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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造了锦属可控氟化的·生.方案且安全措施，进行了工艺上的可行性研究，提出

了可撞氟化法处理蛐屑的工艺方能.研究结果表明，使用最工艺可处理各种工业应蛐屑.具

有操作方便.对环境无污蜡.安全.节桂等优点.无需使用和洒援大量化学试剂便可在南合

格的二氧化锚，为干it戎温法氟化提供原鹏.同时也为抽屑安全贮存提供了一仲简便的处理

方捷.

提... -fir控氧化袖屑址理



TREATMENT OF URANIUM TURNING

WITH THE CONTROLLABLE

OXIDIZING PROCESS
-EV'een-ERun-'nCJE

Zhang Yonggang Zhen Huikuan

倍。uthwest Institute of Nuclear

Reactor Ensineering, Sichuan)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d concept , proced田re and safety measures of tbe con

troUable oJ: idizinc for araniam turnin~.The feasibility study bas been done OD

tec1a.ololical process. The process provided senral advantale号sucb as: simplicity

of operation , 10 pollution elviro.ment , safety , hiSh efficiency aad 10." ener

IY consumption.The process can yield nuclear pare ura.ium dioxide UDder

makiDS no use of a sreat Dumber Df chemical reagent .It may supply raw mate

rial for (luoration and provide a simply method of treatment for safe store of

uranium t町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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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蛐厦幢含金生产过理申佳产生大量的旬属.寻求筒便有效的目融和再稠用这些旬爵的

方法，对节约黄雷和降低生产费用都具有重大经商价值.

对金属幢切屑的处理，国外的处理方法II-II有的安全性差，有的处理量小，有的il.ft复

杂且处理过程中产生就躺性庭液.应盐等.有的用量桂缸工处理，但坦模小..于适应大生

产的要求z 有的用水撞撞存输屑，结果生成大量二氧化蛐"末的震章，而这费事'来很属自

但"'.总之，育必要继续寻求简易.实用.比般理想的蛐属处'方法.

二、理想的处理方法

JI!!想的处理抽屑的方桂应蔷具备下列条件=

I. 工艺流程短，处理量大，生产效率商2

2. 设备少.简单.便于操作z

3. 占用厂房.人员.资金少z

4. 前提原料少，回收率高，产品质R好，戚本低:

5. 产品形态为固体，最好是金属铀z

6. 处理过程巾不产生撞射性废气，庭液或废渣z

7. 节能 z

8. 安全z

9. 不污廉环境:

10. 融好利用工厂现有条件.

显然，这十条应是研究者的努力目标.

三、铀屑可控氧化原理性方案

为寻求她卵，铀肘的理想方法，为尽可能地达到上追十条标准，经反复研究，作者逐步形成

了"在孤立体系rf1进行铀屑可控氧化"的椭念.现将所设想的·可控氧化法'的原理性方案

陈迫于后.

回 I 巾的四个部分掏成了可控的铀-氧反应体系.纯氧由①通过@进入@，由@将铀屑点

燃.铀屑堆巾的某-_.同部一旦发生强烈氧化，所释放的热量且以激皮临近地区的"铀·氧'

反应，使燃烧过程继续进行.燃烧迫率由@来控制，亦即在任何时剖，利用@可以任意地加

速.就现或仰~JI:反应进行e 对于这样的"铀-筑"反防，过穗，作者把官称作.铀屑可控氧

化'过程.

应该指出，黯个过程所fT.I蛮的能服(激m能)，全部米白"铀·筑'反应水身和腻的反应

热，因此反应的生过程无须从外界输入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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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I .可控氧化法·原理性方案

口ABCD-与环撞隔绝的.盒..;

li)-绳.....; ~-锺鹏..;

~-用于~la氧化反应的.alA.;

~-用于撞翻li .!i li为. ..应氧气罐罐的筐...

四、安全措施

为了安全，使用上远方法时应注意来取如下的技术措施z

t 攘"嗣撞来

为确保环境卫生，严防放射性物厨从反应器逸出，铀屑的氧化过程须与环境隔离并在啻

闭系统巾进行.

2. ..!l遭篝术
为确保人身安全，反应黯须有排气.降压设施.从反应器排出的气体要净化.过撞而后

排放-
3. .用手...

潮湿的铀屑在高温下发生"铺-水'反应，事罪放氧气.氧气与反应捕中的氧相互作用有可

能引棠'氢·氧'爆炸.因此，所用的铀屑应保持干燥.

4. ...5榻悻
在700-IOOO·C 时， '铀-氧"反应强烈，并生成八氧化三铀 MIZ

〈U}+÷ozz÷W.O.}+11 阳 3kJ (28川土川eal)

反应追率与氧压有共 g

-窑'"。 ;r，

若反应过胆强烈，单位时间内释放的热量过大，则有可能~生反应揭穿揭等安全事故.

因此，铀肺的氧尼迪;和必须加以适当控制，亦即应将反应追;但控制在反应棉能够承受的水

平.为此，在反应初期和中明需要限制供氧迪率，使反应在负压下平稳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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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部分

•• .植属可控氧化·的霞主.就技术方案蓝安全黯匾，造行如下实验.

(-)宴...

圄2为实验设备系统圄."t包插可抽真空的惶键装置.氧气.量职算控制桓租惶惶过程噩

噩噩圄桓.煌蝇辈置内有装撞撞目的幢幢筒.氧气喷管.缸掉嚣和电矗点火装置.此外，还

最有三何集电偶.以对'臣费筒睡上.巾.下三个部住进行温度监测.

s

.囊，..

'

同2 实曹雪设备军统阁

1-氯气;2-一真空应为.;3-氯气事..日..; 4-....;
5-一砚'自孔; 8-..4; ';'-I!键筒; 1--融屑;9-4朵...

{二}虞瞌罐雹

末实验所使用的氧气是一般工业纯赢装氧气.

首先对铀目进行干燥处PR. 待铀屑究分干燥盯，将其装入燃烧筒.本实黯每武处理由为

40"&. 将装好料的燃烧筒放入燃烧装置内，装好氧气喷管展电强点火装直.密封仔穗饶装置.

抽真空，待达到一定真空度后，关闭真空间门，开启供氧阀门，以一定的班量向幢幢装置内

通入氧气.接通电弧点火装血，此时铀阔斤始燃烧.在燃烧过程巾，根据燃烧前的!I温来按

剧输入的氧气流髓.在氧化中}町，为了提高钝料的透气性，加快氧化速度，应对妒料进行挺拧-.

在氧化后期，为使铀屑充分氧化.rll]燃烧装置内克入1 大气w的氧气以供销屑充分氧化用."'1氧

气压1J降低盯，再多次补充氧气，直到全部装料氧化究结，待玲却后即可取出.四3中.， b.e分

别为铀屑燃烧初期，巾!圳和1日期的悄况。在燃烧反院的初. I III何院使燃烧装贸保持处于负m

状态，以确保操作安全。

经对燃烧向熙迸行温度监测在明，叮氧气iAi 吐#贯彻H~ 叮肘，向鞭跟随可保持在 800·C以

下，从而确保燃烧何不被烧窍，提问.页，使用寿命。

(E) 冀幢蝠'

通过上述实验，取得了 {j Jilt (('J工 ι操作参放. Jj虑到据作过非， ~III .除了燃烧网外，没有

真官污!.4k棚，所以对氧化产物只分析了跚.碳.铁.锦四种兀萦.表 1 为铀屑和氧化产物的牵

厨分析结果。结果表明，铀阳巾的自在 :(1:燃烧过幌巾，路分被氧化，以一氧化般或二氧化瞰形

式跑梯，使产物的融合用明盟降低.而提他元素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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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撞撞囊明.还愿后产铀的氯蛐比晨跑庭主生宿舍篝缸工艺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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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蛐属可撞1(也噩噩佳方案晨聋金噩'‘完全植宴量所证实.

{二》晕用植属可撞1l缸桂E典后的歪匾工艺，匾'跑豪'了合榻的二1(缸til.

《三》东方挂在碍的二氧缸蛐草生可以.2.旬'田.缸植的工艺妻求.亦可用豪对蛐屑

"黄金贮存处理.

《回〉提出了合适的氧气意量等撮作王艺.量.

{五〉本方法幅作简便，不富复擎的最备，便于在工主上撞「应用.

{六〉与缸工目lit方法相比蟹，本方法无需精睡大量的缸字试剂，生产费用缸，同时也

不存在对环麓的污靡问题.

"寞'hl lICW'-aG7. UMn.
00 1ICW'-1411. (JI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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