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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叙述了测定纳中氢的方法.取少于7g 金属纳样品于特制的样品

盒内，经电子束焊封后，装入与超高真空系统相连接的样品管内，在

预先抽至 10-5Pa 以上的高真空后，将样品逐渐加热到700'C，由此测

出纳中释放出的氢.该方法可测氧的范围为20-150用.偏差系教约

为 20%0该方法用真空下的电子束焊封代替氢弧焊，并将离线取样和

在线动态测量结合起来，是-种较为方便的离线测氢方法.



2回E DETERMINATION OF HYDROGEN IN 筑)DIUM

BY VACUUM EXTRACfION

(I" CAiIIne)

Qi Linkun Wan Gang Wen XiJneng
sun 剧院ng Jia Yunteng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llING)

ABSTRACT

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hydrogen in sodium is introduced. The sodium

sample. which is less than 7 g. is put into a thin iron ca阳ule in argon atm臼phere.

the capsule is sealed by electron beam welding and heated to 700'C in a vacuum

system with pressure less than 10-sPa. then the hydr，句~n relea键d from the vacu

urn system ran be determined.τ 'he determined limit by this method is 20-150pg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20%. This method uses electron beam welding to re

place the argon arc welding and combines the off.-line sampling with on-line mea

suring. It is an easier off-line measurement to determine hydrogen in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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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铺M~1l中.氢是捕中主雯的非主属杂质之-.t-:主要豪源于恼与水去水燕气的眨应U

&漏i曲事放.排主要l1霞'串氢、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的形式存在于曲'中.它付反应堆安全、结构树

"的tIL腐蚀等特性且在草委的影响.因此.在·必要测定销中氢的含量.

讷巾氨的离线调定方法11真空抽取法.司后齐回流法和同位意稀篝法.常用的是真空抽取法

(立的:扩融法).它是基T高温 F氧 ~;t铁或银具有校高渗透辜的特性.1949 年.Pepltow itT.阳

I'roundl I r将锅样用氢弧锦啻封在恢盒巾，在真空中加热3月~ 700"('.此时制中的氧以气体影式透

过铁阜进入真空系统.并根据气体通过高温氧化铜氧化后系统气匠的变化时氧进行测在.这种

疗法:耐得 r曲曲中 50 ppm 左右的氢. Walker 栩如ecj;';在此基础上进行 r改造.用佳作吸氧俐.险

测限达到了 I ppm(相时 8g 俏丽言人 D.O. Utina 初I.. Sim庐on'川用专门测氧的气体色后法代替

IE flit.检测限达到 r 5 g 锅中的 1 ppm 氢岔蟹的尔干，另外.来用真空抽取法的在线氧计已

(lfl! 大发展，这种氧ih响最快速、为-使、准确，已广泛用于快堆销国路中.特别是耳f二网路'II菜

飞发'I:器水 1世漏的 111 i喇'..rUi很高的吨1ft价 fiL 清华大学已时在ft氧 it进行，一条列的侨

。:线氮计，必须阀定 r纳回路上.灵活性很小.lh+费用的昂费而不能在fij--纳回路L-.在-装

oft丁!1氢汁，因此.为满足各种讷 ~II路纳中氧给忻阳帽i曲事攸检i刚等妻求，我们研制:1:(…1号:

fFi 纯的测氧装i'L

I JII! if:分析与 ffi71

1. 1 测量原理

~~实验装 Wi刷 'IH!'~ J1"贯 frH- {t:线氢汁的，4ft; i财 &t .I!P先将系统抽 i~越南岚宅.随后在 F停

l卡肉(-¥抽气的俯况 Flm~样，118臂，饷巾的氧进入自 1月系 ~i 并连续被抽.t.[.iJ时真空系统的!f.

II 阳离子累咆流.f.f附加热时间科lin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1m~\ IfJI,fl' .饷巾氧化例和I氢氧化例将发生 niH王成:

3"0 ('
NaH----Na + l/:!H, t

.s ~o l'
Na+NaOH -午一←·Na，O十 J/:!H，千

'I二成的筑皮榕解 I二俐 'I，(r:，氢便透过铁幌进入n空系统.产生-~的IK II 0

(I' ! UJ 费II. 系统统 flU) 勺离子束对«空系统州i宝等符合 F述关系:

I'dl.id! = -S'I' - q 十二:.q，

J\'I'; I ig~系统11 担!.

I' 真空系统lTi 力 z

凡- 离乎泵对民主f系统有效州i童 z

q 一 - / lit知i氨的扩融流最 s

工 q.- - t{空系统的泄漏气量、系统管迥内唆放气量之和.

在!计 I-. .i:~，并忽略 ~/. 的影响，IiJ i尊 F述关条式:

s , (J: 同1-- Llid• J. qd!

(l)

(:!)

3



川钳制样品川刷的· 1. .，.u为进入真空峨的的..即悖品中轴量·它归佯品
勺本眩压力对时间1p-兮之差til正比.由于离于泵电流与真空系镜压力在一定范围内战正 ~L.嗣

样品与本底离子泵电 lilt时间的映给之差亦与锅中氢古董成正比.

1. % 氢渗透遥远'撞鑫的时阎健篝

由于钱盒内外侧氢的词~Il不同〈即氢»-压不同).氨便曲高浓度侧〈校盒内〉向低浓度恻t铁

鑫外真空 fi笼)扩敬.并遵从 Fi也定律=

q--Mt
式呼I: ，，_→氧的扩散流量 z

/)一-氧时候的扩散 ~r{;

s 一-恢盒渗透面￥P，;

C ←←侯膺中氢的恙:If ，

I 一→铁嘿厚度It.际.

!tIT t-.述方程变量很~.很准准确求'事.经过→~列简化处理，可得到匍下关系式

, " ."SI
In 耻， If'I)') ::=- ←一

...,1\.'(

(3)

<n

式中~ c' 一 -I 时到附中氢浓度 z

f"" 柯 !if. 锵 'I' 号~itlt:

.b---氢在铁盆中惨遭系 fl:

h-' 氨在制巾的解系 fl:

.W - _.-俐的质电h

I 一铁喂!事度.

lil t-.式算出在 700(.9!)'，/，的氧械抽走所 m时间失136 min.考虑到实际测量OJ. 从室温到

700(加热过程中氧巳布告1I'Jt it雹:1: ，需时f~J~5 min ，因此估计!)!)%氢被抽走所用时间60 min 已

足够，

2 '9~验及结果

2.1 测量萎置

洲啦!接景如罔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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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 筒中氧的测量寝置

1- --曹武窜'口一-集电属 t幅幅窜温瘦壁嗣 i量 h卜→幢幢'川一←愣品 A;~一，崎离真 ""N ， b一-罐离事空姐'哥 ; i

寓 F 缸;~---~-f- .;9一一事冷I'Y嗣 fi !t ;10一←岖.空髓.;11 帆'‘雹川2←→健医氯气罐; I]一一高压氧气..

%.2 取稼银盒

钱鑫尺.J-见!到~:

%.3 主要试剂 盐横、硝舵、内阁、天水乙鹏及黄糖.均为二级试剂

%.4 实验方法

t~过→系列条件实验，确认以下测量Jt费 2

(I)在氧气保护下将纳取入预先清洗并经高温脱气的铁盒，用不锈

钢密封资简转移至咆子束停机上进行电子束得接密封、检漏后.

转移到佯品管巾.

(~)可真空系统不同部位以不同温度缺烤除气.达到10 'Pa 以下的

高真空.

(3)以一定的加热速率加热悖品管直到70OT:恒定.同时用简高真空
因2 政体铁怠

ih则~系统压力.记录离子泵电流，以进行数据处理，

(I)计算压力或离子泵咆流对时间的事l纷面积.求:lJ氢含量

%.5 氢的标定

在:前面的理论分忻巾，近似得到了销中氢含量与真空系统压力或商 F泵电流的关系.但不

能在接从所 i购得的压力与离子粟电流准确计算出氢含量，因此，需要通过向锅中定量加入氨来

f，/;寇，

实验选用费籍作为标廉物.将事哥德水ffJ液定量滴加锦片上烘干后转入佯晶盒，并在氢气循

环净化手套箱中定量取倒进行测量 1·1.在实验中以同样条件下同等量高纯饷作本底予以扣除，

因3、』怜 JJIJ 为一个标样的测鸳记录结果及 11后得到的标准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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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3 氢If为随时间的变 It飞讪民a. IO!.III)

‘o 10 100 1%0

"申a的禽量 E用3

回~ tJ画~与氧含量的关系

to

%.6 篝品的到定

H f' liil路中的销.uI将预处理好的样品盒在手套箱中转移到取样器中:".进行网路取IT.

而进行测量.f!!i'lnl 萌为 11: .由于条件所限.未能进行该项实喧.

ft们付 1:业制样进行 fi喇壁.由于工业锅中氢含量较高.故在于套箱中切取不越过I g 的

作品披入候盒中进行耸听，

去 l 列 :I: T ~·t工业例中氧的?如忻结果

寝B 工业"中的氢含量2固定结果

一一一，一一

周甸的净崎面爬 | ! 单次测'
fI }o' I川m-hz l 拙"阳'I! II暨， ~ .~ )

:5539 i U L Z + 13

7950 95.6 I -23

5383 138.1 +10

川o :r.oII: "".'11

1 O.n

O. -1 :1
，.一·一t-··· 牛

0.21

平均值 lZ岳阳m

(，11 1ft.根据峰在5g 高纯俐的体品盒的测量结果.tJl除空悻晶盒的本底，由标准曲线求得高

吨钢巾的氧含量.结果见1<，'.!.

寝' 离鲍'向中氢舍量测定鳝果

h 禽刷纯峭M忡.岱'Iν' ! 【川I川y川1川
: ~鹉"帽的"崎圃#幌P. ! _~_. I I

:1-r
6

平均值 li. 5o ppm



3 H论

3.1 氢压力和虱子电法随时间变化的分街

罔3提氧压力随时间变化的图形.从田中可以看出.压力随时阔的变化里跑与理论分析时

间悖的趋势.大畏要过60 min 后.压力和离子i'i降到700"("时空鑫本雇的水平.与理论计算)

ft. 1吨此在进行峰画织计算时欧1=0到创 min 之间即可.从团中还可以看出.压力随时向的变

化曲f竟有三个峰.奠中第-个峰不太明显.后雨?峰比被捕C.筝一个崎大霞在150"("左右出

蝇.这时钱拿表面回厦酣气体的眼气蠢事达至假大值z 第二个曲事出翅在~Ul开始后的大约:!:!min

~Ai·此时温度约为 S80r.这主要是 NaH份.后氢气的惨遭量达到巅大的时候 s第三个峰为

捕中的Na佣或加入的~幢与制反应黯费.再次使氧的渗透率达到阪大值.需要说明的是.由

r-氧渗透过恢履进入真空系统后到测量仪袭对.响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热传导也需要'

主的时间，因此.呼应峰值的温度比实际均出现'靠高的温度要离.上述三个峰出蝇的时间都吃

吗比实际测到的时间要键前.支醺报道的 NaH 的计'事温度为 380{' .NaOH 与 Na 辰应的温瘦为

150 t

3.2 遮羞的巢军及分析

非实验测定的误差主要来源于U下两方面=

(I)由 r样品盒卒勾畹酣_.~气体，不同的样品鑫属育不同的啧附蟹.为减少这个误差.妻

尽 Ilflt硝少盒叶'气体的吨阳键.因此.岳坪i保证样品盆丧面if.!吁的光iJi度没保证体品鑫的h1t

但l 品 i品 F的眼气处理.排尽最减少在大气巾的暴露时间.这样处理后.ti主因毒带辜的误J.~ (·t
fzss 喂影响不大，

(~)在阵耐，鑫进行咆 y.!fi.饵 fUr((-J 转移过黯中.宵蝇间的大气事露，虽然此时盆巾 fin'\..

(1!~Jj 牟体间的墟瞰去使大气Ii .~指人.漏入的 It.. 气与讷反应带来」定的氢事底.而这个$

fj\;随空气 i1i度蠕加 I曲'附加.因此.要破少这个 i要是.岳绢i操作迅速.并且雹免在满 1也无气焊接 a

气然上述两方面 i的 i吴莲在进行栩 1..1 条件下的本底 til除时会得到l减少.但是仍 1- "1遭兔的.

这也提*方法不能测定型商量 t氧的局限性所在.

.\.结~t::

(I)乍支建证了一个简便地测定铺回路中氧的方法.可测氨的范阳在 ~O-150 周之间，变

r.~ f: 敬为~O%. 阳要i喇得更为l2t晕的锅中氢应加以改造.

(~)j复方法将前人的内线取样相当今发展较快的氢计的动态测量有饥地结台在.-起，民 m

途，足;占.实验装理简单絮，妻.

(3)~管H样品盒时，来用电 f禀焊代替传统的氢弧悍，蕾封的鑫内为真空.因此在加热汗 ill

过 fl'll. 不会因为内 ffi外高很~使铁盒破裂而引起大量漏纳及在关的安全问题.

本主作得到了张品源、张艳 J县、张忠等人大力帮助，在此- .并~蹦.

.~犬'由
rI] r，p~n，，'巾 t P. rrOl,"I'. f: R. Anal , ('htnl. '9.$9'O~IJ:IOOO

(~1 W ,i1 II1f" J A. Sf,,,. U. A阳，Iy叫 Ufi5 叶。 1 ， 19

7



:王‘0.巾oW.. o. s.酬.P.OI\ J L l~u:.，‘....刚 GE先P·'.ll. I~;

HJ G回国_v.G.....曲..a 冒.耐-问时'圆-町吨--呵'回唾S.a.-.IM'.3‘←37"

[ι: 幡.疆、J:....氢帽.4且捷的'唱E阳在锺.Il中'量Il!.槌串的蜀J{.C饵~帽&'.iI擎盒..，.199:.'

[‘.童画叶乎'蝠"翠，真空画计乎.‘r l. 圄由王量也属性.1511

[7丁 Yawn DR. I'田.Nu<I审时‘_ 191«%1>,%35

['1 ..事..属...;t帚孟司，.聋.1l.IMOII%I， 13‘-139

8



c
a!!Milll鑫*_..

原子ads摩桂dsa

(.t.2101..>
中固篝情报中心.壳...麟

'饵，锥术情报研究历印刷

食

'事 717)(1"2ν.'."'.11.. ...0 子，

1..3.5 月.t..-..1"3 筝'用髦..-....
回画N 7·5耐12-啦"岛'

τL·fot



"

CHINA NUCLEAR SCIEN旺&. TECHNOLOGY HEPO盯

"导'儿

!气?

~..................................................…................…… .
•.

•••••••

τhis 咱阳tis.园Iecl旬 αIPYright.Al r可由.e re田wld. 51阳路@回

of a r，嘟JOft阳院de写Ilia! irq)嗣$ !lie trar黯阳 d 伽e exclaive 阴b蜘ation

'9t from 勘eaul田ωto !lle JU»阔W. 胁阳t of tta 阳岛阮ation.exc昂t

ahAract. "晦ybe 晴lfOCb:ed.stor回阳也Ita bar也sor 曾画四nit恒d in any

阳m or by 割y means· eIeC馆由民 .m回国寓乱"回创:apy崎.f'臼XlftIr唱 or

d审W酶.w甜lOUt幢幢 prior WI'圳回 per胃部sian of tile P'tiiSI阳.αlina

灿Z抱ar Information Centre. l"Id'or Atm幅c Er晒gy Press. Violations laB

lJId荫'晦 prosecut阳，就tof 阶e Cqlyrigt晴 lawof Ct窗回.n悔。由13 NucleIII'

M阳回18tion C回Ire ar胃:I Atom比 Energy Press 也 not accept 拥y

responsibilily 阳阳s of damage ari白lQ lrorn 幅画eofin阳mation

阳市tair曾d 栩栩y of its r，部X川sor 面 anyα)fMUlication about its test or

investigations..
飞....................................‘.....................c.........~.....~

ISB~ 7·S022'09&~3
TL·609

CentreChina Nuclear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