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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ue转化过程已在接燃料循环中被广迂采用 .f日此过商伺动力学研究歪今在公开文献上

尚无详细报道。本文用非等温法研究了Aue在氢中的分解功力学. DSC曲线用非线性拟合法

在计算机上求解，结果表明=在90% 转化率范围内动力学服从Av ram i - Erofeev方和.测得

分解反应的表现活化能相指前因于分别为 113.0kJjmol阳7.11XIO: 1 s- 1 • 在450-600'C范

围内.用等温热可u去研究了 Ave分解产物于军中(I:) jflJ;t动力学.结呆点呵，转化率相If.t归j

均呈线性关系，并测得还原反应的衷观活化能为113.9kJjmol。考察了Ave分解产物在还w

过程中的粒度效应和氢分压妓院。根据动力学行为和扫描电镜("iEM) 观察，讨论了还原反

应的机理和颗粒的结构。

提‘霄 Ave 分解还原



THE DECOMPOSITION AND

REDUCTION OF AUC IN HYDROGEN
Ge Qingren Kang Shifang Zhou Meng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

AVC (Ammonium Uranyl Carbona饵) convenion pr创撞倒ea bave been

adop铅d extensively in nuclear fuel cycle.The kinetics investi.latlon of these

proces臂s， however, has not yet been rePorted in detail at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s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decomposition kinetics of AVe in hydn,8en has

been determined by non-i!lothermal methoJ .DSe curves are solved with com-

puttr by Ge Qingren method.The result~ !lhow that the kinetics Obeys Avrami

ErOfeev equatio:- within 90% convel'!'ion.The apparent a(;tivation energy and

p~xponent are found to be 113.0 kJjmol and 1.11 x 10" 8- 1 respectvely.

The reduction tinetics of AVe decomposition Product in hydrOgen at the

range of 450-600"(; has been det':rmincd by i lOothermal thermol~avimetric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can be obtain创 from

the plot of conversIon v8.time, and that the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y is

found to be 113.9 kJjmol.The effects of panicle size and 回nial pressure of

hydrogen are examined in reduction of AVe dec.mposition product. The

m1uetion mechanism and the ~'tructl!l'e of Particle ar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the

kinetics behaviour and SEM phot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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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酸锚Nt镀{以下简陈AUe) 在反应准燃料ii:)前处理、后处理及元件生产中是一个

重要的中间产品.采用Aue作为中间产品的核燃料转化过程，具有在结晶过程中纯化能力

高、沉淀物易于过滤、自Ave母体制得的氧化铀只'Ii良好的皮应性能以及和l 备陶魔元件的

烧结性和流动性能好等独特优点.

实现Aue转化过程的关键之一就是Aue的热分解以及热解产物的还原。因此研究Aue

的分解反还原动力学不仅对阐明这个反应的机理和了解i萄体物料反应性能与其结构的关系在

重要意义，而且对开发新技术和工程设计也具有重妥的意义.但是，因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至今尚无详细报道.国内六十年代曾发表过一篇夭于Aue分解功力学的研究论文 1 ，但实

验数据及回归的动力学方程还值得商榷 11. 因此本文应用等温和非等报法较系统地研究

了Aue的分解与还原动力学，

实验部分

(-) ."
实验物料为 Aue粉末，系天然铀产品.其外形为棱柱形晶体 a实验前Aue物料在室温下

风干两天. Aue物料的有关性质测定如下，

1 .粒度分布

表 1 中的数据为应用筛分法测定的 Aue物料的位度分布数据(重量百分数〉。从表中

可以看出 Ave物料的粒度分布很广，且含有大量的细粉末，本文在研究 Aue 分解、还原动

力学时不仅使用了未筛分的Aue物料，而且还使用了窄筛分的Aue物料。

.1 AUC"饵"钮.纷布

校It -100 -120 -160 300
+60 -360

<R) +60 I +100 +120 I +160 I +200 I +250 I +300 +360

{~霞(知〉 I ~11 3.1 1~3 •••1 |lj -Aa, . 4 •I 1.0 1 15•3 1.3 114.1 112.1

2.Aue祥品的化学组成测定

将Aue样品置于马福炉内在900"C下烧烧至恒茧，测得含铀量为46.22%. 从而求得样

品的初始分解率为2.99%'. 应用甲醒法和中和i商定法分别对Aue申氨和二氧化碳的含量进行

了测定，测得氨含量为12.7%. 二氧化碳的含量为24.8%'。

〈二) AVe份"现为.....测定

实验仪器用上海天平广生产的eDR-1 型差动分析仪.参比物为Al.0.. 参比物的重量

与样品重量大致相同.

实验前，采用纯Sn的熔点温度校对了仪榻的温度偏差.测定时AlJe 的取样量为3m，左

右，升温速度控制在1- 5 "C /min的范围内， HI流血为100cm3/mi n • 所测得的D')e曲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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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解反应的微分动力学曲线，可用下式求.分解事.

时刻t的峰画识
时刻t的分解丰=一丁豆面画面草了

{三) Ave绪"严'连'精力攀...测定

实验所用的热天平反应器与文献~s 相同.研究Ave分解产物还原的步.为‘在天平盘

申加入约700mlAve物料，将天平盘吊入热天平反应器内，反应器底部用法兰密封.以

l.SLjm恒的流量通入N.气流.以约30'Cjm恒的加热速度将Ave加热到预定的温度，稳定

10min后通入还原气体进行还原.还原率用下式计算s

α= -A~~二十,- 6 J+'.lt
(1)

式中a ，为In!如Ilirj还原卒.6W ，为 H!·t茄j时 itl得的失重量 (ml) , 6Wu为VO，还原声IlUO霉的

理论失重 (mg) •

多次重复实验表明本文测定时;转化率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可在士 3"的误差内重复.

在实验中还发现，如果反应器内存在微量的氟，则还原反应的速度下降幅度很大.同时

还发现，铅j员，J4:样盘可以使还 il;Lx.段的速度大幅度升高，类似情况国外也曾有人发现

过 h s .因此本文采用破1离早在样盘进行实验，并在实验前对反应器做了彻底的除纸处

理。

t 四) Ave籍温辘"严铀的比襄菌测定

称取物料LSI，置于玻璃U型管内，管的两端各放入少量玻璃毛和一节玻璃悻，以防止

固体被吹出。通入H.. 然后将U型管插入巳加热至IJ预定ifu\.度的地锅炉内，开始计时.柑锅炉

的温度由热电偶控制，温度变化范围为土20'C。取出的样品在200'C下用H.除气30min以

上。

测定时所周仪器为大连产的Be~ 1 型比表面测定仪.实验测得的比表面数据可在土20%

的误差范围内重复.

〈主)8锺形目'观察及..观察

使用西德Opton公司生产的ORe一 1 型立体显微镜及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 X··6S0型扫描

电镜对颗粒的形态及截面进行了观察。做截面观察时将颗位凝固于塑料申，然后做抛光处

理.

三、实验结果与讨论

(-) Ave的分篱动为掌

真德长等 II 曾采用等温热重法研究了Ave在空气申分解的动力学，得出反应服从一级

反应动力学表达式，我观活化能仅为42kJjmol. 葛庆仨等[.重复了他们的实验，测得的衷

观活化伽更低。因此对等掘实验方法提出了疑问.因为Aue 分解是-个很强的吸热反

应·， 7 ，室温样品突然进入1m热至现在温度的炉内，很难使颗布:在短时间内达到妒内温

度。本文在相阳实验条伴下，测定了用夺洲热1霄 t}:研究Aue分解动力学lJ，j作品温度和妒内说

度的偏差，销月~!且因1 在Jl毛12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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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妒膛温度为 300 't用等温热重 it:

测定时AUC料区的温度

图 z 炉膛温度为 zoo t:用等温热重法

测定时AUC料层的温度

自图 1 、图 z 可见，在等温热重实验条件下，物料的真实温度要比炉膛温度低得多.样

品温度接近炉膛温度需要 5 -IOmin. 在这段时间内 Aue位品巳基本分解.由此可见，当使

用等温热重法测定时动力学信息几乎尘部足在样品温度严重偏离实验温度的条件下取得的，

因而所得的数据和由此而凶归的动力学方但是不可靠的.采用微量样品，用热电偶直接测量

样品温度，在非等提条件下〈由窒 f在以 1 -lo 'C /min缓慢线性升温〉测定动力学数据，可

以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

用非等温最热法测定了 Aue在HI申的分解动力学。结果如丧 2 所示.所得结果用非线

佳拟合法 (11 在计算机上求解，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s 可见，分解反应的积分转化率函数均服从 Avrami-εrof~、~ev 方程，表明反应退

是由新相成核和结晶~快速度所控制 t·1. 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

.2 Aue在H，申份'.M....刃...

样品重量 | 样品量最 | 样品霞脏 ! 作品熏匾 | 怦品重量
1.~9宵'Bμ8mB I 2.98mgi 3.50 mBI 3.78mg

加热速度 1 加热速度 | 加热速度 I IJ1l热~月~ I 加热速度 i
1.7 t/ ii!in I 1.9 t/m;n Iι5 t/mln I 8.7 t/min I 4.8 t: /mln|

旦旦剧精l吗r/ 的J吹l 白|切l 出」?|
100 乱 89 I 97 I 3.45 川! 5.35 i 104 I 3.93 I 110 Iι04
108 ! 7.09 ! 105 : 5.51 ! 120 i 8.78 I 115 I 8.45 I 120 , 7.15

118 lL江5二二::1E:: i ::1U7 !;::::;:; i 1;;: i;::::0:: | :: !U川1;尘山;:;:::: | 1: | :
121 I 25·8邸51121 ·， 2扣5.1口7 13岛5 ， 3饥\.35 : 14ωo I 2刽由 .79 I 13盯7 I 2盯7.211

u川' i币"ζ川s;二::忑5切0 | 1zus :〕:"口4:: 46 : 14"l l 51::" i M i "川:m i M | 5mζ平沁0;口江:二立s;:
131 盯.82 I 131 ! 58.37 \43' 60.42 '151 ; 60.80 I 147 笛.31

135 189.31 i 135 I 川:问:叫出 l川 I 150 I 78

样品重量

4.05圃'

1用热速度
8.1 t/m;n

温度|转化'
Ct) I C")

120 5.07

110 '.13
140 I 11.11

142 I 17.0'
14B I 2%.21
150 I 21.11
154 I 31.45
157 I 48.11

181 I 82.1'
185 I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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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ll:p( -E/RT)

(3)

式中t为时间 (s) I T为温度 (K) J E为表现活化. (kJ/mol) , Z为 a园子 (a-') •

自袤 3 数据可见， E的平均值为1l3.01tJ/mo l， Z的平均值为7.11 )(lOlla- l
•

(=)AUC:缸I....时比..崎董化

研究了 Aue 在 200-600'C范围内于 H. 流中热解及还原时比表面的变化.所用的

Aue物料用流动法测得比表面识为O. l1m'/s，图 3 为Aue在H.申于200-600"C温度范回内

反应10miD其反应产物的比表面测定结果.

从图 s可以看出，在2CJO"C时Aue分解产物的比表面达到j最大值，然后随温度升高而大

幅度下降，在500-600'(;范围内趋向于稳定.

Aue在200"C下分解10miD 时取出的产物

为橙色的团体vo.. 从盲'面对Aue 在H. 申解

分的研究结果得知， 2000C下分解 lomin 样品

内大部分挥发组分部巳分解，且在这个温度下

不会发生还原反应.这时物料的比袤面织为

77m"/" 为分解"的700 倍左右.在300'C下解

分l0min取出的样品为惊红色的vo..此时物料

的比表面积为49m '/I， 比200"(; 下分解产物的

比褒面减少了大约唱0" .在 400'C下取出的物

料是黑色氧化物，跑得的比表面为19m'I'， 比

300'(; 的样品的比表面械少了约 80%. 在

500'(;. 550'C及 600'(; 下取出的样品均为

惊色的va" 比漠面分别为10.40m'/l，

10.ZZtn 'I.和9.13m'Is. 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制得的UO.具有非常高的反应活佳，在室温下

几分钟内就披空气氧化为11色的高价销氧化物.总的来说， Ave分解还原过徨申比褒面的

变化为，分"阶段比表面达到最大值，还原阶段比褒面逐渐减小，在500-600'(;温度范围内

s

••• t:

回 8 Aue椰晶在日，中于不同温度下

热解还原l0min盾的比表面

[-IDC 1 - 0 口1/1 =Z. e:ll:p( -E/I:r )1

.
、E
E
-
-
a
'
a

~



产品UOI的比衷面比~Q定.

WoolI~r II 曾详细研究了ADU在方樨还原中比去町的变化的况.jt研究结果与本立

对Aue树的研究结果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分解时比占主白ii主到扯大值，还原引起比表面下降等

现象.但这两种化合物在热解中比丧面的变化也在一定i气j差别.如在500-600'<::这一温度范

圈内. ADU然解还原所得的UO.产品比去面i受温安ttJ桐校扯着，这两种物饵所袤现的这种篷

JlIJ可能是由于固体Ave与ADU的结向差异所 ';1起.

在550'C下分别测定了不同缸度(i~.-\.ue物料在H.中~:~解还原后产品UO霉的比表面.分解

还原时间为l0min. 结果见表.. •.4 love..罩'严.It......

，宣皮{国}

比在i函 (m'/l)

-:J60

9.43

+‘'
1.90

从测得的值可以吾出. Aue物科位度对路分解还!原产品泊比表面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由

Aue物料制备的UOI产品if.)比丧副主妥由颗位内部的孔隙结向提供的.并不取决于位度

Woollrer等 (11. 11 在，研究ADU料分解产物的比去丽的变化时，也发现类似现象.

为了研究Aue分解产物在高温下还高iltf反应时间对产品比表面的影响，对Aue物料在

HI中于500'C和600'C下热解还际lOmin、 30min和60min后的UO.样品的比表面分别进行了

测定，结果见袤5. 由衷 5 中的数据可见. Aue在500'C和600'(;下进行分解和还原时，反应

时间对产品的比袤面无显著影响.但从测俘的也来舌，较高温度下产品的比表面还是有随时

间延长而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与Woolfrey等【川. 12 对ADU分解还原制备UO.时比表面变

化的研究结果相似.

褒 5 Ave."在商a"'F淫'后严a的比褒. (m"ls)

停 .臼2 fllj (min)
~度(1:)

"
soo 10.40 9.64 12.00

600 9.13 8.21 7.83

{三) Ave份"户'崎盔'精力学

1.还原率和时间的关系

将Aue样品在N I中分解的产物 'r450'C-600 CC的温度范围内用纯 H.进行还原，还原率

和时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还原反1''LtJ :600C [t.f速: ~:~极快，约在 40S内完成.

从图 4 可以看出，反应温度低于 490'C时，还 l以经历两个速!芷阶段.第一阶段速度远大

于第二阶段.在 500-':: 以上这两个阶段由于 Ave分解If.t发生时还跟而变得不明显〈因为在通

入HI "8O'Aue分解t'物已被还原〉。

从图 4 中还可以者出，在:Aue分解l"物的还以 iHj\ 巾，转化率和时间具有线性关系，还

原反应的速度与阿相转化革无关。对第二阶段还以的动力学敛掘进行了线性回归，结果见我

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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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htnius因

到 5Ave分解产物可Ill ，还飞飞时

转ft享贡1时间的关系

(e) 5501::<x) 5241::<A > 4941:; (0) 415t.

职"
时间. s-

四 4

AUC9-a严'筐'精力攀..屿.tl_归自由暴

554

'…&I。.1211

iol::1ι(

.6
552459451i旦If (1:)

。 ·31140.0126反应选度(a-I)

相关系敷 0.9934

AVC分解产物这种还原退度与间相转化二字无关的特性和DeMarco等口 'j 研究的自过氧

化铀分解而得的uo.的氢还原形为捆在t. 出过 't{ 化抽 1M 备的 UO，具有很大的比袤面(约

27m'/ρ ，在还原llt分成两个不同的速度阶段，每一段转化率与时间都呈直线关系.

2.温度对还原的影响

从表 6 所列的不同il.\\度下第二阶段还原速度伯可以舌出，随温度升高还原速度明显加

快.为了定量表示这种影响程度.fIlArrh可niu!方在求取还B;i:反应的袤观话化能.因5 是AVC

分解产物氢还原的Arrhenius用。 m最小二乘i去昂{月!求出还原第二阶段的表现活化能在I指前

因子纱别为113.9kJjmol和1.130X 10's- 1。因此在纯H，还邸，还原温度为450-600"(;范围

内，还原第二阶段反应的速度可表示芳:1，

0.99420."120.9966

( 4 )

3.位度对还原的影响

图 6 为不同位度的AVC分解产物在524'C下用纯H，还原M转化事和时间的关系曲线.从

图中可以噩出，不同粒度的AVC分解产物在还原1I~转化率与时间均呈线性关系，且直线的

斜率相近，说明位度对还原速度并无明M.(I~J影响。这一结论与其它具有高比赛面VOl.还原

的研究结果相同 tMaMI.

4.氢分压对还原的影响

在554"(;下研究了H，O-H， I\氧rim，浓应对还/i;i速度的影响.当气相中H事'萨尔分率为

r蝠.=1.130Xl0'exP (-1l3.9)/'10'/RT)



0.25- 1. 0时. AUC分解产衡的还I(动力学实验结果见回了所示.

从图申可以'血.水气的引入会使还原速度大锢It降低.但还.远程中转化事鞠时间仍

保翻了线性关系.表了列出了554'C反应时用线性回归得到的不同Ha 浓度下的第二阶段还I(

速度值.袤申S'H. 表示Ha在HaO-H.混合气翻中的摩尔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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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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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ue分解产物于民.1:还原时ff

不同H，浓度下的转化事犯时间芙系

(X) %H.-I.O; <e) %H.-....;

CA> %H.-0.15; (0) ~1I.-0.26

•....
图 8 Aue样品的位度对

还原速度的..响

CA) 来简介; <e) +ICI 自 s

<0】 -HI目

0.250.15

,.n..17

萃IIIIHa穰aτ..量...仿制1:)

I '., i
I 0.11%0 I

.7
m.

反应速度(D1in-')

O.HI‘

气相 Ha 浓度和与其对应的还原速度假用双对.坐标作困得到一.线《如固 s 所示) •

这说明还原速度与气徊中的H.浓度呈指数关系.造一步用簸小二.法回归，求出还原速

度与Ha摩尔分率的1.93次方成正比.可以雷出，在 H.-H.O 体系中MH.含量的黯少<"水气

的细细〉还原速度明显节降. 10}，水气的存在就可使还原速度下降IS". 这种下降趋势在气

....50·113‘相关票数

S.

,

I.阳，

H.攘II对还原.度的，嘀圃'

'



相哼E 水气;.~， g :~";; ff.: ~;j兰的尤写 W!~ 飞 T

，，'芋'二三Il:ff-裂守 J~ 与:丁文- .民 !";~:t". '{ '.rt"O二 >t\~注 fj有想大~:1 苹阜!. rlN. 为篝

蒋民E士.这!fi逢"工与H z _~·t': . ~~-..应:毛主----:..:写飞 "'-':.88;吃亏~ _ I:' I. ~ 这i5t鸥在还原申以

水气/:l在 ffj毛时，水-C- 仁'"王二f:n 霖';ji 二 '0乍乌L ;~~E芒克夫二吃~~:.-士水气I'M子 (to 会使还原速

咬严重下降 I~: .. !f~让已;~章中下·宇:了i' f: Ii :~:二~.飞l写作·丁去主丁.'咬住I'Zr乓传坦!lJ.百

5 .还原机p¥.讨论

民还原速变不·2 f".::"主约iE阶.. I·':I ~g引 f:i ~.:: l、-毛主!: ;兰丰·与目 Z·r fHH::; ~X:累不何合物饵的宏JIf.

二雪在几 fnl特征 (AVO飞叫为t-:'J川 i 二:it. 三. :.~::~. ':户二 r: . ~ _-~丁子?事骂:刊·】. i!i此 "fj;1撞到肉体颗

位只有多在位. i司此不注 1日之 i"f!_ :'，:‘..二哎屿" ;，"(专~ (lI nreacted Core Model)来解糖

AUC分解产物氢还兰的过!1J-'1: if;右，使 f1j ~{P~:~ ~i (Grain "1odel) 有可能对其动力学行

为作出较好r:可解费.由斡~f~ι和;，r;'，( ，王先刊主~T盯~i! i~J (!:j '.~ r."~ !二百哩法 f七 fJof({ .可归推测AUCfi'"

解产物'商投内吉 IIrtftY' 扫:誓I ~.:，:.江Li唁毛 f尽E区{7走:之~ ..眨:飞::<c'川;

反F院~r校E 割:1-约F巾J 气民 H匍1 皮且眨吃 j通虚?常考一.>才~1有I 在在二;叫占斗f飞飞=斗i'作仨!只~ ~汀i!川i.14状t肘?伫"卡f白.￥ν;:ι;巳a.fZUf乓内传?化tιe辛韦辛仨;与 E叶r:川忖!I叶II 才有吁能!旦旦 F贞t钱

关系.从 F另3一7方:i f郎i郎日尊苯Eι ， t!i 仁之 ;':·!?VH £.;~'二 '.;:， -j 15.. 哎活佳能平-技大.之后 E不可能去·外

扩散控制‘同时.冈为转化一主与 ij.~ ;"!!J {:乙~;~-. ~呈:';: :(号~. :i!..号'立 f还 r!;{去，与扩?在坊的'可吁能喝

总结包来. AUCjl'筝，二特拉 l飞下:民与! ;:l ;~i-'~~1 王 !!~t 足 i.-ln:; 桂(;. AVC'!' 解(=钩'展曹

内嚣具有丰富的孔吕 ~rH;';;.. t~ 二~; ~j.::: 王:": F, .::~二飞二!~ J~i工;二! qj:-:'~ f专通过白玩个址投宿i步

骤，也不是限在tl:~PIt .颗苦: ~ l~ 习:F:r~; !t..:泣'三代严. ，片 fio-'状"破 f 气 " {!..i. 斥.'L休fl:t: 物飞，'.

中内扩散也不是JE在步变.t二步: ~~ :_";青:二二.状"严::~，'"'' ;·~'T:Z;·:~ 界 i川Li二:-.: f~";::;~山。为进一步取

得证明， ti'l领了在5;;!)C下'么 fIilJf汗 yo. 'f.! ·回去I"-川{:在'! :让位 (S E\f) [坷，如[划 9 ，1ff

[电ill ItlA LC '-r~ ;!)~\干''i i!J的LO.颗钉'的扫描也 i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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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出了Ave分解产物具有 "Card House" (层状〉结构，可以看出

在Aue分解产物团体颗粒内部存在较为规则的横向裂纹，这些裂纹将国体粒T5)-裂成碎片，

两片问具有大量的孔隙，因而具有良好的透气性。Aue分解产物这些结构特征进一步支持

丁上述的机理分析，

四、结论

1 .应用非等温注研究了Aue在HI中的分解功力学，结果表明lAue 在 HI巾的分解按

Avrami-Erof院V新相成核与品核生长速度为控制的机理进行。在转化率小于90%的范围

内，动力学表达式为s

[- ln (l - a) ]' /0 = Z . exp ( - E/ RT) t

并求得指前因子Z为7.11 X lOllS-I，反应的表观活化能E为113.0kJ/mol.

2.AUC分解还原M比去而变化的规律为s 在分解过程中比去 i面大幅巨主增加，在还原过

程中则比表面破小.

3.用等温热重j去研究了Aue分解产物的还原动力学。结果表明， AUC分解产物的还旦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速度远大于第二阶段的速度。第二阶段的速度与团相转化率

无关.在500-600'C范围内用纯HI还原时，还原第二阶段的表观活化能为113.9kJ/mol.

4.在H1-H 10气相体系中于554'C下进行AUC分解产物的还町、肘，还原速度与HI摩尔

分率的1. 93次方成正比.氢中水气的存在会极大地降低还原速度。

5.AUC分解产物用氢还原时的机理为，颗拉内部片状微粒上的化学反应为控制步骤。

拍摄了由AUC还原而得的VOl的SEM照片，证明具有 "Card House" (层状)结构，进

步支持了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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