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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述了一个智能化的流动注射式铀自动分析仪。铀含量为0.02

-500 mg/L 的液体试样，可以不经任何预处理，直接进行测定。仪器

的流路系统具有一个对铀有特效富集能力的革取色层柱，对痕量铀

进行浓集和分寓，使仪器能适用于各类复杂试样中痕量铀的测定。它

采用 Br-PADAP作显色剂，加入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六烧基咣嗖在

水相介质中测定铀。试样分析速度为30........90样决Ih ， 测定结果的相

对标准偏差为1%-2%。经工厂和实验室实际应用考核，取得了满意

结果。新设计的多功能自动注入间具有自动更换试样注入体积和多

位路切换功能，可以方便地改变测定的范围和项目，能进行多种方式

的流动注射分析操作，从而它也可以进行其它物质的流动注射自动

分析.具有通用仪器的功能。



A NEW AUTOMATIC ANALYZER

FOR URANIUM DETERMINATION

(1" Chinese)

Xia Buyun Zhu Yaokun Wang 因n

coog Peiyan Zhang Lan

(BEll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ETALLURGY. CNNC)

AB..l;)TRACT

An intellecutualized automatic analyzer for uraniu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low injection analysis (FIA) has been developed. It can directly determine the ura

nium solution in range of O. 02 - 500 mglL. Without any pre-process. A chro
matographic column with extractant. which has special ability to enrich uranium.

is connected to the manifold of the analyzer. In which the trace uranium is concen

trated and separated. The analyzer is suited for trace uranium determination in

varies samples. The 2-( 5-bromo-2-pyridylazo )-5-diethyi-aminophenol (Br

PADAP) is used as color reagent. Uranium is determined in aq.Jeous solution by

adding cation surfactant. cetyl-pyridinium bromide (PCB). The rate of analysis is

30 to 90 samples per hour.τ"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determination is 1%

--- 2%. The analyzer has been used in factories and laboratory. and the results are

satisfied. The determination range can easily be chanbed by using a multi-function

auto-injection valve that changes the injection volume of the sample and channels.

So. it could adopt varies FIA operation modes to meet the needs of FIA determina

tion for other substance. The analyzer has univers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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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铺工业中各类物料的偏含量，是极其重要的控制参鼓.它与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生产安

全、环境保妒均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蚀工厂中及时准确地对铀进行测定一直是一项令

人关注的事.为此，人们对铀的在缉撞测和自动分析均徽了不少工作。-川自从撞动注射分

析技术(FIA)搜出以来，蛐自动分析方法的研究即开始采用这一新的技术.在缉萃取分离、

富集和在钱还原的方法已有报道IH1. 但采用这一原理又能很好适应各类试样分析'固定的

蚀自动分析设备的研制，尚未见报遭.

本文根据我们近年来对铀的流动注射分析方法的研究IB·-u1.研制了一种测定铀的自动

分析仪嚣，通过新设计的可以自动改变注入试样体棋的自动注入间，自动切换量霍，可满足

。.02-500 mg/L 浓度箍圈各类试佯铀的测定.仪器采用一种特效的萃取色层分离柱，实现

了铀的在线分离富集.它在测定范围、灵敏度、精密度、分析速度和流路的简单化等方面均优

于目前文献报道的指标.仪器在实验室及工厂进行了近半年的现场考核.测定结果正确，分

析速度快，适应性强，工作可霉，受到了分析人员的欢迎.它的研制成功，对核工业部门铺分

析技术的提高起到了狈极的作用.

1 铀的流动注射分析方法

目前报道的铀的流动注射分析方法[M1.莫测定范围多在 mg/L 范围内，因此尚不能很

好适应铺工厂中一些浓度更高或浓度更低试样的直接测定.本工作制定了一个采用同-试

剂和管路条件能直接测定试悸中浓度范围为 0.02-500 mg/L 铀的方法.

1. 1 试剂的配制

(l)载流 C，含 0.8%氟化制(NaF)和 0.5%环己统二舷囚乙酸(CYOTA)水榕液.

(2)混合显色液 R，取 0.05%澳代毗晓偶氟二乙胶基苯盼(Br-PADAP)乙圈'搞被 37.5

mL.加λ25 mL 4%+六烧基毗睫 (CPB) 乙醇精液 .70 mL 10% CYDTA 水榕渍. 125 mL

27%三乙蹲踱缓冲液(pH=8.0)耀合均匀.

(3)铀标准槽液 z 用常规方法配制.

1. 2 方法的.幅图

方法采用 Br-PADAP 作为铀的显色剂，加入表面活性剂 CPB 在 pH""'S. 。的三乙酶胶

水相介质中进行测定.载流中加入氟化制和 CYDTA 掩蔽可能存在的干扰.为了采用相同

试剂和相同管路参数完成不同含量试样的测定，设计了下述的流动注射流蹄图(囹 n ，它通

过一个专门设计的、可以自动变换注入试样体积的阀来改变测定范围.当注入试得体fP，、为 3

μL 时，铀的测定范围为 30-500 mg/L，当注入试样体积为 30μL 时，铀的测定范围为 2-30

mg/LI铀的分析速度为 90 挥次Ih. 测定更低浓度试排时，将一个对铀有特效富集能力的微

型萃取色谱柱切换孟取样位置，采用计时取佯的方法，使一定量的试样，通过鱼居住进行富

集.然后切换室就流位置，用载流梆洗进行测定，改变取样时间可以测定不同浓度范围痕量

铀.当取佯时间为，60 s 时.测定下限可达 0.020 mR/L 惰，淋洗时间为60 s，因此可以在 2



min 内完成一次测定.为了细快反应速度，反应灌合螺旋管通过恒温细热器加热至 45 'C .提

高反应温度$载流便用前也应加集至 45-50 'C .并贮存在能保温的容器中.预热戴麓的另一

个目的是除去榕解在溶液中的气体，以避免其进).系统中细热后需出.

lUI/min

3.01t- w vi
e I Z.I

R 11.4

F

图 1 .由测定的流黯茵

r，.动裹， c. 醺施， R，嚣告墨色穰， H，恒·捆，鸟11.45"( ， M. 耀舍'篝霄. .0.5mmX200cm , V，自动注入帽， L.

色'佳或取悍环.s. 试悍， W，应弃寝， D. 光厦幢测器.

1. J 不同浓度铀测定的工作曲线

寝 1 30-5ωmilL铀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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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为: 0.9998. 试佯注入量为 3μL.分析速度为 90 样次Ih.

寝 2 2-30 milL铀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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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9996.试样注入量为30μL.分析速度为90 样次Ih.

痕量铀采用在线富集的方法进行测定.控制不同的富集时间，可以适应不同浓度范围铀

的测定.当试样流量在3.0 mLlmin、富集时间为 60 s 时，测定范围为0.02-]， 0 mg/L.线性

相关系数为 0.9999( 见表 3).

寝 3 0.01-1.0 mg/L铀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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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流量在 3.0 mL/min ，富集 Mill] 为 30. 时，测定范因为 0.2-2.0 mg/L.线性相关系

l 数为: 0.99:99( 见表 4).



寝.. ..卜Z. .../L铀的2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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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A- I 型铀自动分析仪

已经有几种流动注射分析仅在市场出售.为了适应测定范围和分析项目的变化.霸要改

变流路参数，得到不同分散度.本实验提出采用自动改变试样注入体视这一新的设计思想，

设计研制了一种可以在大范围内自动改变管路分散度和自动完成流动注射多种柱操作技术

的全自动流动注射分析仪.官既能很好地满足宽浓度范回铀的测定，也可以在不需要重新对

管道进行组装的情况下，适应多种项目的测定，从而大大方便了仅嚣的测定操作.使仅需具

有这一特性而新设计的多功能自动注入阀与通常流动注射分析所采用的阀不同，宫不仅可

以完成徽小体积及大体和、试样注入的自动切换，而且还具有多位路自动切换功能，因此为流

动注射分析新方法的开发提供了条件.仪器在单片徽机系统控制下，实现了智能化操作.

2.1 流动注射流路系统

仪器的流路系统由蟠动泵、多功能自动注入闽、反应管、色层枝、恒温加热器等部分组

成.

2. I. 1 蟠动泵

宫是由一个固定转速的电动机驱动一个人液柱的转筒和两条不锈钢压带组成.富于弹

性的硅橡腔泵管在转筒和压带的挤压下，促使南液进入流路系统.泵可以同时输送多至 4 路

不同流量的液体.采用不同内径的硅橡胶泵管可以改变流量{见表 5>. 泵的流量范围为

0.8-3.0 mL/min. 流量变化2h 内小于 1%.泵管使用寿命在200 h 以上.在计算机控制

下，泵可以根据测定的要求自动启动和停止.

寝 s 泵管内径与流量的关泵

襄啻内径(mml I 0.8

楝量Cml. /min】 I 0.8

1. 0

1. 0

1. 3

1.4

1.5

1. 8

1. 8

2.1

2.0

J.O

2. I. 2 多功能自动注入阀

该阀由阀体、定位机构、驱动电路和驱动电机等部分组成.阀体的上下定子有 8 个通道，

可分别与管跻连接，阀体的转子上有 6 个不同体积的取样孔和两个取样环，在逃行试样注入

体积选择时.计算机根据键入指令，将选定的取样孔或环转动至试样流路上，自动完成阀注

入体积的自动切换选裙，进行注入操作时，阀转子的取样孔或环将切换至载流流路上，完成

试作It入操作.并在规定时间内l退回到试伴流路，以便j)1新进佯.阀在计算机控制下，可以

进行正、反 [uJ转动.也可以进行多l转角位的转动.配合自个通道管鹏的不间i直接方法.可以进

行合并带采样，区域采佯、时间采l样，试剂→试问;…试剂或试伴 试i'!tj-试样、双注样等多种

s



方式的采样.另外还可以利用阔的特殊结构进行单泵的间歇'晨作和准确的停班操作.在注

入阔的转子上，连接一个徽型色层柱，利用阔的多转角转动的功能.可使仪"完成复杂的色

层柱操作，细吸附一游洗一再生操作，吸酣-一次揭~~庭一二次游洗一再生撮作等，这一持有

的功能为建立高效分离富集及多组分联合测定方法提供了可能.

注入阔的小体职取梓量分为 3、 6.8 、 12 、 17μ..大体权取样量由两个环确定.它们可以

根据雷耍，在 25·-250μL 间选定. 10 次注入体棋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1 Yo.

2.1.3 色层柱‘反应管路及恒温加热嚣

设计了一个U 型徽型色层桩，往内坝入对铀有待效富集能力的树腿.直接连接到注入

阔的转子上进行工作.这一结构方式，大大降低了操作的死体秧，从而可以在蚀富集后.直接

进行游洗操作.

混合反应管为φ0.5mm的禀四.乙烯管，需要加热时可以盘缠在恒温加热柱上.分析

管爵通过一个管路组合块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组合块上在两个三通、一个四通连接嚣，

因此可以进行多神形式管路的组合连接.

恒温加热器由加热柱、加热元件、温度传感器、控温电路、测温电路等部件组成.它可以

使混合反应管和流通比色地保持一个恒定的工作极度.加热温度可在室温至45"C内调整，

恒温精度为土O. 2"C.通过测温电路，计算机可以显示恒温加热嚣的温度值.

2. : 仪器的错机系统

2.2.1 微机硬件结构

仪器使用了一个8031 单片饥扩展系统，其主要结构见图2. 徽机程序固化在8 k 的 E

PROM(2764)中，一片放的RAM(6116)用来存贮中间数据和测量结果数据.8031 的 PI 口

用作间和泵的控制.显示器和键盘通过锁存器联接在总线上.8155作为驱动TPμP-16B打

印机使用• AID转换器 MC14433将光电管经前置放大器送来的镇拟电压转换成3.5 位十

进制数字信号，由8031 采用中断方式读取，其采样周期为5 次Is. 计算机计算出吸光度值，

自 0832D/A转换成相应的模拟信号，供记录仪使用.

比包恒温装置中放置一只集成温度传感器AD590.官具有 1μAlk 的良好线性电流输

出.在负载咆阻上形成的电压信号可直接输J1J MCI4433进行 AID 转换.测温精度为土

O.I·C.
2.2.2 徽机的软件设计

仪器工作软件的总流理固见囹3.

按照流动注射分析的一般过程，先求得标准曲线.然后进行样品测定.由于测定结果取

自注射峰与基线吸光度的差，故仪器开机后安排了"基线确定程序".当空白试剂流经光度检

测辑时，仪器显示的是基线吸光度值，按下运行键，仪器将此值记忆，供以后运算时用.在"基

线确定"这一阶段，按动I 、 E 键，可使注入间正、反转45'.用于检查问动作或子工测试佯品

用.拨动一个温度显示开关时，可使显示器显示恒温器的温度值.仪器可供程控的参数有四

个 z 取得量选择，分析自动结束时间.注入阀正反转间隔时间，标悻重复测定次数.这些均可

在"参敷设定"阶段按动敖字键任意设定.一般比包方法可以不必每次标定，故仪器设计自

"是否要标寇"的提间，按下数字键O.丧示不标定，仪糯迸入团3A 流理.这时键入截蹄!A 和

斜聋{B 值.就可进入"样品测定，.按数字键1.表示需要标定，仪器进入团捕的梳理.这时



可通过It字幢幢入标样雄度.接设定的次It进行诙标样的II先度值测定.一个或多个标样测

定完毕，仪器自动进行线性就非线性回归.打印wal! A、斜事B、续性相关系It R值.然后

显示"标定认可否"的提示符.操作者可根据标定时历次测定的囔先度值及相关系鼓 R值，

判定标佯测定是否满意.著不够理想，可撞下复位键重新测定某一点或儿点标样的囔先度

值.这一功能饭大地方便了操作者.在"样品测定"阶段.测定-个样品后，显示和打印il样

品的浓度初编号.为方便探索性试'量，提供了打印挥晶测定全过程囔觉度变化曲线的功能.

另外，还设置了"查阅撞撞'程序.在不使用盯印机时，可通过撞.和显示D.查阅各种.鼓

川、B、R 值儿基缉囔觉度和所有披测撑晶的浓度值.在·撑晶测定·阶段，测定多个样品后，

还可重霸测定基绢，用萄的基绪值取代原有基缉值参加运算，提高测量精度.

Vee

V. VAG

图 2 徽机~统硬件结构圄

7



tA不保定斗髓 AA墨 A. 1t牟 Bel

M斗面文革于--fi丽豆

，--L!些凹匹些主lt 巴..，可否
!• L_,
; @豆豆~:
:--..，.帽画一-- -一---' I

- ---量"事宣靠几点- - - - - --_.!

显示.fT印缸'

'配盯审·蝇

因 2 仪'王作软件的单梳理图

仪器软件编制的一个持色是，使用的功能懂敷量少.在通常的操作中.只用两只功能键

(运行、复位键}即可进行工作.这大大方便了使用者.防止错误操作.

软件还包含一些自栓子程序，当开饥或总消后，首先对EPROM中困化的全部软件进行

检查.测定前对仪器有无漏液，恒植嚣是否越温度和党度计电源进行检查.拥有差错，就会

出现出错提示符和报警声响.

2.3 先Jl怯测器

光度检测嚣〈囹4)是由光源、造镜、流动地.It光片、光电管和前置放大器组成.采用Jl'!

接收元件一一单光路结构.

光源使用了一种离稳定性的澳鸽灯，官色也高，发光强，寿命*.测定的i皮*范围可扩展

到 340-800 om 间.单包元件为离性能的三腔介质膜窄带干涉滤光片.它具有良好的单色

性.在光路上保证τ检测器在宽的吸光度测定范围与Iff液浓度里线性关系.铀采用中心透过

波K为 581 nm 的 It光片测寇.为使仪器能适应we:物质的测定，还配备了405 、 480 、 500、

545 、 620 nmS 种不同透过波长的油光片.官们可在本满足在可见光区比包测定的宿要.6 片

滤光片安装在--个轮盘上，变换时，只需拨动轮KIL.将j孟rei皮氏的滤光片置于光跻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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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4 先a撞测'

光电管具有蝙窗式偏僻铠光阴银.先遭响应范围为 300-850 nm.

流动比色地的矗光乱径为112.0 mm，光路*为1 an，体极为31 ,.L.G放置在一个恒温

加热块中，可以固定在某一温度下工作，这为一些'要加集提高温度和动力学测定方法提供

了方便. ~照国家计量俭定规徨JJG178-81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撞定规程和JJG375-简单光

束紫外可见分光先度计栓定缉徨对光度检测器进行了测试，其结果卸下z

(1) 囔光度稳定性的测定

A 电源电压变化对吸先度的影响z 在 198-242 V 范围内改变电源电压，吸光度值霞

有变化.

B 吸光度的漂移量 z 开启仪器预热 45 min 后.插入干燥的流通池，将仪馨的吸光度设

置在 0.050 处，连续记录吸光度变化值，仪器吸光度漂移值每小时小于 O.002(见袤肘.

表 6 哽先ail.值测定

时间 I ..31 '.N '.31 II,DD la.3I

囔先度 I a. ..a I. ..a a. an a. a53 •. aS4

(2) 吸光度测定的准确度

JfI--tJl标准中性谴光片测定了它们的吸光度值.并与标准伯{由中国it量"学院标定〉

进行比较.结束见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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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表明，吸光度检测器的主要性能均优于规程要求.

2.4 仪器的电子学电路

2.4. I 仪穗电.电路

为保证i:il.穗工作电源的稳定性及可靠性，稳压电路均采用集成三端稳E块电路，宫的电 l

应调整率、画源的指标保证了仪器徨定性的要求.

集成三端稳压电源本身提供了过热咽过流保护.仪器在电路设计上提供了输入端欠压保

护.

2.4.2 制温加然也路

10



恒温加热器采用镰蟠线绕制的小型电热芯作为加热元件.控温功率嚣件使用功率 V

MOS 管，它具奋输入阻抗高、工作灵敏、可靠、线路简单等特点.

由然敏电阻等构成的测温电桥与运放组成温控电路，其原理图如下(见图 5) ，

V 标准
。』←

RtlR,

V.
W ,n.....:

R. TR.

恒温帽换

V+

RL

调零

+!2V

VOtJT

图 5 恒温加热电路原理圈 圈 6 曲.tit大'

测温电桥 ; R，R， 组成的分压器为运放正端提供了一个数值固定不变的参比电压 V.. 热

敏电阻 R， 和电阻 R. 组成的分压器则为运放负端提供了一个控制电ffi V.. 由于也随温度

升高其阻值减小，使得 V. 随之上升.当恒温器温度下降时 .R， 值增大，使得 V. 值下降 .V，与

参比电压 V， 比较的结果，引起运放输出电压的变化.当刚开始加热时 .V.« 叭，此时运放

饱相导退 .V， 为一个正向高电平.V-MOS 管全开通.RL 上流过工作电流，进行加热.当温度

达到预置恒温点时 .V. 接近 V..此时 V， 正好为一个略低于 V-MOS 管开通间值电lE .RL 无

电流通过，停止加热.

调整电位器 W"可以使参比电压发生变化，从而改变恒温器的设定温度值.仪器实测温

度戒动范围运土O.2'C.

2.4.3 光电信号前置放大电路

光度检测器用光电管作光电信号转换.由于其输出电流为纳安级，因此光电信号的放大

使用了高性能运放CA3I40. 其放大倍数设it为 K电I.因此宫实质是一个电压跟随嚣，起到

咀抗转换作用(见固 6).

CA3I40 输出的信号经"满度"电位器调节到所需要的电E值后，送到 AID 转换器作放

字处理。

3 仪器的应用考核

用本仪器测定了 6 种国家一级标准铀矿石试佯。称取适量试佯加入氢氟酸和硝酸，试佯

榕解后，稀将至定体积，根据铀含量的不同，用不同的量理范围测定试伴中铀含量，结果见袤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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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iI固定值与每襄值比.

椰晶.~ 事假，测定捕.("】 樨醺值("】

GBW-OfIOI 3.23 3.2'

GBW-嗣104 。.0715 0. 0726

GBW-嗣lOS 0.413 。.us

GBW-04I06 。.0524 。.0504

GBW-04I08 ι0078 。.0079

GBW-0410' 。.0117 。.0117

对不同浓度试样测定的精禽度进行了测定.10次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1 Yo •

寝'测定的橱..

样晶窑" 回定结果(milL) 平均值f吨IL】 保事偏肇(milL】 相对标准偏差("】

O. 2485 o. 2455 o. 2505
离于交候

麟洗檀
。. 2428 o. 2485 0.2490

0.2490 0.0028 O.gl
。. 2419 O. 2511 o. 2528

!R-3
。.2500

11.11 11.24 11.26
离于交撞

11. 15 11.31 11.35
自串慌班 11.235 o. to 0.91

11. 22 II. IS 11.42
!R-17

11.14

121.6 120. g 122. 吨

123.6 122.3 124. I
囔酣原檀 122.32 1.08 。.88

122.6 123.5 121. 5

120.8

试制的两台仪器，分别在国营821 厂二分厂实验室和核工业化学计量站进行使用考

核.在 821 厂，用其中一台对放射性废物处理工艺研究中的试样进行了测定，并与该厂现有

的铀试剂 E 比包分析方法结果进行了对照.在核工业化学计量站，用标准矿样和某矿点工艺

研究矿石漫出掖相离子交换流出液对仪器进行了考核，测定结果与亚铁还原-饥酸锻容量法

及 TRPO 萃取 Br-PADAP分光光度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均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4 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吸光度稳寇性 z 每小时漂移小于 0.004 A ,

光皮准确度:透光率偏差优于 0.5% ，

测定量现fE，相对标准偏差小子 1.0%;'

分析速度 z 般为 30-90 样次/h ，

12



恒温加热器控温精度s 土O. 2'C.

铀测定性能指标

测定范围. 0.02-500 mg/LI

重现性z 相对标准偏差小于1.0% ，

分析速度. 1-500 mg/L 40 sl佯 F

0.02-1 mg/L 120 sl样.

5 结束语

(1)本工作研制了一种可适用于铀地质、铀工业和环保部门的怕自动分析仪.官具有彼

宽的测定范围和很高的灵敏度.本仪器采用流动注射萃取色层在编富集分离的方法，可以适

应各类复杂试样和痕量铀的测定.铺测定的管路简单，工作可霉，适应性强.它对提高铀的

分析质量和速度有重要意义.

(2)本仪器新设计的多功能自动注入间，在徽机控制下可以自动变换 8 种不同的注入体

积.在大范围内迅速自动地改变体系分散度，从而仪器能自动改变测定范围或快速地变换测

定项目，大大地提高了仪器操作的方便和工作的灵活性.

单惠芬、查丽华、张佳兰、崔松如、蔡振江和高燕菁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张玉茂、岑运

鄂、高良才筝同志对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待此玫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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