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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对CC1.氧化UO.反应的气、因相温度变化规律的研变相反应量构型及其申物科堆装

方式的改进，降低了U的挥发损失，使U直接收率不低于97".

进-步研究发现，采用适宜CRC1.浓度的 CRC1.-CC1.混合氧化娟之后，大大降低了 U

的挥发损失，从而使U直接收率稳定在 99". 产品申游离C 含量低于 lOOPPm.为氧化UO.

割取UC1..提高U直接收事，提出了獗的方法.

摘

CCI.氧化剂铀氯化物氯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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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PREPARATION OF URANIUM

TETRACHLORIDE FROM

CHLORINATING URANIUM

DIOXIDE BY CARBON TETRA

CHLORIDE AND ITS MIXING

REAGENTS

Qiu Lulu Xu HeqinS Zhao Jun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chanae of the temperature for 萨seOUl II阉ce alK!盹监d

lIyer within the reactor and improving structure of re.....'1or and types of feed

m础rial stocked in the boat pan, it is possible to red'，拢到e the v0 latllizatlon

1088 of 町anium ， allowing the uranium yield to rise 曲。ve 91".

A further study found 由at chlorination of UOs bY UIlna a mixture of

CHC1. +CC1. can mad:ediY也crea-ln the vOlatiUzatlon 1蛐 of uranium chlori，曲，

and tile 1UIniun yield 18 above 99". The con笛Dt of free-carbon 1. lea

than 100 ppm in the procluet.A new chlorination procell has been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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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吉t
~

uel.是一种重要的'自由化物.它作为翻备辘幢羁的供料，具有实际应用价值[1-缸，而

且氧化工艺在稀有金属和核憾鹏的提取、加工工艺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翻取UC1..曾研究过许多方法，其申以用CCI.氧化 UO.应用程广口3. 反应在 4S0"C左

右接下式进行，宾主.产"为UC1..

UOI+CCI‘ --.UC1. + CO.

工艺简单，气毫氯化剂不沾湾固毫产品.除上远主要反应外，还伴有篡些副反应发生EE1 ，

生成少量U的氯氧化物和易挥发的UCl..后者降低了产品中U的直接敏率，并精加了回收

工艺系统和废物处理手续.因而，研究氟化反应过程申挥发扬形成的机制、探索降低其生成

量的方法，改善UC1.制取工艺，以便提高UC1.产品申U直接收率，无疑具有理论和实际意

义.但是，在前入的工作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迄今尚未见到.

本文在初步研究挥发物形成规律及其影响因素E剧的基础上，首先从改造CC1.氧化的工

艺条件和反~器构型入手，使UCI‘产品的U直接收率由9&%提高到97%.爱之，采用

CHCll-eCI.混合氯化剂这一极为简便的方法，有放地降低了U 的挥发损失，从而提出了氯

化UO.制JIlUCI.的新方法.

二、实验方法

1. ."与馆"
原料 UOu UO.(NOI >a溶液，加 H.O.沉淀为 UO‘ ·"H.O，经过滥、干爆、俄烧为

VOl. 用 HI在850"C下还原为UO..松装密度1.20-1. 44'!cml •化学法测定还原率在97.30 .....

98.61" 之间-

CCI" 天撑第一试剂厂生产，二级化学试剂-

CHCI I • 先用天津第二试剂广生产的二级化学试剂，后改用该厂生产的无悔二级品，

lt包成分周二级试剂标准.

氧气，北京氧气厂生产， Ar 含量 99.99" .用于反应系统的抽空-换气、升温和降温的

保护气氛.

2. 氟化:t~副罐.、霞......

用于氯化实验的流程与设备如图 1 和团 2 所示.

将 UO.原料'童入透明石英舟申，称重后放入反应器，原绕经密封、试漏之后，用抽空

充Ar方法排除空气.在 Ar气流保护下，妒温升至 120-130 "C，恒温30mln，再继续升至氯化

反应祖度，以保证 VOl基本上不被氧化 E t·1.

温度达到预定值后，滴加穰态氟化剂，并被汽化和预热，停止通Ar， 开始计算氯化反应

时间.

透过玻精电炉和玻现反应嚣，观察舟内物料反应的全过徨.根据观察VC1.层进展至舟

底.系统的压力变化和气-1M相温差，判断反应终点，停止澜加氯化剂，并ilIAr降温.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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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 .it宴肆巍瞿示'因

I.控温仪表. 2. 热电饵. S. 玻璃电炉. t. 物饵. Ii.右英*. I. 撞撞. t. II虞掌确反应嚣，

t. 周口. ..啡... 18. 接受II. u. 安全‘. 12. 侃提‘. U. 囔宵M. u. 禀空累. 15. 应为诗. 11.

氢气铜.. 11. ~封. 18. 植量计. II. 于鳝荆. 10. 氧化"楠... P. ft'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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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后.快遭..~、穗.租'随悻.产品转移靴.楞.fIF.在专门设计"工的手蕃箱内造行，

·内蒙有强翻气体循环于嚣的羹置.

I. tft.~藩
原属.00.鞠UC1.产品中的V (IV) 租 VT测定‘采用饥醺撞害量法商定U (IV) .镰萃

，￥还原位还原U (VI) (后a用..还原》后，再离定UTO 羹攘"为先遭纯U，o，.用二蟹

晶H，PO.1JI!也藩篱vo.. 对H.PO.中的干扰元素性造行空白枝正.在预先充Ar的φ'口罐

形‘中用:smOl/l~H.50.攘.VC1.挥品，严防搭解时生庭的HC1外章，否属造It氯离子测

定最差.

产品中C1-测定. ADO，标准藩攘商定C1-.电位测量E法指示纬点.

产品中'离C的商定.挥品用HC1溶液蓓"后，注量fa忻硅...的SiO，边疆庭，黯离

c:..奠主，转移至电炉中.在0.41{:氯亨充分a傻，产生的ω.JftBa(OH>.if攘囔囔，最

后用电导捧揭定之HZB.

产品的重..砚'‘将产品挥置于四形..片上，前'目少诗无水甘恼，盖上"由躏片.

在显徽at理事矗撞及其连生体，并撞撞照片.

三、试验结果及讨论

(-)α:I.氟化VOl嗣取UCI...量

研究表明E·.u3，氧化反应温度不仅是影响VCl.产品的物理厨量、化学质量和反应速

度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发现对铀氧化物的挥发损失也有重要影响.因此，进-步查明氧化过

雹中，反应舟上方气徊和科层的温度变化规律是必要的，以利于将温度回节到更接近最佳

健.此外，在批式操作时，由于舟内先用生成的vCl.的挥发必将导致U挥发损失的细细，

因此，改造反应器掬型和舟内物料堆肇方式可改善气、回两相撞触，从而编组到这反应终点

的时间.

由于实验中采用了透明的设备，能连续且观察到氧化反应过程的变化情况，获得大量直

观倍息，为i主题分析和判断提供了可靠依据.

1. 氯化温度对U的直镰收率的影响

产品中U直接收率在本文中的意义如下s

a 舟申产品最x产品中UT百分含量
U的直接收率- ..禽*:I nn _ ""田...由H 冒£>.<1坠矗-x 100"

其中VT指U (IV) 与U (VI) 之和• "V的革接收事'本文亦简称"U 收事'.

CCI.氯f也UO.. 生成VC1.的主要反应为E·: ，

UO. I .) +CCl. lI l _VCI, I') +CO. (1 )

这是一放热反应， AH:... -48， 4Jr.c.ν皿创 I lIl

氯化温度是，响反应选度的主要因素.温度高，反应快，反应篇篇集申，使科层温度远

迫升高，从而翼使反应加迫，甚至导藏料层烧箱.过去的研究表明"、气栩温度控制在

440"C-485"C为宜，但徊应的串串属温鹰过去Ii测量~.*研究申采用两支热电偶，同时测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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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画处气、回南徊申的温度变化...典型的洒得撞撞给予圃 s. 回申lilt是襄啸，反应之

..M层温度.高于气相凰度，匾反应的.邃，回-气帽温度差经过植大值之后，不断撞小，

待到反应终点时" .量为零.此外.温度量i£受到氧化M.λ遭瘦的擎响.这是由于氧化"

"λ速度变化，引起气相反应'橡皮变化膀It.但归根结底，仍键是气.国反应遭度变化导

致撞'包邃..的变化， Al画造成目相墨瘦高于气相温度.因此，圄-气相温度晕晕氧化反应量

!I雹度的厦..为保证产品厦量和藏少..氯化..挥发损失，寻求适宜的温度肇.是a重要

的.

量 IV收事，

l 外观|

1卧·均匀 I '2.21

Hf<太 I '..11
幢大，不蔷叫 ".D

图 s 0α.氧化VO.温度变f:8线(NO.lOn.1 .-气..._..u....
1 1:... ,,1"v··. 舅 I l'T."

质

α. "

晶

预，J!，

揭..

揭..

I I-.
12.11

".5'....UI

温 II 't

气捆 坠主些主l

篝号

,..

••'".1
揭.21U...翻"

il__呵....…·

篇号 illI't
产， UT."品属CI." 量 |气相 Iii••No. U·'. "

.7 ceo ., 10." 1..21 35." 瓢tl1Jt· '1.1'

105 ... " ".Ie ..... as. .., ...大 ........ .50 sa ..... 11.17 揭.. '越篝大 i 'I.a
ItS .11 " 5... II." .... 缸，不明! '..13... 剑" " ".H n..1 31.10 篇大，不均匀~

.2

从藐 1 雹出，气相温度控"在 465土 zoe. 回-气徊.鹰羞从 50C细细到 32'C时，产品'自

量绚舍楠， U收率逐渐精细.这表明，辍裔的气相温度下，撞倒"僵的氧化反应追度，.多

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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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温度和回-气坦坦~笔约综合.响.见衰z. .:J表 2 可里，气相温度在440-<:-4&5"<:

范围内. U收率踵气相温虔窍窍低，有显著提高，但产品约平均控度亦随之幢小.量坐气帽

温度 UO"<:时，度温恙也段大，输纯收率也高，但物理质量不令人满意.因此，在保证产品

质量合格的前提下，适宜的气相温度为 440-450"<:，嚣-气相温度差的量大值 ss'C左右为

重，这是反应遁囔最大债灼阁楼校翻指标.

气相握度可通过外集电妒调控，罔-气桶温度是可通过 Ccl.滴'目速度，即气相反应物被

度予院控副.对此可参番困 3. 四 2 中阂-气相量It差与 Ccl.滴'目速度的对应曲线袤明，用

CCJ..加入速度调节孟度差是敏兽的.

正确地判断反应终点，不仅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也可噩免不必要'也廷*反应时间

z. 氧化过徨现象现测及其分析

( 1)反应层进展速度z 反应开始数分钟后，整个属层就由原再UOa的棕揭色变为土黄

色.反应一段时间，科层袤面由前到后，由上而下，形成明显的三层z 上层为暗绿色，有光

择，中层为主E篝褐色，下层为土黄色• (如图 4 所示}并随反应ii~j持续丽滴艇.暗绿色晶撞

的 UClA层进展速度，在一定条件下与反应器结构引起~i江 CCI.气流流动拔态和舟内物料堆装

方式有关.在....0"<:氢化时，可观察到反应器内 CCI‘白色云雾状气流，真滚动路线知因 5所

示.虽然大大取加 eCI.滴加速1董，可保证全舟上空 CCI.浓~基本不变，但这种做法不仅降

低了 CC1.利用率，而且会使;(位变应过d剧烈造戒科层饶结，降低产品质量.

-一-担忧峭

〉稍稍在; 明F二-气
剧4 闵徊反应层示事国

I.石篝舟; z. 南绿色品撞~;

S. 缸攘揭色属【筒.)， f. 土青色.E.

国 s 反.:~器内气体流动路线示，困

编号阳.

石英舟号

篝料厚度，国回

反应属"..时间，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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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漠 Z 戴雹可雷血，在一簸情况亨. S但脑后，反应层退..噎为7-t-a盹哥"由造屡

IS-Is-.占总反应时间的 0.4 左右.这遵明，踵反应E肉级i¥发履，再层扩敏阻力蝠II!，

造晨速度明显巅tI.但科层过草'又会导致产品撞度变小，放在本援重申鹊层厚度-tI不宦趣

适2阳风

(2)挥发分的形成s 开始反应 z-s皿且后，就可在舟上空观察到缸'草色素气，在反应

S冷蜷擅即出现玲.约红棕色挥发分，并幢反应时间延续商量蕾"深F 反应中、后期在白14

避气营M-IJ出现少量绿色细昌.

用._01/18.$0 4捷榕《捷'溶解》部分冷藏的组棕色挥友分时，可雪到HCJ.烟雾生庭.

囔集擅自晨，取挥测定V'·， V y , a-.
.定缸惊色挥霍分为ua.租UCt..测得u4 •来自 2UO.·-U··+UO~· 撞化反应，从而

可估算红惊色震分组成.a. 列于表4. 表 4 中估算的 Q- 量，稍大于测定值〈相对误差

<6") .这可能是由于捷摇挥发分时..H口耀雾飞失所致.

.4 5."/1 H，SO."瞿.毡'霉，

测定结果 i

I UT. •• I: 0-. 町!即帽子回!1." 0.. 舅iMS"' ‘"

果

l·O.." I a-. -.
I 24ι.:11

iι
矗

结佑编号 i

No. .U··._.
117 32.'..辜'I'.篇

..S

自袭 4 雪出，玲畏的宣E惊褐色挥a缔的主要成分为 UCla和少量UO..

为进-步核实红锥褐色挥霍分组成，用穰牵 ca.洗洛反应量冷墙上的冷.挥发给.用

3JaOν1 日.SO.与CCI.徊多次接触《反革).最后用水洗海 eCI.徊至检查无CI-.合并水徊，取

挥测定U"， Vn Ct-.所得数据 E且表 5) 也进一步证实，此挥发分主要成分是UCI.和少

量UCI.. 因为U口，郭UCI._易挥发，且溶于攘~CC1.. UCI.剧不溶于其中. U(I'j~氧化

梅挥~性很小EEH. 这捷为分析挥发ft形成原因和探索藏少挥发损失的途径，提供了奋力依

宿.

11.55..1c..5..1.17..

lICe..羹'目...霉"罐罐'
mv-

。IV (原子比3U"/U霄. (,‘}ailNo.

5.12147.71..
5.113

(3) 表层"抖的变化及表层产品的测定，反应开始后，CCI.蒸气首先与袤层物饵接

触并反应，生成晴绿色具有光泽的uel.晶缸，锺着UCI.层向下推移，而表面UCI.的>'t荐~

溉消失，成为晴褐色细品，反应结禀，通Ar降蝇时，又变为绿色细晶.各次实验.出现此

现象.取表层产品选行化学分析，所得结果列于表6. 由表 s申戴帽可见，表层产品的化学

'自量校下层Wi. 但矗位辍细.这是由于&层温度比"f层相对而言要低，氟化时间长，因而缺

亨屠氧化更为匍靡以及UCI.本身挥发或转化为高价销氯化饰的机会蟹7层充分所最.

( 4 )舟内产品的控度.实'由中发现，舟内产品晶辘大小分布是不均匀的.卸料观察和

».舟侧面观察，备层的钮lite'廓如四 s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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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Mo.

.I_~"'~
襄 q fK矗

".'. " ! l:··/1:τ."

民藻佳产

"... " ! C" ，凡、，

11I5... II.a

11.冒冒

..lt

..51
R.1t

R.55

n..
1t·1臆

以保根商E!
1.绿色It就.

:!.罄锺色组品撞.

:s o a.量色申等U.

4. .蜡色..矗撞. (目七界盛不甚明星).

回e 禽肉产品植度分布示.困

造成这种分布的原因，除(3)中所述之外，可.还宵节部再层气相反应剂浓度'量低，

反应，也散发条件辍垄丽使温度段高，为画体的良好发宵挺大初，由连提供了条件.

从产品显徽键观察及所拍照片E回7>中可量出，大'撞产品大部呈八面体的连生体，

而小晶缸多为单个八面体，可为上远'事，作佐证•

• b

困 7 vel.产品照片图

a. Jj'、，JjW， II.ι 段大U.

e

3. 综合条件实验及其结果

反应'钩型、物科维载方式和石英舟.a.方峰等方面加以改进之后，接下述11;条件选

行综合性实验.

原饵UO.， U"/Uτ>17.0" ，

eCI.滴挪速度， 0.30-峙.34_1/_时ft，

气捆温度440-450'C，回」电相握度罐值30-40'C，

料层厚度， 14-1.....,

反应时间， 100-19伽lD.

实验可以得到物理质量，化学厨量合棉的 uel. 产品.铀的直接收率可稳定在不小

于rT.O".I.UO.原科可得到1.35.左右的产品，产品的'离翻含量〈刷'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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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二〉白霄Is-C口a舍嚣'庄"蟹al1Os••t.'CI.

1. 篡本考虑

前面研究证明. CCI.:.!化UO.时.从反应器扩j不同.位收集到的挥发贷，一是以 UCI.

为主的经惊褐色高价蛐氧化笛，一是绿色!f.J DCI.细品.后者只是总挥发分的一小部分，宫

是由高价Mafι街!'ft解草帽产品受黑直接挥发所致.在皮应运境下，气帽空间存在 U口.豪

气分庄，所以UCJ.挥发而造成的U按夫是不可避免内.因此U窍高价氯It锦赛发分篝成T藏

少挥发损失的主要研究对象.

.7 U(IV)..J<YI).....

植 号 He.
响拿e. "

j 帽，II] !鹏 1_ .. WI' 1M

l'(lY> ".. 12.. 12.50 12." 1S.:It "... l 揭.13

I(VI) E幅.51 17.11 I..n ~.5J .'.05 255.A I Z町..

产品幅x产品U""
a:(IY)直撞眩*..-~量再画豆堕科6石屋-

l.(Yf)直撞幢事'一芒品量:乓.~品制~T:土豆..)" 
蟹..x原斜阳Ur-V··)iI

由表 7所列产品中U (IV) 和 U (VI)的直接收率数18 可知，产品中 U (IV) 比原鹤

UOs申的U (IV) 有所破少，丽U (VI)却有「显著增加.因此可以断定，在升温和氧化过程

咿发生TU (IV) 的·氧化'反应.奠原因只能有两个z 一是系统中空气等来除净，在氧化

前开量过程咿使UO.it氧化，二是篡住过程中产生了可作为 a氧化剂'的鞠质而使"将 a氧

化'.菌者，可霖用 Ar清洗系统使之海低到flU世徨度.衷'数据和自费观察巳证实T这

点.

编号

No.

•• VO.毡_....u-舟温前 i 升降温后 氧化'

且'叫UT. " I U.·!&:霄. " ' A(U·啊吵."

11.21 I 悦，但 I 0."

金.为帽色 j d窝棚" ;

IOIC])

因此，可以断言. U (IV) 的被氧化，主要发生在氯fti主理申，据文献[8]报道和我们

的测定证明，氯fH11I中，气徊空间有 CO.. CO. COCI.. CI.. CCI.等存在. CI.的生成

可篝由于cel.'巴解.先气解离以及UOCI.的.还原反应s

2UOCI. +CCJ. ,. ZUCI. +CO. +CI.

UOC1. +COCI. ,. Uel. + CO.+护，

在本氟化过蟹的反应每件-Y.布CI. 存在时，可导戴高价销氧化物垒成，反应如

丁res-' ，

'



UCIJ;clz=UC15

UCI. + ~ CI , = UCl e

不难否出.氧化过程中导致U (IV) 被氧化[句氧 It.剂是 CI.。这样，我们从消除或减少

氧化过程中Cl..[刁生成出发，寻求改变现有体系的研究。

为了消除CI.. 首先在CCI，蒸气中引入CO进行了试探性实验.效果不明显。之后，经责

知JCHCI.与 CI.能发生如下反应s
先盒..

CHCI. + CII_cel, + HCI

HCI在氧化反应温度下是稳寇的。如果此反应在氧化诅度下届于完全，则可消除 Cl l '3 1

起的高价铀氧化物主成反应。我们做 il) CCI‘与 CHCI.混合物空管热解实验表明，尾气中游

离氯近于消失，并发现有 HCI 生成。这就启示我们选用 CHCI.-CCI.混合物作氧化剂进行

UO.氧化的研究。

试探性实验发现. U (， :j 直接收率确奋显著提高e

2. CHCI.-CCI.m合物中CHCI.浓度对U收率的影响

从表 9 看出. CHCI.-CCI， i昆合物中随CHCI.浓度的提高，产品量也随之增加.U的直

接收率也有显著提高.

.9 不IIJCHCI.罐窟，晴VOla佬89.睡'
编号 ICACI，-CCI.a:tl:监度:-~I_F_ 旦一1ft 11 I 产品簸. g I

: CHCI，的 一一丁一-I--i~ 1_ i (lgUO, I -. '-1 游离 C观事

N°'1 何·妇 ;预热!气相 iu·飞到U-r.吓
γ
，第|外观|原料) I

牢，勇

川 26 iuo!445|62·32| 川 川!拉度剧、[ 川 !川;反川崎 ~J游离 C
702 i 10 I 120 I 450 iω.70 i 63.20 36.町 '位较小: 1.380 I 99-9 2! 选气管内有少始C

704 8 I 阳! 455 !60.76 I63.99
.

36.24 :现位较利 M72 !"-m i 气附有少回C

703 5 1120i455 lM lm jzmi顿扭转叫 1.365 I 97. 83 1 均未观察到

实验时，在 CHCI，体积百分浓度为 8-26%范闺内，舟上空白始至终未观察到明显的红

棕色蒸气，反应器冷端冷艇的红棕自己拒发分大大减少，在CHCI.浓度为26%时，反应器冷瑞

仅呈现很少的灰白色物质.榨友分的减少及其与 CHCI.浓度关系表明，由于 CHCI.?I月除了

CI.从而阻止了高价铀氯化物的形成.

对 NO.707 实验的全部挥发分化学分析表明，纽棕褐色挥应分中全铀量占全部悍12分的

生铀:tbt'j1 5%左右，具余为呈绿色细品 (I(J 挥发分，其 UH/UT = 94.5%. CljU (原子比) =

3.84，亦证明主妥是UCI..

在氯化过程中，若引入第二段预热. CHCI. 浓度应提高到 15-18%，方能得到良好效

果.

3. 氧化温度

CHCl.-CCI.说合氯化剂氯化UO.时，所得产品与CCI.氯化 UO.产品相比较，前者化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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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稍有提窝，但颗啦，噎较小。因此，氯fti~l吃网予提高。!雯哥是结果表明，气相温度持和!在

455-460"C，产品粒度得到改萍，而P宫发损失增加得极不明显。见表9 中 N010i数据。但

氧化温度不院超过460"(;。肉No.no实驳灰明，升气相温暖为465"C，氧化知IIi商加速度0.7mlf

min时，发现产品已有部分烧约，并导致氯化不完全，产品质E显荠下降， V们% =58.40% ,

CI-% =3:l .19%。

在NO ， 701实验巾，测定了氯化过徨气相、罔相温度变化曲线，结果表明，与CCI.氯化

时基本相同。

4. 反应层进展速度、反应时间和氧化剂滴加速度

由表 9 可见，使1混合氯fl::剂时，适宜气相温度应较使用CCI.tt-，t提高5-10"(; (为达到

基本相同反应层进展速度).NO.709实验，气相温度455土 2 'C， CHCI.浓度为 IS%，时，达到

反应终点后， J走向时间继续延长45min， V 直接收率为99.5G%，挥发损失增加得极不明显.

因此，采用混合氯化剂后，适当提高气相温度和延长反应时间郁不会明显引起U挥发损失的

增加。这为保证产品质坠和气相温度、反应UJ" ftiJijJ操作控制|提供了方便，其原因是混合氧化

剂中川CHCI.消除了CI.，这就一方面j消除了高价铀氮It切 fjJ主嘎来源，另一方面也消除了

CI.~t氯化反应的贡献，而使氯化速度稍有减慢.

用混合氯化剂进行氧化实验时，采用与CC1. 氧化时桶同的i商加速度，其结果是满意

的.

5. 游离碳对产品j占污程度的考察

采用混含氧化剂氯fl::UOs时，可观察到游离C 析出，对此，我们从CHCI.净化、混合氯

化剂高温处理、改用无醉CHCI.及工艺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验结果表明，在工艺流程

中引入第二段预热，使其温度稍高于氯化时的气相温度5-10'C即保持在460-470"(;之间，

在反应器内未观察到游离C析出。

.10 产画中..c舍.

编 号 No. 氧化剂皮顶热 产品碳含量ppm

一一
708 lS%CHCI，.预热 130 'C. 460' -470 'C- 39.9

707 IS"CHCI ，.顶热 130 'C. 460'-470 'C- 48.5

704 8"CHCl ，.预热l20 t: 41.8

702 10"CHCl ，.预热lZO 'C 28.4

603 CC←CCl，.预热120'C 62.5

711 18"CHCl ，.预熟 130 'C. 480-470 t - 49.0

602-、808 CCI.. 预热130'C 57.0

712 18"CHCI ，.预热not. 620""850t:- 58.8

713 18"CHCJ，.预热 130 t: •445""450 t:- 44.8

• 第二民预热温度

从表10数据可见.，无论采用哪种预热方式产品游离C 含量都在100PPm以下

6. 综合条件实验及其结果

综合上述各项工艺条件，所进行的实验结果漠明，原料 VO.II(JVH/UT不低于 97.0%， ，第

一段预热〈汽化) 110-130'C，第二段预热 460-470 'C ，CHC1. 浓度为 15-18%. 气徊温度

11



455
0
士 2"(;，氧化剂滴加速度为0.40-0.4sml/min，料层厚度18mm，反应时间IS0-180min ，

所得产品堆'画度2.S1-2.52!/cm·. 颗拉大，光泽芳. U们% =60.68-60.71% , U 4+/UT%

=ω.42-95.69% ， CI~% =36.17-36.36%'，游离C 含量 <60PPrn， U 直接收率稳定 99%

以上.

由上述数据可知，采用 CHCI.-CCI.i~含氧化剂，不但可以得到物理质量和化学质量合

格的UCI.产品，而且大大降低Tu的挥发损失，显示了引入CHCI.(t~良好效果.

四、结论

I. 以改进后的反应器和装料方式，气相温度440-450"(;下，以CCI.氯ftUo l 制取UCI.

产品时， U 直接收率可稳定在97%.

2. 采用CHCla-CCI.混合氯化剂是提高U的直接收辜的有效万法.在气相温度 455

460"(; 时，经-f112G-130，，(;预热 f汽化) • CHCla浓度为8-10'" (体积) ，或在一段预热

120-130'(;后，加第二段预热460-470"(; ， CHCl.浓度为IS- J. 8% (体权) ，所得产品质量

符合要求， U 的直接收率可稳定在99%.

3. 采用CHCI.--CCI‘混合氯化剂的氯化过程中，析出町微量游离C，可能造成产品的沾

污，但祭检测，均在100PPm以下.

4. 采用CCI.的氧化过程，造成U挥发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反应过程中产生Cll'并与铀化

合物反应垒成高价铀氯化物• CHCI.在氯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消除C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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