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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冷堆牡铀燃料后处理

溶剂萃取工艺研究

包伯菇 王高栋 镜军 夏嚣贤

~J桂龙 椅金峰 '本红 霹琳洁

〈中国科学院土海原子核研究所)

摘要

分析了高温气冷堆(HTGR)燃料元件的特性，研究设计了一个

应用 30%TBP 进行仕铀分离净化的单循环珞剂革取工艺流程。同时

对铀产品进一步纯化的铀线二循环工艺条件也进行了研究，以满足

HTGR 燃料元件对后处理的不同要求。



RESEARCH ON SOLVENT EXTRACTION PROCESS FOR

REPROCESSING OF Th·-U FUEL FROM HTGR

(In Chinlse)

Bao 践>lOng W8I电 Gaodong Qian Jun Xia Yuanxian

Liu Gui10ng Yang Jinfeng Gao 坠曲创19 Liang Linjie

(SHANGHAI INSTITUTE OF

NUCLEAR RESEARCH ,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spent fuel from HTGR (high temperature gas c∞led

reactor) have been analysed. The single solvent extraction process using 30% TBP

for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Th-U fuel has been studied. In addition , the sol

vent extraction pre目ss for second uranium purificati佣 is also inv，臼tigated to meet

different needs of reprocessing and reproduction of Th-U spent fuel from HT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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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址是一种潜在的核燃料.应用佳燃料-般a辄E要进行后处理，以将可裂变物质mu 、

回收再使用.高温气冷堆(HTG则是采用佳铀核燃料的矗佳罐型之-，它的后处理工艺国外

大多采用以确醺三丁醋〈田的为核心的所谓Thorex 梳理。..]. 50 年代旬，羹国在改造的铀坏

后处理厂用 n阴阳梳瞿处理了大量辐射过的址，得到了 1.2 t"·U，但诙梳理仅适用于处理

低燃链和含铺量低的燃料时.50 年代末，美国槐树岭实验室发褒了用硝醺代篝硝酸铝作盐

析剂的酸式ThaRX 流在归J. 采用欠醺进料以提高去污系ft.但在处理离燃~燃料元件时，欠

醺调料会产生不希疆有的沉淀. J自IJ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西德为处理离燃挺高铀量 HTGR

元件，发展了双循环Thorex 梳理，即第一循环用酸性进料，除去大部分裂变产物，第二循环

欠醺进料，提高对剩余裂变产物的去污能力，从而避兔了调刹时沉淀的生成[4 ，5j 0 应当承认位

铀核憾料循环远不知铀毒草核燃料循环成熟，因此，研究牡铀循环及其后处理工艺，并使其实

现工业化是非常必要的.

本工作是针对 HTGR 使用后的佳铀颗位燃料在首端处理及燃料芯溶解后的路解液，研

究熔剂萃取法的最佳工艺流程，以达到佳铀分离净化的最终目的.

1 工艺流程设计的几点考虑

(1) 高燃链的佳铀燃料元件的特殊性表现在有重核"'u 生威，其量可达'''U 的几百

ppm. 官的子体为

时间增加，放射性迅速增加.经过后处理后的..·U 与"'u 共存，因而对HTCR牡铀元件进行

高度去污实际意义不大，比较合理的是进行中等程度的去污，使产品中裂变产吻的y 放射

性降低到"'u 衰变链平衡值的j/~ 左右，采用单循环萃取流程完全能达到这个要求.单循环

萃取流程如果用稀TBP单提取铀，仕将留在裂变产物中长期储存，这样梳程最为简单，但对

于仕的利用是不合理的.因此最好采用30%TBP使缸、铀共萃取其去污，使牡也有可能复

用。

(2) 如前所述，单循环榕剂萃取梳程得到的铀产品仍具布较强的放射性，考虑到元件

再制造的筒要以及使流程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在铀元件再制造前选用稀TBP 萃取工艺对锦l

进行补充萃取净化，去除剩余的裂片元素和2叮h 及其子体，以达到元件制造时可直接操作

或在稍加屏蔽下进行操作.仕元件再制造前目咛h 中杂质"'Th(T 1/2=2. Sa)及其衰变子体的

去除可ii过长期冷却(如约30a)来解决.

(3) 仕在 30%TBP-硝酸体系中的分配比要比销低一个数量级.锹仕共萃取时必须保

证仕的收率.为此需用硝殴作盐析刑.

(0 和销不同，在TBP萃取仕过程中会形成第二有饥相，即第三相.为了避免第三相

形成有机相饱和度不宜太高，因而流比〈有机相/水相〉要大些.

(5) 第三相形成还与硝酸浓度有关.为了不出现三相，硝酸浓度不宜太高e 采用在水

相出口级附近(仕浓度较低〉加浓硝酸盐忻方法，既保证仕的收率又避免三栩的出现e

(6) 由于配制欠酸料液时会严生祝淀，使操伟发生困难，因而改欠酸进料为峻性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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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采用料液加麟预处理、添加编合剂等办法来提高净化系数.

2 实验方法

为给工艺流在选择参鼓提供依据，采用单级萃取实验研究铀、址、硝醺及裂变产物的萃

取与反萃取的行为以及多种添加剂对裂变产物去污的影响.同时通过试验求得萃取体系出

现三徊的牡浓度下限.

按工艺流程对佳、铀收率，分离系数的要求，对流程各参数的变化进行正交设计以确定

-系列"玲"实验内容."玲"实验采用多级逆施萃取方法，将求得的址、铀收率，址、铀分离系

数与应用多级逆流线性规划优化法的计算优化结果相比较，从而推荐出最佳梳理方案.然后

在仕铀的料液中加入混合裂片元素并加麟预处理以及在洗糠液中加入结合剂，对最佳流程

方案进行裂片元素的去污实验以求得工艺流程的去污效果.

实验过在中，常量铀的测定，采用了 H，PO.-Fe>+NH.VO，氧化还原滴定法.徽量铀采用 5

-Br-PAOAP[2- (5一澳-2-毗睫偶氮-5-二乙氨基苯酶]分光光度法、激光荧光分析

法及脉冲极谱法.常量牡采用EOTA络合滴定法.微量牡用仕试剂分光光度法.裂片元素的

活度测定，选甩高纯错探测器及S-80 型 y 谱仪.

3 结果与讨论

单循环溶剂萃取流程主要由牡、铀共萃取槽( IA).佳、铀介离槽(lB)和铀的反萃取槽

(I e)组成.着铀产品需进一步净化，铀的补充萃取循环由铀的萃取槽(20)和铀的反萃取槽

(2日组成.推荐流程的工艺参数细图 l 至因 3 所示.流程的主要技术指标如牡、铀的收卒，

址、铀的分离系数及裂变产物的去污系数分别见表 i 王表 5.

1"- 是工艺流程的关键所在，本研究提出两个 IA 工艺参数方案，方案(I)是采用单酸洗

撩.与西德推荐流程中 IA 的工艺参数相近.方案(2)的工艺参数尚未见文献报道，它的优点

是采用低酸进料和双酸洗涤，更有利于避免产生三相和改善对裂变产物的去污效果。两个方

案的址、铀收率均大于 99.9%(见表门，且在实验操作中未曾出现过三相，

程 1 工艺流程的址、锦收事及址、铀分离Ii舷

收事 (Yo ) 分离系11:'
班 瞿

铀 世 6(Tb /U) MU/Th>

IA >99.9 >99.9

单循环梳理 III >99.1 〉叭.9 (I .2-1.3)XIO· (2.8-4.0)XIO·

Ie >99.9

2D >99.9 >2. Ox 10'
铺补苑净化班程

>99.92E

• B(lb/U)为铀中陈世的分离系戴 .B(U/Th】为缸中除铀的分离..敏.



品I I会ilJ273

lAW lA最佳..方鑫U)

lAX lAT

l ZJDaIlL

HNO.

IAF

IA 最佳班程方集m

'

固 I 址、铀分离净化工艺流程 IA 最佳工艺参敛

寝 2 lA 的主要翻片无寰的去湾裹锺(OF)

'!II!片元.取自 404 厂混合貌片槽辙.~-e均为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稠照铀的榕解穰

推稚 改造去污的 DF

班院 强化措施 "'Zr·"Nb lUau IlMoRh wee 'oft("e U l'CI

推 未作处理
3.7XIO· ιOXIO' -I.OXIO' 2.0XIO'

.n -2.')( ;01 "2.6XI0· "6.0XlO' • 4. OX 10'

料被加鹏95'C保温3h 1. 0-10' I. 且 XI阴 >4. 5X 10' 9.IX 10'
寡

除1J1脚娃理外 lAS 中加
(I)

0.01"回/L.EDTA
6.3xIO· 4.IX 10' >1.7XIO' I. 2X 10'

推荐 未作处理 1.2X 10' 6.0XI阴 >1.7XIO' 1.9xIO·

Ii第 "榄加麟处理.1峰、
(2)

中棚。.Olmol/L团>TA
8.9XI0· 7. 8x 10' >1.5X10' l.lXIO·

西德
未作处理 2.IXIO· 2. Ox 10' I.OXI&' I. 3X 10'

班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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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lS

O%TllP-{t i由

IBFUAP)

。.14 mol/L Th

lBU

ICX

O. ∞5 moIlL

曲，。‘moI/L U I I HNO,

1.0

lCU

图 2 18.IC工艺参敷

寝 S 18 的去污系It

(IC)

ICW

DF
橄榄

"z,,-"Nb IOSRu 1M且h 1-I ICe [..-ICc

18T 1.5 3.0 1.5

IBU 2.0 1.5 6.0

寝. 2D的去污系'监

赞同兀冀

DF

'5Zr _I5Nb

3. 5X 10'

1~'Ru I08Rh

6. 2x 10'

I"IC~ 101吨::c

-1.0)(10'

叶'<:5

I. OX 10'

6

寝 S 推荐方事(1 ).(2)的址、铀线s去污慕'撞

DF
施 租

I~SRu loeR.b IiZr-"Nb UICe ...-ICe

方案。》 1.23><1 0' 9.45页 10' >2.55>< 10'
tt.编

(2) 2.28>< 10' 1.34日 10' >2.25>< 10'
1fI翻环赢徨

，、 1、， 6.11>< 10' I. 39X I ll' >1.1><10'
铺魏

(2) 1.25>< 10' 1.96日 10' >9.9XI0·

帽1线二循环梳根
(D 4.20X10' 4. 81X 10' >\. 65X 10'·

<2) ;.15XI0' 6. 86X 10' >1. 49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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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3 铀补充萃取循环 2D、2E 工艺.It

由表 2 所列的裂片元素去污系敬可见，料液加 0.3mol/L 脐 95t:保温 3h 及洗摄液中加

入少量络合 $1如 E町A 对改善钉、倍、键的去污是十分显著的.脐在加热过程中会渐渐分

解，不会增加废物的体织，同时实验结果表明并不影响佳、铀的收率.洗襟液中加入 0.005

O.Olmol/L 的 EDTA 与国外采用 Na~. 梳理相比较 .E盯A 效果好得多』用量与 Na，PO.

相当或赂小.显而易见，此法是可行的，因此工艺中引进这两个强化措施对改善工艺放能是

十分必要的.

从 IA 的两个方案比较可见，双酸洗涤方案 (2)的去市效果比单酸洗涤方案(\)好，因它

分别满足了钉去污要求高酸，错、镜去污要求低酸的条件，使官们在分别的两个洗古董段中都

有较好的去污系数.另外 EDTA 二纳盐是加在洗禄水中，使其溶解度有保证，更有利于发挥

EDTA 对错、镜的结合作用，因此推荐的酸性进料、双酸洗糠流程达到了国外欠 II进料的双

眼洗涤流程几乎相同的去'污效果.

IB.IC 主要实现佳、铀的分离和铀的反萃取，以便分别得到位、铀的产品.在此工艺参敏

中，酸度是直接影响到址、铀的分离和收率的主要条件，为此对 1皿及 1α 的酸度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从而得出了最佳址、铀分离 lk铀回收的酸度条件.对裂变产物的去湾而言 .18 有

一个小的去得效果〈见袤的 .IC 的目的不在于去污，而是实现铀的反萃得到铀产品.

为实现铀产品的补充净化，由单循环铀反萃取槽(I e)得到的铀产品液 lCU 经浓缩后再

进行铀净化的第二循环处理.第二循环选择 6%TBP 为萃取剂，料液硝酸浓度为 3-4mol/L

时，则钊:、铀分离系敬较高，通过多级迫流萃取实验，提出了如团 3 所示的工艺流程.实验结

果表明.铀收率大于 99.9%. 铀中除仕的分离系数目 (Th/U)大于 200( 见表 D. 由表 4 可见，



20 在进一步除仕的同时，对各主要It片元素有一个很高的去污系数.即 1 0'-10' 之间.结

合第一循环的去污系敷计算可知.tIII缉通过二循环后对主要裂片元寰的去污系数远大于

10'(见褒 5)，英放果与西德设计的'自缉三循环流理相同.

附注=分析测量工作由何黯..李'好、尹精让、=…·、王敬完lit. 精华大李德健研究设计院朱永虫U2:

授、焦蒙洲副敏捷对工作蟠于关心与'励.谨B: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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