组件化,可以根据粒度划分为业务

服务和业务流程.业务服务是独立的,自包含的,可重用的,业务流程是由业务组装而来的.给组件

包装上接口,便可得到SOA中的服务.在本项目中,系统将针对不同用户所属的单位或业务管理部

门将各功能模块及数据权限封装成不同的业务处理功能集,并利用企业业务总线提供交叉性业务处

理功能.
基于不同用户信息获取、处理分析和判断决策的需求,设计用户的业务功能主要包括:决策看板、

知识总库、现场视频、现场沟通、业务处理、过程记录等.这些业务功能在管控一体化平台的各个业务

模块中实现.
(３)业务功能层

系统通过整合生产车间的各种资源,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使生产车间的各

种资源都紧紧地围绕着业务流程,为保障主业务流程的顺利进行提供各种配套业务和控制.系统业务

功能层的各业务模块为 MES的系统功能模块.各业务模块之间的功能交互通过企业业务总线实现.
(４)功能支撑层

功能支撑层由一组相对独立的中间件组成,这些中间件通过企业ESB总线实现互通.中间件是

一种独立的系统软件或服务程序,分布式应用软件借助这种软件在不同的技术之间共享资源.功能

支撑层提供的中间件包括:
１６１



BI中间件:实现数据统计、分析以及趋势性预测和直观、图形化显示等功能;
工作流引擎:用于生产管理中的事务性处理;
加密内容管理系统:用于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生产工艺、参数、规范、经验等多格式企业信息资源;
预警规则引擎:用于预警和触发式业务处理;
报表处理器:用于生产统计和日常业务处理的多类报表生成.
(５)业务支撑层

业务支撑层主要负责从生产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及智能装备等设备中获取数据并存入实时数据库

中.由于 MES系统和DCS系统之间因为安全原因放置有一个单向网闸,因此,需要考虑数据完整性

和一致性的问题,采用自动和手工两种数据同步方式.系统和业务支撑层的交互通过企业数据总线

进行.

３　系统数据架构

系统数据架构主要包括５个层面:生产数据采集、生产数据汇集、数据同步、MES数据中心和数

据应用.系统数据架构设计如图３所示.

图３　系统数据架构图

(１)生产数据采集

通过 OPC、API等方式实现采集DCS、PLC、LIMS数据到实时数据库.在采集 DCS,LIMS系统

实时数据中,采用单一读取,减轻采集数据是对 DCS,LIMS系统的工作负荷.实时数据库系统或者

网络出现故障时,实时接口能够将从 DCS等系统采集的实时数据缓存在本地,待实时数据库系统或

者网络恢复正常时,能够将缓存在本地实时数据写入实时数据库系统,以保证实时数据的完整性.
(２)生产数据汇集

实时数据库支持多种数据类型:模拟量、离散量、文本量等信息,采用数据自动压缩技术,能够长

周期存储DSC等系统的实时数据,并能有效管理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承担数据自动存储、备份、查
询、计算、应用分析和系统管理的任务,为 MES等其他系统提供最真实的实时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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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数据同步

通过ETL将各个业务系统 MES、ERP、生产过程控制系统的数据进行数据抽取、数据清洗、数据

转换、数据加载.实现工控网中生产数据与办公网中 MES生产数据的单向数据同步.正常情况下系

统定时自动同步数据,紧急情况下可通过手动方式进行数据同步.
(４)MES数据中心

MES数据中心是各种类型数据集中管理的区域,主要包括保留企业大量基础资料的数据库,存
储 OLTP类别的企业生产数据库,并为分主题存储的 OLAP类别多维历史数据仓库提供数据支撑.
数据中心基于数据仓库技术建立相应的业务数据模型,进行数据存储与优化,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数

据存储开销,并能大大的提升数据查询效率.
(５)数据应用

基于 MES数据中心,实现对工厂过程数据的监视和分析,通过对企业生产情况进行历史和现状

的对比分析,从而实现工厂级的实时管理.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实时数据的历史走势,为趋势分析提供

数据依据.工艺操作流程图支持 WEB发布,做到界面友好、直观.实时报警展示通过对监控点设置

目标上下限,对超限目标进行报警提示.

４　系统部署架构

系统部署网络分为生产工控网和办公网,办公网与底层生产工控网通过单向网闸连接(见图４).

MES业务系统部署在办公网中,MES应用服务器和 MES数据库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技术,使
用共享的存储,建立可同时使用的存储资源,数据库(DB)安装使用两个实例,同时使用存储资源.

生产数据汇总数据库部署在工控网中,部署采集服务器和实时数据库服务器,实时数据库服务器

采用双机热备技术,负责自控系统和生产设备生产数据自动采集.

图４　系统部署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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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工控网络建设

重水 MES核心网络建设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它需要覆盖整个芯块制备工序,网络的敷设要在生

产现场实施,但生产现场环境复杂,设备多样,不利于布置有线网络,而无线局域网(WLAN)具有安装

便捷、使用灵活、经济节约、易于扩展等有线网络无法比拟的优点,因此根据生产现场和办公环境采用

有线和无线相结合的方案设计,生产线客户端采用无线网络通过 AP连接到接入交换机,接入交换机

通过光纤和核心交换机相连,核心交换机经过防火墙与服务器交换机相互连接.如此构成了 MES网

络的控制系统,网络结构以防火墙为核心,根据网络系统中各部分所提供的服务和功能,划分为３个

网络功能区域,分别为:安全控制区、核心交换区和内部用户接入区,各网络功能区域之间通过防火墙

进行逻辑隔离和访问控制.
安全控制区包括安全服务器和防火墙设备,核心交换区包括两个核心交换机和一台无线控制设

备,用户接入区包括三个接入交换机１９台 AP.网络拓扑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MES网络拓扑图

对于网络的设计要求主要从可靠性、扩展性和安全性来考虑.
从可靠性角度,两台核心交换机采用IRF堆叠技术,IRF堆叠技术的高可靠性体现在链路,设备

和协议三个方面.成员设备之间物理端口支持聚合功能,IRF系统和上、下层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也

支持聚合功能,这样通过多链路备份提高了链路的可靠性;IRF 系统由多台成员设备组成,一旦

Master设备故障,系统会迅速自动选举新的 Master,以保证通过系统的业务不中断,从而实现了设备

级的１∶N 备份;IRF系统会有实时的协议热备份功能负责将协议的配置信息备份到其他所有成员

设备,从而实现１∶N 的协议可靠性.
从扩展性角度,IRF堆叠后核心交换机可以按照用户需求实现弹性扩展,保证用户投资.并且新

增的设备加入或离开IRF架构时可以实现“热插拔”,不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
从安全性角度,主要防护对象是无线网络,采用了隐藏SSID即禁用SSID广播.SSID服务集标

识,取消广播后通过自动搜索无显示无线网络,但无线网络依旧存在并可用,通过手动输入SSID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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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防止外部人员随意连接;关闭了来宾访问,防止无授权来宾访问,防止恶意人员利用该账号进行

攻击;用户接入手动分配IP,对IP地址进行划分并手动分配,可对不同用途IP地址进行管理设置访

问控制等策略,防止无权用户访问网络资源;对一些无线 AP信号的功放进行调整.限制无线网络的

辐射范围.这些方式保证了高可靠性,可扩展性和高安全性.

６　MES模块建设

基于J２EE的 MES具有分布式组件结构,它把 MES系统的实现以及 MES与外围系统的集成分

散在位于多个逻辑层上的不同组件中进行处理,这种逻辑上的分隔和物理上的可伸缩,使得该系统能

够以清晰的逻辑体系实现企业应用中业务元素改变、业务处理逻辑改变、外围系统改变以及生产组织

改变所引起的对系统重构的要求,这种可重构特性使得系统能够随制造环境变化与企业需求保持同

步增长,为实施敏捷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６．１　工厂建模

工厂建模是 MES系统的基础,其核心是针对重水堆元件厂的特点进行系统底层的配置,帮助分

厂建立科学、标准、规范的制造要素模型,包括人、机、料、法、环五要素,定义了生产管理中的生产组

织、生产布局、人员、生产时间、产品、物料、工艺路线等基本资料的管理方案,让 MES系统的运行能够

与企业实际实现最佳的匹配.其核心内容分为资源建模和工艺流程建模.资源建模以工作中心为核

心,从企业层层分解到工作中心.工作中心设计为物料需求计划与能力需求计划运算的基本单位,有
作为定义产品工艺路线的依据,同时,也作为车间作业安排的基本单元,要素涵盖设备、人员、物料.

６．２　滚动工作计划

滚动工作计划是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可以根据环境条件和实际完成情况,定期地对计

划进行修订,使组织始终有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长期计划作指导,并使长期计划能够始终与短期计划

紧密地衔接在一起.

６．３　物料管理

物料管理主要完成了普通物料的领用,包括了编码申请,需求计划申报,计划汇总和计划查询等

功能.备品备件,劳保用品和科研物资等都可以通过系统提出需求计划,在线完成分厂内部的审批流

程,完成审批流程之后,MES系统提供了和公司 ERP相同的数据模板,数据导出后可直接导入到

ERP中.

６．４　经验反馈

经验反馈模块是根据重水质保体系的经验反馈体系原样打造的一个模块,旨在解决每个从事于

核工业的员工,就其本职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能如实传递给他人学习借鉴,经验反馈是信息

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共享的一个过程,是面向生产操作人员,面向车间管理人员,面向厂内调度人员

的反馈平台.将外部和内部的经验进行积累和推广,从而提高业务管理水平与生产效率、控制降低损

耗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本模块较好的结合了重水实际,对业务工作进行了深度融合,切实解决经

验反馈工作中的问题.

６．５　生产过程管理

生产过程管理包括生产派工、物料衔接管理、生产作业执行、交接班、统计查询等功能.
生产派工提供车间管理人员将生产任务分解到班组、工序,生产派工单包括工作中心、工序、物

料、计划生产量和计划开工时间、计划完工时间、优先级.生产派工管理包括生产派工创建、下达、变
更、生产开始、生产完工等操作.生产派工下达给生产岗位后,车间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或撤

销生产派工.生产人员根据生产派工开始生产,在生产完工后进行生产派工完工汇报.
生产作业执行包括上料、下料、生产过程采集与控制,记录生产过程物料的投入和产出,生产过程

工艺参数、设备运行监控参数.按生产过程质量检测要求进行生产自检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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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班管理实现了班组交接记录的电子化,无纸化,交接班记录通过网络发布,管理人员只要坐

在办公室就可以通过系统网站调阅各个班组的交接班记录,无需到各个岗位就可以随时了解各个操

作室的工作完成情况,并可以随时保存到本地或者打印输出.
针对车间在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安全问题,通过文字、图像、语音及其他有效载体,对人员在生产实

操前、实操过程中、实操完成后所需遵循的安全事项进行有效提示,从而为实现人、机、物料、环境的和

谐运作、使生产过程中潜在的各种事故风险和伤害因素始终处于有效控制状态、切实保护劳动者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达到安全生产的目标提供支撑.安全生产提示的主要功能包括建立安全生产提

示语字典、安全生产提示.

６．６　质量管理

质量保证管理包括质保放行管理、不符合项处理流程、纠正措施管理、质量问题单管理.这部分

功能均是根据分厂的业务流程设计的电子流程,操作人员、车间管理人员、质量监督人员以及质保放

行人员都可进入相应的功能区开始与自己相关的流程.该功能主要实现的是流程的电子化,无纸化.

７　结语

重水堆元件厂 MES在设计理念上充分考虑了适用性和易用性,目前系统的滚动工作计划、经验

反馈、生产过程管理、质量管理等模块已建成完成,正在试用阶段,系统的功能和操作都还有待深入优

化,随着本阶段系统建设越来越成熟,未来也将此基础上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最终实现一个涵盖全

生产线的制造执行系统.

TheMESconstructiononCANDUＧ６nuclearfuelplant

ZHANGLi,FAN WenＧlin,ZANGSheng
(ChinaNorthNuclearFuelCo．,LTD,Baotou,innerMongolia０１４０３５,China)

Abstract:The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isa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ervedforall
workshopsandsectorsinourplantandisalsoabridgebetweenthemanagementlayerandthe
executivelayer．Theheavywaterreactornuclearfuelplanthasbeenoperatingformorethan１０
years．Therearesomeproblems,suchasincompleteinformatizationattheproductionsiteand
insufficientinformationexchangebetweentheexecutiveandmanagement．Theconstructionofheavy
waterreactorMESistosolvetheproblemsoforganizationalcoordination,managementcontrol,and
processtraceabilitycausedbypoortimelinessandlowtransparencyofinformationintheprocessof
materialflow,resourcestatus,andmanufacturingexecution．Thesystemhasestablishedanumber
of modulesincludingplanning,production,quality,andequipmentthrougha modulardesign
concept．Thisthesis mainlyintroducesthephasedconstructionachievementsof MESin HWR
nuclearfuelplant．
Keywords:HWRnuclearfuelplant;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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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块磨削自动化系统研制

方　璐,包和平,孙旭辉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为了提高芯块磨削生产效率、提高芯块磨削后清洁度及设备自动化程度,联合研发了芯块磨削自动化系统.该

系统由磨削上料站、在线清洗装置、磨削下料站、AGV(AutoGuidedVehicle)车及自动控制系统组成,实现了磨削过程

芯块自动上料、在线清洗、１００％在线检测、离线清洗、下料、转运的自动化和一体化联动.本文研发了由在线检测设

备、上下料装置及其自动控制系统等组成的集成技术,建成了一条芯块磨削自动生产线,提高了生产效率.研制了上

料装置、下料装置及在线清洗烘干装置;优化了在线检测设备的传送机构;优化了离线清洗装置的设置,提高了磨削后

芯块清洁度.形成了一套布局合理、运行稳定、精确可靠的硬件系统;开发了系统总体控制程序、人机界面及机器人运

程序,形成了一套程序逻辑清晰合理、人机界面友好的软件系统.

关键词:芯块磨削;在线检测;自动化系统

　　　　　　　　　　　　　　　　　　　　　　　　　　　　　　　　　　　　　　　　　　　　　　　　　　
　

　
　

　 　　　　　　　　　　　　　　　　　　　　　　　　　　　　　　　　　　　　　　　　　　　　　　　　　
　

　
　

　
　

作者简介:方璐(１９８９—),男,回族,内蒙古包头人,工程师,工学硕士,现主要从事核燃料元件制造方面研究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目前现状

芯块制备生产线现有两条磨削线.目前两条磨削线为半自动化生产线,需要人工上料、人工检测

直径、粗糙度和外观缺陷,自动装盘后需人工离线擦洗,不设置在线淋洗装置.２号磨削线在２００９年

增加一台在线清洗装置,装置主要由四段传送机构组成,芯块在传输线上先后经历躺姿、立姿、躺姿、
立姿传输,分别完成芯块柱面１清洗、端面１清洗、芯块柱面２清洗、端面２清洗.该装置总长度较

长,衔接点较多,需要经过３次翻转,容易出现芯块堵料、芯块翻转不成功情况,对生产的连续运行影

响较大.
每班人工将不锈钢波纹板上面的芯块放在磨削上料台,进行磨床连续送料.芯块经过磨削后,被

码放在不锈钢料盘上面,由人工取走,并进行手动刷洗、码放、称重后,转运至成品芯块暂存库位,如图

１所示.由于整条生产线自动化水平相对较低,主要生产环节以人工操作为主,岗位生产数据也全部

依靠人工记录,劳动强度较大,占用人员数量较多,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１．２　研究内容

本文目的是实现芯块磨削自动生产线,通过增设在线清洗、AGV 车及上、下料储料装置,实现包

烧结后芯块自动上料、在线清洗、在线检测、自动下料及自动转运.完成后将形成一条新的芯块磨削

自动生产线,以达到减员增效、提高生产率、节约成本、降低劳动强度的目的;同时可以促进各岗位自

动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中间人为环节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提高燃料元件的制造质量及生产效率,也符

合国际上核燃料元件制造向集成化及全自动化方向发展.本次自动化改造完成后可以为其他设备的

自动化改造提供经验,锻炼技术队伍.

２　项目具体实施介绍

根据使用要求进行设计,具体工作流程简介为烧结后的芯块通过 AGV 车送至磨削自动上料站,
系统设置自动抓取上料,由皮带输送至磨床的磨削区中,砂轮开始对芯块进行无心外圆磨削,岗位操

作人员对磨削后芯块进行芯块表面粗糙度检测,经皮带输送至芯块外观自动检测仪内,对磨削后的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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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进行尺寸检测和外观检测,剔除不合格芯块.合格的芯块经皮带输送至磨削自动下料站,自动进行

装盘、翻盘、清洗、吹干以及码盘.最后,磨削后芯块经 AGV 车运走,对其进行称重,将其送到立体化

仓库内存放,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号磨削线工艺流程图

由于在改造中新增设了多台设备及工作站,因此需要对现场设备进行重新布局,使整个岗位布局

更加紧凑、合理,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号磨削线布局图

１—磨削上聊工作站;２—无心外圆磨床;３—在线清洗装置;４—在线检测装置;５—磨削清洗下料工作站;６—AGV车

２．１　磨削上料站介绍

磨削自动上料工作站在装有烧结芯块的料架被 AGV运至磨削自动上料工作站后,由料架定位平

台对料架进行定位.舟单元机器人将钼舟搬至钼舟缓存位,由拆盘机和芯块机器人进行拆盘,将芯块

逐行放入磨床上料轨道中.拆解后的工装放入工装缓存位,最终由舟单元机器人将工装搬至料架上

面,如图３所示.

图３　磨削自动上料工作站

主要包括包括:舟单元机器人,芯块机器人,舟单元上料机,钼舟板下料机,拆盘机,波纹板下料

机.舟单元机器人由３个伺服电机驱动;芯块机器人由３个伺服电机驱动;拆盘机由１个伺服电机驱

动;其他各执行机构均由气缸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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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PLC通过工业以太网与主控室进行通信.７个伺服驱动器、触摸屏、读码器通过以太网与

PLC进行通信.
工作站设计了安全友善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操作界面,还可以设置不同操作权限的用户登录功

能.人机交互界面主界面如图４所示.

图４　磨削自动上料工作站主控界面

控制系统具有显示功能,可对全部检测元件(传感器)和执行元件(电机、气缸等)进行监控,显示

目前的工作状态.
系统如发生故障,人机界面可显示报警信息,准确定位故障点,设备处设置三色塔灯及蜂鸣器,发

出声光报警,以提醒操作人员.
系统具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操作模式,两种操作模式可以在操作面板上互相转换.在自动操作模

式下,设备连续自动运行;在手动操作模式下,允许授权用户对每一个受控元件进行手动操作.

２．２　在线清洗装置介绍

由于自动化改造后新增设了一台芯块外观缺陷与直径超差自动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图像识别

技术,对芯块表面清洁度要求较高且不能带有水滴残留,因此在原有清洗线的基础上需要增加吹干功

能,如图５所示.

图５　磨削线在线清洗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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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完成后的芯块由圆皮带运送至清洗装置的进料口处.自动清洗吹干装置的芯块传输采用两

根圆形皮带实现芯块的运动.清洗装置主要包括四部分功能,分别为:第一清洗、第二清洗、压缩风除

水,热空气吹干,各部分均由独立的传输机构完成.芯块进入第一清洗工位后,由皮带带动,轴向前

进.离心泵从清洗水槽内抽取去离子水,对芯块进行冲洗,冲洗后的废水先经过过滤器过滤,再进入

清洗水槽,清洗水槽分为清液区和污液区,污液通过过滤网进入清液.经过第一、第二清洗工位后,芯
块进入压缩风除水工位,由经过过滤的压缩空气对清洗后芯块进行吹扫,使得芯块上的大颗粒水柱去

除,吹扫走的水进回流管进入清洗水槽的清液区.经过压缩风除水工位后,芯块进入热风吹干工位,
大厅空气经过过滤、加热后由吹风机吹扫芯块,使芯块表面可见水分完全去除.最后由芯块传输出清

洗装置,进行后续的检测.

２．３　芯块外观缺陷与直径超差自动检测系统介绍

全自动检测设备,主要包含拆码垛系统、芯块端面外观缺陷检测系统、芯块直径尺寸检测系统、芯
块柱面外观缺陷检测系统、意外芯块剔除系统、外观缺陷和直径不合格芯块剔除系统、合格品芯块收

集或存储系统等组成.岗位人员可按质量标准要求分别设定不同缺陷类型的阀值大小(在工控机显

示屏界面上调节),确保视觉系统将用户认定的不良品芯块有效识别和剔除,并将合格品芯块送入存

储区或缓冲区,进入后续工序,通过高精度的尺寸测量系统将直径超差的芯块剔除.本系统的软件系

统具有数据统计功能,可记录并统计被测试芯块的总数、外观和尺寸不合格数、合格数等数据信息,可
按不同时间段进行统计检索,为前道生产工序提供改善质量的数据依据.本系统高度自动化,运行快

速、稳定,连续、安全可靠,如出现上料异常等故障时设备可自动停机报警,有效防止对芯块的损伤.
待检测成品芯块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待检测成品芯块参数

序号 类型 直径/mm 公差 高度/mm

１ 标准成品芯块 １２．２２５ １２．２０７~１２．２３５ １６．５０

２ 端１成品芯块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１１５~１２．１４３ １３．４０

３ 端２成品芯块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１１５~１２．１４３ １１．５０

４ 端３成品芯块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１１５~１２．１４３ ９．５０

２．３．１　系统结构及配置介绍

(１)系统总体逻辑结构如图６所示.

图６　在线检测系统总体逻辑结构

(２)设备结构如图７所示,主要包括拆垛/码垛机械手、柱面外观检测、柱面不良品剔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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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在线检测系统工位布局

(３)设备电气原理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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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设备电气原理图

２．４　磨削清洗下料工作站介绍

本站主要实现芯块的清洗工作,实现芯块从磨床研磨完成后自动排料并清洗的自动化改造,可大

幅节省人力并提高工作效率,其间减少工作人员与芯块直接接触,降低芯块辐射对人体的可能伤害,
设备如图９所示.

图９　磨削清洗下料工作站

磨削清洗下料工作站由装盘机、翻转清洗机构、料盘机器人、料盘上料轨道、下料位等部分组成.
由 AGV将空料盘经过称重运至料盘上料轨道后,由料盘机器人将空料盘搬至芯块下料位.磨削线生

产出来的芯块由装盘机进行码盘,再经过两次翻转清洗后,装入芯块下料位的空料盘.料盘装好芯块

以后,由料盘机器人搬运至下料位,进行料盘码垛.
磨削各站的PLC通过以太网、串口、DP、DriveＧCliQ、CCＧLink等专用接口与本站的触摸屏、伺服

驱动器、读码器、机器人控制器、气缸电磁阀、传感器等设备连接,以实现本站的信息采集、数据通讯和

控制.PLC控制程序使用Rslogix５０００软件进行编写、上传和下载,如图１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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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工作站内部控制方式图

３　总结

本文以２号芯块磨削生产线为研制对象,以提高芯块磨削生产效率、提高芯块磨削后清洁度及设

备自动化程度为目的,经过前期的方案设计、选型,中期的机械电气设计及后期的联机调试及生产运

行,最终联合研发了芯块磨削自动化系统,已于２０１６年初投入使用.整体生产线的自动化大大降低

了重复性劳动的工作量,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为后续数字化、自动化生产线的

研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１]　范国伟．电气控制与PLC应用技术[M]．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　李冠兴,任永岗．重水堆燃料元件[M]．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　刘定伟,薛澄岐．UG二次开发接口技术研究[J]．机械制造与自动化,(１):８２Ｇ８５．

DevelopmentofCANDUＧ６fuelpelletsgrinding
automationsystem

FANGLu,BAO HeＧping,SUNXuＧhui
(ChinaNorthNuclearFuelCo．LTD,Baotou,０１４０３５,China)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automationandcleanlinessleveloftheautomaticpelletgrinding
productionline,adigitalproductionlinesystem wasdeveloped．Thesystemconsistsofautomatic
workstation,AGVtransfersystem,Pelletsdetectionsystem,etc．Theautomaticpelletgrinding
productionlinerealizetheautomatictransportation,EstablishedonＧlineinspectionsystemforthe
surfacequalityanddiameterofpelletstoachieve１００％ onＧlineinspectionofpelletsinthegrinding
line．Inthispaper,onＧlineinspectionsystem,automaticworkstationandcontrolsystemhasbeen
developmenttoimprovetheautomationandcleanlinesslevel．Grindingunloadingstation,Grinding
cleaningandloadingstationhasbeendevelopment,optimizedtransmissionmechanismofthepellets
detectionsystem,optimizedcleaningdevice．Establishedasetofreasonablelayout,stableoperation,

accurateandreliablesystem．Thesystem controlprogramisdevelopedandthesoftware with
reasonableandfriendlymanＧmachineinterfaceisformed．
Keywords:Pelletgrinding;OnＧlinedetection;Automatic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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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波纹板的组织结构变化和国产化应用

刘江涛,赵文刚,吕　会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国内自主制造,降低生产成本和缩短供货周期,重水堆元件厂于２０１６年初开展钼材

国产化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采取对比方法,通过开展金相试验、扫描试验等对国内外钼波纹板的微观组织开展研

究,结果发现:新品国外钼波纹板为典型的高温退火态再结晶的显微结构,晶粒细小、组织分布均匀,La２O３ 颗粒均匀

弥散在钼基体内;使用后,随着入炉使用次数增多,晶粒由外向内逐渐长大,直至将整个钼波纹板细小晶粒全部吞并、

形成粗大组织并使得外观尺寸发生形变;新品国内厂家的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含量低于０．５％,且主要偏聚在晶界上,

内部晶粒粗大,入炉使用后边界区域析出较多再结晶晶粒.根据对国外钼波纹板的研究状况提出钼波纹板技术指标

并获得了国产化应用,应用效果良好.

关键词:钼波纹板;晶粒;La２O３ 颗粒

　　　　　　　　　　　　　　　　　　　　　　　　　　　　　　　　　　　　　　　　　　　　　　　　　　
　

　
　

　 　　　　　　　　　　　　　　　　　　　　　　　　　　　　　　　　　　　　　　　　　　　　　　　　　
　

　
　

　
　

作者简介:刘江涛(１９８２—),男,山东东营人,高级工程师,工学硕士,现主要从事核燃料元件制造方面研究

钼制品作为加热体(元件)、坩埚、电极等广泛应用到工业窑炉中[１],在核工业领域也不例外,除此

之外,反应堆发电所用的核燃料芯块普遍采用钼舟、钼盒等钼制品烧结 UO２ 芯块坯体,Candu－６生

产线制备的芯块因尺寸和重量大,采用钼舟和钼波纹板搭配方式烧结坯体,摆放方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钼波纹板及物料在钼舟上摆放形式

从图１可以看出,每块钼舟搭配１８块波纹板,钼波纹板上面存放物料,每舟可存放１６层物料,上
下两层波纹板相互叠放并留有间隙,使得物料能够与炉内氢气充分接触而完全烧结(烧结后芯块氧铀

比经常小于２).每层波纹板荷重约２kg,而波纹板波纹厚仅１mm,要求波纹板材质为钼镧合金,在
使用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再结晶温度、荷重软化温度,良好的塑性、韧性及蠕变性能,在宏观方面具有不

变形、耐冲击、使用寿命长等性能.由于制品尺寸因素,无法制备测定力学性能的试样,因而无法判定

钼制品的力学性能.PLANSEE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仅包含钼制品的外观尺寸公差、密度、维式硬度

和杂质元素化学成分等参数指标,而关键的力学性能及内部组织指标进行技术垄断.材料的内部组

织决定其材料性能,本文从研究材料的内部组织出发,从材料的内部晶粒度、化学成分等提出技术指

标并开展国产化应用,其目的主要是保证国外进口设备关键备件的稳定供货,并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供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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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

１．１　试验目标

本论文的试验目标主要有三项:
(１)摸清新品钼波纹板的晶粒度及使用后的内部组织变化规律;
(２)摸清新品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含量及杂质元素含量及使用后的变化规律;
(３)摸清La２O３ 颗粒在基体内分布特点及使用后的变化规律.

１．２　试验思路

本文采用对比试验和分析的方法,摸清国内外钼波纹板使用前后组织及化学成分变化规律,主要

开展以下三部分工作:
(１)通过开展金相试验摸清国内外新品钼波纹板的内部组织特点及使用不同次数后的变化规律;
(２)通过开展化学成分试验摸清国内外新品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及杂质元素含量及使用不同次

数后各类元素的变化规律;
(３)通过开展扫描试验摸清国内外新品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在钼基体中的分布特点及入炉使用

不同次数后La２O３ 颗粒分布变化规律.

１．３　试验原料

(１)试验所用原料为国外钼波纹板和国内 A厂家、B厂家提供的钼波纹板.钼波纹板制备工艺大

致为:钼粉经冷等静压成型→烧结为钼坯→热轧及退火→温扎及真空退火→冷轧、加工及退火处理.
(２)采用两种腐蚀方式观察金相组织.一种是采用氢氧化钠:铁氰化钾:水＝１∶３∶６方式腐蚀钼

波纹板金相组织,腐蚀方法为人工擦拭;另一种是采用 HNO３∶HF∶甘油＝１∶１∶２方式腐蚀,腐蚀

方法为电化学腐蚀.

１．４　试验设备

(１)采用万能研究级全自动金相显微镜观察钼波纹板的金相组织.
(２)采用 VEGA３XMU型号的扫描电镜观察钼波纹板内部组织.
(３)采用型号为D８DAVINCI(D８达芬奇型)X射线衍射仪检测物相组成.
(４)采用 HARPER烧结炉对钼波纹板和钼舟开展烧结试验.HARPER由低温区、中温区、高温

区和冷却区组成.

１．５　试验过程

(１)对原材料取样观察金相组织;
(２)采用 HARPER烧结炉对国外钼波纹板开展推舟烧结试验,烧结炉推速为４９４mm/h,氢气流

量为３３０CFH(≈９．２４m３/h),高温区温度设置为１５５０℃(烧结循环一次时间为２００min)和１６６５℃
(烧结循环一次时间为２００min),循环次数分别为１０次、２０次、３０次、４０次等.

(３)对取样后样品从两个方向观察金相组织,一个是横面方向,一个是截面(厚度面)方向,如图２
所示.

图２　取样部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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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国内外新品钼波纹板金相试验

２．１．１　国外新品钼波纹板

从图３可以看出,国外新品钼波纹板横面方向晶粒细小、组织分布整体均匀,但局部区域晶粒大

小不均匀.横面方向晶粒形状不规则、呈多边形,尺寸１０~１００μm,测量晶粒度约为４８μm;截面方向

经热轧变形后,波纹板内部产生晶体缺陷晶粒呈纤维状,尺寸５~５０μm,测量晶粒度沿轧制方向为

３２μm、垂直于轧制方向为２０μm.因新品钼波纹板具有分布均匀组织和细小晶粒,使得国外钼波纹

板具有较高的塑性、韧性,由于晶粒细化也使得再结晶温度提高,从而使得国外钼波纹板具有较好的

使用性能.可见,国外钼波纹板生产过程中轧制变形量大、受力均匀,大的晶粒已完全破碎,再经后续

的再结晶退火,使其制品具有均匀和细小的显微组织.

图３　国外新品钼波纹板金相组织(左:横面方向,１００倍;右:截面方向,１００倍)

２．１．２　国内新品钼波纹板

国内 A公司新品钼波纹板内部组织存在晶粒粗大、组织差异较大,横面方向晶粒接近于等轴晶,
晶粒度≥１５０μm,而截面方向为粗大的纤维组织(见图４).

图４　国内 A厂家新品钼波纹板金相组织(左:横面方向,１００倍;右:截面方向,１００倍)

从图５可以看出,国内B厂家新品钼波纹板相比A厂家晶粒小一些,但相比国外钼波纹板晶粒仍

然粗大,组织均匀性仍较差,截面方向仍然为粗大纤维组织,外部相比内部晶粒略微细小.相比国外

钼波纹板,由于组织均匀性差和粗大晶粒,使得钼制品的力学性能较差.可见,国内钼波纹板制备工

艺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大轧制的变形量,后续的热处理工艺也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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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国内B厂家新品钼波纹板金相组织(左１:横面方向,１００倍;右:截面方向,１００倍)

２．２　国内外钼波纹板入炉使用后的金相组织

２．２．１　国外钼波纹板使用后金相组织

从图６、图７可以看出,钼波纹板使用后,横面方向和截面方向边界区域晶粒不断粘结长大,逐步

吞并内部细小晶粒,同时边界区域出现明显的“反应层”(经证实,反应层为钼磷化合物);内部区域也

有少量晶粒粘结、长大,整个使用过程中未发现继续析出再结晶晶粒.由于温度场的差异,边缘区域

晶粒长大程度出现差别.

图６　国外钼波纹板入炉使用后横面方向１００X金相组织(左:２０次;中:５０次;右:６０次)

图７　国外钼波纹板入炉使用后截面方向１００X金相组织(左:２０次;中:５０次;右:６０次)

２．２．２　国外钼波纹板使用后金相组织

从图８、图９和图１０可以看到,国内 A厂家和B厂家钼波纹板入炉使用后,横面方向和截面方向

边缘区域均有再结晶晶粒析出;入炉使用５０次后,边缘区域出现较薄的“反应层”.析出“反应层”与
钼波纹板表面晶粒大小有关,晶粒越小,越易形成“反应层”.

２．３　国内外钼波纹板化学成分试验情况

由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理化检测中心参照 YS/T５５８—２００９«钼的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对国外钼波纹板化学成分开展分析,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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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国内钼波纹板入炉使用２０次后横面面方向１００X金相组织(左:A厂家;右:B厂家)

图９　国内 A厂家钼波纹板入炉循环后截面方向１００X金相组织(左:使用２０次;右:使用５０次)

图１０　国内B钼波纹板入炉循环后截面方向１００X金相组织(左:使用２０次;右:使用５０次)

表１　国内外钼波纹板杂质元素含量试验情况

杂质元素

(×１０－６)及标准

Al Si Cr Fe Ni Cu W Pb Cd Hg K La２O３/％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２０ ＜３００ ＜５ ＜５ ＜１ ＜２０ ０．５~０．７

国外新品钼波纹板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８ ＜１０ ＜１０ １８６ ＜１０ ＜５ ＜０．１ ＜１０ ０．６１

国外循环２０次后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８ ＜１０ ＜５ ＜０．１ ＜１０ ０．５６

国外循环３０次后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８ ＜１０ ＜１０ ８３ ＜１０ ＜５ ＜０．１ ＜１０ ０．６３

国外报废后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８ ＜１０ ＜１０ １２７ ＜１０ ＜５ ＜０．１ ＜１０ ０．５５

国内 A新钼波纹板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３１ ＜１０ ８９ ＜０．１ ＜１０ ０．３３

国内 A循环１５次后 ＜１０ ＜１０ ７３ ８３ ＜１０ ＜１０ ３２ ＜１０ ５８ ＜０．１ ＜１０ ０．２３

国内B新品钼波纹板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２２ ＜１０ ９９ ＜０．１ ＜１０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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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可以看出,国外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含量在０．５％~０．７％技术指标范围内,在使用过程中

未发现明显变化规律;国内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不满足技术要求,含量也出现较大偏差,国内钼波纹

板厂家需要优化生产制备工艺.

２．４　国内外钼波纹板SEM 试验情况

从图１１可以看出,国外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整体分布均匀,能够起到细化晶粒作用,但存在局部

偏聚现象;国内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含量较少,细化晶粒效果不显著.

图１１　国内外新品钼波纹板横面方向背散射图(左:国外,５００倍;右:国内,２００倍)

从图１２可以看出,国外La２O３ 颗粒主要分布于PLANSEE晶粒内,少量分布在晶界上,能够钉扎

晶界、细化晶粒,提高钼波纹板强度.国内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分布不均匀,且大部分位于晶界上,细
化晶粒效果也不明显,可能因为偏析恶化了波纹板组织性能.

图１２　国内外新品钼波纹板横面方向面扫描照片(左:国外;右:国内)

通过开展国内外钼波纹板对比试验可以发现,国外钼波纹板优于国内原因主要在于国外钼波纹

板第二项La２O３ 颗粒含量控制在０．５％~０．７％且能够弥散分布在晶粒内部,使得晶粒细小、组织分布

均匀,根据这些试验结果制定出采购技术条件.

２．５　国内外钼波纹板使用后外观状况

从图１３可以看出,使用９０次后,国外钼波纹板叠放在一起无明显间隙,说明使用９０次后无严重

变形,而国内 A 公司钼波纹板出现较大间隙;对 A 公司钼波纹板测量尺寸,发现边缘和中间有

０．１８mm尺寸差别,出现明显收缩现象;国外波纹板边缘区域和中间区域差别为０．０４mm,无明显收缩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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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叠放照片

(b)A公司尺寸测量

　
(c)国外产品尺寸测量

图１３　国内外钼波纹板使用９０次后外观照片

对使用后钼波纹板波纹角度测量,通过表２可以发现,国内钼波纹板波纹角度出现较大变化,而
国外钼波纹板变化相对较小.

表２　国内外钼波纹板使用不同次数后波纹角度变化情况

使用状态 新品钼波纹板 循环３０次 循环９０次 循环１８０次

国外钼波纹板 １２１°０１′ １２０°２６′ １２０°２２′ １１９°４８′

国内 A厂家 １２５°２９′ １２２°７′ １２１°２１′ １２０°２０′

国内B厂家 １２２°５６′ １２０°４′ １１９°４７′ １１８°４９′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归结为国外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钉扎阻碍效果显著使晶粒长大速度减

缓,整体组织仍相对均匀;国内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分布不均匀,偏聚在晶界上,未起到第二项作用,
使用后边界区域析出再结晶晶粒,呈现较大组织差别,使其出现较大变形量.

３　应用情况

根据国内外钼波纹板对比试验,提出了钼波纹板内部组织技术指标并在国内招标采购,投标厂家

根据研究资料改进生产工艺,成功制备出满足技术指标的产品.

３．１　新品国内C钼波纹板表征试验

从图１４可以看出,该厂家钼波纹板截面方向晶粒细小、组织分布均匀,对其晶粒度开展测量,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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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制方向晶粒平均直径为２２μm、垂直于轧制方向为１６μm,达到国外技术指标.

图１４　国内C钼波纹板金相组织(左:横面,１００倍;右:截面,１００倍)

对该厂家样品化学成分取样进行分析,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国内C厂家钼波纹板化学成分分析

杂质元素

(×１０－６)及标准

Al Si Cr Fe Ni Cu W Pb Cd Hg K La２O３/％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２０ ＜３００ ＜５ ＜５ ＜１ ＜２０ ０．５~０．７

国外产品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３ ＜１０ ＜１０ １６８ ＜１０ ９１ ＜０．１ ＜１０ ０．６２

从表３可以看出,该厂家钼波纹La２O３ 颗粒添加量在规定范围以内.
从图１５可以看出,钼波纹板中La２O３ 颗粒分布均匀、能弥散分布在晶粒内,细化晶粒效果显著.

图１５　国内C厂家波纹板横面方向扫描照片

３．２　入炉使用后表征试验

从图１６和图１７可以看出,国内C厂家钼波纹板使用后,与国外产品具有相似的组织变化规律:
外部晶粒逐渐长大,不断吞并内部细小晶粒,外部也出现“反应层”.

３．３　国内C钼波纹板使用后外观状况

从图１８可以看出,国内C厂家钼波纹板叠放整齐、无较大缝隙,测量尺寸后边缘区域与中间区域

无显著变化.可见,国内C厂家钼波纹板应用后使用情况良好,基本达到国产化应用目的.由于投入

时间较短,在后续工作中需要持续跟踪内部组织变化及外观尺寸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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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国内C钼波纹板入炉使用后横面方向５０X金相组织(左:１０次;右:３０次)

图１７　国内C钼波纹板入炉使用后截面方向１００X金相组织(左:１０次;右:３０次)

图１８　国内C钼波纹板入炉使用４０次后外观照片(左:叠放照片;右:尺寸测量照片)

４　试验结论

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采用对比方法对国内外钼波纹板开展表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国外钼波纹板晶粒细小、组织

分布均匀,横面方向晶粒平均直径≤５０μm,截面方向≤３０μm;La２O３ 颗粒含量在０．５％~０．７％,分布

较为均匀且大部分能够弥散在晶粒内部.国内钼波纹板La２O３ 颗粒含量低于０．５％,分布均匀性差且

主要分布在晶界上,使得钼波纹板晶粒粗大、组织分布不均匀,在使用较短时间后出现外观变形现象.
(２)国外钼波纹板在使用过程中晶粒由外到内逐步长大,由于La２O３ 颗粒钉扎作用生长速率较为

缓慢;国内钼波纹板由于组织粗大,在使用过程中,边界区域析出较多再结晶晶粒,恶化组织性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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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次数下,国外钼波纹板外观尺寸变化小.
(３)根据试验结论开展国产化应用,应用的产品与国外钼波纹板具有相近的使用效果,进一步验

证了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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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ChangeandDomesticApplication
of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

LIUJiangＧtao,ZHAO WenＧgang,LV Hui
(ChinaNorthNuclearFuelCo．LTD,Baotou,０１４０３５,China)

Abstract:Inordertobreakthe monopolyofforeigntechnology,realizedomesticindependent
manufacturing,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shorten the supply cycle,CANDUＧ６ Reactor
ComponentPlantcarriedouttheresearchprojectoflocalizationofmolybdenum materialsinearly
２０１６．Inthisproject,themicroＧstructureof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athomeandabroadwas
studiedbycomparison methodssuchasmetallographictest,scanningtest,andetc．Theresults
showthat;thereisatypicalhightemperatureannealedrecrystallizationmicrostructurewithfine
grainsanduniformdistributionofstructureinthenewforeign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and
theLa２O３ particlesareuniformlydispersedinthe molybdenum matrix;Afterusing,withthe
increaseoffurnaceusage,thegrainsgrowgraduallyfromoutsidetoinsideuntilthefinegrainsof
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areabsorbedup,thecoarsestructureisformedandthesizeof
corrugatedplateisdeformed;ThecontentofLa２O３ particlesinthenew molybdenumcorrugated
plateproducedbydomesticmanufacturersislessthan０．５％,andtheparticlesmainlysegregateon
grainboundariesandhaslargeinternalgrains;morerecrystallizedgrainsareprecipitatedinthe
boundaryareathroughthewholesinteringprocess．Accordingtotheresearchstatusabroadof
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thetechnicalstandardof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isproposed
andappliedinpracticalproduction,andtheresultshowsthatthestandardiseffective．
Keywords:Molybdenumcorrugatedplate;Grain;La２O３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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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rAl热变形行为研究

杜沛南１,商佳程２

(１．反应堆燃料及材料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２．国家能源先进核燃料元件研发(实验)中心,四川 成都６１０２１３)

摘要:ATF耐事故燃料候选材料中FeCrAl合金因其良好的固有安全性成为世界各核大国 ATF包壳材料主要的发展

方向.本文采用 Gleeble热模拟试验机对FeCrAl合金开展了相关的热变形行为影响研究,构建了热加工图,适合加工

区域:８００~９５０℃,１~１０s－１;９５０~１０００℃,０．０５s－１.

关键词:ATF;FeCrAl;热变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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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rAl合金是目前最具应用前景的 ATF耐事故候选材料之一,为进一步提高其力学强度,国内

外均采用添加微合金元素形成第二相的方式来强化基体,此时会对FeCrAl加工性能造成一定的负面

影响[１Ｇ４].本文采用 Gleeble热模拟试验机来模拟不同变形速率不同变形温度下的热变形行为,结合

理论计算,构建了适合FeCrAl合金的热加工图,为热加工工艺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１　试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材料选用Fe－１３CrＧ４Al－２Mo－０．６Nb的锻造组织,选用锻造组织是为了更好的模拟实际

热加工过程,获得的结果可用于指导热轧工艺.采用ICP和EMGA分析仪分析后得到主元素及C、N
含量如表１所示.可见,Fe、Cr、Al、Mo、Nb化学成分测试值与样品名义成分相接近,而且 C、N 含量

在加工过程中得到有效控制.

设计成分
实际成分/％(质量分数)

Cr Al Mo Nb C N Y Fe

Fe－１３CrＧ４Al－２Mo－０．６Nb １２．６４ ４．０３ ２．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１ 余量

采用线切割加工成ϕ１０mm×１５mm 压缩试样.在 Gleeble－１５００热模拟试验机上开展等温压

缩实验.压缩时两端涂抹７５％石墨＋２０％机油＋５％硝酸二甲苯脂,以便减少试样与夹头之间的摩擦

影响.实验温度为７５０℃、８００℃、８５０℃、９００℃、９５０℃和１０００℃,应变速率为０．０１s－１、０．１s－１、

１s－１和１０s－１,最大应变量(本文中应变量均指真应变)为０．９,热模拟实验过程中升温速度１０℃/s,
保温时间１min,压缩后试样迅速水冷.采集热压缩应力、应变、温度等原始数据,利用 Origin软件

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在 Gleeble１５００热模拟试验机上进行热压缩实验,采集应力应变数据,绘制不同变形条件下的合

金应力应变曲线,如图１至图４.从图中发现,变形温度相同时,随着应变速率升高,流变应力也升高;
而当应变速率不变时,随变形温度升高,流变应力降低.应变速率和变形温度相同时,当变形较小时,
流变应力随应变量的增加而快速升高,主要是加工硬化影响应力应变;随着应变量的进一步增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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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力增加速率逐渐减小,真应力Ｇ真应变曲线的斜率逐渐减小,此时是由于合金发生了动态回复和

动态再结晶等软化行为开始影响应力应变;随着应变量的进一步增加,流变应力达到峰值软化行为与

加工硬化达到了平衡,之后缓慢下降,高温低应变速率状态下应力下降到一定值后趋于稳定,呈现出

稳态流变现象.

图１　０．０１s－１变形条件下应力应变曲线

　　
图２　０．１s－１变形条件下应力应变曲线

图３　１s－１变形条件下应力应变曲线

　　
图４　１０s－１变形条件下应力应变曲线

为了从热处理图获得准确可靠的信息,重要的是分析数据并绘制热处理图的数值计算方法.为

了降低计算结果对试验误差的敏感性,为了减少由于计算方法不合适引起的热加工图可靠性,须正确

地选择绘制热加工图计算方法.首先拟合出流变应力与应变速率三次多项式插值曲线,见图５.

图５　FeCrAl合金流变应力与应变速率三次多项式拟合插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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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高温热变形行为从热力学理论上讲是一个远离平衡的非线性、不可逆的热力学过程.

Prasad[５]建立了动态材料模型.热加工图基于此模型,结合变形过程的实际情况,可用于分析材料在

不同变形温度和应变速率下的高温变形机理.获得热处理的“安全区”和“失稳区”,实现控制组织演

化,避免缺陷和优化工艺参数的目标.加工图是功率耗散图与塑性失稳图的叠加.塑性失稳图是以

塑性失稳准则为函数,在变形温度T 和应变速率 所构成的二维平面图上绘制的多个区域的图形.在

加工图上可以直接显示加工安全区和塑性失稳与开裂区域.

图６　FeCrAl合金能耗图

加工图８由能耗图６和失稳图７叠加而成,能耗图中等值线为能耗因子,失稳图中阴影部分为失

稳区,安全加工区即为白色区域,适合加工区域为白色区域能耗因子较大区域,最优工艺参数为适合

加工区域中高能耗因子对应参数.图中斜线填充区域为根据失稳判据获得失稳区域,灰色阴影区域

为能耗因子小于零区域,表明亦发生动态失效,红色三角区域为能耗因子峰值.流变失稳区: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０３~０．３s－１;７５０~８００ ℃,１~１０s－１;７５０~１０００ ℃,０．０１s－１;８２５~９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s－１;９００℃,０．０３~１s－１.适合加工区域:８００~９５０℃,１~１０s－１;９５０~１０００℃,０．０５s－１.

图７　FeCrAl合金失稳图

　
图８　FeCrAl合金加工图

３　结论

采用Gleeble热模拟试验机来模拟实验温度为７５０℃、８００℃、８５０℃、９００℃、９５０℃和１０００℃,
应变速率为０．０１s－１、０．１s－１、１s－１和１０s－１的热变形行为,结合理论计算,构建了适合FeCrAl合金

的热加工图,适合加工区域:８００~９５０℃,１~１０s－１;９５０~１０００℃,０．０５s－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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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SiCf/SiC复合材料因其优异的性能而被认为是耐事故燃料包壳的理想候选材料之一,但作为一种新的材料体系

其要实现在核领域的应用仍有较多问题需要研究,其中之一便是该类材料在高温水蒸气条件下的氧化性能.本文对

具有不同涂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在１３００℃、１００％水蒸气条件下进行了２４h的氧化试验,研究了不同涂层试

样高温水蒸气氧化后的重量变化特征,并利用SEM、XRD和 XPS对氧化后的微观形貌和成分进行了分析表征.研究

结果表明,不同涂层试样的氧化增重规律相近,其增重率均在２％左右,氧化后涂层表面出现玻璃态的氧化膜,且氧化

膜上还存在孔洞和开裂,１０５０℃沉积和１１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产物为非晶态的SiO２ 和SiCxOy,而１２５０℃沉

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的氧化产物主要为非晶态的SiCxOy.

关键词: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高温水蒸气氧化;微观形貌;成分分析

连续碳化硅纤维增强碳化硅基复合材料(SiCf/SiC)因具有较小的中子吸收截面、良好的化学稳定

性、耐高温、抗辐照和低活化等优点被认为是耐事故燃料包壳的理想候选材料[１Ｇ２].在国际上美、法、
日等国的核能研究机构已较先开展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的相关研究,其研究内容涉及制备工艺、力
学性能、腐蚀性能、高温水蒸气氧化性能以及辐照性能等方面[３Ｇ５].虽然SiCf/SiC复合材料具有一系

列优异的性能并已在航空航天领域有着较多应用,但其在核能领域仍为一新的材料体系,对其应用性

能仍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该类材料在水蒸气条件下的氧化性能.通常SiCf/SiC
复合材料的表面SiC涂层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这得益于SiC在氧化条件下其表面可生成一层致

密的SiO２ 氧化膜,这可阻碍氧化进一步进行.然而,在含有水的氧化环境,SiO２ 极易发生溶解,这使

得其对内层材料的保护能力急剧降低,因而SiC涂层在含水环境下的抗氧化能力会被严重削弱.另

外,SiC涂层本身的抗氧化能力也与其组织特征相关,通常结晶度越高的SiC涂层其抗氧化能力也越

强.鉴于此,本文针对具有不同涂层组织特征的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试样进行高温水蒸气氧化试

验,并对其氧化后的微观形貌与成分进行表征,以了解具有不同组织特征的SiC涂层的抗水蒸气氧化

能力及其氧化产物特征,研究结果可为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的涂层工艺优化提供一定的指导.

１　材料与试验方法

１．１　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制备

首先利用国产三代SiC纤维进行包壳管件预制体编织,本文所研究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的预

制体采用２D编织工艺成型,２D编织预制体的结构示意图如图１(a)所示,图１(b)为包壳管件预制体

实物照片.在完成包壳预制体成型后利用化学渗透工艺(CVI)进行PyC界面沉积,沉积时以C３H６ 为

源气,氩气为稀释气体,沉积温度在９００℃左右;完成界面沉积后利用CVI工艺继续进行SiC基体沉

积,基体沉积以三氯甲基硅烷(MTS)为源物质,氩气为稀释气体,氢气为载气,沉积温度在１０５０℃左

右;最后利用化学气相沉积工艺(CVD)在包壳管件表面沉积SiC涂层,涂层沉积的源物质与沉积SiC
基体时的一致,但沉积温度包含１０５０℃、１１５０℃和１２５０℃三种.最终制备所得SiCf/SiC包壳的密

度在２．８g/cm３ 左右,PyC界面厚度在２００~３００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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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纤维预制体类型

(a)预制体类型示意图;(b)包壳预制体

１．２　试验方法

在进行高温水蒸气氧化试验前,利用SEM 对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表面进行微观形貌观测,并
利用XRD对其涂层的相组成进行表征,最后利用精密分析天平测量试样初始重量.之后,利用高温

水蒸气氧化试验装置对具有三种不同涂层的SiCf/SiC包壳进行高温水蒸气氧化试验,氧化温度为

１３００℃,氧化时间２４h,氧化时的水蒸气体积含量为１００％.完成氧化后利用精密分析天平测量试

样氧化后的重量,并利用SEM、XRD和XPS对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氧化后的微观形貌和成分等进

行分析表征.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微观形貌特征

图２为三种涂层试样在水蒸气氧化试验前的表面微观形貌,由图可知,１０５０℃沉积的涂层表面

呈菜花状形貌,而这些菜花状的涂层由较小的球形SiC颗粒组成,而当沉积温度为１１５０℃时,球形颗

粒消失,涂层表面几乎全由四面体状的SiC颗粒组成,这种形状的SiC颗粒表明其晶粒生长具有明显

的择优取向,而当沉积温度进一步升高,所得涂层表面的SiC颗粒呈现金字塔状形貌.图３为三种涂

层试样表面涂层的XRD图谱,由图可知,三种温度沉积的SiC涂层均为βＧSiC,其(１１１)晶面的衍射峰

强度最高,为择优取向面,而随着沉积温度升高,(１１１)面的峰也更窄更尖锐,这表明随着沉积温度升

高SiC晶粒的结晶度也更高.另外,在该 XRD图谱中还可见(２００)晶面的衍射峰,随着温度升高,该
衍射峰也更明显.

图２　不同温度沉积的SiC涂层微观形貌

(a)１０５０℃沉积;(b)１１５０℃沉积;(c)１２５０℃沉积８８１



图３　不同温度沉积的SiC 涂层的 XRD图谱

(a)１０５０℃沉积;(b)１１５０℃沉积;(c)１２５０℃沉积

２．２　氧化后增重与表面形貌

三种涂层试样氧化后均表现为增重,其中１０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增重率约为２．０３％,１１５０℃
沉积的涂层试样增重率约为２．０６％,１２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增重率约为２．１９％.图４(a)为１０５０℃
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的表面形貌,与图２(a)中试样氧化前的表面形貌相比,氧化后试样的表面形貌

存在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氧化后试样表面更平整,SiC颗粒间的间隙消失.这是因为SiC氧化

后形成的氧化膜涂覆在试样表面,从而遮挡了SiC颗粒间的间隙并抹平了由于表面颗粒高低不平而

存在的表面高度差异.同时,从图４(a)还可见试样表面存在开裂,由于裂纹两侧边缘较为齐整,因而

推测其应在氧化后形成.图４(b)为１１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的表面形貌,与图２(b)中的初始

形貌比较可知,氧化后初始的SiC颗粒形貌特征几乎完全消失,试样表面也更为平整光洁,同时试样

表面还存在少量孔洞,这意味着SiC涂层在氧化时生成了气相产物.另外,在图４(b)中也发现了表面

裂纹,但与图４(a)中的裂纹不同的是,该裂纹两侧边缘被氧化物包覆,呈现出“愈合”特征,这表明图中

裂纹应在氧化前就存在.图４(c)为１２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的表面形貌,由图可知,试样表面

形貌在氧化前后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初始存在的金字塔状的SiC颗粒形貌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离散的岛状熔融区,这是因为金字塔状SiC颗粒的尖端在氧化过程中可能作为活性点发生优先氧化,
从而在这些位位置形成熔融态的氧化产物.

图４　不同温度沉积的SiC涂层试样氧化后形貌

(a)１０５０℃沉积;(b)１１５０℃沉积;(c)１２５０℃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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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氧化后表面成分表征

图５为三种涂层试样氧化后的XRD测试结果,由图５(a)可知１０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表

面物相为SiO２ 和βＧSiC,但由SiO２ 的衍射峰特征可知其结晶度不高.图５(b)为１１５０℃沉积的涂层

试样氧化后的XRD图谱,该图谱中除了少量αＧSiC的衍射峰几乎全为βＧSiC的衍射峰,其SiO２ 的衍射

峰强度明显弱于图５(a)中的SiO２ 衍射峰,而对于１２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也有类似的结果[图５(c)],其

XRD图谱几乎全为βＧSiC的衍射峰.以上结果表明,较低温度沉积的SiC涂层在水蒸气环境下较容

易生成SiO２,但总体而言三种涂层试样的氧化产物含量均较少.

图５　不同温度沉积的SiC涂层试样氧化后 XRD图谱

(a)１０５０℃沉积;(b)１１５０℃沉积;(c)１２５０℃沉积

为进一步表征不同温度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的成分,对其进行了 XPS分析.图６为三种涂层

试样氧化后的 Si２p图谱.由图可知三种温度沉积的涂层试样在氧化后都含有 SiC 的 SiＧC 键和

SiCxOy 的SiＧO键,另外１０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和１１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氧化后还含有少量SiO２

的SiＧO键,而对于１２５０℃沉积的涂层试样而言,这类SiＧO 键几乎不存在.以上结果进一步说明较

高温度沉积的SiC涂层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

３　结论

本文对含有不同SiC涂层的SiCf/SiC复合材料包壳试样进行了１３００℃条件下的水蒸气氧化试

验,并对其氧化后的表面微结构与成分进行了表征分析,最终结论如下:
(１)随着沉积温度的升高,SiC涂层的结晶度也相应提高,同时涂层颗粒的择优取向也更明显,而

SiC涂层颗粒的形貌也由球形逐渐向四面体形转变.
(２)本文三种温度沉积的SiC涂层试样在１３００℃条件下水蒸气氧化２４h后都表现为增重,其增

重率在２％左右,氧化后涂层表面形成氧化膜使得涂层形貌发生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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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温度沉积的SiC涂层试样氧化后 XPS图谱

(a)１０５０℃沉积;(b)１１５０℃沉积;(c)１２５０℃沉积

(３)１０５０ ℃和１１５０ ℃沉积的 SiC 涂层在水蒸气条件下氧化后的产物为非晶态的 SiO２ 和

SiCxOy,而１２５０℃沉积的SiC涂层在水蒸气条件氧化后的产物主要为非晶态的SiCx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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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hightemperaturesteamoxidation
performanceofSiCf/SiCcompositecladding

HEZongＧbei１,LIMing１,FUDaoＧgui１,
ZHANGRuiＧqian１,QIUShaoＧyu２

(１．StateKeyLaboratoryfornuclearfuelandmaterials,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ofSichuan
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２．NuclearFuelandMaterialInstitute,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of

SichuanProv．６１０２１３,China)

Abstract:SiCf/SiCcompositesareconsideredasoneoftheidealcandidatesforaccidentresistantfuel
claddingduetotheirexcellentproperties．However,asanewmaterialsystem,therearestillmany
problemstobestudiedinordertorealizeitsapplicationinthenuclearfield．Inthispaper,the２４
hoursoxidationtestofSiCf/SiCcompositescladdingwithdifferentcoatingundertheconditionof１
３００℃,１００％ watervaporwasconducted．Theweightchangesofdifferentcoatingsamplesafter
steam oxidation were studied,and by using SEM,XRD and XPS the micro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swereanalyzed．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differentcoatingsamplehavesimilar
weightchangelaw,andtheweightgainrateisaround２％．Afteroxidation,glassyoxidefilm
appearsonthesurfaceofthecoating,andthereareholesandcracksontheoxidefilm．Theoxidation
productsforthespecimenswhosecoatingsweredepositedat１０５０℃and１１５０℃areamorphous
SiO２andSiCxOy,andforthespecimenswhosecoatingwasdepositedat１２５０ ℃ theoxidation
productsaremainlyamorphousSiCxOy．
Keywords:SiCf/SiCcompositescladding;Hightemperaturesteam oxidation;Microstructure;

Composition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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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长尺寸SiC/SiC复合材料包壳的新型无模具

NITE制备技术

李　鸣,张瑞谦,何宗倍,付道贵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００)

摘要:纳米渗透共晶转变技术(NITE)能够制备性能较为优良的耐事故SiC/SiC复合材料包壳,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复杂

的热压模具,因此很难制造长尺寸的包壳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无模具 NITE技术制备长尺

寸SiC/SiC复合材料包壳管.在原有 NITEＧSiC浆料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比例的聚碳硅烷(PCS)先驱体,利用其交联、裂
解的特点,将βＧSiC粉末和烧结助剂固定在SiC/SiC预制体上.如此可采用热等静压技术在１７８０℃和２０MPa条件下

制备致密的SiC/SiC复合材料包壳管.这种方法不再需要复杂的 NITE模具,而且能够制造较长尺寸的SiC/SiC复合

材料包壳管,并具有比CVIＧSiC/SiC更高的密度.
关键词:SiC复合材料;NITE技术;包壳;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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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ZX０６９０１０２５Ｇ００３)

１　概述

核燃料元件是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对反应堆性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是核反应堆先进性和安

全可靠性的重要保障[１].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际上针对新一代核燃料元件的安全可靠性和经济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优异耐事故包容能力的耐事故核燃料元件(AccidentTorrentFuel,ATF)及
其固有安全性的研究成为国际核能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２,３].ATF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燃料的改

进,包壳的改进以及分析手段的改进.其中新型包壳材料需要具有较好的辐照性能、高温力学性能以

及抗高温氧化能力,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提供更大安全裕量以及避免潜在的严重堆芯融化事故;同时,
包壳材料应在正常工况、瞬态工况、设计基准事故和超过设计基准事故下,有更好的安全使用性能.

SiCf/SiC复合材料因具有高温蒸汽腐蚀动力低、高温强度高、高温化学性能稳定、升华温度高、熔
点高、辐照稳定性好、高温抗蠕变性好、中子经济性高、防氢爆等优异性能而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替代锆

合金包壳的理想材料[４].
目前SiCf/SiC复合材料主要有化学气相渗透(CVI)、热裂解技术(PIP)、熔化渗透技术(MI)和纳

米渗透和共晶转化技术(NITE)等四种制备方法[５].其中 NITE技术能够获得空隙率低,致密度高的

SiCf/SiC复合材料.但是 NITEＧSiCf/SiC复合管材的制备难度非常大,需要高温高压条件,而且需要

复杂的模具[６].
因此,本研究旨在降低 NITEＧSiCf/SiC复合包壳的烧结难度,主要思路为:在原有 NITEＧSiC浆

料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比例的聚碳硅烷(PCS)先驱体,通过真空浸置的方法使其与纳米SiC颗粒都能充

分填充在SiC纤维编织的管状预制体的孔隙之中,获得结构致密的SiC复合材料胚体;然后在一定温

度下对其热处理,使得PCS发生裂解反应,产生交联,将松散的纳米SiC颗粒固定在SiC胚体上;这样

获得的SiC胚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完整性,便能够降低烧结难度,制备出结构致密的薄壁小直径SiCf/
SiC复合管材.

２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２．１　低密度CVIＧSiCf/SiC预制体

本项研究采用的纤维原材料为厦门大学产的三代SiC纤维,以２D平纹的方式编织成３００mm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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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SiC纤维管,然后通过CVI工艺在纤维表面沉积PyC界面层.PyC界面厚度控制在２００nm 左右.
在SiC纤维束完成界面沉积后,利用CVI工艺继续进行SiC基体沉积.沉积时间不超过５０h,得到初

始密度小于２．２g/cm３ 的SiCf/SiC预制体.

２．２　NITE增密

在传统 NITEＧSiC浆料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比例的聚碳硅烷(PCS)先驱体;然后在一定温度下对其

热处理,使得PCS发生裂解反应,产生交联,将松散的纳米SiC颗粒固定在SiC坯体上;这样获得的

SiC坯体具有一定的结构完整性,便能够降低烧结难度,通过热等静压的方法完成烧结,制备出结构致

密的薄壁小直径SiCf/SiC复合管材.
２．２．１　NITE浆料的制备

使用质量比为３∶２的甲苯/乙醇溶液作为溶剂,添加１０％(质量分数)的聚乙烯醇缩丁醛(PVB)
作为粘接剂,５％(质量分数)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作为增塑剂,以及５％(质量分数)的PCS,充分溶解;
在SiC纳米粉中添加１０％含量的烧结助剂,烧结助剂为质量比３:２的 Al２O３/Y２O３,使用行星式球磨

机混合均匀,微粉平均粒径如表１所示;将溶液、混合粉体,按固液比１∶４的比例混合均匀,得到

NITE浆料.

表１　SiC微粉及烧结助剂平均粒径

名称 SiC Y２O３ Al２O３

平均粒径/nm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２．２　电泳浸渗

为提高浸渗效果,本研究采用真空浸渗与电泳浸渗相结合的方法:以真空浸渗消除预制体中的气

孔,提升浸渗的均匀性,以电泳浸渗控制浆料中的固相移动方向,从而提高浸渗的效率和程度.
首先将SiCf/SiC预制体浸NITE泥浆中,将整个容器放入真空钵,抽真空５min,使得预制体及泥

浆中的空气充分排出,NITE泥浆充分进入预制体的孔隙之中.然后去除真空,将SiCf/SiC预制体与

直流电源阴极连接,置入 NITE浆料之中,容器内壁与直流电源阳极连接,在电场作用下,浆料中的

SiC、Y２O３、Al２O３等粒子会向阴极方向移动,从而沉积在SiCf/SiC预制体内部(见图１).浸渗时间

为６０min.之后干燥得到SiCf/SiC复合坯体.

图１　电泳浸渗原理图

２．２．３　热处理与热等静压烧结

利用PCS其在热处理下发生交联、裂解的特性,在SiCf/SiC复合坯体中形成晶态或非晶态的SiC
骨架,以此将脱胶后失去附着力的纳米SiC颗粒固定在SiC坯体上,能够避免脱胶之后的纳米SiC微

粒与预制体完全失去结合力,从而产生剥落的情况.但是,PCS的裂解温度较高,因此热处理需要设

置两个保温区间:在 Ar气氛条件下,首先将浸置、干燥后的SiC坯体从室温加热到２００℃,保温４h,
使得PVB粘接剂缓慢、完全的裂解挥发;然后加热至１０００℃,保温２h,使PCS分解,充分释放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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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气体;最后随炉冷却至室温.
将经过热处理脱胶后的复合坯体进行热等静压处理,加热至１７８０℃,并加压力至２０MPa,保温

１h.随后冷却得到 NITEＧSiCf/SiC复合包壳样品.

３　实验结果

本研究使用沉积时间为１６h、３４h的CVIＧSiCf/SiC预制体进行 NITE工艺增密,两种预制体的

初始密度分别为２．０２g/cm３ 和２．１７g/cm３.并对比了含PCS,不含PCS的 NITE浆料所的复合工艺

包壳管的致密度.由表格２可知,在NITE浆料中添加PCS能有效提高复合工艺包壳管的致密度;相
对较高的SiCf/SiC预制体初始密度有利于更加致密的复合工艺包壳管的制备,但过高的初始密度会

形成SiC纳米微粉无法进入的孔隙,从而限制了包壳管的最大密度,因此需选取CVI沉积时间为３０~
４０h的SiCf/SiC预制体作为预制体能够得到致密度更高的 NITEＧSiCf/SiC复合材料.

表２　复合工艺包壳管密度

初始密度/(g/cm３) 不含PCS/(g/cm３) 含PCS/(g/cm３)

２．０２ ２．４３ ２．７１

２．１７ ２．７３ ２．７７

虽然本研究得到的样品密度优于普通CVIＧSiCf/SiC的致密度(约２．６~２．７g/cm３),但复合工艺

包壳管的致密度仍没有达到２．８g/cm３.从包壳管微观结构图中可发现(见图２、图３):不含PCS的

NITE浆料容易导致包壳管产生较大孔洞.这说明PCS起到了将松散的纳米SiC颗粒固定在SiC胚

体上的作用,有利于 NITEＧSiCf/SiC的致密化烧结.

图２　由初始密度２．０２g/cm３ 的CVIＧSiCf/SiC预制体制备的复合工艺包壳管

左:NITE浆料不含PCS;右:NITE浆料含PCS

图３　由初始密度２．１７g/cm３ 的CVIＧSiCf/SiC预制体制备的复合工艺包壳管

左:NITE浆料不含PCS;右:NITE浆料含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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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本文提出的新型无模具 NITE技术,不仅简化了原始的 NITE工艺,并且有制备性能优良的长尺

寸SiC/SiC复合材料包壳管的潜力.并且此方法制备的 NITEＧSiC/SiC复合材料具有比普通 CVIＧ
SiCf/SiC更高的致密度.但是,仍然需要更多的实验以验证 NITEＧSiC/SiC的其他性能,以及在长尺

寸包壳管制备中的致密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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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provedMoldＧfreeNITEMethodToFabricate
LongSizeTubularSiC/SiCComposites

LIMing,ZHANGRuiＧqian,HEZongＧbei,FUDaoＧgui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ofSichuanProv．６１００００,China)

Abstract:ThenanoＧinfiltrationtransienteutectic(NITE)SiC/SiCcompositesareconsideredasmost
promisingcandidatesforaccidenttolerantfuel(ATF)claddinginlightwaterreactors．However,

thismethodrequiresveryspecificmoldsothatitcanhardlyfabricatelongsizecladdingtubes．To
solvetheproblem,thisworkpresentsanimprovedmoldＧfreeNITE methodtoproducelongsize
tubularSiC/SiCcomposites．ToaddsomePCStotheclassicNITEＧSiCslurry,sothatthecrossＧ
linkedSiCprecursorcanholdtogethertheβＧSiCpowdersontothefabric．Thisallowsthehot
isostaticpressingat１７８０℃and２０MPatoproducedensecladdingtubesofSiC/SiCcomposites．By
thismeans,thecomplicatedNITEＧmoldisnolongerneeded,enablingthecapabilitytofabricate
longsizecladdingtubesofSiC/SiCcomposites,andthecorrespondingdensityishigherthanthatof
theCVIＧSiC/SiCcomposites．
Keywords:SiC/SiCcomposites;NITE;Cladding;A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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钚在氧气、水汽、空气中的表面腐蚀

陈　竹,陈　正,张红玉,陈守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四川 江油６２１９０７)

摘要:综述了国外钚在环境气氛(O２、水汽、空气)中的表面腐蚀.钚Ｇ氧反应初期形成 Pu２O３,接着 Pu２O３ 氧化形成

PuO２,氧化顺序是Pu０→Pu３＋ →Pu４＋ .在高真空中(最大压力１０－４torr)氧化初期形成的是 Pu２O３－y,而不是 Pu２O３,

且形成的PuO２ 膜很薄(低于２０Å).在较高温度和超高真空中,PuO２ 发生自还原反应生成 Pu２O３.温度低于

－２０℃时,PuO２ 不会发生自还原反应生成Pu２O３,Pu２O３ 具有自燃性且具有催化活性,因此在钚的长期贮存中,应避

免Pu２O３ 的生成.温度低于－２０℃时,可抑制PuO２ 的自还原反应,对钚的长期贮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钚Ｇ水汽反

应形成的腐蚀产物是PuO２＋H２.钚Ｇ潮湿空气的反应因为有氧气参与反应,在反应初期没有 H２产生,仅当氧气消耗

完后,才产生 H２.对钚Ｇ潮湿空气反应中有PuO２＋x生成的说法,尚存在争议;对湿气增强钚的腐蚀机理也存在不同的

机制解释.钚在潮湿空气中,发生水汽增强的腐蚀反应.水汽对钚腐蚀速率的影响仅限于温度低于２００ ℃.在

－２５℃至１１０℃,腐 蚀 速 率 逐 渐 增 加,１１０ ℃ 时 的 腐 蚀 速 率 达 到 最 大.吸 附 水 在 １２０~２００ ℃ 解 吸,因 而 在

１１０~２００℃水汽腐蚀速率下降,在２００~２１５℃以上腐蚀进入与湿气无关的动力学状态.PuＧGa合金中镓元素在氧气

中可发生氧化生成 GaO－
２ .钚Ｇ镓合金可以增强抗腐蚀性.钚的生产加工及贮存环境应是流动的干燥空气,必须把相

对湿度降到２％以下,才能有效地降低腐蚀速率.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钚表面腐蚀;催化;氧化;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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钚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易于与环境气氛(空气、O２、水汽、H２)反应.钚及其化合物的贮存都需

考虑钚在不同的环境气氛条件下表面随时间而发生的腐蚀.钚在干燥空气中,因其整个表面快速形

成具有保护性的PuO２ 膜而钝化,αＧPu和δＧPu合金在干燥空气(水汽＜０．５×１０－６)中的腐蚀速率相

同,仅为２０pm/h.金属钚在湿空气中的腐蚀速率要比室温下的干燥空气快２００倍,而在１００℃则高

达１０５ 倍[１－６].在潮湿空气中,αＧPu的腐蚀速率(２．６nm/h)是δＧPuＧ３．３at．％Ga合金的１．７倍,而在

潮湿的惰性环境中,δＧPuＧ３．３at．％Ga合金的腐蚀速率(１０５nm/h)是αＧPu的６．５倍[２].在钚处理实际

操作过程中,钚的自燃行为和钚在复杂的氢气或潮湿空气气氛中出现异常大的催化腐蚀速率,其表面

腐蚀速率较干燥空气中的提高了１０１３倍.因此,随着钚的老化,未受控的表面反应最危险,这些表面

反应不仅改变了材料的几何形状,而且产生了可弥散的细粉状物,这增加了钚的分散和钚被吸入的危

险.因而长期贮存钚,研究钚与环境气氛中氧气、水汽、空气的表面反应导致的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

的[１－１１].钚的腐蚀速率强烈地依赖于钚的表面化学,因而弄清楚不同的钚基材和不同环境条件的特

定表面化学是至关重要的.文中综述了国外关于钚在环境气氛(O２、水汽、空气)中的表面腐蚀研究,
旨在建立钚在环境气氛中表面腐蚀知识库,提升对钚表面科学的认知能力,对钚的长期贮存提供科学

依据.

１　PuＧO相图

１９９９年以前给出的PuＧO体系相图见图１(a)[８].１９４２—１９９９年对钚Ｇ氧体系的广泛研究表明室

温下形成的二元氧化物Pu２O３ 和PuO２ 是稳定的.图１(a)中最低的氧化物组成是六方结构(La２O３

型)的Pu２O３,称为bＧPu２O３.PuO１．５２是在O/Pu比例稍微高于理想化学计量Pu(Ⅲ)化合物时所形成

的体心立方(Mn２O３ 型)氧化物,称为aＧ相型倍半氧化物(aＧPu２O３).PuO２ 在PuＧO 体系中是组分比

最高的二元相.但是从１９９９年以来,对PuO２ 和水/水汽反应的研究表明有组成为PuO２＋x的氧化物

１



存在于固相,x 的最大值可达０．２７[１,８－１０].因此进一步对 PuＧO 相图进行了修正,见图２(b)[８].但

PuO２/H２O(v)反应是否有PuO２＋x生成尚存在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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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修订后的PuＧO体系相图

图１

２　钚在氧气(干燥空气)中的反应

钚金属的氧化一直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其反应特性对于产品的使用、贮存和放射性材料

的后处理起重要作用.发展准确的钚在氧化过程中的结构、氧化状态和氧浓度梯度的物理模型对于

理解这一过程十分重要.通常,钚的倍半氧化物(Pu２O３,O/Pu =１．５,Pu３＋ )和二氧化钚(PuO２,

O/Pu=２,Pu４＋ )被认为是钚的稳定氧化物[１２－１５],以分层结构存在于钚金属之上[１６－２０].许多有关分层

钚氧化物模型的论述是基于体态氧化物的数据外推得到的,仅有少数论述得到了实际钚氧化物膜研

究结果的支持.Butrerfield等[２１]应用高分辨率光电子谱仪(PES),Flores[２２]用 X 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和俄歇电子能谱(AES)详细研究了钚的初期氧化行为.
２



２．１　钚表面先形成Pu２O３,接着形成PuO２;较高温度或超高真空PuO２ 自还原为Pu２O３

Butrerfield等[２１]对镓稳定化的δＧPu试样,经激光烧蚀法清洁处理表面,并暴露一定量的 O２后,
用高分辨率光电子谱仪(PES)进行研究.试样分别在３００K,７７K 及１０K 条件下测量,仪器分辨率

为６０meV.上述实验条件下的PES数据(见图２)证实了金属钚上的氧化膜生成模型是钚初期氧化

先生成Pu２O３,然后Pu２O３→PuO２.PuO２ 在室温及压力为６×１０－１１torr下还原为Pu２O３(高真空或

较高温度下PuO２→Pu２O３).室温下δＧPu表面添加 O２的实验结果表明,仅生成Pu２O３[见图２(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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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图中内插小图表明温度对费米函数的影响

(a)７７KδＧPu表面添加 O２ 的实验结果;(b)室温下δＧPu表面添加 O２ 的实验结果.

钚在氧气中的反应如下:

２Pu(s)＋３/２O２(g)®Pu２O３(s) (１)

１/２Pu２O３(s)＋１/４O２(g)®PuO２(s) (２)
较高温度或超高真空下,PuO２ 发生自还原反应转变为钚倍半氧化物(Pu２O３ 或者PuO１．５):

３



１/２Pu＋３/２PuO２(s)®Pu２O３(s) (３)

２．２　在超高真空中钚表面氧化初期形成亚化学计量薄膜Pu２O３－y,而不是Pu２O３;较高温度或超高真

空PuO２ 自还原为Pu２O３

２．２．１　在超高真空中钚表面氧化初期形成亚化学计量薄膜Pu２O３－y,而不是Pu２O３

Flores[２２]用X射线光电子能谱和俄歇电子能谱详细测定了钚氧化初期氧和钚的相对浓度,以及

近表面区域所生成氧化物的状态.Flores[２２]的研究首次对还原环境中(高真空中)钚金属表面亚化学

计量的钚倍半氧化物(Pu２O３－y)进行了辨识和表征.类似于PuO２,洁净金属基体上的Pu２O３ 在还原

条件下不再稳定而生成亚化学计量薄膜Pu２O３－y.所制备Pu２O３－y膜的化学计量比随制备条件的不

同而变化.证实了Pu２O３－y的存在并不是表面碳氧化物生成的结果.亚化学计量值的范围与氧化膜

的厚度相关.非常薄的氧化膜的化学计量值可低至 PuO１．１,较厚的氧化膜的化学计量值可高至

PuO１．５.氧化物化学计量值的可变性表明沿Pu２O３－y厚度方向可能存在较大的浓度梯度,而不像之前

假想的Pu２O３ 那样具有不变的化学计量值.PuO２ 自还原的程度远比预期的要大.
(１)氧气压力和暴露量对洁净钚金属表面氧化物生成的影响

图３是氧压分别为１×１０－７torr、５×１０－８torr和１×１０－８torr时,金属钚一次暴露３０L氧气生成

的钚氧化膜的XPS图谱[２２].可见:１×１０－８torr氧压条件下氧化膜的 O/Puox比值为１．０８,接近于连

续暴露氧化膜的平均值１．１１[２２].但是,不同于连续暴露,一次暴露量为３０L时使得几乎所有(９５%)
近表面区域的钚发生氧化.１×１０－７torr氧压条件得到的 O２－/Puox比值为１．３５,与连续暴露至３０L
剂量的平均值１．１１明显不同.Pu４f谱也显示没有金属钚的存在,表明表面全部由氧化物组成.氧压

为５×１０－８torr条件得到的 O/Puox值为１．２２,处于两者中间.这些氧化膜在超高真空条件下放置

１２h后再次分析,１×１０－８torr氧压暴露对应的 O２－/Puox计量比为１．０８,５×１０－８torr和１×１０－７torr
氧压暴露对应的 O２－/Puox计量比均为１．２０,这表明氧连续扩散进入近表面区域.所有这些 O/Pu比

值相对于预想的钚倍半氧化物Pu２O３(Pu３＋ ;O/Pu=１．５)都明显要小.可见:氧压与氧的暴露量影响

Pu２O３－y膜的化学计量比,在超高真空存在亚化学计量比的钚氧化物(Pu２O３－y)[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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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温度对洁净钚金属表面氧化物生成的影响

图４说明了低温和高温对钚氧化过程的影响,钚金属在不同温度下暴露３０L氧气生成组成不同

的氧化膜[２２].温度低于－７０℃时生成的Pu４＋ 与Pu３＋ 氧化膜的 O/Pu化学计量比为１．８,反映了所生

成PuO２/Pu２O３ 氧化膜的组成是随温度变化的.７５℃下暴露相同氧量所生成氧化膜的组成为１００%

的Pu３＋ ,其 O/Pu化学计量比为１．３７.２６℃下钚主要是Pu３＋ ,仅观察到很少量的钚金属存在,表明

所生成的氧化膜很薄.其Pu４f图谱与７５℃下所生成氧化膜的图谱是一样的,O/Pu化学计量比仅

为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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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温度＜－７０℃、７５℃和２６℃下暴露３０L氧气生成的钚氧化膜的 XPS图谱

(a)O１s谱;(b)Pu４f谱

研究表明:低温制备的Pu２O３－y/PuO２ 氧化膜,当温度升至在２６℃及７５℃时,由于PuO２ 中氧扩

散穿过倍半氧化物层在界面与钚金属发生反应[２３－２４],钚表面发生自还原反应,氧化膜基本转化

为Pu２O３－y
[２２].

２．２．２　超高真空或温度高于－２０℃PuO２ 自还原为Pu２O３

基于文献[１,２１,２５－４２]建立的钚金属表面氧化和氧气从体系抽除后 PuO２ 自还原反应生成

Pu２O３ 的模型是:钚金属表面暴露于氧气之中会很快氧化成Pu３＋ [公式(１)],然后进一步氧化成Pu４＋

[公式(２)].随着时间的推移,氧化层模型为钚金属/Pu２O３ 薄膜/PuO２ 厚膜.一旦PuO２ 置于还原

气氛中,例如超高真空中,由于氧穿过Pu２O３ 层在金属－氧化物界面与金属钚发生反应,PuO２ 快速

地被还原为Pu２O３[公式(３)].
超高真空PuO２ 自还原为Pu２O３.图５是钚金属表面暴露５×１０－８torr氧气的原位 XPS实验结

果及随后PuO２ 自还原过程中的化学计量变化[２２].金属表面暴露氧气后快速氧化为Pu３＋ ,暴露量为

２５L(约９min)时Pu３＋ 的量达到最大值.此时PuO２(Pu４＋ )开始增长,同时Pu３＋ 信号减弱.当暴露

量达到１５０L(约６０min)时,Pu４＋ 的信号强度达到最大值,并且直到暴露２３６L(约７９min)氧量结束

时恒为常数.一旦钚试样上方５×１０－８torr的氧气被抽除,如图５中第二部分所示,１５Å 厚的PuO２

膜由于氧向金属—氧化物界面扩散而立即开始变薄.在６００min之后,氧化膜组成接近为１００％
Pu３＋ ,O２－/PuTot=１．４３.

温度达到约－２０℃,PuO２ 向Pu２O３ 转化的自还原反应开始发生.室温下,PuO２ 自还原反应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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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８℃金属钚表面暴露于２３６LO２(５×１０－８torr/７８．７min)及随后PuO２ 自还原反应的原位 XPS分析结果

耗PuO２ 的过程需要数小时,而相同的过程在７０℃只需要几分钟.图６是温度<－７０℃下钚金属表

面生成的氧化膜组成随时间的变化[２２].可见:氧气暴露结束(垂直的短划线)６４min之前,虽然自辐

照引起温度缓慢增加,但 Pu４＋/PuTot,Pu３＋/PuTot浓度比恒为常数,表明其间氧化膜是稳定的.

６４min之后,由于钚自辐照产生的热而使温度达到约－２０℃,此时PuO２ 向Pu２O３ 转化的自还原反应

开始发生.PuO２ 自还原反应在－２０℃以下停止(见图６).Flores[２２]对PuO２ 膜自还原特性的认识

有助于重新认识钚氧化物膜的组成和化学计量比;温度低于－２０℃,可抑制氧通过氧化膜的扩散,抑
制PuO２ 的自还原反应,对钚的长期贮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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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温度＜－７０℃下钚金属表面暴露５９０LO２ 所生成的氧化物薄膜随温度和时间变化的 XPSPu４f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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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s[２２]研究得出钚氧化层模型为钚金属/较厚Pu２O３ 膜/PuO２ 薄膜.Flores[２２]研究得出PuO２

膜厚较之前研究[１－７]的要薄.在他所研究的氧压(上限为１０－４torr)范围内,PuO２ 膜厚没有超过

２０Å[２２].PuO２ 膜较之前研究[１－１９]的要薄的原因可能是之前研究所用的氧气压力远高于１０－４torr.
在钚的氧化过程中,dＧ相中的镓在氧化物中贫化,而在氧化物—金属界面处富集[２１,２２].钚金属表

面上的碳氧化物层(或镓的富集)阻碍了PuO２ 自还原反应的发生,因为碳氧化物层如同壁垒阻止了

氧向金属—氧化物界面扩散,使得PuO２ 变得稳定[２２].

２．３　钚氧化层模型的新猜想

典型的钚表面氧化物层模型见图７(左和中).环境温度下,腐蚀产物为金属界面上一层薄的

Pu２O３ 层和上面一层厚的PuO２ 层(见图７左)[１－６][高真空中,Flores[２２]研究得出钚氧化膜体系的模

型为Pu２O３－y(厚)/PuO２(薄)].在惰性/非氧化条件下,如超高真空,钚与PuO２ 作用直至金属钚表

面只存在Pu２O３,形成一层厚的Pu２O３层(见图７中)[１－１０].这是对δＧPu氧化物产物的早期解释.近

期,Pugmire[２０]的研究得出了新的氧化层模型:非晶的PuO２－x(x＝１~０)氧化层,在氧化物—金属界

面x＝１,在气体—氧化物界面x＝０,(见图７右).Pugmire等[２０]认为与早期氧化层不同的原因是:早
期文献中对钚的氧化和腐蚀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超高真空或加速老化(如高温)条件下进行的[１－６],
而对室温下形成氧化层的了解并不完全.

图７　对δＧPu氧化产物的早期解释,在室温下(左)和 UHV(中)条件形成的钚氧化物晶体[１－６].

对δＧPu上形成的氧化层的新猜想,钚氧化物是无序且非结晶的(图７右)[２０]

Pugmire等[２０]研究了钚在环境条件下的室温氧化和腐蚀.将d－Pu－１．９at．%Ga合金分别在干

燥空气、潮湿空气和潮湿氩气环境中经过１个月的腐蚀.１个月后,同时观察到了钚和镓的氧化物.
再置于干燥/惰性环境中６个月和１６个月后,试样发生进一步的腐蚀(很可能是辐照老化),生成非晶

态的钚和镓的氧化物.Pugmire等[２０]的实验结果发现在氧化初期所形成的钚氧化物是非晶化合物.

Costello等[４３]利用XRD和XAFS研究δＧ１．８at．％Pu合金在室温空气环境贮存０d,４d,１９d,２５d,

３６d(１００％RH)及０d,１２d,３２d(electropolishedvsnonＧEP)后氧化层的组成.结果表明:钚氧化后,
没有有序晶体Pu２O３(XRD)生成,但有大量非晶生成,氧化层更像是晶态PuO２ 及大量类非晶态PuO
型(PuOC,PuOH 等)物质组成.Costello等[４３]建立的表面氧化层模型与Pugmire等[２０,４４]的类似.

PuＧGa合金中镓元素是否氧化一直未得到证实.在Pugmire等[２０]的研究中形成了镓氧化物,认
为是试样准备阶段产生了a¢ＧPu,镓可以被氧化,也在合金的氧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Hernandez[４５]用

ToFＧSIMS(飞行时间二次离子质谱技术)研究了 PuＧ７at．％Ga合金试样表面 Ga与 O２的反应.PuＧ
７at．％Ga合金试样经表面溅射及暴露于４００L１６O２气体后的ToFＧSIMS分析图谱见图８.结果表明:

PuＧ７at．％Ga合金试样表面 Ga与 O２反应生成 GaO－
２

[４５].这就可以解释“在潮湿的惰性环境中,δＧ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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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的腐蚀速率较αＧPu的快”.已经证明 Ga对其他环境气体的暴露也有反应,如水蒸气(H２O)[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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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PuＧ７at．％Ga合金试样经表面溅射及暴露于４００L１６O２ 气体后的 ToFＧSIMS分析图谱

３　钚在水汽中的反应

３．１　钚在水汽中的氧化

在２５℃的干燥空气中,氧化层基本上不随时间而改变.动力学数据指出,在室温下干燥空气中

(＜０．５×１０－６水,总压力１bar)暴露一年,氧化钚层厚度增加约为０．１μm.而在５０ ℃的潮湿空气

(５０％RH)中,其腐蚀速率提高约１０４倍,腐蚀产物以２mm/a的速率向非合金金属的内部推进[１－６].
钚在室温平衡气压(０．２１bar)水蒸气中的腐蚀速率是在干燥空气中的１００倍,而在１００℃两者的

速率差几乎１０５倍.研究表明[３０,４４－５５]:钚暴露在水汽中生成PuO２ 和 H２.反应如下:

Pu(固)＋２H２O(气)→ PuO２(固)＋２H２(气) (４)

图９　钚表面氧化速率与相对湿度的关系(９０℃)

钚与水汽反应较钚与氧的反应更快,钚的氧化速率随水汽浓度的提高而增加.钚在水汽中的表

面氧化速率与相对湿度的关系可用“S”形曲线(见图９)表示[５６].从图９曲线可知,拐点的位置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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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RH 之间.因此,必须把相对湿度下降到２％以下才能有效地降低钚的氧化速率.
钚Ｇ水汽反应的腐蚀产物与温度有关.低于７５℃金属表面形成一层绿色产物,但高温下腐蚀产

物是黑色的.XPS分析证明６０℃形成的绿色产物是PuO２,７５~１３５℃的黑色产物XRD结果显示出

萤石结构,晶格参数在报道的 PuOH 的范围之内.但在３５~７５ ℃,７５~１１２ ℃的激活能没有明显

变化.
对高于１７０℃抛物线动力学区在金属表面形成的黏附的黑色产物层进行过广泛研究[１－７,５６],

XRD和XPS分析表明２５０ ℃和３５０ ℃非平衡产物由三层氧化物组成.存在金属界面的立方αＧ
Pu２O３ 层,其上面覆盖PuO２ 层和气—固界面超化学计量相PuO２＋x,PuO２＋x是含Pu(Ⅵ)的氧化态.
衍射分析表明PuO２．２组成具有四方晶系的NpH２＋δ结构,高温区的金相分析表明氧化物—金属界面有

１５％~２０％的氢化钚夹杂物.对是否有PuO２＋x的形成尚存在争议.

３．２　钚在水汽中的氧化机理

钚在水汽中的氧化机理:除了在气－氧化物界面形成 O２－ (与在空气中的相同),还同时产生氢氧

离子与电子结合形成 O２－ 和 H 原子[９,４６－４８,５７－６０]:

H２O(气)＋ O２－ (晶格)→２OH－ (吸附,晶格) (５)

OH－ (吸附,晶格)＋e－ → O２－ (晶格)＋ H(吸附) (６)
一半的 O２－ 产物替换掉那些在 OH－ 形成(式(５))时发生反应的 O２－ ,剩下的 O２－ 离子填充间隙

位,成群迁移到氧化物—金属界面,发生Pu(固)＋２O２－ (晶格)→ PuO２(固)＋４e－ 反应.产物 H
原子在表面结合,导致了 H２ 的形成和解吸.

与 O２ 形成 O２－ 的速率相比,OH－ 形成 O２－ 的速率是较快的,这是因为 OH－ 浓度较高且形成

O２－ 时只需单电子转移.钚被水汽氧化时,在气－氧化物界面形成PuO２＋x
[２９,９],这表明 O２－ 的加速

产生增加了厚度恒定的氧化层上的氧浓度梯度,从而增强了氧化速率.而在高温(１１０~２００℃)下,
热导致 OH－ 浓度降低,并伴随着 O２－ 形成速率变慢,使得腐蚀速率减慢,最终湿气增强效应消失(大
于２００℃).

钚的腐蚀动力学由金属表面形成的氧化物性质控制.钚与氧气、水汽的反应与时间呈抛物线—
线性关系,腐蚀速率主要取决于氧通过氧化层且与温度有关的扩散作用.黏附的氧化层厚度随温度

而增加,而氧在该层上的浓度梯度是温度和氧化剂浓度的复杂函数.

４　钚在潮湿空气中的反应

４．１　钚在潮湿空气中的氧化

空气中,水汽提高钚腐蚀的化学行为与水催化PuO２＋O２反应生成PuO２＋x的反应紧密联系.Pu
＋水汽反应进行快速,在１００℃和０．２１bar水汽压下的反应,比与干空气的反应大约快１０５ 倍.有O２

存在时,并不生成 H２,但 O２以Pu＋H２O反应的速率消耗.在气体—氧化物界面通过水催化反应生

成PuO２＋x
[１,９,４６－４９],然后氧通过氧化物层扩散并在氧化物—金属界面形成氧化物.这种解释得到了

实验的支持,水汽与金属试样在２５０ ℃反应时,在气体—氧化物和氧化物—金属界面依次出现的是

PuO２＋x,PuO２,和aＧPu２O３.
由于PuO２＋x生成引起氧浓度梯度的增加,从而增加了氧至氧化钚Ｇ钚界面的传输速率,因此也增

加了钚的氧化速率.相反,PuO２＋x在干燥空气中并不容易形成,而且氧的传输速率也慢,这就使钚在

干燥空气中的腐蚀速率较慢.
钚在湿空气或湿氧中的腐蚀化学是催化循环,反应式如下[９,４７－５０]:

Pu(固)＋ H２O(吸附)→ PuO２(固)＋２H(吸附) (７)

１/２O２(气)＝ O(吸附) (８)

２H(吸附)＋ O(吸附)＝ H２O(吸附) (９)

Pu(固)＋１/２O２(气)→ PuO２(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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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Pu(固)＋２H２O(气)→ PuO２(固)＋２H２(气),产物 H２是钚Ｇ水汽反应生成的.而对于含

氧水汽而言,按照Pu＋水汽反应生成的产物 H(式(７))在PuO２ 表面上与 O结合重新生成水,净反应

见式(１０),钚和 O２在Pu＋水汽反应中都快速地消耗[１,９].
钚在潮湿空气中,发生水汽增强的腐蚀反应(与氧气压力无关).水汽对钚腐蚀速率的影响仅限

于温度低于２００℃.在－２５℃至１１０℃,腐蚀速率逐渐增加,１１０℃时的腐蚀速率达到最大.吸附水

在１２０~２００℃解吸,因而在１１０~２００℃水汽腐蚀速率下降,在２００~２１５℃以上腐蚀进入与湿气无

关的动力学状态[９,５７－６１].

４．２　钚在潮湿空气中的氧化机理

４．２．１　H 原子由水吸附解离产生:水催化机制

同钚在干燥空气和水汽中的腐蚀一样,潮湿空气中的腐蚀速率由 O２－ 通过稳态厚度的氧化层的

扩散来控制.钚在水汽中的腐蚀是 OH－ 与一个电子反应而形成 O２－ 和 H.在PuO２ 与潮湿空气的

反应已经观测到,当存在 O２ 时,氢原子与离解吸附的氧结合,重新形成水.产物水或者解吸形成气态

H２O,或者经过催化循环再次反应形成氧化物PuO２＋x
[９,４６－５０].

PuO２ 与液态水或水汽在无氧情况通过如下反应:

PuO２(s)＋xH２O(l,g)→PuO２＋x(s)＋xH２(g) (１１)
而氧化.水与PuO２ 在缺氧条件下继续反应直至水汽耗完为止,此时,反应中生成的氢以气体 H２

释放.
当PuO２ 暴露在湿空气时发生循环反应生成了PuO２＋x和原子氢,氢原子与离解吸附的氧在氧化

物表面催化结合重新形成水,水再参与循环反应.直到 O２ 消耗完后,才出现 H２.

PuO２(固)＋xH２O(吸附)→ PuO２＋x(固)＋２xH(吸附) (１２)

x/２O２(气)↔xO(吸附) (１３)

２xH(吸附)＋xO(吸附)→xH２O(吸附) (１４)

PuO２(固)＋x/２O２(气)→ PuO２＋x(固) (１５)
没有观察到PuO２ 与干燥O２的氧化反应,但当湿气存在时,发生速率可测量的PuO２＋水汽反应.

４．２．２　H 原子由辐照水产生:辐照机制

关于 Haschke等[１,９,４６,５０]的水催化机制尚存在争论.(１)Neck等[５１]不赞同水催化氧化机制提

法,认为 H 不是来自PuO２＋水汽的化学反应,因为它不能获得热力学 Gibbs形成能为负的解释,H２

最可能的生成机制是水的辐照分解[５２－５３].在PuO２－水汽体系中,水汽首先在PuO２ 表面解离吸附,
形成表面层水合氧化物或水合氧化物氢氧化物,即PuO２(s,hyd),这一步反应并没有 H２生成[５１].但

是,在表面吸附的水中,有一部分遭受钚α粒子的辐照分解,形成 H２和O２,进入气相,其中O２(g)与固

相PuO２(s,hyd)作用形成了PuO２＋x(s,hyd),于是气相只留下 H２
[５２－５５].这就解释了PuO２－含氧水

汽体系气相为何反应之初没有 H２,O２ 消耗完之后才出现 H２.(２)PuO２＋x(s)争论不影响水增强钚腐

蚀观点,虽然 Neck等[５１]不赞同水催化氧化机制提法,但支持在水存在环境下会生成PuO２＋x.水增

强钚腐蚀可用金属钚表面除覆盖PuO２ 腐蚀层外还生成PuO２＋x层进行解释.钚腐蚀速率决定于O２－

离子在PuO２ 层内的扩散迁移速率.由于PuO２ 顶表面层有PuO２＋x存在,跨越PuO２ 层到金属钚界

面层氧的浓度梯度增加,O２－ 离子在PuO２ 层中的扩散迁移速率加快,氧通量变大,导致腐蚀速率大大

加快.

５　关于PuO２/H２O(v)反应是否有PuO２＋x生成的争论

Haschke等[１,７,９,４６,５０]认为PuO２ 和水汽的反应会生成 PuO２＋x,这一观点引起了较多的争议.

Farr等[５６]用XPS观察到PuO２＋x形成的证据.但后来 Korzhavyi等[６２]的理论计算和Gouder等[６３]的

实验工作均认为PuO２＋x 不会存在于 PuO２/H２O(v)反应产物中.Gouder等的 UPS研究结果还表

明:氧化能力极强的原子氧能将 UO２ 氧化为 UO３,但却不能将PuO２ 进一步氧化,氧只能化学吸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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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O２ 表面,表面化学吸附氧在２００ ℃释放.PuO２＋x 在固相很难稳定存在,其 Pu４f７/２峰结合能较

PuO２ 的高１．５eV.Gouder等的实验中显然未形成PuO２＋x.钚Ｇ镓合金表面的PuO２ 氧化膜在水汽

气氛中是否氧化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６　结论及建议

钚的腐蚀动力学由金属表面形成的氧化物性质控制.钚与氧气、水汽的反应与时间呈抛物线—
线性关系,腐蚀速率主要取决于氧通过氧化层且与温度有关的扩散作用.黏附的氧化层厚度随温度

而增加,而氧在该层上的浓度梯度是温度和氧化剂浓度的复杂函数.钚与氧气、水汽、空气的表面腐

蚀反应的动力学行为取决于氧化物的表面化学、厚度和氧化物的传输性质.
钚Ｇ氧反应初期形成Pu２O３,接着Pu２O３ 氧化形成PuO２,氧化顺序是Pu０→Pu３＋ →Pu４＋ .在高真

空中(最大压力１０－４torr)氧化初期形成的是Pu２O３－y,而不是Pu２O３,且形成的PuO２ 膜很薄(低于

２０Å).在较高温度和超高真空中,PuO２ 发生自还原反应生成Pu２O３.温度低于－２０℃时,PuO２ 不

会发生自还原反应生成Pu２O３,Pu２O３ 具有自燃性且具有催化活性,因此在钚的长期贮存中,应避免

Pu２O３ 的生成.温度低于－２０℃时,可抑制PuO２ 的自还原反应,对钚的长期贮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钚Ｇ水汽反应形成的腐蚀产物是PuO２＋H２.钚Ｇ潮湿空气的反应因为有氧气参与反应,在反应初

期没有 H２ 产生,仅当氧气消耗完后,才产生 H２.对钚Ｇ潮湿空气反应中有PuO２＋x生成的说法,尚存

在争议;对湿气增强钚的腐蚀机理也存在不同的机制解释.

PuＧGa合金中 Ga位于δＧPu的表面,并且与 O２ 有反应.已经证明了 Ga对其他环境气体的暴露

也有反应,如水蒸气(H２O).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充分了解为何存在PuHx 二次离子碎片,并研究镓

稳定的δＧPu试样暴露在氘气中的表面反应,以确定氢的来源.
显然,钚的氧化物化学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其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来确定氧化物的催化和传输性质对腐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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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corrosionofplutoniumindryoxygen,
watervapour,andhumidairoverseas:Review

CHENZhu,CHENZheng,ZHANGHongＧyu,CHENShouＧchuang
(InstituteofMaterials,ChinaAcademyofEngineeringPhysics,Jiangyou,Mianyang６２１９０７,Sichuan,P．R．China)

Abstract:ThesurfacecorrosionofplutoniumandδＧPuＧGaalloyindryoxygen,watervapour,and
humidair overseas wasreviewed．PlutoniumＧoxygen reaction data underthes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stronglysupportanidealizedmodelwithPu２O３growthonthemetalfollowedbyPuO２

growthonthePu２O３layeratlowtemperature．Invacuum,thePuO２reducestoPu２O３atroom
temperatureatapressureof６×１０－１１torr．Pu２O３－yisformedinitiallyinplutoniumＧoxygenreaction,

notPu２O３atapressureof１０－４torr．PuO２filmthicknessisthinnerthan２０Åatapressureof１０－４

torr．ThePuO２doesnotreducetoPu２O３attemperaturelowerthan －２０ ℃atapressureof１０－４

torr．Theresultsarehelpfulforunderstandingplutoniumstorage．Plutoniuminteractschemically
withwatervapourtofrom PuO２ ＋ H２．Investigationshowsthatplutonium dioxideinteracts
chemicallywith waterandcatalytically withoxygenＧhydrogen mixturestoform water．Water
adsorbsstronglyontheoxidebelow１２０℃anddesorbsasthetemperatureisincreasedto２００ ℃．
Hydroxideformedbydissociativeadsorptionofwaterpromotesformationofthehigheroxide
(PuO２＋x )plus H２,andinthepresenceofO２,drivesawaterＧcatalyzedcyclethataccelerates
formationofPuO２＋xbythePuO２＋O２reaction．Butsomestudiesexcludethestabilityofanyhigher
binaryPuoxidePuO２＋xasabulkspecies．Theexistenceofahigheroxide,PuO２＋x,wasrecently
claimed．MoistureＧenhancedoxidationisdriveninplutonium withhumidairreaction．Plutoniumin
thewaterＧexposedoxidationrateisincreasedinthetemperaturerangesof－２５℃－１１０℃anddecrＧ
easedinthetemperaturerangesof１１０－２００ ℃,respectively．Oxidationrateofplutoniuminthe
waterattemperatureof１１０ ℃ isthehighest．Oxidationrateofplutonium inthe waterat
temperatureofabove２００－２１５ ℃isindependentonhumidity．GaislocatedatthesurfaceofGaＧ
stabilizedδＧPuandisreactivetoO２exposuretoformGaO２

－ ．OxidationrateforGaＧstabilizedδＧPu
indryandmoistairislowerthanthatforpureplutonium．Thefabricationandstorageofplutonium
shouldbeunderdryandambulantairwithhumiditylowerthan２％todecreaseoxidationratefor
plutoniumeffectivily．Furtherstudiesareproposed．
Keywords:Plutonium;Surfacecorrosion;Catalysis;Oxidation;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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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削湿渣氧化制备高活性U３O８ 粉末及其应用

王　博,陈　煜,舒斌华,廖　宾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四川 宜宾６４４０００)

摘要:用磨渣与双氧水溶液调制成的浆液在空气中加热,控制在双氧水与水体积比为１∶２,温度为３５０℃,时间为４h的

条件下,制得平均粒度为４．２μm,比表面积为３．０m２/g,氧铀比为２．６６的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通过粉末冶金压烧试验研究

表明该 U３O８ 粉末作为 UO２ 芯块制备的添加剂,能有效提升压坯强度,增大烧结块的晶粒尺寸,这种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添加量在２％~２０％时所得芯块为晶粒尺寸达到１７~２５μm且微观组织和热稳定性良好的大晶粒 UO２ 芯块.

关键词:高活性;U３O８ 粉末;大晶粒;UO２ 芯块

　　　　　　　　　　　　　　　　　　　　　　　　　　　　　　　　　　　　　　　　　　　　　　　　　　
　

　
　

　 　　　　　　　　　　　　　　　　　　　　　　　　　　　　　　　　　　　　　　　　　　　　　　　　　
　

　
　

　
　

作者简介:王博(１９９１—),男,四川巴中人,助理工程师,工学学士,从事核燃料芯块制备技术工作

随着核电行业的逐步壮大,对于核燃料芯块的要求越来越高.常规的 UO２芯块,需具有良好的完

整性,而且还需具备较高的卸料燃耗.对于前者的控制主要是从提升生产时压坯强度入手;后者的解

决方法主要是控制芯块晶粒尺寸,生产出大晶粒的 UO２ 芯块.从烧结理论来说,制备大晶粒 UO２ 芯

块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通过添加能在烧结过程中产生微量液相或与 UO２ 形成良好固溶的微量物

质,降低烧结时晶粒长大的活化能,促进晶粒生长;二是在 UO２ 粉末基体中添加高活性的高价铀氧化

物,使其与 H２快速还原产生较多的氧空穴促进原子迁移再利用其高活性所存在的较高的界面能促进晶

粒长大.目前对于大晶粒 UO２ 芯块制备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于第一种方法上,现主要的添加物为纳米级

Al２O３ 和SiO２ 混合物,Cr２O３,Nb２O５ 等[１－４].但是添加微量元素缺点就是其添加比例太少,重量称取难

以控制,需反复稀释添加才能保证其混合的均匀性,且引入非铀元素,很难做到杂质含量精确控制.
相对于引入非铀的微量氧化物来进行大晶粒芯块的制备,通过采用添加高活性的高价铀氧化物

来促进晶粒长大很具有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韩国原子力研究所制备出高比表面的 U３O８ 粉末作为

添加剂来制备 UO２ 芯块,制得芯块为晶粒尺寸稳定在２０~２５μm 的大晶粒芯块[５].高价含铀氧化物

作为添加剂必须要有较小的粒径和较大的比表面积才能具备促进晶粒长大的作用[６].U３O８ 粉末作

为一种 UO２ 芯块生产中常用添加剂,长期生产实践证实其在芯块生产中具有良好的压坯强度和微观

组织结构的控制作用,生产线上的 U３O８ 粉末主要是芯块生产过程中的废芯块和磨削渣通过氧化得

到,特别是磨削渣,由于其与磨削液形成了浆液,含水量大,在回收处理时要通过烘干再氧化的过程,
使得制备的 U３O８ 粉末容易板结,粒度大活性低,且在制备过程中,生产人员要反复进行物料的转移,
造成较大的劳动量,也容易造成工作场所空气铀浓度的提升.UO２ 粉末的氧化为标准的缩核过程,如
果要制得粒径小,比表面积高的 U３O８ 粉末就需要在氧化的过程中提高颗粒周围的氧含量且有效地

导出因氧化而产生的大量热量,为解决该问题,本研究提出一种 UO２ 芯块磨削后的湿渣直接氧化处

理方法,即离心后含水５０％湿磨渣与双氧水溶液调制成浆液,在空气环境下共热一定时间,利用双氧

水受热分解产生 O２ 提高浆液中的氧含量,且双氧水分解和气体排出都会带走大量的热量的原理,期
望制得平均粒径小,比表面积高的高活性,能促进晶粒长大的 U３O８ 粉末,从而达到有效利用生产废

料提高金属铀直收率,变废为宝的目的.

１　试验

１．１　高活性U３O８ 粉末的制备试验

进行高比表面 U３O８ 粉末的制备正交试验,考察浆液双氧水与水的体积比例(后面简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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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热温度(后面简称:温度),共热时间(后面简称:时间)三个因素对所制得的 U３O８ 粉末比表面积的

影响,每个因素设置三个水平,进行L９(３３)的正交试验(正交试验的因素和各水平如表１所示),筛选

最优条件,U３O８ 粉末的制备所需主要试剂如表２所示,制备流程如图１所示.

表１　高活性U３O８ 粉末的制备因素和水平

因素 比例 温度/℃ 时间/h

水平一 １∶１ ３５０ ３

水平二 １∶２ ５００ ４

水平三 １∶３ ６００ ６

表２　高活性U３O８ 粉末的制备主要使用试剂

试剂名称 来源 纯度

湿磨渣 水箱及分离器 —

双氧水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优级纯

图１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的制备流程

１．２　芯块制备试验

将由第一部分试验确定的最优条件下制得的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和现工艺的渣 U３O８ 粉末分别按

照２％、５％、１０％、２０％的比例与 UO２ 粉末混合制备芯块,控制压坯密度为６．００g/cm３,添加０．３％的

阿克蜡为润滑剂,在DPH１２０试验压机上成型,采用FHD烧结炉进行烧结,所用主要设备见表３.设

置空白对照组(U３O８ 粉末添加量为０％),再与现工艺生产的渣 U３O８ 粉末同添加比例芯块制备结果

做比较,考察各添加比例对粉末的压制性能和烧结芯块烧结密度、平均晶粒尺寸、金相组织和热稳定

性的影响.

表３　试验主要使用设备

设备名称 型号

氧化炉 XＧ３０

单冲压机 DPH１２０

旋转压机 RCY

烧结炉 FHD

筛网 １５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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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高活性U３O８ 粉末制备正交试验结果

L９(３３)的正交试验考察各因素对制得的 U３O８ 粉末的比表面积影响结果见表４,各因素对比表面积的影响的主效

应图见图２.

表４　U３O８ 粉末比表面积的正交试验结果

序号 比例 温度/℃ 时间/h 比表面积/(m２/g)

１ １∶１ ３５０ ３ ２．０

２ １∶１ ５００ ４ ２．３

３ １∶１ ６００ ６ ２．０

４ １∶２ ３５０ ４ ３．０

５ １∶２ ５００ ６ ２．６

６ １∶２ ６００ ３ ２．４

７ １∶３ ３５０ ６ ２．６

８ １∶３ ５００ ３ ２．２

９ １∶３ ６００ ４ ２．３

K１ ２．１６７ ２．５３３ ２．２００

K２ ２．６６７ ２．３６７ ２．５３３

K３ ２．３６７ ２．３００ ２．４６７

极差 ０．５００ ０．２３３ ０．３３３

图２　各因素对比表面积的影响的主效应图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因素对制得的 U３O８ 粉末比表面积影响程度由大到小分别是:双氧水与

水的体积比例,共热时间,共热温度.通过正交试验得到的制备 U３O８ 粉末比表面积最大的一组条件

为:双氧水与水的体积比例为１∶２,共热温度为３５０℃,共热时间为４h,在该条件下制备的 U３O８ 粉

末与现有工艺制备的 U３O８ 粉末的性质如表５所示,该粉末与现有的磨削渣制备的 U３O８ 粉末的

SEM 照片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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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高活性U３O８ 粉末与现有磨削渣U３O８ 粉末的性质

样品名称 平均粒度/μm 比表面积/(m２/g) 氧铀比 松装密度/(g/cm３)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４．２ ３．０ ２．６６ ０．７８

现工艺 U３O８ 粉末 １０．８ １．０ ２．６６ １．２４

　　(a)现有工艺制备的磨削渣 U３O８ 粉末　　　　　(b)通过磨渣与双氧水溶液共热制备的 U３O８ 粉末

图３　U３O８ 粉末的SEM 照片

综上,通过湿磨渣与双氧水溶液共热方式,在双氧水与水的比例为１∶２,共热温度为３５０℃,共热

时间为４h的条件下可制得比表面积高,平均粒度小的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２．２　芯块制备结果

各添加比例下的粉末压制性能见表６,烧结块性能如表７所示,U３O８ 粉末与压制力和压坯Rattle
磨耗值的关系如图４、图５所示,U３O８ 粉末降密系数如图６所示,添加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烧结块金相

图如图７所示,添加比例与平均晶粒尺寸的关系如图８所示.

表６　U３O８ 粉末各添加比例下的粉末的压制性

添加量/％ 压坯密度/(g/cm３)

压力/kN Rattle/％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现工艺渣

U３O８ 粉末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现工艺渣

U３O８ 粉末

０ ５．９８ ２８．２ ２８．２ ４２．５３ ４２．５３

２ ５．９９ ２８．３ ２９．５ ３３．９２ ４１．０２

５ ５．９９ ２８．３ ３２．０ １８．８５ ３８．２５

１０ ５．９８ ２８．５ ３４．６ １３．６３ ３５．４２

２０ ５．９９ ２８．８ ３６．２ １０．８２ ３３．８１

表７　U３O８ 粉末各添加比例下粉末的烧结性

添加比/％

烧结密度/％T．D 平均晶粒尺寸/μm 热稳定性 Δr∗/(％T．D)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现工艺渣

U３O８ 粉末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现工艺渣

U３O８ 粉末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现工艺渣

U３O８ 粉末

０ ９７．５０ ９７．５０ １１．７ １１．７ ０．３８ ０．３８

２ ９７．４７ ９７．４２ １７．４ １１．６ ０．３７ ０．３５

５ ９７．４３ ９７．３０ ２１．７ １２．４ ０．４０ ０．３６

１０ ９７．３５ ９７．０９ ２３．８ １２．６ ０．３９ ０．３８

２０ ９７．２０ ９６．６９ ２４．５ １１．９ ０．４５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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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U３O８ 粉末添加量与压力的关系

图５　U３O８ 粉末添加量与压坯磨耗的关系

由表６和图４、图５可以看出,随着高比表面 U３O８ 粉末的加入,当控制压坯密度,随着添加量的

增加,压坯的成型压力几乎未发生变化,但压坯的 Rattle磨耗试验数值逐渐降低.说明,试验制备的

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的加入对 UO２ 粉末的压缩性能影响不大,但由于其发达的比表面积和较小的粒

度,使其有助于粉末之间的咬合,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压坯的强度,使压坯磨耗值明显下降.相较于现

工艺制备的渣 U３O８ 粉末,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对压坯强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图６　添加比例与相对密度的关系

由６可以看出,高活性的 U３O８ 粉末的降密系数为０．０１５３％T．D,较现工艺生产的渣 U３O８ 粉末

的降密系数０．０４０６％T．D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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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U３O８ 粉末各添加比例下 UO２ 烧结块的金相图

(c)添加０％U３O８ 粉末的烧结块金相图;(d)添加２％U３O８ 粉末的烧结块金相图;(e)添加５％U３O８ 粉末的烧结块金相图;

(f)添加１０％U３O８ 粉末的烧结块金相图;(g)添加２０％U３O８ 粉末的烧结块金相图

由图７可知,添加高活性的 U３O８ 粉末制备烧结块,晶粒尺寸随添加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高活性

的 U３O８ 粉末的加入对芯块的微观结构组织有改善作用,随着添加量的增大,芯块的晶粒尺寸逐渐增

大,坯体中的气孔组成逐渐呈现以球形气孔为主的均匀分布,说明高活性的 U３O８ 粉末的加入能有效

促进 UO２ 芯块的烧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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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U３O８ 粉末添加比例与芯块平均晶粒尺寸的关系

由图８可以看出,添加高活性的 U３O８ 粉末可有效提升 UO２ 芯块的晶粒尺寸,添加比例在５％以

上时可以有效地控制芯块晶粒的平均尺寸在２０~２５μm 之间,制得性能较好的大晶粒 UO２ 芯块.

３　结论

(１)将湿磨渣与双氧水溶液混合调浆,在双氧水与水的体积比例为１∶２,共热温度为３５０℃,共热

时间为４h的条件下共热氧化,可制得平均粒度为４．２μm,比表面积为３．０m２/g的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
(２)高活性的 U３O８ 粉末,能有效提升基体粉末的压坯强度,在添加量为２％~２０％的条件下,压

坯的Rattle磨耗值从３３．９２％降到１０．８２％;高活性 U３O８ 粉末降密系数为０．０１５３％T．D,制备 UO２ 芯

块可有效促进烧结过程,得到金相组织与热稳定性良好,平均晶粒尺寸保持在１７~２５μm 的大晶粒

UO２ 芯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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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pplicationofhighactivityU３O８

powderwhichpreparedbywetgrindingslagoxidation

WANGBo,CHENYu,SHUBinＧhua,LIAOBin
(CNNCJianzhongNuclearFuelCo．,Ltd,YibinofSichuanProv．６４４０００,Chian)

Abstract:Thegrindingslagandhydrogenperoxidesolutionaremixedtomaketheslurryandheated
inairenvironment,undertheconditionofthehydrogenperoxideandwaterratiois１∶２,totalheat
temperatureis３５０℃,heattimeis４h,screenedwith１５０purposesieve,gotthehighactivityU３O８

powderoftheaverageparticlesizeis４．２μm ,thespecificsurfaceareais３．０m２/gandO/U＝２．６６
canbegot;Accordingtothepowdermetallurgyexperiment,thisU３O８powderisusedasadditivein
UO２pelletpreparationwhichcaneffectivelyincreasethestrengthofgreenpelletandincreasethe
gainsizeofsinteredblock,whentheadditionofthehighactivityU３O８powderwas２％~２０％,the
pelletwasthemicrostructureandthefinethermalstability,theUO２pelletoflargegrainsizeand
thegrainsizeis１７~２５μm．
Keywords:Highactivity;U３O８powder;Thelargegrain;TheUO２pe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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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放射源的贮存

刘建琴１,熊小伟２

(１．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６;２．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２)

摘要:废放射源的贮存是将废放射源放置在一个设施里,提供对它们的包容,并打算以后回取.可以在使用单位场址

内贮存或者在专门设计建造的集中贮存设施内贮存.文中主要对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的各种方案进行了比较,并给

出了地面和地下两种集中贮存设施内贮存需要考虑的问题和经验,针对我国废放射源的贮存现状,提出建立具有废放

射源整备功能的废放射源长期贮存库,制定废放射源长期贮存标准,明确废放射源长期贮存库接收要求等建议.

关键词:废放射源;贮存;场址贮存;集中贮存

　　　　　　　　　　　　　　　　　　　　　　　　　　　　　　　　　　　　　　　　　　　　　　　　　　
　

　
　

　 　　　　　　　　　　　　　　　　　　　　　　　　　　　　　　　　　　　　　　　　　　　　　　　　　
　

　
　

　
　

作者简介:刘建琴(１９８２—),女,山西清徐人,副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放射性废物处置与管理等科研工作

放射源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教学及科研等领域,给人类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然

而,放射源的应用必然产生废放射源,对废放射源的管理是放射源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废放射

源不同于一般放射性固体废物,具有体积小、放射性核素种类多、数量大等特点.对废放射源实施处

置是废放射源安全管理的最终出路.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废放射源的最终处置库,已建成的低、中放固

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场也不允许接收废放射源,因此目前我国对废放射源的管理措施是简单整备后贮

存,待处置库建成后,再进行最终处置.

１　贮存

贮存的定义为将废放射源、乏燃料或放射性废物放置在一个设施里,提供对它们的包容,并打算

以后回取[１].根据定义,它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可能被安排在场址上或者在专门设计建造的集中贮存

设施里.广泛使用密封放射源,并且在许多单位有废放射源的国家,需要集中贮存和适当的废放射源

贮存设施.
贮存期的选择应该由责任方做出,由审管机构批准,并考虑设施的特殊情况.根据贮存期限的长

短分为暂存和长期贮存[２].暂存主要是未整备的废放射源,有限的贮存时间.长期贮存,主要是已整

备的废放射源,对于长寿命废放射源,贮存期限长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上.由于没有可用的处置设

施,多数情况下,对于废放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长期贮存是唯一可选择的管理方案.

２　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

在允许废放射源活度衰变到解控水平或者在送到其他地方前,可能要求废密封放射源在使用单

位场址内贮存.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的时间应切实可行尽可能短,并需要包括转移计划和保持源的

贮存条件,以方便源的运输和回取.应注意,将废放射源贮存在场址上而没有遵守贮存规定,是事故

和失去控制最常见的原因.然而,有时确实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只能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３].
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系统方案,包括地板内保险柜,抗闯入房间、带保险柜的抗闯入房间和专用

的混凝土地坑.用户可能发现这些方案中的某一个可能满足需求,其他的方案可能也是合适的.在

各种合适的方案之间,应评价最经济有效的方案.

２．１　地板内保险柜

该方案仅适合较小的源和有限数量的小尺寸容器,利用大规模生产的、便宜的、方便可用的地面

保险柜,被认为是安全可靠的系统.未经许可的闯入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保险柜被安装在建筑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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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保险柜本身被移走是非常困难的.典型的地板内保险柜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典型的地板内保险柜

保险柜有３０~６０L不等的贮存容量,为各种袭击提供保护,包括使用杠杆、铁锤、磨床、钻和炸

药.这些保险柜可以覆盖钢筋混凝土,从而转变为一个提供长期贮存的系统,其入口被限制,并且必

需的监督是最小的.

２．２　抗闯入房间

该方案适合所有尺寸的货包,抗闯入房间典型地建在混凝土墙里,装备有一个安全门,高安全锁

和闯入者警报器.小的和中等尺寸的货包可以被放置在架子上,而大的容器放置在地板上.作为附

加的保安措施,装有几个小货包的地板内保险柜,可放在抗闯入房间内.该体系可为大多数源提供安

全的贮存,当需要时,仍可提供方便的出入口.

２．３　混凝土地坑

根据地坑的尺寸,钢筋混凝土地坑可用于贮存小的、中的和大的容器.容量为几立方米,相对小

的地坑,设计有重的盖子,可以作为便宜的但安全的系统用于贮存小的和中等尺寸的货包.
有重的盖子的更大的地坑可容纳大的货包,也可容纳小的和中等尺寸的货包(见图２).如果需

要,通过用钢筋混凝土密封入口,并需要极小的监督,这些地坑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长期贮存设施.

图２　贮存废放射源的混凝土地坑

２．４　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系统的比较

根据表１中给出的各种特性比较了上面描述的贮存设施.这些特性代表了各种贮存方案的关键

特征,为用户提供了选择适合方案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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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系统的比较

类型 保险柜 抗闯入房间 带保险柜的抗闯入房间 混凝土地坑

容量 低/中 高 高 高

成本 低 中 中 中

灵活性(容器尺寸) 有限 高 高 高

密闭性 好 好 好 好

辐射防护 中等 好 好 好

安全性 好 好 非常好 好

入口 好 非常好 好 差

需要的监督 定期 定期 定期 少

２．５　问题和经验

(１)不安全的贮存,贮存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可能导致未经授权的人员使用废放射源,由此产生可

能严重的辐射后果.
(２)不适宜的贮存环境,不利环境的贮存条件,包括湿度、温度波动大,可能导致源或容器的腐蚀

降解,并可能损坏源和容器上的标签.
(３)缺少辐射警告,有时,贮存设施没有正确地贴上警告辐射危害存在的标签.这可能导致未经

授权的人员闯入到使用单位场址内贮存设施内.
(４)火灾危险,如果废放射源与其他非放射性物质一起贮存,例如,易燃材料,可能引起损害或

着火.

３　集中贮存

集中贮存设施主要有两种类型:地面设施和地下贮存设施.

３．１　地面贮存

地面贮存设施是专门用于贮存废物货包的地面上的建筑物.贮存Ⅲ~Ⅴ类废放射源的设施可能

是简单的建筑物,或是一个简单的大厅.具有完整的工程特征的更复杂的工程加固贮存区更适合具

有高表面剂量率的废放射源较长时间的贮存.贮存设施可能包括货包处理、混凝土屏蔽、远距离监

视、通风、温度控制、流出物收集和方便去污的建筑物表面.这些贮存区的最低建筑标准是具有足够

的屏蔽、仓库类型建筑物,并有实心地板和废物货包检查的安全规定.在贮存期末,确保能识别、回
取、整备废放射源并运输到处置设施.需要规则堆放货包以方便出入和允许回取,如果需要,考虑使

用叉车或吊车进入到所有位置,以及可以够着和回取任何货包.

３．２　地下贮存

地下贮存主要将废物货包放置在工程近地表(地下)设施,通常有混凝土固体地基,并有合适的回

填材料,并且仍然允许废物的回取.有废放射源地下贮存的各种方案,贮存方案包括干法贮存,如井

式贮存,管式贮存,或者屏蔽的地坑.这类型的贮存为废放射源提供了非常好的物理防护和屏蔽.一

个贮存设施可能需要使用这些方案中的不止一种方案,为的是为设施接收的所有类型废放射源提供

合适的贮存.
在暂时贮存一段时间后,很可能将回取废物容器进行进一步的处置前的整备和重新包装.这时

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包括:在贮存区分开放置这些源;每个容器和贮存区的发热、活度和剂量率限值;
进一步回取、整备和运输固定的源的需要;需要确保地下水的最高水位低于地窖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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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地面贮存的问题和经验

(１)贮存设施的位置

一些贮存设施位于具有潜在洪水风险的区域,这导致了废放射源容器的降解.
在一些情况下,贮存设施建造地太靠近场址边界,因此,限制了在设施中贮存的废放射源的剂量

率,并且/或者需要附加屏蔽.这也限制了在贮存设施中高活度废放射源的处理.
(２)设计特征

贮存设施中废物货包随着时间的降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经验表明贮存设施内的大气条件

对货包的寿命有较大的影响.根据气候,可以在里面安装空气质量控制系统.并可以安装冷却和除

湿设备以避免或降低废物容器的外部腐蚀/降解.在设计上,不仅要考虑设施完全装满的情况,也要

考虑设施被部分装满的情况.在部分和全部装满的情况下,空气条件、空气流动和湿度条件可能是非

常不同的.
由于处理期间容器的机械损伤,贮存期间有时会出现废放射源货包的失效.经验也表明为运输

设计的许多容器是不适合延长贮存的.如果运输规程不是一个需要立即考虑的问题,对于延长贮存,
应考虑选择成本较低的容器贮存方案.

贮存设施的设计应考虑灵活性、改进和扩大,特别是当处置方案(包括废物接收标准)没有最后定

下来,并且需要延长贮存时间.在这点上,设计和建造模块化、可扩大的贮存设施是明智的.
贮存设施必须设计为保证可接近所有的废物货包.这对方便放置容器并确保定期的控制和检查

货包是非常重要的.
运行期间,需要严密检查贮存设施的建筑物构造,并应定期安排测量,防止建筑物结构失效.
(３)运行程序

要求检查和监测贮存设施内贮存的废放射源货包,检查和监控处理和起重装置,因为它们容易受

到废物容器本身腐蚀的影响.贮存设施内灰尘的累积可能使接触的货包复杂化,因此需要清洁运行,
就辐射防护而言,这可能是昂贵的.

尽管已经努力在设计和运行期间使建筑物不漏和防渗水,但也会发生水的进入.需要详尽的地

下水监测计划,需要确定贮存建筑物内水的来源.

３．４　地下贮存的问题和经验

一般而言,地下贮存设施就屏蔽和安全而说是有利的.然而如果考虑回取贮存的废放射源,回取

成本,加上所带来的风险,已经证明这种方案不是一种精明的方案,特别是对于废放射源(已整备的和

未整备的)的长期贮存,因此在一些国家,已经重新考虑这种贮存方案.贮存时间非常短,气候条件有

利,如干旱的气候和位置远离居住区,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地下贮存.

４　国内废放射源贮存现状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４４９号令)[４]的颁布实施,确保对放射源的

统一监督管理,明确了废旧放射源的出路.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废旧放射源应当按照废旧放

射源返回协议规定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确实无法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
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

目前,国内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成为废旧放射源后,部分被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
部分被送交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贮存,还有部分被暂存在使用单位场址;Ⅳ类、Ⅴ类放射源成为

废旧放射源后部分被送交城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存库贮存,部分被暂存在使用单位场址.
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中国政府陆续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造了３２个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

存库(包括一个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形成废物贮存容积近３００００m３,用于收贮核技术利用产

生的放射性废物,包括废旧放射源.此外,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建立了用于核工业废放射源贮存的集

中贮存库,我国放射源主要生产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核动力研究院也建立了集中的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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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库,用于贮存返回的废旧放射源,国内放射源生产单位通常将外部污染符合要求,且无泄漏的高活

度６０Co废放射源存放于放射源库的水井中,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废旧放射源存放于放射源暂存库,无回

收利用价值的废旧放射源存放于废旧放射源地坑.
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的管理规定和安排,涉及的贮存分为用户贮存、放射源生产单位贮存、省级集

中的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存库和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贮存以及其他的贮存方式(核工业废

放射源贮存库).除用户贮存外,其他都为相对集中的贮存.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全国共收贮废

旧放射源１２４７８９枚,其中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收贮８４４４８枚,其他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存

库收贮４０３４１枚[５].
目前,国内颁布了«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暂时贮存规定»和«核电厂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

物暂时贮存规定»,尚未制订废放射源贮存管理要求及相关标准.

５　结论和建议

据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统计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存库、国
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放射源生产单位收贮的５８６２７枚废旧放射源中,其中无法分类或未分类源

２０４０４枚,Ⅰ类源和Ⅱ类源共１５２４５枚,占总收贮废放射源的２６％,占收贮的已知类别的废放射源的

３９．９％,并且这两类废放射源大部分在放射源生产单位贮存.这两类废放射源活度高,寿命长,需要

进行长期贮存,而生产单位场址不具备确保废放射源长期安全贮存所需的多种设施.因此,应该采取

废放射源集中收贮方式,将这些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在专用设施中,以保证废放射源长期贮存安全.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核工业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其设计安全运行期

限一般为５０年[６,７],城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贮存库运行期一般为３０年[８Ｇ１３],无法满足废放射源长

期贮存的时间要求.虽然我国国家废放射源集中贮存库的一些贮存坑可以贮存长寿命/高活度废放

射源,但该库的设计运行期为５０年,也不是专门用来贮存长寿命/高活度废放射源的,无法满足这两

类废放射源的长期贮存.
长期贮存是对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高活度/长寿命废放射源进行处置前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因此,建议建立具有废放射源整备功能的废放射源长期贮存库,制定废放射源长期贮存标准,明确废

放射源专用长期贮存库的设计安全规定,废放射源长期贮存库接收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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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lydesignedcentralizedstoragefacility．ThispapermainlycomparesthevariousoptionsofonＧ
sitestorage,andgivestheproblemsandexperiencesthatneedtobeconsideredforstorageinthe
twokindsofcentralizedstoragefacilitiesonthegroundandunderground．Basedonthecurrent
situationofstorageofdisusedradioactivesourcesinChina,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forthe
establishmentoflongＧtermstoragefacilitiesfordisusedradioactivesourceswiththefunctionof
conditioningdisusedradioactivesources,theformulationoflongＧtermstoragestandardsfordisused
radioactivesources,andtheclarificationofthereceivingrequirementsforlongＧterm storageof
disusedradioactivesources．
Keywords:Disusedradioactivesource;Storage;OnＧsitestorage;Centralizedstorage

６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同位素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

溶剂萃取法提取９０Sr的研究进展

黄金铭,吴宇轩,邓新荣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放射性同位素９０Sr是纯β衰变核素,β射线的最大能量为０．５４６MeV,其半衰期为２８．７９年、比功率为０．５３６W/g,

可作为β辐射源、放射性同位素热源,在工业、农业、医学等领域有重要用途.９０Sr是２３５U 裂变产物之一,从乏燃料后处

理产生的高放废液中提取是获得９０Sr的主要途径.目前,国内外主要采用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法、溶剂萃取法、色层

分离法等对其进行提取,并已开发了相关的９０Sr提取流程.本文就溶剂萃取法提取９０Sr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

今后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９０Sr;高放废液;溶剂萃取;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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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Sr是２３５U裂变产物之一,其裂变产额为５．８９％.９０Sr半衰期长(T１/２＝２８．７８a),为纯β发射体,β
射线能量为０．５４６MeV;其子体核素９０Y 也可认为是纯β发射体,最大能量为２．２８MeV.在医学领

域,９０Sr可做β敷贴治疗,用于骨转移疼痛、皮肤病治疗、前列腺增生症治疗、肝癌治疗等.在工业

上,９０Sr可作为β辐射源制成放射性工业过程控制仪表及核测量仪表,如火灾报警仪、料位计、测厚

仪、纸浆浓度仪、煤灰分仪,核子秤、测井仪、水分监测仪等[１].目前国内市场９０Sr需求量约为

１０万Ci/a,大部分来源于进口.从高放废液中提取９０Sr是获得９０Sr的主要途径.目前,国内外主要采

用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法、溶剂萃取法、色层分离法等对其进行提取[２,３],并已开发了相关的９０Sr提

取流程.与其他方法相比,溶剂萃取法具有选择性好、产品收率和净化效果高、适合于高放条件下连

续操作等优点.本文对溶剂萃取法提取９０Sr进行综述,主要包括硼钴衍生物萃取、冠醚萃取、离子液

体萃取和酰胺荚醚萃取等.

１　硼钴衍生物(ChlorinatedCobaltDicarbollide,CCD)

高疏水性能的CCD易溶于极性稀释剂如硝基苯,最早被用于从强酸介质中提取１３７Cs[５,６],后发现

在PEG(聚乙烯醇)的协同作用下,CCD在硝酸溶液中对Sr的分配比高达１０００[７],俄罗斯UEＧ３５后处

理厂曾用 CCDＧPEG 从１１７９m３ 的高放废液中回收 Cs、Sr、An和 Tc等[７].俄罗斯 KRI(Khlopin
RadiumInstitute)以０．１３mol/LCCDＧ３vol％SlovafolＧ９０９/FＧ１３(苯基三氟甲基砜)为有机相,从模拟

废液中回收 Sr、Cs,回收率分别为９９．９８％、９９．７％;美国INEEL(IdahoNationalEngineeringand
EnvironmentalLaboratory)以０．０８mol/LCCDＧ０．６vol％ PEG４００/FＧ１３为有机相,对模拟废液中

Sr、Cs的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９９．９９２％、９７．５％[８].在 此 基 础 上,KRI和 INEEL 共 同 开 发 了 UNEX
(UniversalExtractionprocess)流程用于高放废液中的Cs、Sr及锕系的去除[９Ｇ１２],以０．０８mol/LCCDＧ
０．５vol％PEG４００Ｇ０．０２mol/LPh２Bu２CMPO(二苯基ＧN,NＧ二丁基氨甲酰基甲基氧化膦)/FＧ１３为有

机相,该流程对１３７Cs、９０Sr和锕系的去除率分别为９９．４％、９９．９９５％和９９．９６％.

２　冠醚

冠醚因其大环结构对金属离子的选择特异性,可用于萃取分离碱金属和碱土金属[１３];且进一步研

究结果表明,苯基冠醚适用于一价金属离子的萃取,环己基冠醚适用于二价金属离子的萃取[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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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 ANL(ArgonneNationalLaboratory)[１５]研究了DCH１８C６(二环己基１８
冠６)/正辛醇体系在硝酸介质中对 Sr２＋ 的萃取行为,在硝酸浓度为３~６ mol/L 范围内,０．２~
０．４mol/LDCH１８C６/正辛醇对Sr２＋ 有一定的萃取效果.何龙海等[１６]对比了正辛醇和２Ｇ辛醇作为稀

释剂分别对DCH１８C６在硝酸介质中萃取Sr２＋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硝酸介质中 DCH１８C６/正辛

醇体系和DCH１８C６/２辛醇体系对Sr２＋ 的分配比均随着水相中硝酸浓度的增加而增大,在硝酸浓度

低于１mol/L时,DCH１８C６/正辛醇体系优于DCH１８C６/２辛醇体系,而硝酸浓度高于１mol/L时,两
者对Sr２＋ 的萃取性能相近;分别用水、０．０１mol/L硝酸、０．１mol/L硝酸作反萃剂,经三次反萃均可将

DCH１８C６/正辛醇或 DCH１８C６/２辛醇负载有机相中的Sr２＋ 完全反萃.王建晨等[１７]用０．１mol/L
DCH１８C６/正辛醇在微型离心萃取器台架上进行了从高放废液中萃取去除９０Sr的热实验,采用１０级

萃取、２级洗涤和４级反萃流程,Sr２＋ 的去除率为９９．９６％,在反萃阶段Sr２＋ 的反萃率可达９９．８％.叶

维玲等[１８]以正辛醇为稀释剂、０．１mol/LDCH１８C６Ｇ０．０２５mol/LIPRＧC[４]CＧ６(异丙氧基杯[４]冠６)
为萃取剂,进行了从硝酸介质中共萃取分离Sr和Cs的研究,结果表明,两种萃取剂相互之间没有明

显的协萃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以pH＝４的硝酸溶液为反萃剂,经１０级萃取、２级洗涤、８级

反萃后,模拟废液中Sr和Cs的去除率分别为９９．０％和９９．９％[１９].
由于DCH１８C６具有一定的水溶性,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２０]在 DCH１８C６分子结构中引入叔丁

基增加其疏水性,即 DtBuCH１８C６(二Ｇ(叔丁基二环己基)１８ 冠 ６),并建立了 SREX(Strontium
Extraction)流程[２１].该流程中０．２mol/LDtBu１８C６/正辛醇在高于１mol/L的硝酸介质中对Sr有

良好的萃取效果,但同时也会少量萃取碱金属或碱土金属[２２];以水或低于０．０５mol/L的稀硝酸为反

萃剂,经三级萃取、三级反萃后,Sr的去除率为９９．７％[２３].利用该流程从 TRUEX流程萃余液中分

离９０Sr,通过４级萃取、２级洗涤和３级反萃,９０Sr的去污因子可大于７８００[２４].由于正辛醇不适用于

PUREX流程或TRUEX流程,Dietz等[２５]在SREX流程中改用异链烷烃(IsoparTMＧL)为稀释剂,并加

入１．２mol/LTBP,经一次SREX循环,Sr的去污系数高达４２５０,去除率达９９．９８％.

２００９年,中核集团、清华大学与爱达荷实验室联合进行了时长为２００h的热试验,采用SREX流

程,４L高放废液经１６级萃取流程,Sr２＋ 的去污系数达到了１０４以上[２６].

３　离子液体萃取

离子液体对环境影响小,可提高萃取剂对金属离子的萃取效率,是一种理想的绿色友好溶剂,近
年来离子液体萃取金属离子受到了广泛关注[２７,２８].离子液体萃取Sr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离子液体

于冠醚累萃取剂组成的萃取体系.

Dai等[２９]对 比 了 DCH１８C６ 在 [BuMeIm][PF６]、[BuMe２Im][PF６]、[EtMe２Im][Tf２N]、
[EtMeIm][Tf２N]、[PrMe２Im][Tf２N]、[PrMeIm][Tf２N]六种离子液体中对Sr的萃取能力,结果表

明,DCH１８C６/EtMeImTf２N对Sr的萃取能力最佳,在初始水相pH＝４．１时,０．１５mol/LDCH１８C６/

EtMeImTf２N对 Sr的 萃 取 分 配 比 DSr约 为 １．１ × １０４.Visser等[３０]研 究 了 １８C６、DCH１８C６、

DtBuCH１８C６分别在[Cnmin][PF６](n＝４,６,８)对Sr的萃取行为,结果表明 DtBuCH１８C６/[C４min]
[PF６]对Sr的萃取效果最好,在pH 不低于２的水相中,０．１mol/LDtBuCH１８C６/[C４min][PF６]对

Sr的萃取分配比DSr≈１００.徐超等[３１]研究了 DCH１８C６在[C４mim][PF６]和[Cnmim][NTf２](n＝
２、４、６)中对Sr的萃取行为,结果表明,在中性条件下,四种离子液体萃取体系对Sr的萃取性能的强

弱次序依次为[C２mim][NTf２]＞[C３mim][NTf２]＞[C４mim][PF６]＞[C４mim][NTf２],且均优于相

应的正辛醇萃取体系,０．１mol/LDCH１８C６/[C２mim][NTf２]对Sr的分配比DSr＞１０３.

４　酰胺荚醚类萃取剂

酰胺荚醚类萃取剂因其易合成、分解产物易除去而不影响萃取工艺流程等优点,在高放废液处理

领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这类萃取剂具有冠醚类似的性质,但合成容易,对Sr２＋ 有较大的萃取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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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可以直接从硝酸介质中萃取Sr２＋ .然而当体系酸度较高和萃取剂浓度较大时易出现三相,以脂肪

烃为稀释剂时更为严重[３２].
叶国安等[３３]研究了三种荚醚 N,N,N,NＧ四丁基Ｇ３氧Ｇ戊二酰胺(TBOPDA)、N,N,N,

NＧ四异丁基Ｇ３氧Ｇ戊二酰胺(TiBOPDA)、N,N,N,NＧ四丁基Ｇ３,５Ｇ二氧辛二酰胺(TBDOODA)在
硝酸介质中对Sr的萃取行为.结果表明,以４０％辛醇Ｇ煤油为稀释剂,TiBOPDA对Sr的萃取效果最

好,在水相硝 酸 浓 度 为 ２ mol/L 时,DSr有 极 大 值;当 水 相 硝 酸 浓 度 为 １ mol/L 时,０．４ mol/L
TiBOPDA/４０％辛醇Ｇ煤油对Sr的分配比DSr约为１０３.Suzuki等[３４]对N,N,N,NＧ四辛基Ｇ３氧Ｇ
戊二酰胺(TODGA)在硝酸溶液萃取 Sr进行了研究,在水相硝酸浓度为３ mol/L 时,０．２ mol/L
TODGA/正十二烷对Sr的萃取分配比有极大值,DSr约为１４．９.朱文彬等[３５]研究了 TODGAＧN,NＧ
二己基辛酰胺(DHOA)/正十二烷混合萃取体系在硝酸介质中对Sr的萃取行为,结果表明,DHOA
会抑制 TODGA对Sr的萃取,在硝酸初始浓度为３mol/L时,DSr最大;且提出在应用 TODGA 从高

放废液中分离锕系和镧系元素时,可用０．１mol/LTODGAＧ１．０mol/LDHOA 先从高放废液中分离

锕系和镧系,然后再采用０．１mol/LTODGA从萃余液中回收Sr.张荣锁等[３６]研究了酰胺荚醚(PA
Ⅱ)和二(１Ｇ甲基庚基)乙酰胺(NＧ５０３)在硝酸溶液中对 U(Ⅵ)、Eu(Ⅲ)、Sr(Ⅱ)和Fe(Ⅲ)的萃取行为,
结果表明,PAⅡ对 U(Ⅵ)、Eu(Ⅲ)、Sr(Ⅱ)有良好的萃取性能,NＧ５０３仅萃取 U(Ⅵ),两者均不萃取Fe
(Ⅲ),使用０．１mol/LPA ⅡＧ０．５mol/LN５０３/４０％煤油Ｇ正辛醇可有效地将Sr(Ⅱ)与 U(Ⅵ)、Eu(Ⅲ)
分离.Kumar等[３７]对N,N,N,NＧ四Ｇ(２Ｇ乙基己基)Ｇ３氧Ｇ戊二酰胺(TEHDGA)从 TEHDGAＧ锕

系分离流程的萃余液中分离 Sr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 ３．１~３．８ mol/L 硝酸浓度范围内,

０．３mol/LTEHDGA/５％异癸醇Ｇ十二烷对Sr的萃取分配比DSr约为２２．９;以含０．２mol/L草酸和

０．０５mol/LHEDTA的３．５mol/L硝酸为洗涤剂、０．０１mol/L硝酸作反萃剂,经１级萃取、２级洗涤、

２级反萃后,萃余液中Sr的去除率为９８．８％.Dhami等[３８]用０．３mol/LTEHDGA/５％异癸醇Ｇ十二

烷高放废液中９０Sr的提取进行了毫居级热试验,建立了９０Sr分离纯化流程.

５　结语

从高放废液中提取９０Sr是获得９０Sr的主要途径,溶剂萃取法为从高放废液中提取９０Sr的主要方

法.近些年国内外已发展了９０Sr的萃取分离流程并已成功应用,但如何高效便捷地从高放废液中提

取９０Sr仍是后续工作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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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nExtracting９０SrUsingSolventExtractionMethods

HUANGJinＧming,WUYuＧxuan,DENGXinＧrong
(DepartmentofIsotope,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RadioisotopeStroniumＧ９０isapurebetadecaynuclidewithadecayenergyof０．５４６MeV,

ahalfＧlifeof２８．７９yearsandaspecificpowerof０．５３６w/g．９０Srcanbeusedasabetaradiationsource
andaheatsourceinradioisotopesthermoelectricgenerators,whichhasimportantapplicationstothe
industry,theagricultureandthemedicine,ect．９０SrisaproductofUraniumＧ２３５fission,andthe
mainwaytoobtainStroniumＧ９０isextracting９０Srfromhighlevelliquidwastegeneratedfromthe
spentfuelreprocessing．Somemethods,includingprecipitation,ionexchange,solventextraction
andchromatography,havebeenusedfor９０Srextraction,andseveralproceduresalsohavebeen
developed．Inpresentwork,theprogressontheextractionof９０Srusingsolventextractionmethods
hasbeenreviewedtoprovidereferenceforfurtherwork．
Keywords:９０Sr;HighLevelLiquidWaste;SolventExtraction;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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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И－１２０１АГ质谱计磁场扫描稳定器的修复与改造

张荔生,杨文彬,陈友宁,郝学元,何莹洁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６５)

摘要:MИＧ１２０１AГ质谱计自１９９３年由乌克兰引进,主要用于检测六氟化铀中铀同位素成分,其电子元器件全部采用

俄式标准,国内市场没有销售,为了降低维修成本,在保证仪器设备维护、产品质量及时可靠控制的前提下,根据磁场

扫描控制系统输入输出端口及参数要求,设计研制了一台与 MИ－１２０１AГ质谱计在线分析时磁场系统相兼容的扫描

稳定器(A４３),经过相关功能和性能的仿真测试,测试结果与原装的扫描部件比较,性能参数完全符合设计要求,已完

全满足质谱计在线分析工作需要,保证离心级联贫料在线分析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关键词:质谱计;磁场;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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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ИＧ１２０１AГ质谱计投入使用至今已服役２０多年,该仪器的部分部件上的器件已磨损老化过多,
且仪器自备的俄标电子器件的大部分已消耗殆尽,这对仪器检修维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１)电子印刷板质量较差,在检修过程中常常是电烙铁一焊就出现起皮和掉皮现象.

２)磁场扫描稳定器使用的电子元器件参数一致性要求高,稍有差异就会导致磁场产生漂移,严重

影响仪器的正常运行.
因此,设计研制了一台 МИＧ１２０１АГ质谱计磁场扫描稳定器(A４３),确保 МИＧ１２０１АГ质谱计连

续可靠地运行,并使其性能、指标达到原装部件的水平,且造价低于进口产品,并在同型号质谱计中得

到应用,同时,大幅降低维修成本,为仪器后续的其余电路国产化打好基础,也可以为广大质谱计用户

解决数字电路维修方面的难题提供参考.

１　工作原理

MИＧ１２０１AГ质谱计磁场系统是用于给电磁铁绕组提供电流,该电流保证电磁铁极间间隙的稳定

感应或按原先给定的程序改变感应强度.其主要由以下单元组成:电磁铁供电单元(A４６)、电流形成

器(A４２)、扫描稳定器(A４３)、扫描控制器(A７７)、电磁铁(A２６)(见图１).

图１　原理框图

A４６—电磁铁供电单元;A４２—形成器;L—测量线圈;A７７—扫描控制器;A４３—磁场扫描稳定器;A２６—分析电磁铁绕组

２　修复改造

扫描稳定器 A４３是用于从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分析器磁感应强度的稳定和扫描,扫描稳定器由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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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放大器、延时放大器、电流脉冲形成器,以及±１５V、＋３V、－２V的供电电源和恒温调节温度稳定

组成(见图２).

图２　功能线路图

积分放大器是用于稳定通道中的脉冲信号和模拟信号的积分和分析器感应扫描.设计用国营第

７４９厂生产的电压电流转换模块ZF３１０K替代原俄式积分电路,如图３、图４所示.

图３　积分电路

图４　器件ZF３１０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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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１５V补偿性稳定电压双极电源,输出电压为±１５．２５V,并用双极性运算放大器 OP０７替

换俄式运算放大器 КР１４０УД１７А.同时,将原电路板中＋５V电源改为＋３V电源、－５V电源改为

－２V电源,如图５所示.

图５　改造的电源图

去掉原差动放大部分电路,并将原恒流源电路进行修改,其中用S８５５０替代原俄式场效应管,

кп３０１Е、３D０１E替代俄式场效应管кп３０５Е.
经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对电路参数的分析与检测,能够实现国产器件与俄式器件的相互代

替(见表１).

表１　器件替代表

序号 名称 俄式型号 替代型号

１ MOSFETＧN沟道 КП３０５Е ３D０１E

２ MOSFETＧP沟道 КП３０１Б S８５５０

３ ２输入四端与非门 КР１５３３ЛА３ SN７４ALS００N

４ 可逆计数器 КР１５３３ИЕ７ SN７４ALS１９３N

５ 正触发双 D触发器 КР１５３３ТМ２ HD７４LS７４AP

６ 耦合管 КР２９３Л П１Б HCPL２３００

７ NPN功率管 КТ３１５В ２SC１８１５

８ PNP功率管 КТ３６１В、КТ３６３М ２SA１０１５

９ 运算放大器 КР５４４УD１А LF３５５N

１０ 二极管 КD５０３Б １N４１４８

１１ NPN功率管 КТ３１５Г CS９０１４

３　结论

(１)改造后的部件性能指标达到参数设计要求,部件可实现全范围线性扫描、系统稳定度≤５×
１０－５(２~１６A;３０min),满足质谱计在线分析工作需要,保证在线分析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见图７).

Ss＝
ΔhS１

Rh(S１＋S２)＝
３．５mm×０．２mm

３００×６３mm×(０．２＋０．８)mm＝３．７×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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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电流脉冲形成器

(２)通过这次改造后,不仅提高了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也确定了部分俄标器件的国产电子器件

型号(见表１),为今后质谱计其余部件的进一步的升级改造和科研打下了基础.同时,从大型设备维

护以及科研技改的角度深入研究有关质谱计电子部件的电路控制原理,将对同行铀同位素分析仪器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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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系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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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airandImprovementMagneticFieldScanning
StabilizerofМИＧ１２０１АГMassSpectrometer

ZHANGLiＧsheng,YANG WenＧbin,CHENYouＧning,
HAOXueＧyuan,HEYingＧjie

(CNNCLanzhouUraniumEnrichmentCo．,Ltd,LanzhouofGansuProv．７３００６５,China)

Abstract:МИＧ１２０１АГmassspectrometerwasintroducedfrom Ukrainein１９９３．Itismainlyused
forautomatic detection ofuranium isotopecompositionin uranium hexafluorideisotope．Its
electroniccomponentsareallRussianＧstylestandards．Itisnotsoldinthedomesticmarket．Inorder
toreducemaintenancecost,itisimportedandtransportedaccordingto magneticfieldscanning
controlsystemonthepremiseofensuringthemaintenanceofinstrumentsandequipmentandtimely
andreliablecontrolofproductquality．Ascanningcomponent(A４３)compatiblewiththemagnetic
fieldsystemforonＧlineanalysisof МИＧ１２０１АГmassspectrometerwasdevelopedanddesigned．
Afterthesimulationtestsofrelatedfunctionsandperformances,thetestresultswerecompared
withtheoriginalscanningcomponent,andtheperformanceparametersfully metthedesign
requirements．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fully metthe needs ofonＧline analysis of mass
spectrometerandensuredtheonＧlineseparationofLeanMaterialsincentrifugalcascade．Analysisof
dataaccuracyandtimeliness．
Keywords:Massspectrometer;Magneticfield;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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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低浓铀箔靶件模拟靶溶解初步研究

于宁文,吴宇轩,邓新荣,李思杰,梁积新,沈亦佳,罗志福
(中国院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９９mTc是核医学临床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放射性同位素,是由９９Mo衰变得到的子体核素.目前世界上大部分９９

Mo都来源于高浓铀生产的裂变９９Mo.为了减少核扩散,国际上正在推行低浓铀生产裂变变９９Mo的方案,需要开展低

浓铀箔靶件代替高浓铀靶件进行辐照和溶解过程研究.生产同样量的９９Mo,低浓铀(２３５U 含量＜２０％)靶中铀的含量

为高浓铀(２３５U含量＞９３％)靶件的５~６倍.U量的增大给制靶和溶靶工作带来了难题.本研究应用专门设计加工

的溶解器对金属铀箔在不同压力、温度和不同浓度硝酸中溶解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应用自制溶解系统在加压加热

的条件下在１０mol/LHNO３体系中可以溶解铀箔.为进一步开展辐照铀箔靶件溶解实验,确定用于生产裂变９９Mo的

铀箔靶溶解条件打下基础.
关键词:溶解器;低浓铀;铀箔硝酸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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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Mo是一种人工放射性核素,半衰期为６６h,衰变得到９９mTc.９９mTc是现代核医学中应用最广泛

的同位素,９９mTc药物在临床用放射性诊断药物应用上占有重要地位.获得高比活度产物的主要途径

是反应堆辐照２３５U通过裂变反应生成９９Mo和其他产物,９９Mo占裂变产物的６．１％(质量百分比).
铀靶(２３５U)在热中子的作用下发生裂变反应,反应截面为５８６b.裂变反应方程式为:

２３５U(nf)２３６U→９９Mo＋１３４Sn＋３n
尽管利用高浓铀(highenrichedUranium,HEU)大规模生产裂变９９Mo仍是目前全球９９Mo的主

要来源,但由于 HEU是核武器材料,其使用受到核不扩散条约(TreatyontheNonＧproliferationof
NuclearWeapons,NPT)的限制.为了防止核扩散,近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积极推动应用低浓

铀(lowenrichedUranium,LEU)生产裂变９９Mo的技术,将使之成为全球裂变９９Mo生产的主要方式.
低浓铀生产裂变钼在我国是一项新技术,采用低浓铀箔靶件作为生产的靶件形式是研究的热点.

HEU和LEU靶件的主要区别如表１所示.

表１　HEU和LEU靶件的比较

HEU靶件 LEU靶件

２３５U 富集度/％ ９３ １９．７５

总 U质量/g １６．１ ９３．７
９９Mo产额/Ci ５３２ ５４５

总 Mo产量/mg ９．８ １０
２３９Pu含量/μCi(mg) ３０(０．４４) ７２０(１２)

从表１可见,使用低浓铀靶件与高浓铀靶件生产裂变９９Mo的主要区别在于:若生产同样量的
９９Mo,低浓铀(２３５U含量＜２０％)靶中铀的含量为高浓铀(２３５U 含量>９３％)靶件的５~６倍;２３９Pu含量

增加２０~３０倍.要保持９９Mo产率和纯度,保证经济效益,U 量的增大给制靶和溶靶工作带来了难

题.原高浓铀靶件靶芯采用的是铀铝合金,溶解较为容易,而低浓铀靶件为保证在相同体积下２３５U 的

含量,靶芯采用低浓铀箔,溶解发生很大的不同.本研究按照新设计的低浓铀靶件,制备的贫铀铀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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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靶件开展了铀箔溶解初步研究,以考验溶解器的性能,获得铀箔溶解的条件.

１　实验原理

铀的化学性质活泼,可溶解于酸,在无氧化剂存在时,对碱性溶液呈惰性,所以对铀箔的溶解必须

采用酸溶.铀箔在酸中溶解的反应是吸热反应,溶解速率与温度、压力和酸度皆有关[１].为了避免硫

酸溶解低浓铀箔靶件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处理难的问题,铀箔的溶解采用硝酸溶解的方式.
铀箔在硝酸中的溶解,根据硝酸的浓度不同,会发生两个不同的化学反应[２].在浓度硝酸中:

U＋８HNO３→UO２(NO３)２＋４H２O＋６NO２↑
尽管两个反应都会使铀箔生成硝酸铀酰产物,但由于生成的气体不同,可能会导致溶解器内部压

力的变化不同,所以铀箔的溶解实验在特定的溶解器中进行,并且实验中选用不同浓度(浓度分别为

１４mol/L和１０mol/L)的 HNO３ 对铀箔进行溶解研究.
近些年来,铀的分析方法研究较为活跃,使用广泛的有分光光度法和荧光法,其中分光光度法更

为普遍.一些新的显色剂已被研发,其灵敏度可达到１０５,如５ＧBrＧPADAP[３]、苯基荧光酮[４]、２Ｇ(２Ｇ喹

啉偶氮)Ｇ５Ｇ二甲基氨基苯酚(QADMAP)[５]等,应用于实际样品中铀的测定,效果俱佳.偶氮胂Ⅲ铀试

剂光度法测定铀,已广泛用于铀的测定,其灵敏度较高,吸光度稳定[６].实验中取样液铀含量测定即

采用了铀试剂Ⅲ光度法.

图１　铀箔溶解实验装置

１—溶解器;２—取样器

２　主要材料、实验仪器和方法

２．１　主要材料

贫铀:中核北方核燃料有限公司,铀箔自制.HNO３,偶氮胂Ⅲ,
酒石酸钠等试剂,皆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北京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２．２　仪器

自动控温多功能溶解器(见图１):研发自制;SＧ２０型压力传感器

和压力表:德国 Wika公司;UVＧ２４５０分光光度计[岛津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Millipore纯水系统(德国 Merck公司).

３　铀箔溶解工艺研究

３．１　铀箔溶解实验

３．１．１　常温下铀箔在硝酸中的溶解实验

在室温下开展１４mol/L HNO３ 中铀箔的溶解实验.在先将铀

片１３．６２g放入溶解器内,合盖密闭容器,抽负压,监测溶解器密闭合

格.将４１mL１０mol/LHNO３ 抽入溶解器中,溶解在室温条件下进

行,观察温度计测量溶解器内温度的变化.取六个时间点,取样六个

样品代表的溶解反应发生后不同时间的铀浓度.

３．１．２　铀在１０mol/LHNO３ 中加热加压条件下溶解

在加热条件下开展１０mol/LHNO３ 中铀箔的溶解实验.在先将铀片１０．１４g放入溶解器内,合

盖密闭容器,抽负压,监测溶解器密闭合格.将２３mL(３５mL)１０mol/LHNO３ 抽入溶解器中,溶解

反应温度１０５℃,压力１．５atm,在不同时间对溶解液取样测定溶解反应发生后铀浓度.

３．１．３　铀在１０mol/LHNO３ 中加热加压条件下溶解

在加热条件下开展１４mol/LHNO３ 中铀箔的溶解实验.在先将铀片１３．１８g放入溶解器内,合

盖密闭容器,抽负压,监测溶解器密闭合格.将３５mL１４mol/LHNO３ 抽入溶解器中,溶解反应温度

１０５℃,压力１．５atm,在不同时间对溶解液取样测定溶解反应发生后铀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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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样品浓度测量

采用 U(Ⅵ)Ｇ偶氮胂Ⅲ络合物吸收光谱测定.
移取１．２５mL铀标准工作溶于２５mL容量瓶中,按试验方法显色,以蒸馏水为参比液,在５００~

７５０nm 波长范围内分别测定显色剂和配合物的吸光度,同时以显色剂为参比测定配合物的吸收光谱

后选择测定波长为６５１nm.
按实验方法测定不同浓度铀样,绘制工作曲线.结果表明,铀含量在０~１００μg/２５mL范围内呈

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y＝０．００９３８１０５７x＋０．００２４９,其相关系数为r２＝０．９９９８,摩尔吸光系数为ε＝
５．５８×１０４Lmol－１cm－１.按照标准曲线测定方法进行样品制备和测试,并计算得到各样品中铀

含量.

４　结果与讨论

４．１　常温下铀箔在硝酸中的溶解实验实验结果

在室温下铀箔溶于１０mol/LHNO３ 中的溶解实验中取６个时间点,反应最长时间为１７h.用铀

试剂Ⅲ光度法测定铀浓度,样品中铀浓度如表２所示.

表２　常温下铀箔在硝酸中溶解反应不同时间点溶解液中铀浓度

序号 时间/min 铀浓度/(mg/mL)

１ １０ ６．６１

２ ４１ ２４．５３

３ ７１ ３９．７９

４ １９６ ９２．７６

５ ３７６ １２５．４０

６ １７小时后 ５３．５７

铀浓度随反应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２所示.

图２　常温下铀箔溶解随时间变化曲线

从曲线中可以看出,在７h内铀箔随着时间缓慢的减少,溶液中铀浓度逐渐升高.而在溶解反应

至１７h后,溶液中铀浓度又显著下降到５３．５７mg/mL.在常温下,铀箔在１０mol/LHNO３的自发反

应热能Q＝Cv,mΔt＝６．３３J,式中Cv 为铀的等容热比容,m 为铀的摩尔质量,Δt温度变化绝对值.因

为铀溶解自发反应能很小,反应非常缓慢.反应未完全,残余铀片８．４７g.在此温度和压力条件下,
溶解时间延长(至１７h以上)溶液中铀浓度降低是由于在 U(＋５价)转化为 U(＋６价)时发生歧化反

应并产生水解沉淀,产生了胶质难溶于酸的物质.根据热力学计算,铀的溶解必须加热(１０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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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在一定的压力下进行,铀箔不能在常温下快速溶解于酸,溶解不能完全对于辐照靶件来说损失

大,产生的放射性废物量大,该条件下溶解铀箔靶件无法实际应用.

４．２　铀在１０mol/LHNO３ 中加热加压条件下溶解

在室温下铀箔溶于１０mol/L HNO３ 中的溶解实验中取５个时间点,加热后反应最长时间为

１．５h.用铀试剂Ⅲ光度法测定铀浓度,样品中铀浓度如表３所示.

表３　加热加压条件下铀箔在硝酸中溶解反应不同时间点溶解液中铀浓度

序号 时间/min 铀浓度/(mg/mL)

１ １０ ７１．５４

２ ３０ １８６．５

３ ５０ ３４８．２

４ ７０ ４２２．６

５ ９０ ４５６

在１０５℃,１．５atm 加热加压条件下铀浓度随反应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３　加热条件下铀箔溶解随时间变化曲线(T＝１０５℃,P＝１．５atm,１０mol/LHNO３)

从图３可知在溶解反应前５０min有７６％的铀溶解掉,随着溶解液酸度降低,铀的溶解度变缓慢.
应用同样浓度的１０mol/LHNO３ 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可以使铀箔完全溶解,反应时间

９０min,溶解反应时间较长.
根据水溶液中铀离子的热力学数据如表４所示.

表４　水溶液中铀离子的热力学数据

氧化态 ΔH/(kJmol－１) ΔS/(kJmol－１)

U(Ⅲ) －５１５．０ －０．１４

U(Ⅳ) －６１４．２ －０．３３

U(Ⅴ) －１０６１．４ －０．０３

U(Ⅵ) －１０４８．４ －０．０７

注:表中 ΔH 为焓变,ΔS 为熵变.

从表中数据可知,若ΔG＝ΔH－TΔS >０,U(Ⅴ)生成 U(Ⅵ)不能自发进行,溶解在等容条件下进

行,促进 U(Ⅴ)生成 U(Ⅵ)只能改变体系的温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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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铀箔靶件溶解后会产生气体,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气体有 NO、１３３Xe、１３５Xe、１３１I、１３３I和８５Kr等.
这些气体生成后都在密闭的溶解器中,给溶解体系增加了压力,通过控制溶解时的压力为２atm,使溶

解加速.当控制溶解温度为１００℃,溶解压力为２atm,溶解６０g铀箔靶件为例,溶解密闭系统的总

熵变ΔS＝ΔS体系 ＋ΔS环境 ,根据下式计算:

ΔS环境 ＝nRln
P１

P２
＋∫

T２

T１

Cv,mdT
T

＝nRln
T２

T１
＋nCv,mln

P２

P１

＝０．０８３kJ/molK
式中:Cv,m＝０．１２kJ/kgK,为铀的等体积下热容量.

ΔS＝ΔS体系 ＋ΔS环境 ＝０．０４３kJmol－１,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溶解温度使 ΔG＜０,使溶解

反应自发进行,利于溶解完全.当控制溶解温度为１００℃,ΔG＝ΔH－TΔS＝－３．０４kJmol－１＜０,
避免歧化反应发生,促进 U完全溶解为 UO２＋

２ .
低浓铀箔靶件溶解器要具备控温、承压和净化放射性废气的能力,以达到靶件完全溶解,将有用

气体回收,达标气体排放.根据上述理论推导和初步实验可以推论在加热条件下,控制溶解器内溶解

反应的温度和压力可以完成较大量的铀箔一次溶解.

４．３　铀在１４mol/LHNO３ 中加热加压条件下溶解

在不同的溶解时间取样,测定样本中的铀浓度,从溶解１０~７０min内五个时间点的样品中铀浓

度如表５所示.

表５　加热加压条件下铀箔在硝酸中溶解反应不同时间点溶解液中铀浓度

序号 时间/min 铀浓度/(mg/mL)

１ １０ ７７．５

２ ３０ １３５．６

３ ４０ ２６３．５

４ ６０ ３５６．５

５ ７０ ３８７．５

　　在１０５℃,１．５atm 加热加压条件下铀浓度随反应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加热条件下铀箔溶解随时间变化曲线(T＝１０５℃,P＝１．５atm,１４mol/LHNO３)

应用同样浓度的１４mol/LHNO３ 在不同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可以使铀箔完全溶解,反应时间

７０min,是实际应用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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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小结

通过溶解器的设计和初步的溶解实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铀箔的溶解需要在加热加压条件下进

行,并且需要控制好硝酸的浓度.优化溶解条件,使铀箔溶解反应在常压下操作,温度为１０５℃左右

采用１０~１４mol/LHNO３ 进行溶解反应更利于进行规模化.整个溶解装置操作简单,铀箔靶件溶解

较快.但铀箔靶件溶解是个复杂的过程,在靶件溶解时应用 HNO３ 并控制酸度,并采用加热加速反

应,使铀靶溶解完全还需进一步确定工艺条件.铀箔溶解是采用低浓铀生产裂变钼的关键步骤,为进

一步分离提取获得９９Mo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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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studyonsimulatedtargetdissolutionof
irradiatedlowenrichedUraniumＧ２３５metalfoiltarget

YUNingＧwen,WUYuＧxuan,DENGXinＧrong,LISiＧjie,
LIANGJiＧxin,SHENYiＧjia,LUOZhiＧfu

Abstract:９９mTcisthedaughternuclideofMolybdenumＧ９９,whichiswidelyusedinclinicalnuclear
medicine．９９MoismainlyproducedbyfissionofhighenrichedUranium (HEU)．ToreducenuclearＧ
proliferationconcerns,theinternationalcommunities movetononＧHEUＧbasedproduction．Itis
necessarytodeveloptheirradiationanddissolutionprocessesofLEU metalfoiltargetinsteadof
HEU．Toproducethesameamountof９９Mo,LEUtargetwillcontain５~６timesofuranium
comparedtoHEUtarget．TheincreaseofUraniumcontentmakesitmoredifficulttoprepareand
dissolvetargets．Thispaperaimedtodesignasetofdissolverfornitricaciddissolutionoflow
enrichedUranium metalfoiltarget．DissolutionexperimentsofLEUfoilsindifferentconcentration
ofnitricacid,differenttemperatureanddifferentpressurewerealsocarriedout．Theresultsshowed
thatLEU metalfoilcouldbedissolvedinthenitricacidusingdevelopeddissolver．The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spavedthewayforirradiateuraniumfoilsdissolutionexperimentsanddeterminedthe
dissolutionconditionsofuraniumfoiltargetforfissionmolybdenumproduction．
Keywords:Dissolver;LowenrichedUranium(LEU);NitricaciddissolutionofLEUf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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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药物微信订货平台方案介绍

薛晓燕,綦　杰,尹长峰,唐　俊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１０１４１３)

摘要:原子高科借势移动互联网＋,结合短寿命放射性药物一次投产、用户分散、药物有效期短、需要精准配送等特点,

以短半衰期的１８FＧFDG和锝(９９mTc)即时标记药物为主要产品,打造了公司放射性药物订货微信平台.打通了北京地

区短半衰期放射性药物从客户Ｇ生产Ｇ运输的实时更新、动态提示、精准配送、全程追踪,降低了药物配送的差错率,实现

了降本增效,完成了药物配送供应链的闭路循环和管理,即时标记药物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关键词:微信;短半衰期放射性药物;供应链;降本增效;精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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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代互联网时代,北京各大医院纷纷利用移动互联网实现了挂号、支付、查询报告,方便了患

者,减轻了工作强度,减少了医患矛盾、为获取健康医疗大数据提供了途径.
迈入第三代互联网４G,即将建立５G时代,原子高科顺应趋势,以北京地区的放射性药物用户为

试点,于２０１６年年底,利用“互联网＋”构建了短半衰期锝(９９mTc)即时标记系列药物、１８FＧFDG等产品

的订货、信息反馈为主要内容的放射性药物订货微信平台,以期为医院的放射性药物用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

１　现状分析

１．１　内部需求推动

传统电话订货模式有方便、快捷、个性化服务优点,但是受环境、人为等因素影响大,易造成订货

时间集中、口误、笔误等信息不畅,无法快速形成数据流,重复劳动多,劳动瞬时强度大.迫切希望流

程实现信息化,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劳动有效性和准确性.
近几年,国家建设高速大容量光通信传输系统、４G全面普及、５G建设在即,具备硬件条件;运营

商提速降费,解决了使用成本问题.这些为开展平台信息化提供了实施基础、让互联网与各行各业进

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１．２　放射性药物的特性需要快速响应

放射性使用的放射性及时标记药物由于半衰期短等特性要求供应链上各个点都需要及时、快速、
准确的响应,比如用量最大的１８FＧFDG半衰期约１１０min、９９mTc标记药物半衰期约６小时,只能当天

生产、当天运输、当天使用,且是典型的以销定产.
快速响应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对放射性的医疗工作造成延误,引发医患纠纷.损伤企

业信誉、造成经济效益,甚至失去挽救患者生命的机会.

２　目标

小目标:以北京地区１８FＧFDG和锝(９９mTc)即时标记药物订货为试点,实现客户—销售—生产—运

输环节信息实时更新、动态提示,为未来分子公司纳入一体化管理提供参照.
大目标:以一流的管理和服务,建设能将顾客需要的正确产品(RightProduct)在正确的时间(Right

time),按照正确的数量(RightQuantity)、正确的质量(RightQuality)和正确的状态(RightStatus)送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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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地点(RightPlace)的“６R”供应链,实现精细管理、降本增效,使企业长久生存与发展.

３　开发流程与原则

总流程:成立项目组→供应商选择→确定方案→开发建设 → 测试推广→ 应用.
开发建设实施阶段流程:现场调研→文件表单收集→框架设计确认→功能开发→开发者测试→

使用单位测试→推介会→用户测试.
调研阶段关键点:流程清晰,文件表单、准确、正确、完整.
测试阶段关键点:组织开发商一起现场测试,所有角色参与、所有节点和流程环节都同期在线测

试,虚拟订单、真实订单、批量测试,要求开发商即时优化前台,丰满后台.
系统成败关键点:顾客体验.

４　实施架构及方案

４．１　选择开发平台

开发前正是 APP方兴未艾之时,调研发现虽然设计一款 APP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但是说服用

户安装很不容易,且随时可能被卸载.通过苹果IOS系统审查时间不确定,下架时有可能;需同时兼

顾安卓系统,开发、推广、维护费用高.
除开发独立 APP外,主流平台有阿里“钉钉”和腾讯“微信”.钉钉主要提供企业解决方案;腾讯

微信２０１６年已拥有约６亿活跃用户(２０１８年已达１０亿)、专业团队维护、迭代更新,运营成本和后期

成本低.
考虑腾讯作为IT巨头有技术优势,且微信的小程序、微信企业号不断推出创新应用和对接解决

方案,最终方案为利用微信平台开发系统.

４．２　实施构架及方案

４．２．１　实施构架

基于微信公众服务号和企业号,确定了管理架构,系统管理云服务中心;
微信服务号:客户查询信息、提交订单;科普频道;建设企业人形象;
微信企业号:接收订单,安排生产、车辆、未来结算功能;
电脑端:同步微信企业号功能、增加统计、打印输出、后台管理,实现销售监控和过程把控,区域

管理.
４．２．２　实施方案

按现有组织架构分别为用户、内勤、外勤、生产、调度角色打造手机端和电脑端平台,实现功能操

作.按角色需求赋权、录入、查看、更新提醒;
后台设置、产品录入、用户信息维护、订货、统计、生产任务单打印、生产批记录打印、运输任务单

打印等功能设置与匹配;
顾客体验是订货系统成败的关键! 完成构架后,进行系统测试,所有角色、所有环节,同时进行,

不断进行优化,提升顾客体验与满意度.
４．２．３　推广

２０１６年年底的在北京地区放射性年会上进行系统首次推介,２０１７年系统试运行,１８FＧFDG 实现

全部线上流程,系统实现了销售、生产、运输的全数据流.
最终通过多轮测试完善,形成了微信用户端下单、原子高科微信公众号提供微服务(见图１)的实

施方案.依据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设计了订货评价和顾客满意度调查,完成了供应链中的销售—生

产—运输—评价环节信息化的闭路循环,满足市场工作需要.

５　结论

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的变革速度越来越快.线上线下物流结合、以客户为本、服务好客户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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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原子高科微信公众号提供微服务

企业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放射性药物微信平台的建立和实施,实现了企业的管理提升、降本增效,增加了用户的信息收集

及反馈,对提升国家对放射性药物的实时监控和全寿命管理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６　展望

互联网支付如火如荼,随着区块链布局完成,可以解决药品、容器跟踪、回收问题,为用药安全、药
品监管提供数据.未来,如果放射性药物微信平台在得到医院用户的支持,将微信平台接入核医学科

的设备与预约体系,使病人可以像购买机票一样完成和查看预约.每一针药品可以针对用户性别、年
龄、体重、病情分析个性化生产,不仅实现精准医疗,据此获得的病情大数据,也为新药研发与药品改

进提供了指引,造福患者,造福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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钚原料中２３８Pu含量的测定

马俊平,李思杰,何　虎,李鑫酉,吴胜娜,唐　显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PuO２ 作为深空探测重要能量来源而被大量使用.为了在原料使用中能够准确计算使用量和设计射线屏蔽结

构,需要明确原料所含的放射性核素种类及比例.本文利用高纯锗γ能谱仪获取了一密封容器中钚原料的γ射线谱;

分析γ射线能 谱 确 定 了 原 料 中 存 在 的 主 要 放 射 性 核 素 种 类;根 据 测 量 设 计,应 用 蒙 特 卡 罗 程 序 MCNP６ 计 算

１００１．０３keV能量的γ射线在该测量条件下探测器的探测效率,从而应用测量数据计算得到了钚原料中２３８Pu的活度

为４．７６×１０１２Bq,与量热法测量结果相比小约２％,并进行了原因分析.

关键词:钚,γ能谱;核素;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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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探测,特别是在深空探测中由于太阳能的功率密度很低导致太阳能板不能为探测设备提

供足够的电能和热能以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PuO２(２３８Pu在Pu同位素中质量百分数＞８０％)[１]由

于热Ｇ质量比功率大、半衰期适中、衰变能等不受环境影响和辐射相对小等的特点在深空探测中广泛

应用.美国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发射了数十个搭载基于钚的热电发生器的空间探测设备[２].我

国在嫦娥３号和４号任务中使用了钚[３Ｇ５].
在钚的使用中,需要对原料使用量进行准确计算,操作钚原料和制品过程中需要辐射防护设计,

这些计算和防护设计的依据是原料的主要成分,特别是其中２３８Pu的含量大小.由于钚中所含的Pu
放射性同位素均是极毒的,因此在测量分析中一般采用非破坏性测量方法[６].本文采用γ能谱法对

一密封容器中钚原料的２３８Pu含量进行了测定,并与量热法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１　材料和方法

钚被密封在一个壁厚为２．５mm 的不锈钢容器中,内部直径１２mm,高２０mm,其中钚在容器中

高度约１５mm.

PuO２ 原料中主要是是Pu放射性同位素及子体.Pu的放射性同位素主要是α衰变核素,有一定

几率的自发裂变,在α衰变和裂变过程中伴随发射γ射线[７].通过Pu同位素标准能谱分析发现,不
同核素的许多谱线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如能谱中谱线７６６keV 包含２３８Pu７６６．４和２３９Pu的７６６．５谱

线,因此导致解谱相对困难.通过比较钚同位素及其子体的γ能谱发现１００１keV谱线能够较好地分

辨[２３８Pu(１００１．０３keV),２３９Pu(１００５．７keV)],因此可以分析１００１keV谱线来确定２３８Pu的含量.
利用γ射线能谱仪测量该罐原料γ射线能谱,并应用蒙特卡罗程序 MCNP６计算该测量条件下γ

能谱仪在１０００．０３keV能量的效率.根据测量时间T、能谱的谱峰面积S、１０００．０３keV能量γ射线

的发射几率I和计算得到的探测效率η计算出２３８Pu活度A:

A＝
S

T×η×I

２　实验条件

测量布置如图１所示.原料罐放置在距离探测器前端７０cm,并与探测器同轴.探测器距离地面

１２０cm,距离墙面约２m.为减少中子对高纯锗探测器的损伤和测量的干扰,将源罐放置在壁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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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cm的聚乙烯容器中以屏蔽发射出的中子射线.

图１　γ能谱测量实验示意图

测量使用的探测器为 Canbbera同轴 P 型 GE４０１８.探测器对于６０Co１３３２keV 能量分辨

FWHM＝１．７２keV,相对效率４３．５％.Canbbera的数字多道分析器 DSAＧLX 和 γ能谱分析软件

GENIE２０００用于γ射线在探测器中产生的信号处理和能谱分析.

３　探测效率

从上节中测量条件的描述中可知,所测的钚是体积源且有金属、非金属的包覆层,因此不能直接

用点源刻度的探测器效率.为此,利用 MCNP６模拟了实验条件下探测器对１００１．０３keV 能量的探

测效率.

MCNP６模拟脉冲幅度谱是通过引入一个特殊参数高斯展宽(GEB)来描述光子在探测器中的脉

冲幅度分布在全能峰位置的高斯展宽[８].模拟脉冲幅度分布谱的能量展宽通过高斯抽样来实现:

g E( ) ＝
１
２πσ

e－
E－E０

２σ( ) ２

式中:g(E)为抽样概率;E 为展宽后能量值;E０ 为展宽前的能量值;σ为标准偏差.能量分布的半高

宽FWHM 与σ的关系为:

FWHM ＝２ ２ln２σ( )

在 MCNP６中,FWHM 与能量的关系是通过 GEB的三个参数a,b,c来定义:

FWHM ＝a＋b E＋cE２

式中:E 为入射光子能量,MeV.
根据能量刻度得到的已知核素能谱得到不同能量的半高宽与能量的关系如图２所示,通过最小二乘

法拟合得到a、b、c分别为４．７８５×１０－３、１．１５０５１×１０－３、－０．１２３０６.将以上a、b、c三个参数值引入

MCNP６计算输入文件中的FT８卡片作为GEB参数,从而实现模拟与实际相符脉冲幅度谱展宽.
建立测试条件的模型,利用 MCNP６模拟计算得到在该实验条件下高纯锗探测器对１０００．０３keV

能量的γ射线探测效率约为１．８９×１０－５.

４　结果和讨论

测量得到该罐钚原料的γ射线能谱如图３所示,从图中可见低能端的γ较少,主要出现在大于

５００keV区域,这是由于PuO２ 源外有金属层包覆,低能γ被吸收屏蔽;从图中也可以看到,γ射线主

要是由２３８Pu发射出来的,另外还有少量是由２３９Pu、２４１Pu的子体２４１Am 以及钚同位素的各种子体而发

射出来的,其中较强的２０８Tl主要是由于２３６Pu衰变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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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γ谱仪测量能谱半高宽与能量的关系

图３　钚原料γ射线能谱图

根据测得的γ射线能谱分析,２３８Pu衰变产生的１００１．０３keV能量峰在６００s计数时间内峰面积

为５３５.查阅核素表可知２３８Pu衰变时该能量γ射线发射几率９．９×１０－７％,因此可以计算出该钚中
２３８Pu核素的含量为:

５３５
６００×

１
１．８９×１０－５×

１
９．９×１０－９≈４．７６×１０１２Bq

另外,利用量热法测量该罐钚原料,得到的热功率约４．３W.根据热功率与活度的关系

A＝
ln２
T１/２

×
P

P′×M ×NA

式中:A 为放射性活度,Bq;

T１/２为放射性核素半衰期,s;

M 为放射性核素的摩尔质量,g/mol;

NA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

P′为放射性核素的比功率,W/g;

P 为量热仪测量得到的热功率,W.
９２



并假设所有的热均来自该罐原料中２３８Pu核素,因此可以计算出２３８Pu的活度:

A＝
ln２
T１/２

×
P

P′×M ×NA ≈４．８６×１０１２Bq

比较γ谱分析结果４．７６×１０１２Bq可知,γ谱分析结果偏小,原因可能是多层包壳结构对射线吸

收、散射以及蒙特卡罗计算的效率与实际差异导致的偏差;另外由于量热不能区分核素种类,虽可以

近似认为热能由２３８Pu产生,但也有较小一部分由其他核素衰变、裂变和核反应产生,这也可能导致量

热结果得到２３８Pu含量出现偏大.但γ谱分析结果比量热结果小约２％,在可接受的偏差范围内.
利用高纯锗γ能谱仪测量了密封不锈钢罐中PuO２ 原料的γ射线能谱,初步分析了存在的核素种

类.然后在分析了１０００．０３keV能量峰面积和蒙特卡罗程序计算探测器探测效率基础上计算了该罐

原料中２３８Pu的活度,并与量热法测量得到的结果进行了比较,约２％的偏差.该工作为钚原料的用量

计算和屏蔽结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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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２３８Pucontentin
plutoniumusingGammaＧrayspectrometry

MAJunＧping,LISiＧjie,HEHu,LIXinＧyou,WUShengＧna,TANG Xian
(IsotopeDepartment,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PuO２havebeenwidelyusedasanimportantpowersourcefordeepspaceexploration．In
ordertoaccuratelycalculatetheamountusedanddesigntheshieldingstructureintheuseofraw
materials,itisnecessarytoclarifythespeciesandcontentsofradionuclidescontainedintheraw
materials．Inthispaper,theγＧrayspectrumoftheheatsourcegradeplutoniumraw materialina
sealedcontainerwasdeterminedbyhighＧpuritygermanium (HPGe)γspectrometer;theγＧray
energyspectrumwasanalyzedtodeterminethemainradionuclidespeciesintheraw material;The
detectionefficiencyofthe１００１．０３keVγＧrayunderthemeasurementconditionswascalculatedby
theMonteCarloprogram MCNPX．Accordingtothemeasurementandcalculation,theactivityof
２３８Puis４．７６×１０１２Bqintheheatsourcegradeplutoniumrawmaterial,whichislessthan２％than
calorimetry．
Keywords:２３８Pu;GammaＧrayenergyspectrometry;Nuclide;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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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TR辐照产９９Mo靶件设计研究

杨　斌,向玉新,康长虎,刘水清,马立勇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四川 成都６１４１００)

摘要:本文根据 MJTR中心孔道结构特点,开展了裂变靶辐照产９９Mo靶件设计研究.报告选用 UAl２ 合金作为靶件芯

体,以靶件表面最大热流密度和９９Mo产额比作为靶件设计指标,对多层套管和单层套管结构靶件的芯体厚度、芯体长

度及靶件在堆芯轴向布置进行了优化设计.结果显示,MJTR辐照６层套管靶件,芯体最佳厚度为０．３mm,最佳长度

为５００mm,靶件布置于孔道轴向距底１５０~２００mm 左右时９９Mo活度和产额比相对较高.

关键词:裂变靶;辐照;活度;产额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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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Mo是９９mTe的一种母同位素,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成像.由于９９Mo半衰期只有６７h,因此
９９Mo稳定的市场供应对于核医学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国际上主要采用低浓铀靶件裂变生产９９Mo,
辐照靶件芯体采用金属铀、UO２、U３Si２ＧAl及 UAl合金,由于 UAl合金具有良好的辐照性能和生产效

率,因此 UAl合金靶件成为９９Mo辐照生产的首要选择.国内外采用裂变靶辐照产９９Mo研究堆较多,
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包括加拿大的NRU(市场份额约４０％)、荷兰的 HFR(市场份额约３０％)、比利时的

BRＧ２(市场份额约 １０％ ~１５％)以及南非的 SafariＧ１(市场份额约 １０％ ~１５％)[１],同时美国的

MURR、澳大利亚的 OPAL、韩国的 HANARO、阿根廷的 RAＧ３等研究堆均采用裂变铀靶件辐照生

产９９Mo,且生产技术成熟,产量稳定.国内 CMRR已采用 UAl靶件辐照产９９Mo,HFETR及 MJTR
亦辐照９８Mo靶件生产９９Mo,但由于国内总产量较低,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９９Mo主要依靠进口.
当前受 NRU、HFR等主要生产堆均已达到设计寿命即将退役影响,９９Mo国际市场需求份额更大.

岷江试验堆(MJTR)是一座游泳池式反应堆,主要用于低温低中子注量材料辐照、单晶硅中子辐

照掺杂及同位素辐照生产,目前 MJTR运行功率为５MW,运行天数７~９天,堆芯采用 HFETR卸料

的高浓燃料元件,堆芯 K１１水孔道具有较高的中子通量水平,适用于材料辐照及同位素生产.另外

受９９Mo半衰期较短影响,其最佳辐照时间为７天左右,因此 MJTRK１１孔道非常适宜于９９Mo辐照生

产.开展 MJTR裂变靶辐照生产９９Mo不仅可提高９９Mo生产效率,逐步满足国内市场９９Mo需求,同
时对于提高 MJTR综合利用能力至关重要.

本文对 MJTR采用弥散型 UAl合金靶件辐照生产９９Mo靶件类型、结构尺寸、辐照位置等进行优

化设计研究,同时对 MJTR９９Mo辐照生产能力进行了分析评估.

１　９９Mo生产特性

目前９９Mo的生产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为采用辐照９８Mo靶件通过中子俘获反应制备９９Mo,这种生

产方式简单便宜,但由于(n,γ)反应截面较小,生产效率较低,因此这种方式并未用于大规模商业生

产;二为辐照含２３５U靶件裂变生产９９Mo,这种方法虽然产生大量放射性废物,但其产量和生产效率均

很高[２].由于采用２３５U 靶件裂变产９９Mo产量高,国际上普遍采用辐照２３５U 靶件裂变生产９９Mo.９９Mo
生产核裂变反应如图１所示.

假定 MJTRK１１孔道内辐照靶件中子注量率为１×１０１４n/cm２s－１和２×１０１４n/cm２s－１,则９９Mo
活度随着靶件辐照时间变化趋势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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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裂变靶件中９９Mo核裂变反应图

图２　９９Mo活度随时间变化趋势

由图２可知,由于９９Mo半衰期较短,随着辐照时间的加长９９Mo裂变增多,总活度增长缓慢,当

MJTRK１１孔道裂变靶件辐照７~９天时,９９Mo总活度达到其活度最大值的８０％左右,且总活度趋于

稳定,因此裂变靶件最佳辐照时间为７~９天,考虑到 MJTR每段运行时间,分析时设定 MJTR裂变

靶件辐照时间为７天.同时由图２可知,固定堆芯,辐照孔道中子注量率越高,９９Mo产量越高,其产额

比也越高.

２　计算程序及方法

裂变靶辐照产９９Mo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靶件中２３５U 核子密度、靶件中子注量率水平及靶件的

辐照时间.在靶件设计过程中,辐照堆芯及靶件几何建模对于中子注量率计算至关重要,本文采用

MCNP５程序选取 MJTR第２７ＧI炉堆芯进行三维精细建模,同时采用减少方差技巧得到较为精确的

裂变反应率.得到靶件芯体平均中子注量率后采用 ORIGENＧ２程序进行９９Mo活度计算,计算时假定

靶件连续辐照７天的过程中孔道内中子注量率不变,在计算靶件最大功率密度时考虑了靶件轴向功

率不均匀系数１．３７.

３　裂变靶件设计

MJTRK１１孔道裂变靶辐照产９９Mo芯体选用 UAl２ 合金,芯体中２３５U 富集度为１９．７５％,铀密度

为２．５g/cm３,芯体内外采用 Al包壳,为便于靶件内外双层冷却,靶件采用套管型结构设计.靶件芯

体最大长度为１m,靶件设计过程中首先需确保芯体表面最大热流密度满足 MJTR自然循环冷却能

力,即表面最大热流密度小于２．６９×１０５ W/cm２,其次靶件设计应使９９Mo产额比(Ci９９Mo/gU)尽量

高,并确保 MJTR辐照产９９Mo具有一定的产量,同时应尽量减少放射性废物产生.裂变靶件在优化

设计时主要从靶件的类型、靶件芯体长度、芯体厚度以及靶件在 MJTRK１１轴向位置布置等方面进行

设计论证.

MJTRK１１孔道内径为６３mm,孔道长１m,根据孔道结构尺寸,靶件设计为两种类型:多层套管

结构和单层套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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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多层套管结构设计

对于多层套管靶件结构分为６层套管(类似 MJTR燃耗元件结构)和３层套管结构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六层结构示意图

　　　
图４　三层结构示意图

靶件芯体长１m 时,６层结构靶件芯体厚度与芯体最大热流密度及９９Mo产额比关系如图５所示,

３层结构芯体厚度与靶件最大热流密度及９９Mo产额比关系如图６所示.

图５　６层套管随芯体厚度变化

图６　３层套管随芯体厚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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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５和图６分析可知,６层套管结构靶件芯体厚度为０．３mm 时,靶件最大热流密度为１．４×１０５

W/cm２,满足热工冷却要求,同时靶件辐照９９Mo产额比相对较大,因此６层结构靶件较佳芯体为

０．３mm.３层套管结构靶件芯体厚度为０．５mm 时,靶件最大热流密度为２．５×１０５ W/cm２,靶件辐照
９９Mo产额比相对较大,因此３层结构靶件较佳芯体厚度取０．５mm.

６层套管靶件芯体厚度取０．３mm,３层套管靶件芯体厚度取０．５mm,分析靶件芯体不同长度与
９９Mo产额比及２３５U燃耗深度关系如图７和图８所示.

图７　６层套管随芯体长度变化

图８　３层套管随芯体长度变化

由图７和图８结果分析可知,对于多层套管结构靶件,靶件芯体长度为５００mm 时,９９Mo产额比

相对较高,此时靶件２３５U燃耗相对较深,产生的废物相对较少,因此对于多层套管结构,靶件较佳长度

为５００mm.
由于 MJTR辐照孔道内轴向功率近似呈余弦分布,因此辐照靶件在轴向不同位置布置,靶件中

９９Mo产额比及２３５U 燃耗均有不同,因此分析三层套管结构靶件芯体厚度为０．５ mm,芯体长度

５００mm,在 K１１孔道轴向不同高度位置的影响,分析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中靶件在堆芯孔道不同高度布置,９９Mo产额比和２３５U 燃耗趋势表明,MJTRK１１孔道辐照

裂变靶件产９９Mo时,靶件距堆芯孔道底部１５０~２５０mm 时,９９Mo产额比较高,同时靶件中２３５U 燃耗

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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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３层套管随轴向不同布置高度变化

靶件芯体长度为５００mm,距堆芯孔道底部２００mm 时,其９９Mo活度等计算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多层套管靶件主要计算结果

类型 芯体厚度/mm
２３５U

装量/g

最大热流

密度/(W/cm２)

９９Mo
活度/Ci

产额比/
(Ci/gU)

出堆８天

活度/Ci
燃耗/％

６层套管 ０．３ ５．１９×１０ ８．９２×１０４ １．５６×１０３ ５．９１５５ ２．０７×１０２ ０．６２９８

６层套管 ０．２７２ ４．７１×１０ ８．７２×１０４ １．４１×１０３ ５．９０８１ １．８８×１０２ ０．６５４５

３层套管 ０．５ ４．７１×１０ １．７４×１０５ １．４４×１０３ ６．０３８２ １．９２×１０２ ０．６５１０

由表１计算结果对比可知,在铀装量相同的情况下,３层套管结构靶件相对于６层套管结构靶件

其９９Mo活度较高,产额比也较高.

３．２　单层套管结构设计

对于单层结构设计,根据 K１１孔道结构特点,可同时辐照多个单层套管小靶,设计时选取３个和

７个单层套管靶件(见图１０和图１１)进行对比分析,靶件芯体长度取５００mm,布置在距孔道底部

２００mm高度位置.

图１０　单层结构示意图

　　　
图１１　单层结构示意图

设定单层套管靶件芯体２３５U装量与３层套管结构(芯体０．５mm)２３５U 装量相同,则９９Mo活度计

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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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单层套管主要计算结果

类型 芯体厚度/mm
２３５U

装量/g

最大热流

密度/(W/cm２)

９９Mo
活度/Ci

产额比/
(Ci/gU)

出堆８天

活度/Ci
燃耗/％

３个小靶 １．１１８ ４．７１×１０ ２．２３×１０５ ８．８９×１０２ ３．７２７０ １．１８×１０２ ０．３８２８

７个小靶 ０．７７１ ４．７１×１０ １．９０×１０５ １．０９×１０３ ４．５６３１ １．４５×１０２ ０．４９２７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相同２３５U装量情况下,靶件布置数目多导致靶件芯体厚度相对较薄,靶件

最大热流密度较小,但９９Mo产额比较高,靶件总产量也较高,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也较少.因此７个小

靶件布置方案相对于３个小靶件布置方案更优.
同时对比相同铀装量的多层套管靶件可知,多层套管靶件芯体厚度较薄,自屏效应相对较小,但

多层套管靶件最大热流密度较小,９９Mo产额比及总产量均较高,靶件产量的放射性废物也较少.综

合对比可知,MJTR裂变靶辐照产９９Mo采用多层套管结构靶件设计较优.

３．３　９９Mo产量分析

采用 MJTR高浓堆芯 K１１孔道辐照裂变靶件生产９９Mo,相同２３５U 装量情况下,采用３层套管结

构,靶件芯体厚度为０．５mm,靶件轴向高度２００~７００mm,则出堆８天时９９Mo活度约为１９１Ci;采用

单层套管结构设计,孔道内同时辐照３个小靶件时,MJTR裂变靶辐照产９９Mo炉产量约为１１８Ci,同
时辐照７个小靶件时,炉产量约为１４５Ci.

如果靶件采用６层套管结构,芯体采用最佳厚度０．３mm,靶件轴向高度２００~７００mm,则出堆８
天时９９Mo活度约为２０７Ci.

４　结论

本文针对 MJTRK１１孔道辐照裂变靶产９９Mo进行研究,主要对靶件结构类型、芯体厚度、芯体高

度及靶件在堆芯孔道布置高度等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１)在满足靶件表面最大热流密度要求前提下,靶件芯体较佳长度为５００mm,在堆芯孔道轴向布

置位置为距底１５０~２００mm;
(２)MJTRK１１孔道辐照多个单层套管式靶件,铀装量相同的情况下,靶件数目越多,芯体越薄,

９９Mo活度和产额比越高;
(３)MJTRK１１孔道辐照６层套管靶件,其芯体最佳厚度为０．３mm;辐照３层套管靶件时,芯体

最佳厚度为０．５mm,相同铀装量下,３层套管靶件其产量和产额比较高;
(４)MJTRK１１孔道辐照６层套管结构裂变靶产９９Mo,炉平均产量(出堆８天时)约为２００Ci,全

年运行十段,其总产量约２０００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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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ResearchofIrradiatedFission
TargetinMJTRfor９９MoProduction

YANGBin,XIANGYuＧxin,KANGChangＧhu,LIUShuiＧqing,MALiＧyong
(NuclearPowerInstituteofChina,ChengduofSichuanProv．６１４１００,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ofMJTRcentralchannel,thepaperdesignsand
researchesfissiontargetfor９９Moproduction．UAl２alloyisselectedasthetargetcorematerial,and
themaximumheatfluxdensityonthesurfaceofthetargetandtheyieldratioof９９Moareusedasthe
targetdesignindex．Thetargetcorethickness、thelengthandtheaxialarrangementofthetargetin
thecoreareoptimizedforthemultiＧlayerandsingleＧlayercasingstructures．Theresultsshowsthat
theoptimumthicknessandlengthof６Ｇlayercasingtargetare０．３mmand５００mmrespectively．The
activityandyieldratioof９９Moarerelativelyhighwhenthetargetislocatedinthechannelbetween
１５０mmand２００mmfromthebottom．
Keywords:Fissiontarget;Irradiate;Activity;Yield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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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物中的氧同位素分析装置及方法

张建锋,刘汉彬,金贵善,石　晓,李军杰,张　佳,韩　娟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铀矿物因具有放射性制约了其氧同位素分析方法,以往对含铀氧化物中氧同位素的研究基于与铀矿物共生的脉

石矿物(石英、方解石、长石等)中的氧同位素组成进行推断.本研究直接以铀矿物(沥青铀矿、晶质铀矿、铀石)为研究

对象,设计并搭建实验装置,采用五氟化溴法进行氧同位素组成分析.对分析装置及分析方法进行了改进与优化,主
要包括:装置采用全金属材质设计,选用内壁经过特殊抛光处理的３１６型不锈钢管线,便于系统烘烤去气,有效减少杂

质吸附,克服真空系统直接暴露大气的缺陷;以氧气为测试对象,无需对测量结果进行校正,避免在转化过程中引起的

氧同位素分馏;由三个金属冷阱与一个金属热阱组成的纯化系统对氧气进行纯化,可有效吸收反应中产生的杂质气体

以及反应剩余微量的五氟化溴试剂,避免质谱仪离子源受到污染;将５A分子筛充填于３/８in不锈钢收集管内,在液氮

冷冻下对氧气进行物理吸附收集.每个镍反应器与纯化系统、收集系统直接连接组成独立的提取、纯化、收集单元,每
套单元之间用阀门分开,可同时进行氧气纯化、收集,提高了制取效率.对铀矿物中的氧同位素组成分析结果重复性

好,方法分析精度优于±０．２‰,便于铀矿物中氧同位素组成研究,为示踪成矿流体来源以及探讨铀矿床成矿过程提供

依据.

关键词:铀矿物;氧同位素;成矿流体;五氟化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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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床成矿流体特征及成矿物质来源是揭示成矿环境,探讨矿床成因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同

位素示踪可解决成矿流体、成矿物质来源问题,已成为研究矿床成矿过程的重要手段.许多研究者应

用同位素示踪特性解决了矿床的成矿流体来源问题,但在部分矿床研究中也存在分歧,譬如对粤北地

区３０２铀矿床成矿流体来源的主要观点有:岩浆水与大气降水混合来源[１],大气降水来源[２,３],地幔流

体来源[４],深源富铀地质热流体与部分大气水混合[５],大气降水、幔源流体以及花岗岩中残留热液的

三元混合[６]和地幔流体为主[７].对同一矿床中成矿流体来源具有不同观点的原因,与研究对象的选

择有关.以往研究大多基于与铀矿物共生的脉石矿物(石英、方解石、长石等)中的氧同位素组成以及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进行计算与推断,不确定性及影响因素较多(与铀矿物共生关系、测温包裹体代

表性等).沥青铀矿、晶质铀矿、铀石等以独立铀矿物形式存在,是铀矿床中重要的矿石矿物,且均含

有氧元素,是研究成矿物质及成矿流体有效载体.
目前,进行矿物氧同位素分析的方法主要有Clayton等[８]１９６３年建立并经过后期不断完善的硅

酸盐等矿物氧同位素分析的五氟化溴法、红外/紫外激光探针法以及二次离子质谱法.激光探针氧同

位素组成分析方法对真空度及氟化剂纯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样品的粒径效应、系统记忆效应、边
缘效应以及粉末飞溅等因素易引起氧同位素分馏[９,１０];二次离子质谱分析技术对于研究同位素组成

差异较大的天体样品具有独特的优越性[１０],但分析普通矿物样品时,严重的基体效应即各种散射的离

子之间相互发生干扰,使得分析精度较低[１１,１２],同时对于具有放射性的铀矿物样品氧同位素分析更具

风险性.传统BrF５ 氧同位素组成分析方法自方法建立至今,因其较高的测试精度(优于０．２‰)一直

在国内外实验室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并使得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激光探针、二次离子质谱法(SIMS)
氧同位素分析所得实验数据均与之进行比较评价其准确度,但该方法对实验条件要求较高,同时氧同

位素样品制取过程比较繁杂耗时,影响了分析测试效率.本研究以沥青铀矿、铀石及晶质铀矿铀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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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研究对象,针对BrF５ 氧同位素组成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对方法及装置进行改进,并对铀矿物

进行了氧同位素组成分析.

１　BrF５ 法制样装置

１．１　主要实验原理

在真空条件下,试样与BrF５ 试剂在恒温加热环境下发生氧化反应释放出 O２,O２ 与其他副产物

经液氮冷冻、金属冷阱与热阱交换分离、纯化后吸附于液氮冷冻的分子筛收集管内,O２ 经分子筛解吸

后转入气体同位素质谱仪进行氧同位素组成分析.其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２UO３＋６BrF５＝２UF６＋６BrF３＋３O２ 

氧同位素比值通常用δ１８O表示,为了便于国际比较,通常将样品δ１８O 值转换成相对国际标准

VSMOW 的δ１８OVSMOW值.

δ１８O＝
(１８O/１６O)样品 －(１８O/１６O)标准

(１８O/１６O)标准
×１０００‰

１．２　实验装置

在传统制样装置上进行大量实验操作后,掌握实验装置操作流程及设计思路的前提下,对实验装

置进行了诸多改进,改进的制样装置示意图如图１所示.制样装置主要包括真空系统、氧气制备与提

取系统、纯化系统、收集系统及废气处理系统.相比传统BrF５ 氧同位素组成分析方法及制样装置主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

图１　BrF５ 法氧同位素制样装置示意图

R１~R１２—镍反应器;T１~T３８—冷阱;Ht１~Ht１２—热阱;G１~G１２—电容真空规;C１~C１２—VOC快速接头;

St１~St１２—分子筛收集管;V１~V１３３—金属阀门;SB—BrF５ 储集罐;HV—通高真空;LV—通低真空;

P—真空压力表;FH—复合真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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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系统材料

系统采用全金属材质设计,摒弃了传统方法中玻璃管线部分.系统使用内壁经过特殊抛光处理

的３１６型不锈钢管线,有利于减少杂质吸附的同时便于系统烘烤去气.传统设计中玻璃管线系统通

过玻璃活塞实现对系统通、断控制,玻璃活塞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定期涂抹真空润滑油脂来保证密封性

能以及转动灵活性,涂抹真空油脂过程中使系统暴露于大气,空气中的氧气、水汽直接进入系统造成

污染[１３],同时真空密封油脂因含氧易引起交叉污染.系统采用金属阀门代替玻璃活塞,密封性能进一

步提高,并克服真空系统直接暴露大气的缺陷.
(２)测试对象

传统分析方法中是将氟化反应生成的氧气与石墨在高温条件下反应转化为CO２ 进行质谱测量.
由于碳有１２C、１３C两种同位素参与分析结果计算,需要对测量结果进行校正,同时在转化过程中易引

起氧同位素分馏.系统改进后,对氟化反应生成的氧气直接进行收集,送入同位素质谱仪进行测量,
不需对测试结果进行校正,同时避免在转化过程中引起的氧同位素分馏.

(３)纯化系统

采用三个金属冷阱与一个金属热阱组合对生成氧气进行纯化.可充分吸收反应中产生的杂质气

体以及微量的BrF５ 试剂.金属热阱内充填 NaCl晶体,将可能存在的微量F２、HF转化为Cl２,并冷冻

于冷阱内,避免含氟物质进入质谱仪对离子源造成污染.
(４)收集系统

传统分析方法是将CO２ 气体收集于玻璃收集管内,玻璃收集管需要定期涂抹真空密封油脂,保
证其密封性及转动灵活性,真空密封油脂因含氧而引起交叉污染的可能.本设计采用分子筛吸附方

式进行气体收集.分子筛是一种具有均匀微孔结构的钠/钙的硅铝酸盐,其孔径与一般分子直径相

当,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分子筛按晶体结构可分为 A 型、X型和 Y 型,氟化实验室常用５A 或１３X
分子筛,本设计采用５A分子筛.将５A分子筛颗粒充填于３/８in不锈钢材质制成的收集管内,在液

氮冷冻下可对反应生成的 O２ 进行物理吸附.３/８in不锈钢管与１/４in不锈钢管线采用“VCR”密封

方式连接.收集管由金属阀门及３/８in不锈钢管构成,装填分子筛后可连同金属阀门共同加热烘烤

以及对分子筛活化,免于活化后的分子筛再次暴露于大气.收集管与整个系统采用“VCO”密封方式

进行连接,在保证高真空密封性能的同时方便拆卸与更换.
(５)真空系统

制样装置的低真空由旋片式机械泵获得,高真空由以旋片式机械泵为前级的涡轮分子泵获得,整
套装置的真空度相对于传统装置可提高２个数量级,可达１０－５Pa.在提高真空获得效率的同时极大

降低了空气对实验结果影响.
(６)样品制取单元

传统制取装置中包含六个镍反应器及两个碳反应炉,每个反应器内生成的 O２ 交替转入７００℃缠

绕铂丝的碳反应炉内与碳棒反应生成 CO２ 气体,并冷冻于反应炉外的玻璃冷阱内,解冻后收集于液

氮冷冻的玻璃收集管内.两个碳反应炉交替反应虽已提高转化效率,但每个反应器内的 O２ 需经过一

个共用管道进入碳反应炉,制约了提取转化效率.针对传统方法转化效率低的问题对制取装置重新

进行设计,舍弃了转化碳炉部分,在经过改进的制样装置中,每个镍反应器与纯化系统、收集系统直接

连接组成独立的提取—纯化—收集单元,每套单元之间用金属阀门分开,可以同时对每个镍反应器内

的 O２ 进行转移、纯化、收集,极大地提高了制取效率.

２　实验流程

２．１　试剂纯化

目前所能购置的BrF５ 试剂纯度不高,除了含BrF５、BrF３ 外还含有大量杂质.质谱分析表明这些

杂质主要为CF４、SiF４ 和SF６,对氧同位素分析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１４].尤其是其中的CF４ 在７０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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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与 O２ 反应,生成 CO２,从而使样品中的氧不能全部以 O２ 的形式释放出来,导致氧同位素分

馏[１５].因此使用前必须对BrF５ 试剂进行纯化.
将BrF５ 试剂钢瓶接入制样系统,抽BrF５ 储集罐及金属管线低真空、高真空.将BrF５ 储集罐用

液氮充分冷冻,打开BrF５ 试剂钢瓶阀门,BrF５ 试剂被冻入BrF５ 储集罐内,通过真空表持续观察转移

过程中系统压力变化情况.关闭BrF５ 储集罐及钢瓶阀门,将系统内残存的试剂及杂质用Ar或N２ 排

到通风橱内的石灰水桶中.撤下BrF５ 储集罐外的液氮,抽系统低真空后,将 BrF５ 试剂钢瓶拆离系

统.待BrF５ 储集罐解冻完全后,套上干冰—酒精混合冷冻剂对其进行再次充分冷冻,CF４、SiF４ 和

SF６ 等杂质可以分离出来,排到通风橱内的石灰水桶中.
对于在纯化过程中使用的冷冻剂进行了优选.许多文献采用液氮—酒精混合剂作为冷冻剂对

BrF５ 试剂进行纯化,但冷冻剂温度极不稳定,温度变化范围较大,可操控性差;另有研究者使用干

冰—丙酮混合剂作为冷冻剂,虽然温度比较稳定,但丙酮具有挥发性且对人体有害,应避免长时间接

触.本次研究采用的干冰—酒精混合剂,具有温度稳定、易于操控、对人体无害的特点,经多次冷冻、
解冻进行杂质分离,可将BrF５ 试剂中的杂质降低到实验允许的范围内.

２．２　分子筛活化

分子筛的活化决定了其吸附/解吸性能,吸附/解吸性能影响氧同位素分馏,进而制约实验结果的

精度及准确性.在进行实验前,要对新购置的分子筛进行高温脱水活化处理,去除吸附的空气及水

汽.参照分子筛活化方法[１６,１７],并结合本制样装置对活化操作进行了优化.将装填５A 分子筛的收

集管接入制样装置,用加热炉于３００℃进行加热１２h,并分别用系统低真空及高真空持续抽收集管真

空,便于充分去除分子筛吸附的水汽,活化完成后关闭收集管上的阀门,使其处于真空状态备用.活

化过程在真空条件下进行,避免分子筛在高温活化后再次暴露于大气环境.

２．３　样品前处理

将经过挑选的沥青铀矿、铀石和晶质铀矿分别研磨至２００目(０．０７５mm),既能去除矿物内的绝大

部分包裹体,又能加快反应速度,便于样品与氟化试剂反应完全.将研磨好的样品放入干燥器内

备用.

２．４　样品装填及氟化反应

将预抽真空的镍反应器内充入０．４MPa的干燥氮气,关闭反应器阀门.逐个卸下反应器并将干

燥器内烘干备用的样品(含氧量大约５mg)用长柄匙装入反应器底部,并迅速接回制样装置,用扳手

旋紧确保真空密封性能.缓慢打开各反应器阀门,将反应器内气体扩散至金属系统主管道,金属冷阱

套上液氮后通过旋片式机械泵抽系统低真空.打开加热带电源于１０５℃对系统进行烘烤去气,在反

应器外部套上加热炉于１５０~２００℃对样品及反应器加热去气３０min后,将系统转入高真空,在真空

度达到５×１０－５Pa后继续抽真空约２h.撤下加热炉,套上循环水,反应器外套上液氮杯进行充分冷

冻,将反应所需５倍的BrF５ 逐个转入反应器内,再次抽系统低真空、高真空.
当真空度达到５×１０－５Pa后关闭各个反应器阀门,撤下液氮杯并用热水对反应器进行解冻,重新

套上加热炉.设定反应温度为６００℃,反应时间为１２h,经高温氟化反应后样品中的氧以 O２ 的形式

释放出来.

２．５　O２ 的分离、纯化与收集

撤下加热炉,将镍反应器及金属冷阱用液氮充分冷冻,依次抽系统低真空、高真空,全系统高真空

达５×１０－５Pa.关闭各制取单元之间的阀门,打开镍反应器上方金属阀门,绝大部分反应副产物及过

量的BrF５ 被冻在镍反应器内,反应生成的 O２ 分离出来.当样品量加入较多时,氟化反应产生的 O２

气量较大,在分离转移过程中因气体压力过高会将没有“冻结”的BrF５ 分子带到分子筛上.由于BrF５

的特殊的分子结构,具有很强的极性,与非极性的氧气相比,分子筛对其有较强的亲和力,具有很强的

选择性[１７].另外,BrF５ 极强的氧化性几乎与各种元素反应,使分子筛永久性中毒而失活.此外,若
１４



BrF５ 进入气体同位素质谱仪,还会对离子源灯丝造成污染,影响离子化效率,降低分析精度.先将反

应产生的 O２ 引入第一个冷阱,５min后引入第二个冷阱,５min后引入金属热阱,５min后引入第三个

冷阱,打开收集管及电容真空规阀门观察反应产生的 O２ 量.将装填５A 分子筛的收集管用液氮冷

冻,经冷阱、热阱纯化后的 O２ 被分子筛吸附于收集管内,直至电容真空规示数稳定后关闭收集管上的

阀门,完成样品收集.通过采用多个金属冷阱逐级冷冻、金属热阱离子交换的设计可以进一步去除

BrF５、HF等杂质.

３　结果和讨论

应用改进的制样装置及优化的实验方法对沥青铀矿、晶质铀矿及铀石矿物样品进行氧同位素组

成分析,分析过程中使用国家标准物质 GBW０４４０９(石英)对实验结果进行监测.每种矿物样品被分

成六份,分别装入镍反应器内进行氧同位素制备.氟化反应产生的 O２ 经纯化后由液氮冷冻的分子筛

进行收集,解吸后导入Deltavadvantage型气体同位素质谱仪的双路系统与工作气体进行比较测量,
并通过公式:

δ１８O样品 －SMOW＝(δ１８O样品 － 工作气体 ＋１０００)(δ１８O标准 －SMOW＋１０００)/(δ１８O标准 － 参考气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换算到相对于国际标准 VSMOW 值,结果见表１.

表１　某些铀矿物氧同位素组成分析结果

分析号
δ１８OVSMOW/‰

沥青铀矿 晶质铀矿 铀石 国家标准 GBW０４４０９

１ －７．９ －２０．１ －３．４ －１１．２

２ －８．０ －１９．９ －３．２ －１０．９

３ －８．１ －１９．８ －３．６ －１１．２

４ －７．８ －２０．２ －３．２ －１１．１

５ －８．１ －２０．１ －３．７ －１０．９

６ －８．３ －１９．８ －３．４ －１１．０

平均值 －８．０ －２０．０ －３．４ －１１．１

标准偏差(‰)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４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采用BrF５ 氧同位素分析方法对沥青铀矿、晶质铀矿、铀石及国家标准 GBW
０４４０９的分析结果重复性较好,对沥青铀矿、晶质铀矿及国家标准的６次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分别为

０．１８‰、０．１７‰和０．１４‰,分析精度均优于±０．２‰,对于铀石的６次测量结果的标准偏差为０．２‰,可能

由于样品不均匀所引起.

４　结论

经过改进的BrF５ 法氧同位素制样装置和优化后的分析方法,相对于传统制样装置和方法,提高

了分析效率.对沥青铀矿、晶质铀矿及铀石含氧铀矿物进行氧同位素组成分析,分析精度优于

±０．２‰,满足方法精度要求,可以应用于铀矿物中的氧同位素组成分析,为示踪铀矿床成矿流体来源

以及探讨成矿过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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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dioactivityofuranium mineralsrestrictsthedeterminationofoxygenisotopesandthe
selectionofanalyticalobjects．Previousstudiesonoxygenisotopesinuranium mineralswerebased
onganguemineralsassociatedwithuranium minerals．Inthispaper,uranium minerals(pitchblende,

uraninite,coffinite)weretakenasdirectresearchobjectstodeterminetheoxygenisotopiccomposition．An
experimentaldevice wasdesignedandbuilt,andtheoxygenisotopiccompositionofuranium
mineralswasanalyzedbybrominepentafluoridemethod．Aseriesofimprovementsandoptimizations
havebeenmadetotheanalysisdeviceandmethod,includingsystemmaterials,measurementobject,

purificationsystemandcollectionsystem．Theanalyticalresultsofoxygenisotopiccompositionin
uranium mineralshavegoodrepeatability,andtherelativestandarddeviationofthemethodisbetter
than０．２‰．Themethodisconvenientforthestudyofoxygenisotopiccompositioninuranium
minerals,andprovidesabasisfortracingmetallogenicfluidsourceandexploringthemetallogenic
processofuraniumdeposits．
Keywords:Uranium minerals;Oxygenisotope;Metallogenicfluid;BrF５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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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放射性光源荧光层的制备及发光性能研究

李思杰,马俊平,平杰红,唐　显,孙玉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涂覆工艺是制备平面放射性光源的关键技术之一,目的是为平面放射性光源提供高质量的荧光涂层,提高对放

射性物质的利用率.采用沉积法制备荧光层,并对荧光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优化,最后充入放射性物质,得到

在β粒子激发下的光输出特性.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沉积法制备的荧光涂层具有较好的均匀性与牢固性;荧光粉和水

的含量是影响涂层厚度的首要因素,玻璃粉的含量在１０％~１５％为宜;当荧光涂层质量厚度范围为７~９mg/cm２ 时,

发光亮度较佳,在０．７０atm 氚气压力下,发光亮度最高达到０．９２cd/m２.

关键词:平面放射性光源;涂覆工艺;均匀性;发光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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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光源是一种无需外加能源的自激发弱光源,通过密封在玻璃腔内的放射性物质(多为放射

性气体,如氚Ｇ３、氪Ｇ８５)衰变发出的β射线激发附着在玻璃内壁上的荧光层而发光.它具有使用寿命

长、辐射剂量低、不受气候环境影响等优点[１],特别适合于夜间的指示照明,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
针对不同的用途,要求的放射性光源形状规格也各不相同.平面放射性光源作为光源的一种,通

常采用氚气制备而成,较多应用在瞄镜上[２],与分划板配合使用,使得光轴与瞄镜膛线平行,作为射击

的瞄准,且无论白天黑夜及不同环境,均可适用,使用寿命达１０年以上.它的制备过程包括设计、荧
光层制备、填充放射性物质、封割成型四部分[３],其中,荧光层制备是关键工艺之一,涂层效果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整个放射性光源的发光效率,然而,在国内外已公开发表的报道中,除了介绍放射性光源

的应用情况外,放射性光源内表面涂覆工艺的相关报道并不多[４],且由于平面放射性光源的形状限

制,目前应用较为普遍的荧光粉涂覆工艺,如水涂覆、静电涂覆、喷涂、溅射等工艺,所制备得到平面放

射性光源荧光层的效果均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对平面放射性光源荧光层制备工艺及其发光性能进

行研究,以期找到较好的条件,为平面放射性光源提供高质量的荧光涂层.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与装置

磁力搅拌器:RETbasic,德国IKA 公司;亮度计:BM－７AS,日本拓普康;分析天平:AL２０４,

METTLERTOLEDO公司;台阶仪:DEKTEK Ⅱ型,美国 Bruker公司;压力计:ATM１２２０２７,瑞士

STS公司

１．２　主要材料与试剂

荧光粉(ZnS:Cu,粒径范围３．５~１１μm):北京诚信利佳商贸有限公司;聚环氧乙烯(２０万分子量

PEO):德国RyojiOrganicChemical.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荧光层制备方法及均匀性表征

原料组成为荧光粉、玻璃粉、聚环氧乙烯和去离子水,通过充分混合搅拌制成.水作为溶剂,有极

性但不具有黏度;PEO为暂时性黏结剂,溶于水后具有一定的黏度,且在高温下会氧化分解,残留较

少[５];玻璃粉为固化剂,能使荧光粉和玻璃基体较好地粘合,且牢固性较好、不溶于水,以利于涂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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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处理.制备过程为:在充分搅拌的基础上,涂覆原料在一定时间内会处于悬浮状态,溶于水的PEO
使得荧光粉和玻璃粉固化剂因搅拌及布朗运动均匀分散在溶液中,室温下在平面玻璃腔内沉积２４h
以上,析出上层清液,通过干燥和热处理后,再按同样的步骤进行另一端平面的沉积,最后可在玻璃腔

内壁制备得到干燥、牢固性好的荧光涂层.
均匀性表征方法为:通过上述方法制备得到多个平面光源样品,将样品的玻璃基体切分为对称的

上下端平面,利用台阶仪测量均匀分布在各位置的荧光层厚度,并计算其平均值μ、平均偏差AD、标
准差σ.平均偏差AD 是反映各厚度平均数之间的平均差异,平均偏差越小,表明厚度的差异程度越

小,该平均值μ的代表性就越大.标准差σ是反映各测量值与平均值μ之间的差异,标准差越大,表
明各测量厚度值与平均值μ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大;标准差越小,表明各测量厚度值与平均值μ之间的

差异程度越小.平均偏差AD、标准差σ的计算公式为[７].

AD＝(∑
N

i＝１
|xi－X|)/N

σ＝
１
N∑

N

i＝１
(xi－X

－
)２

接着对其上下两端平面得到的荧光层厚度是否有显著性差异进行了假设检验,假定上下平面涂

层厚度服从N(μ１,σ２
１)和N(μ２,σ２

２),σ２
１＝σ２

２,则需要检验假设 H０＝σ２
２.根据统计学原理,统计量T 服

从n１＋n２－２个自由度的t分布,T 的计算公式为[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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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询t分布的临界值表对应的临界值λ,并与统计量T 比较,便可以判断出荧光层厚度是否

有显著性差异,即上下端平面的厚度均匀性是否一致.

１．３．２　影响因素试验方法

在研究荧光涂层厚度的多影响因素时,采用正交试验法.正交试验法又称为正交设计法,是研究

与处理多因素试验的一种科学方法[６],具有均衡分散的特点,能在考察范围内,选出代表性强的少数

次试验条件,通过均衡抽样,找到较好的条件,因此,非常适合应用于放射性光源涂层的制备工艺,可
减少试验次数和放射性废物的排放.根据荧光层涂覆配方,去离子水作为涂覆料液的溶剂,荧光粉作

为发光基质,玻璃粉作为固化剂,PEO 作为暂时性黏结剂,因此,确定了这四个因素为正交试验法的

因素,设定了三个位级,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正交试验法因素与位级表

因素与水平 荧光粉/g 玻璃粉/g PEO/g 去离子水/ml

水平１ 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４ ３０

水平２ ０．９０ ０．２０ ０．８ ６０

水平３ １．８０ ０．４０ １．６ ９０

根据因素位级表,采用正交表L９(３４)作为试验方案,如表２所示,表的每一横行代表要试验的一

种条件,每个条件均试验三次取平均值,共９类试验,试验考核指标定为制备荧光层的厚度.

表２　试验计划表

序号 荧光粉 玻璃粉 PEO 去离子水

实验１ 位级１ 位级１ 位级１ 位级１

实验２ 位级１ 位级２ 位级２ 位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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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荧光粉 玻璃粉 PEO 去离子水

实验３ 位级１ 位级３ 位级３ 位级３

实验４ 位级２ 位级１ 位级２ 位级３

实验５ 位级２ 位级２ 位级３ 位级１

实验６ 位级２ 位级３ 位级１ 位级２

实验７ 位级３ 位级１ 位级３ 位级２

实验８ 位级３ 位级２ 位级１ 位级３

实验９ 位级３ 位级３ 位级２ 位级１

１．３．３　发光性能表征

光输出ξ是指放射性物质的β衰变能转化为光能的能力,单位为lm/Ci.以填充放射性物质为氚

气为例,光源为余弦辐射体,在立体角２π范围内均匀地发光,其光输出转化公式为[８]

ξ＝ΦV/A＝Km ×(B×S)/A
式中:ΦV 是放射性光源的光通量,lm;B 为其亮度,cd/m２;S 为发光的表面积,cm２;A 为填充放射性

氚气的活度,Ci;Km 为转换系数,以氚气为填充放射性物质为例[８],其转换系数为３．１２８×１０－４.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涂层均匀性分析

图１为放射性光源样品的荧光层厚度测试结果,涂覆原料成分配比为荧光粉∶玻璃粉∶PEO∶
去离子水＝１０g∶１．０g∶１．７g∶１００ml.从图中可以看到,荧光层厚度在各自上下端平面的波动范

围较小,其荧光层厚度与平均值的偏差均在５％以内,单面涂层较为均匀.表３为制备得到的荧光涂

层厚度的均匀性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上下端面的厚度平均值比较接近,两者的平均偏差和标

准差亦相差不大,且统计量T＝０．８９＜临界值λ＝２．１０１,这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各测量厚度值与

平均值之间的差异程度越小,且上下两端的平面荧光层厚度并无显著差异,采用沉积法制备得到的荧

光层均匀性较好.

图１　荧光层厚度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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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均匀性分析结果

位置 平均值μ/μm 平均偏差AD 标准差σ 临界值λ(α＝０．０５) 统计量T

上端平面 １６８．５ ５．９０ ６．１８

下端平面 １７１．３ ６．５０ ７．１４
２．１０１ ０．８９

２．２　正交试验法结果

正交试验法的结果如表４所示.表中均值１、２、３分别为位级１、２、３的三次试验的平均质量厚度

之和的期望值;极差为均值１、２、３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绝对值.极差大的因素意味着该因素三个

位级相应的平均质量厚度大,是属于影响的重要因素,极差小的因素是不重要的因素.从表４可以看

出,极差最大的是荧光粉１１．４,其次是去离子水,极差最小的是PEO,这和理论推测结果相符合,因为

经过５５０℃高温热处理后,大部分的PEO会氧化分解,残留较少.因此可以通过简单调节涂覆原料

中的荧光粉与去离子水的含量,便可以达到控制荧光层厚度的目的.
以此为基础,作各因素与荧光层厚度的关系趋势图,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以看出,荧光涂层质

量厚度随着荧光粉、玻璃粉的用量的增加而增大,随着PEO含量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少,随着去离子用

量的减少而增大.

表４　试验结果

序号 荧光粉/g 玻璃粉/g PEO/g 去离子水/ml 平均质量厚度/(mg/cm２)

实验１ 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４０ ３０ ７．１２

实验２ ０．４５ ０．２０ ０．８０ ６０ ４．３５

实验３ ０．４５ ０．４０ １．６０ ９０ ３．８４

实验４ ０．９０ ０．０５ ０．８０ ９０ ４．２７

实验５ ０．９０ ０．２０ １．６０ ３０ １２．８

实验６ ０．９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６０ ８．７４

实验７ １．８０ ０．０５ １．６０ ６０ １２．１

实验８ １．８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９０ ９．１７

实验９ １．８０ ０．４０ ０．８０ ３０ ２８．３

均值１ ５．１０ ７．８３ ８．３４ １６．１ ———

均值２ ８．６０ ８．７７ １２．３ ８．４０ ———

均值３ １６．５ １３．６ ９．５８ ５．７６ ———

极差 １１．４ ５．８１ ３．９８ １０．３ ———

２．３　固化剂含量优化结果

固化剂的作用是使得荧光层与玻璃基体能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会掉粉.从正交试验结果来

看,玻璃粉固化剂的含量对荧光涂层厚度的影响较小,但其对涂层的牢固性有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

选择合适的玻璃粉固化剂含量,即玻璃粉占原料成分中玻璃粉与荧光粉总和的比重.
表５为玻璃粉固化剂含量优化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若玻璃粉的含量太少,荧光涂层牢固性较

差,外观上会容易出现荧光粉掉落的状况;若玻璃粉的含量过多,由于玻璃粉与荧光粉的收缩率不一

样,会导致荧光层发生收缩,且添加量越多,结晶收缩越严重,如图３所示,因此,玻璃粉的含量范围在

１０％~１５％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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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因素趋势图

表５　固化剂含量优化结果

玻璃粉含量 外观 涂层质量厚度/(mg/cm２)

５％ 有掉落 ３５．０

１０％ 均匀 ３４．７

１５％ 均匀 ３４．３

２０％ 结晶收缩 ３３．４

５０％ 结晶收缩 ２８．２

　　(a)玻璃粉含量１０％ (b)玻璃粉含量２５％ (c)玻璃粉含量５０％

图３　荧光涂层外观

２．４　发光性能分析

根据平面放射性光源的发光机制,为了得到较高的光亮度,荧光层需有足够的厚度以便收集较多

的β粒子能量;但是由于荧光层对受激发射的荧光又具有自吸收的特性,荧光层厚度不能太厚,因此,
荧光层应存在一个最佳发光亮度的厚度范围.图４为不同荧光层厚度的发光亮度对比,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相同充氚压力的情况下,随着荧光层厚度的增加,发光亮度先增大后减少,也即表明,涂层的

自吸收是随着涂层厚度的增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荧光层厚度较大时,涂层的自吸收会导致发光亮

度的减少;在０．７０atm 氚气压力下,发光亮度最高为０．９２cd/m２.图５为荧光层厚度为７．１２mg/cm２

时的光输出与充氚压力的关系,可以看出,光输出性能随着氚气压力的增大而减少,也即是每单位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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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利用率随着氚气压力的增加而降低.

图４　发光性能对比

图５　光输出性能

３　结论

本文根据平面放射性光源的原理和特点,提出了制备平面放射性光源荧光层的方法,并分析了荧

光层的均匀性和牢固性,然后采用正交试验法,对荧光层厚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优化,最后通

过充入放射性气体氚气,得到在β粒子激发下的荧光层的光输出特性.实验结果表明,采用沉积法制

备的荧光涂层具有较好的均匀性与牢固性;荧光粉和水的含量是影响涂层厚度的首要因素,而玻璃粉

的含量对涂层的牢固性有较大影响;玻璃粉的含量在１０％~１５％范围之间为宜;当荧光涂层质量厚度

范围为７~９mg/cm２ 时,发光亮度较佳,在０．７０atm 氚气压力下,发光亮度最高达到０．９２cd/m２;发
光亮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平面放射性光源对放射性气体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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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andluminescentproperties
ofphosphorlayerofplanarRLS

LISiＧjie,MAJunＧping,PINGJieＧhong,TANGXian,SUNYuＧhua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Coatingprocessisoneofthekeytechnologiesforpreparingplanarradioactivelightsource
(RLS)．InordertoimprovetheutilizationrateofradioactivegasbyplanarRLS,thepreparationof
itsphosphorlayeranditsluminescentpropertiesarestudiedtoprovidehighＧqualityphosphor
coatingforplanarRLS．First,thephosphorlayerwaspreparedbydeposition method,andthe
influencingfactorswerestudiedandoptimized．Finally,thelightoutputcharacteristicsunderthe
excitationofβparticles wereobtainedbychargingtheradioactivegases．Experimentalresults
indicatethat,thephosphorcoatingpreparedbythedeposition methodhadbetteruniformityand
firmness;thephosphorandwatercontentweretheprimaryfactorsaffectingthethicknessofthe
coating,andthecontentoftheglasspowderwasbetween１０％and１５％．Whenthethicknesswas
７~９mg/cm２,thebrightnesswashigherthanotherthicknesses．Underthepressureof０．７０atm
radioactivegas,theluminescencebrightnesswasupto０．９２cd/m２．
Keywords:PlanarRLS;Coatingprocess;Uniformity;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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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泳池反应堆的１２５I制备研究

胡连生,于宁文,向学琴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１２５I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医用放射性同位素,临床应用广泛,市场需求大.本研究工作基于４９Ｇ２游泳池反应堆开

展了１２５I间歇循环回路法的生产工艺研究,在可行性研究实验、模拟示踪实验的基础上,设计了辐照生产１２５I的间歇循

环回路系统,建立了１２４Xe辐照、１２５Xe收集、１２４Xe和１２５I分离、Na１２５I提取的整套生产工艺流程.使用丰度为２０％的
１２４Xe气体辐照,得到的１２５I放射性核纯度大于９９．９９％,Na１２５I的放射化学纯度大于９７．０％.试验结果表明,所建立的

间歇循环回路系统能生产高品质的医用 Na１２５I.

关键词:１２５I制备;游泳池反应堆;间歇循环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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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I是一种半衰期较长的碘的人工放射性同位素(T１/２＝５９．４d),它通过电子俘获释放能量为

３５．５０keV g的射线,并伴随能量分别为２７．２０keV、２７．４７keV的X射线.由于１２５I的半衰期较长、g射

线能量低、无β辐射,对人体组织产生的辐射损伤小,因此１２５I在核医学临床诊断、生物医学研究和肿

瘤近距离植入治疗(１２５I种子源)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１].
尤其是随着１２５I种子源近距离植入治疗肿瘤技术日趋成熟,国内接受该项技术治疗的肿瘤患者逐

渐增加,１２５I种子源的需求正在日益增加,对１２５I核素的需求也与日俱增[２,３].据不完全统计,国内１２５I
种子源生产对１２５I核素的年需求量已接近３０００Ci,全部依赖进口,１２５I原料进口成本约为２．０万元/

Ci.１２５I种子源近距离治疗肿瘤技术正值国内发展的高速增长期,对１２５I核素的需求量必将相应增加.
利用１２４Xe气体在反应堆中辐照生产１２５I的方法,基本上有高压靶筒辐照法(批生产法)、间歇循环

回路法和连续循环回路法３种.间歇循环法的生产原理介于批生产法和连续循环法之间,在高纯医

用１２５I的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该循环回路系统让１２４Xe气体在反应堆活性区辐照一定时间后,
将１２４Xe(包括１２５Xe)气体全部转移到反应堆活性区以外的衰变瓶内.间隔一定时间,待１２５Xe充分衰变

生成１２５I以后,进行１２５I和１２４Xe分离,１２５I被吸附在衰变瓶的内壁上,１２４Xe气体可以重新回到反应堆活

性区的辐照瓶内进行辐照.每批生产(在一次反应堆运行期间)可进行一次循环或多次循环,每批操

作循环完成以后,拆下衰变瓶,转移到生产车间进行１２５I的提取、纯化[４,５].
利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称原子能院)４９Ｇ２游泳池反应堆的便利条件,开展１２５I制备的新技

术开发研究,并实现１２５I核素的规模化生产,满足国内１２５I种子源科研、生产对１２５I核素不断增长的需

求,替代进口,必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开展游泳池反应堆上１２５I
间歇循环回路法的生产工艺研究,建立１２５I间歇循环回路系统,并建成１２５I年产量２００~２５０Ci的生产

线,实现规模化生产.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１２５I间歇循环回路的设计

为了最大限度开发１２５I的批生产能力,根据４９Ｇ２游泳池反应堆的结构特点、提供给１２５I生产的辐

照孔道的位置(中子注量率２．０×１０１３n/cm２/s)以及每月反应堆运行时间的安排(~１０天),在可行性

研究实验、模拟示踪实验的基础上,设计了１套主要包含１个辐照瓶、３个衰变瓶的间歇循环回路系

统.按每个衰变瓶的１２４Xe气体(丰度２０％,约１０g)进行２次循环辐照,每批生产最多可进行６次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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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设计１２５I的批生产能力为２０Ci左右.

４９Ｇ２游泳反应堆的功率为３．５MW,采用轻水冷却,反应堆堆芯和水箱体积比较小,不可能在水箱

内安装１２５I生产的任何设备,而且在反应堆运行期间,每天要辐照其他靶件,入堆、出堆的操作频繁,堆
顶大厅剂量较大,也不可能在堆顶附近安装并操作１２５I的间歇循环回路设备.经论证,我们在反应堆

一层建成循环回路的设备间,用２５m 细长管道将堆内辐照瓶与安装在设备间的３个收集(衰变)瓶连

接起来,形成一个密闭的循环回路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５个部分:堆内辐照和堆顶控制系统、气体收

集和转移系统、废气净化系统、真空系统以及温度控制系统.

１．２　模拟示踪试验

为了验证４９Ｇ２反应堆提供辐照孔道的１２５I产额估算的可靠性及为循环回路设计提供一定依据,
设计安装了一个模拟试验系统(见图１).其中:１２４Xe气体样品瓶由石英玻璃制成,瓶内定量封入天

然１２４Xe气体.

图１　模拟试验系统

经反应堆辐照后,立即将样品瓶放入模拟系统的破封管中,抽空衰变瓶及系统管道,打破石英样

品瓶,让含１２５Xe的氙气通过吸气器后冷冻至衰变瓶中,再充入约１个大气压的天然氙气,关闭衰变瓶

阀门,放置７天,让１２５Xe充分衰变为１２５I.
控制衰变瓶冷阱温度在－１００~－８０℃左右,进行１２５I和 Xe气体分离,打开衰变瓶阀门,将氙气

转移回到储存瓶中,取下衰变瓶进行１２５I的回收.用煮沸过的０．０５mol/L或０．１０mol/L的 NaOH 溶

液１０mL分别洗涤衰变瓶３~４次,每次均在密闭状态下进行,将得到的 Na１２５I溶液转移至１０mL真

空瓶中.
取样,进行放射性核纯度和放射化学纯度分析.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氙气辐照样品数据

制备了８个氙气样品瓶到反应堆辐照,每个样品１２４Xe气体的丰度、体积、压力数据见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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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氙气辐照样品数据

样品序号 １２４Xe丰度/％ 样品瓶体积/mL 充气压力/atm

１ ０．０９６ １２．６ ０．７８

２ ０．０９６ １２．６ ０．７８

３ ３．０ １２．６ ０．３１

４ ３．０ １１．３ ０．３１

５ ３．０ ８．０ ０．２５

６ ３．０ ７．３ ０．２５

７ ３．０ ８．０ ０．２５

８ ３．０ ８．３ ０．２５

２．２　１２５I洗涤实验

每个样品用浓度为０．０５mol/L或０．１０mol/L的NaOH 溶液各１０mL洗涤衰变瓶３~４次,每次

洗涤５分钟,洗涤液收集在１０mL真空瓶中.其中,前６个样品洗涤时,衰变瓶均浸在水溶液上加热;
后２个样品未加热.

分别用活度计测量各瓶的１２５I放射性活度,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洗涤１２５I的活度

样品

序号

１２５I放射性活度/μCi

第一次洗涤

[NaOH 浓度/(mol/L)]
第二次洗涤

[NaOH 浓度/(mol/L)]
第三次洗涤

[NaOH 浓度/(mol/L)]
第四次洗涤

[NaOH 浓度/(mol/L)]
总活度

１ １１１．４(０．１０) ２１．６(０．１０) ２．３(０．１０) — １３５．３

２ ８８(０．１０) １１．５(０．１０) ２．０(０．１０) — １０１．５

３ １２６０(０．１０) ２５５(０．１０) ９６(０．１０) — １６１１

４ ７９８(０．１０) １９６(０．１０) ７５(０．１０) — １０６９

５ ６５６(０．１０) ７２(０．１０) １７．６(０．１０) — ７４５．６

６ ４９８(０．０５) ７５．９(０．０５) １２．４(０．０５) — ５８６．３

７ ４４６(０．０５) ６３．２(０．０５) １９．８(０．０５) １７．６(０．０５) ５４６．６

８ ４３４(０．０５) ８３．５(０．０５) ４４．２(０．０５) １３．６(０．０５) ５７５．３

２．３　１２５I洗涤效率

将每次洗涤得到的１２５I活度除以１２５I活度的总和,可以求得每次洗涤的效率,其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１２５I洗涤效率/％

样品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第一次洗涤 ８２．３ ８６．７ ７８．２ ７４．６ ８８．０ ８４．７ ８２．５ ７５．４

第二次洗涤 １６．０ １１．３ １５．８ １８．３ ９．７ １３．１ １１．７ １４．５

第三次洗涤 １．７ ２．０ ６．０ ７．０ ２．３ ２．１ ３．７ ７．７

第四次洗涤 — — — — — — ２．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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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３的数据看出,第一次１０mLNaOH 的洗涤效率基本在７５．０％~８５．０％.如果适当延长洗

涤时间,想办法让 NaOH 溶液与衰变瓶内壁接触更充分,有可能使洗涤效率更高一些.
从表２、表３数据说明,洗涤时 NaOH 溶液的温度、浓度(０．０５mol/L或０．１０mol/L)变化对洗涤

效率没有明显的影响.

２．４　１２５I回收率计算

模拟示踪试验得到每个样品的１２５I总活度与１２５I的估算产额比较,计算每个样品的回收率,数据列

于表４.

表４　１２５I样品回收率

样品序号 辐照时间/h
停堆时１２５Xe
活度/mCi

转移时１２５Xe
活度/mCi

１２５I理论

产额/μCi

实际得到
１２５I活度/μCi

１２５I
回收率/％

１ １７７．８５ ２２．４ １１．６５ １２５ １３５．３ １０８

２ １７７．８５ ２２．４ １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１．５ ８４．６

３ ７８．２ ２８１ １４６．０ １５５１ １６１１ １０４

４ ７８．２ ２５２ １２３．０ １３０５ １０６９ ８１．９

５ １８０．７ １５０ ７２．０ ７９８ ７４５．６ ９３．４

６ １８０．７ １３５ ６３．０ ６９８ ５８６．３ ８４．０

７ １８０．１ １６５ ７９．０ ８５７ ５４６．６ ６３．８

８ １８０．１ １７３ ７６．０ ８２４ ５７５．３ ６９．８

从表４数据看出１２５I的回收率波动较大,可能是由于辐照样品放在４９Ｇ２反应堆不同辐照位置,中
子注量率相差２０．０％~３０．０％也是很正常的,因此造成每批样品的回收率差异较大.

２．５　丰度２０％１２４Xe辐照实验

用丰度２０％１２４Xe辐照生产１２５I,每个衰变瓶的１２４Xe气体(约１０g)辐照２次循环,共３个衰变瓶进

行了６次循环.
将含１２５I的衰变瓶运到化学处理生产线,每瓶分别用１０mL０．０１mol/LNaOH 溶液洗涤４次,

Na１２５I溶液分别收集在１０mL真空瓶内.
将含１２５I衰变瓶用上述 NaOH 溶液洗涤,１２５I放射性活度数值列于表５.

表５　１２５I放射性活度

实验序号
１２５I放射性活度/mCi

第一次洗涤 第二次洗涤 第三次洗涤 第四次洗涤 合计

天然
１２４Xe

１ ３２．１９ ５．４２ ３．３３ １．２６ ４２．２０

２ ３７．７０ ６．６８ １．２２ ０．５４ ４６．１４

３ ３７．９５ ５．５４ ０．９３ ０．３４ ４４．７６

２０％
１２４Xe

４ ７６４２ １４２２ ２３０ ８８ ９４０２

５ ７２４６ １４４８ ７０６ １４４ ９５４４

６ ７９２８ １２８２ ２２４ ４２ ９４７６

天然１２４Xe气体(约１０g)在反应堆中子注量率２．０×１０１３n/cm２/s条件下辐照２次循环,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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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２５I的放射性活度达到４０．０~５０．０mCi.
丰度２０％ １２４Xe气体(约１０g)在反应堆中子注量率２．０×１０１３n/cm２/s条件下辐照２次循环,可

以得到１２５I的放射性活度约为９．５Ci,用３个衰变瓶进行６次辐照循环,每批产量可以达到２８．０Ci.
说明１２５I间歇循环回路系统的设计是完全成功的.

２．６　Na１２５I溶液质量指标检测

取样,用纸色层法测量 Na１２５I溶液的放射化学纯度,数据如表６所示.

表６　Na１２５I的放射化学纯度

实验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Na１２５I放化纯度/％ ９９．５ ９８．０ ９７．０ ９８．５ ９８．９ ９７．８

从表６可以看到,Na１２５I溶液的放射化学纯度达到了９７．０％以上,符合医用标准大于９５．０％的

要求.
取样,用 HPGe多道g谱仪测量１２５I的放射性核纯度以及杂质１２６I的相对含量,数据如表７所示.

表７　１２５I放射性核纯度

实验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２５I核纯度/％ ９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９ ９９．９９９

杂质１２６I含量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６

从表７可以看到,制备得到的１２５I放射性核纯度很高,达到９９．９９９％,杂质１２６I的含量小于１×
１０－６,达到甚至超过了进口１２５I产品的水平.

３　结论

开展了１２５I间歇循环回路法的生产工艺研究,在可行性研究实验、模拟示踪实验的基础上,设计了

游泳池反应堆辐照生产１２５I的间歇循环回路系统,建立了１２４Xe辐照、１２５Xe收集、１２４Xe和１２５I分离、

Na１２５I提取的整套生产工艺流程.
通过使用丰度２０％ １２４Xe进行全流程实验结果说明,每批１２５I产量可达２８．０Ci,Na１２５I溶液质量

指标优良,无载体、无还原剂,放射化学纯度大于９７．０％以上,１２５I核纯度达到９９．９９％,达到进口 Na
１２５I产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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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１２５Iproductiontechnologyon
thebasisofSwimmingPoolReactor

HULianＧsheng,YUNingＧwen,XIANGXueＧqin
(DepartmentofIsotope,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１２５Iisakindofimportantradioisotopewhichiswidelyusedinnuclearmedicineandits
marketdemandislarge．Inthepresentstudy,１２５Iproductionprocesswasdeveloped,whichincluded
thedesignofanintermittentcirculationloopinaswimmingpoolreactoranda workshopfor
radiochemicalseparationof１２５Ifrom１２４Xeand１２５Ipurification．Verificationtestwascarriedoutusing
naturalxenongas．１２５Iwasproducedusing２０％enrichmentof１２４Xegaswithhigherthan９９．９９％of
radionuclidepurityand９７．０％ ofradiochemicalpurityin Na１２５I,indicating medical１２５Iofhigh
qualitycouldbeobtainedbytheestablishedintermittentcirculationloop．
Keywords:１２５Iproduction;Swimmingpoolreactor;Intermittentcirculation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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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Ni核素制备研究

杨红伟,胡连生,向学琴,王清贵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本文进行了不同浓度盐酸介质中Fe、Co在 AG１ＧX８中静态分配系数的研究及 Ni在 AG１ＧX８中淋洗条件研究.

采用高富集度(９８．０％)６２Ni靶件放入中国绵阳研究堆(CMRR)辐照,在中子注量率约为８×１０１３ncm－２s－１条件下

辐照９０天.辐照后的６２Ni(含６３Ni)金属片用１０mol/LHCl溶解,采用阴离子交换树脂 AG１ＧX８分离纯化６３Ni,实现
６３Ni与５９Fe、５８Co等放射性杂质核素的分离.实验结果表明:随着 HCl浓度增加,Fe、Co在阴离子交换树脂 AG１ＧX８静

态分配系数均增大,当 HCl浓度增大到９mol/L时,分配系数分别为１７７和１２．７.用９mol/LHCl淋洗,淋洗体积为

１５mL,镍回收率达到９９．３８％.辐照后６３Ni的放射性比活度理论值为０．５１Ci/gNi,分离后６３Ni放射性核纯度高,达到

９９．９９％,去污系数１．１×１０３;６３Ni放射性比活度达到０．５５Ci/gNi.

关键词:６３Ni;反应堆;离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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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Ni半衰期为１００年,β辐射能量为６５．９keV[１].６３Ni在工业上应用广泛,可用于电离辐射计量器

具用的标准放射源,用于电子捕获器、火灾报警器、测厚仪及电子管的发射极等方面的低能β放射源,
用于辐伏同位素电池的封装等[２Ｇ４].

６３Ni可由核反应６２Ni(n,γ)６３Ni获得[１],主要放射性杂质核素有５９Fe、６０Co等.镍与铁、钴的分离

纯化方法主要有氧化还原法、阴离子交换树脂色层法等.氧化还原法利用不同pH 条件下产生 Fe
(OH)３ 沉淀及水合氧化钴Co(OH)３ 沉淀,分离Fe和Co,然后将镍以碱式碳酸盐形式产生沉淀,沉
淀经化学处理,得到纯化的镍.阴离子交换树脂色层法的原理为Fe３＋ 、Co２＋ 与浓 HCl形成络阴离子,
被吸附在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上,而 Ni２＋ 络阴离子稳定性差,与树脂的亲和力小,容易从树脂上洗

脱下来,从而实现 Ni２＋ 与Fe３＋ 、Co２＋ 的分离[５].氧化还原法分离纯化过程多、步骤复杂,不利于放射

性操作,因此本文采用阴离子交换树脂色层法进行６３Ni的制备研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材料:NH４Fe(SO４)２１２H２O,HONH３Cl(盐酸羟胺),C１２H８N２H２O(１,１０Ｇ菲啰啉,又叫邻二

氮菲),CoCl２６H２O,５Ｇ氯Ｇ２Ｇ(吡啶偶氮)Ｇ１,３Ｇ二氨基苯(钴试剂),Ni(NO３)２６H２O,丁二酮肟,盐
酸,６２Ni(９８％)粉末,AG１ＧX８离子交换树脂;国药集团.

仪器:岛津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液闪计数器,高纯锗γ谱仪.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Fe３＋ 和Co２＋ 在 AG１ＧX８上的静态分配系数的测定

分别称取０．５gAG１ＧX８置于１０mL试管中,在每支试管中分别加入５．０mL含Fe３＋ 或 Co２＋ (约

１mg/mL)示踪剂的１mol/L、３mol/L、５mol/L、７mol/L、９mol/L、１１mol/L盐酸溶液.振荡３０min后

离心５min,取上清液１mL稀释至２５mL,用分光光度法测Fe３＋ 和Co２＋ 含量并计算分配系数.

静态分配系数Kd 计算公式为:Kd＝
V
m

(S０

Seq
－１)

式中:S０ 为原始示踪溶液的浓度,mg/mL;Seq上清液的浓度,mg/mL;V 为示踪液体积,mL;m 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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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量,g.

１．２．２　镍在 AG１ＧX８柱的淋洗曲线

取处理过的 AG１ＧX８阴离子交换树脂２g,装入直径为１０ mm 的玻璃柱中,柱床高度约为

３０mm,用９mol/L盐酸平衡柱.将５．０mL含Fe３＋ 、Co２＋ (约１mg/mL)和Ni２＋ (约２０mg/mL)示踪

剂的９mol/L盐酸溶液加载到 AG１ＧX８上,保持流速恒定,每１mL收集一次透过液,每个样品取

２５μL透过液用分光光度法测 Ni２＋ 含量.接着用１８mL９mol/L盐酸淋洗柱子,保持流速稳定,每
３mL收集一次洗脱液,每个样品取２５μL透过液用分光光度法测 Ni２＋ 含量,计算每份收集液收集体

积内 Ni２＋ 的量,以淋洗体积和 Ni２＋ 的量做淋洗曲线.

１．２．３　Fe３＋ 、Co２＋ 在 AG１ＧX８柱的去污系数和 Ni２＋ 回收率的测定

将５．０mL含Fe３＋ 、Co２＋ (约１mg/mL)和 Ni２＋ (约２０mg/mL)示踪剂的９mol/L盐酸溶液加载

到 AG１ＧX８上,保持流速恒定,再用１５mL９mol/L盐酸淋洗,共收集２０mL透过液.用分光光度法

测定Fe３＋ 、Co２＋ 含量,计算去污系数;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Ni２＋ 含量,计算 Ni２＋ 回收率.

１．２．４　６２Ni靶件辐照

采用高富集６２Ni(９８％)粉末压制成金属片,每个６２Ni金属片直径６．３mm,厚度０．５mm,约０．１g.将

３个６２Ni金属片放入靶筒中,在CMRR反应堆中辐照,中子注量率约为８×１０１３ncm－２s－１,辐照９０天

后取出靶件.

１．２．５　６３Ni分离纯化

１．２．５．１　阴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及装柱

AG１ＧX８阴离子交换树脂(１００~２００目)用去离子水漂洗后,用１mol/L盐酸溶液浸泡２４h.将

处理过的 AG１ＧX８阴离子交换树脂装入直径为１０mm 的玻璃柱中,柱床高度３０mm(树脂重量约

２．０g),１mol/L盐酸以自然流速过柱,再用１０mL９mol/L盐酸溶液过柱,备用.

１．２．５．２　６３Ni分离纯化

将辐照过的１个金属镍片称重,放入５０mL烧杯中,用２５mL９mol/L盐酸溶解金属镍,得到
６３Ni溶解液.取５０μl６３Ni溶解液测量６３Ni活度及杂质活度.

将６３Ni溶解液加载到 AG１ＧX８阴离子交换树脂柱,保持自然流速过柱,用５０mL容量瓶收集６３Ni
透过液,再用２０mL９mol/L盐酸淋洗,用容量瓶收集６３Ni洗脱液并用去离子水加至刻度线,得到６３Ni
溶液.取５０μl６３Ni溶液测量６３Ni活度及杂质活度.

计算去污系数及６３Ni回收率.

２　结果和讨论

２．１　Fe３＋ 和Co２＋ 在AG１ＧX８上的静态分配系数

测定不同 HCl浓度介质中Fe３＋ 和Co２＋ 在AG１ＧX８树脂上的静态分配系数Kd,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HCl浓度条件下Fe、Co分配系数

离子种类
不同 HCl浓度(mol/L)下的Kd

１．０ ３．０ ５．０ ７．０ ９．０ １１．０

Fe３＋ ０．６５４ ２．７１ １５．６ ６５．７ １７７ １６７

Co２＋ ０．１９４ ０．４６８ ０．４３７ ２．８４ １２．７ １５．０

由表１可知,随着盐酸浓度的增加,Fe和Co分配系数增加,当盐酸浓度增加至９mol/L时,变化

较小,Fe、Co分配系数分别为１７７和１２．７.

２．２　镍在AG１ＧX８柱的淋洗曲线

以９mol/L盐酸淋洗 AG１ＧX８柱,不同淋洗体积透过液中镍的含量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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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淋洗体积透过液镍的含量

淋洗体积/mL １ ２ ３ ４ ５ ８ １１ １４ １７ ２０ ２３

镍含量/mg ３．４３５ ８．５０９ １４．５１ １５．５５ １６．１３ １５．７８ １２．１５ ８．１２４ ３．６３４ １．３７６ ０．２４９

以９mol/L盐酸淋洗柱的淋洗体积对镍在 AG１ＧX８ 阴离子交换树脂上的透过量做淋洗曲

线(见图１).

图１　Ni淋洗曲线

从表２和图１看出,随着上柱体积增加,透过镍的量增加,上柱体积达到５mL时透过镍的量为

５８．１３mg,已经有５８．１３％镍从柱上透过,表明镍在 AG１ＧX８阴离子交换树脂上吸附能力差.用

９mol/L盐酸淋洗,当淋洗体积为１５mL时,绝大部分镍已经被淋洗下来,达到９９．２０％,继续增加淋

洗体积,收集液中的镍含量低,显色后颜色过浅,接近本底,用吸光光度法测量误差偏大,因此不再继

续淋洗.

２．３　Fe、Co在AG１ＧX８柱上的去污系数

用分光光度法测量２０mL透过液中Fe、Co的含量,并与上柱前Fe、Co含量比较,计算Fe、Co在

AG１ＧX８柱上的去污系数,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Fe、Co去污系数

名称 透过液浓度/(μg/mL) 透过液体积/mL 透过液含量/μg 原始含量/mg 去污系数

Fe３＋ ＜０．１ ２０ ＜２．０ ５．０ ＞２．５×１０３

Co２＋ ＜０．０２ ２０ ＜０．４０ ５．０ ＞１．２５×１０４

由表３可知,AG１ＧX８阴离子交换树脂对Fe、Co的去污系数均大于２．５×１０３.

２．４　Ni回收率

用分光光度法测量２０mL透过液中的 Ni含量,与上柱前 Ni含量比较,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４.

表４　Ni回收率

透过液 Ni浓度/(μg/mL) 透过液体积/mL 透过液 Ni含量/mg 原始 Ni含量/mg 回收率/％

４９６９ ２０ ９９．３８ １００ ９９．３８

从表４中得出,用１５mL９mol/L盐酸淋洗柱,Ni的回收率为９９．３８％.

２．５　６３Ni产额计算

６２Ni靶件在堆内辐照,产生６３Ni的放射性活度理论值为:A＝ϕσ１N１,０(１－e－λ２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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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１,０为６２Ni靶核的原子数;ϕ 为中子注量率;σ１ 为６２Ni热中子界面１４．５b;λ２ 为６３Ni衰变常数,

s－１;Tb 为辐照时间,s.
经过计算,０．１g富集度为９８．０２％的６２Ni金属片在反应堆中子注量率为８×１０１３ncm－２s－１条

件下辐照９０天,６３Ni的放射性活度为５１mCi,６３Ni的放射性比活度为０．５１Ci/g.

２．６　６３Ni分离纯化

６３Ni分离纯化结果如表５、表６所示.

表５　６３Ni与其他放射性核素活度

核素 分离 测量活度/Bq 测量体积/μl 溶液体积/mL 总活度/Bq

６３Ni
纯化前 １．９４×１０６ ５０ ２５ １．９４×１０９

纯化后 ２．０９×１０６ ５０ ５０ ２．０９×１０９

其他放射性核素
纯化前 ２．０３×１０３ １００ ２５ ５．０６×１０６

纯化后 ９１．６ １０００ ５０ ４．５８×１０３

表６　６３Ni纯化结果

６３Ni放射性核纯度(％) 活度/mCi 比活度/(Ci/g) 回收率/％ 去污系数/×１０３

＞９９．９９ ５６．４８ ０．５５４ １０８ １．１

经测量计算,分离纯化后６３Ni的活度(５６．４８mCi)与产额计算的活度(５１mCi)一致.分离纯化后
６３Ni的放射性核纯度达到９９．９９％以上,说明纯化措施有效.６３Ni基本被回收利用,回收率大于１００％
是因取样测量存在误差造成.采用阴离子交换树脂色层法制备６３Ni,制备的６３Ni核纯高、回收率高,
６３Ni损失小,可作为制备高核纯度６３Ni的方法.

３　结论

采用离子交换法进行６３Ni与Fe、Co等放射性核素的分离纯化,并对淋洗条件进行了研究.盐酸

介质浓度为９mol/L、淋洗体积１５mL 时,分离效果好,Ni回收率高,６３Ni的放射性核纯度达到

９９．９９％以上.辐照后的６３Ni放射性活度与理论计算值基本一致,因此,可通过延长照射时间、增加中

子注量率等措施来实现高比活度６３Ni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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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productionof６３Ninuclide

YANGHongＧwei,HULianＧsheng,XIANGXueＧqin,WANGQingＧgui
(Departmentofisotope,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Inthis paper,thestatic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of Fe,Coin AG１ＧX８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ofhydrochloricacidmediumandtheelutionconditionsofNiinAG１ＧX８werestudied．Ahigh
enrichment(９８．０percent)nickel６２targetwasplacedintheMianyangResearchReactor(CMRR)inChina
andirradiatedfor９０daysataneutronfluxofapproximately８×１０１３ncm－２s－１．Theirradiatednickel
６２(containnicklel６３)metalslicewasdissolvedin１０mol/L HCl,andthenickel６３wasseparated
andpurifiedbyanionexchangeresinAG１ＧX８torealizetheseparationofnickel６３andiron５９,

cobalt５８andotherimpuritynuclei．Theexperimentresultsshowedthatthestaticdistribution
coefficientof Fe,Coin anion exchangeresin AG１ＧX８increases with theincrease of HCl
concentration．WhenHClconcentrationincreasesto９mol/L,thedistributioncoefficientis１７７and
１２．７respectively．Theelutionvolumewas１５ mLandthenickelrecoveryratewas９９．３８％ with
９mol/LHCl．Thetheoreticalspecificradioactivityof６３Niwas０．５１Ci/gNi．Theradionuclidicpurity
of６３Niwas９９．９９％ anddecontaminationfactorwas１．１×１０３．Thespecificradioactivityof６３Ni
reachedto０．５５Ci/gNi．
Keywords:６３Ni;Reactor;Ion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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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人员剂量监测与防护

许洪卫,张海旭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工艺包括源芯制备、焊接、装配、验收等多道工序.本研究工作对从事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的四位

主要操作人员进行辐照剂量监测研究,包括个人外照射剂量监测、内照射剂量监测等.个人外照射剂量通过佩戴个人

剂量计测定,内照射剂量通过对操作环境的气溶胶监测和取操作人员尿样分析检测.结果显示,四名主要操作人员的

个人外照射剂量均低于个人剂量限值;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空气中没有检测到放射性气溶胶;无一例操作人员

出现内照射剂量超标现象.研究结果证明了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中对操作人员辐射防护的有效性.

关键词:２３８Pu;放射源;个人剂量监测;辐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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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Pu放射源具有安全可靠、发热量大等优点,可用于深空探测研究.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月

球、火星探测中就用到了２３８Pu放射源和放射性同位素电池[１Ｇ２].
２３８Pu属于α极毒放射性物质,且产生n、γ射线.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既要防止因吸入导

致的内照射,又要对n、γ射线进行外照射辐射防护[３].为确保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工作人员的

安全,并使操作人员的个人和集体剂量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尽量低(ALARA)的水平,我们进行了大

量的个人剂量监测及辐射防护工作.本研究工作对参与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的所有人员进行了个

人剂量监测,选取四个受照剂量最大的操作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个人外照射与内照射剂量监测,以
期为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操作人员的辐射防护提供参考.

１　实验设备

伯托中子周围剂量率仪:量程:３０nSv/h~１００mSv/h,能量响应范围:热中子约２０MeV,灵敏度:

２．８３计数/μSv/h或者０．７９cps/μSv/h;４５１Pγ巡测仪:量程:０~５０mSv/h,能量响应范围:＞１keV
的β射线、＞２５keV的γ射线和X射线;CoMo１７０表面污染监测仪:能同时测量α、β和γ辐射,表面

积１７０cm２,Pu２３８探测效率１８％;EAM 型环境气溶胶监测仪:钚的探测下限为０．０８~０．０９Bq/m３

(０．２５h测量),采样膜收集效率＞９９％;热释光剂量仪 RGD－３A:Urel＝７％k＝２０．０４mSv~１０Sv;
光释光剂量仪Inlight－２００＋Al２O３:C:Urel＝７％k＝２０．０２mSv~１０Sv;CRＧ３９个人中子监测系统:
探测下限(MDL)为０．２mSv.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工艺及辐射防护

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工艺包括源芯制备、焊接、装配等,其中源芯制备又包含生坯制备、粉末处理、原
料混合、原料复用、生坯烧结等工序.焊接包括内壳装配、内壳焊接、外壳焊接准备以及外壳焊接等工

序.针对不同工位剂量率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防护材料进行辐射防护.
源芯制备过程中,不同阶段在相应工作位置的最大剂量率与防护措施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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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源芯制备不同阶段相应工作位置的最大剂量率与防护措施

工艺 工位 n剂量率/(μSv/h) γ剂量率/(μSv/h) 单人最长操作时间/min 屏蔽方式

生坯制备 ⅣＧ６ ６３ ４．３ １５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粉体处理 ⅣＧ１３ ５０ １１ １４０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原料混合 ⅣＧ１２ ３８ １２．６ ４５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原料复用 ⅣＧ１４ ４３ ３．５ １０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生坯烧结 ⅣＧ７ ３３ ３ ５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焊接过程中,不同阶段在相应工作位置的最大剂量率及防护措施如表２所示.

表２　焊接不同阶段相应工作位置的最大剂量率及防护措施

工作阶段 工位 n剂量率/(μSv/h)γ剂量率/(μSv/h) 单人最长操作时间/min 屏蔽方式

内壳装配 ⅣＧ８ ４１ ６ ４０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内壳焊接 １４６焊接位 ５１ １２ ３０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内壳焊接 ⅣＧ１０ ７０ ２４ ３０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内壳焊接 ⅣＧ９ ９３ ４ ３０ 手套箱＋含硼聚乙烯板

外壳焊接准备 通风柜 A １６ ９．９ １５ 水箱

外壳焊接 ５０３焊接位 １１ ４．７ １５ 水箱

装配过程中的最大剂量率及防护措施如表３所示.

表３　装配过程中的最大剂量率及防护措施

工作阶段 工位 n剂量率/(μSv/h) γ剂量率/(μSv/h) 单人最长操作时间/min 屏蔽方式

产品装配 通风柜B ２５ ９．６ ２０ 水箱

２．２　个人剂量监测对象

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工艺过程中,对所有参与人员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本工作中主要选取了四

个主要操作人员作为实验对象.人员甲,主要负源芯制备及产品装配,主要工作位为１４６ⅣＧ６、ⅣＧ７、

ⅣＧ１２、ⅣＧ１３及ⅣＧ１４;５０３通风柜 B.人员乙,主要负责源壳装配及焊接,主要工作位为１４６ ⅣＧ８、

ⅣＧ９、ⅣＧ１０及焊接位;５０３焊接位.人员丙,主要负源芯制备及产品装配,主要工作位为１４６ ⅣＧ６、

ⅣＧ７、ⅣＧ１２、ⅣＧ１３及ⅣＧ１４;５０３通风柜 B.人员丁,主要负责源壳装配及焊接,主要工作位为１４６
ⅣＧ８、ⅣＧ９、ⅣＧ１０及焊接位;５０３焊接位.主要操作人员在工作全过程中工作时间最长、受照剂量最

大,因此用这些人员的受照剂量评价项目工作的辐射安全是合理可行的.
项目实施期间,放射性操作都会有相应的监测记录,用于估算并评价工作人员每次受照剂量是否

合理和安全,但存在工作人员并非始终处于最高辐射场不动以及记录时间的误差,所以人员最终的受

照剂量仍以辐安所个人剂量计数据为准.

３　实验结果

３．１　操作人员的外照射剂量监测

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主要考虑中子辐射与γ射线的防护.四名操作人员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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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期间进行多次放射性操作,操作期间左胸位置佩戴个人剂量计.

３．１．１　操作人员的估算数据

通过对整个项目实施期间人员操作位的剂量监测,并记录相应的操作时间,对四名操作人员的个

人外照射总剂量进行估算.表４为根据监测记录计算叠加出的主要操作人员总受照剂量.

表４　主要操作人员的估算受照剂量

人员 工作总时长/h γ受照总剂量/mSv n受照总剂量/mSv n＋γ受照总剂量/mSv

甲 ５８．８５ ０．２４０ １．０５６ １．２９６

乙 １３．４ ０．１１８ ０．４２０ ０．５３８

丙 ４５．７５ ０．２３６ ０．８３９ １．０７５

丁 １２．５ ０．１１０ ０．３６５ ０．４７５

人员甲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一共进行了７９次放射性操作,工作总时长为５８．８５h,所接受

的n＋γ总累积剂量估算为１．２９６mSv.人员乙一共进行了２６次放射性操作,工作总时长为１３．４h,
工作过程中所接受的n＋γ总累积剂量估算为０．５３８mSv.人员丙一共进行了７６次放射性操作,工作

总时长为４５．７５h,于工作过程中所接受的n＋γ总累积剂量估算为１．０７５mSv.人员丁一共进行了２９
次放射性操作,工作总时长为１２．５h,于工作过程中所接受的n＋γ总累积剂量估算为０．４７５mSv.以

上估算结果中,个人接受总剂量最大为人员甲,其γ受照剂量为０．２４０mSv,n受照剂量为１．０５６mSv,
总计１．２９６mSv,未超过剂量限值６mSv要求.

３．１．２　个人剂量计数据

每月将个人剂量计送检,具体数据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个人剂量计记载数据

人员
光子辐射个人剂量当量

深部 Hp(１０)/mSv

中子辐射个人剂量当量

深部 Hp(１０)/mSv
肢端当量剂量/mSv 工作时间

甲 １．１１ ＜MDL＋＜MDL＋０．２７ １１３．６５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８．１

乙 ０．３ ＜MDL＋０．２８＋＜MDL ４．６４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８．１

丙 １．２５ ＜MDL＋０．５５ １０７．０９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８．１

丁 ０．３２ ＜MDL＋＜MDL＋＜MDL １．５５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８．１

　备注:光释光(OSL)剂量计(光子)的探测下限(MDL)为０．０２ mSv;３９Cr个人中子剂量计的探测下限(MDL)为

０．２mSv;热释光指环剂量计(肢端)的探测下限(MDL)为０．０４mSv.

在计算由个人剂量计给出总剂量时,由于低于中子探测下限的部分没有数据,按照可能的最大值

来考虑,认为该阶段的累积剂量达到探测下限０．２mSv,γ则按照实际剂量计测量结果汇入计算.那

么通过剂量计月测得到的总累积剂量最高的为人员丙,他的中子受照剂量为０．７５mSv,γ受照剂量为

１．２５mSv,总剂量为２mSv,不超过６mSv的剂量限值要求.肢端剂量最大为人员甲１１３．６５mSv,不
超过１５０mSv的肢端剂量限值要求.此次２３８Pu放射源生产活动全部参与者的个人外照射剂量完全

满足个人剂量限值的要求.
个人剂量计累积剂量测出结果最高两人分别为人员甲(γ:１．１１mSv,n:０．６７mSv)和人员丙

(γ:１．２５mSv,n:０．７５mSv),该结果从n、γ总累积剂量值上看,为全部主要操作人员中的最高水平,但
分别从n及γ的结果来看,估算结果同个人剂量计测量结果存在差距.尤其是个人剂量计光子部分

的数据与使用４５１pγ巡测仪测量估算的累加数据相差３~５倍,数据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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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原子能院计量站的标准测量实验发现中子周围剂量当量率仪的现场测量结果与个人剂量计

在探测下限以上的累积的测量结果符合.

４５１pγ巡测仪在测量经过重核金属包壳过滤掉低能γ射线成分后,其测量结果与个人剂量胶片

符合.而项目生产线都是原料粉末操作,箱室为厚铸铁层,工作时手套孔处于打开无屏蔽状态,直射

或散射的射线对个人剂量计形成照射,而４５１pγ巡测仪对低能γ无法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因此,通
过仪表实测而获得的估算总γ剂量值小于个人剂量计的测量结果.

经过分析及实验,证明这些差距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个人剂量计的中子探测下限较高,部分月

份的中子累积剂量低于探测下限,未获得有效数据,从而使得剂量胶片月测结果加和小于估算结果;

４５１p巡测仪只能对一定范围能区进行标定,导致低能区无法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从而使得通过现

场仪表实测而获得的估算总γ剂量值小于个人剂量计的测量结果.

３．２　操作人员的内照射监测

非密封２３８Pu放射源操作阶段全程进行了工作场所的气溶胶连续监测,将每天工作过程中 EAM
监测仪测得的２３８Pu浓度最大值按照工作进行的时间顺序排列绘制如图１所示.横坐标单位为工作

时间(天),按照工作进行的时间顺序排列.纵坐标单位为Bq/m３,为当日EAM 监测仪所测得的２３８Pu
浓度最大值.

图１　工作场所的气溶胶连续监测结果

由图１可见,大部分数据低于设备的探测限(０．０８~０．０９Bq/m３).峰值接近０．２５Bq/m３ 的数据,
为当天某一时刻的短暂上升,随后回归平均水平,此值低于国家标准及项目辐射防护大纲要求的前区

气溶胶浓度限值１Bq/m３,因此,场所空气始终处于安全状态.
同时,在研究工作进行中期、结束后所进行的操作人员的尿样采集,并送检以评估其内照射情况.

主要操作人员的尿液样品检测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操作人员尿液检查结果

检测项目名称 ２３８Pu

检测依据 «尿中钚的测定»(EJ２７４—８７)

检测设备 ENSEMBLEＧ８α谱仪

检测地点 低本底实验室 工作周期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１８．３

检　　测　　结　　果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２０１７００５Ｇ２０１７０９０２Ｇ甲 ２３８Pu ≤LD

２０１７００５Ｇ２０１７０９０２Ｇ乙 ２３８Pu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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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

２０１７００５Ｇ２０１７０９０２Ｇ丙 ２３８Pu ≤LD

２０１７００５Ｇ２０１７０９０２Ｇ丁 ２３８Pu ≤LD

备注 探测限(LD):４．９×１０－５Bq/L.

由表６结果可知,２３８Pu放射源放射生产活动中,四个主要操作人员未出现人员内照射剂量超标

情况.研究工作其他参与人员的尿液都送检了,所有样品检验结果都显示正常,提示所有参与人员都

没有内照射剂量超标.

４　总结

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主要考虑中子与γ射线的辐射防护.通过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主

要操作人员的个人外照射剂量的监测以及对尿样分析,结果表明全部参与者的个人外照射剂量低于

个人剂量限值,且参与人员中无一例出现内照射剂量超标,提示了在２３８Pu放射源制备过程中对操作

人员采取的辐射防护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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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personaldosemonitoringandradiation
protectionduringmanufacturing２３８Puradioactivesource

XU HongＧwei,ZHANGHaiＧxu
(DepartmentofIsotope,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The preparation processfor ２３８Pu radioactivesourceincludessource manufacture,

welding,fabrication,verificationtest．Inthepresentwork,oursubjectswerechosenforindividual
dosemonitoring．Foreachsubject,externalirradiationdosemonitoringdeterminedwithpersonal
dosimeter,andinternalirradiationdosemonitoringanalyzedwithurinesamples,wereconducted．
Theexperimentalresultsshowedthatthepersonalexternalirradiationdoseofthefoursubjectswas
lessthanthelimitingvalue．Noradioactivitydetectedintheurinesamplesindicatedthatpersonal
internalirradiationprotectionduringtheprocessforthesubjectswaseffective．
Keywords:２３８Pu;Radioactivesource;Individualdosemonitoring;Radiation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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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比色法测定痕量悬浮固体的应用研究

张　领,潘宗鹏,章　超,苗　丽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浙江 三门３１７１１２)

摘要:AP１０００机组化学控制中,对一、二回路系统正常运行期间悬浮固体控制指标要求严格,如一回路冷却剂系统≤
５０×１０－９,主给水系统≤１０×１０－９.使用传统重量法分析,存在样品体积较大、分析时间长、人员接受剂量高、分析稳

定性差等问题.本文通过确认 AP１０００电站一、二回路冷却剂中悬浮固体主要成分,研究应用痕量悬浮固体测量的新

方法———滤膜比色法,即过滤１－２L样品,通过滤膜与标准比色卡对比,得到样品中悬浮固体含量.该方法为半定量

分析,方法简单、准确,操作便捷,可以满足 AP１０００核电厂一、二回路中痕量悬浮固体监督需求.

关键词:滤膜比色法;痕量悬浮固体;AP１０００;半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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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１０００机组化学控制中,需要定期监测一、二回路水质悬浮固体含量,具体控制限值及分析频率

如表１所示.三门核电机组运行期间,由于系统设备材料腐蚀,一、二回路系统中不可避免会有悬浮

固体微粒,一回路微粒会沉积在燃料包壳表面,影响堆芯的轴向功率分布,同时由于沉积物的活化,也
会导致冷却剂放射性水平的升高;二回路微粒进入蒸汽发生器,影响蒸汽发生器传热管的完整性.因

此准确测量一、二回路悬浮固体含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标(GB１１９０１—１９８９)及国内核电站的做

法多为采用重量法分析悬浮固体,即过滤一定体积样品,称量截留在０．４５μm 滤膜上的固体的质量.
重量法测定痕量悬浮固体存在以下缺点:

取样量大,比如,以达到表１中AP１０００系统控制的限值为例,采用重量法测定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悬浮固体含量,取样量为１０L;测量主给水系统悬浮固体含量,取样量为１００L.
分析过程复杂分析时间长,重量法测定悬浮固体涉及滤膜恒重、过滤、烘干等过程,以主给水系统

为例,分析一次悬浮固体需要３h.
人员接受放射性剂量高,由于取样量大、分析时间长,导致采用重量法分析悬浮固体时化学人员

接受剂量高,比如分析一回路冷却剂样品,每次会有１~２μSv的辐射剂量.
因此,本论文通过大量对比试验,研究应用比色法分析痕量悬浮固体新方法,用于快速、准确测量

电站一、二回路系统中的痕量悬浮固体.

表１　AP１０００一、二回路系统悬浮固体测量需求

序号 系统 测量限值/１０－９ 监督频率 备注

１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５０ １/周

２ 主给水系统 ≤１０ １/天 功率升至３０％前

３ 除盐水储存及分配系统 ≤５０ １/月 除盐水储存箱

４ 除盐水储存及分配系统 ≤５ １/月 凝结水储存箱

５ 除盐水系统 ≤５ １/月 除盐水箱

１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器材与试剂

１．１．１　器材

正压过滤系统(密理博);MilliＧQ AdvantageA１０超纯水仪(密理博);XS２０５DU 电子天平(梅特

勒Ｇ托利多);OGH６０电烘箱(热电);HAWP０４７００滤膜(０．４５μm,密理博);聚丙烯称量瓶;温湿度计;
量筒;干燥器;镊子;比色卡(Babcock&Wilcox).高纯硝酸(默克);１g/LFe标准溶液(中国计量院),

Ni标准溶液(中国计量院).
扫描电子显微镜(NovaNanoSEM４５０)/X射线能谱仪(５１ＧXMX１０１３),AA４００单火焰原子吸收谱

仪(PE),AA９００T原子吸收谱仪(PE),ICPＧOES８００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PE).

１．１．２　试剂

MilliＧQAdvantageA１０超纯水仪出水(电阻率为１８．２MΩ,２５℃,经０．２２μm 滤膜过滤).

１．２　测量方法

１．２．１　样品选择

选择 AP１０００电站主给水系统、蒸汽发生器排污系统、一回路冷却剂系统、闭式循环水系统水样

进行悬浮固体比色测量法分析与验证.

１．２．２　样品体积的选择

滤膜失重会引起±０．１mg的误差,因此根据不同系统的悬浮固体含量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过滤体

积.重量法取样量５~１５０L,比色法１~２L.

１．２．３　重量法分析悬浮固体含量[１,２]

将２张滤膜干燥恒重处理(两次称量相差±０．１mg),得到初始质量m１０、m２０,按照上下顺序放入

正压过滤器中,过滤５~１５０L体积待测样品,悬浮固体截留在滤膜上,取出滤膜干燥恒重,冷却称重

m１１、m２１
[３Ｇ５],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出悬浮固体含量:

C＝│(m１１－m１０)－(m２１－ m２０)│/V
式中:C———悬浮固体含量,μg/L;

V———过滤体积,L.

１．２．４　滤膜比色法分析悬浮固体含量

使用正压过滤系统(密理博),过滤１~２L待测样品,悬浮固体截留在滤膜(０．４５μm)上,使用镊

子将滤膜夹出,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干燥５min.颜色与标准卡比对.

１．２．５　滤膜成分分析

重量法得到的滤膜,使用高纯硝酸消解后在使用原子吸收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分析

悬浮固体中的Fe、Ni含量,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仪分析悬浮固体中各元素含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核电站典型样品中悬浮固体中成分分析

２．１．１　悬浮固体中成分分析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仪分析核电站典型样品中悬浮固体成分,结果参见表２.数据

分析如下:
主给水系统中主要是Fe的氧化物,且Fe含量为６３．６％,O含量为３１．０％,与Fe２O３ 中元素比

例接近.
蒸发器排污系统中主要是Fe的氧化物,且Fe含量为７０．０％,O含量为２４．２％,与Fe３O４ 中元

素比例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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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堆冷却剂系统中主要是Fe、Ni的氧化物,Fe含量为２３．８％,Ni含量为１７．９％,氧含量为

３３．４％,与镍基铁酸盐(CoyNixFe３－x－yO４,x＋y＜１)元素比例接近,判断 C 含量较高的原因为

AP１０００机组冷却剂中添加了醋酸锌,有机物吸附在悬浮固体导致.
闭式冷却水系统中主要是Fe的氧化物,且Fe含量为４１．３％,氧含量为３３．３％,与Fe３O４ 中元

素比例接近,判断C、O含量较高原因为闭式冷却水系统中细菌含量较高,吸附在悬浮固体导致.

表２　AP１０００一、二回路系统样品悬浮固体成分

样品
一回路冷却

剂悬浮固体

二回路主给水

悬浮固体

二回路蒸发器

排污悬浮固体

二回路闭式冷却水

系统悬浮固体

元素 质量百分比含量/％

C ２４．６ ３．４ ３．９ ２３．３

O ３３．４ ３１．０ ２４．２ ３３．３

Al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２

Cr ——— ０．５ ０．２ ———

Mn ——— ——— ０．７ ０．５

Fe ２３．８ ６３．６ ７０．０ ４１．３

Ni １７．９ ０．４ ０．７ ———

Pb ——— ０．３ ——— ———

Si ０．３ ——— ０．２ ０．１

Cu ——— ——— ——— ０．３

Zn ——— ——— ——— １．１

２．１．２　悬浮固体中主要成分稳定性验证

确认电站一、二回路典型样品中悬浮固体主要成分后,为了验证悬浮固体成分是否稳定,使用原

子吸收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分析,进行了多次验证,结果如表３所示.表３结果表明,四
个样品中的主要成分稳定.

表３　AP１０００一、二回路系统样品悬浮固体主要元素稳定性验证

样品 样品编号 Fe质量百分含量/％ Ni质量百分含量/％

二回路主给水样品悬浮固体

１ ５７．３ ———

２ ５５．４ ———

３ ５７．３ ———

４ ５１．７ ———

二回路蒸发器排污悬浮固体

１ ６５．６ ———

２ ６０．４ ———

３ ６０．４ ———

４ ６２．１ ———

一回路冷却剂样品悬浮固体

１ ２４．４ １３．６

２ ２５．４ １９．０

３ ＜３０．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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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样品 样品编号 Fe质量百分含量/％ Ni质量百分含量/％

二回路闭式冷却水系统悬浮固体

１ ３９．５ ———

２ ３２．１ ———

３ ４３．２ ———

综上所述,核电站一回路样品中悬浮固体为Fe、Ni氧化物,二回路样品中悬浮固体为Fe的氧化

物,且悬浮固体成分稳定,为使用滤膜比色法测量悬浮固体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２　滤膜比色法测量悬浮固体

使用滤膜比色法分析实际样品,分析结果如图１至图３所示.

图１　Fe２O３X H２O标准比色卡

图２　(Fe２O３X H２O∶Fe３O４)１．５∶１标准比色卡

图３　Fe３O４ 标准比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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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是实际得到的悬浮固体滤膜,与标准比色卡进行比较.可以得出,Fe的氧化物类型不同

的悬浮固体,其不同含量的颜色与标准比色卡一致.

２．３　滤膜比色法与重量法对比

分别采用重量法和比色法对同一样品水样悬浮固体含量进行测量,验证比色法测量悬浮固体的

准确性.具体数据如表４所示.

表４　滤膜比色法与重量法对比

取样系统 重量法过滤体积/L 重量法分析结果/μg/L 滤膜比色法过滤体积/L 滤膜比色法分析结果/μg/L

闭式水系统

６ １４０ １ ＜１５０

５ ３６０ １ ＜５００

５ １４４ １ ＜１５０

５ ７２ １ ＜７５

５ ２０ １ ＜２５

５ ４２ １ ＜５０

２０ ９．６ １ ＜１０

主给水系统

５０ ２４ １ ＜２５

５０ １４．８ １ ＜１０

５０ １３．２ ２ ＜１２．５

５０ ９．７ １ ＜１０

５０ １１．２ １ ＜１０

５０ ９．４ １ ＜１０

１００ ８．６ １ ＜１０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

１０ ７８ １ ＜７５

１０ １４．８ １ ＜２５

２０ ９．２ １ ＜１０

１０ １８．３ １ ＜２５

１０ １１５ １ ＜１５０

１０ ７０ １ ＜７５

２０ ９ １ ＜１０

通过对比可知,比色法的分析结果与重量法基本相同,相差小于一个比色等级,满足 AP１０００电

站水质监督要求.

３　结论

通过该研究,证明了核电厂一回路、二回路水样可以使用滤膜比色法分析痕量悬浮固体.相比于

传统的重量法,该方法准确高效,简便易行,减少放射性废液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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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researchoncolorimetricmethod
fordeterminationoftracesuspended

solidsbyfiltrationmembrane

ZHANGLing,PANZongＧpeng,ZHANGChao,MIAOLi
(SMNPCChemistryDepartment,SanmenofZhejiangProv．３１７１１２,China)

Abstract:InthechemicalcontrolofAP１０００unit,therequirementsforsuspendedsolidsinthe
normaloperationofthefirstandsecondloopsystemarestrict．Suchas,thefirstloopcoolantsystem
islessthanorequalto５０×１０－９,themainfeedwatersystemislessthanorequalto１０×１０－９．
UsingtraditionalWeightmethod,therearesomeproblemssuchaslargesamplevolume,long
analysistime,highdoseforpersonnelandpoorstabilityofanalysis．Inthispaper,anewmethodfor
thedeterminationoftracesuspendedsolidsisresearchedbyconfirmingthemaincomponentsof
suspendedsolidsinnuclearpowerplantprimaryandsecondaryloopcoolant,FilterColorimetric
method．Thatis,filter１Ｇ２Lsamplevolume,thecontentofsuspendedsolidswasobtainedby
comparingthefiltermembranewiththestandardcolorchart．The methodissemiＧquantitative,

simple,accurateandconvenient．The monitoringrequirementsoftracesuspendedsolidsinthe
primaryandsecondarycircuitsofAP１０００nuclearpowerplantcanbemet．
Keywords:Colorimetricmethod;Tracesuspendedsolids;AP１０００;SemiＧquant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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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P类萃取剂分离三价锕系和镧系元素的研究进展

刘栎锟,张　虎,何喜红,叶国安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乏燃料具有长期的辐照危害,其安全处理处置是制约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分离—嬗变是处理乏燃

料的一种方案,其思路是分离出乏燃料中长寿命核素,并将其嬗变为短寿命或者稳定核素.该方法可从根本上缩短乏

燃料的长期辐照危害,而分离是嬗变的前提.在分离环节中,三价锕系和三价镧系的分离是该环节的一个难题,本文

重点论述了BTP类萃取剂在三价锕系镧系元素分离中的研究进展,对比了各种萃取剂萃取性能、稳定性能和溶解性

能,为萃取分离三价锕系和镧系元素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放废液分离;三价锕系元素;三价镧系元素;BTP类萃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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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能源[１].现如今,我国核能发电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为９．９％,可见核能的发展在我国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动力资源的地

区[２].核能在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废物,它们对人类发展及环境造

成直接或潜在的危害,放射性废物的妥善处理处置已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

影响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３].高放废物(HighLevelradioactiveWaste,HLW),特别是

高放废液(HighLevelradioactiveLiquidWaste,HLLW)的安全处理处置是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的

关键[４].
国际上针对高放废液的处理处置,现有的成熟技术就是将其进行玻璃固化后放到深地层处置库,

与生物圈隔离１０万年以上.这种技术难度大,费用昂贵,且国际上并未建成一个地质处置库;同时,
由于高释热放射性核素９０Sr和１３７Cs的存在,乏燃料或高放废液玻璃固化体在地质处置库中放置受限,
进一步扩大了处置库的容量[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研究人员先后提出了“分离—嬗变(partitioningandtransmutation,P&T)”处
理高放废液的技术思路,并引发国际研究关注.[６]P&T就是先将次锕系元素和长寿命裂变产物从高

放废液中分离,再通过嬗变方法转化成短寿命或稳定核素.经P&T后,次锕系元素由高毒性转化为

低毒性的物质,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同时,可以缩短处置时间,简化处置库设计,增加处置库容量,
减少高放废物体积[７].次锕系元素(MinorActinide)主要有 Am、Cm 和 Np;长寿命裂变产物主要有

Tc,I,Se等;此外,高放废液中同时含有大量镧系元素(Lanthanide),多数为中子毒物而不能进入嬗变

处理过程.无论选择加速器或者反应堆为嬗变提供环境,都需要先将 An(Ⅲ)与Ln(Ⅲ)进行分离.
但是,由于水溶液中 An(Ⅲ)(Am３＋ ,Cm３＋ )与Ln(Ⅲ)的化学特性极为相似,且均为硬酸,使得这

两系离子之间的分离极为困难[８];现如今成熟的高放废液分离流程一般先利用二者的共性将 An(Ⅲ)
与Ln(Ⅲ)共同萃取,使得二者进入同一物流,之后再利用这二者之间细微的差别,实现 An(Ⅲ)与Ln
(Ⅲ)的有效分离.

近年来,国内外诸多科研工作者对高放废液分离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９].
开发新的萃取剂是科研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６].An(Ⅲ)与Ln(Ⅲ)分离多采用以含氮杂环化合物

为代表的 N配位型萃取剂,该类萃取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三联吡啶(Terpyridyl)及在其基础上衍生

出的萃取剂,其中萃取分离性能较好的是BTP和BTBP类萃取剂;另一类是氮杂环取代的胺类萃取

剂,如:TPEN 类萃取剂;其他氮杂环萃取剂对An(Ⅲ)与Ln(Ⅲ)也有一定的分离效果.[１０,１１]本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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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了部分常见的、用于 An(Ⅲ)与Ln(Ⅲ)分离的BTP类萃取剂的研究进展.

１　用于三价锕系镧系元素分离的BTP类萃取剂

BTP是一类性能优良的萃取剂,其组成元素仅包含C,H,O,N,使用后不会产生二次废料.[１２]

BTP类萃取剂广泛应用于三价锕系和镧系元素分离研究,其结构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BTP类萃取剂的结构式

(a)BTP萃取剂,其可选取代基 R见表１;(b)CyMe４ＧBTP萃取剂;(c)CAＧBTP萃取剂

表１　BTP类萃取剂可选取代基R

可选取代基 R 直链烷基 支链烷基 丙基 异丙基 环己基 苯基 叔丁基 甲氧基 氯代烷基

判断某一萃取剂性能优劣的参考标准主要有:对金属离子的萃取分配比、分离系数、在萃取体系

中的稳定性等.

１．１　BTP类萃取剂的基本性能

研究人员发现,稀释剂对BTP的萃取分离性能影响较大,在非极性溶剂如煤油、正辛醇及二者混

合物中,BTP 对 三 价 锕/镧 的 分 离 效 果 最 好,而 选 择 芳 环 类 化 合 物 作 为 稀 释 剂 时 的 分 离 效 果

最差[１３,１４].
高放废液具有强放射性,且通常为３~５M 硝酸体系,为此萃取剂的辐照稳定性和耐酸性是萃取

剂的重要性能指标.取代基为异丙基的BTP类萃取剂在３mol/LHNO３ 中辐射降解现象严重,其正

辛醇溶液在辐照剂量为１００kGy时降解率高达８０％;在相同条件下,取代基为环烷烃或苯环的BTP
类萃取剂分别可以提高耐酸性和辐照稳定性,但分离效果亦会受影响;此外,耐酸性和辐照稳定性好

的BTP类萃取剂,如取代基为环己基的 BTP,在正辛醇＋硝基苯体系中对锕系元素分配比过高

(DAm＝５００),而在反萃阶段存在困难[１５].

１．２　BTP类萃取剂的萃取分离性能

取代基是萃取分离性能的主要因素.当取代基为烷基时,直链烷基萃取剂的空间位阻比支链烷

基小,使得萃取动力学和分离效果也更大,例如体积比为４∶１的TPH＋２Ｇ乙基１Ｇ己醇体系中,取代基

为丙基(propyl)的BTP型萃取剂仅需５min即可达到萃取平衡,SFAm/Eu为１２０;而取代基为异丙基

(isopropyl)的BTP型萃取剂在５min时萃取效果基本为０.如果在吡啶环上引入甲氧基或氯代烷基

等供电子基团,由于给电子效应,可以提高萃取剂的分配比和选择分离性[１５Ｇ１７].
增加直链烷基的碳链长度,萃取剂的亲脂性增加,萃取分离能力增大,但萃取速度降低:如取代基

为桥环结构的环己基时,BTP类萃取剂的溶解性能降低,萃取速率变慢.当取代基为苯环等芳香烃类

时,亲脂性和萃取性能都变差,基本没有萃取作用;取代基为叔丁基(tertＧbutylphenyl)的BTP型萃取

剂,其溶解度很好,但是分离能力很差,SFAm/Eu仅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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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单级分离研究中,当取代基R为异丙基时,萃取分配比有明显提高;但是萃取剂对Am３＋ 的萃

取速度远大于Eu３＋ ,所以选择分离效果会随时间的增加而减小,此时,SFAm(Ⅲ)/Eu(Ⅲ)约为４３１．３３;如果在

水相中提高Ln(Ⅲ)和其他金属离子的浓度,SFAm(Ⅲ)/Eu(Ⅲ)增大至２００３３,但是文献中并未明确这种变化究

竟源于稀释剂的改变(用正辛醇代替煤油＋正辛醇)还是因为水相中金属离子浓度的提高[１８Ｇ２０].

图２　BTP萃取性能随硝酸浓度的变化[２１]

BTP类萃取剂中,研究人员对某些萃取剂做了深入研究.１９９９年,Kolarik等[１２,２１]研究并报道了

亲脂型BTP(取代基为丙基)类萃取剂在不高于０．９mol/LHNO３ 的体系中萃取分离 Am(Ⅲ)和 Ln
(Ⅲ),萃取剂浓度为３３mmol/L,稀释剂为煤油＋异辛醇,水相中含有０．９mol/LHNO３＋１．０mol/L
NH４NO３,之后计算得出SFAm(Ⅲ)/Eu(Ⅲ)约为１３０;在相同体系中,研究人员发现,随 HNO３ 浓度的增加,
如图２所示,有机相为４０．０mmol/L取代基为丙基的 BTP类萃取剂＋煤油＋正辛醇(７∶３),水相

为２４１Am３＋ 和１５２Eu３＋ 的 HNO３;溶液萃取能力先逐渐提高后趋于平衡,(SFAm(Ⅲ)/Eu(Ⅲ)约为１４０),反萃

过程选择不高于０．１mol/L的 HNO３ 即可实现 Am３＋ 的有效反萃.在相同体系中,研究人员研究了

BTP型 萃 取 剂 对 An(Ⅲ)与 Ln(Ⅲ)的 选 择 萃 取 能 力[２２Ｇ２４],所 得 结 果 如 图 ３ 所 示,有 机 相 为

１５．０mmol/L取代基为丙基的BTP类萃取剂＋煤油＋正辛醇(７∶３),水相为０．１mol/LHNO３＋１．９
mol/LNH４NO３(黑),或者有机相为４０．０mmol/L取代基为丙基的BTP类萃取剂＋煤油＋正辛醇

(７∶３),水相为１mol/LHNO３(白);从图中可知,萃取剂对(Np(Ⅲ)~Cf(Ⅲ))分离效果较有优势.

BTP类萃取剂可以３∶１的比例萃取 An(Ⅲ)与Ln(Ⅲ)的硝酸盐,同时不再需要使用协萃剂.相

较于三联吡啶及 TPTZ类萃取剂,其分离效果SFAm(Ⅲ)/Eu(Ⅲ)有大幅提高,在不同萃取条件下,从几十

到几千不等[２５].在 Kolarik等[１２,２１]研究并报道的体系中(取代基为丙基),萃取剂在不高于０．９mol/L
HNO３ 的体系中萃取分离 Am(Ⅲ)和Ln(Ⅲ),萃取剂浓度为３３mmol/L,稀释剂为煤油＋异辛醇,水
相中含有０．９mol/LHNO３＋１．０mol/LNH４NO３,研究人员利用萃取所得分配比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lgDAm(Ⅲ)和lgDEu(Ⅲ)与BTP浓度曲线的斜率约为２．９,进一步证实BTP类萃取剂可以３∶１比例萃

取 An(Ⅲ)与Ln(Ⅲ)的硝酸盐.
研究人员发现,通过采用加入醇、醛或酰胺类等相改良剂的办法,可改善BTP类萃取剂的脂溶性

和萃取速率.比如,体系中加入二甲基二辛基已基乙氧基丙二酰胺(DMDOHEMA)可极大提高萃取

动力学性能[２６].

CyMe４ＧBTP萃取剂的耐酸性高,An(Ⅲ)与 Ln(Ⅲ)的选择分离效果明显,SFAm(Ⅲ)/Eu(Ⅲ)高于

１０００,但 是 其 分 配 比 过 高,反 萃 过 程 存 在 困 难:在 １０．０ mmol/L CyMe４ＧBTP＋０．５ 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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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BTP对 An(Ⅲ)和Ln(Ⅲ)各离子萃取性能比较[２２]

DMDOHEMA,稀释剂为正辛醇的条件下,若酸度为０．５mol/L HNO３,DAm(Ⅲ)约为５００,若酸度为

０．１mol/LHNO３,DAm(Ⅲ)约为２５;但是,即使萃取体系中含有相转移剂DMDOHEMA,且无论其浓度

是否影响分配比,该流程萃取动力学仍然较差[２７,２８].
针对萃取动力学性能低等缺陷,研究人员研究并合成了CAＧBTP型萃取剂,上述问题有了较大改

观.在正辛醇中其饱和溶解度约为０．２mol/L(CyMe４ＧBTBP仅为１０．０mmol/L);研究中发现使用

CAＧBTP型萃取剂,两相接触１０min便可达到平衡(CyMe４ＧBTBP需要１２０min).若煤油＋正辛醇

(体积比为７∶３)溶解CAＧBTP,体系中的 HNO３ 超过２mol/L便会产生沉淀,这说明CAＧBTP不适

用于高酸度的真实高放废液体系;CAＧBTP型萃取剂与丙基取代的BTP型萃取剂萃取性能类似,二
者的萃取机理一致:煤油＋正辛醇(体积比为７∶３)溶解５０．０mmol/LCAＧBTP,在３．０mol/LHNO３

的体系中 DAm(Ⅲ)约 为 １０,SFAm(Ⅲ)/Eu(Ⅲ)约 为 １００,该 条 件 下 萃 取 剂 对 Cm３＋ 的 萃 取 能 力 更 强,

SFCm(Ⅲ)/Am(Ⅲ)为１．５[１０,２９].

１．３　BTP类萃取剂的模拟串级实验

唐洪彬等[１６,３０]选择取代基为丙基的 BTP 类萃取剂及３０％正辛醇＋正十二烷体系,设计了

HNO３ 中 An(Ⅲ)与Ln(Ⅲ)分离的概念流程.经串级实验证实,经过１１级串级实验(６级萃取、２级

洗涤和３级反萃)后,Am３＋ 的萃取率为９８．４２％,Eu３＋ 的萃取率不高于０．１％;有机相中 Am３＋ 和Eu３＋

的反萃率均大于９９．９％;分离系数SFAm(Ⅲ)/Eu(Ⅲ)为４５,SFAm(Ⅲ)/Eu(Ⅲ)大于１０３,分离效果明显.
根据前文所述研究,有机相为１５．０mmol/L取代基为丙基的 BTP类萃取剂＋煤油＋正辛醇

(７∶３),水相为０．１mol/LHNO３＋１．９mol/LNH４NO３,或者有机相为４０．０mmol/L取代基为丙基

的BTP类萃取剂＋煤油＋正辛醇(７∶３),水相为１mol/LHNO３,萃取剂对(Np(Ⅲ)~Cf(Ⅲ))有明

显萃取作用,法国原子能机构(CEA,CommissariatlnergieAtomiqueetauxnergiesAlternatives)
利用上述条件进行了１６级串级实验[３１Ｇ３３].进料为模拟高放废液,其主要成分为:１２６．０mg/L 的
２４１Am３＋ ,１．０mg/L 的２４４Cm３＋ 和部分裂片元素,如:Fe３＋ ,Y３＋ ,Ru３＋ ,Pd２＋ 及 La３＋ ~Gd３＋ ,且

HNO３ 浓度约为１mol/L,有机相为:４０．０mmol/LBTP(取代基为丙基),稀释剂为煤油＋正辛醇(体
积比为７∶３);反萃相为０．０５mol/LHNO３.实验结果显示:０．２％的Am３＋ 和Cm３＋ 进入萃残液,产品

中含有１％的Ln(Ⅲ).
随后,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的超铀元素研究所(EuropeanCommissionsJointResearch

Centre,InstituteforTransuraniumElements,ITU)和法国原子能机构(CEA)于２００７年利用该条件

分别进行了１６级和３２级串级实验[３４Ｇ３６],并发现萃取剂在串级实验中的稳定性很低;和其他萃取剂相

比,BTP型萃取剂的萃取动力学较差;研究表明,萃取动力学并不受萃取过程中振荡速率的影响,说明

萃合物合成的化学过程速率缓慢,从而影响了传质动力学;萃取速率与萃取剂浓度成正比,水相中

０１



HNO３ 浓度对萃取动力学也有很大影响;受到分子扩散作用影响,An(Ⅲ)的反萃过程速率与振荡速

率成正比.
法国CEA于２００８年采用３２级串级实验分别进行两次分离研究:１０．０mmol/LBTP＋０．５mol/L

DMDOHEMA,稀释剂选用正辛醇,进料选择真实高放废液,第一次实验后,Am(Ⅲ)和Cm(Ⅲ)的萃

取率分别达９９．９％和９９．８％,成品中Ln(Ⅲ)的含量不高于１％;第二次实验将前次实验的萃取剂回收

利用,发现萃取效率降低了４０％,尽管尝试异丙基取代的BTP型萃取剂耐酸性好,且分离效果明显,
但是其辐射降解率高,并不适用于真实高放废液处理过程[３７,３８].

１．４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萃取剂选择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保证在大多数常见的

工业有机溶剂(煤油、正辛醇、环己烷等)中的溶解度好;要有良好的抗酸腐蚀及抗辐射降解能力,但是

在对萃取剂进行化学修饰以提高稳定性的同时,应该以不降低其萃取分离能力并保持其较好的脂溶

性为前提;以尽可能小的比例与金属离子发生配位络合作用,这样即使受溶解度或降解作用影响,也
能保证有足够多的萃取剂分子参与配位络合作用,从而进一步保证了分配比和分离系数;萃取动力学

的优劣决定萃取速率快慢;分配比和分离系数决定了萃取剂的负载量;分配比不易过大,否则反萃过

程难度会增大.
对于每一种萃取剂,其新的衍生物都是针对改善其前一代萃取剂在萃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选

择的,但是依然可以发现,分配比和分离系数受诸多因素影响,且该二者也影响着选择分离性、反萃性

能等因素,所以,在选择萃取剂时,需要权衡利弊,在保证萃取性能的同时,尽可能满足其他因素条件.

２　结论

An(Ⅲ)和Ln(Ⅲ)分离在高放废液处理,乃至整个核燃料循环体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溶

剂萃取法可有效实现 An(Ⅲ)和 Ln(Ⅲ)的分离,而分离的关键在于萃取剂的选择.目前,用于 An
(Ⅲ)和Ln(Ⅲ)分离的萃取剂中,研究较多且较有前景的是以 N为配位原子的萃取剂,该类萃取剂中,

BTP类萃取剂可以从较高浓度的硝酸溶液中萃取 An(Ⅲ),且不需要加入其他亲脂型阴离子以促进萃

取.以该类化合物为萃取剂,如:CyMe４ＧBTP,一些研究机构开发了用于三价锕镧分离的流程.整体

而言,BTP类萃取剂是目前最优的含氮类三价锕镧分离萃取剂,但仍然存在动力学性能差、萃合物有

机相溶解度差、抗辐射降解能力低等问题;所运用的流程仍然会出现分配比受体系酸度影响大等问

题;同时,由于受上述缺点限制,BTP类萃取剂仍未运用于真实高放废液的分离过程.为了针对这些

缺点改善萃取剂性能,需进一步开发合适的萃取剂和萃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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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extractionandprocesstestsof
actinides(Ⅲ)andlanthanides(Ⅲ)usingBTP

LIUYueＧkun,ZHANGHu,HEXiＧhong,YEGuoa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Spentfuelishighlyradioactiveandthermallyhot,whichremainssofordecades．The
treatmentsand disposalstrategies have beenregarded asacrucialissuefor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ofnuclearfissionenergy．PartitioningoflongＧlivedfissionproductnuclidesandtheir
subsequenttransmutation(P&Tstrategy)toshortＧlivedorstablenuclidesisanattractiveoptionto
reducethelongＧterm surveillanceandthehazard．Theseparation oftrivalenttransplutonium
actinidesandlanthanideionsfromfissionproductrepresentsarguablythemostchallengingaspectof
advancednuclearfuelpartitioningschemes．Inthisreport,thepriorliteratureisexaminedtohelp
provideguidanceforpotentialdeploymentoftheseparationofActinidesandLanthanides．Research
progressontheBTPextractantsarecovered,theseparationabilitiesandstabilitiesundervarious
conditionsarecompared．
Keywords:Extractionseparation;Actinides;Lanthanides;Extra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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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

沉积物/海水体系中８５Sr(９０Sr)、
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吸附、解吸特性

钟强强,刘建安,杜金洲
(华东师范大学 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要:为评价滨海核电设施流出物中典型放射性核素在周边海域的清除,输运,迁移,转换和归宿过程,本文采用静态

批式法模拟了８５Sr(９０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在东海近岸沉积物中的吸附过程,并探讨沉积物粒径、海水盐度、温度和固

液比对核素分配系数(Kd 值)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四种核素达到吸附平衡的时间为小于２０天,符合准二级动力学

方程;各核素Kd 值随沉积物粒径的增大而减小;８５Sr、１３７Cs和６０Co的 Kd 值随盐度增加略微减小,６５Zn随盐度的增加

而略有增大;升高温度,８５Sr的Kd 值变化不显著,１３７Cs的Kd 值下降,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增加;随着固液比增加,８５Sr
的Kd 值线性下降,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 Kd 值先下降,随后几乎不变.解吸实验结果表明,海水对沉积物中四种核素

解吸变化顺序为８５Sr＞ ６０Co＞ １３７Cs＞ ６５Zn,说明沉积物吸附的８５Sr容易被海水解吸,而１３７Cs、６０Co和６５Zn则很好地

被沉积物固定.

关键词:人工放射性核素;分配系数Kd 值;东海近岸海域;吸附/解吸;沉积物/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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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是我国能源构成中的重要成员,在大力发展核电的同时,评价和防治环境放射性污染的任务

也愈显紧迫.由于核电设施有相当一部分建设在滨海地区,因此核设施正常运行期间排放的液态流

出物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就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１].
放射性核素进入海域后随水体输运、迁移、被海水中的悬浮颗粒物或海底沉积物吸附并最终或沉

积于海底、或进入外海或被生物富集;而当海水中核素浓度减小时,吸附在沉积物或者悬浮颗粒物上

的核素又可能解吸至海水中.
分配系数(Kd,mL/g)就是常用来评价放射性核素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可或缺的参数之一,是指核

素在固液两相平衡浓度的比值,受核素的化学形态、沉积物矿物组成、沉积物粒径、海水盐度、体系温

度、固液比、体系pH 等多种因素影响[２].为了解东海近岸沉积物对放射性核素的清除过程,本文采

用静态批式法模拟了８５Sr(代替９０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在东海近岸海域沉积物/海水体系中的吸附过

程,并探究了沉积物粒径、海水盐度、温度和固液比等因素对核素分配系数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与处理

于２０１７年夏天采集于东海近岸表层(０~５cm)沉积物样品,现场采集后装入干净的自封袋中立

即密封并冷冻保存.回到实验室,去除杂物后,样品冷冻干燥处理,用于吸附实验.近岸海水外观浑

浊,表层海水盐度为２３．１~２９．６ppt;pH 为８．１６~８．２５,平均为８．２０±０．０４;采集表层海水并密封,低温

避光保存;使用前以０．４５μm 微孔尼龙纤维滤膜过滤.

１．２　放射性核素混合示踪液的准备

实验用的核素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示踪液均购自美国Eckert&Ziegler公司,放射性核素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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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示踪液的配制均使用 MilliＧQ 水.每个样品放射性核素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６０Co的投放量分别为:

９．９Bq、２０．１Bq、８０．３Bq、４０．７Bq.

１．３　实验仪器

GWLＧ１２０Ｇ１５ＧXLBＧAWT型高纯锗 γ能谱仪(美国 ORTEC 公司),能量响应范围 １０keV~
１０MeV,相对探测效率＞３５％;TSＧ２００B型台式恒温振荡器(江苏中和实验仪器制造有限公司);PBＧ
１０型酸度计(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４　实验方法

吸附实验:准确称取１g干沉积物样品放入１５mL的聚乙烯塑料离心管中,再加入９．５mL过滤

后的海水,盖紧盖子,放入恒温振荡器中２４h以保证海水Ｇ沉积物体系接近真实环境,然后再加入
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混合核素示踪液０．５mL,立即振荡使固液充分混合,并且在设定温度下进行

吸附实验,实验期间每天振荡１２h,直到设定时间进行取样.经测定吸附前后pH 值的变化小于０．２.
取出离心管,在５０００r/min转速下离心３０min,然后分别取出４mL上清液直接用γ能谱仪测量,计
算其活度浓度.

解吸实验:在室温２５℃条件下吸附实验中已达吸附平衡后的沉积物,离心分离,尽量取出上清液

后,称重,计算出残余水量;在测量其固体样品活度后,按固液比约１∶１０g/mL的设定,加入无放射性

核素海水或其他解吸介质,恒温水浴振荡,解吸时间为２０ 天.之后,在５０００r/min转速下离心

３０min,然后分别取出液体和固体.液体直接测量活度,然后计算其活度浓度,固体则在尽量取出上

清液后,称重再烘干,再次称重后测量其活度,将固体的活度减去取样时所残留液体的活度,算得固相

的活度;最后计算解吸率.
采用湿法筛分[３]获得四个不同粒径的沉积物样品(＜０．０３０８mm;０．０３０８~０．０６１mm;０．０６１~

０．１２５mm;＞０．１２５mm),用于探究粒径对核素在海洋沉积物中的吸附影响.
盐度实验中,不同盐度海水(１５．４,２０．５,２４．９和２９．６ppt)是通过海湾原位海水(pH＝８．１４,盐度＝

２４．９ppt)或东海水和 MilliＧQ水(pH＝７．６)稀释获得.盐度为３２．８ppt的海水样品取自东海.

１．５　核素吸附率,解吸率和Kd 值计算

根据测定的液相、固相核素活度,可用以下公式计算每种核素的分配系数 Kd 值(mL/g)和解

吸率:

Kd＝V×(A０－Ae)/(m×Ae) (１)

Rds＝
Ae′
As

(２)

式中:V 表示加入的海水体积,mL;A０ 表示初始加入的核素活度,Bq;Ae 表示吸附平衡后液相中核素

的活度,Bq;As 表示吸附平衡后固相中核素的活度,Bq;Ae′表示解吸平衡后液相中核素的活度,Bq;m
表示沉积物样品质量,g.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吸附平衡时间的影响

各核素吸附Kd 值随接触时间的变化见图１.四种核素吸附达到或接近平衡时,Kd 值不随时间

的增加而有显著的变化,各核素的Kd 值如下:８５Sr,(３．３±０．３)mL/g;１３７Cs,(１０４２±５３)mL/g;６５Zn,
(２５２９±１８１)mL/g;６０Co,(３５２±１２)mL/g.同一沉积物对四种核素的Kd 值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
说明沉积物对核素的吸附存在选择性;各核素在海洋沉积物上的吸附机理不同,各自达到吸附平衡所

需的时间也略有差异.各核素吸附平衡时间实验结果表明为:８５Sr、１３７Cs的平衡时间为４天;６５Zn的

平衡时间为１６天;６０Co的平衡时间为１天.为了确保四种核素在沉积物上的吸附都能达到平衡,后
续实验吸附平衡时间设定为２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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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四种核素的Kd 值与吸附时间的变化关系

(条件:固液比为１∶１０g/mL,温度为２５℃,盐度为２４．９ppt)

对四种核素在沉积物上的吸附动力学过程用准二级动力学方程进行模拟.准二级动力学方

程为:

t
qt

＝
１

kq２
e
＋

t
qe

(３)

式中:qe 为吸附时间为t时的吸附量,Bq/g;k 为吸附反应的速率常数,g/(Bqd);qe 为吸附反应达

到平衡时的吸附量,Bq/g.结果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四种核素在

沉积物上的吸附动力学过程.

图２　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准二级动力学模拟曲线

通过动力学模型得出四种核素的吸附动力学常数k(见表１)大小顺序为:６５Zn＞ １３７Cs＞ ８５Sr＞
６０Co;吸附动力学常数k越大表明核素达到吸附平衡的时间越长.

表１　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准二级动力学模型参数

核素 k/(gBq－１d－１) qe/(Bqg－１) R２

８５Sr １．５６ ２．５９ ０．９９５７
１３７Cs ３１．５０ １９．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５Zn ５１．８４ ８０．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０Co ０．７２ ３９．３７ ０．９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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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环境中,地球化学和动力沉积等过程的时间尺度一般小于深海.放射性和非放射性污染物

在近海沉积物上的吸附反应也在较快的时间范围内.因此吸附反应速率较慢的放射性核素在沉积物

和海水之间的分配平衡所需时间较长,而该海域较强的海岸动力环境(规则半日潮,潮差３~４m)变
化很大程度上限制海水中的放射性核素在沉积物中的吸附过程.对该海湾而言,如果海水和沉积物

的接触时间在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尺度内,那么溶解态的放射性核素将有可能扩散至远海海域.

２．２　沉积物粒径的影响

沉积物粒径对核素分配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由图３可见,沉积物粒径对８５Sr的吸

附行为影响不显著;１３７Cs的 Kd 值随着粒径的增大依次减小.而 ６５Zn和６０Co的 Kd 值在粒径

＜０．０３０８mm的沉积物上明显比其他粒径的沉积物对应的 Kd 值大.四种核素在表层沉积物中的

Kd 值随着颗粒物粒径减小而增大,可能原因是颗粒物粒径减小,颗粒物的比表面积增大,吸附能力增

强,利于核素的吸附.

图３　沉积物粒径对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的影响

条件:固液比为１∶１０g/mL,盐度为２４．９ppt,温度为２５℃,平衡时间为２０天

２．３　盐度的影响

随着吸附液相盐度从２０．５ppt增加到３２．８ppt,８５Sr、１３７Cs和６０Co的Kd 值略微减小,盐度降低至

１５．４ppt时,Kd 值增加明显;而６５Zn的 Kd 值随着吸附液相盐度增加表现出略微增加的趋势(见
图４).该海域全年盐度变化范围为２５．３~３０．４ppt,因此可以推断由于研究区域全年盐度变化差异导

致核素Kd 值的变动很小.
由图４所示,１３７Cs的Kd 值随盐度的增加而降低,而长江口邻近海域海水中１３７Cs的活度浓度水

平稳定在０．８１~１．１６Bq/m３[４]之间波动,因此随着盐度升高,沉积物中１３７Cs的活度含量降低.野外观

测结果确实发现长江口邻近海域表层沉积物粒径接近一致(见表２),而沉积物中１３７Cs的活度从近岸

到远海(盐度由低到高),呈现降低的趋势,见图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具有颗粒活性的放射性核素

如１３７Cs主要被近海沉积物清除,而对远海和大洋的影响不大.

表２　长江口邻近海域站位表层沉积物粒径分布(数据引自Zhangetal．[５]未发表数据)

站位 砂(＞６３μm)/％ 粉砂(４~６３μm)/％ 黏土(＜４μm)/％

C１ １．６ ６５．２ ３３．２

C２ ４．８ ６２．８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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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位 砂(＞６３μm)/％ 粉砂(４~６３μm)/％ 黏土(＜４μm)/％

D１ ０．１ ６１．８ ３８．２

D２ １．２ ６９．４ ２９．４

D３ ０．７ ６３．０ ３６．３

图４　盐度对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的影响

条件:固液比为１∶１０g/mL,温度为２５℃,平衡时间为２０天

图５　长江口邻近海域沉积物中１３７Cs的活度浓度空间分布

数据引自Zhangetal．[５]未发表数据

２．４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放射性核素Kd 值的影响如图６所示.温度对８５Sr的Kd 值影响不显著,升高温度,１３７Cs
的Kd 值降低、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可能与核素的吸附反应过程吸放热有关.
相似的研究结果也有报道[６].温度升高有利于提高沉积物吸附核素的反应速率,降低沉积物和核素

达到吸附平衡的时间.然而当温度升高,水体的黏度下降,近海环境中颗粒物沉降变快,例如粉砂颗

粒在２３℃的水体中沉降速度是０℃水体的２倍[６],核素的清除过程也随之加快;另外近海系统中生

８１



物过程受温度影响,升高温度能促进近海微生物、浮游动植物等生物的活动,进而也能加速放射性核

素从海水中清除.

图６　温度对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的影响

条件:固液比为１∶１０g/mL,盐度为２４．９ppt,平衡时间为２０天

２．５　固液比的影响

固液比对核素Kd 值的影响见图７.实验结果表明,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随固液比的增加

经历先降低后不变的过程.８５Sr的Kd 值随固液比的增加呈现线性降低,表明８５Sr在表层沉积物上没

有明显吸附,相似的现象也在很多文献中有报道[７,８].由于海水中稳定Sr含量高,稳定Sr对８５Sr的同

位素稀释作用[８]以及稳定Sr竞争吸附位点等作用降低了８５Sr在沉积物上的吸附能力.低固液比时,
各核素的Kd 值均较高.理论上,吸附反应体系固液比对于示踪量的放射性核素在固液相之间的分配

系数应该是没有影响的.但很多研究发现分配系数可随吸附反应体系中固相浓度的增加而发生显著

的变化.这一现象在美国 Hudson河口、大亚湾[８,９]、卡拉海的StepovogoBay和 AbrosimovBay[７]等

均有发现.上述现象的确切原因尚无研究报道,可能的原因有(１)核素在低固液比时,其自身成核作

用和自生成颗粒作用使得Kd 值增大;(２)较高固液比时,沉积物颗粒物的平均粒径较大,导致有效比

表面积降低,因而Kd 值降低;(３)表面配位作用和胶体的化学清除作用[１０].

图７　固液比对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的影响

(条件:温度为２５℃,盐度为２４．９ppt,平衡时间为２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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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核素吸附可逆性

不同解吸介质对沉积物中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解吸率的影响如图８所示.海水对四种核素的

解吸率大小顺序为８５Sr＞ ６０Co＞ １３７Cs＞ ６５Zn,８５Sr的解吸率可达２０％,６０Co的解吸率低于３％,
１３７Cs和６５Zn几乎不被海水解吸,证明吸附在海洋沉积物中的８５Sr或９０Sr存在明显的可逆过程.当解

吸介质换成有机物时,８５Sr、１３７Cs和６０Co几乎不被有机物解吸,而６５Zn在丙酮环境中解吸５天,解吸率

可达５２％.至于丙酮对沉积物中吸附的６５Zn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特异性解吸,其解吸机理,可能与沉积

物中有机组分与６５Zn发生配位有关,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探讨.可以推断,在近海环境中,如果出现

大量有机物,被近海沉积物吸附的某些放射性核素(如６５Zn及与Zn性质接近的核素等)可能被解吸而

离开海底.

图８　在不同解吸介质中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解吸率

３　结论

(１)模拟了东海近岸海水—沉积物体系中放射性核素的吸附过程,实验结果表明,各核素在表层

沉积物上达吸附平衡的时间为几天至十几天;四种核素的吸附动力学过程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方程.
(２)虽然８５Sr、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分配系数随粒径的增大而减小,但实际环境中沉积物粒径差异

很小,各核素的Kd 值受粒径的影响有限.
(３)盐度对各核素的Kd 值有一定的影响,但考虑表层海水的盐度变化范围小,实际环境中盐度对

海水中各核素的分配系数影响有限.
(４)温度不仅能改变各核素达到吸附平衡的时间,而且能影响核素的Kd 值.
(５)随着海水—沉积物体系固液比的增加,８５Sr的Kd 值线性下降,１３７Cs,６５Zn和６０Co的Kd 值先

下降随后几乎不变.
(６)海水介质中四种核素解吸性能的变化顺序为８５Sr＞ ６０Co＞ １３７Cs＞ ６５Zn;有机物的存在可以

促进６５Zn的解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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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orption/desorptionof８５Sr(９０Sr),１３７Cs,６５Zn,
and６０CointhenearshoreregionoftheEastChinaSea

ZHONGQiangＧqiang,LIUJianＧan,DUJinＧzhou
(StateKeyLaboratoryofEstuarineandCoastalResearch,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２４１,China)

Abstract:Inordertounderstandthescavengingofradionuclidesinparalicsediment,theadsorption
of８５Sr(９０Sr),１３７Cs,６５Zn,and６０Coontonearshoresedimentwasstudiedasafunctionofsediment
grainsize,salinity,temperature,andsolid/liquidratio．Theadsorptionkineticdatacanbefitted
wellbypseudoＧsecondＧorderkineticmodel．Kdvaluesforallfourradionuclidesdecreasedwiththe
increaseofgrainsize．SalinityandtemperaturehavedifferentinfluenceonKdvaluesfor８５Sr,１３７Cs,
６５Zn,and６０Co．Withtheincreaseofsolid/liquidratio,Kdvalueof８５Srshowedalineardecline,but
Kdfor１３７Cs,６５Zn,and６０Coremainedconstant．Desorptionof８５Srwasstrongestinseawater,but
６５Zn,１３７Cs,and６０Cowerestronglyretainedbymarinesediments．
Keywords:Artificialradionuclides;Distributioncoefficient(Kd value);Nearshoreregion;East
ChinaSea;Adsorption/desorption;Sediment/seawater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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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ＧOES法测定“１６２”中B、Si方法研究

雍莉芬,焦　炎
(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陕西 汉中７２３３１２)

摘要:建立了ICPＧOES法测定“１６２”中B、Si杂质元素新方法.确定了仪器的分析线、检出限及测定下限,优化选择了

旋流进样系统参数,氟离子处理方式与络合剂用量试验,铀取样量选择实验,考查了 Al元素干扰实验,用加标回收统

计了方法的精密度,用 GBW０４２０５验证了方法的可靠性.取含０．１０００gU 样品时,B、Si元素的测定下限分别为

１．０μg/gU、１５．０μg/gU,方法平均回收率在９９．７％~１０１．９％之间,RSD不超过５％.

关键词:ICPＧOES;“１６２”;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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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即浓缩 UF６,主要用于制造核燃料元件,其中B、Si含量与核燃料纯度直接相关.通用质量

标准 ASTMC９９６—２０１５«２３５U 丰度低于５％的浓缩六氟化铀技术规范»[１],其杂质项目只检测B、Si,
限制指标分别不超过４μg/gU、２５０μg/gU.GB/T１３６９６—２０１５«２３５U丰度低于５％的浓缩六氟化铀

技术条件»[２],等同采用 ASTMC９９６—２０１５技术规范.

UF６ 中B、Si标准分析方法有 ASTM C７６１－９６中光谱法测定B、Si[３],将 UF６ 在氨水中水解,铂
金皿中蒸干,取５０mg固体 UO２F２ 直接装电极,电弧干渣光谱测定B、Si;方法操作繁琐,污染环境,现
已停用.还有新的 ASTM C１７７１—２０１３固相萃取法去除铀后用ICPＧMS测定水解 UF６ 中B、Si和
９９Tc的试验方法[４].国内有 GB/T１４５０１．１—９３UF６ 中 B的测定—化学光谱法[５],分离铀后电弧干

渣,取样量５０mgU时,测定范围０．５~８．０μg/gU;GB/T１４５０１．４—９３UF６ 中Si的测定—分光光度

法[６],取样量０．７gU时,测定范围４~２０μg/gU.郝学元等人建立了 UF６ 气体中微量B、Si的质谱

仪测量专利方法[７].中核陕铀建立了 UF６ 中B等杂质元素的ICP光谱测定方法.

UF６ 中B、Si杂质元素同时测定的ICPＧOES方法很少见报道,面对核电产业发展,发挥分析检测

技术支撑作用,利用全谱直读光谱仪进行方法融合技术创新,建立一种准确可靠、快速简捷、降本增

效、同时测定“１６２”中 B、Si杂质的ICPＧOES方法,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该方法将“１６２”水解转化成

UO２(NO３)２,用 Al３＋ 盐络合F－ ,在３．０mol/LHNO３ 介质中,用２０％TBP—二甲苯与１％ TOPO做

萃取剂,使UO２
２＋ 与B、Si分离,用ICPＧOES法测定水相中B、Si杂质;其测定下限分别为１．０μg/gU、

１５．０μg/gU,方法平均回收率在９９．７％~１０１．９％之间,RSD不超过５％.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仪器及工作条件

OPTIMA—７３００DV电感耦合高频等离子体全谱直读原子发射光谱仪,SCD分段电荷耦合阵列

检测器,中阶梯光栅色散系统,PTFE旋流雾化室,PEEK 高灵敏度同轴雾化器,蠕动泵进样,波长范

围１６７~７８２nm,４０．６８MHz自激式固态射频发生器,其他参数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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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主要试剂及标准溶液的配制

表１　OPTIMA—７３００DV测定参数

序号 项目 工作参数

１ 射频功率/W １３００

２ 载气/(L/min) ０．６５

３ 冷却气/(L/min) １５

４ 等离子气/(L/min) ０．２

５ 样品提升量/(mL/min) １．５

序号 项目 工作参数

６ 积分时间/s ５~２０

７ 测量次数/次 ２

８ 测量点峰/点 ５

９ 观测方式 径向

１０ 观测高度 线圈上１５mm 处

(１)HNO３ 优级纯,亚沸蒸馏;TBP、TOPO、二甲苯均为分析纯;水为１８．２５MΩcm 超纯水.
(２)２０％TBP—二甲苯:将 TBP与二甲苯按体积(２＋８)配制,并用３mol/L HNO３ 平衡三次待

用,平衡时无机相与有机相体积比为１:２.
(３)１％TOPO 与２０％TBP—二甲苯:按 TOPO 质量＋２０％TBP—二甲苯体积＝１g＋１００mL

配制.
(４)AlCl３６H２O:分析纯,用水将２０gAlCl３６H２O溶解,转入石英容量瓶中定容至１００mL,则

浓度为２００mg/mL.
(５)标准溶液:由经过验证的B、Si国家二级标准溶液,制备可共存的光谱混合标准溶液(见表２).

表２　“１６２ＧB、Si”光谱混合标准溶液

元素
混标浓度/(μg/mL)

N１ N２ N３ N４ N５ N６
介质

B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８０ １．６０

Si ０．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０mol/L　HNO３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６２”样品完全水解后,取含０．１gU 的水解液于PP萃取管中,加０．６０mL浓 HNO３,０．６０mL
AlCl３６H２O,用水定容至３．０mL.在３．０mol/LHNO３ 介质中,加６．０mL２０％TBP—二甲苯萃取

分离铀,重复萃取三次,第三次用２０％TBP—二甲苯与１％TOPO 协同萃取分离铀;待测杂质水相在

光谱仪上雾化,用ICPＧOES法测定水相中待测元素的强度,以各元素标准系列溶液浓度与对应强度

建立的校准曲线方程为根据,计算溶液中各待测元素浓度,再根据取样量计算出各待测元素的含量.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分析线、检出限与测定下限

OPTIMA—７３００DV光谱仪具有全谱直读功能,B、Si元素处于SCD检测器上的谱线分别有２２
条、３５条[８],优选适当的测定波长和背景校正点,消除了待测元素与其他元素的光谱干扰及背景影响

后,选择背景等效浓度(BEC)小、相对灵敏度高、信噪比大、强度大的谱线作为分析线(见表３).
按IUPAC推荐方法进行光谱仪仪器检出限(IDL)测量,建立相应元素校准曲线,用最小二乘法

原理计算标准曲线的斜率,连续测量２％HNO３ 空白溶液１１次,以１１次空白溶液强度的３倍标准偏

差除以相应校准曲线的斜率即得该元素的检出限,并根据取样量以１０倍仪器检出限IDL计算方法检

出限(MDL),MDL取整作为方法测定下限(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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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B、Si分析线优选

序

号

元

素
分析线/nm

背景校正/nm

校正１ 校正２
BEC/μg/mL

相对灵敏度

(B)
信噪比

(S和 T)
强度/W

备

注

１ B ２４９．７７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１６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５７．９ ２２００．０ √

２ B ２４９．６７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１９ ７９０００ ２３３．９ １１５０．０ 备用

３ B ２０８．８８９ — ０．０１９ ０．４０ ３３０００ ５．４ ７５．０ 背景干扰

４ B ２０８．９５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３３ ３９０００ ８．５ １４０．０ ×

５ Si ２５１．６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４０ ５１０００ ２８７．９ ８５０．０ √

６ Si ２１２．４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５６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５ ９０．０ 背景干扰

７ Si ２８８．１５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９１ ３７０００ ５６．８ ７２０．０ 备用

８ Si ２５２．８５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９ １．０５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２．３ ２８０．０ ×

表４　检出限与测定下限

元素 分析线/nm 校准曲线方程
相关系数

γ

IDL/(μg/mL)

S(n＝１１) ３σ

MDL/
(μg/gU)

测定下限/
(μg/gU)

B ２４９．７７２ I＝１１５３９．４C －２６．９６ ０．９９９９９０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２ ０．９６ １．０

Si ２５１．６１１ I＝２０２２C －５１．３ ０．９９９９６７ ０．０１５９２ ０．０４７８ １４．４ １５．０

２．２　旋流进样系统参数优化实验

光谱仪标配雾化系统由斯科特双管雾化室与十字交叉雾化器组成,仪器提供有射频功率、载气流

量、观测高度等优化参数[９];其雾化室由含Si元素的碳纤维材质制造,抗 HF腐蚀能力差.将其改造

为旋流雾化室与高灵敏度同轴雾化器后,解决了光谱仪测量“１６２”中Si的沾污问题;因旋流雾化系统

结构变化,必须对旋流进样系统参数进行优化实验.结果表明:旋流雾化系统载气流量在０．６５L/min
效果较好(见表５);旋流雾化系统比斯科特雾化系统雾化效率提高了４倍(见表６).

表５　旋流进样系统参数优化实验

序号 功率/W
提升量/

(mL/min)
载气流量/
(L/min)

进样压力/
(kPa)

N０(CPS) N６(CPS)

B Si B Si

１ １３００ １．５０ ０．６０ １８９．０ ２４．０ ４８３．５ ２８９２０．２ ７８２５６．２

２ １３００ １．５０ ０．６５ ２１４．０ ２７．０ ４５９．７ ３０７６５．７ ７８２５３．４

３ １３００ １．５０ ０．７０ ２３５．０ ３２．９ ４６４．２ ３２６７９．３ ７６５７３．１

４ １３００ １．５０ ０．７５ ２６４．０ ４１．５ ５６１．３ ２１２４１．５ ５１６７４．１

表６　两种进样系统雾化效率对比实验

雾化系统 观测高度/mm
载气流量/
(L/min)

提升量/
(mL/min)

进样

压力/kPa

进样

时间/min

废液

排出量/mL

雾化

效率/％

双管＋交叉

旋流＋同轴

线圈上

１５mm 处

０．８０ １．５０ １０８．０ ３ ４．２０ ６．６７

０．６５ １．５０ ２１４．０ ３ ３．３０ ２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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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氟离子处理方式的选择

“１６２”转化成 UO２(NO３)２ 后,F－ 主要是以 HF形式存在,其中F－ 约占３２．４％.F－ 处理方式有

加热赶氟与络合氟,主要的络合剂有 H３BO３、Al３＋ 等铝盐[１０].在取０．１５００gU的“１６２”样品时,实验比

较了加热赶氟、不处理氟、络合氟对萃取分离铀及B、Si的影响.结果表明:加热赶氟,B回收正常,Si
已挥发损失;不处理氟与络合氟,B、Si回收正常(见表７).

表７　氟离子处理方式的选择实验

序号 F－ 处理方式 络合剂 温度/℃ 处理时间/min 处理次数 B回收率/％ Si回收率/％

１ 加热赶氟 甘露醇络合B １２０ １５０ ２ ９８．２ —

２ 加热赶氟 甘露醇络合B ８０ １００ １ ９６．６ —

３ 加热赶氟 甘露醇络合B ７０ １０ １ １０２．０ —

４ 不处理氟 — 室温 — — １００．３ １０６．８

５ 络 合 氟 AlCl３６H２O 室温 — — ９５．４ ９７．５

２．４　铀取样量选择实验

由于旋流雾化系统雾化效率的提升,仪器灵敏度与检出能力亦有提升,在不降低方法准确度的情

况下,为减少铀的取样量提供了可能.结果表明:铀的取样量与萃取分离铀次数相关,旋流雾化进样,
取样量为０．１gU时,铀分离快速,B、Si回收效果良好(见表８).

表８　铀取样量选择实验

取样量/gU 萃取剂 萃取次数 B回收率/％ Si回收率/％ 备注

０．１５００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５ ９６．８ １０２．８ 不处理氟

０．１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４ １０１．２ ９４．７ 不处理氟

０．１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３ ９０．９ ９６．０ 络 合 氟

２．５　络合剂用量试验

在０．１gU的“１６２”水解液中,含有４７．９mgF.在定容至３．０mL时,F－ 浓度为１５．９７mgF/mL.大

量的氟影响铀的萃取分离,加入Al３＋ 盐络合剂,将氢氟酸转化成了氟铝酸盐,有利于去除氢氟酸对Si的

腐蚀沾污,Al３＋ 盐其作用相当于盐析剂,能明显提升萃取性能.结果表明:取０．１gU 时,加入

０．６０mLAlCl３６H２O络合氟,B、Si回收较好(见表９).

表９　络合剂用量选择实验

序号
AlCl３６H２O/

(mL)
取样量/gU 萃取剂 萃取次数 B回收率/％ Si回收率/％

１ ０．５０ ０．１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３ ８５．３ １０７．８

２ ０．６０ ０．１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３ ９０．９ ９６．０

３ ０．７０ ０．１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３ ９１．９ ９６．８

４ ０．８０ ０．１ ２０％TBP－二甲苯＋１％TOPO ３ ８２．８ ９２．２

２．６　Al干扰实验

“１６２”纯度常在９９．９０％以上,用 Al３＋ 盐络合氟时,加入的 Al量为７．４５３mg/mL,分离铀后待测

水相中 Al含量最高.实验考查了 Al对B、Si的影响,结果表明:Al量为７．４５３mg/mL时,络合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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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含量低于仪器检出限,对样品中B、Si元素测量无干扰(见表１０).

表１０　Al干扰实验

元素/波长 取样量/gU
Al:７．４５３/
(mg/mL)

加标回收/％ 样品谱图检查 备注

B:２４９．７７２nm ０．１ ０．００３ ９５．３ 正常 无干扰

Si:２５１．６１１nm ０．１ ０．００１ ９６．８ 正常 无干扰

２．７　加标回收与精密度

用“１６２”进行加标回收实验,取样量为０．１gU时,加入０．６０mL“１６２ＧB、Si”光谱混标N６.结果表

明:B回收率在９３．７％~１０９．７％之间,Si回收率在９４．２％~１０８．４％之间,B、Si平均回收率在９９．７％~
１０１．９％之间,RSD不超过５％(见表１１).

表１１　加标回收与精密度实验

元素 加标量/(μg/mL)
加标回收量

(回收量—样品量)/(μg/mL)
平均值/(μg/mL) 回收率/％ RSD/％

B ０．３２
０．３０３、０．３３６、０．３２４、０．３１１、０．３０６、０．３０４、

０．３２１、０．３１３、０．３１２、０．３０５、０．３２３、０．３１０、

０．３１７、０．３２３、０．３４１、０．３４３、０．３５１、０．３００
０．３１９ ９９．７ ４．８

Si ３．２０
３．４６７、３．４０８、３．３８９、３．０５６、３．０７９、３．４０２、

３．３５９、３．０１６、３．３７３、３．０９８、３．２０５、３．４２９、

３．２７２、３．３７５、３．０３０、３．１８６、３．３０１、３．２４３
３．２６０ １０１．９ ４．７

２．８　GBW０４２０５验证实验

GBW０４２０５是 U３O８形式的铀和杂质国家一级标准物质,给出了Si等元素标准值与置信限[１１].
用该方法测定Si,测试数据处于标准值置信区间(见表１２).

表１２　GBW０４２０５验证试验

序号 元素 标准值/(μg/gU) 置信区间/(μg/gU) ICPＧOES/(μg/gU)

１ Si ３５．８ ２７．９~４４．７ ４１．９

２．９　“１６２”方法比对

该方法与 Q/IHJＧ０７０２０７Ｇ２０１８UF６ 中B等杂质元素的ICP光谱法测定、GB/T１４５０１．４—

９３UF６ 中Si的分光光度法测定进行比对,取样量分别为０．１gU、０．１５gU、０．７gU,测试数据一致(见
表１３).

表１３　“１６２”方法比对

序号 样品编号
ICP光谱法 分光光度法 该方法(ICPＧOES)

B:０．１５gU Si:０．７gU B:０．１gU Si:０．１gU

１ ZC１D０５１—２０１８ ＜１．０μg/gU ＜４．０μg/gU ＜１．０μg/gU ＜１５．０μg/gU

２ ZC１D０５４—２０１８ ＜１．０μg/gU ＜４．０μg/gU ＜１．０μg/gU ＜１５．０μg/gU

３ ZC１D０６２—２０１８ ＜１．０μg/gU ＜４．０μg/gU ＜１．０μg/gU ＜１５．０μg/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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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PTFE 旋流雾化进样系统其雾化效率比斯科特雾化系统提高了４倍,消除了光谱仪测量

“１６２”中Si的沾污问题.
(２)在 TBP萃取分离铀时,用 AlCl３６H２O络合氟可以提高萃取分离效率.
(３)ICPＧOES法测定“１６２”中B、Si杂质元素,加标回收良好,精密度高,方法稳定,标准物质验证

可靠,操作快速简便,可以满足“１６２”中B、Si杂质日常检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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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ofB,Siin“１６２”byICPＧOES

YONGLiＧfen,JIAOYan
(CNNCShaanxiUraniumEnrichmentCo．,Ltd,HanzhongofShanxiProv．７２３３１２,China)

Abstract:Anew methodforthedeterminationofB、Siimpurityelementsin “１６２”byICPＧOES．
Determiningtheanalyticalline,detectionlimitandlowerlimitoftheinstrumentinjectionsystem
parameters,Fluorideiontreatment methodanddosagetestofcomplexionagent,selectionof
Uraniumsamplingquantity,examiningtheinterferenceexperimentofAlelementtheprecisionof
themethodiscountedbystandardadditionrecovery,thereliabilityofthemethodisverifiedby
GBW０４２０５．Taking０．１ μg/g U samples,thelowerlimitofdetermination ofB elementis
１．０μg/gUandSielementis１５μg/gU,theaveragerecoveryratebetween９９．７％~１０１．９％,RSD
nomorethan５％．
Keywords:ICPＧOES;“１６２”;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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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蒸汽发生器杂质隐藏返出及缝隙pHt评估

詹孝传,吴忠良,田民顺,赖宏宇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福建 福清３５０３１８)

摘要:随着核电厂运行,杂质及腐蚀产物随二回路给水进入蒸汽发生器,并在缝隙区域发生隐藏、浓缩,导致缝隙pHt

值变化,不利于蒸汽发生器腐蚀控制,同时在蒸汽发生器工况变化,缝隙杂质出现返出.本文介绍了核电厂蒸汽发生

器杂质隐藏返出的理论和评估方法,结合福清核电机组隐藏返出试验数据进行返出量和缝隙pHt 值分析,并提出了进

一步优化建议,优化蒸汽发生器缝隙pHt 值,保障蒸汽发生器的运行安全.

关键词:核电厂;蒸汽发生器;隐藏返出;缝隙pH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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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蒸汽发生器(下文简称SG)作为核蒸汽供应系统的主要设备之一,将反应堆所产生的热量

传递给二次侧工作介质水,并在SG内实现状态转换.此时,二回路因腐蚀、补给水和加药等带入的杂

质通过给水进入SG内,这些杂质会在沸腾或蒸汽覆盖的流动受限区域出现浓缩,局部区域内腐蚀性

离子的浓度上升,引起局部区域的pHt 值变化,进而导致SG传热管的腐蚀并影响SG的运行寿命,这
一现象被称为“杂质隐藏”[１].

根据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EPRI)的研究,SG 内流动受限区域的杂质浓缩倍率最大甚至可达到

１０４~１０６ 倍,特别是传热管与管板、支撑板因二回路腐蚀产物迁移、沉积形成的缝隙,其浓缩程度更为

显著.图１是SG发生杂质隐藏的区域,图２是SG内缝隙处杂质浓缩的示意图.

图１　SG发生杂质隐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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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SG缝隙处杂质浓缩的示意图

当机组因降功率或降温等引起SG工况变化时,这些流动受限区域的杂质离子受浸湿作用返回到

水实体中,这一过程被称为杂质的隐藏返出(以下简称 HOR),HOR过程受到SG结构设计、传热条

件、传热管腐蚀产物沉积情况等影响[２].因此在机组大修停运阶段,通过对SG排污系统取样,分析多

种杂质离子浓度,评估杂质在SG的浓缩程度和高温下缝隙pH(以下简称缝隙pHt),综合判断SG传

热管腐蚀风险大小,并有针对性的优化机组水化学控制,确保SG缝隙pHt 值在控制范围,保障SG的

运行安全.

１　蒸汽发生器隐藏返出试验

１．１　福清核电蒸汽发生器

福清核电 M３１０二代加改进型机组设置三个环路,SG由立式筒体和倒 U型管束构成,SG类型是

D５５/１９B,SG传热管材料为耐腐蚀性能优良的镍(Ni)、铬(Cr)、铁(Fe)合金(称Inconnel－６９０TT)[３].
支撑板上的管孔设计成拉制的“四叶梅花形管孔”,如图３所示,SG管板上方管巷内设置了排污口,采
取连续排污的运行方式.

根据不同传热管材料在SG高温缝隙pHt 下电化学行为的研究[４],如图４,InconnelＧ６９０TT缝隙

pHt 值需维持在４．５~１１．０范围.

１．２　蒸汽发生器隐藏返出理论

SG进出的杂质关系可以通过SG二次侧物料平衡来建立,即:

MSGCSG＝(QinCin－QoutCout)Δt－HOR (１)
式中:MSG为SG中水溶液质量;

Q 为质量流量:Qin为SG输入的质量流量,Qout为SG输出的质量流量;

C 为杂质浓度:CSG为SG 内某种杂质浓度;Cin为SG 输入的杂质浓度,Cout为SG 输出的杂质

浓度;

HOR 为Δt内隐藏区域释放的杂质质量.
因此,SG隐藏杂质的累积＝给水进入杂质－蒸汽带走的杂质－排污带走的杂质.在降功率到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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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福清核电 M３１０机组SG支撑板的管孔类型

图４　不同传热管类型的电化学腐蚀电位ECP与高温pH 关系

温阶段,在时间间隔Δt内的隐藏释放通过增量形式来估算:
HOR＝(MSGCBD)t２－(MSGCBD)t１－QFWCFWΔt＋QSCSΔt＋QBDCBDΔt (２)

式中:t为时间;QFW为给水的质量流量;QS 为蒸汽的质量流量;QBD为排污的质量流量;CFW为给水的

杂质浓度;CBD为排污的杂质浓度.
由于SG内水溶液的隐藏释放十分显著,而此阶段蒸汽和给水中杂质浓度的测量值较小,因此公

式简化为:
HOR＝(MSGCBD)t２－(MSGCBD)t１＋WBDCBDΔt (３)

对于公式(３)中的排污的杂质浓度CBD,通过取样分析可以获得SG内某种杂质浓度,而SG的水

溶液质量MSG,通过SG的窄量程液位、蒸汽压力计算得到.这样就可以根据 HOR 实施的时间算出

此次HOR 过程某种杂质的返出总量.

１．３　蒸汽发生器缝隙pHt 值

核电厂SG在正常运行期间,二次侧水化学一直保持碱性,但在流动受限的区域,因局部过热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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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杂质发生浓缩,形成复杂的水化学环境,甚至可能会导致缝隙中形成酸性环境,因此需要根

据缝隙杂质返出量模拟计算缝隙pHt 值.
考虑到缝隙表面沉积物影响以及可溶性杂质不断扩散,和复杂的解析及溶解特征,如降温过程,

多价阴离子在金属氧化物表面吸附并随溶解度降低产生沉淀,钙、镁等阳离子随溶解度增加而扩散,
对隐藏盐释放模型来说较敏感,因此,热态零功率(以下简称 HZP)阶段评估的pHt 值相对其他两个

阶段较为准确,应在 HOR 试验实施过程中更加关注该阶段的杂质返出量情况.

MULTEQ方法评估 HOR 试验是EPRI开发、推荐的手段.它通过 HOR试验期间在热态零功

率平台下返出各杂质浓度输入到化学(ChemWorks),从而评估SG缝隙pHt 值[５].该方法假设SG
主体水中释放的物质仅来源于缝隙区域,且隐藏盐的释放代表平均缝隙环境,包括SG进口和出口处

的缝隙.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福清核电１号机组蒸汽发生器杂质隐藏返出量

福清核电１号机组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大修分别进行了三次 HOR试验,对应命名 R１、

R２、R３.对R１、R２、R３ 的３个隐藏返出阶段进行了取样分析,记录了 HOR期间机组功率、主系统冷端

温度、SG 窄 量 程 液 位、排 污 流 量 等 热 工 参 数 以 及 杂 质 离 子 分 析 数 据,通 过 化 学 模 拟 软 件

(ChemWorks)计算出SG缝隙杂质的返出总量.
表１是１号机组三次 HOR试验得出的结果与国内同类机组评估结果(命名S),以及法国核电厂

８０次 HOR试验得到的典型值[６](命名 T)对比情况.

表１　福清核电１号机组R１、R２、R３ 隐藏盐最大返回量(g)

Na＋ Cl－ Ca２＋ Mg２＋ SO２－
４ Al３＋ F－ K＋ SiO２

R３ ０．６２ ０．４６ ２．１６ ０．８ ２．２ ７．７５ ０．９２ — ８．９９

R２ ０．３７ ０．１９ ２．１７ — １．０１ ５．５ １．００ ０．１５ １６．１０

R１ ０．３９ ０．４７ ２．３６ ０．２２ ３．９ ２．０６ ２．３８ — ８．１９

S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０ １．０~９．０ １．０~５．０ １．５~９．０ —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５ １５~４０

T ＜２．０ ＜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５ ５．０~３０ — ＜１．０ ＜２．０ ＜１５

从数据看出,福清一号机组三次 HOR 杂质的最大返出量与国内同类机组的比较,大部分杂质离

子的返出量都在正常范围,且低于法国核电评估的典型值,说明福清一号机组二回路水化学总体控制

良好.
其中,三次 HOR 试验中氟离子(下文简称F－ ),返出量均大于或接近典型值,可能原因有二回路

使用氟材质的垫片释放、调试、检修用氟含量较高的化学辅材析出等.F－ 在SG 缝隙中浓缩呈强酸

性,破坏传热管表面钝化膜,加速传热管应力腐蚀.
另外,SO２－

４ 和SiO２ 杂质返出量与典型值比较,维持在较高的水平.SO２－
４ 来源可能有二回路用

碱化剂引入,除盐床净化用树脂微量释放等,SO２－
４ 的隐藏会造成传热管缝隙高温环境呈强酸性,同样

具有腐蚀性;而SiO２ 来源可能有补水带入,二回路系统过滤器材质分解等,SiO２ 的隐藏、浓缩,易形成

垢盐留在缝隙中,同时增加缝隙的浓缩倍率.

F－ 、SO２－
４ 和SiO２ 杂质的浓缩,造成传热管局部腐蚀风险,因此建议在后续的水化学控制中加以

关注,加强监测,以获得更多的运行经验.

２．２　福清核电１~３号机组蒸汽发生器缝隙pHt 值评估

利用 HZP阶段 HOR返出量计算SG缝隙pHt 值与浓缩倍率(CF)关系.图５至图８是福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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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１~３号机组近四次大修预测的SG缝隙内不同浓缩倍率下的pHt 值.

图５　F１０２ＧHZP阶段计算缝隙pHt 与浓缩倍率的关系

图６　F２０２ＧHZP阶段计算缝隙pHt 与浓缩倍率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正常运行工况时SG传热管缝隙处浓缩倍率达到１０３ 是认为合理的,假设部分缝隙

处可达到的最大浓缩倍率为１０４~１０６.根据图４至图７所示,在流动受限区域浓缩倍率达到１０４~
１０６ 倍时,计算中是否移除沉积物对缝隙pHt 无较大的影响,表２列出最大浓缩倍率区间内的缝隙

pHt 值.

表２　不同机组HZP阶段最大浓缩倍率区间内的缝隙pHt 值

F１０２ F２０２ F３０１ F１０３

(lgCF) ４　　６ ４　　６ ４　　６ ４　　６

pHt 值 ７．０　　７．０ ６．９　　７．１ ６．８　　７．２ ５．９　　４．６

２３



图７　F３０１ＧHZP阶段计算缝隙pHt 与浓缩倍率的关系

图８　F１０３ＧHZP阶段计算缝隙pHt 与浓缩倍率的关系

图５~图７说明,在F１０２、F２０２和 F３０１循环,SG１ 缝隙在较低浓缩倍率CF≤１０２ 条件下高温

pHt 呈中性,浓缩倍率１０２＜CF＜１０６ 之间缝隙处高温pHt 呈弱碱性,但均未超过缝隙高温pHt＝
１１．０上限,说明这几次循环SG传热管发生缝隙腐蚀的风险较小.

值得说明,F１０２循环经过了２次机组停堆小修,１SG１ 内的隐藏盐有部分释放,优化了传热管缝隙

处局部水化学环境.
图８可以看出,F１０３循环１SG１ 缝隙在浓缩倍率CF≤１０３ 条件下,高温pHt 呈中性;浓缩倍率

１０３＜CF＜１０５ 之间缝隙处高温pHt 呈弱碱性;浓缩倍率１０５＜CF＜１０６ 之间缝隙处高温pHt 越趋酸

性,最低高温pHt 达到４．６,接近缝隙高温pHt＝４．５下限.

３　总结及建议

总结SG杂质隐藏返出量计算以及缝隙pHt 值的评估结果,结合国内外核电的运行良好,福清核

电已采取或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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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优化蒸汽发生器结构

目前福清５,６号机组“华龙一号”SG,基于 M３１０二代加改进型机组的SG类型 D５５/１９B进行了

进一步改进,SG设计优化为ZH－６５类型,其支撑板上的管孔为“三叶梅花形管孔”结构,相对于“四
叶梅花形管孔”,能有效地减少SG传热管与支撑板的接触面积,改善腐蚀产物的积累程度,降低缝隙

浓缩引起的腐蚀风险[３].

３．２　提升水化学控制策略

针对１号机组F－ 、SO２－
４ 和SiO２ 杂质隐藏量高的问题,应尽量避免聚四氟乙烯等非金属材质的

垫片在二回路高温系统中使用;加强化学品技术审定等管理,杜绝化学品使用过程引入大量的 F－ 、

SO２－
４ 杂质;同时,优化二回路制水系统、净化系统树脂床运行方案,尽可能减少补水中SO２－

４ 与SiO２

的浓度;通过调整氨化运行SG排污系统净化床更换周期,降低阳、混树脂微量释放磺酸基等杂质风

险;通过SG排污系统混树脂物项替代为阴树脂,提高二回路对SiO２ 杂质的净化能力等.
随着机组运行,二回路腐蚀产物在SG不断沉积,SG内缝隙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缝隙pHt 值变

化也将会给SG传热管带来更大的腐蚀风险,因此,参考国内、外电厂,目前正着力研究二回路应用新

型碱化剂乙醇胺(ETA)和分散剂聚丙烯酸(PAA)的可行性,通过添加 ETA 碱化剂提高疏水侧pH,
减缓二回路腐蚀速率,以及采用分散剂PAA 对SG进行化学去污,从而降低SG内腐蚀产物的沉积

程度.

４　结束语

对SG传热管缝隙化学环境实现准确、合理地评估是一项长期的课题,福清核电需继续收集各个

机组的 HOR试验数据,密切跟踪杂质的隐藏及变化趋势,提升水化学控制策略,保障二回路良好水

化学环境,尽可能减小SG缝隙腐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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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Ｇoutreturnofsteamgeneratorimpuritiesandgap
pHtevaluationinFuqingNuclearPower

ZHANXiaoＧchuan,WUZhongＧliang,TIAN MinＧshun,LAIHongＧyu
(FujianFuqingNuclearPowerCo．,LtdChemistryFuqingofFujianProv．３５０３１８,China)

Abstract:Withtheoperationofanuclearpowerplant,Impuritiesandcorrosionproductbroughtinto
thefeedwaterofthesecondarycircuitarehiddenincertainareasofthesteamgenerator．Whichmay
causechangesinthepHvalueofthegap,andisnotconducivetoSGcorrosioncontrol．Atthe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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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殖酸存在条件下镎胶体行为研究

王　波,刘德军２,姚　军３,魏　锋１,姜　涛１,
包良进１,宋志鑫１,龙浩骑１,周　舵１,陈　曦１,邵延江１

(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３;

２．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２０９;３．中国国际咨询公司,北京１００４４)

摘要:２３７Np有较强毒性和很长半衰期,对人类和环境有潜在危害,腐殖酸存在可能影响镎的胶体行为,从而改变镎的

化学和迁移行为,腐殖酸对镎胶体行为影响是我国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重要研究内容.在模拟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

的低氧(O２ 含量小于５×１０－６)、低浓(２３７Np浓度在１０－６~１０－７ mol/L之间)条件下,用过滤法研究了无腐殖酸时 Np
价态和浓度对其胶体行为影响以及不同腐殖酸浓度体系中镎的胶体行为,并探讨了腐殖酸浓度影响镎胶体行为原因.

发现 Np价态、初始浓度以及腐殖酸均对 Np胶体行为造成影响:无腐殖酸体系中,五价 Np无明显胶体行为,而四价

Np能以真胶体形态存在于体系中,有明显胶体行为,且四价 Np浓度显著影响其真胶体行为;研究发现腐殖酸与四价

镎存在较强相互作用,使得体系中形成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使镎的粒径分布与腐殖酸粒径分布有明显相关性,并出

现腐殖酸浓度２~４０mg/L之间,镎—腐殖酸假胶体的量随腐殖酸浓度增加而增加,镎和腐殖酸粒径分布趋势一致,而
腐殖酸浓度在０．２~２mg/L之间,镎—腐殖酸假胶体的量随腐殖酸浓度增加而减少,镎和腐殖酸粒径分布相反的结

果.酸解析实验初步证实了腐殖酸与四价镎之间存着两种不同强度的相互作用,可能使本不易迁移的四价镎的迁移

能力和潜在危害性增大.

关键词:腐殖酸;２３７Np;胶体行为;核素迁移;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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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形成可能改变地下处置库中核素的化学形态和化学行为,使核素以特殊行为和机理向环境

迁移,给人类及环境带来危害.核素以胶体这一特殊形态存在并迁移现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受

到关注和重视[１Ｇ３],研究发现[３]Pu、Am 等溶解度小、通常不易迁移的核素以胶体形态存在可能使其在

地下水中的量增大并容易迁移.与离子形态核素相比,核素胶体处于非平衡状态[４],化学行为和迁移

行为特殊,相关化学和迁移过程不能用热力学平衡状态来描述[５],不但给核素胶体研究带来困难,还
可能导致对实验结果的错误解释[４].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中核素胶体行为研究是困难和复杂的科学问题,腐殖酸存在使核素胶体行为

变得更加复杂[６],很多国家已开展腐殖酸存在时核素胶体行为研究[７Ｇ１０],这些工作在低氧低浓条件下

进行并取得一定进展.但因腐殖酸对核素胶体行为影响的复杂性和研究的困难性,国际同行评议[１１]

认为对于核素以胶体形态迁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２３７Np有较强毒性和很长半衰期,对人类和环境

有潜在危害,腐殖酸存在可能影响镎的胶体行为,从而改变镎的化学和迁移行为,腐殖酸对镎胶体行

为影响是我国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重要研究内容[１２].国内对核素胶体行为研究很少,腐殖酸对镎胶

体行为研究更少[１３],且实验系大气条件下进行,模拟处置条件下腐殖酸对镎胶体行为影响研究国内未

见文献报道,亟需开展工作.胶体是否存在、胶体形成条件及原因、胶体的总量、组成(包括粒径分布、
化学组成)及其稳定性是核素胶体化学行为研究重点[１４],研究核素胶体这些性质,有助于弄清胶体形

成机理,更好地理解核素胶体的化学和迁移行为、控制地下处置库中核素向环境迁移.本文在模拟高

放废物深地质处置的低氧、低浓条件下,用过滤法分析体系中镎胶体粒径分布,研究腐殖酸对镎胶体

行为影响,并探讨腐殖酸和镎发生相互作用形成胶体的原因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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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

２３７Np溶液(０．０８４mol/L,c(H＋ )＝０．３~０．５mol/L),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放射化学研究所

提供;
腐殖酸系Fluka公司商品腐殖酸经本实验室提纯产品,表征结果见文献[１５].
闪烁液:Optiphase“Hisafe”３(PElifeandAnalyticalScience．美国,PE 公司);

TTA(噻吩甲酰三氟丙酮)、二甲苯,Na２S２O４、还原铁粉、氨基磺酸亚铁、Na２S２O４、NaOH、盐酸、
硝酸等均为市售分析纯;

１．２　仪器和用品

超滤离心管:截流分子量１０kDa、１００kDa,针头式滤器:０．２２μm、０．４５μm(美国,Millipore公司);
移液器:吉尔森公司(法国,吉尔森公司);
低速离心机:最高转速４５００r/min(中国,上海安亭离心机厂)
低氧工作箱:氩气氛围,O２ 含量小于５×１０－６(中国,米开罗那公司);
低本底液闪谱仪:QUANTULUS１２２０型(芬兰,Wallac公司);

pHＧEh电极:pH３０１实验室专用酸度/离子/氧化还原/温度计,配置 HI２９３０pH 电极和 HI
３１３１Eh 电极(意大利,HANNA公司);

紫外—可见光谱仪:TUＧ１８１０(中国,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试剂配制

Np(Ⅳ)储备液制备见文献[１６].腐殖酸贮备液配制见文献[１７],腐殖酸浓度８０mg/L,放于低氧

工作箱内避光保存.其他溶液均在低氧工作箱中用去离子水(电阻＝１８．２MΩ)配制.

１．３．２　腐殖酸对镎胶体行为影响研究

向聚丙烯塑料离心管(７０mL)中加入５０mL不同浓度腐殖酸溶液,加适量２３７Np贮备液,使溶液中镎

初始浓度在１０－７~１０－５ mol/L之间,并加入 Na２S２O４ 溶液(使溶液中 Na２S２O４ 浓度为０．００１mol/L)维
持 Np(Ⅳ)价态,用稀盐酸或氢氧化钠将溶液调至适当pH,密封离心管,充分振荡,间隔一定时间取

样,测定pH 和Eh 值,用１０kDa、１００kDa超滤离心管及０．２μm 和０．４５μm 的 Millipore针头式滤器

分别过滤,低本底液闪谱仪测定五种过滤液中２３７Np浓度,通过０．４５μm 膜和１０kDa膜的滤液中２３７Np
量的差值定义为体系中镎胶体的量[１８](前期研究表明本实验条件下过滤器对镎无明显吸附[１９]).除

Np浓度测定,其余操作均在低氧工作箱内完成.

１．３．３　检测方法

腐殖酸吸光度用紫外—可见光谱仪在波长２５４nm 处[２０Ｇ２１]测定,２３７Np浓度用低本底液闪谱仪测

定,样品pH 和Eh值分别用 HI２９３０型pH 电极和 HI３１３１型Eh电极测定.

２　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无腐殖酸体系中镎胶体形成

２．１．１　价态对 Np胶体形成影响

不同价态镎的胶体行为实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图中数据是体系平衡２４小时结果.AＧ２、AＧ４样品

是不同浓度五价镎实验情况,BＧ２、BＧ４和 CＧ１、FＧ２０样品是不同浓度四价镎情况.AＧ２中五个点分别

是经截流分子量１０kDa(孔径约２nm)、１００kDa(孔径约７nm)超滤膜和孔径分别为０．２μm 和

０．４５μm微滤膜过滤后,滤液中镎的浓度和不过滤样品中镎浓度.本文中其余样品情况类推.
以滤膜孔径为横坐标,滤液中镎浓度为纵坐标作图,可直观反映出不同体系中镎的分布情况: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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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浓度五价镎、四价镎胶体行为

一样品中,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的镎认为其存在于溶液中;通过０．４５μm 滤膜而不能通过１０kDa超

滤膜的镎以胶体形态存在,经这两种膜过滤后滤液中镎的量之差即为镎胶体的量;不能通过０．４５μm
滤膜的镎以大颗粒物形态存在;未过滤样品中镎的量为体系中镎总量.

从图１可见,AＧ２、AＧ４两个不同五价镎初始浓度样品中,镎几乎能完全通过０．４５μm 滤膜,表明

体系中的镎不能形成大颗粒物质;仅极少量五价镎(占总量１％~３％)虽能通过０．４５μm 滤膜,但被

１０kDa超滤膜截留,表明这部分镎以胶体形态存在;而占总量９５％以上的镎不能被１０kDa超滤膜截

流,说明这部分镎在实验条件下不形成胶体,可能仍以五价镎的自由水合离子形态存在[２２].实验结果

表明五价镎在本实验条件下胶体行为不显著.
低初始浓度四价镎(１０－７ mol/L左右)体系 BＧ２、BＧ４中,粒径大于４５０nm 的镎颗粒物占总量

１５％左右,它们被０．４５μm 滤膜截留;与五价镎情况相反,体系中大部分镎虽然通过了０．４５μm 滤膜,
却被１０kDa超滤膜截流,以四价镎真胶体形态存在,形成真胶体的镎占总量８０％以上,表明四价镎胶

体行为显著;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的镎非常少(占总量１％~３％),其浓度在５×１０－８ mol/L左右,这
与Rai[２３],Eriksen[２４]等的四价镎溶解度实验结果相近,这些四价镎可能仍以自由离子形态存在.

２．１．２　初始浓度对 Np胶体形成影响

图１还表明,四价镎初始浓度较高的CＧ１、FＧ２０体系中(四价镎浓度分别为:５×１０－６ mol/L和１×
１０－５ mol/L),镎的分布情况与低初始浓度时明显不同:９０％以上的镎不以胶体形态存在,而是以大于

４５０nm 的颗粒物形态存在;以胶体形态存在的镎小于总量的１０％,与２．１．１节镎初始浓度１０－７ mol/L
情况相反;体系中仅１％的镎以自由离子形态存在而通过了１０kDa超滤膜,溶液中镎的浓度也接近四

价镎在相应条件下溶解度数值.以上结果表明,四价镎的分布情况与其初始浓度明显相关,就其胶体

行为而言,低初始浓度四价镎体系中镎胶体行为显著,主要以真胶体形态存在,而高初始浓度体系中

的镎胶体行为反而不明显,主要是以大颗粒物形态存在.
四价镎离子半径较五价镎大、有效电荷高,在pH 值７~８易水解.因四价镎水解反应产物溶度

积较小(其组成可能主要为 Np(OH)４)[２６],四价镎水解产物在体系中将聚集成小颗粒物质;在低初始

浓度实验条件下虽然这些水解产物溶度积很小,但因其在体系中生成的量相应也小,不易进一步形成

大粒径物质甚至沉淀,因此它们主要以粒径在２~４５０nm 之间的真胶体这一特殊形态存在[２７,２８];而五

价镎即使在pH１０以上也不易发生水解反应[２９],不易形成真胶体,在体系中的分布情况和胶体行为

与四价镎明显不同.
而同样是四价镎体系,不同初始浓度体系中镎胶体行为有较大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高初始浓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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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体系中首先形成了大量粒径较小的镎真胶体颗粒,因体系中镎浓度高、水解产物量大,水解产物

以这些真胶体为凝聚核进一步形成直径４５０nm 以上大颗粒不溶物甚至沉淀.所以高初始浓度条件

下四价镎大颗粒物或沉淀的形成可能包括胶体形成和胶体进一步凝聚两个过程[３０],平衡１天时发现

体系中已有９０％以上的镎以直径大于４５０nm 的大颗粒物质存在于体系中.

２．２　腐殖酸—镎体系中镎胶体形成

２．２．１　腐殖酸—镎体系中镎的分布情况

研究了腐殖酸存在对 Np(Ⅳ)胶体行为影响,结果见图２.图中各样品中腐殖酸浓度分别为

０mg/L、０．２mg/L、２０mg/L),２３７Np初始浓度为３~５×１０－６ mol/L,体系平衡时间２４h.每一样品

五个点分别表示用截流分子量１０kDa、１００kDa和孔径分别为０．２μm 和０．４５μm 滤膜过滤液中２３７Np
浓度及不过滤样品中２３７Np浓度.

从图２可见,无腐殖酸时(样品CＧ１),高初始浓度四价镎体系中大量镎以大于４５０nm 颗粒形态存

在,而形成真胶体的镎所占比例小于１０％,溶液中镎所占比例更小(在１％左右),即高初始浓度镎—
腐殖酸体系中的镎主要以大颗粒物形态存在,形成真胶体的镎所占比例极小.

腐殖酸浓度为０．２mg/L时(样品CＧ２),体系中镎分布情况出现明显改变:一是粒径大于４５０nm
的镎颗粒物的量约占总量７％,远小于无腐殖酸体系,而无腐殖酸样品CＧ１中４５０nm 以上镎颗粒物要

占９０％以上;腐殖酸浓度为２０mg/L时(样品CＧ４),大于４５０nm 镎颗粒物的量变得更少(仅占总量

１％左右);二是腐殖酸存在时,镎胶体的量显著增加(７０％以上的镎以胶体形态存在),比腐殖酸浓度

为０mg/L的 CＧ１样品中镎胶体量增加１０倍,其他研究也表明,即使腐殖质含量仅０．１×１０－６

(０．１mg/L)数量级,对核素形态和迁移行为也有显著影响[６];在腐殖酸浓度０．２mg/L和２０mg/L
时,随其浓度增大镎胶体量有所减少,分别为７０％和３１％;三是腐殖酸存在不但增大了体系中镎胶体

的量,同时还使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的镎的比例明显增多,从无腐殖酸时的１％增大到腐殖酸含量

０．２mg/L时的２３％,２０mg/L时为６８％.

图２　腐殖酸对四价镎胶体行为影响

Np(Ⅳ)初始浓度:３×１０－６~５×１０－６ mol/L,溶液 pH:８

２．２．２　腐殖酸体系中镎形态分布

２．２．１节研究发现腐殖酸存在使四价镎胶体行为较无腐殖酸时发生明显改变.本节进一步考察

不同腐殖酸浓度体系中各种形态镎分布情况.图３是低氧条件下,等量四价镎加入腐殖酸浓度分别

为０mg/L、０．２mg/L、２mg/L、２０mg/L、４０mg/L体系中实验结果,镎初始浓度５×１０－７ mol/L,pH
均调至８．１,体系平衡１天后分别用１０kDa和０．４５μm 滤膜过滤,测定滤液中镎浓度,同时测定不过

滤原液中镎的总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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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腐殖酸浓度体系中镎的形态分布情况

Np(Ⅳ)初始浓度:５×１０－７ mol/L,溶液 pH:８

从图３可见腐殖酸浓度与体系中镎形态分布之间存在联系.腐殖酸浓度为０mg/L时,经１天平

衡,体系中镎总量明显低于初始浓度,表明部分镎已离开研究体系,可能已形成不溶物并吸附于容器

壁上;体系中几乎没有粒径大于４５０nm 的镎颗粒物;此时镎胶体的量较大,占到体系中镎总量的

８４％;但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的溶液中镎的量非常少,接近文献[２３,２４]报道镎的溶解度值.以上现

象表明无腐殖酸时,四价镎迅速发生水解反应,平衡一天时,部分水解产物可能形成沉淀且附着于容

器壁上,多数水解产物形成了镎的真胶体,只有极少量镎以离子形态存在于溶液中.
腐殖酸浓度为０．２mg/L时,镎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改变:体系中镎总量与初始浓度相比有一定

减少,表明也有部分镎成为沉淀离开体系或吸附于容器壁上;大于４５０nm 的镎颗粒物量也很少;而镎

胶体的量较无腐殖酸存在时显著减少,约占镎总量的６０％;与无腐殖酸时不同,其余约４０％左右的镎

能够通过１０kDa超滤膜,存在于溶液中.
腐殖酸浓度进一步增大为 ２ mg/L 时,与无腐殖酸和低浓度腐殖酸体系 (腐殖酸 浓 度 为

０．２mg/L)不同之处是体系中镎总量保持不变,表明镎全部存在于研究体系中,未出现明显沉淀和大

于４５０nm 的镎颗粒物,也无镎吸附于容器壁上;与腐殖酸浓度为０．２mg/L体系比较,镎胶体量进一

步减少,约占镎总量的２０％,达到一最低值,但溶液中镎的量却占了总量的８０％以上,达到一最大值;
腐殖酸浓度进一步增大至２０mg/L,镎总量与２mg/L腐殖酸体系情况相似,也无明显变化,但镎胶体

量却出现增加现象(占总量的５５％),因而溶液中镎明显减少(占总量４４％);腐殖酸为４０mg/L时,体
系中镎总量仍保持不变,镎胶体的比例更进一步增加到约６４％,溶液中镎的量减少到总量的约３６％.
可见不同腐殖酸浓度体系中,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的镎量随腐殖酸浓度增大呈“钟”形分布,镎胶体

的量呈倒“钟”形分布.

２．３　腐殖酸—镎体系中胶体形成原因探讨

２．３．１　腐殖酸胶体的存在

进行了腐殖酸粒径分布实验,以探讨镎及其胶体分布受腐殖酸浓度影响原因.实验单独配制了

浓度分别为０．２mg/L、２mg/L、２０mg/L、４０mg/L的腐殖酸溶液,调节其pH 为８．１,平衡１天后按腐

殖酸—镎体系中胶体实验研究步骤进行相同过滤操作,用紫外—可见光谱仪测定滤液中腐殖酸含量,
得到不同浓度腐殖酸体系中腐殖酸粒径分布情况如图４所示.

结果表明,体系中腐殖酸浓度与其粒径分布存在明显关系:腐殖酸浓度为０．２mg/L时,９０％以上

腐殖酸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为小分子量的腐殖酸,而以胶体形态存在的腐殖酸量很少,小于腐殖酸

总量的１０％;腐殖酸浓度增大到２mg/L,通过１０kDa超滤膜的小分子量腐殖酸的量有所减少,占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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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腐殖酸浓度时镎和腐殖酸粒径分布

Np(Ⅳ)初始浓度:５×１０－７ mol/L,溶液pH:８,平衡时间:１天

殖酸总量７０％左右,腐殖酸浓度４０mg/L时,通过１０kDa超滤膜小分子量腐殖酸只占总量２０％左

右,该实验结果也与文献[３０]中描述的不同浓度腐殖酸体系中腐殖酸粒径分布情况相似.
腐殖酸浓度与其粒径分布关系可初步解释腐殖酸—镎体系中镎的分布情况.图４还将各体系中

腐殖酸分布和镎分布情况一一对应,放于同一图中比较,发现腐殖酸浓度２ mg/L、２０ mg/L 和

４０mg/L体系中,镎和腐殖酸分布情况相近,即能通过某一孔径滤膜腐殖酸的百分比是多大,相应腐

殖酸—镎体系中大致也有相近比例的镎能通过这种滤膜.这一实验结果解释了２．２．２节中腐殖酸浓

度２~４０mg/L体系中镎的分布情况,还说明本研究体系中腐殖酸浓度对四价镎胶体行为影响很大原

因在于:腐殖酸含有的羧基、酚羟基等官能团对电荷数高的四价镎有较强配合(或吸附)能力[６,１０],四
价镎与这些官能团发生吸附或配合作用,附着于腐殖酸上,随腐殖酸一起迁移,其中形成的粒径在

１０kDa~４５０nm 之间的物质为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
腐殖酸和四价镎的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三个结果,一是抑制了四价镎水解,因此实验发现四价镎—

腐殖酸体系里粒径大于４５０μm 的镎颗粒物很少,平衡一天后镎的总浓度与初始浓度相比无明显减

少,而无腐殖酸体系中四价镎强烈水解生成不溶物离开研究体系,使得四价镎浓度在平衡一天后已明

显小于其初始浓度;
二是从腐殖酸在体系中的粒径分布情况可看到,腐殖酸浓度２~４０mg/L体系中,部分腐殖酸自

身就以胶体形态存在,腐殖酸胶体配合或吸附四价镎镎形成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因此出现体系中

以胶体形态存在的镎较无腐殖酸条件下增多,且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分布情况与腐殖酸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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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情况;
三是体系中存在着一定量的分子量小于１０kDa腐殖酸分子,它们虽然不以胶体形态存在,但同

样能吸附或配合镎并与之迁移,并一起透过１０kDa超滤膜,所以腐殖酸存在时,实验发现通过１０kDa
膜的过滤液中镎的量较无腐殖酸体系均有较大增加.

腐殖酸与四价镎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迁移这一机理,不但初步说明腐殖酸浓度２~４０mg/L体

系中镎的分布与腐殖酸分布相近的原因,同时也可对腐殖酸浓度０．２mg/L体系中镎与腐殖酸分布不

一致现象作出解释.Fluka腐殖酸电位滴定结果表明,其总酸性功能基含量为４．９６ meq/g,即

０．２mg/L腐殖酸体系中能与 Np结合的官能团含量理论上最大为９．９２×１０－７ mol/L,这与体系中加

入镎的量在同一数量级,而因为空间位阻等原因[３１],实验中镎的量相对于能够与其结合的腐殖酸官能

团可能过量,即腐殖酸浓度０．２mg/L体系中可能只能有部分镎能与腐殖酸结合形成假胶体和小分子

量配合物,这种官能团相对不足情况将造成以下结果:虽然０．２mg/L体系中９０％以上腐殖酸能通过

１０kDa超滤膜,但镎却只有４０％通过了１０kDa超滤膜,而２mg/L、２０mg/L、４０mg/L腐殖酸体系相

对镎的量有足够官能团与镎结合,因此这些体系中镎同腐殖酸结合并一起迁移.０．２mg/L腐殖酸体

系中未能与腐殖酸结合的四价镎发生水解反应,生成溶度积很小的 Np(OH)４,部分 Np(OH)４进一步

凝聚形成沉淀离开了体系,实验观察到该体系中镎浓度在平衡一天后略小于其他腐殖酸体系.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腐殖酸—四价镎体系中,镎与腐殖酸中的某些官能团的相互作用,导致体系

中形成了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和小分子量四价镎—腐殖酸可溶物,体系中的四价镎不易水解生成

沉淀物,而是随腐殖酸一起迁移,所以不同腐殖酸浓度体系中镎的粒径分布情况不再完全由四价镎水

解产物控制,在腐殖酸浓度较高时主要是受腐殖酸粒径分布情况影响,使得体系中能通过１０kDa超

滤膜的镎出现上述“钟”形分布.值得注意的是腐殖酸与四价镎的相互作用产物除胶体外,还能形成

小分子量的可溶物质,它们的存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提高四价镎迁移能力,地下水中的腐殖酸可能

是高放废深地质处置中潜在不安全因素.

２．３．２　腐殖酸—镎体系酸化解析实验

为进一步弄清腐殖酸与四价镎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假胶体和小分子量有机物情况,分别对腐殖

酸—五价镎和腐殖酸—四价镎体系进行酸化解析实验:从腐殖酸浓度为０mg/L、０．２mg/L、２mg/L、

２０mg/L、４０mg/L体系中各取四份等量液体,第一份直接用１０kDa超滤膜超滤,第二份用一定量酸

调节其pH 值为２,再用１０kDa超滤膜进行超滤,第三份液体直接用０．４５μm 膜过滤,第四份是不作任

何处理的原液.分别测定以上滤液和原液中２３７Np含量,以腐殖酸浓度为横坐标,镎浓度为纵坐标作

图,结果见图５.

(a)五价镎—腐殖酸体系酸解析情况

Np(Ⅴ)初始浓度:１０－７ mol/L,溶液 pH:８

　
(b)四价镎—腐殖酸体系酸解析情况

Np(Ⅳ)初始浓度:１０－７ mol/L,溶液 pH:８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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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腐殖酸体系中的五价镎也存在胶体行为,且随腐殖酸浓度增大,镎胶体量有所增加.但

与四价镎—腐殖酸体系比较,镎胶体的量较小,这表明五价镎与腐殖酸的结合能力应比四价镎弱[１０].
加酸调节体系pH＝２时,腐殖酸官能团结合的金属离子可被 H＋ 取代,且腐殖酸主要以沉淀形式

存在,不能通过１０kDa超滤膜.酸解析结果表明,五价镎—腐殖酸体系中的镎可完全被解析出来,解
析出的量与体系中镎总量基本吻合,这既证实了体系中部分五价镎与腐殖酸形成假胶体,还表明五价

镎与腐殖酸之间结合较弱,在pH＝２条件下五价镎可完全脱离与腐殖酸结合,假胶体被破坏,使五价

镎完全以离子形态存在于溶液中.
四价镎—腐殖酸体系解析实验发现,pH＝２时镎不能被完全解析,部分四价镎仍与腐殖酸结合在

一起.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四价镎与腐殖酸结合情况不同于五价镎,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与五价

镎—腐殖酸假胶体存在明显差异.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初步判断,四价镎—腐殖酸假胶体中镎与腐殖

酸可能以两种方式结合:部分四价镎与腐殖酸发生表面离子交换或吸附等较弱作用形成假胶体,容易

被酸解析;与腐殖酸发生较强配合作用的四价镎不易被 H＋ 所取代,仍以假胶体形态随腐殖酸迁移.
从以上实验结果可见,处置条件下本不易迁移的四价镎可能与地下水中腐殖酸发生相互作用而

形成假胶体,存在随地下水中腐殖酸迁移可能性.而且地下水pH 发生变化,还可能导致四价镎从假

胶体中释出进入溶液,进一步方便了镎的迁移.

３　结论

采用过滤法研究了腐殖酸对四价镎胶体行为影响,发现无腐殖酸体系中,低初始浓度条件下四价

镎更易形成真胶体,高初始浓度条件下四价镎胶体可能不稳定,形成后在短时间内即发生凝聚形成沉

淀;腐殖酸与四价镎之间存在着较强相互作用,使体系中四价镎与腐殖酸结合并一起迁移,造成腐殖

酸浓度明显影响体系中镎分布的结果:体系中部分镎以较稳定的四价镎—腐殖酸假体形态存在,其他

镎与小分子腐殖酸结合,以能溶于水的小分子物质形态存在;腐殖酸与四价镎结合抑制了四价镎的水

解和沉淀形成,可使体系中镎的总量变大;四价镎与腐殖酸形成假胶体和小分子物质可能提高本身不

易迁移四价镎的迁移能力,考虑到溶液中与小分子有机物结合的镎迁移能力可能强于胶体形态的镎,
应将小分子腐殖酸与镎相互作用作为进一步研究内容;本文实验结果还表明,腐殖酸与镎相互作用是

理解其迁移能力的关键,进一步工作中应将两物质间相互作用作为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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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ofNeptuniumColloidal
BehaviorsinPresentofHumicAcids

WANGBo１,LIUDeＧjun２,YAOJun３,WEIFeng１,
JIANGTao１,BAOLiangＧjin１,SONGZhiＧxin１,

LONGHaoＧqi１,ZHOUDuo１,CHENXi１,SHAOYanＧjiang１

(１．DepartmentofRadiochemistryof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２．StatePowerInvestmentCorporationCentralResearchInstitute,Beijing,１０２２０９,China;

３．ChinaInternationalEngineeringConsultingCorporation,Beijing,１０００４４,China)

Abstract:ThecolloidalＧbornefacilitatedtransportofactinidesisanimportantpartofradionuclide
migrationinvestigationinHLWgeologicaldisposal．Inthepresentstudies,Npcolloidalbehaviorsin
presentofhumicacidswasinvestigatedbyusingmicroＧandultrafiltrationmethodsundersimulated
disposalconditions,andtheconcentrationsof２３７Npandhumicacidsinfiltratesweredetectedwith
LiquidscintillationspectrometerandUVＧVisspectroＧphotometer,respectively．Theamountofthe
NpcolloidsdefinitedasthedifferentofNpconcentrationbetweenthefiltratesthroughthe１０kDa
andthe０．４５μm molecularweightcutＧofffilteredmembranes．Allexperimentswereperformedin
argonatmospheregloveＧbox (themeanconcentrationofO２ wasapproximately５×１０－６)andat
ambienttemperature．

TheinfluenceofoxidationstatesofNp,initialconcentrationsofNpandthepresenceofhumic
acidsonNpcolloidalbehaviorswereinvestigated．ThegenerationofintrinsicNeptuniumcolloidwas
observedinNp(Ⅳ)solutionsandinpH８underanaerobicconditions,whereastheformationofthe
colloidalspeciesarelessfoundinNp(V)solutionsundersameconditions．Theinitialconcentrations
ofNp(Ⅳ)influencetheNp(Ⅳ)colloidalbehaviorapparentely,thepercentofNpintrinsiccolloidon
theamountof NpinlowerinitialNpconcentrationssolutionsishigherthanthehigher Np
concentrationsconditions．Alsointhispaper,theradioactivepseudocolloidsofNp(Ⅳ)Ｇhumicacids
wereformedinpresentofhumicacids．TheamountsoftheNp(Ⅳ)Ｇhumicacidscolloidsislowestin
２mg/Lhumicacidssolutions,however,theamountsoflowerthan１０kDamolecularweightcutＧoff
(MWCO)filterNp(Ⅳ)Ｇhumicaicdscompoundsin２ mg/Lhumicacidssolutionsishigherthan
othersolutions．TheconsistentofsizedistributionsofNp(Ⅳ)withthesizedistributionsofhumic
acidsinhumicacidsconcentrations２~４０mg/Laqueoussolutionswereobserved,itisincontrasted
withthe０．２mg/Lhumicacidssolutions．TheseresultsdemonstratedthatNp(Ⅳ)couldassociated
todifferents molecular weighthumicacidstoform pseudocolloid andlow molecular weight
compoundsoftheNp(Ⅳ)Ｇhumate,thusthe１０kDamolecularweightcutＧoff(MWCO)membrane
didntretardtheseNp(Ⅳ)Ｇhumatecompounds．Asforthe０．２mg/Lhumicacidssystem,someof
theNp(Ⅳ)doesnotassociatewithhumicacidsthroughreactionwiththerelatedfumctionsinhumic
acids,duetolowerhumicacidsconcentrationandthesterichindrancearoundthefunctionalgroups．

ThedesorptionexperimentshasbeencarriedouttoconfirmtheformationofNp(V)Ｇhumic
aicdscolloidsinsolutions．Theexperimentalresultsdemonstratedthatthereweretwodifferent
interactionsbetweenNp(Ⅳ)andhumicacidsmolecule,anditisindicatethatNp(Ⅳ)Ｇhumates
pseudocolloidsweregeneratedthroughadsorptionandcomplexationbetweenNp(Ⅳ)andhu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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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s．Itis means,this means,thepresentofhumicacids wouldtoenhancethe Np(Ⅳ)

concentrationsinsolutionsandfacilitatethemigrationofNp(Ⅳ)evenunderanaerobicconditions,it
isnecessarytounderstandandattractedmoreattentionontheinteractionmechanismsofhumicacids
withNp(Ⅳ)inHLWgeologicaldisposal．
Keywords:Humicacids;NeptuniumＧ２３７;Colloidalbehaviors;Radionuclides migration;HLW
geological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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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增强光还原分离液相中Re(Ⅶ)的研究

王　怡１,吴志豪１,丁旭尘１,翁汉钦１,∗,王　兰２,林铭章１,３,∗

(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７;

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９;

３．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为了消除具有放射性的锝Ｇ９９(９９Tc)对公众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的危害,从液相中高效分离 Tc(Ⅶ)是十分迫切

且关键的.由于铼(Re)与 Tc物化性质相近,研究中常用 Re作为 Tc的替代元素进行研究.本文采用丙酮增强光还

原的方法来分离溶液中的ReO－
４ ,结果表明引入０．８１M 丙酮可以显著提高分离效率的同时加速还原反应,在短时间内

(３０min)分离效率即可达到９５．２％,且分离率最高可达９８．５％.通过 TEM,HRＧTEM 和 XPS对产物进行表征,确定

了产物成分主要为 Re(０)、ReO２ 及 ReO３.最后研究了体系中异丙醇浓度、醇种类、溶液酸碱度和离子强度等因素对

Re(Ⅶ)光还原分离的影响,结果表明１mol/L的异丙醇足以有效的还原 Re(Ⅶ),异丙醇是光还原 Re(Ⅶ)最合适的还

原剂,碱性条件和添加 NaClO４ 盐都有利于 Re(Ⅶ)的还原分离.

关键词:光还原;Re(Ⅶ);分离;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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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含有较多镧系元素、锕系元素、铂族金属、９９Tc及其他裂变产物的高放

废液随之产生[１Ｇ２].其中９９Tc在高放废液中具有较高的产额以及有氧条件下在环境中较强的迁移性,
同时其半衰期较长(t⅟＝２．１３×１０５ 年),被认为是对环境危害最大的放射性核素之一[３].Tc主要以

高锝酸根阴离子形式存在(Tc(Ⅶ)O－
４ ),然而 TcO－

４ 几乎不被大多数矿物材料吸附固定,极易在地下

水和土壤中迁移.为消除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潜在威胁,从水相中分离和去除 Tc显得至关重要.
考虑到 Tc所有的同位素都具有放射性,而同族元素铼(Re)具有与其相似的价态分布、UVＧvis吸收、
离子构型和半径等,故研究中常采用Re作为 Tc的替代元素进行科学研究[４].

据报道,在无氧或还原条件下,ReO－
４ 可以被还原成不溶的低价物质而实现有效和经济地分离,

如铼氧化物(ReOx)和水合氧化物沉淀(ReOxnH２O)[５].迄今为止,多种方法已被用于还原分离溶

液中的Re(Ⅶ).其中,化学还原可以实现高效快速分离 Re(Ⅶ),其分离率高达９７％[６].然而,在化

学还原过程中,引入的 NaBH４、Na２S２O３、金属锌或其他强还原剂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对环境也不友好.
虽然电化学还原可以在无还原剂的条件下进行,但电解液中的SO２－

４ 由于与 ReO－
４ 具有相似的几何

构型而阻碍其还原.此外,沉积在电极上的不溶性 ReOx 会进一步阻碍反应,导致分离效果下降[７].
广泛应用于灭菌,涂层和污水处理等领域的光化学技术,也可实现金属离子的还原分离———通过特定

波长光照射下产生的还原物质来还原金属离子[８].相对于其他还原分离法,光还原是一种高效且环

境友好的方法.Koroleva等首先提出了一种利用紫外线(UV)照射分离 Re(Ⅶ)的光还原方法,之后

改进的光还原实现了９４．７％的Re分离[９].然而,目前报道的光还原策略总是耗时比较长,需要几个

到十个多小时.因此,当前研究集中在提高其还原效率和经济性.
本研究采用丙酮增强的光还原方法将 ReO－

４ 还原至低价铼氧化物,表征了获得的固体产物的成

分,同时系统考察了异丙醇浓度、醇种类、酸碱度和离子强度等因素对分离效果的影响.此法分离效

率高,还原速度快,反应条件温和,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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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

１．１　实验材料

高铼酸钠(NaReO４)(９９．９５％),购于阿尔法埃莎(中国)化学有限公司.氢氧化钠(≥９６％)、异丙

醇(≥９９．７％)、丙酮(≥９９．５％)、乙醇(≥９９．７％)、甲醇(９９．５％)、叔丁醇(９８％)、盐酸(３６％~３８％)、
硫酸(９５％~９８％)等分析纯试剂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高纯氮(含量≥９９．９９９％),由南

京上元工业气体厂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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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实验步骤

首先配置含有３mmol/LNaReO４,０．８１mol/L丙酮和１mol/L异丙醇样品溶液,用 NaOH 或

H２SO４ 溶液调节pH.然后,将反应溶液转移到石英管中,通入氮气除氧１０min.密封后,将这些管

放入配有５００W高压汞灯的光化学反应仪中.在照射期间,试管以５．５r/min的恒定速度围绕光源旋

转,并且用流水冷却系统将光源与样品管的温度保持在(２５±３)℃.按照不同的预定照射时间取出

样品,离心(１００００r/min,１５min)以分离上清液和产生的沉淀物,用于进一步测量残留/未还原的 Re
(Ⅶ)的浓度并表征固体产物的组成.沉淀物的分离和干燥在高纯度 N２ 气氛下的手套箱中进行.

１．３　分析方法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V－２６００,Shimadzu);固体纳米颗粒的形貌表征:透
射电子显微镜(TEM)(HitachiH７６５０,１００kV)和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HRＧTEM)(JEOL２０１０,

２００kV),通过 GatanDigitalMicrograph测量晶格条纹的间距.沉淀的成分表征:X射线光电子能谱

(XPS)(ESCALAB２５０,Thermo－VG Scientific),其中 X 射线源为 Al的单色 Kα射线 (hv＝
１４８６．６eV),所有结合能以C１s(２８４．６eV)进行校正.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发射光谱仪(ICPＧ
OES,Optima７３００DV,PerkinElmer)测量上清液中剩余的Re浓度.在ICPＧOES测试之前,取１mL
上清液在６５ ℃下干燥１２h以除去溶液中存在的有机物(醇或丙酮).然后,将干燥的固体溶解于

１０mL超纯水中.Re(Ⅶ)的分离率(％)根据以下公式(１)计算.

SeparationRatio＝
co －cr

co
×１００％ (１)

式中:C０ 和Cr(mmol/L)分别表示照射前 NaReO４ 的初始浓度和照射后上清液中剩余的Re浓度.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图１展示了５００W 高压汞灯照射不同时间后上清液中 ReO－
４ 的 UVＧvis吸收光谱.随着照射时

间的增加,ReO－
４ 的两个特征吸收峰(２０２nm 和２２７nm)的峰值逐渐降低,表明残留的 ReO－

４ 浓度越

来越低.此外,澄清透明的溶液也变得混浊,并且随着照射时间的增加而变得更暗,表明 ReO－
４ 被还

原成不溶性产物.根据先前的研究,一些金属离子[U(Ⅵ),Pd(Ⅱ),Rh(Ⅲ)或Ru(Ⅲ)]可以在 UV照

射下被激发,并通过从醇中抽取 Hα原子而被还原[２].生成的具有强还原性的RC

HOH 自由基可以进

一步还原金属离子.在我们体系中,Re(Ⅶ)也可通过类似的方式被还原.首先,ReO－
４ 被 UV 激发,

激发态的ReO－∗
４ 抽取异丙醇的 Hα 原子,产生具有强还原性的异丙醇自由基(CH３)２C


OH(E０＝－１．

３９V).通过从异丙醇中抽取 Hα和异丙醇自由基的还原,Re(Ⅶ)O－
４ 被还原成低价物种Re(VI)O２－

４ ,
如公式(２)和公式(３)所示.

ReO－∗
４ ＋(CH３)２CHOH→ReO２－

４ ＋(CH３)２C

OH＋H＋ (２)

ReO－
４ ＋(CH３)２C


OH→ReO２－

４ ＋(CH３)２CO＋H＋ (３)
在异丙醇存在的情况下,Re(Ⅶ)可以有效被还原,但还原速率较慢,UV 照射２０h后仅还原

５２．６％.然而在体系中含有丙酮时,Re(Ⅶ)的还原速率大大提高(图１G线).即使 UV照射１h,溶液

中剩余的ReO－
４ 浓度远低于在无丙酮体系被照射２０h后的浓度.为了探究丙酮的作用,在不同的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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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清液中 ReO－
４ 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插图是照射前后样品的照片

酮浓度下进行了一系列Re(Ⅶ)光还原实验.如图２所示,随着丙酮浓度的增加,还原显著加快.在

０．２７mol/L丙酮中还原可在６０min内达到平衡,分离率为９４．３％.当丙酮浓度达到０．８１mol/L时,

Re(Ⅶ)的还原速度略微增加,平衡分离率几乎相同(９４．６％).并且更高的丙酮浓度条件下,还原速度

和分离率不再提高.故后续实验均在添加０．８１mol/L丙酮的条件下开展.

图２　在不同浓度的丙酮溶液中光还原 Re(Ⅶ)的分离率

为了观察沉淀的微观形貌,将 UV照射结束后的溶液直接滴到铜网上进行 TEM 和 HRＧTEM 检

测.如图３(a)所示,产物为絮状胶体,尺寸在微米级,故离心不能将其从溶液中彻底分离出来.在我

们的实验中,加入一定量的 NaClO４ 溶液,可以中和胶体表面带的电荷,从而使其更易聚沉,更容易溶

液中分离出来.此外,还可以观察到清晰的晶格条纹[图３(b)],其分别来自于 ReO２[０．２８３nm 对应

(０２０)面,０．２２８nm 对应(００２)面,０．１９２nm 对应(１１２)面],ReO３[０．２００nm 对应(２００)面,０．２２３nm 对

应(００２)面],更重要的是,还观察到 Re(０)的晶格条纹[０．２３７,０．１９８和０．２１３nm 分别对应(１００),
(２００)和(１０１)面].

图３　溶液中固体产物的 TEM 和 HRＧTEM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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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收集的固体产物的成分,在充满氮气的手套箱内,添加 NaClO４ 溶液离心,用超纯水和无

水乙醇洗涤分离出的沉淀,然后用氮气吹干,进行 XPS表征.从溶液中固体产物的 Re４fXPS谱图

(见图４)中,可以很明显观察到 Re(０),ReO２,ReO３ 和 ReO－
４ 的吸收峰,其摩尔比分别为约２∶１７∶

１∶６.XPS与 HRＧTEM 的结果一致表明,这是首次发现通过光还原的途径获得Re(０).

图４　溶液中固体产物中 Re４fXPS谱图

异丙醇(Hα 供体)的浓度对Re(Ⅶ)的分离具有直接影响.随着异丙醇浓度从０．０３mol/L增加到

１mol/L,还原速率增加[见图５(a)],因为较高的异丙醇浓度有利于异丙醇自由基的产生.在

１mol/L异丙醇中,反应在３０min内达到平衡,分离率达到９４．７％.当异丙醇的浓度进一步升至

２mol/L时,还原速率和平衡分离率几乎一致,表明１mol/L异丙醇足以有效地还原Re(Ⅶ).
如图５b所示,醇的种类也会影响Re(Ⅶ)光还原.还原速率和分离率均以甲醇、乙醇和异丙醇的

顺序递增,Re分离率分别为４８．５％,９０．５％和９４．７％,而特丁醇几乎不能还原Re(Ⅶ).根据上述提出

的机理,Re(Ⅶ)的光还原速率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金属离子对醇的 Hα抽取是 Re(Ⅶ)还原反应

的主要原因.据报道,铀酰离子对特丁醇,甲醇,乙醇和异丙醇的光化学反应速率常数(Ksv)分别为

５Lmol－１,１２Lmol－１,６０Lmol－１,１１３Lmol－１[１０].另一方面,形成的自由基如 C

H２OH,

CH３C

HOH 和(CH３)２C


OH 具有不同的氧化还原电位,分别是－１．１８V,－１．２５V 和－１．３９V,都能

够还原Re(Ⅶ)(E０(ReO－
４/ReO３)＝＋０．７V)[１１].特丁醇不含有 Hα,且特丁醇自由基不具还原性,因

此在特丁醇存在的体系中 Re(Ⅶ)不能被还原.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异丙醇对于 Re
(Ⅶ)光还原是最佳的.

最近,我们课题组已经证实碱性条件有利于辐射还原分离 ReO－
４

[１].在光还原实验中也存在类

似的趋势,还原速率和分离率均随碱度增加而增加.如图５(c)所示,在１mol/LNaOH 条件下,还原

速率最快,在３０min内可达到９５．２％的平衡分离率.在原始pH 条件下,还原速度略有下降,但分离

率基本相同.在酸性条件下,则需更多时间达到平衡,而分离率降至８２．６％.据公式(２)和公式(３),
在Re(Ⅶ)还原过程中会产生质子,酸性条件促进逆反应.因此,碱性条件有利于 Re(Ⅶ)光还原.另

一方面,异丙醇可视为弱酸,pKa＝１６．５(２５℃)[见公式(４)].在强碱性体系中形成的异丙氧基阴离

子具有还原性的,这有利于Re(Ⅶ)的还原.
(CH３)２CHOH↔(CH３)２CHO－ ＋H＋ (４)

由于ClO－
４ 在 UV照射下比较稳定,不与体系中物质反应,因此我们在实验中添加特定浓度的

ClO－
４ ,研究离子强度对Re(Ⅶ)光还原影响,结果如图５(d)所示.在不同浓度的 NaClO４ 条件下,分

离率均随 UV照射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同时,还原速率随ClO－
４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其平衡分离率

基本一致,约９８．５３％.在原始条件下,UV 照射一段时间后,光难以通过深黑色的溶液,阻碍进一步

的反应进行.在反应前加入一定量的 NaClO４ 溶液以中和纳米颗粒的表面电荷,从而使其聚沉至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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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底部.而上部溶液保持透明,利于光还原反应的继续进行.

图５　不同因素对光还原 Re(Ⅶ)的影响

(a)异丙醇浓度;(b)醇种类;(c)酸碱度;(d)离子强度

３　结论

本文利用丙酮增强的 UV光还原方法,以分离出溶液中放射性核素Tc(Ⅶ)的类似物Re(Ⅶ).我

们研究了丙酮的增强行为,添加０．８１mol/L丙酮可以显著加快反应速度和提高分离效率.TEM,

HRＧTEM 和XPS结果证实,固体产物中含有Re(０),ReO２,ReO３ 和NaReO４,其中Re(０)是首次通过

光化学还原的手段获得的.同时我们还探究了异丙醇浓度,醇种类,酸碱度和离子强度等不同因素对

Re(Ⅶ)分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１mol/L的异丙醇足以有效的还原 Re(Ⅶ),异丙醇是光还原 Re
(Ⅶ)最合适的还原剂,碱性条件有利于Re(Ⅶ)的还原分离,额外添加 NaClO４ 盐也有利于 Re(Ⅶ)的
还原分离.这项工作不仅提出了丙酮增强Re光还原的方法,而且表明光还原方法在提取和回收稀有

Re资源方面是极具应用前景的,同时,这也适合于去除环境中放射性核素 Tc(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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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Re(Ⅶ)separationfromaqueoussolution
byacetoneenhancedphotoreduction

WANGYi１,WUZhiＧhao１,DINGXuＧchen１,
WENGHanＧqin１∗,WANGLan２,LIN MingＧzhang１,３∗

(１．SchoolofPhysics,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HefeiofAnhuiProv．２３００２７,China;

２．NationalSynchrotronRadiationLaboratory,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
China,HefeiofAnhuiProv．２３００２９,China;３．InstituteofNuclearEnergySafety

Technology,CAS,HefeiofAnhuiProv．２３００３１,China)

Abstract:EfficientseparationoftechnetiumＧ９９(９９Tc)fromaqueoussolutioniscrucialtopreventits
underlyinghazardstothepublichealthandenvironment．Rhenium (Re)iscommonlyusedasa
analogueofTcinmostofstudies,whichhassimilar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Inthiswork,

wedevelopedanenhancedphotoreductionmethodusingacetonetoacceleratetheseparationofReO－
４

fromaqueoussolutioninthepresenceofisopropanol,whichachievedaseparationratioashighas
９５．２％ within３０ minandthemaximumseparationratio９８．５３％．Firstly,theacetoneＧenhanced
mechanismontheRe(Ⅶ)photoreductionwasdiscussedindetail．Theaddition０．８１Macetonecould
significantlyimprovetheseparationratioandacceleratethereductionreaction．Next,thesolid
productwascharacterizedbyTEM,HRＧTEMandXPStodeterminethecomponents,whichwas
mainlycomposedofRe(０),ReO２ andReO３．Finally,theeffectsofisopropanolconcentration,

alcoholtypes,acidity/alkalinityandionicstrengthonRe(Ⅶ)photoreductionwereinvestigated．
Theresultsshowedthat１MisopropanolwasenoughtoreduceRe(Ⅶ)efficientlyandisopropanol
wasmostoptimalforRe(Ⅶ)photoreduction．ThealkalineconditionsandtheadditiveNaClO４ were
favorableforrheniumseparation．
Keywords:Photoreduction;Re(Ⅶ);Separation;Ace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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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沾污１７Ｇ４PH不锈钢的磷酸浸泡电解去污研究

王成龙,佟振峰,宁广胜,徐　帅,杨　文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为了研究放射性沾污１７Ｇ４PH 不锈钢的磷酸浸泡电解去污方法,设计了磷酸浸泡电解实验装置,以压水堆核电站

用未沾污φ(５×５０)mm 主蒸汽隔离阀杆试样为研究材料,其直径变化率作为电解去污能力评价指标,进行了模拟实

验,获得了最佳电解去污参数,包括电解液浓度２０％vol、电流密度０．４A/cm２和电解液温度６０℃.根据最佳实验参

数,对沾污的阀杆材料进行了去污实验,结果表明,试验装置操作简单、安全可靠,当样品试验时间为１５s时,样品表面

β计数已经由初始的９３/s降为２/s,已低于环境本底值９/s,去污效率达到９８％,达到了对沾污样品的去污要求.
关键词:放射性沾污;电解;去污;１７－４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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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涉核科研单位在运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废旧设备表面会不同程度受到放射性的污

染,对于受到放射性污染的设备,必须经过严格的去污处理和管控,避免沾污废金属流入社会,对公众

安全造成影响[１].
目前,对放射性沾污器件的去污方法主要有机械Ｇ物理法、化学法、熔融法、生物法和电化学法,在

进行去污方法的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适用的去污材料、去污能力等因素[２].对于沾污金属器件,目前

主要采用的是电化学方法[３,４],该方法对金属表面的非固定性污染和强固定性污染有较好的去污

效果[５,６].
本文主要针对反应堆主蒸汽隔离阀材料１７－４PH 不锈钢采用电化学方法开展了电解去污试验,

确定最佳去污参数,为核电厂处理该类沾污材料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同时,其他类型材料的去污也

可以借鉴本文的研究方法.

１　电解去污试验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压水堆核电站用主蒸汽隔离阀杆材料１７－４PH 不锈钢,其化学成分列于表１.试样

包括作为模拟试样的未沾污阀杆材料φ(５×４０)mm 圆棒和沾污阀杆材料φ(３２×７２)mm 圆棒.

表１　１７Ｇ４PH不锈钢化学成分(％)[７]

元素 C Mn Si Cr Ni Cu Nb＋Ta

含量 ≤０．０７ ≤１．０ ≤１．０ １６．５ ４ ４ ０．３

１．２　试验设备

１．２．１　电解去污试验装置

磷酸浸泡电解去污试验装置示意图如图１所示.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待去污样品４与钛阳极３相

连,电解槽６作为容器和阴极,在装置内部放有搅拌装置５,使电解液更加均匀,同时配有加热棒１和

热电偶２对电解液的温度进行控制.

１．２．２　辅助设备、试剂

辅助设备主要包括CKWＧ２２００型控温系统;WYJＧ３６５０型直流电解电源,电压调节范围０~３６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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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磷酸浸泡电解去污试验装置示意图

１—加热棒;２—热电偶;３—钛阳极;４—待去污试样;５—搅拌装置;６—钛阴极/电解槽

电流调节范围０~５０A;LDMＧAX型激光测径仪;BERTHOLDLBＧ１２４型沾污测量仪;洁盟JPＧ０１０T
超声波清洗机.

试剂主要包括 AR(≥８５％)型磷酸,AR型酒精.

１．３　电解去污试验方法与内容

首先对试样进行超声清洗,用激光测径仪测量其外形尺寸或沾污仪测量沾污程度,随后进行电解

试验,试验结束后,再次对样品进行超声波清洗并测量外形尺寸或沾污程度.对于未沾污试样,以电

解前后试样直径变化速度作为电解去污能力指标;对于沾污样品,以电解去污前后沾污程度变化作为

电解去污能力指标.

１．３．１　模拟试样电解去污试验

对圆棒状模拟试样进行电解研究,以模拟试样直径变化情况作为评价电解去污能力的指标,寻求

最佳试验参数,具体内容包括:①保证初始试验温度、电解液浓度一致,通过改变电流密度值进行试

验,研究电流密度与去污能力的关系,确定最佳电流密度;② 使用①步骤确定的最佳电流密度以及保

证初始试验温度一致,通过改变电解液浓度,研究电解液浓度与去污能力的关系,确定最佳电解液浓

度;③使用①②步确定的最佳电流密度和电解液浓度,通过改变试验温度进行试验,研究试验温度与

去污能力的关系,确定最佳试验温度.①、②、③步所有实验,试验时间均为５min.

１．３．２　沾污试样电解去污试验

对沾污废金属采用模拟试验得到的最佳电解参数(电流密度、电解液浓度和温度)进行电解去污

试验,对不同去污时间后的样品,对比其去污前后的放射性计数来判定去污效率,并最终确定该方法

是否达到去污要求.

２　电解去污试验结果与讨论

２．１　模拟试样试验结果

２．１．１　电流密度对电解去污试验的影响

电流密度对电解去污试验去污能力的影响如图２所示,此组试验中电解液浓度为１０％vol,温度

为室温,时间为５min.
由图２可看出,随着电流密度增加,电解去污能力也逐渐增强.而在工程应用时,需综合考虑单

位电流的去污能力,且电流密度大,在电解去污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热量,电解液温度上升较快难以

控制,出现较为严重的挥发现象,同时电极反应产生的气体产物增加,会降低单位电流去污能力[８].
综合考虑电流选为０．４A/cm２,去污能力为０．５μm/min.

２．１．２　电解液浓度对电解去污试验的影响

电解液浓度对电解去污能力的影响如图３所示,此组试验中电流密度选为０．４A/cm２,温度为室

温,时间为５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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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电流密度对去污能力的影响

图３　电解液浓度对去污能力的影响

从图３可看出去污能力随电解液浓度增加而增加,通过比较单位电解液浓度去污能力,得到当电

解液浓度为２０％vol时,其单位电解液去污能力较强.当电解液浓度继续增大时,电解液中自由离子

发生结合的可能性变高,减少了单位体积中的自由离子数,使得去污能力也随之下降[８].综合考虑电

解液浓度选为２０％vol,电解去污能力为１．７２μm/min.

２．１．３　温度对电解去污能力的影响

温度对电解去污能力的影响如图４所示,此组试验中电流密度选为０．４A/cm２,电解液浓度选为

２０％vol,时间为５min.

图４　温度对去污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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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４中可以看出,随着电解液温度的增加,去污能力逐渐变大,这是由于电解液温度升高会使

电解液中参与电化学反应的离子有效浓度增加.但是当温度为８０℃时,电解液挥发较为严重,综合

考虑试验温度选为６０℃.
综合以上试验结果,电解去污最佳试验参数电流密度为０．４A/cm２、电解液浓度为２０％vol、试验

温度为６０℃,得到去污能力为５．９４μm/min.

２．２　沾污样品试验结果

采用模拟试样电解去污试验得到的最佳试验参数电流密度为０．４A/cm２、电解液浓度(体积分数)
为２０％vol、试验温度为６０℃,对沾污试样进行了电解去污试验,沾污样品电解试验时间设计为１５s、

３０s、１min、２min、４min.试验前后样品计数率如图５所示.图５中示值为扣除环境本底的沾污仪

实测值,环境本底计数为９/s.

图５　样品表面计数随去污时间的变化关系

从图５中可以看到当样品试验时间为１５s时,样品表面β计数已经由初始的９３/s降为２/s,已低

于环境本底值９/s,去污效率达到９８％,达到了对样品去污的要求,说明本套试验装置和方法对沾污

样品可以实现去污.

３　结论

本文通过设计电解去污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对核电站压水堆主蒸汽隔离阀材料１７－４PH 未沾

污试样和沾污试样进行了电解去污试验,得到以下结论:
(１)电解去污试验最佳试验参数电流密度为０．４A/cm２、电解液浓度(体积分数)为２０％、试验温

度为６０℃,得到去污能力为５．９４μm/min;
(２)沾污样品进行电解去污试验１５s后,样品表面β计数由初始的９３/s降为２/s,低于环境本底

值９/s,去污效率达到９８％,满足去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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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phoricacidimmersionelectrolysisdecontamination
ofradioactivefouling１７Ｇ４PHstainlesssteel

WANGChengＧlong,TONGZhenＧfeng,
NINGGuangＧsheng,XUShuai,YANG Wen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phosphoricacidimmersionelectrolysisdecontaminationmethodof
radioactivecontamination１７Ｇ４PHstainlesssteel,aphosphoricacidimmersionelectrolysisexperiＧ
mentaldevicewasdesigned,thesimulationexperimentwascarriedoutwiththeuncontaminated
valvestem ofthe nuclear power plant asthe research materialand the best electrolytic
decontaminationparameters,includingelectrolyteconcentration,currentdensityandelectrolyte
temperature,wereobtained．Accordingtothebestexperimentalparameters,thestainedstem
materialwasdecontaminated．Theresultsshowthatthetestdeviceissimple,safeandreliable．
Whenthesampletesttimeis１５s,thesamplesurfaceβcounthasdroppedfromtheinitial９３/sto
２/s．Ithasbeenbelowtheenvironmentalbackgroundvalueof９/s,thedecontaminationefficiency
hasreached９８％,andthedecontaminationrequirementsforthestainedsampleshavebeenachieved．
Keywords:Radioactivefouling;Electrolysis;Decontamination;１７Ｇ４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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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预处理方法研究

王文龙
(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广元６２８０００)

摘要:在核设施退役及三废治理工程中,存在一定量的放射性有机液体需要进行处理处置,在处理处置前,需要准确分

析其中放射性核素种类及其含量,本文通过对通用行业有机物无机化方法的调研及适用性分析,选出较为适宜放射性

有机液体预处理方法,通过条件试确定一种适合放射性有机液体预处理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氧化分解法能够有效

消解样品,处理过程核素损失少,操作简单,且经过预处理后变为无机盐溶液,适宜进行下一步核素分析.

关键词:有机液体;预处理方法;无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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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大约有１１０座商业核反应堆,４６座实验/原型反应堆,以及超过２５０座研究反应堆和燃料

循环设施正在退役中.在这些放射性设施中,转动设备、真空设备等的运转产生了不少的放射性有机

液体,包含机械油、泵油等.目前针对这些放射性有机液体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焚烧处理.中核集团某

公司建立了一套焚烧工艺,可用于可燃放射性有机液体的焚烧处理,在对其进行焚烧处理前,必须对

其源项数据进行调查,分析有机液体样品中的主要核素的含量是十分重要的,是保证焚烧工艺的主要

依据.目前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有:HJ８１５—２０１６«水和生物样品中９０Sr的放射化学分析方

法»、EJ/T１０３５—２０１１«土壤中９０Sr的分析方法»、HJ８４０—２０１７«环境样品中微量铀分析方法»、GB
６７６８—８６«水中微量铀分析方法»、GB１１２２３．２—８９«生物样品灰中铀的测定激光液体荧光法»、GB
１４８８３．７«食品中放射性物质检验天然钍和铀的测定»、EJ/T５５０—２０００«土壤、岩石等样品中铀的测定

激光荧光法»、«水和土壤中钚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HJ８１４—２０１６)等.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仅适用于无机物类如天然水、排放废水、土壤及岩石等样品,针对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并无相关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适用放射性有机液体预处理方法.

１　有机液体预处理方法研究

１．１　方法调研

根据目前资料调研资料分析,目前通用行业有机类处理方法主要有燃烧法、溶剂萃取法、吸附法、
氧化分解法、水解法、芬顿反应.通过对样品后续核素分析需求进行剖析,发现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

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水溶液,然后结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中水溶液核素分析方法,
对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中核素含量进行分析,因此,适用于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预处理方法有:燃烧

法、氧化分解法、水解法、芬顿反应法.方法原理简介如下.
(１)焚烧法

放射性有机液体属于可燃有机物,可把它装入铁制或瓷制容器置于燃烧炉中燃烧,使其转为无机

焚烧灰,利用 H２SO４、HNO３、HCl等酸进行浸取或溶解,使其转为无机盐(酸)溶液.
(２)氧化分解法

对易氧化分解的放射性有机液体,可用 H２O２、KMnO４、NaClO、H２SO４ ＋HNO３、HNO３ ＋
HClO４、H２SO４＋HClO４ 及废铬酸混合液等物质,将其氧化分解成无机盐(酸)溶液.

(３)水解法

对于易水解的放射性有机液体,可加入 NaOH 或Ca(OH)２,在室温或加热下进行水解,使其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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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机水溶液.
(４)芬顿反应法

Fenton(中文译为芬顿)是为数不多的以人名命名的无机化学反应之一.１８９３年,化学家Fenton
HJ发现,过氧化氢(H２O２)与二价铁离子的混合溶液具有强氧化性,可以将很多已知的有机化合物

如羧酸、醇、酯类氧化为无机态,氧化效果十分显著.
预处理方法中焚烧法是利用高温对有机物进行燃烧分解,分解后形成无机焚烧灰,如进行核素分

析,仍需要利用酸进行浸取或溶解,类似土壤样品的浸取或溶解,此方法流程长,高温燃烧过程,容易

产生放射性气溶胶,如防护措施不当,存在污染燃烧室和分析室的可能性,不利于推广,因此燃烧法不

适用;水解法是利用部分有机物易发生水解的特性,如加入 NaOH 或Ca(OH)２ 等水解试剂,在室温

或加热下进行水解转为无机盐溶液,放射性有机液体,如机械油,主要是石油经过脱蜡、溶剂精制及白

土处理得到的,成分复杂,无法完全水解,因此水解法也不适用;氧化分解法是利用强氧化性试剂将其

有机物断键分裂成小分子化合物或无机盐,较为适宜作为放射性有机液体预处理;芬顿反应法是利用

H２O２ 在酸性条件下,Fe２＋ 的催化作用使其分解产生OH,其氧化电位达到２．８V,通过电子转移等

途径将有机液体氧化分解成无机水溶液,适宜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预处理,因此,选择氧化分解法和

芬顿反应法.两种思路具体分析原理及流程如下.
(１)氧化分解法

采用硫酸—硝酸—双氧水—高氯酸对样品进行氧化消解,将放射性有机液体转化为无机盐(酸)
溶液.

方法原理:利用硫酸强脱水能力,使有机酯键断裂,浓硝酸氧化断链后的有机分子及碳分子团等;
加入过氧化氢在酸性条件下继续氧化有机分子,加入高氯酸,因其沸点较高,可在除去硝酸以后,在加

热下利用极强的氧化性继续氧化溶液中有机相.
方法流程:向含有２mL左右的有机液体样品烧杯中逐滴加入２mL浓硫酸,摇匀,放回控温度电

热板上１５０℃加热２~３min,取下冷却５min;向烧杯中加入８mL浓硝酸,同时摇匀(开始２mL逐滴

缓慢加入,防止液体溅出),置于电炉上加热至溶液微沸,保持８~１０min,取下冷却５min;重新放回电

炉上,逐滴加入２mL过氧化氢(３０％),并摇动烧杯(此时会冒出大量黄烟),待无大量气泡冒出时,再
缓慢滴加６mL过氧化氢(３０％),同时摇动烧杯,颜色变为棕黄色后,取下静置５min;向烧杯中缓慢

加入８mL高氯酸,摇匀,置于电炉上加热至微沸,保持１５~３０min(溶液由棕黄色逐渐变为无色),继
续加热至无大量白烟冒出,取下烧杯,冷却至室温,完成放射性有机液体无机化预处理.

(２)芬顿反应

该方法用亚铁离子作为催化剂,以过氧化氢为氧化剂,在酸性及加热条件下对样品进行催化氧

化,将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转化为无机盐(酸)溶液.
方法原理:H２O２ 在Fe２＋ 的催化作用下分解产生OH,其氧化电位达到２．８V,通过电子转移等

途径将有机物氧化分解成小分子,将样品中有机物氧化成为无机物,得到无机盐(酸)溶液.
方法流程:向含有２mL左右的有机液体样品烧杯中分批加入２mL过氧化氢,间隔３~５分钟加

入０．２moL/L氨基磺酸亚铁２~３滴,保持较强烈的烈反应;大约加入３５mL过氧化氢后,反应减弱

时(此时溶液上层无油状漂浮物),冷却至室温,样品呈无色透明,完成放射性有机液体无机化预处理.

１．２　预处理方法试验

放射性样品预处理方法要求流程控制简单、易于上手、核素损失少等,为了确定以上两种样品预

处理方法的优劣,以机械油为模拟样品,代表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进行以下试验.

１．２．１　效果验证试验

组织７名从事放射化学分析人员,每人按照以上两种无机化方法各处理６个模拟有机液体样品,
以验证方法稳定性及无机化效果.氧化分解无机化过程图片见图１.结果统计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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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氧化分解法无机效果

表１　两种无机化预处理方法效果验证

方法 人员 验证样品数 批次平均用时
无机化效果

成功 失败
成功样品验证 失败样品说明

氧化分解法 ７ ４２ 约３．５小时 ４１ １

４１个完成无机化样品

呈无色透明状,上层无

油状漂浮物,与水相完

全相溶

预处理后溶液上层液

面漂浮稍许有机物,

与水相混后无分层

芬顿反应 ７ ４２ 约５小时 １２ ３０

１２个完成无机化样品

呈无色透明状,上层无

油状漂浮物,与水相完

全相溶

预处理后部分溶液上

层液面漂浮稍许有机

物,部分溶液与水相

混有分层现象

　注:７名人员均为第一次按照两种方法进行试验.

从无机化效果试验可以得出,氧化分解法样品预处理的批次样品流程用时、无机化成功率、操作

性、易于推广性等方面比芬顿反应好,较为适合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的无机化预处理.

１．２．２　核素回收率试验

为验证两种方法无机化后核素损失情况,取模拟样品１２份,每份２．００mL,每份分别加入三种放

射性标准(４．４０Bq９０Sr标准、０．２５μg铀标准、９．８１BqPu标准).摇动片刻,按照氧化分解法和芬顿

反应进行样品无机化预处理,无机化后样品分别调节溶液pH＝３左右,转移至１００mL容量瓶中,使
用去离子水洗涤三次,定容.按照 HJ８１５—２０１６«水和生物样品中９０Sr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GB
６７６８—８６«水中微量铀分析方法»、HJ８１４—２０１６«水和土壤中钚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等分析方法进

行核素测量,计算核素回收率,统计数据见表２.

表２　两种无机化预处理方法核素回收率验证

方法 样品个数
核素平均回收率

９０Sr 总 U Pu

氧化分解法 ６ ８８．０％ ９１．５％ ６９．４％

芬顿反应 ６ ７６．４％ ８１．２％ ４５．６％

　注:芬顿反应无机化样品实际分析样品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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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核素回收率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氧化分解法后的无机盐(酸)溶液按照水中核素分析国家

和行业标准分析,９０Sr、总 U和Pu核素回收率均优于芬顿反应.
通过无机化预处理效果验证试验和核素回收率试验结果分析,相较于芬顿反应,氧化分解有以下

优点.
(１)氧化分解法具有时间短、无机化效果稳定的优势.
(２)氧化分解法操作步骤及过程状态易于控制及观察,更容易进行标准化推广.
(３)相较于芬顿反应过程十分剧烈的状态,氧化分解法反应较平稳,无飞溅,整个无机化过程核素

损失较少.

２　结论

通过对通用行业有机物无机化方法的调研及适用性分析,选出两种在实验室中较为可行的无机

化方法:氧化分解法和芬顿反应.氧化分析法是采用硫酸—硝酸—双氧水－高氯酸这样的强氧化性

液体组合对样品进行消解,使样品转化为无机盐(酸)溶液;芬顿反应是利用 H２O２ 在Fe２＋ 的催化作用

下分解产生OH,其氧化电位达到２．８V,通过电子转移等途径将有机物氧化分解成无机物,将样品

中有机物氧化成为无机盐(酸)溶液.两种方法使放射性有机液体转化为无机盐(酸)溶液,结合现行

水溶液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分析,通过模拟样品预处理效果和核素回收率试验,
结果表明,氧化分解法能够有效消解有机液体样品、易于操作和控制、处理过程对目标核素造成的损

失少,适用于放射性有机液体样品分析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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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pretreatmentmethod
ofradioactiveorganicLiquidsamples

WANG WenＧlong
(SichuanEnviromentandProtectionEngineeringCo．Ltd．,CNNCSichuanofGuangyuanProv．６２８０００,China)

Abstract:Inthenuclearfacilitydecommissioningandthreewastetreatmentprojects,thereisa
certainamountofradioactiveorganicliquidthatneedstobetreatedanddisposedof．Before
treatmentanddisposal,itisnecessarytoaccuratelyanalyzethetypesandcontentsofradionuclides．
Thispaperinvestigatestheinorganic methodsoforganic matterinthegeneralindustry．And
applicabilityanalysis,selectasuitablepretreatment methodforradioactiveorganicliquid,and
determineasuitablemethodforpretreatmentofradioactiveorganicliquidbyconditiontest．The
experimentalresultsshow thattheoxidativedecomposition methodcaneffectively digestthe
sample,theprocesshaslesslossofnuclide,simpleoperation,andbecomesinorganicsaltsolution
afterpretreatment,whichissuitableforthenextstepofnuclidesanalysis．
Keywords:OrganicLiquid;Pretreatmentmethod;In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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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碳酸盐作为纳滤装置的膜片清洗剂

汪润慈,袁中伟,晏太红,郑卫芳,朱冬冬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使用纳滤技术分离重铀酸氨沉淀母液(ADUF)中的微量铀与常量硝酸铵盐,对铀的截留率可达９６％,同时对硝

酸铵的截留率低于１０％.但在设备连续运行过程中,由于铀酰逐渐在纳滤膜表面形成污染,导致纳滤膜的透膜通量逐

渐下降.CO３
２－ 与 UO２

２＋ 有较高的络合能力,通过络合作用可使表面污染重新溶解,恢复纳滤膜透膜通量,实验表明

添加少量碳酸铵反而引起更严重的膜面污染,继续添加碳酸铵至过量,纳滤膜通量可恢复至初始值,同时对铀的截留

率也恢复甚至有所提高.为了解释上述实验现象,使用化学平衡软件计算了溶液中 UO２
２＋ 与CO３

２－ 的络合情况,并通

过浓差极化模型进行修正,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较吻合.
关键词:碳酸盐;纳滤;重铀酸氨沉淀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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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铀酸氨沉淀过程是铀纯化与转化的重要步骤,该工序所产生的重铀酸氨沉淀母液(ADUF)体
积较大,含盐量较高(主要成分为３５g/L左右的硝酸铵),采用传统的蒸发、沉淀、吸附、离子交换等方

法处理难度较大.纳滤膜通过表面纳米尺度的孔径以及膜片表面基团在料液中的电离,能够实现小

分子与大分子,单价离子与高价离子的分离[１,２],在饮用水制备、水软化、废水处理、废酸碱[３Ｇ６],以及核

工业中反应堆一回路硼酸回收、铀矿废水处理等方面均有所应用[７,８].
前期实验表明使用纳滤技术处理模拟重铀酸氨沉淀母液(溶解４０mg/L铀及３５g/L硝酸铵的水

溶液),可将微量铀与常量硝酸铵分离,其中对铀的截留率达到９６％以上,而对硝酸铵的截留率低于

１０％[９,１０].但在设备连续运行过程中,由于膜面污染,纳滤膜的透膜通量(处理量)逐渐下降.注意到

有文献报道天然水中 UO２＋
２ 与CO２－

３ 的络合作用[１１,１２],从而认为在 ADUF中添加碳酸盐可以通过络

合作用,使膜面污染重新溶解.

１　实验

１．１　材料与设备

本实验使用的试剂包括北京化工厂生产的分析纯硝酸铵及碳酸铵,中核四〇四厂提供的 UO２

(NO３)２６H２O,以及实验室生产的去离子水(电导率为０．７~０．８μS/cm).
实验使用的纳滤膜为美国陶氏公司(DOW)的 NF２７０Ｇ２５４０.在实验前将纳滤膜组件拆卸裁剪为

有效面积为７０cm２ 的平板膜.
其他实验设备包括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DDSJＧ３０８A 型电导率仪、DJSＧ１C型电导

电极及 TＧ８１８ＧBＧ６型温度电极;PerkinElmer公司生产的ELANDRCＧe型ICPＧMS谱仪.
实验使用的纳滤装置结构如图１所示,料液经由隔膜泵加压,流入三联平板膜试验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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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膜试验单元的流道截

面积为０．７４cm２,依据料液进料流量即可求出膜面流速.

１．２　方法

配制硝酸铵浓度为３５g/L、铀浓度为４０mg/L的料液(模拟 ADUF)并混入不同浓度的碳酸铵,
置于纳滤实验装置的料液槽中,将跨膜压差、料液进料流量和温度稳定在特定值１５min后,对透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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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纳滤装置结构示意图

１—料液槽;２—冷却循环水;３—温度表;４—料液取样/排空口;５—隔膜泵;６—稳压器;７—泄压阀;８—进膜压力表;

９—三联平板膜试验单元;１０—出膜压力表;１１—压力控制阀

取样分析.
铀浓度通过ICPＧMS进行测量,而硝酸铵浓度通过电导率测量,也即认为硝酸铵浓度与电导率成

正比.电导率工作曲线事先由经过甲醛滴定的硝酸铵溶液及恒温水浴锅测得.
纳滤实验的跨膜压差为１．５MPa,料液温度为２５℃,膜面流速为１５~５０cm/s.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纳滤实验结果

本实验使用的纳滤膜经过长期实验,表面已经被严重污染,其透膜通量不足初始值的三分之一.
而在向料液中加入碳酸铵后,透膜通量逐渐恢复.添加不同碳酸铵时的透膜通量如图２所示.

图２　添加不同浓度碳酸铵时的透膜通量

跨膜压差为１１．５MPa,膜面流速为４０cm/s

图２中为实验不同时间时的透膜流量,最初为５３Lm－２h－１,随后向料液中逐渐添加碳酸铵,
添加的碳酸铵与铀酰的摩尔比见图中的标识.当添加比例为１４∶１时,透膜通量显著下降,随后逐渐

提高比例,至２２∶１时恢复至５０Lm－２h－１左右,继续提高至３０∶１时提高至１１０Lm－２h－１,
最终过量至３８∶１时透膜通量几乎完全恢复,达到１６５Lm－２h－１.

２．２　化学平衡计算

为了解释上述实验现象,我们通过化学平衡软件 VisualMINTEQ计算了添加不同比例碳酸铵时

溶液中铀的存在形式,计算结果如图３所示,其中图３下图为各形态的比例,包括UO２
２＋ ,UO２NO３

＋ ,
３６



(UO２)３(OH)５＋ ,(UO２)４ (OH)７＋ ,(UO２)２ (OH)２２＋ ,UO２ (CO３)３４－ ,UO２ (CO３)２２－ ,(UO２)３
(CO３)６６－ 及UO２CO３(aq)等各种形式.将这些形态按照UO２

２＋ ,UO２NO３
＋ ,(UO２)x(OH)y

(２x－y)＋ 及

(UO２)x(CO３)y
(２y－２x)－ 四类整理,得到图３上图.

图３　添加不同浓度碳酸铵时的料液中铀的主要存在形式

通过图３可以发现,未添加碳酸铵时,溶液中铀主要以 UO２＋
２ 和 UO２NO＋

３ 的形式存在;随着添加

碳酸铵量的提高,铀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阶段１,CO２－
３ 与 UO２＋

２ 的摩尔比

为０~２时,CO３
２－ 引起了 UO２＋

２ 严重的水解,至摩尔比为２时,约有９０％的铀以(UO２)３(OH)５＋ 及

(UO２)４(OH)７＋ 等水解产物的形式存在;阶段２,CO３
２－ 与 UO２＋

２ 的摩尔比为２或更高时,后续添加的

CO３
２－ 逐渐与 UO２＋

２ 络合,形成了 UO２(CO３)３４－ 及 UO２(CO３)２２－ 等络合离子,至摩尔比达到１３时,
几乎全部 UO２＋

２ 与CO２－
３ 络合,且主要形式为 UO２(CO３)３４－ .

这个计算结果也经过了沉淀实验证实:向模拟料液中添加碳酸铵,使CO２－
３ 与 UO２＋

２ 的摩尔比为

０~１６∶１,充分震荡后静置１h,观察沉淀情况.结果在摩尔比为１~１２∶１时均出现了沉淀,而未添

加碳酸铵,或添加碳酸铵比例达到１３∶１或更高时沉淀消失.
上述模拟计算以及实验均表明,向模拟料液中添加碳酸铵,会首先引起铀酰的水解沉淀,随后过

量添加碳酸铵,则沉淀重新溶解.这一结果的趋势与纳滤实验结果(见图２)相符,也即纳滤实验中,随
着添加碳酸铵,透膜通量首先下降至更低,而继续添加碳酸铵,透膜通量逐渐提高直至恢复.但不同

之处在于,根据计算与沉淀实验结果,当CO３
２－ 与 UO２＋

２ 的摩尔比达到１３∶１时,铀酰的水解沉淀便

应该消失,而在纳滤实验中,这一比值的添加量仍然导致透膜通量下降,继续添加碳酸铵才使透膜通

量恢复,至摩尔比达到３８∶１时,透膜通量完全恢复.

２．３　浓差极化模型的修正

纳滤过程中,膜片附近的料液流动方式如图４所示,料液以一定的速度(膜面流速)平行流过膜

片,浓度为cb,并且一部分透过膜片形成透过液,浓度为cp.由于膜片对料液中的溶质具有截留作用,
从而部分溶质在膜片表面积累,形成浓度比料液主体高的边界层,这即是浓差极化现象.当浓差极化

现象达到定常状态后,边界层的溶质浓度为cm,定义cm/cb 为浓差极化模数,其大小反映了浓差极化

的程度.
通过浓差极化模型[１３],可以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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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浓差极化现象示意图

ln( R
１－R

)＝ln( Rint

１－Rint
)－

１
a

Jvt
－１/２ (１)

cm

cb
＝(１－R)/(１－Rint) (２)

式中:R 为(表观)截留率;Rint为本征截留率;a 为设备参数;J 为透膜通量;vt 为膜面流速.
通过公式(１)和公式(２),可以依靠不同膜面流速vt 下的截留率R,求得实验条件下的浓差极化

模数cm/cb,计算结果见图５.将纳滤实验结果代入公式(１),可以得到图５下图,再根据截距和斜率,
便可以求出浓差极化模数,也即图５上图.

图５　不同膜面流速下的浓差极化模数

浓差极化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在图１的操作条件下,浓差极化模数约为２．８.将２．２小节中得到

的料液中沉淀消失时的CO２－
３ 与 UO２＋

２ 摩尔比１３∶１,与本小节得到的浓差极化模数２．８相乘,得到

修正后的摩尔比３９∶１,这一结果与实验结果(见图１)很吻合.

２．４　添加碳酸盐对截留率的影响

添加过量碳酸盐除了可以起到消除膜面污染,恢复透膜通量的作用,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纳滤

膜对铀的截留率.如图６所示,在１．５MPa的跨膜压差下,未添加碳酸铵时,纳滤膜对铀的截留率为

９６．８％,添加后提高为９７．９％,提高近１个百分点.由于CO２－
３ 与 UO２＋

２ 络合后,形成的络合离子其体

积和电荷均大于 UO２＋
２ ,从而对于纳滤膜而言,其截留率有所提高,这也是天然水中纳滤膜对铀有较

高截留率的原因[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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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纳滤膜对不同料液中铀的截留率

feedUN—４０mg/L铀与３５g/L硝酸铵;

feedUNwith(NH４)２CO３—在feedUN的基础上添加与铀摩尔比为３８∶１的碳酸铵;

feedU—仅溶有４０mg/L铀

３　结论

在重铀酸氨沉淀母液的纳滤处理过程中,添加过量碳酸铵可起到溶解膜面污染,恢复纳滤膜的透

膜通量,提高膜片对铀截留率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CO２－
３ 与 UO２＋

２ 的络合作用.但碳酸铵的添加

量必须保证过量,否则反而引起更为严重的铀酰水解,造成膜面污染加剧.具体添加量可通过化学平

衡计算及浓差极化模型修正.在本文实验条件下,添加铀酰摩尔浓度３８倍的碳酸铵,足以达到清洗

纳滤膜,恢复透膜通量和截留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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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carbonateasmembranecleanerinnanofiltrationprocess

WANGRunＧci,YUANZhongＧwei,YANTaiＧhong,
ZHENG WeiＧfang,ZHUDongＧdong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Nanofiltrationtechnologycaneffectivelyseparateuraniumfrom ammonium nitratein
simulatedADUF．Theretentionrateofuraniumcanreachmorethan９６％,whiletheretentionrate
ofammoniumnitrateislessthan１０％．However,duringthecontinuousoperationoftheequipment,

uranylgraduallycontaminatedthesurfaceofthenanofiltration membrane,resultinginagradual
declineinthe permeationflux ofthe nanofiltration membrane．CO２－

３ and UO２＋
２ have high

complexingability．SurfacecontaminationcanbereＧdissolvedbycomplexationandthepermeation
fluxofnanofiltrationmembranecanberestored．However,experimentsshowthataddingasmall
amountofammoniumcarbonatecancausemoreseriousmembranecontamination．Continuingtoadd
ammoniumcarbonatetoexcess,thefluxofnanofiltrationmembranecanberestoredtotheinitial
value,andtheretentionrateofuraniumcanberestoredorevenimproved．Inordertoexplainthe
aboveexperimentalphenomena,thecomplexationofUO２＋

２ andCO２－
３ insolutionwascalculatedby

usingthechemicalequilibrium software Visual MINTEQ and modified bytheconcentration
polarizationmodel．Thecalculatedresultsareingoodagreement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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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设施退役钢铁样品中９０Sr、１３７Cs、铀、钚的分析

冯双喜,阳　诚
(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广元６２８０００)

摘要:本文对放射性污染钢铁样品中主要放射性核素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开展样品钢铁样品的溶解实验,确定了

不同类型样品的最佳溶解条件.溶解后样品中９０Sr可通过过量草酸在pH３时进行沉淀纯化,采用 HDEHP萃取色层

进行分离,β计数测量;１３７Cs采用γ能谱仪进行测量;在pH３~４的范围内以氢氧化物沉淀铁等干扰离子,用激光荧光

法测量铀的浓度;使用三异辛胺－二甲苯溶液萃取溶液中钚,通过４．５mol/L的硝酸溶液反萃取有机相中铀等干扰离

子,有机相直接采用闪烁法或反萃取后通过α能谱仪测定钚的浓度.通过三个实验室间的比对,各项目的分析结果的

相对标准偏差优于１５％,满足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中主要放射性物质的检测要求.

关键词:钢铁样品;放射性核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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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污染金属废物,这些放射性金属废物以碳钢和不锈钢

为主,运行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含有多种放射性核素.在开展核设施退役的源项调查阶段及放

射性污染钢铁处理处置前的取样检测过程中,需要对待处理钢铁进行放射性分析,确定其放射性核素

的水平,以便采取合适的处理/处置措施.因此开展放射性污染钢铁样品核素分析研究是必要的,本
文以某后处理厂退役钢铁样品为对象进行了前处理方法和分析测量的研究工作.

钢铁废物中的放射性可通过许多渠道进入环境,进而进入人体内,危害身体健康.核设施长时间

的运行,使得金属废物中污染的放射性核素种类及含量情况较为复杂,而且辐射防护所重视的放射性

核素种类很多,普遍关注的有二、三十种,在分析过程中想要检测出所有的核素及其浓度,既不经济,
也不现实.所以在实际的分析监测过程中一般选取易于沉积在生物骨骼内难以排出的高毒核素９０Sr,
易对人体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及生育系统造成较大损伤的中毒核素１３７Cs,就能引发癌症、基因突变等

放射性疾病的重金属毒性元素铀,容易聚集在人体肝脏、骨骼的高毒元素钚作为重点关注核素[１].
钢铁作为核设施设备、设施主要的原材料,主要使用的有碳钢和不锈钢两大类.碳钢主要是铁和

碳的合金,不同规格的碳钢还含有硫、磷、锰、硅等元素.不锈钢是不锈耐酸钢的简称,耐空气、蒸汽、
水等弱腐蚀介质或具有不锈性的钢种称为不锈钢;而将耐化学腐蚀介质(酸、碱、盐等化学浸蚀)腐蚀

的钢种称为耐酸钢.不锈钢中的主要合金元素是Cr(铬),只有当Cr含量达到一定值时,钢材才有耐

蚀性,不锈钢中Cr(铬)含量至少为１０．５％.不锈钢中还含有 Ni、Ti、Mn、N、Nb、Mo、Si、Cu等元素[２].

１　钢铁样品的前处理

１．１　钢铁样品放射性污染特点

放射性污染的钢铁主要有三种情况:①钢铁制品表面与放射性物质接触,造成表面的放射性物质

的沾污,以污渍、表面空隙吸附等方式附着的钢铁制品表面.②钢铁制品与放射性物料长期接触过程

中,放射性金属元素向钢铁内部扩散,深入到钢铁表层,扩散深度与钢铁的类型及核素的性质相关,一
般不超过１０μm[３].３反应堆运行、加速器运行过程中,钢铁制品中的杂质元素如钴元素会活化成

为６０Co等核素,这类核素在钢铁制品深层也有分布,分析时需要将样品全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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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钢铁样品的前处理

１．２．１　钢铁样品的预处理

放射性污染钢铁样品如罐体、管道、阀门、壳体等均是体积及重量较大的物件,在取样时要借助切

割/铣削等工具进行取样.取回样品通过金属样品切削机、手工工具进行切割和刮成金属屑,然后将

金属块、金属屑用酸溶液溶解,转化成为水溶液后进行放射性项目的分析.

１．２．２　表面污染物浸取

对于表面沾污、浅表层污染的放射性不锈钢样品,可以采取酸溶液清洗的方法将表层的污染物清

洗下来,转移至水溶液中,按照水溶液的分析方法对待测核素进行分析.在条件实验时发现,采取加

热方式可以加快浸取速度,但是加热温度应小于８０℃,温度过高浸取时会剧烈反应,产生的气泡容易

将液体冲出,造成样品损失和设备污染.增加盐酸的量会明显加快浸取速度,但是浸取后液体样品中

铁、铬等元素离子大量增加,对后续分析纯化干扰较大;氯离子增加会对钚等分析项目萃取色层分离

的干扰,盐酸的浓度控制在１％内.
采用某设施退役的实际不锈钢仪表杆进行了表面浸取回收实验,污染元素主要有９０Sr、１３７Cs、U、

Pu等核素,通过５０％硝酸＋１％盐酸浸泡仪表杆小块２４h,清洗时浸泡３０min、重复两次,将溶液合并

进行分析.将浸泡过样品再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浸取,分析溶液中核素,计算浸取的回收效率(深部污

染物占比小,忽略).实验结果如表１:

表１　不锈钢样品表面污染物回收效率

核素 样品编号 浸液分析结果/(Bq/L) 重复浸取样液分析结果/(Bq/L) 回收率/％ 平均回收效率/％

９０Sr

J０１ ５．５６×１０４ ４．１４×１０２ ９９．３

J０２ ３．４５×１０４ ７．５１×１０２ ９７．８

J０３ ２．１９×１０５ ３．８９×１０３ ９８．２

９８．４

１３７Cs

J０１ ２．８４×１０４ ７．５５×１０２ ９７．３

J０２ １．３６×１０４ ８．２１×１０２ ９４．０

J０３ ７．５４×１０４ ３．５３×１０３ ９５．３

９５．５

U

J０１ ４．４３×１０３ １．２２×１０２ ９７．２

J０２ ５．２７×１０４ １．３９×１０３ ９７．４

J０３ ２．１１×１０３ ８．７４×１０１ ９５．９

９６．８

Pu

J０１ ５．２３×１０４ ２．０１×１０２ ９９．６

J０２ ３．８７×１０３ １．０９×１０２ ９７．２

J０３ ２．６８×１０２ ５．６８×１０１ ９３．７

９６．８

１．２．３　样品全部溶解

放射性金属废物样品的前处理主要采用溶剂溶解法,根据碳钢、不锈钢的性能特点,采用优化组

合的混合酸溶剂对碳钢、不锈钢样品溶解,最后通过溶解效果比较,确定样品前处理的最佳方法.
根据各种酸及氧化剂的特点,采用王水、硝酸(１＋１)、王水与高氯酸混合液以及王水与过氧化氢

混合液等作为溶解剂,试验样品溶解效果.实验碳钢样品为块状,溶剂体积(ml)与样品质量(g)的比

例为５~１０∶１;不锈钢样品为环状,溶剂体积(ml)与样品质量(g)的比例为１０~１５∶１.溶解过程中

采取加热方式会加快反应速度,但反应剧烈,容易溢出容器;(１＋１)硝酸溶液浸取加热样品表面会钝

化而不能溶解;样品溶解过程中要加强监控,避免剧烈反应造成样品损坏和设施污染.样品溶解实验

情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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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品溶解所需时间表

样品类型 溶剂种类 样品重量/g 完全溶解所需时间/h 平均所需时间/h

碳钢

王水

硝酸(１＋１)

王水与高氯酸

王水与过氧化氢

９．８ ２．１

１０．０ ２．２

９．７ ２．０

１０．２ ３．５

９．７ ３．３

９．９ ３．２

１０．１ １．７

９．８ １．６

９．６ １．５

１０．０ １．１

９．７ １．０

１０．２ １．１

２．１０

３．３３

１．６０

１．０７

不锈钢

王水

王水与高氯酸

王水与过氧化氢

９．９ ５．０

９．７ ４．９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２ ３．５

９．８ ３．４

９．９ ３．４

１０．３ ２．３

９．７ ２．１

９．９ ２．２

４．９７

３．４３

２．２

１．３　样品前处理建议

不锈钢样品表面浸取以(１＋１)硝酸为介质,加入少量的盐酸(１％)对表面污染及表层吸附的放射

性核素有较高的回收效率.
碳钢在在王水与过氧化氢混合液中的溶解时间最短,加入的溶剂体积(ml)与样品质量(g)的比例

为１５∶１时,样品快速完全溶解.
不锈钢样品使用王水与过氧化氢混合液作为溶解剂,在溶解时分次少量加入,加入的溶剂体积

(ml)与样品质量(g)的比例为１５∶１时溶解效果最佳.

２　钢铁样品中主要核素的分析

２．１　９０Sr的分析

将钢铁样品中放射性物质转入水溶液后,参考«水和生物样品中９０Sr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HJ
８１５—２０１６)、«土壤中９０Sr的分析方法»(EJ/T１０３５—２０１１)等分析方法标准进行分析,为了能够适应

HEDEHP萃取色层法和发烟硝酸法等分离富集及测量要求,需要解决样品中铁、铬等金属离子的干

扰.为了排除铁、铬等金属离子干扰,采取草酸盐共沉淀锶、钇的方法,将样品中溶液中干扰离子.加入

硝酸钇、氯化锶载体进行沉淀分离通过称重法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锶、钇的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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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碳钢、不锈钢样品进行９０Sr分析时,采用草酸盐沉淀富集与纯化锶和钇,钇的

化学回收率平均值约８０％,且回收率平行性较好,能够满足分析需求.溶解后的钢铁样品前处理步骤

为:加入过量草酸,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溶液pH 至３,以草酸盐沉淀浓集锶和钇,除铁等杂质,沉淀放

入马弗炉中６００℃高温灼烧,分解多余草酸,灼烧残渣溶解后,按照 HJ８１６—２０１６中萃取色层法进行

分析和测量.

２．２　１３７Cs等γ核素的分析

１３７Cs等γ核素在样品溶解后,按照«水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１６１４０—１９９５)»方
法进行分析,主要考虑溶解过程中１３７Cs的挥发和相对探测效率的刻度两个问题.

２．２．１　溶解过程挥发损失

由于王水与金属样品反应剧烈,且１３７Cs较易挥发,因此需验证样品前处理步骤是否有１３７Cs损失.
选取两个物态、性状近似的未被放射性污染的不锈钢金属样品,其中一个样品在溶解前滴加１３７Cs标

准溶液并晾干,另外一个样品在完全溶解后加入同等的标准溶液.样品前处理完成以后,分别取出６
个试样作为平行样分析溶液中１３７Cs伽马放射性水平,测量结果表明,溶解过程中１３７Cs损失小于

０．５％.

２．２．２　探测效率的确定

①酸度的影响

使用不同的溶剂验证酸度对１３７Cs刻度因子的影响,在５０ml测量瓶中加入９．２４Bq/mL的１３７Cs
标准溶液１mL,分别使用去离子水、１mol/L硝酸、２mol/L硝酸、４mol/L硝酸定容至５０mL,在γ
谱仪上测量.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酸对测量的探测效率无影响.

②分别取９．２４Bq/mL 的１３７Cs标准溶液,分别用水及０．０１mol/L、０．０４ mol/L、０．０８ mol/L、

０．１２mol/L、０．１６mol/L、０．２０mol/L的三氯化铁溶液定容至５０mL,在γ谱仪上测量.相对效率曲

线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浓度铁离子浓度下,γ能谱仪对１３７Cs的相对探测效率曲线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低浓度铁离子时,对γ能谱仪的探测效果影响较小.

２．３　铀的分析

采用«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８４０—２０１７),液体激光法对样品中微量铀进行分析.
在钢铁样品中,大量的铁对铀的分析有干扰,影响分析结果[４].

除铁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氢氧化铁沉淀,为了验证不同pH 条件下沉淀对 U是否有载带,并且

得出适宜分离的溶液酸度值.取１６份１００mLpH＝１的硝酸酸化水,分为 A、B两组,分别向其中加

入１００μg/mL的铀标准溶液１mL,B组再分别加入１g左右Fe２(SO４)３,完全溶解后用氨水调节各组

样品pH 值,使pH 分别为２．０、２．５、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静置６h后再次补加氨水调节pH 值,取上清

液分析 U和铁离子浓度.铀和铁的沉淀率变化如图２所示.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硝酸铀酰离子溶液体系中,当pH＞４．０时才有沉淀生成,但当溶液中有三价

铁离子存在时,在pH＝３左右时便有少量铀被沉淀,pH 超过５时大部分被沉淀了,因此在分析过程

将pH 值应控制在３．５左右.

２．４　钚的分析

采用三异辛胺－二甲苯溶液萃取,硝酸溶液反萃取,α计数测量方法(企业内部标准)进行钚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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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铀分离纯化沉淀率趋势图

射性活度测量.分析原理为:用氢氧化铁共沉淀锕系元素,用硝酸溶解沉淀后,经过Fe２＋ 和亚硝酸盐

的还原氧化,将Pu全部转变为Pu(Ⅳ),利用三异辛胺的选择性萃取,将钚与溶液中铁、镅、镎和裂片

元素等完全分离,有机相中的少量铀经洗涤去除;有机相制源,用低本底液体闪烁谱仪测量.在钢铁

样品前处理、分离纯化及测量源制备过程中,萃取酸度、还原氧化剂用量、铀的洗涤对样品分析影响较

大,开展了相应的条件试验.

２．４．１　萃取酸度

样品前处理后在溶液的酸度３~７mol/L范围内,按照分析方法步骤进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萃
取酸度４~６mol/L回收率达到了７８％以上,从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来看,以４．５mol/L硝酸萃取

效果最佳.

２．４．２　还原氧化剂用量

１mol/L氨基磺酸亚铁溶液作为还原剂,４mol/L亚硝酸钠溶液作为氧化剂,从结果的准确度和

精密度实验结果看,还原剂和氧化剂的用量为０．５mL/５０mL样品.

２．４．３　相比

通过加２３９Pu溶液在金属样品溶解液中进行分析测量,结果表明在相比(有机相/水相)低于３∶５０
时,回收率明显降低,萃取效果不好;相比越高回收率也越高,相对标准偏差也越小,但待测样品源比

活度降低,提高了探测限.通过不同相比实验,得出最佳的萃取相比是１∶７.

２．４．４　铀的洗涤

当样品中铀的质量浓度含量大于钚２００倍以上时,铀对钚的α活度测量有干扰.开展了不同铀

浓度下,钚的分析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当样品源中的总铀含量低于０．２μg时,铀不影响钚α活度的

测量.铀浓度高时,使用４．５mol/L硝酸溶液反萃取可将有机相中铀大量反萃,而钚保留在有机相

中,分析时应根据铀的浓度确定反萃取涤次数.

２．５　分析结果

使用某设施退役样品,由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分析检测中心开展了实际样品分析,每个样品各分析项目进行６组平行样品测试,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实际样品分析结果

实验室名称

９０Sr １３７Cs 总铀 钚α

测量平均值/
(Bq/kg)

相对标

准偏差/％

测量平均值/
(Bq/kg)

相对标

准偏差/％

测量平均值/
(mg/kg)

相对标

准偏差/％

测量平均值/
(Bq/L)

相对标

准偏差/％

中国原子能研究院 ２．０２×１０４ ７．９２ ３．４２×１０４ ４．１６ ６．０８ ８．５２ ４．７９×１０３ ７．８５

中核四川环保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１０４ １０．１ ３．５６×１０４ ２．９４ ５．９８ ９．４７ ４．１７×１０３ １１．９

２７



续表

实验室名称

９０Sr １３７Cs 总铀 钚α

测量平均值/
(Bq/kg)

相对标

准偏差/％

测量平均值/
(Bq/kg)

相对标

准偏差/％

测量平均值/
(mg/kg)

相对标

准偏差/％

测量平均值/
(Bq/L)

相对标

准偏差/％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２．０３×１０４ １３．３ ３．５０×１０４ ３．９０ ５．９０ ７．１９ ５．１１×１０３ ８．１３

样本数l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平均值x ２．０２×１０４ ３．４９×１０４ ５．９８mg/kg ４．６９×１０３

标准偏差S １．５３×１０２ ７．００×１０２ ０．０９mg/kg ４．８０×１０２

相对标准偏差RSD ０．７６％ ２．０１％ １．４２％ １０．１９％

３　结论

通过对钢铁样品中主要放射性核素的分析过程研究,初步确定了钢铁样品的前处理方法,主要核

素的分析测量步骤和干扰因素的去除方法.通过实验室间的比对分析,钢铁样品中９０Sr、１３７Cs、U、Pu
(α)等主要放射性核(元)素实验室间分析结果的相对偏差小于１５％,满足放射性污染钢铁样品的分析

监测要求.本文仅讨论了钢铁样品中部分放射性核素的分析方法,其他放射性核素的分析还需进一

步进行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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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tiumＧ９０,sesiumＧ１３７,uranium,
plutoniumanalysisinsteelsamples

FENGShuangＧxi,YANGCheng
(SichuanEnvironmentalandProtectionEngineeringCo．Ltd,CNNC．Guangyuan,SichuanProvince６２８００,China)

Abstract:Thispaper mainlystudiestheanalytical methodsofthe mainradionuclidesinthe
radioactivitycontaminatedsteelsamples．ThepreＧtreatment methodofsteelsamples,chemical
separationandpurificationofradionuclidesuchasstrontiumＧ９０,CesiumＧ１３７,uranium,plutonium
hasbeenidentified,measuringsamplespreparation,radioactivitymeasurementandotherworkwere
determined.InterＧlaboratorycomparisononthetestresultsofAccuracyamong３laboratorieswith
thesamemethodwasconducted,therelativestandarddeviationofeachradionuclideanalysisisbetter
than１５％．
Keywords:Steel;Radionuclid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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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法证学大鼠毛发中铀含量及其同位素比研究

胡睿轩,沈　彦,黄声慧,李力力,赵立飞,赵永刚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放射化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为了拓展核法证学毛发分析应用,采用喂养大鼠硝酸铀酰溶液的方式获得铀含量、同位素比不同的鼠发,使用多

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MCＧICPＧMS)对鼠发中铀含量及同位素比与所摄入铀剂量及同位素比的相关性进行了研

究.具体方法如下:选取１６只体重(２００±１０)g健康SD大鼠,随机分为a、b、c、d四组,a、b组饮用不同浓度相同丰度

硝酸铀酰溶液,c、d组饮用相同浓度不同丰度硝酸铀酰溶液.实验开始前剃下大鼠毛发作为对照组,２４天后处死大

鼠,剃下各组毛发作为待测组.将毛发清洗、消解后使用 MCＧICPＧMS进行测量.结果表明:样品组鼠发中铀含量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鼠发对铀元素有一定蓄积作用,鼠发中铀含量高低与大鼠摄铀剂量正相关,鼠发中２３５U/２３８U 值与所摄

入贫铀溶液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基本一致,与摄入贫铀溶液前鼠发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有明显区别.以上研究结果为今后用毛发

中铀特征进行核法证判断提供了一定数据支持.
关键词:核法证;毛发;贫铀;铀同位素;MCＧICPＧMS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非法核交易数据库(ITDB)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见图１),自１９９３
年到２０１７年间,该项目的成员国共报告了３２３５宗涉及非法持有、贩运和使用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材

料的案件[１].无论是核材料或放射性材料,如果放任其非法贩运,将对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构成严重

的威胁,因此必须对涉核犯罪进行严厉打击.面对层出不穷的涉核犯罪,一方面各国加强了核安保体

系的建立,包括加强核材料的生产、储存、使用、运输等环节的监管力度以及国际上在进出口控制、两
用材料控制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对涉核犯罪的调查能力,以美国为首的各国也在

开发和研究调查截获材料来源核法证学相关技术[２].核法证学是一门专门针对核材料的取证分析技术,
其定义是根据国家及国际法律对核材料、放射性材料及受污染的非核材料等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结果对

所分析材料的性质、生产方式、生产时间及生产地点及用途进行溯源分析的一种综合技术方法[３].

图１　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国际核走私犯罪活动趋势

铀是一种自然界存在的天然放射性元素,日常生活中人体可能通过饮用水、食品及空气摄入微量

铀元素,此外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区、生活习惯等也影响着人体内铀的含量及分布.贫铀是核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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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造过程中天然铀经富集、提取２３５U 后剩余的副产品,是一种具有化学毒性和放射性的重金属[３].
国际核规范委员会(NRC)规定 ２３５U 低于０．７２％的铀为贫铀.由于贫铀具有密度高、韧性好等特点,
贫铀被广泛用于工业和军事中[４].利用贫铀与天然铀及不同贫铀之间丰度的差异性,我们可以通过

测定涉核事件中所收集到的样品中铀及其他元素含量和丰度来建立某种对应关系进而推测受污染时

间、地点等信息并开展溯源工作.
在存在非法走私、滥用核材料及放射性材料的情形下,寻求一种能将犯罪者与犯罪行为联系起来

的证据迫在眉睫.毛发作为一种无创生物检材,对微量元素有一定蓄积作用,对比血液、尿液等具有

(１)容易获取及保存;(２)化学性质稳定;(３)能本征地反映出体内微量元素的吸收、积蓄和代谢情况;
(４)可以通过分析头发中元素分布推断一段时间内人体暴露情况[５]等优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堆中心JohnD．Brockman等通过采样试验证明了曾暴露于富集铀或贫铀

的个体毛发中具有非天然２３５U/２３８U比值,首次验证了毛发中铀同位素比测量法在核法证领域应用的

可行性[６].受限于样本数量,该实验未对个体毛发中铀含量及丰度与所接触核材料中铀浓度及丰度

的关联性进行进一步研究.目前,毛发中铀同位素比测量法还是一种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鉴定技术.
本实验长时间(２１天)喂养斯泼累格多雷(SD)大鼠贫铀水溶液,收集大鼠毛发并利用 MCＧICPＧMS
进行分析.对大鼠毛发内铀含量、丰度与所摄入贫铀溶液浓度、丰度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与装置

Isoprobe型多接收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英国 GV 公司产品;MilliＧQ 纯水系统:美国 Millipore
公司;XPE２０５电子天平:瑞士 MettlerToledo公司产品;EH４５Aplus电热板:中国 Labtech公司产

品;BPGＧ９１４０A精密鼓风干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产品.

１．２　主要材料与试剂

双氧水:优级纯,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丙酮:分析纯,北京化工厂生产;硝酸:优级纯,北京化学

试剂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曲拉通XＧ１００:生化试剂级,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铀标准溶

液:GBW(E)０８０１７３,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硝酸双氧铀:分析纯,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化学试剂

采购供应站;UTEVAResinＧB:法国 TriskemInternational公司.

１０~１００μL、１０００μL、５００~５０００μL移液器:德国Eppendorf公司;PFA溶样罐:南京滨正红仪

器有限公司;色层柱:美国BioＧRad公司.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样品制备

２．１．１　大鼠喂养

普通级健康雄性SD大鼠１６只,６~８周龄体重１９０~２１０g,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

司.将大鼠随机分为a、b、c、d四组,其中a、b两组每组６只.c、d两组每组２只,按组分笼养于同一动物

房.开始喂铀溶液前剃下所有大鼠背部毛发作为对照组,每组大鼠所喂溶液量及类型如表１所示.

表１　SD大鼠每日服铀剂量

编号 平均每只每日铀摄铀量/mg 摄入溶液种类 给药时间/d
a １２ DU１ ２１
b １６ DU１ ２１
c ３２ DU１ ２１
d ３２ DU２ ２１

　注:(１)表中 DU１、DU２ 代表大鼠所摄入贫铀溶液类型;
(２)假定每日每只大鼠饮用４０ml铀溶液计算平均每只每日铀摄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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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毛发的收集、清洗及消解

小鼠尾部静脉注射铀标准溶液７２h后血液中铀含量与注射前血液中铀含量基本一致[７],而毛发

内微量元素来自于血液.因此本实验中,停止喂食硝酸铀酰水溶液后继续用空白水溶液喂养３天,然
后采用脊椎脱臼法处死大鼠,沿皮肤表面剃下毛发,编号并装袋密封.

将剃下的毛发装入烧杯中按如下顺序清洗:
(１)约５０mL超纯水超声清洗５min;
(２)丙酮搅拌清洗２min;
(３)１％曲拉通搅拌清洗２min;
(４)５０mL超纯水搅拌清洗３次,每次２min;
(５)丙酮搅拌清洗２min.将清洗后的毛发放入烘干箱中设定４０℃烘干.
准确称量２０mg毛发置于PFA溶样罐,用０．８mL６５％ HNO３ 和０．２mL２９％~３２％双氧水作

为消解酸体系,加盖密闭后于电热板上加热消解.加热温度为９０℃,加热时间３h.消解完成后调节

温度至１２０℃蒸至近干,加入１mL２％ HNO３ 完全溶解冷却至室温,用超纯水定容至２０mL.

２．１．３　毛发中铀的分离纯化

对照组及a、b组铀含量较低,毛发中杂质元素较多.为保证测量准确性,利用 MCＧICPＧMS测低

含量组毛发中２３５U 丰度前对铀进行纯化富集.将１g毛发样品完全消解后蒸至近干,加入２０mL
３mol/LHNO３溶解样品,进行树脂分离.用去离子水洗涤 UTEVA树脂并浸泡２４h后,将 UTEVA
悬浮液装入分离柱,依次用去离子水,０．５mol/mLHNO３,去离子水洗涤树脂柱,加入２０mL３mol/L
HNO３ 预平衡色层柱.将准备好的样品溶液上柱(３mL每次),然后用２０mL３mol/LHNO３ 洗涤

色层柱,去除杂质元素,用２０mL０．０２mol/LHNO３－０．００５mol/LHF洗脱吸附于色谱柱上的铀,将
收集的洗脱液加热蒸发浓缩,用２％ HNO３定容至５mL,用质谱进行测量.

２．２　质谱分析

２．２．１　仪器调谐及操作参数

MCＧICPＧMS使用前用１ng/mL调谐溶液优化工作参数,使仪器达到较高灵敏度.蠕动泵转速

１３．９r/min,扫描时间１s.优化后仪器参数设置见表２.

表２　MCＧICPＧMS仪器参数

仪器参数 参数值

射频功率/W １１００

冷却气流速/(L/min) １３

雾化气流速/(L/min) ０．９

加速电压/V ６０００

载气流速/(L/min) ０．８３

碰撞气流速/(mL/min) １．２

雾化室温度/℃ ４

蠕动泵/(r/min) １３．９

重复次数 １２

２．２．２　绘制标准曲线

移取适量质量浓度为１００μg/mL的铀标准溶液于样品瓶中,加入２％ HNO３ 逐级稀释得到浓度

为１０ng/mL、１ng/mL、０．５ng/mL、０．１ng/mL、０．０５ng/mL、０．０１ng/mL的标准工作溶液.以各质

量浓度点所对应质谱计数率(y)对相应的质量浓度(x,ng/mL)进行线性回归,得到铀浓度的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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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所相关系数(R)值.如图１所示,U线性方程为Y＝１５９３８X＋５２８０,R＝０．９９９９

图２　２３８U的标准浓度曲线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口服不同浓度铀溶液大鼠毛发内铀含量对比

由于c、d组饲养环境及平均每日摄铀剂量一致,将c、d组鼠发中铀含量值合并与a、b组铀含量进

行对比,所测得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a组b组及c、d组大鼠平均毛发铀含量

图中可以看出,摄铀量相同的同组大鼠毛发中铀含量有着较大差距,表明即使处于相同环境下,
生物个体对铀的蓄积能力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个体生活习惯的不同所导致.饮用贫

铀溶液前鼠发平均铀含量为０．０１４μg/g,饮用贫铀溶液之后a组b组及c、d组鼠发平均铀含量分别为

０．４１８μg/g、０．５７４μg/g和６．６０７μg/g,相应的各组平均每只每日摄铀量分别为１２mg、１６mg和

３２mg.不难发现,尽管各组内鼠发铀含量存在较大差异,但对比摄入铀溶液前均有显著提升.与此

同时,鼠发内铀含量高低与所摄入铀剂量正相关.
综上所述,以毛发中铀含量高低来判断生物是否受污染及其污染程度具有一定可行性,而由于个

体习性差异可能导致毛发铀含量不同,因此以毛发铀含量作为证据时为确保准确性应尽可能采集不

同个体毛发测量后取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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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口服不同丰度铀溶液大鼠毛发内２３５U/２３８U值对比

对照组、c、d组毛发及各组摄入溶液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对照组、c组、d组毛发及其摄入溶液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

样品 ２３５U/２３８U比值 相对标准偏差/％

c
４．０５×１０－３ ２．７９

４．０１×１０－３ ０．３７

d
４．３９×１０－３ ２．４１

４．２３×１０－３ ０．５７

对照组 ７．１８×１０－３ １．４６

DU１ ４．００×１０－３ ０．０９

DU２ ４．３４×１０－３ ０．２８

由表３可见,对照组毛发中２３５U/２３８U 值为７．１８×１０－３与天然铀一致,而c、d两组毛发内所测得
２３５U/２３８U均值分别为４．０３×１０－３和４．３１×１０－３,c、d组鼠发中２３５U/２３８U 值与所饮贫铀溶液中２３５U/
２３８U值接近,对比对照组２３５U/２３８U值有明显变化,证明铀从溶液吸收到鼠发过程中无同位素分馏现象

发生.根据该实验结果推测,生物所处环境中铀丰度发生变化时,毛发中铀丰度将随之发生变化,可
以通过测量毛发中２３５U丰度来辅助调查所涉及核材料的生产方法及其可能来源.相比于鼠发中铀含

量变化的不确定性,鼠发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与所摄入溶液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高度一致.

４　结论

本实验通过令SD大鼠口服贫铀溶液的方式获得了铀含量、同位素比不同的鼠发,利用 MCＧICPＧ
MS对鼠中铀含量及２３５U/２３８U值进行了测量.验证了大鼠毛发内铀浓度与所摄入铀剂量的相关性,
发现鼠发中２３５U/２３８U值与所摄入溶液中２３５U/２３８U 值保持一致.为毛发中铀特征分析在核法证领域

应用提供了实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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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furaniumcontentandisotope
ratioofrathairinnuclearforensics

HURuiＧxuan,SHENYan,HUAGNShengＧhui,
LILiＧli,ZHAOLiＧfei,ZHAOYongＧgang

(InstituteofRadiochemistry,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andtheapplicationofhairanalysisinnuclearforensics．Rathairwith
differenturaniumcontentandisotoperatiowasobtainedbyfeedingtheraturanylnitratesolution．
ThenusemultipleＧcollectorinductivelycoupledplasmamassspectrometry(MCＧICPＧMS)tostudythe
correlationbetweentheuraniumcontentandisotoperatiointhehairandthedoseandisotoperatio
ofuranium．Thespecificmethodsareasfollows:SixteenhealthySDratsweighing２００±１０gwere
randomlydividedintofourgroups:a,b,c,and d．Groupsaand b were give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ofthesameabundanceuranylnitratesolution,andgroupscanddweregiventhe
sameconcentrationofdifferentabundanceuranylnitratesolution．Rathairwasshavedasacontrol
groupbeforethestartoftheexperiment．After２４days,theratsweresacrificedandthehairsofeach
groupwereshavedasthetestgroup．Afterthehairwaswashedanddigested,measurementwas
performedusingMCＧICPＧMS．Theresultsshowedthattheuraniumcontentinthesamplegroupwas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Thehairoftheratshadacertainaccumulationof
uranium．Thecontentofuraniuminrathairiscorrelated withthedoseofuraniumintake．The
２３５U/２３８Uvalueinrathairisbasicallythesameasthatindrinkingdepleteduraniumsolution,which
isobviouslydifferentfrom ２３５U/２３８Uvalueinrathairbeforedrinkingdepleteduraniumsolution．
Theseresultsprovidesomedatasupportforthefutureuseofthecharacteristicsofuraniuminhairto
carryoutnuclearforensicjudgment．
Keywords:Nuclearforensic;Hair;Depleteduranium;Uraniumisotope;MCＧICPＧ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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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废物中常见核素的分析方法概述

周佳骏,李力力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２４１３)

摘要:随着核电的发展,对核电站周围进行辐射监测和放射性核素测量日益成为关注的要点.１４C、６３Ni、９０Sr和９９Tc作

为核电站环境评价中的常见核素愈发受到重视.１４C和６３Ni为中子活化产物,能反映反应堆类型和材料辐照性能,９０Sr
和９９Tc为裂变产物,具有较强的迁移性,对生物体有潜在危害.迄今针对１４C、６３Ni、９０Sr和９９Tc已建立多种分析方法.

本文综述了１４C、６３Ni、９０Sr和９９Tc各种测量方法,从时效性、灵敏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评价,为核电站核素监控和废物

管理提供了方法参考.

关键词:核电站废物;分离纯化;１４C、９０Sr、６３Ni、９９Tc测定

　　　　　　　　　　　　　　　　　　　　　　　　　　　　　　　　　　　　　　　　　　　　　　　　　　
　

　
　

　 　　　　　　　　　　　　　　　　　　　　　　　　　　　　　　　　　　　　　　　　　　　　　　　　　
　

　
　

　
　

作者简介:周佳骏(１９９３—),男,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现从事分析化学方面研究

１　核电站废物中常见核素来源

１４C主要来自于１３C、１４N、１５N、１６O和１７O中子辐照反应[１],存在于核燃料及反应堆冷却系统;６３Ni
主要来自于反应堆中镍合金和不锈钢中子辐照作用[２],然后经反应堆冷却水材料腐蚀作用进入废液

处理系统排出[３];９０Sr和９９Tc是裂变产物[２],由核素迁移作用进入核电站周围环境中,其他核素来源

见图１.

图１　核反应堆中放射性核素形成途径

１４C由于其气体形态和长半衰期(T１/２＝５７３０a),进入环境中碳循环后易沉积在生物体内,有产

生内照射的风险.６３Ni(T１/２＝１００．１a)通过核电站废液处理后进入河流、海洋,也会在生物体内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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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态安全.９０Sr(T１/２＝２８．８a)是２３５U的裂变产物之一,产额为５．９％,可沉积于泥土植物中,通过

沉淀和离子交换作用产生核素迁移[４].９９Tc(T１/２＝２．１３×１０５a)是一种高产额的裂变产物(２３５U 和
２３９Pu的热中子裂变产额分别为６．１％和５．９％),且在生态系统中有较大的迁移性,在海水中有较高的

溶解性(TcO－
４ ),能作为海水的重要示踪剂[５].

核电站废物可分为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种形态.废气一般分为含氢和含氧废气两类[６],含氢废气

主要来自核岛、冷却水排水箱及硼回收系统的前置贮存箱,含氧废气来自各种通大气的水贮存箱和通

风系统的排气.废液包括反应堆冷却水、化学工艺废液、洗涤废水以及废油等[７].固体废物包括废树

脂、废滤芯、塑料布、工作服及淤泥等[６].

２　１４C分析方法

１４C为纯弱β放射性,β放射性最大能量为０．１５６MeV,平均能量为０．００４４９MeV.对于核电站

废物中的１４C的分析方法较少,主要基于１４C的长半衰期进行定年研究.目前主流测定１４C一般有两

种,加速器质谱法(AMS)和低本底液闪计数法(LSC).

２．１　加速器质谱法(AMS)

AMS法样品制备的基本流程见图２,将制备的石墨样品装入样品靶上测量.AMS测定１４C的精

度大约为０．５％,本底水平约为５００００BP[８].MinoruYoneda[８]等人提高样品通量并使用低温捕集阱

和元素分析仪研究 CO２ 的产生和纯化,与气相色谱相比降低了来自记忆效应的背景干扰.H．
Sakurai[９]等人为研究 AMS对１４C精确测定的适用性,使用微分析实验室串联加速器(MALT)测定了

具有２５００年历史的雪松树木纤维素制备的１６个石墨样品,AMS测定年龄结果与LSC结果一致,对
应的统计准确度为０．２６％.AMS测定１４C主要有用量少、灵敏度高和测量时间短的优点.

图２　１４C样品制备流程

２．２　低本底液闪计数法(LSC)
１４C是弱β放射性核素,还可以使用 LSC进行测量.气体法是将标本碳全部转成计数管中的计

数气体.水中１４C样品制备一般有碳酸钙沉淀法、直接吸收法和苯合成法[１０].碳酸钙法是以碳酸钙

粉末悬浮,直接用LSC测定,该法设备要求低且易于操作,但样品中的氢氧化钙会造成淬灭、影响测

量,灵敏度和精度不高.直接吸收法是用碳酸钙制备CO２,然后用碱性溶液吸收、LSC测定,此法消除

了氢氧化钙杂质的干扰,提高了测量精度.苯合成法相比上述方法稳定性更好且具有抗淬灭性,苯的

含碳量高且与液闪溶剂互溶,具体流程见图３,此法具有高计数效率和较低的探测限,但操作较复杂且

流程长,对制备系统要求较高.包良进[１１]等人对重水堆核电站中放射性废树脂使用６mol/L硫酸浸

泡,搅拌后经稀酸洗涤除去３H 干扰,氢氧化钠吸收,LSC测量.该方法回收率达９０％以上,冷却剂和

慢化剂净化系统中废树脂的无机１４C含量分别为１０５Bq/g和１０６Bq/g.

图３　苯合成法

２．３　分析方法比较

AMS测定１４C主要有用量少、灵敏度高和测量时间短的优点,但仪器成本高,适合基体简单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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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LSC通用性强,仪器运行较简单,但测量干扰多,制样流程长.

３　６３Ni分析方法

６３Ni是一种β衰变的放射性核素,６３Ni化学分离常用弱碱性条件(pH＝８~９)下的丁二酮肟

(DMG),通过 NiＧDMG络合物的沉淀或溶剂萃取,或通过将 Ni吸附加载到惰性载体上的 DMG来实

现 Ni的纯化[１２].在负载溶液中加入乙酸铵可以防止其他过渡金属(特别是Co、Fe和Cu)的共吸附,
使用这种分离的 Ni/Cu去污因子达１０３.使用阴离子交换色层法可以从Co中进一步纯化 Ni[１３],其
中Co保留在９M HCl溶液中,Ni/Co去污因子接近１０４.AMS前处理阶段通过形成挥发性的

Ni(CO)４[１４],也对ICPＧMS测量前处理 Ni/Co分离具有指导意义.

３．１　低本底液闪计数法(LSC)

通过使用LSC测量６６．９５keVβ射线可测定６３Ni,检测限一般在１４ mBq.在国家标准 GB/T
１４５０２—１９９３[１５]水中６３Ni测定中,使用氢氧化镍沉淀富集水中６３Ni,三正辛胺萃取,DMG二次沉淀分

离纯化,以曲拉通XＧ１００甲苯作闪烁液,LSC测定６３Niβ计数率.通过LSC也可以对固体样品表面进

行β计数[１６],这种方法较使用液闪液更为简单.

３．２　加速器质谱法(AMS)

AMS测量６３Ni时,结合大型加速器,充气磁铁和四个阴离子气体离子化室能有效消除同质异位

素干扰,６３Ni的丰度灵敏度为２×１０－１２,同时也去除了样品中的大量Cu基体[１７].尽管与 AMS相比,

ICPＧMS测定６３Ni的灵敏度要低很多,但依旧是对常规废物表征的通用仪器.

３．３　分析方法比较

AMS测量６３Ni同样具有用量少、灵敏度高、测量时间短和仪器成本高的特点.LSC测量方法更

加普遍,前处理方法成熟,比较适用于核电站废物测量.

４　９０Sr分析方法

９０Sr是一种β衰变的放射性核素,β放射性能量为０．５４６MeV,其衰变子体为９０Y(半衰期２．６７
天),继续衰变为稳定的９０Zr.９０Sr的化学分离一般基于 SrＧresin(Triskem),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STM)制定了SrＧresin分离水和土壤中９０Sr的标准方法[１８,１９].对于更复杂的样品基体,通常会进

行预浓缩,如草酸钙沉淀.大部分研究都针对环境样品中９０Sr进行分析,对于核电站废物分析的样品

一般来自淤泥等.

４．１　低本底液闪计数法(LSC)

β计数技术可有效测量９０Sr,常通过与９０Sr处于放射性平衡状态的９０Y放射性活度来间接测定９０Sr
的含量,９０Sr与９０Y达到放射性平衡的时间约为２５天.我国国家标准 GB１１２２２．２—１９８９[２０]中使用乙

二胺四乙酸二钠和柠檬酸络合生物样品灰中的 Ca、Mg等,通过阳离子树脂实现大部分 Ca和Sr分

离,用不同pH 和浓度的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淋洗 Ca和Sr,再使用铜盐将Sr流出液中Sr从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和柠檬酸络合物中置换,碳酸钙沉淀后放置１４d后测定９０Y 的β活度,间接测定９０Sr活度.
国家标准 GB６７６４—１９８６[２１]中使用二－(２－乙基己基)磷酸色层柱吸附 Y,将 Y与Sr、Cs、Ce和Pm
分离,对９０Y 快速测定.核行业标准EJT１０３５—２０１１[２２]中用发烟硝酸沉淀法和铬酸钡沉淀除去 Ca、

Pb、Ra等干扰离子,同样放置１４d后测定９０Y的β活度,间接测定９０Sr活度.K．H．Hong[２３]等人使用

SrＧresin从水样中分离９０Sr,LSC测量检测限为３２mBq/L.AlvarezA[２４]对尿样中使用磷酸钙沉淀富

集,SrＧresin分离后,LSC测量检测限为０．１１Bq/L.刘琢艺[２５]等人对核电站废水处理管道中的淤泥,
加入Sr和Y载体和一定浓度盐酸浸取,再经过滤、离心、过二Ｇ(２Ｇ乙基己基)磷酸色层柱、静置平衡后,
制备适合LSC的样品,对总β进行测量,Sr的回收率均在８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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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Ｇ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ＧMS)测定９０Sr最大的干扰是９０Zr,需要仪器的分辨率达到３００００
才能有效分离,这已经超出ICPＧSFＧMS能力.即使在９０Sr高度污染的土壤中对９０Zr的去污因子也需

要１０６,另一干扰来自８８Sr(天然丰度:８２．６％)拖尾,多原子离子干扰也在等离子体中经常出现.DRCＧ
ICPＧMS是测量９０Sr最常见的仪器,以 O２ 为反应气,９０Zr被氧化成９０Zr１６O,而９０Sr无法被 O２ 氧化,更
强氧化剂如 N２O才能将Sr氧化.DRCＧICPＧMS已被应用于检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土壤样品中

的９０Sr[２６],通过SrＧresin和 DRCＧICPＧMS联用[２７],对Zr的去污因子＞１０７.Amr[２８]等人对卡塔尔土

壤和沉积物样品使用SrＧresin分离后,三重四级杆ICPＧMS(Agilent８８００)测定了９０Sr,在碰撞反应池

中使用 O２ 将９０Sr和９０Zr分离,在平均浓度０．６１fg/g条件下完成测量.冷等离子体(前端功率＝
６５０~７５０W)和中等质量分辨率(R＝４０００~４５００)条件下通过ICPＧSFMS测量９０Sr是一种不常见的

方法,通过Zr和Sr电离电位差异(分别为５．７eV 和６．８eV)在冷等离子体条件下能对其进行分

离[２１],但更依赖样品基体本身.与低分辨率条件相比,中等质量分辨率降低了仪器的灵敏度,但也减

少了８８Sr拖尾,此条件下丰度灵敏度达到６×１０－７和０．８×１０－７,与低分辨率相比提高了２个数量级,
测定尿液的检测限为０．４pg/L[２９].

４．３　分析方法比较

LSC是测量９０Sr的主流方法,配合SrＧresin分离富集,检测限能达到６．０×１０－４ Bq/g.ICPＧMS
测量９０Sr时存在大量同质异位素干扰,对基体本身要求高.

５　９９Tc分析方法

９９Tc是纯β衰变的放射性核素,化学分离通常有溶剂萃取、离子交换和萃取色层法,其中 TEVAＧ
resin是分离９９Tc最常用的树脂.无论是处理无机物溶解或有机物灰化时,样品前处理阶段都必须考

虑 Tc的挥发性.在１００~１５０℃使用 HNO３ 对样品进行溶解时,Tc会因挥发而损失[３０].

５．１　低本底液闪计数法(LSC)

低本底 GM 计数器与LSC是测量９９Tc的主要方式.若需要pg/g的检测限,其长半衰期和低衰

变能(Emax＝２９２keV)致LSC计数时间长,故在测量之前必须去除１０３Ru、１０６Ru和９０Sr的干扰[３１].靳

小军[３２]等人对高放废液中９９Tc建立了萃取液闪分析技术,解决了萃取剂在萃取中水相互溶造成的误

差及α、１３７Cs等核素的干扰问题.

５．２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ＧMS)

ICPＧMS测定９９Tc主要受同质异位素９９Ru(天然丰度１２．７６％)干扰,可以通过化学分离或监控
１０１Ru(天然丰度１７．０６％)进行校正,１０３Ru和１１５In等作为内标可用于漂移校正.１０３Ru有记忆效应并且

对于长期分析时使用 HNO３ 稀释具有不稳定性.１１５In不受记忆效应的影响,且对９９Tc１６O 的干扰最

小[３３,３４].K．H．Chung[３５]等人开发了模块化自动分离器,用于快速分析来自中低废物处置库的钻孔

地下水样品,分离系统和ICPＧQMS(Varian８１０)联用,测得活度为(１６５８±７)mBq/L(２．６ng/mL)与
标准物质中(１５９８±４０)mBq/L非常吻合,检测限为０．１２mBq/mL(０．１９pg/mL).L．S．Chen[３６]等

人对低放废物处置场的废水样品中９９Tc进行了测量,经过酸溶解和TEVAＧresin分离,使用ICPＧQMS
测量(Aglient７５００a),检测限为０．０２１ng/g(０．０１３Ba/g).

５．３　分析方法比较

测量９９Tc时,无论是使用LSC还是ICPＧMS,都要考虑 Tc的挥发性及各类核素的干扰,ICPＧMS
在探测限上具有优势,配合自动分离装置能快速分析核电站周围水样.

６　小结

核电站废物中包括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检测其中的常见放射性核素,对核电站内部管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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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评价都至关重要.其中受关注的１４C、６３Ni、９０Sr和９９Tc都是β衰变的放射性核素,都能使用

LSC测量.废物中基体较复杂,面对不同基体时应选择不同处理方法和测量仪器.对于长寿命放射

性核素,质谱测量与放化测量相比有显著的优势,但样品处理较复杂,对于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测量

效果一般.近年来新型树脂的应用和八级杆碰撞反应池对于质谱技术的加强,检测限越来越低,未来

对核电站废物中的核素分析将会开展更多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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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determinationofcommon
radionuclidesinnuclearpowerplantwaste

ZHOUJiaＧjun,LILiＧli
(CHINAINSTITUTEOFATOMICENERGY,Beijing１０２４１３,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radiation monitoring and radionuclides
measurementaroundnuclearpowerplantsareincreasinglybecomingthefocusofattention．１４C,
９０Sr,６３Ni,９９Tc,arecommonnuclidesinnuclearpowerplantenvironmentalassessmentshouldbe
paidattention．１４Cand６３Niareneutronirradiationproducts,whichcanreflectthetypeofreactor
andirradiationperformanceofmaterials．９０Srand ９９Tcarefissionproducts,whichhavestrong
migrationandpotentialharmtoorganisms．Variousanalyticalmethodshavebeenestablishedsofar
for１４C,９０Sr,６３Ni,and９９Tc．Thispaperreviewsthevariousmeasurementmethodsof１４C,９０Sr,
６３Niand９９Tcinwhichthetimelinessandsensitivityhavebeencomparedandevaluated,andprovides
themethodssupportingfornuclearpowerplantmonitoringandwastemanagement．
Keywords:Nuclearpowerplantwaste;Separationandpurification;Detectionof１４C,９０Sr,６３Ni,
９９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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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水堆乏燃料池微生物污染控制的探索与实践

刘祖洁,游兆金,沈亚芳,卢叶艇,王慧波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 海盐３１４３００)

摘要:中核运行秦三厂为CANDU６型重水堆核电站,乏燃料池是核电站运行期间接收和暂存堆芯卸出的乏燃料,并为

乏燃料提供自然衰变和导出衰变热的安全场所.２０１２年３月发现两个机组乏燃料池不锈钢内壁、热交换器板片等设

备上均有微生物滋生,造成过流面积缩小,冷却与净化流量下降,此问题列为机组十大缺陷.本文通过对乏燃料池微

生物及其黏泥的检测和分析,弄清了微生物污染的成因、具体生物特征,通过杀菌剂的筛选及杀菌效率等试验,评价并

否定了系统使用加药杀菌来控制微生物方法的可行性.最终选择了通过提高并保持净化流量保持乏燃料池优良水质

来贫困微生物繁殖所需营养来抑制微生物数量扩大的物理创新方法,控制了乏燃料池微生物污染继续恶化趋势,恢复

并确保系统冷却与净化流量满足运行手册规定.此成果可为其他重水堆或其他堆型核电站乏燃料池生物污染控制提

供借鉴.

关键词:乏燃料池;微生物污染控制;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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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运行秦三厂为两台CANDU６型重水堆核电机组,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采用天然铀为燃料,
机组运行期间实行不停堆换料,每周安排换料数次来维持堆芯一定的反应性,换料卸出堆芯的乏燃料

储存在乏燃料池(以下简称乏池)中.乏池充满除盐水,功能为乏燃料提供水实体屏蔽、导出衰变热和

降低放射性水平[１].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号机组乏池冷却和净化系统例行操作将现运行的２系统列切换到备用的１系列

运行,结果发现冷却流量低于正常水平,不满足运行手册规定的正常流量要求.调查发现两个机组的

乏池(储存池、接收池)乏池不锈钢内壁、热交换器板片、过滤器、离子净化床等相关设备上均有微生物

滋生.如微生物污染进一步严重,势将造成热交换器过流面积缩小,冷却流量下降,冷却能力降低,水
池温度升高,辐射剂量升高,甚至会引起乏燃料的安全储存问题.

由于乏池系统在核电厂安全运行中的重要性,乏池微生物污染问题被列为机组十大缺陷.

１　乏燃料池系统简介

乏池系统功能为乏燃料提供水实体屏蔽、导出衰变热和降低放射性水平.乏池充满除盐水,系统

包括乏燃料接收池和储存池及分别配置有独立的冷却和净化系统组成.冷却和净化系统由３台循环

泵、３台冷却热交换器和用于净化的２台过滤器、２台净化床(树脂床)等设备组成.乏池水为除盐水

不添加任何化学品,维持pH 在中性６．５左右,电导小于２．０μm/cm.
正常工况下,乏池的温度维持在４１℃ 以下,并且温度变化速率每２４小时不超过１．７℃,其目的

是避免因温度变化过快而对水池的不锈钢钢衬和乏燃料棒束产生过大的热应力.控制乏池水质良好

是为了尽量减少乏燃料包壳和乏池水下设备的腐蚀,并减少乏池区域的放射性水平.
运行手册规定:系统正常运行时,储存池冷却流量控制在４６００~５５００L/min之间,接收池冷却

流量控制在１８００~３０００L/min之间;两个水池的净化流量均控制在１００~１２００L/min之间[１].

２　系统生物污染状况及运行影响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号机组乏池冷却和净化系统从一组泵和热交换器切换到另一组运行后,发现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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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量为４３５０L/min、净化流量在１００L/min而低于正常水平.随后对热交换器解体检查发现,
水流内壁板片上附着有粘状类疑似生物黏泥.进一步检查发现,两个机组的乏燃料池(储存池、接收

池)的不锈钢内壁、热交换器板片、过滤器、净化床(树脂床)等相关设备,均滋生有粘状类疑似生物黏

泥,如图１至图３所示.

图１　交换器水流内壁板片

上不锈钢生物黏泥

　
图２　净化床进出水

装置上生物黏泥

　
图３　乏燃料储存池内

壁上生物黏泥

２．１　原因分析与同行调查

２．１．１　环境条件

从厂房环境、系统环境和水质条件看,乏池中非常适宜于生物的繁殖生长.
(１)营养物质:乏池在厂房内为敞口,水面积较大,水池常有操作,与空气交换充分(氧气、氮气、二

氧化碳等),如空气中有孢子、细菌、微生物等可进入池中.生物生长必需的碳化物、氮化物、无机盐以

及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充分.
(２)光照、温度:光照、温度是影响生物存活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适宜温度在２０~７０℃.因工作

需要,乏池厂房内和水池里均装有照明灯,池水灯光照射充足;乏池水温常年维持在２５~４０℃之间.
(３)水的酸碱度(pH):乏池水质的pH 控制指标为５．５~８．５,实际长期维持在中性６．５.
(４)乏池存在低辐射:乏池储存的乏燃料具有一定的核辐照,这些核辐照也可能对生物的繁殖生

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２．１．２　同行调查

(１)PWR核电厂情况:秦一、二厂及其他压力堆核电厂的乏池未发现生物污染的问题,乏池中含

有２０００×１０－６以上的硼酸,硼酸是一种常用的杀菌剂,能很好地抑制生物生长.
(２)国外重水堆核电厂情况:运行时间较长的核电厂如G２、Bruce、Pickering和Darlington反馈,

乏池均存在生物或藻类生长,其中Pickering和Darlington污染较严重影响到系统正常运行.
据乏池生物污染较严重的Pickering电厂反馈,其生物污染为藻类,目前采用的短期处理方案即

定期向乏池中添加高浓度双氧水,最高频度每月投加６次.投加双氧水后,乏池会持续冒出大量气

泡,杀死藻类大量漂浮水面,乏池厂房内放射性剂量增加.这些处理和清理工作量大,期间还会影响

乏池正常工作开展.而这些核电厂目前也未找到一种长期有效的抑制乏池生物滋生的方法.
秦三厂乏池生物污染物是藻类还是微生物呢? 应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处理和预防呢?

３　微生物类型确定和杀菌剂筛选

３．１　微生物类型确定

根据参照国家相关标准对乏池水样和生物黏泥进行了细菌、真菌、藻类、异养菌、腐生菌等培养和

检测,试验结果认为[２Ｇ５]:
(１)乏池系统中的粘状生物黏泥为非藻类,是菌类生物代谢产物,代谢产物成分主要为多聚糖、蛋

白质类有机物,对不锈钢材料不会产生腐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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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乏池系统中存在的菌类主要是革兰氏阳性菌种,以小球菌、链球菌、短杆菌和弧状菌为主,为
自养型好氧菌;营养源为无机碳、氮等,对不锈钢材料不会产生腐蚀作用;

(３)乏池水体菌类微生物活性不高,繁殖能力相对较弱.

３．２　杀菌剂筛选

杀菌剂选择原则:
(１)杀菌剂产品及分解产物不能对系统水质产生不利影响,不能对系统设备产生腐蚀,不能影响

净化床树脂交换性能;
(２)杀菌能力强,加药量相对少,货源充足,价格相对便宜;
(３)因乏池厂房每天都有人在工作,杀菌剂使用不能对环境和人员产生危害.
杀菌剂有无机和有机类型,杀菌效果无机类要强于有机类杀菌剂.常用的无机杀菌剂如次氯酸

钠、氯气等,具有强氧化性和较好的杀菌效果,但会对系统设备产生腐蚀和对树脂产生氧化作用,而不

能选择使用;双氧水虽不会对设备产生腐蚀和降解产物也不会影响水质,根据国外同行经验需加

２５０×１０－６左右才具有较好的杀菌效果,但其对净化树脂具有氧化作用,使用时需隔离净化床,因此只

能作为应急使用.根据此分析,选择的杀菌剂定向有机类型.

３．３　杀菌剂选择和杀菌试验

由于符合杀菌剂选择原则的有机类杀菌剂十分有限,现选择了４种杀菌剂(参见表１)做杀菌效果

试验.将４种杀菌剂分别加入所培养的细菌溶液中,并各以５０×１０－６、１００×１０－６、１５０×１０－６、２００×
１０－６、３００×１０－６、４００×１０－６和５００×１０－６不同等级加药浓度,在加药后４h、２４h和４８h检测样品内

细菌数量的变化,为杀菌剂的浓度和时间的选择提供依据.
从试验结果得出:
(１)无机杀菌剂双氧水的杀菌效果明显优于其他三种有机类杀菌剂,在达到相同的杀菌效果时,

所需药剂的浓度更低,效果持续时间更长;
(２)有机类杀菌剂要得到理想的杀菌效果,往往需要较高药剂浓度(４００×１０－６)和维持更长的杀

菌时间;
(３)有机类杀菌剂杀菌效果持续时间短,细菌被杀灭后在４８h后又会繁殖出相当数量的菌落,要

抑制细菌生长,必须长期维持水中有较高浓度的杀菌剂.

表１　４种杀菌剂特性

序号 杀菌剂名称 主要成分 降解产物 筛选原则

１ 双氧水 H２O２ 水和氧气 不符合

２ 戊二醛(AQUCARIG５０) 戊二醛 水和二氧化碳 符合

３ KATHON WT 氯甲基异噻唑啉酮 氮、氯等 不符合

４ ANTIMICROBIAL７２８７ ２Ｇ２Ｇ２溴次氨基丙酰氨 氮、溴等 不符合

４　微生物处理与防治的方向和方法的选择

４．１　使用杀菌剂来预防微生物方法的评估

(１)正如前述同行调查,PWR核电厂乏池是添加和保持了高浓度硼酸而没有发现微生物污染,那
么重水堆的核电厂的乏池也加硼酸如何?

依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硼酸属毒害品,受高热分解放出有毒的气体,皮肤刺激,能随水蒸气

挥发,空气中最高容许浓度为１０mg/m３.如重水堆乏池也添加硼酸,由于其每周都有数天换料,换出

的乏燃料温度较高,可使硼酸分解挥发或蒸发在厂房空气中;而乏池厂房每天均有工作需开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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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护存在困难.另外目前系统离子交换树脂型号也得相应变更并需对系统材料影响进行评价,来
做大量工作.因此,乏池采用加硼酸来防治微生物方法不可行.

(２)使用符合杀菌剂筛选原则的有机杀菌剂如何?
从戊二醛杀菌剂试验杀菌效果看,为了确保杀菌效果加药浓度必须在４００×１０－６以上,根据乏池

水装量,一次加药至少２１６０kg.随着时间推移杀菌剂逐渐消耗,如要维持一定浓度需频繁或连续加

药.否则经过４８h后,微生物将再次繁殖并达到加药前的菌落数量.另外有机杀菌剂对树脂性能的

影响还需要大量试验评估.
依据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戊二醛杀菌剂为带刺激性气味的无色透明液体,对眼睛、皮肤和黏

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吸入或摄入可引起喉、支气管炎症,化学性肺炎,肺水肿等,皮肤吸收可引起过敏

反应.遇明火、高温可燃,容易发生自聚聚合反应.其蒸汽比空气重,易聚集在低空区域.这些因素,
也妨碍戊二醛杀菌剂在乏池中的实际应用.

４．２　物理控制微生物方法探讨

既然将微生物彻底杀灭清除的方法难用实现,那么容忍乏池中有少量微生物的存在,对其繁殖数

量采用一定的方法加以控制,以不影响或少影响系统正常功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为底线是否可做

到呢?
乏池为不锈钢内衬和净化系统设备与管道均为不锈钢材料,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成分主要为多

聚糖、蛋白质类有机物,这些东西除对水流通道产生过流面积缩减影响外,对系统材料不会产生腐蚀

作用,从系统检查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前述试验确认了乏池系统中存在的菌类主要是革兰氏阳性菌种,以小球菌、链球菌、短杆菌和弧

状菌为主,为自养型好氧菌;营养源为无机碳、氮等,活性不高,繁殖能力相对较弱.从宏观生物族群

繁殖规律来说,食物短缺,则可限制族群扩大发展.那么对细菌控制是否也同理呢? 乏池中虽然是除

盐水,由于每天换料操作乏燃料源源不断进入水池,加上人员的操作都有可能导致乏池水体中杂质的

增加,尽管乏池设有净化系统,但之前净化流量太小,导致水质有细微的变化(尽管从化学控制角度,
水质各参数符合控制指标的要求).这些细微的不易察觉的水体中的离子杂质和悬浮物的变化,对于

细菌的繁殖来说可能是已具备足够的营养了.那么,长期保持系统中较大的净化流量,尽可能保持乏

池中水质的洁净环境,贫困细菌繁殖的“营养”,从而来达到控制微生物的扩大繁殖是否可行呢?

５　运行实践

根据上以分析评估后采取如下行动:
(１)对两个机组乏池的热交换器、净化床进出水滤网解体清理;
(２)更换过滤器滤芯和净化床树脂等;
(３)将储存池和接收池净化流量分别提高并保持４５０L/min和３５０L/min以上长期运行;
(４)过滤器设定的运行压差出现高报即马上更换过滤器滤芯.
采取前两项行动而实现第三项行动要求后,在第四项行动采取初起,更换过滤器滤芯频率比较频

繁,最短运行周期为４５天就需要更换,但随着运行时间推移,更换过滤器滤芯频率逐渐降低,运行周

期逐渐延长,最长运行周期达到１６２天,说明水中生物污染向减轻方向发展.每月定期观察两个机组

乏池黏泥生长状况,持续一年来观察未见增多趋势.五年多来系统运行始终稳定正常,冷却和净化流

量维持不变.

６　结论

由于重水堆核电厂乏燃料池的特殊性,乏池水体生物污染几乎很难避免.在国外同行不能提供

和找到有效防治乏池微生物污染经验和方法可借鉴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在维持系统原设

计和运行方式基础上,找到了保持较大净化流量即保持水体处于高纯状态这种物理解决方法,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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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程度得到了有效控制,确保系统稳定安全可靠运行.这种方法不消耗添加任何化学品,不对水体

引入杂质从而不影响系统设备腐蚀,也不对人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此方法可供其他核电厂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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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onmicrobialcontaminationcontrolin
spentfuelbayofHeavywaterreactornuclearplant

LIUZuＧjie,YOUZhaoＧjin,SHENYaＧfang,LUYeＧting,WANG HuiＧbo
(CNNCNuclearpoweroperationsmanagementCo．LTDHaiyanofZhejiangProv．３１４３００,China)

Abstract:ThirdQinshanNuclearPowerPlantisCANDU６heavywaterreactornuclearpowerplant,

inwhichspentfuelbayisusedtoreceiveandtemporarilystorethespentfuelduringoperation,

providingasafeplaceforthenaturaldecayofradionuclidesandthedecayheatremoval．InMarch
２０１２,itwasfoundthatmicroorganism wasbreedingonthestainlesssteelinnerwallofthespent
fuelbayandheatexchangertubesheetsandotherequipmentsofthesysteminbothtwounits,

resultinginthereductionofflowareaofheatexchangerandthedecreaseofcoolingandpurifying
flowofresinbed．Thisproblem waslistedasoneofthetoptendefectsofthetwounits．Inthis
paper,thebi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microorganismsandthemicrobialcontaminationcauseswere
studiedthroughexperiments,andthemicrobialcontaminationinthespentfuelbaywassolvedby
excludingthecontrolmethodofusingbactericideandadoptingthephysicalmethodofincreasingthe
purificationflowrateoftheresinbed．Thiskindofcontrolcanbeusedasreferenceforotherheavy
waterreactorsorothertypesofnuclearpowerplantspentfuelbaysorothersystemtounderstand
thecausesofmicrobialcontaminationandcontrolmethods．
Keywords:Spentfuelbay;Microbialcontaminationcontrol;Explorationan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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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沉降通量和沉积速率研究

吴家堡１,李　涌１,刘国卿１,苏玲玲２,丁敏霞３

(１．深圳大学 物理与能源学院 核科学与技术系,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６０;

２．深圳技术大学先进材料测试中心,广东 深圳５１８１１８;３．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４９)

摘要: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１２月,研究分析了深圳市大气气溶胶中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沉降通量和沉积速率.结果表明,深圳

市大气２１０Pb比活度范围为０．５９~４．７２mBq/m３(平均值为１．５８mBq/m３);沉降通量范围为０．４５~１．３１Bq/m２d(平均

值为０．７４Bq/m２d);沉积速率范围为０．０９~１．４４cm/s(平均值为０．７１cm/s).研究发现,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比活度冬

季高、夏季低,其季节变化受季风影响显著;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和沉积速率与降水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提示

湿沉降可以有效的去除大气中的２１０Pb.

关键词:大气气溶胶;２１０Pb;沉降通量;沉积速率;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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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Ｇ２１０(２１０Pb,t１/２＝２２．３a)是铀衰变系的产物,来自于母体氡(２２２Rn,t１/２＝３．８d)的衰变.作为颗

粒活性核素,大气中的２１０Pb一旦生成即被气溶胶粒子所吸附,随后参与各种大气过程,最终通过干湿

沉降作用汇集于地表.研究表明,大气中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主要受地表氡析出率、海拔高度和经度的

影响,其活度浓度在中亚热带和北半球温带大陆地区为最高[１].
天然放射性核素２１０Pb是研究大气物质迁移传输的良好示踪剂.大气２１０Pb因为有清晰的源、汇

特征,其半衰期长,在现代沉积物年代学中得到广泛应用[２];在２２２Rn源已知的情况下,２１０Pb的大气浓

度数据可作为气溶胶沉降/清除过程的良好示踪剂[３~５];另外,大气２１０Pb对于不同气团(如大陆性气团

或海洋性气团)来源的判识亦提供了一种优良的示踪手段[５~６].目前,国内关于大气气溶胶中２１０Pb的

研究较少,并主要集中于高海拔地区[７Ｇ８].深圳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是我国南方最为重要的海滨

城市之一,亦是我国天然辐射的高本底地区[９].本工作以深圳市为研究靶区,通过对大气气溶胶

(TSP)与大气沉降的同步观测,分析大气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与沉降通量,研究其季节变化规律,估算大

气气溶胶沉积速率,研究结果对于区域大气迁移传输过程的认识和人体健康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

采样点选择在深圳大学实验楼楼顶(２２．５°N,１１３．９°E),海拔高度约为２０m,采集时间从２０１７年１
月到１２ 月.大 气 TSP 样 品 用 大 流 量 颗 粒 物 采 样 器 (武 汉 天 虹 仪 表 厂)采 集,采 集 流 量 为

１．０５m３/min,样品采集前先用无水乙醇擦拭干净,用玻璃纤维滤膜(Whatman,GF/A,２０．３cm×
２５．４cm)收集大气气溶胶样品,样品每周采集一次,每次采集２４h;大气沉降样品用FPS－２型辐射环

境干湿沉降自动采样器(长沙湘蓝科技有限公司)采集,样品采集箱直径为０．５５cm,高为０．６m,每次

采样前,依次用２％的 HCl和去离子水清洗采集箱壁和箱底,每个样品的采集周期约为１个月.

１．２　样品处理

大气颗粒物 TSP样品采集后将滤膜折叠成６cm ×４cm 的小长方体,封装于塑料盒中,以便于

每一张滤膜在探测器中都有相同的几何衰变条件,直接置于高纯锗 g谱仪上进行分析测定.大气沉降

样品的处理方法参考文献方法[１０],每次采样后,依次用２％HCl和去离子水清洗箱底和箱壁,并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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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液转移到大塑料桶中.用６mol/L的 HCl调节溶液的pH 小于２,并按每升样品２０mgFe３＋ 的量

加入FeCl３ 溶液,搅拌均匀,放置２４h.然后缓慢加入氨水溶液,调节溶液的pH 约为８．５,快速搅拌

３min,慢搅１５min,放置２４h.最后通过虹吸、离心、干燥,将样品转移到测量盒中待测.

１．３　样品分析

本实验所使用的探测器型号为 GEM５９７０,美国 ORTEC公司生产.其晶体的直径为５９mm,高
度为７０mm,对于６０Co点源１３３２keV 能量半高宽不大于１．８keV,相对效率为３８％.探测器对于
２１０Pb的效率刻度采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定值的气溶胶监测效率校准源(１５２Eu＋１３７Cs),根据各能量

峰的探测效率进行效率曲线拟合,获得全能峰效率曲线.气溶胶中２１０Pb的比活度依据２１０Pb所发射初

的特征 g射线(能量为４６．５keV,分支比为４．０％)进行定量分析,根据下面的式子进行计算[１０]:

C２１０Pb＝１０００×
Ns－Nb

εδV
(１)

式中:C 为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mBq/m３;Ns、Nb分别为样品峰和本底计数率,计数/s;e为特征峰效率;
d为射线衰变分支比,４．０５％;V 为大气气溶胶采集体积,m３.

大气气溶胶中２１０Pb沉降通量按下式进行计算[９]:

F＝
A
S

(２)

式中:F 为２１０Pb的大气沉降通量,Bq/m２d;A 为放射性活度,Bq;S 为样品收集箱底面积,m２.由于
２１０Pb的半衰期较长,大气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与沉降通量未进行衰变修正.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大气中２１０Pb的比活度

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的比活度范围为０．５９~４．７２mBq/m３,平均值为１．５８mBq/m３.表１为不同地

区大气２１０Pb含量比较,深圳市大气 ２１０Pb的比活度与国内北方城市相当[１１],高于我国厦门地区[６]、日
本 Kumamoto[１３]、西班牙 Malaga[１４]和美国密歇根州的Detroit地区[１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

产国和消费国,原煤中通常含有一定的天然放射性核,在煤炭燃烧的过程中,２１０Pb会以烟气或者灰飞

的形式得以富集并扩散到空气中,从而增加空气中２１０Pb的含量,这可能是我国境内大气２１０Pb含量较

高的重要原因.深圳虽无燃煤工业,但在秋冬时节,北方“富”２１０Pb气团往往可伴随东北季风的南下

迁移;另外,深圳市是我国天然辐射高本底地区之一,土壤中氡溶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７倍[１６],土壤中

氡气的释放也可能是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含量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１　不同地区２１０Pb比活度对比

研究地区 经纬度 实验时间 ２１０Pb含量/(mBq/m３) 文献

深圳 ２２．５°N,１１３．９°E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７．１２ ０．５９~４．７２(１．５８) 本文

厦门 ２４．３°N,１１８．１°E ２０１５．１—７ ０．８５ [６]

杭州 ３０°N,１２０°E ２０１３．１—１２ １．３１ [１１]

郑州 ３４°N,１１３°E ２０１１．４．１２ ２．０４ [１２]

北京 ３９°N,１１６°E ２０１１．４．１４ １．４６ [１２]

西安 ３３°N,１０８°E ２０１１．４．１１ １．８５ [１２]

青海瓦里关山 ３６．３°N,１０１．９°E ２００２．１０—２００４．１ １．８ [７]

贵阳关风山 ２６．４°N,１０６．４°E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２．７７ [８]

Kumamoto,Japan ３２°N,１３０°E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１ ０．３２~１．３０(０．８９)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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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区 经纬度 实验时间 ２１０Pb含量/(mBq/m３) 文献

Detroit,USA ４２°N,８２°W １９９９．１０—２００１．３ ０．３０~４．２２(１．２０) [１４]

Malaga,Spain ３６．７°N,４．５°W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６．１２ ０．２４~１．４４(０．５４) [１５]

研究表明,大气中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主要受地表氡析出率、海拔高度和气象因素的影响[１].深圳

市大气２１０Pb的月均含量变化如图１所示,大气２１０Pb的活度浓度呈现冬春季高、夏季低的特点,其季节

变化特征与我国瓦里关山[７]和杭州地区[１１]相似.深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热同期,干冷咸至.
在冬季,深圳主要受大陆性气团影响,大气颗粒物含量较高,增加了大气２１０Pb赋存的媒介;另一方面,
在东北季风驱使下,北方“富”２１０Pb气团的南下又可使近地面大气２１０Pb含量得以增加.图２和图３分

别为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与PM２．５含量相关性比较以及１２月初深圳地区的后向大气气流轨迹,由图２和

图３显见,大气２１０Pb与PM２．５含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０．７);另外,在冬季月份期间,深圳市主要

受控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反映了大气颗粒物和不同来源气团对区域大气２１０Pb含量的影响.相对应

的,在夏季期间,深圳主要受海洋性气团影响,一方面,海洋性气团中２１０Pb含量低;另一方面,２１０Pb是

颗粒活性核素,夏季雨水充沛,大气中的２１０Pb可以被降雨有效清除;此外,雨季的地表透气率较旱季

低,作为大气中２１０Pb主要来源的母体２２２Rn,其向大气中的释放率也表现出雨季比旱季低.

图１　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活度的月时间变化

图２　大气２１０Pb含量与PM２．５的相关性

２．２　大气中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

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和降水量变化如图４所示,大气中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范围为０．４５~
１．３１Bq/m２d,平均值为０．７４Bq/m２d.表２为不同地区２１０Pb大气沉降通量的比较,由表２可见,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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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深圳市后向大气气流轨迹(２０１７．１２．８)

市大气２１０Pb沉降通量与我国厦门、美国Detroit以及 Nagasaki相近,但明显低于上海.Du等[１７]的研

究表明,上海市大气２１０Pb沉降通量的高值主要受到中国北方或者西北方沙尘暴的影响,这也反映了

大陆性气团对于大气２１０Pb沉降通量的影响.

表２　不同地区大气２１０Pb沉降通量对比

研究地区 经纬度 实验时间 ２１０Pb沉降通量/(Bq/m２d) 文献

深圳 ２２．５°N,１１３．９°E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７．１２ ０．４５~１．３１(０．７４) 本文

厦门 ２４．３°N,１１８．５°E ２００４．３—２００５．４ ０．５１ [１７]

上海 ３１．１°N,１２１．２°E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１０ １．３１ [１８]

Detroit,USA ４２．３°N,８３．１°W １９９９．９—２００１．３ ０．６４ [１４]

Tsukuba,Japan ３６°N,１４０°E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１ ０．４８ [１９]

Nagasaki,Japan ３２．５°N,１２９．５°E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１２ ０．６４ [１９]

Cienfuegos,Cuba ２２°N,８０．３°W ２０１０．２—２０１１．１ ０．１３ [２０]

Malaga,Spain ３６．７°N,４．５°W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０．３９ [２１]

由图４可见,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点,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最高值出

现在８月,最低值出现在１１月和１２月.大气中的２１０Pb主要由土壤中的２２２Rn衰变产生,其沉降通量

主要受到大气中２２２Rn含量水平及气象条件的影响.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６],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

与降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图４可见,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在３~７月期间变化幅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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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和降水量

大,但月降雨量变化显著.在此期间,深圳市主要受海洋性气团控制,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主要受本地２２２

Rn来源影响,虽然降雨量差异大,但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相对平稳.在秋季月份(９~１２月)期间,深
圳市主要由大陆性气团控制,大气２１０Pb的沉降通量与降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０．９９),大气２１０

Pb的沉降通量随降雨量的增加而增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１月份的降雨量低(６．１mm),但大

气２１０Pb沉降通量仍达０．５１Bq/m２d,很可能是来自于干沉降的贡献.

２．３　基于大气２１０Pb的气溶胶沉积速率

干湿沉降作用是污染物从大气中清除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地表生态系统中污染物的重要来源

之一.对于任一核素,其大气总沉积速率Vd 可以由下式计算得到[１４]:

Vd＝
F
C

(３)

式中:Vd 为大气总沉积速率;F 为单位面积上大气核素总沉降通量;C 为近地表大气核素的比活度.

由于２１０Pb具有固定的来源,又是颗粒活性核素,其在大气中的赋存形态与其他污染物相类似,并
主要富集于细颗粒物中,因而可通过对示踪剂２１０Pb的系统观测,根据大气２１０Pb沉积速率,估算污染物

大气沉降通量[１０].取大气２１０Pb的月平均沉降通量与当月大气２１０Pb平均比活度,计算获得大气２１０Pb
的沉积速率.

由表３可见,在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期间,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沉积速率范围为为０．０９~１．４４cm/s,平
均值为０．７１cm/s.相较于文献研究结果(见表４),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沉积速率与美国 Detroit地

区[１４]、德国 Neuherberg地区[２２]相当,但明显低于西班牙 Malaga地区[２１].研究表明,大气颗粒物沉

积速率与粒径大小和气象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从表２可见,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沉积速率在夏季(６~
８月)较高,其值均大于１．０cm/s,而在冬季月份(１１~１月)较低.为探讨降雨和降雨天数对大气沉积

速率的影响,对两者做了相关性分析.从图５可见,大气２１０Pb的沉积速率与降雨量和降雨天数均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r分别０．７２和０．７７,提示降雨的湿清除是大气中核素去除的主要途

径,降雨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大气颗粒物沉积速率的大小.Koch等人[２５]的模型研究亦表明,降雨的湿

清除是对流层中２１０Pb去除的主要途径,约８８％的２１０Pb在降水过程中被去除,余下的１２％主要通过干

沉降方式被去除.

表３　２１０Pb的大气气溶胶沉积速率

月份 ２１０Pb沉积速率/(cm/s) 降水量/mm 降雨天数/d

１月 ０．２８ ６．１ １０

２月 ０．６０ ２９．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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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２１０Pb沉积速率/(cm/s) 降水量/mm 降雨天数/d

３月 ０．６５ ２５０．８ ９

４月 １．４４ １３０．８ １１

５月 ０．５８ １６３ １０

６月 １．１０ ３６３．６ ２１

７月 １．０５ ３０３．６ １６

８月 １．３８ ３００．８ １７

９月 ０．７２ １７３．１ １３

１０月 ０．４５ ７４．６ ７

１１月 ０．２２ ９．９ ３

１２月 ０．０９ ４９．９ ４

表４　不同地区２１０Pb大气气溶胶沉积速率对比

研究地区 经纬度 实验时间 ２１０Pb沉积速率/(cm/s) 文献

深圳南山 ２２．５°N,１１３．９°E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７．１２ ０．０９~１．４４(０．７１) 本文

Detroit,Michgan ４２°N,８３°W １９９９．９—２００１．２ ０．０４~３．６４(１．１) [１４]

Malaga,Spain ３６°N,４°W １９９２．１—１９９９．１２ ０．２~４．３(１．５) [２１]

Neuherberg,Germany ４８°N,１１°E １９８１—１９９９ ０．７~１．７(１．０) [２２]

Nolforlk,Virginia ３５°N,８４°W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 ０．７ [２３]

New Haven,Washiongton ４１°N,７３°W １９７７．２—１９７８ ０．９５ [２４]

Bermuda ３３°N,６４°E １９７９．５—１９７９．６ １．０ [２４]

　　　　
图５　大气２１０Pb沉积速率与降雨量和降雨天数的相关性

３　结论

３．１　深圳市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份期间大气２１０Pb的比活度、２１０Pb沉降通量和沉积速率分别为０．５９~
４．７２mBq/m３、０．４５~１．３１Bq/m２d、０．０９~１．４４cm/s,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１．５８ mBq/m３、０．７４Bq/m２d
和０．７１cm/s.

３．２　深圳市大气 ２１０Pb比活度冬春季高、夏季低,大气颗粒物的含量变化和不同气团来源的贡献

是影响大气 ２１０Pb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
３．３　深圳市大气２１０Pb沉降通量和沉积速率与降雨量和降雨天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降雨的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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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是大气中核素去除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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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ctivityconcentrations,depositional
fluxesanddepositionvelocitiesof２１０Pbin

atmosphericaerosolsofShenzhen

WUJiaＧbao１,LIYong１,LIUGuoＧqing１∗,SULingＧling２,DING MinＧxia３

(１．DepartmentofNuclearScienceandTechnology,CollegeofPhysicsandEnergy,ShenzhenUniversity,

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０６０,China;２．CenterforAdvancedMaterialsDiagnosticTechnology,

ShenzhenTechnologyUniversity,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１１８,China;３．ShenzhenEnvironmental
MonitoringCenter,ShenzhenofGuangdongProv．５１８０４９,China)

Abstract:Inthisstudy,thespecificactivityconcentrations,depositionalfluxesanddeposition
velocitiesof２１０PbinatmosphericaerosolsinShenzhenwerestudiedfromJanuarytoDecember２０１７．
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activityconcentrationsof２１０Pbradioactivitywereintherangeof
０．５９~４．７２mBq/m３(withanaverageof１．５８mBq/m３);thedepositionalfluxesof２１０Pbwereinthe
rangeof０．４５~１．３１Bq/m２d(withanaveragevalueof０．７４Bq/m２d),thedepositionvelocitiesof
２１０Pbwereintherangeof０．０９~１．４４cm/s(withanaveragevalueof０．７１cm/s)．Theactivity
concentrationsof２１０Pb werefoundtobehigherin winterwhennortheastmonsoonprevailing,

whereaslowerinsummerwhensouthwestmonsoonprevailing,revealingthemonsooncontrolof
２１０Pbonseasonaltimescales．Thedepositionfluxesand deposition velocitiesof ２１０Pbshowed
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withtheamountofrainfall,suggestingthatprecipitationplaysan
importantroleinremoving２１０Pbfromtheatmosphere．
Keywords:Atmosphericaerosol;２１０Pb;Depositionalfluxes;Depositionalvelocities;Shenzhen

８９



中国核科学技术进展报告(第六卷)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分卷　　ProgressReportonChinaNuclearScience& Technology(Vol．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

铀三硅二中硅含量的测定方法研究

刘　聪,张庆明,赵永红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内蒙古 包头０１４０３５)

摘要:U３Si２ 合金中的硅作为主要组分元素,含量在８％左右.硅合金的化学性质稳定,一般的溶解方法为 HF溶解及

高温碱熔法.加入 HF后低温加热溶解分析硅合金的文献已有报道,但是 U３Si２ 合金的性质较为稳定,低温下不能完

全溶解.核行标中 U３Si２ 中硅的测定采用的是高温碱熔融分解样品.但该法容易浸蚀坩埚材料、耗电且操作繁琐冗

长,从而严重制约了 U３Si２ 样品的分析测试速度和效率.采用微波消解技术分解硅合金的方法已有报道,因此很有必

要开展 U３Si２ 合金的微波消解技术研究.本文以 HNO３ 和 HF混合酸为微波消解溶剂,微波消解后的样品采用快速

准确的氟硅酸钾法测定其中硅的含量.微波消解的时间为５min,微波消解后的样品为液相,避免了繁琐的浸取过程.

液相中的Si以SiF６
２－ 形式存在,当加入 KCl至饱和状态,K２SiF６ 沉淀的陈化时间大大缩短.本方法测定 U３Si２ 合金

中硅含量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优于核行标的０．５％(n＝６).本方法的实验难点是微波消解参数的选择以及 K２SiF６

沉淀形成条件的选择.

关键词:铀三硅二;微波消解;硅含量

　　　　　　　　　　　　　　　　　　　　　　　　　　　　　　　　　　　　　　　　　　　　　　　　　　
　

　
　

　 　　　　　　　　　　　　　　　　　　　　　　　　　　　　　　　　　　　　　　　　　　　　　　　　　
　

　
　

　
　

作者简介:刘聪(１９８６—),男,工程师,现主要从事核材料管理等工作

铀三硅二是一种核燃料元件的芯体材料,工艺冶炼中,为了生成较理想的铀三硅二化合物,得到

性能较好的铀硅合金,需严格按要求控制铀硅配比量.目前,铀三硅二中硅含量测定主要采用高温熔

融法:铀三硅二转化为硅酸钾,在强酸介质中,加入氟化钾,使硅以氟硅酸钾沉淀的形式析出,经过滤

洗涤后,在沸水中水解生成氢氟酸,以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间接求出硅的质量百分含量.
该方法分解样品条件苛刻且耗时长,高温熔融法需要试样在６００℃的环境下持续加热１h;样品

转移过程环境恶劣,试样分解后需冷却至室温然后加沸水浸出,该操作需在电热板前持续进行,操作

熟练约３min/个,且该实验室为密闭实验室,大批量操作会给检测分析人员带来极大的挑战;氟硅酸

钾沉淀陈化时间长,试样加完试剂后需静置３０min.
针对高温碱熔法存在的诸多不足,我们设计酸溶法实现铀三硅二的试料分解:以氢氟酸和硝酸在

１００℃下溶解试料,其中的硅会以SiF２－
６ 的形式存在于液体中,加入 KCl形成氟硅酸钾沉淀析出.经

过设计之后,我们发现试料分解条件相对缓和,且无需转移,而SiF２－
６ 与 K＋ 之间为离子反应,可快速

形成氟硅酸钾沉淀析出,大大缩短了铀三硅二的检测时间.
微波消解法是一种新型的试样分解方法,其原理是:当微波通过试样时,极性分子随微波频率快

速变换取向,２４５０MHz的微波,分子每秒钟变换方向２．４５×１０９ 次,分子来回转动,与周围分子相互

碰撞摩擦,分子的总能量增加,使试样温度急剧上升.同时,试液中的带电粒子(离子、水合离子等)在
交变的电磁场中,受电场力的作用而来回迁移运动,也会与临近分子撞击,使得试样温度升高.

如果选择 HF作为微波消解试剂,试样会在５min之内消解完,完全能够达到此次研究的目的.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方法原理

以 HF和 HNO３ 为微波消解试剂,对铀三硅二进行微波消解处理,消解完的样品以SiF２－
６ 的形式

存在,加入 KCl形成氟硅酸钾沉淀析出.经过滤洗涤后,在沸水中水解生成氢氟酸,用氢氧化钠标准

溶液滴定,求出硅的质量百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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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剂

(１)氢氧化钠溶液,c(NaOH)＝０．４mol/L.
(２)盐酸溶液,c(HCl)＝０．２mol/L.
(３)混合指示剂

称取０．１g苯酚红、０．１g溴百里香酚蓝于１５０mL玻璃烧杯中,加６０mL无水乙醇溶解后,再加

４０mL去离子水混匀,放入试剂瓶中保存使用.
(４)氯化钾—乙醇—水溶液

称５g氯化钾,加５０mL水溶解,再加５０mL无水乙醇,混匀,放入塑料瓶中保存.

１．３　设备与仪器

(１)微波消解仪.
(２)抽滤装置.
(３)醋纤维滤膜.

１．４　分析步骤

１．４．１　试料

称取０．２g试样,精确至０．０００１g,作分析用试料.

１．４．２　操作步骤

(１)将试料置于反应釜中,加５mL硝酸,２．５mL氢氟酸,３mL去离子水,迅速盖好反应釜盖.
(２)将反应釜放入微波消解炉内,在６００W 的条件下对其进行微波消解,持续４min.
(３)消解完成后,取出反应釜,将样品转移至清洗好的聚四氟乙烯烧杯中,用去离子水清洗反应

釜,液体总体积控制在３０mL以内(注:拧开消解管时,排气口勿对着自己或他人).
(４)向聚四氟乙烯烧杯内加入１２gKCl固体,用筷子充分搅拌后,静置１５min.
(５)用真空抽滤装置抽滤.
(６)用 KCl—水—无水乙醇溶液洗涤聚四氟乙烯烧杯３~４次至无铀状态.
(７)用 KCl—水—无水乙醇溶液洗涤滤纸３~４次至无铀状态.
(８)将沉淀连同滤膜放入原聚四氟乙烯烧杯中,加入１０mL氯化钾溶液、３滴混合指示剂,用氢氧

化钠溶液和盐酸溶液反复调节至中性,呈淡蓝紫色.
(９)向其中加入１００mL沸水,立即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亮蓝紫色.

１．４．３　空白实验

(１)于反应釜中,加５mL硝酸,２．５mL氢氟酸,３mL去离子水,迅速盖好反应釜盖.
(２)以下步骤按１．４．２中(２)~(９)进行.

１．４．４　结果计算

试样中硅含量的测定结果以质量分数ωSi 计,单位以百分数(％)表示.按公式(１)计算:

ωSi＝
cB×(V１－V０)
４×m×１０００ ×MSi×１００％ (１)

式中:

cB———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V１———试样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０———试剂空白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m———试料的质量,g;

MSi———硅的摩尔质量,g/mol,(MSi＝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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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实验参数的选择

本实验主要涉及的实验参数有微波消解的消解参数以及氟硅酸钾沉淀的形成条件参数.其中微

波消解的消解参数包括消解功率、消解时间,氟硅酸钾沉淀的形成条件参数包括氟硅酸钾沉淀的陈化

时间、溶样酸的选择及用量、KCl的用量.

２．１．１　氟硅酸钾沉淀的形成条件选择

(１)溶样酸的选择

为使铀三硅二中的硅微波消解后直接以SiF２－
６ 的形式存在,溶样酸中须有氢氟酸.铀在消解完

成后应以六价的铀酰形式存在,而具有氧化作用的酸中,选择相对温和的硝酸作为溶样酸的另一

种酸.
(２)氢氟酸的用量选择

铀三硅二与 HF经过微波消解处理后直接以SiF２－
６ 的形式存在,在给定的实验条件下,其后续反

应如下所示:

SiF２－
６ ＋２K＋ →K２SiF６↓

K２SiF６↓＋３H２O→K２SiO３＋６HF
HF＋NaOH→NaF＋H２O
铀三硅二标准物质中硅的质量分数为７．８４％,根据试样量计算 HF的加入量.
(３)硝酸的用量以及浓度的选择

根据化学方程式计算,４mL硝酸(１＋１)能够完全满足所需实验条件.实际操作过程中,稀硝酸

与其反应非常剧烈,而浓硝酸相对温和,故选择加入浓硝酸作为微波消解的消解试剂.
(４)氯化钾的用量选择

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求溶液为过饱和状态,故氯化钾过量.
(５)氟硅酸钾陈化时间的选择

由于铀三硅二中的硅消解后是以SiF２－
６ 的形式存在于水溶液中,其与 K＋ 之间形成氟硅酸钾沉淀

的反应是离子反应,速度非常快.
(６)正交试验参数的设置

初步设定消解功率为８００W,消解时间为５min,保证铀三硅二能够完全消解,以其Ⅱ水平的标准

物质为试样,对氟硅酸钾沉淀的陈化时间,HF、HNO３ 以及 KCl的用量进行正交实验确定实验参数的

选择.具体数值如表１所示.

表１　正交实验的实验结果及现象

　　　　结果

分组　　　　
Si含量/％ 平均值 现象

第一组 ７．７４,７．７９,７．８４ ７．７９ 消解后部分样品成绿色,过滤速度较慢

第二组 ６．９６,７．８６,７．９４ ７．９２ 消解后部分样品成绿色

第三组 ７．８４,７．８４,７．８８ ７．８５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过滤速度较快

第四组 ７．６４,７．７４,７．７９ ７．７２ 部分样品陈化后成绿色,过滤速度较慢

第五组 ７．８４,７．８９,７．９４ ７．８９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

第六组 ７．８４,７．１３,７．９４ ７．６４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调色时易退色

第七组 ７．９８,７．９８,７．９６ ７．９７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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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结果

分组　　　　
Si含量/％ 平均值 现象

第八组 ７．８６,７．５２,７．６２ ７．６７ 样品开始反应剧烈,消解后成黄色

第九组 ７．６４,７．５５,７．５７ ７．５９ 样品开始反应剧烈,消解后成黄色

消解后部分样品呈现绿色,有四氟化铀生成,它是以固体的形式存在,过滤过程中会影响过滤的

速度,从而降低了检测效率;其次,在酸碱调节过程中,四氟化铀会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黑色的重铀酸

盐,严重影响酸碱滴定的终点颜色判定;再次四氟化铀的存在可能导致铀三硅二中的硅没有完全转换

成SiF２－
６ ,造成检测结果偏低.

调色时易退色,是过滤洗涤不完全,有大量残存酸附着在滤纸上.滤纸捣碎后,酸不能及时析出

与氢氧化钠中和,故滴定时,烧杯中会有水解生成的酸以及残存的酸,从而使检测结果偏高;长时间反

复的酸碱调节则会导致氟硅酸钾沉淀轻微水解,造成检测结果偏低.
样品开始反应剧烈会造成迸溅,导致部分试料损失,尽管最终能够完全消解,检测结果依旧偏低.
铀三硅二Ⅱ水平标准物质的定值为７．８４％,综合实验结果以及实验现象考虑,最佳的实验条件配

比是第三组(A１B３C３D３).

２．１．２　微波消解条件的选择

以铀三硅二Ⅱ水平的标准物质为试样,用选定的实验条件对微波消解的消解功率、消解时间进行

试验,确定微波消解的实验条件.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微波消解条件选择的实验结果及现象

实验结果 Si含量/％ 现象

第一组 ７．６９,７．５４,７．６２ 消解后部分样品成绿色,过滤速度较慢

第二组 ７．６１,７．６９,７．５０ 消解后部分样品成绿色,过滤速度较慢

第三组 ７．７１,７．７４,７．６９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消解温度偏高

第四组 ７．７１,７．６８,７．７３ 消解后部分样品成绿色,过滤速度较慢

第五组 ７．８０,７．８６,７．８２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过滤速度较快

第六组 ７．７９,７．７８,７．８１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消解温度偏高

第七组 ７．７９,７．８１,７．８３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

第八组 ７．８１,７．８５,７．８９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过滤速度较快

第九组 ７．７９,７．７５,７．８０ 消解后样品成黄色,消解温度偏高

消解时间长,实验反应的温度高,会达到１５０℃左右,硅与氟会形成四氟化硅以气体的形式逸出,
导致检测结果偏低;若将实验温度最高限值定为１００℃,则微波消解仪会出现停温再升温的现象,不
能实现功率１００％利用.

铀三硅二Ⅱ水平标准物质的定值为７．８４％,综合实验结果以及实验现象考虑,最佳的实验条件配

比是第五组.

２．１．３　过滤装置的选择

试样中的硅消解完成后以氟硅酸根的形式存在与液相当中,加入饱和氯化钾之后,会迅速形成氟

硅酸钾沉淀,从液相中分离出来.而固液分离方法中最常用的就是过滤,为了加快分离速度,主要从

外加作用力以及过滤介质两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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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选择２HBＧⅢ T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可拆分石英布氏漏斗以及孔径为０．２２μm 的混合膜介

质作为过滤设备,有以下优点:沉淀洗涤完成后,氟硅酸钾沉淀与薄膜介质可以实现快速分离,不需捣

碎,从而降低了工作强度;没有滤纸的影响,酸碱调节可以快速达到平衡,并且不会出现褪色的现象,
且滴定终点更好确定.

２．１．４　指示剂的选择

氟硅酸钾水解后生成了两种酸:氢氟酸和硅酸,氢氟酸的电离常数比硅酸大的多.以氢氧化钠标

准溶液滴定时,氢氟酸是强酸首先被滴定,不希望硅酸分解被氢氧化钠滴定干扰测定,就必须控制滴

定终点pH 为７．５~８．０,若pH＞８．５,则部分硅酸分解被滴定.
使用酚酞作为滴定指示剂有以下不足:首先指示剂的用量应该多一些,一般用５~１０滴左右,酚

酞刚变红即为终点;其次酚酞终点拖得太长,不稳定.而混合指示剂存在变色范围窄且灵敏度高等优

点,若使用溴百里香酚蓝—苯酚红(水溶液中含量各为０．１％)作为滴定指示剂,滴定终点前后溶液颜

色变化明显(黄色—浅紫色—灰紫色—亮蓝紫色),且滴定终点时溶液pH＝７．５,不会造成因拖尾硅酸

被滴定的现象.

２．１．５　沸水加入量的选择

第一终点后,加入一定量的沸水使得氟硅酸钾沉淀水解:氟硅酸钾沉淀溶解于热水中,先解离为

四氟化硅,接着四氟化硅迅速与水反应生成氢氟酸.
四氟化硅水解是吸热反应,加入沸水有利于氟硅酸钾水解完全,水温低于５０℃时反应速度慢、终

点不稳定、测定结果偏低,为使水温保持滴定时温度为７０~９０℃以保证检测结果,需要加入１００~
１５０mL沸水为宜,并在滴定时顺反交替进行搅拌.

２．２　精密度实验

用选定的实验条件,以Ⅰ水平和Ⅱ水平的铀三硅二标准物质为试样,对其进行精密度实验,结果

如表３所示.

表３　铀三硅二标准物质Ⅰ水平和Ⅱ水平的精密度实验

样品名称 测定结果/％ 平均值/％ 标准值/％ RSD/％

U３Si２(Ⅰ) ７．４１,７．４４,７．４９,７．４５,７．３９,７．４４ ７．４４ ７．４２ ０．４２

U３Si２(Ⅱ) ７．８８,７．８６,７．８２,７．７９,７．８４,７．８９ ７．８５ ７．８４ ０．４４

由表３可知,以Ⅰ水平与Ⅱ水平的铀三硅二标准物质作为试料进行实验,其检测结果相对标准偏

差均优于０．５％.

２．３　比对实验

与核行标EJ/T９１１—９４«铀三硅二中硅的测定»方法进行实验比对,以Ⅰ水平和Ⅱ水平的铀三硅

二标准物质作为试样,分别使用高温水解法以及微波消解法对其进行分析,检测比对结果如表４
所示.

表４　以铀三硅二标准物质为试样的方法比对结果

样品名称 方法 测定结果/％ 平均值/％ F计算 t计算

U３Si２(Ⅰ)
高温碱熔法 ７．４１,７．４６,７．４２,７．４５,７．４５,７．３５ ７．４２

微波消解法 ７．３７,７．４４,７．４９,７．４５,７．３９,７．４４ ７．４３
１．１３ ０．２８

U３Si２(Ⅱ)
高温碱熔法 ７．９２,７．８４,７．８４,７．８９,７．８０,７．７６ ７．８４

微波消解法 ７．８８,７．８６,７．８２,７．７９,７．８４,７．８９ ７．８５
２．３７ ０．２３

　注:查表知F０．０５＝５．０５,t０．０５＝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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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４可知,以Ⅰ水平以及Ⅱ水平的铀三硅二标准物质为试料,分别使用高温溶解法以及微波消

解法进行分析,其检测结果F计算 ＜F表 ,t计算 ＜t表 ,两组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微波消解—氟硅酸

钾法完全可以替代高温碱熔—氟硅酸钾法用于铀三硅二中硅含量的检测分析.

３　改进结果

方法改进前后,以两个铀三硅二样品计,其检测时间与劳动强度的对比如表５所示.

表５　方法改进前后对比表

分组 高温碱熔法 微波消解法

样品分解 ６００℃下持续加热,１h 微波消解,５min

样品冷却 自然冷却至室温,约４０min 风机鼓风降温,２０min

样品转移 电热板转移固体,３０min 常温下转移液体,５min

样品溶解 加酸后水冷至室温,约１５min —

沉淀陈化 加入试剂,静置３０min 加入试剂,静置１５min

沉淀过滤 普通过滤,约３０min 真空抽滤,５min

沉淀分离 用塑料筷子将滤纸捣碎 洗液冲洗膜介质即可

酸碱调节 容易退色 不易退色

中和滴定 终点不易确定 终点容易确定

由表５可知,以两个铀三硅二样品计,使用高温碱熔法测定前后耗时约３．５h,而使用微波消解法

测定只需要１h,比改进前减少了２．５h,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

４　结论

(１)此次研究利用微波消解—氟硅酸钾法测定铀三硅二中硅的百分含量,对实验过程中溶样酸的

选择、溶样酸的用量、氯化钾的用量、氟硅酸钾沉淀的陈化时间、微波消解的消解功率、消解时间、过滤

装置、指示剂、沸水加入量等参数进行了优化选择,精密度优于０．５％.
(２)此次研究利用微波消解—氟硅酸钾法测定铀三硅二中硅的百分含量,具有简便、快捷等优点,

分析效率提高了７０％,降低了劳动强度,达到了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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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MethodToDetermine
SiliconContentInU３Si２Alloy

LIUCong,ZHANGQingＧming,ZHAOYongＧhong
(CNNFC,Baotou,０１４０３５)

Abstract:ThesiliconisthemaincomponentelementsintheU３Si２,itscontentisusuallyaround
８％．Siliconalloyhasstablechemicalproperties,itsgeneralsolutionmethodhasHFdissolutionand
hightemperaturealkalifusion method．Ithasbeenreportedthatsiliconalloyisdissolved with
mixingHFunderlowtemperature．ButU３Si２cantbedissolvedcompletelyunderlowtemperature．
ThedeterminationofsiliconintheU３Si２alloyusehightemperaturealkalifusionmethod．However
thismethodeasilyerodedcruciblematerial,powerconsumptionandtheoperationisfussy,the
speedofanalysisandtestsampleisseriouslyrestricted．Themethodsthatusethetechnologyof
microwavedigestionforsiliconalloyhavebeenreported．Therefore,itisverynecessarytoresearch
thetechnologyofmicrowavedigestionforU３Si２alloy．Thispaperusesthemixedacidasmicrowave
digestionwhichcontainsHNO３andHF．Themicrowavedigestionuses５min,thesampleisliquid
aftermicrowavedigestion,avoidingthecomplexextractionprocessandshortensthepretreatment
time．TheSiintheliquidexistsintheformofSiF２－

６ ,whenKClwasaddedtothesaturatedstate,

K２SiF６precipitationcouldgeneraterapidly．Therelativestandarddeviationofthemethodwhichfor
thedeterminationofsiliconcontentinU３Si２alloyisbetterthannuclearstandard０．５％ (n＝６)．The
difficultyofthismethodisthatthemicrowavedigestionparametersandK２SiF６formationcondition．
Keywords:U３Si２;Microwave;Sil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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