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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三.幢铺.接 (AUC) 分解-还臣的热力学与动力学数据立法据.在内昼 φ60.. 尊

缓撞他库中进行了AUC分解-i£原翻备roz的工艺研究.以Nz~ AI']iAUC分解尾气经僵化

裂..转化得到的含H，和co的擂台气{循环气}作为流化气.研究了反应温度、流也气组

成厦篝位温度对转化率的事响.在温度~510'C情况下，以循环气!l循耳、与Ar1I'J祖合气流

住时，世备生产能力退到了3.32kc(ii科)!(h·L) 的往高水乎.

...:三融融蛐最接分解还It二氧化铺流化床反应d



CONVERSION OF AMMONIUM URANYL

CARBONATE 1'0 -UOz IN A FLUIDIZED BED··

a
Qiu Lulu Zhong Xing Xu Heqing_..

(TiaDj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aversio. of AUC (Ammonium Ur~ .,1 Carbonate) to UOl W航 stadied

ia a fluidized bed of 60... ianer diameter bued on the tberuaodyna.ics a.d

kiaetics data of decompo!ition-redudion of AU~. The influence of the .readio,n

te..peratu，r~. .cOlllpositi~n of fluidiut.i，叩 gas and fluidization velocity on ~onver

sioa "ere \avestisated by asi~& Nil Ar aDd circulation cas (mixinl cas~ of ~，

lI' nd CO obtained from the exhaust ,as of the deeompos; ,.In of hUC by catalyst

crack-eonersion) as the fluidization II:lI'.S. The throushput .s up to the hiSh

leYels (3.32kl(W.t)/h. L) by usinS circulation sas or mixiol. of circulation 8as

and Ar «剖'的 as the fluidizatioJl sa5 "h..o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exceeds

5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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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昌

在核惺鹊~:产过程中，三嵌骸钝耻钱(以下简称AVe) 作为生产销氧化物UO:的起幢楼

纯化合由日益得到广泛的喧嚣租工业应用.果用Ave作为中间产品的钱撞饵'专也过程，蜡晶

过雹申具有纯化能力高.沉淀易j主嚣，由Ave割酶的UO:具有良好的反应性及翻备商量元件

的撞鲸性.班动性好等撞持优点.

实现Aue转缸蔬程的关键过哩是AueifJ熟分解及其热解产物的还原.本研究[lAUe的

分JJ-还原想力学与动力学数据为依据，在直任何'画画的单级撑住束中进行了Aue分饵，还原

制备VOl的工艺研究，其工艺特点是利用Ave分解产生的NH，经裂解.转化得到含在还原性

篝噩的eo与H，(Ie}混合气作为在化气，不仅省去了外加 ill化气，而且还使反应温度有所降低，

反应速度明显加快.

二、理论分析

1. AUC*.矗凰..坷，与糖"势.
~:.t Ave制备VOl包括实现下述 2个化学反应过程，即 Aue的a卦'及其热辑产物的还凰

Ave的分解-还原反应是一系列宣杂的气回反应过程 o Aue在不阔气摞中的第量自费{田。

在明， Ave的热分解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III

.t 刷压电

o a'\a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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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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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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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I AUe(t不同气筑中分懈的热量曲线

(1) Ave的热分解(<..:3EO -C)

Ave分解是一个眼热;醺很大的反院，其分解热约为502kJ/mol'Z • SI. Ave 结品通端盘约

'铸的温得水，若在550tn热分解，现Il .r-J·f克AVC(~J分解现热盟约为1804kJ，这是}个很可

观的吸热量. Aue分解:飞机·阶段 υ〉解 ;f{~页。09昏)的分解迪囔远大于第工阶段的分解遮

庵，反应遭用lLr杨树i成核和好i.WI!LK?4'~控制I4l，功力学}j相

[-ln(l-a)] Z/ s..Zcxp(-E/RT)I (I)

fMt倍E;与 120.ωk.l /mol， m肖奇问 (Z;I-J 8.08X IOla s·• 、 tilι式则IiJ*得这萝卜，也分解中a

所帽时间与反应温度的英军(四t) JJ... 寇温'.'l f转化?非与时间的关京(图。.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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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e分解转化率与时间的关系回s

J.
图! AUC份.达到一定传但事所需时间与

反应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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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2吁以雷血，随反应温度升高，反应矗厦急酣增加，温哇>180'C'.反应即在鹏同完

戒.

Ave分解反应的另一特点哇它在常压下的分解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化学反应，分解反吨不

受气缸影响.

根据以主分析可以雹出，由于Aue分h速度极快，且吸热量很大，因此，传热速度往往

成为控制步..所以，实现Aue分解的关键问鹏是解决供热，应选用传热佳能良好的反应

嚣.

(~) Aue分解产物的热解相还原 (>380 t:)

从圈 l的热重镜变化可萄出， 3切℃以后，固体失重出现了较明显的垂剧，在不同气氛中

反应结'已不同.在Hz中， 380'C时团体UOs开始被还原为Uso" 从420它开始，Uso.继续被

还原为VOl.

工量上还原高价蛐氧化物矗常采用H.> NH，和eo等气毫还原剂，英还原反应if'.J热效应

和自由能变化如费1所示.

-113.46 -113.46

品Z'.kJl圈。z

150"C

-128.37

-茸10.60-118.86

.1 UO.章...融为 ...111 .)

品R' ， Ut.ol

650"(;

-125.19

850l~850"C
度

UO.+比...UO.+矶。

UO.+轩H....UO冲÷Ns+HsO

VO. +CO-VO.+CO.

反

- 92.~1- 81.S9

-119.32

从热力学观点窗，3种正原荆均能有放地实现连!原反h~~ ，民 tfl r~ NH str':J i主原能力为"强，而

且随温度升向还原能 1J显著细加.但反成功)):1:研 'ft:U 明， co和 HzifoJ 还原能力远大于 NH s •

因此，费将 AUC分解气中 t~JNH ， 'l解为Hz和IN" 辅之无成日，与分解气巾 COl的转:it反院~

• 3 •

-128.95-189.66-1715.61



成CO. 则 pI得到含有Hz 宵leo的 i{l ~I飞. El此 ill古气体作为UO，的还原祠，将在助于提高反

应矗度租降低反应温度.

在工盘上H，是应喝拉广的还~1i 精. Ave分解产物用H，还原的动力学研究表明t飞茹原

转化率与时间草线性关手.如国4所示.正原反应运!主与固体转化率无关.还原分为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还原至V，Ol (还原料3创，其还原速度远大于事二阶段的速度，声SOO l::

(4上.2在--阶段在属间l~il'r立成.压原这度撞撞a度升高迅速增幅. 500"c以上. !i_in 内还原

-

••

l·

' -•• •

.5N'C
·SIt'C

…τ
• .75"('

...
图.. AUC分解产物用纯 Hl还原时转化事与时间的关京

率即可这99.. 在450-600 t::用 HI还原时，还原第二阶段的速度为理为

r-l.130X 10'exp {-21.2X lo'/RTJ - ‘ (OJ)

在Ave绪'产鞠的 Hz还原过程中，当有水汽存在时，还原速度与氢摩尔售量的 I.filk 方Jl

E比

r= 1.130X I07[exp( -2i .2X IO'/RT)}X",'." (3)

在有N.在酶的情况-ff，还原速度与氧分压的指散关系一般为O.5-0.all': 1J. 1片' s1.

根据以上对Aue分解-还原的功jJ学特性分析，本试验缸采用单级班化靡进行~lJC绪... .•
·还凰嗣备UOIt流也气为Ave分解气巾的NHI经裂解.精11:得到的~O与Hz的混合气...工

Z过程布郎平特点ι.( 1) 流化床传热性能if. 可获得很火的传热追率，以满足Ave给解所事后w.'..

热量: (2) 分解-1:.原在一个设备内完成，还原过程放出的热量 (96.3.J/180，1 UO,) 'iiJ直接

用于AUC的分饵: (3) 利用Aue分解~~气tflNH，理解.转化获得的CO与Hz混合气作为械化

气，不仅省先了外加说比气.而[J).J降低反民画虎，提高还原迫度I (4) 在流化床反民器中，

团体与梅化气2逆流流动，从而减小('1<1'(对i主原的影响.

2. .体事坞..It.崎笛篝
在说1t床中回休顿t)f.t句说功近}吁:剖. I功此 "a努~泪反应洒地现.在全视反应器中，停

留时间分布函数

••

E(ηEte句 (4)



篇·225反应也~-..!

设出口圃体鞠抖的平均转也率为丰田酣

1-v{;{t-xdEO〉出 (5)

贫困将翁"相连原的功11学关革式提式 (4) 民入式。〉识分，则可阳应得到这到一定分解

率和一草壶.鑫所需时间，如表2和袭3所示.由表2可雷出.在250l:以上.分解率达90.但嚣

极垣时间 «I吟，从在3可垂到，由于Aue分解产物的还原性能极好，在SOOt于幢绩在化

床内反应，在HI分E段低 {50.> 的不利It件下，这到98.还原率也仅需~ 1.81a.

.2 萃"魔...亨...遣回..‘腑'时'

闹;用 -i m i
"耐筒，I 195 lOS It 4

剧本Ill.....事11_"毒"酬..阳"(5)

4110Z

。 .50

2筒嗣

0.65。.10

篇10'11

气相氢由l • (. $ .i!' a)

1.0

4441

1710

13侃3

550

500

100

1131 I IO!OO I J.I2I

2831 I 3.. I 6511

从以上对Aue分'电?还原所髓鼻留时间的估算表明如采用单饭施比原进行 Aue分M-还原

帽备UO.是可行盹.

三.实验梳理和设备

实验研究的原则工艺流程如固 5所示，旗施程由以下几描分组成，即槐化床反应 ill 系统，

凰气净化.排It系统，尾气的费解.转化与循环革篇，

圈S 实验研究的原则工艺流徨

Aue缸蜘他阵反应揭申元成分解-还原反应，尾气 f景气.罔分离后，一部勿经洗海后血

• 5 •



接摒空，元-潭:Jr使之在550-600 C通过埠值也剂，实现下追畏解.转化反应

:!NH3--Nz+3Hz
COz+hz --主CO+Hz。

在半造条白二~， NH31t解反应进 iT的在1'"':1;王宝(t!辞辛 ~;.I"") ， 而转 rt:反应撞近平'后转化

卒 (-50~) • :::1静、转化目的气体经i争!lJ~主水. I~I n均占Hz约咀嚼.含CO~12.ItJ. 合

气，将此混合气f:l 育'iF手号:;三人(二.也床底嚣作为jf~~性比比气，在自1称之J:l li环飞.嚣环气的

组III电丧4.

•• .霉~组..

罐环气组成.，.，

..ft !t墨变. 'l~

NH. co H. CO, ~:. Hρ

510-510 ,-, 1%-13 " 1-9 3z '
·侃用.If:气il也时，尾气裂..tsft盾得到"气体.

实验的实际尚昆在1比ft f.i~反 LE器的结钩~I固611开示.

1;1

圈8 ~~;吃但

I. .缸靡.2. 迹..统龙. 3. 肉也知;!f'.糟. 4. 也俩位龙. Ii.气自~JlA郁. 8. 气体份rr画. 7. 罐罐'I. s. 气..

向"承'魏臂. Il.干燥lit. 10. 罐冲.. II. 来. 12.气体埠...13. 气罐份.11. 14. 气体分布... 15. 节辘'啸，

18. 取伴..汀，僵化裂...但鹅.111. 水Jt~嚣. lB. 也加艘"篮.20. ~a蠕 .21. ~血肉1ltr1.22. 晏海..

比化码:反而A 跚 EfI不愕桐树成， rJ.; f宝剑Omm，除床外眼~; j I也执M: 1m热外. (.:床巾心址键在i I根

~ZO)(Z95mm的电t.!·' 帐，作为内挽热~;V.气体分1li~~为倒孔式融制， J~15个，开.JL率约 I~.

• e



靡..为气、圄JK离器，内革最结不精铜过撞雷.

原属AUζ自螺旋撞i墨嚣。) tl-定董事逞入itftJ匠，产品出螺旋输送器 (4) 远人鹊幢

(5). 尾气经气.圄分离嚣。"进行气.圄分离，被分离的同体回落库内，捧出气体}部分缉

捕k珠峰。。在事，再经水冷坷嚣。 t) 届·撂宝:另--部分气体《约30.创造人员麟.转化

柱。 I) .堕帽.转住在悍的主H罩在lCOt(.J理ft 气壁玲l:ilZi (IZ) 冷邹. !II!"丧气‘;传贷离苗

。"障水后，由循环军运人胃热器 (I) 再进入流ft库庭嚣nfh注化气.

班ftll高I!~~测量来用床~压暨南与远也层高度的下述关系式!I Z1.

11，幸。.OI4H

...Hlt!:: lLi.j 挠It:靡巨高度. .....经 l!! m: fH:.tWI 别院院，陶i~结栗基4，为底层厘强碍，

本一致.

凰属AUC的性性 2 含农τ..... 于AUCif-J位度分布切丧 5所示，平均住 ~cI，-I/~\x./ cI..)

-'%.37p .，梧裴密度 1170kll.1l'.震实啻度 15钊kl/..' •

.5 亭AUC"._

-咱'
~ -110

+剑"

-";-":-'"!-m;-川一m
+10 I +100 , H%O ; +ω+1ωi+山

I -20
:+1O j

: +46
-aD

i 14.%0 ! 51.11i 7.%01%.353.10, 3.t30.11

+ω

.9. .. <..) i0.3

.If..

四.实验结果及讨论

1. 量也气...

宴'量结'晨'曼明，气辄对还原影响较大，数据见表6.

连'事，'
咀

•
层
℃

‘,.,
民
fr

.ft气If....…

i11Utrr 高度，

••
i 就叫一-I …，
!鹏嘀靡. -- ，脯. L/mia l

斌..If

'!Dillkl/Ia

38-39550t10300主 151.004.BN,-9i.62-叶DI

54-56550土 10420主 IS:Z .OO4.BAr-lIII."%-咽

il-i4420卡 152.00 !0.4。-5-a

Ar-In -US
2-10

H,-50
115-盯二S"~IO4:Z0主 15:Z .OO2-J'

:Z.OAr-5B

~"

;'HTl a筑 :iU!U~ir:J1:业Nz;~d己肘，正l缸中仅iι38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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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泣ft时，还原仨 llHl I 蛋::":o.j'fi显甚挺高:在~.q;!也气.\ri!1 沾i -.，、 3 、"‘~t-JCO. 刚产品连原

*~童电 .1-，4 1': ntH!是 ~f~.."{~也佳时，均μf i~ r.J王军率町11 l~l. 上的合恪(.!:[~r..因此，可 U

认为遮住气是否吉143产川E眼 ~·~(f蛇尺在司句，在!t气1{1~哥~1'\=. III 'i~愈高. iE~:字也靠高.

2. at.....
在流ftW.巾，议 rt遥度 IH雪运;町:泣 ft状￡，耐;ii ft次李;白 f~~H:U~ 响固体章程子的运混

缸喧.而且还去慧玉响反应过 f;i)~~j f专且与传畹.因此，摊位邃哽无展是流 ft;王匠的亟雯:t量之

.在AUC纺解-jf原系统 I!I. 再化拭辛，在仅取决于进气在莓，而且还取决于分解月号产军的

气体匾，因此，在乍研究中 r[ ft 由I I'(址初在陀 E上界面娃的膏'电矗噎与量小撞他逗度之比【即

拖缸重〉来表征集挠缸遮~.实驻结果且我 j. 比较我T数缸 ..1 1:.1晋 :H. ..1惰性气体流佳时，

1!1 民生产量鹰足蜻闹的， if原学仍随流民二'曼蜻肌丽扇大.词为旧情气 ~ft时，英特点是 L:l!也

给僻的 NH 1徽为还原剂，远镜费求分部产生的 NH 1 土著分4产物之间在壳分有致的接触.连匾

萃'次于气.罔两但 iii:分有效的嚣合归必要的接触时同，由于流也放在一直二返回内的精棚，

强止了U01与分解气之间的有边接触，因此提高了还原辛 '.

「一一? i
i€1t军高囔，自TJJI$阿.嚷，还...
..、't: ~ •

霉tt.鹰-HI还....
窝

宝产量11\.

kclll·L

.1
1< ~"If ~It气量已22·.

丁二罚 -sa850圭 10~ZO圭 ISI.!j!.ω51%%Ar-!.:s

川
→
川
川

翩翩主 10to5士 15

l.Z- :100主 15

1.04%.00 I

:.00 i
sa.SAr-4.。主-嘈'

6:JO±10宁....-..'.Ar-l.。9-量'

650生 15:100主 1寻3.513.00110.1Ar-l.il2-:S喧

I 4%0主 15 杀"550±10I 3τ%.1&幅画帽耳气-4. 1l2-22

~.

-一一一一一一

53o.t IO410量 15

3.00 I

1.37! %.16 I问 i
i Ar-I.II

i 帽坏气-&.0 I

::-32 ; ; 5: !
Ar-I.1l i

1440
..气-".0

:;"91545+.5:130:+20:.10

14"

121

545+.5510 "tJOI.刷Fli2阳B

Mfl;气-II.。

2-2.
Ar-1.o

rt 幅环'(~比 (tll·t ， :}dt放在'在 ~Iit刷内 (i:; 去陀， ~·l i£r~(;中斗娃 (j~响. (I.t 叮 i也比敦大于某

_.数也时，即使减小'Jj但:最 1量，仍 ~i 吟f%{ jf剧中if-.J I夺他. t~ fJ;tl'4 -:HHfij乎! (;I( ft肘，既坚先

分树!lJ NH a的还&;{ n:川，反'旦使压时{~虚 )J J,:. r- NH3((.J~I. 句leo ，;!献 r尚 ffr 刨I ''If''也物的说度还

闸，从而边到降低反向温;芷.艇， :-4 还原造度的目的. [叫此缸 'ι敷 1:植大 J~ ， 内咧 rtl T 同体 til

子的剧烈遐珉，将号 Jf£"萨的正眼·轩的大制度 F陆.

, .



3. 噩噩曲'响

-温度对，\UC的分解速度相Ii'市价铀氧化物的还原速度都具有极垂耍的影响二从表8数据可

以者1JI，无论是以情气ifri化或是以循环气ilt[化，提高温度均可提高还原和.在单级施也床中

进行AUC的分解和压W. 具分解速度--.位不会构成控制步骤，闪而民应烈度的确寇主要决定

于对还原速度的斐求. :(1: i生备条件允许皮不影响产品活性的前提卡，适当提高反应温度对提

高产品还原来稿 1增加!没品的 '1'.产强度都是有冽的.

•• 温露Jf还'摩的'睡晴

试验篇号:干民mm: ℃im

2-09

2-ω

2-22

55 工 10

660 1:10

550 主 10

Ar-4.0

Ar-4.0

循环气-4.0

2.伽』

2.ω

2.ω

420土 15

420主'3

420土 15

民原率.~ I a-J:

I 54-56 i

7R -711

?,18 I 合格产品出产慢

叫5 I 凋 ;合格产时快2.∞

3.00 … ;;;'97

街s{.气-4.0

循坏气-6.0

Ar-I. 。

59'Hlv

循环气-5.2

5丑。土10 300土 15 -95
Ar-I.4

循坏气-5.2
。 2.80 300土 l !i :王 97

Ar-J.4

循环气-0.0
3.0<> 300土 15 93-94

Ar-l.O

2-15

2-2~

2-33

_''1rw *U

4. 鄙晌埠'蛊严强鹰的圃'

设备生严强哇足l'¥价出备先进I哥 i在 1，1((，j 重弹指标.'IX;们以循环气Jft..俯 f，f "1与 Ar 的混合气

作为iJli化气，进行了tJ~ i:'5 '1:./<= 强度的试验，切w-考察了~响生产强 '~((.J [2;t亲，结果列于表 9 ，

表 10袁和 11.

(1) 流It 气(~(j 影响

比较，在 91fl 的 2-22. 2-23 两台1数据 iiI以古 rB ，有l: iJC fI品生产iJ{ iiJ£[ [如1 1. 37kg (l旦料) /h. L

(有效 )J时，循环气被情气稀ff. 20%f叶，对还原来未见影响;~提肖生产强度时，贝I)会引起

还原率的降低，在此111 况下，如1 1ik ~H~J什怕 i飞日，则 i7，刊J~i川成化气巾 Ni环气的比例.

(2) 温度的影响

从表白中2-32与2-34组试验数据比较可霍出，提高反应温度，则可增加设备的生产强度.

因为提高温度加快了反应速度，从而据自了 iF.严强!主.

(3) 流也迪厦的a;响

'θ·



试翩号I .~气22号h-L

苛
1.37

1.37

•. ~~...幢

工艺'停

流也气组成及麓量 追mM 亨a科思反应a度 幢幅也-思离厦 还瓢••
L/mbl 飞; 1_

循环气，-4.0 2.18 550土10 4%0主15

锺环气-4.0 嘈4%0主 52.18 550土10
Ar-I.O

510士30循环气，-8.0
2-29 1.80 4.00 545土5 "Ar-2.0

循环气-8.0
2-30 2.55 4.00 548土3 420士 IS "Ar-2.0

循环气，-6.0

2-32 2.30 3.00 545士5 3创士20 ~91
Ar-I.O

循环气-6.0

3.20 3.ω 550士 5 3ca士IS "Ar-l.0

循环气-5.2
3.3% 2.80 570主10 3ω士15 ;旨f1

Ar-I.4

循环气-6.0
2-34 3.18 568土3 315土 15

Ar-I.O

--
.10 .化'鹰"盒严'鹰M.晌

.10 .

2亨'由



比较丧 101和~[!分tiJjl1 150和!320mm~，H曲直 I i'f以百 :H，在说dt迷哎较小时. AUC的分解反

应主要是在床应上半部完 Fi飞的，还原反应 i'!I! 主实 ir巨床r:，~下半部完成; :It iIIi {t速度较大时，由

于*层圃体位于返;EEJ盯 _~r{，致使分解1?<'， ~;，I F 经叭，分l)( JJI'.句:变f'.} itt ,i'; I~ J明显，导致了平均还

原率的 F降.为使 if际 ·f·; 达到安:求， ZL 必~~t按l}m停泪 H \'iill. 从而将降低设备的生产强度.

我1JJrr列二k:25工艺条('\二在啊. k'l. 而f，{:气 s吃循环气与 Ar «21 q&)混合气流化时.在温度

;0.570 C ';/1' iil. γ， ;1:台 '[j"'!E J] .i生 :\;11(:; , :l2kgUrJ: ~:l· )/h· L (If 浅) (I~J仅均水Y.

囊"主'工~..得

I 一 I一，
i 说{~气 1 1 同r，' I 牛{-咀阵 温度，叫~ --'

试验 i一一一一一~i'lH，;~度， ifι44·lkE{丽，一--.~--...- ..-一-T一一寸例，
·号 I :J:z ~~.. to. ':~1~ 司l. I kg/h mm I ~~-\~'f':" _~"".~""".."....=~...I~ ，~..".1

t 流俨 、 · ! … I ·h-'·L 下段门口反外号rtJ段叫中院外宣L/minl I

4 徊环气 4…o……2川2川16 ω毗肌…J川川lβ5 1.3刀7 ωω叫叫υ吐咄土扫…I

i 循环气附 1 4 .0 i I I I I
M3l 2.16 ! 刷tl5 ! 1.37 53OElo m t3155ι 主10 Iωt51 注咽

I Ar一川 10 1 i ! i ! !

l 循环气阴 60 i l l } i l i !
2-32 ' 3.00 380120 2.30: 545 士 5 i / 55町:111 / I ~98

I Ar-15~ 1.0 !

| 循环气80嚼 15.z ! ( i 1 i | l
2-28 i 2.80 I 300 tl5 i 3.32 ,570.dO 710土 40 I / ! / '~97

I Ar-20~ 1.4• I i I ! i

; 循环气85"ω _ _ ,_ _ i
2-34 r 3.00 315 土15 3.18 i 568土31 / /主97

! A叫5~ i 1.0

五.结论

I. 仨 Mf宠{O~I.~反 ;lti ftl~; rjl 实现 f 二以 tfl{铺愤问的分解-jfI.l;(2个反 I';;. :i:t缸，简化了 ~;t 但.

i五日';{jH1放 III (I(J 热，til Yl t廷川作仔，直 t~1酸饵分解热(('J 补充，从而 iY 衍了自~iIJj(.

2. 三眼酸铀耻i主 '1t解"':1-1二的厄气t1.催他视解，转化.陈水i守主I) ;J 1f还睬他较强的CO&.

HI掘台气，以民作为比他气体，不仅省去 f 外力Ui归化气，而且还使反也温班有所降低.在其

它工艺条件榈同的↑$31 况 f，比HI情气iJii fιn·t 产品正[ij{:仨有较大}也:1i.

3. Ji{;响三1破眼前II 酬:钱分解-}EIWr.J 虫'距lJ~穿JJ:反应i且f!f.. vIi化气组成ffi.比他边I!I.

4. 川 1~I'i f，VU此in1J;F'<.与 Ar «21 q的的混fr气 iilt f也时，在反应温度;o.570'C悄况下， i)::

备生产能JJJι剑 f:L32kg (温料)/h.L (1J放)的较 Ifj 水一千.

'考寞.
[114底仁，扇仕芳缮， Aue分'及还原动力挚，申固械化工掌岔岔但报告

[21 ~[足仁，内 m ，三酷~lI i由.馆的分'鹅放 !tl ~+t 焦力'~l' tU自削鬼，核工业部 f;此会 til 很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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