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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矿石用 HF 除硅，HCI+HzOz 培出 ，TRPO 革取，5% HZCZ04 反

革取.反革取液滴入 Ti(臼)4)Z 溶液，用 NaOH 调节 pH.然后加入 ZoS

(Ag)混匀过滤.遭.渣烘干后，用内问法测量 α 计数率.制样完毕后可

立即测量，n·u、%35u 、 23ZTh 三系的各 α 辐射体和 Pb~Bi 子体不干扰.

全过程化学回收率 :98% ，但-4π 探测效率 :<95士。%.精密度、准确度

好于土4%，最低探测限取冉于 Ti(S(λ)z 的空白计数率，根据生产批

号 CP 级试剂约为: (7--23) X 10-3Bq/6mg Ti忡，经纯化后可大幅度

下降.分析周期:12 矿样/8h(ZIOpo 活度~lBq/g).



THE RAPID DETERMINAnON OF 11·PO 剧

URANIDM ORES BY TRPO EXTRAcrION-α

INNER 田二'INTILLAnON METIlOD

(l7J Chi7Jne>

Zhu TJaDXia

(BEIJING RESEARCH INSf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ETALLURGY>

ABSTRACT

Ores are treated with HF to remove St. then ZlGpO is leached out by HCI +
HzOz 回，lution. The 皿，lution is extracted by TRPO and re-extracted 响th 5%

HzCzO~ solutiOll. Ti(SO~)2 is added to the re-extractiOll solutiOll and the pH value

of solutiOll is adjusted with NaOH. then the soIutiOll is ev四ly mixed with ZnS(Ag)

and filtered. After the filter has dried the activity 臼 measured by alpha counting of

inner-scintillation method. When the sample has prepared the m四surement can

immediately carryαIt. The n田sun;ment are not interfered by a-radiators from

mu , ZJ5U and mTh as well as daughters of ph and I兑The recovery of whole

chemical pre比'e5S is 98%. The detecting effic阳iCY is (95土 1 ) Yo. The precisiOll is

better than 土 4%. The a-相 detecting limitatiOll depends on the background

counting of Ti(回~)Z' For the CP reagent. the value is (7-23)XI0-3 Bq /6mg

TiH • It can be reduced greatly after pored. The analytical period is 12 sampl臼ISh

(activity of ZIGpo~1 Bq/g).

2



,

前言

G.N.臼量和 W.J. 陆站附e\l[']给我们提供了建立一个常规'固定-lib.方法的很有启发

的线索.他们用 τ回咱在〈磷酸+盐醺〉的体系中萃取并在相似的体系但盐醺浓度'在得多的

条件下洗殴杂质.最后闲液闪 E谱测定"响据介绍=萃取效率 IMYo.国U产U产Th的衰变

链中草草宫 α辐射核素都不懂萃取，警卜铺分离因子-II'.在此基碰上.我们用事瞰反萃取、氢

氧化it载带沉淀、内闪法测量{....】代替液肉也遭测量.并对一些条件相步'做了符合实际情

况的改进.从而拟定出了一个性邃的、常规测量的精方法.实验证明，宫比沿用了七、八十年

的绎典的自电镀方法(......]具有更多优点.

1 基本分析程序

I. I 主要但嚣、设备

(1)«内同法测量装置.全套为通用 u闪烁探测装置s包括高压电ill.低压电源、交流稳

压器和 q闪烁捺头，此挥头可以取消ZnS(Ag)屏(内间法测量将ZnS(Ag)粉品与梓晶沉淀嚣

合.i-~鼓器与佯品合二而一.已取代了单疆的屏的作用).

(2)分析天平，肆量:0.1 吨E

(3)康氏摄蔷器.振次:243 次II晤时'量帽:36mm;

(4)真空泵.扭Z- l 型麓片真空泵s

(5)热解石墨地塌，30 mL.

1.2 主要试剂

TRPO-甲苯:2%(V/V);

ZnS(Ag)，K-lI型即 V8 型或阴植兰，植度《缸，m;

氢氟酸.40%，AR;

过氧化氢，30% ,AR;

4 时ILHO(AR膺液z

混合洗涤液:7. 5 moI/L ILPO.+O. 1 maI/L NH.F+0. 05 me量ILHO;

反萃取液 :5%(m/V)草酸(AR);

载带沉淀如IJ :Ti(SO. )2 溶液，1i4+ :6 吨ImL;

8 mol/LNaOH(AR)榕液.

1.3 操作步骤

1.3.1 矿右分解臂"Po窜出

称取 100 目矿样0.100-1.000S'放入 30 ml 热解百噩itt锅，倒入氢氟酸浸润、淹没矿

佯并高出约5mm，放到电炉上加热，徽沸至近于s重复处理一次.处理后的矿渣，加入8ml4

唰ILHO 和 1 ml过氧化氢，加热徽拂至 H品的气泡霄尽，再加 1 刚过氧化氢.待气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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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静置冷盘'至室温.

I. S. 2 萃'民

t1°fb 榕出攘攘用~ rnoI/LHO 全部呻洗到 SOml 罐形摹取氯肉，控制体农约 1←2OmI.

加入 10 耐萃取剂.放到靡氏摄蔷器上.萃取 2 晒.分梅后弃篝水相.

1.3.3 法海

取 10 mI攫舍先摄液加入萃取艇内.披到摩氏鬓蔷嚣上洗 jU 晒，分相后弃掉洗液.重

复洗摄.-次.

1.3. C 反革取

取 15 ml5You.c品加入萃取躯内.撞到靡氏摄蔷嚣上反萃取 1 晒I.分相后将反萃取夜

被入 150 ，世烧杯内. (用过的萃取荆以草酸反萃洗澡-lk即可重复使用』贯反萃取液带入

萃取体系末'曾响结果.)

1.3.5 氢氟化铁篝精英现撞

反萃取榕穰加入-倍燕馆水后.放到电炉上加热煮沸，加入 1 n咀 li(SO，山插班，用广范

PH 试纸指示.滴加陆OH榕液至国 8-11.稿玲即可进行制取悸品源的操作.

1.3.6 嗣取律晶磊

向烧杯内加入约300(200-400)吨ZnS(Ag).摇动使之与沉淀混合成均匀的悬浊液.倒

入内径伊~O nwn漏斗内吸撞.ll!毕后.取出载沉淀的.纸放到江外叮下燃干.进行a计数事

制量.

1.4 内问法测量和结果计算

1.4. j 内间法测量装置的操作要点

。}测量时，佯品源放置的最佳几何位置在距光电倍地啻阴极 8-15 mm 盘~[t-3) •

(2);-般α 闪烁探测装置可以完全不改变而与内同法共用{即不取消ZnS(Ag)屏).这时

的屏.已不起探测 a 位子的作用.还会吸收掉一部分内同样品源发出的荧光，镰测放率也将

由 ·111-(95土1)%下降到-70%. 好处是仪器不做任何改变，可分别用于内闪法测量及薄、厚

样品的 211 测量.

仪器的调整和测量样E，的手续与一艘a计鼓法相同.测得的试作l空白计.率为蝇(8q).

伴品加试JlIJ空白的计鼓率为.. (Bq).

1.4.2 测量结果计算

铀矿石中~I.岛的比活度A= 饵， -h J Bq/s
k.Q. ,·

式中:'1一一内向法a位子 411 楝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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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一一金霞化学回收事E

Q一一称悸量.1;

F 一一份政量5

·一一唱胁的.变橙正系..m=e飞

A-Q.侃后Ud-'.

,J.从A萃取开插，算'起.到萄量开-始liZ间的时伺同隔

活'震01藏童5乡J..-:嘎ζ0队.5Yo.故这一时阔间隔以天为单位计算.冀误量z搁量结果无明量曲g响.

2 实验与讨论

2.1 矿石纷'写'怕的藩出

'''Po非矿锦If.生组分.易于搜出及分离，据此拟定了阳"温挥发商定'1efOo的方法.费们

对此曹加以检验.结果参看表 I. 因此.用蜡钱'量掉悸品中有机豪质及分解矿石的方法是不

吁的.

寝 E 矿石中属嘈悟"…安

倍健M.e 650 100 750

.健耐饵.... " m 10

....811 且 %1士 ll.O7 1.16士也 os 也 52士也"

畏失事.X 55 " 95

'品的..响含量， 12. 5 1q

在低虱榕矿方法中.我们曾试用混合镀盐.结果也不理想.得到的戴据平行度和重重性

都欠佳，

文献[!O]提出的方法采用(HO+Hf+tK.lo.)漫出.效果较好.榕出率为98. 6%.戴据稳

定.重复性好..ftffl经过反夏实验.发现大多鼓悸品可以按1.3.1 指出的方法处理，固不加高

氨酸和先用氢氟酸除净硅、再以盐酸搞出"·Po.放果很好z①试剂用量少;@挥品分解时间

短z③分解完全、回收率稳定.有机锦分解串串析出破.宫不膨响萃取相反萃政事，对萃取制及

容器的污靡，可用蒸馆水洗涤除去.冀播出效果参看表2.

寝 z 矿右申''JIb俯湾出健

IIl1:h'式 IfF分..盐..d: 盐.直接lid:

唰俩也.Ilq 12. 5. 12. 6 且 U. 8. 70

回收事.X -100 6!l

椰晶2lPPo禽量，12.5 11q

在用盐酸梅出时.盐酸浓度和漫出时间影响不大.详见袭3 且袭...袭中敷据证明s只要

硅酸盐成矿结构被破坏，制"'Po剧附容易的.用0.5-8刷!LHO搜出.对结果无明显

影响.有实'量表明.采用旅盐醺察发将会造成氯化'非的损失，根据藻发时间民短，损失可能多

达 10%. 表中列出了 '1.1， 两个不同时间的测量数据.主要用以观察是否移在短半寰期杂质

于扰(下同>.

从表4 可看出盐醺榕出时间的长短的影响.实际操作中两次加双氧水赶尽气泡即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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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锺1'-黯出时间.加入«氯水既圃窑..排.也'勤撞倒了糖出温应租时帽a完全不ilia.唰

m出率只有约 15~(觅衰 4 中榕出时间， =O.mi时.妖时饵"温赠可能蟠大擅童损失.

寝'不畸型...墨毡lIS""'I\a翩-

盆.帷璧...叽 也S E z 4 • •
_.1" ‘ 11.1 1..5 '也· 11.1 11.0 11·5

.. 1'* 阳 II.Z E也 S 11.1 II.Z 11.1 11.5

1...1::执掌'民开锺'椰.uta开锥之"阳~凰 F胃).IJ&，W军F勘-10.‘ ..
…·理国til幽-

'也"筒.-
o· z s

嗣..1.. a 血J:Z I uz I". '也 F

.. I" ::-. 凰 I. I 凰" '也· .1.‘
'离罐震犀辘.fl，.........，. ..丸 N，W富.~I也....

·不....篝用....，..ttaW撞'就人事..肉.

2. 2 莓'民

2. 2. I 水穗'自踵

水相撞度~.f萃取川岛的影响列于表 5.表中数据说明 .%lePb在很重的醺厦范圈内被TK·

m完全萃取. G.N.Ca.W.J.蛐戴帽dI和我们的实验部证明，只要有一宁最低限度的氯离

F量.1101'0就会被 TRPO萃取.

寝 5 *鲁圄应对萃.-酶的昂晴

H口.…IlL '
翻H，IIq(，-)

'血'
俘矗z幡矿a.n~1缸6111q.

2. Z. 2 萃取剂的浪厘 \0

回 1 给出了TR冉甲擎的浓度对萃配"Pb

的树结果.从固可看出，IRmmmi
中的浓度<J Yo时，萃取n

(浓度失(-¥).不萃取.TRPO的浓度越南.萃取￡

的杂质越多，这可从萃取后如质离子的.色在·
两相中的分配情况观察到.并在某些情况下，分

相速度减慢.基本分析程序选用2Yo的TRPO浓
」←…- 且 .

。 5 10

匮. TJlPO檀度 .(VfVl"

回 J 'J1lPO.甲擎的融 JIlt萃取'"fb 的膨响

律晶z铀矿石.n唱~IO. 6 1lq.

自



2.2. S 事赢相比

当相比运3.萃取效事不改变【曳回 Z>. 相比>3 后.稍有下降.基本分析程序题定为

I. 实际'量作情况下.使用 10 晒萃取到.将悸品摇滚用.. moI/L tK.1 lit'洗入萃眩凰一幢篝

能将悸品的体 IR控制在 10-20 睛之间.使相比符合要求.

1" 15 10

回...时帽.-

5

s 千''

•! ,E j
: :.r

'L•

-嘈
•••$ 1"

iii ~

z i
~~

F ~

- sf
L一-~一---一-一

I % 3 4 5 ‘
帽也.水II由‘V!V)

匮 Z 事取帽比对摹藏军响的篝嘀

悖晶z铀矿石."嘀如 10. 6 Bq
回 3 iii:挪篝雄"周对军F怖的'咱

得晶，.矿石

2.2.4 两相撞剧时回

有机栩栩挥品癖穰水相.在靡氏'量畜器上篝葛混合的接触时间.1 睛"接近完全萃取

〈参看固3>. 基本分析霍序选用2 四n. 此结果与a.N.毡，、W.J.陆由睛"的工作有被大

区别.他们指出z萃取平衡时间>20网n. 这一区别源于佯晶体系的不同.他们选用7.5

凹时!L H,PO.+(O. 05-0. 5)ITJlII!LHe梅合体系.而我们采用的是"回儿'但单一体系.

混合体系萃取时.萃取:"Po与除密质同时进行.萃取后洗撞一次就能很好像杂质.但是.

低酸度将降低萃取速度、且附-对:"Po的萃取有一定抑制作用.被需校妖平衡时间.单

-体系萃取时.先保证把"'Po完全萃取上去，然后再用两次洗tl除去敌质.从除虽曾质放果

看.Ca陋的条件可能更停-些.但单一体系萃取不用调配悖晶.操作更方便s而且.醺度高、

没有附-的抑制作用.迅速达到萃取平衡，可以缩短分析周肌此外，还具有操作条件宽

容、易控制.获得的结果稳定等优点.

Z.S 洗海

G.N. 臼笛等人的萃取体系与洗涤体系的区别是盐融融度不同.由此可知盐醺榷度在

萃取、洗澡过程中的重要.徒们在实验中还发现.氟离子对 U. 1b，D1Pa等也有很好的去常

作用《参看 2.8.2 节h同时在很重的榷度范围内不影响 τ'RPO萃取侨.因此我们在洗 tl液

配方中加入了 NH.F，并发现宫对分相速度有很大改造.由于在整个萃取.慌赣‘反萃取过

程中.分相都近似立即的，也未出现过第三徊，所以有关问题本文未进行讨论.

根据上述情况.洗攘攘配方为. 7.5 moI!L H,PO.+O. 1 耐IL NH.F忡，郎耐IL

Hα. 洗涤时间妖短和慌II吹鼓对回收%I'Po的影响且在6、表 7. 表中..表明z杂质在洗

液和有机棚中的平衡是迅速的、除御自雷作用也是很强的.为了保证除杂质的敏果.在基本

7



•
1.Z3

分析程序中透晴雨夜洗撮.每~2"".

..撞慧副筒曹吨…....

撞酣何.. I % I 4 f ‘ I •
·睡.~(悟) I t.l3 I I.e I I.." I I. e

...,....石J啕』胞.....
寝，蠢'在.对圃.--响

... III Z 1 3

_.~(，..) I 11-1 I uz I 1.11

悍矗，.，矿石....，. 10.....

，---一
Z

g
.. S'
E
~

-

2. t 厦萃-

G.N.旬，的方法没有反萃取步墨.我们也费

有从文融资料中觅到从TRPO 中反革取钟的方

法.但从低摩度.强结合的技术章程.第选出了军

霞s革霞对~.eFb具有很强的第作用.经一次反革

取即可完全回收.

2.t.1 .噩清矗酣及应2. S

..幢幢 ， (.IV)"

」一

。

回 4 绘出了尊醺浓度对反萃取2.efb 的影响
囤 4 事.穰II对反萃取'''lib 的影响

结果.从回可看出.用 sy，的萃Mq一次完全反萃
悸品=铀矿li.'''fb.10- 6 Bq

取.另外也表明.鑫馆水可以用作反革取剂.但一

次反萃段的回收率只有 85U.两次反萃取方可梅 210fb 近似地完全回收.我们在基本操作程

序中选用了 sy.的事醺反萃取.

2. t. Z 帽攘翩搁

寝'两幢幢跑时回Jr响E幢的影响

黯酣俐..... I lloS I I I 10 I 20

1I..1l....(I~.) I 且锦 | 且 n I '.74 1 虱"

椰品，....6" .2吨~I凰"回国.

两相接触时间对'lOfb 回收的~响列于袤 8. 由袭中tr据袭明，反萃取 0.5 而n 即可.

基本分析程序选用 2 耐n.

z. t. :a 徊比

回 S结出了反萃取相比对 '21OPo回收的影响结果.从固可看出，相比 ~I 即可.在基本分

析程序选用 1ι. 相比<I 时回收率降低，估计主娶是剩余氯离子相 Z憔度来降低到一定

限度以下造成的~响.

Z.5 蠕带共玩擅

氢氧化铁用于放射化学分析中做载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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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割是霉的在阳帽年为T量衍水中.e..黯

度测'时，篝遥远合于暴取向阴法副量的沉

淀剂.参考海水…工艺所选用的备"囔酣剿

佳能.当JII.氧化敏霞'备仲…t体时.霍

建它除T对罐的霉'不够理嚣~.对.、世.

警队也铿以及.=-ru....'Am.曲...•.近似是

完全的.集将点晕晕，能力与癖霞温度成正比

倒.披一傲是辘'曲每件下遂行沉淀操作.~

1fZnS(崎》发出的黄先...作用'变小.与它

f!:质相近的氢氧化铁.只要少量事在..会把

ZnS(崎}发出的荧光全部囔幢篝.

z

蕾蕾_II量

1 Z

.跑.(V"·l*'萄

画 5 反革'睛也驴响臣'的事相

挥每，-矿石.n咱叶0..‘ ...

2..5. 1

二:/
霉

E

寝'霄~，瞌撵响....酬

Ti·~咽量... I t I
翻eJ.....<ι..I

It

且串串

得品，....否♂嘈\o-Ia.‘同

Ti'·用量Z俨%回收的监响列于袭9. m表中撞撞袭明...吨币"即可从..0 回体织

中将"'Po完全钱帘英沉淀.用量糟至H 吨.也未出现明显的ZnS(A&)发光的撞吸收现

象.基本分析程序选用6吨W\

2.5.2 篝带及湛的PH值

沉庭的PH值

翻ilIll....(I，.l

寝 II iK萃PH胁r...翩翩

>1%

且n

悍品 z恤，在产oft，.恤 51...

沉在酬值~1" IOPb回收的影响列于表 10. 由袭中I'l蟹丧明.在很重的州值班回..

氧化敏都能完全载带回收'ZIOPb.阱1=7 的测定值偏低.可能与军事E状革欠佳.少部分沉淀

压处于乳液形革.过滤时穿谴造成Z..Pb损失的事故.酬值越高.形成同状.团更快、回块

更大.沉降也更快.而且.pH>ll 时，未出现反珉Jl象.基本分析程序推荐条件为阱18

11.

2. 鼠'戴司t;x撞的停顿

回 6 给出了就带沉淀时.榕液体职 E俨'Pb回收的副院响.自回可看出.带液体夜变化不太

大时.时于闺收·'''Pb只有很小的赔响.例如: 100mI体段时的测量值只比 30 耐时降低约

~y，. 体伊J曹大町.适当增加 lt离子用量.阿静可以得到完全的回收率.但氢氟化怯用量的

精大.将减慢过混速度.阻碍徒们所制定的操作过程快遮住.所以，苦等磊、要.应保持'变少

的用量.推荐用量为自 6 吨 TtH.

回 6 中 15 mI时的测量值降低与陆:e.，o.析出并与 tt离子共同生成厦擎的沉淀锦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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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荤 •

.:
~ 1[ ...=
-‘.

/ .
美.此时证It为噩栓的'篝体.敏采用 5"的事.

的反萃取后.一定要用矗罐水把反萃取檀霉'一

倍以上再最行霉'挺挺.

2. 1 精品霉的帽备相蝴南岳黯量

有关内容已在文献"'1-']介绍，为T保证本

法的寨副锺果.篝要回醺翻下.

…"II! .....
SSak--Eas MZU 黯捆唰‘

四6 ••暗时罐罐阳对Z喃自« (I)过.，，-底部可.-1的画斗.保证..均

-咱 匀'量II 100"的回收撞撞.
1NIo:"1i.21~

(2)所揭露斗直在与ZnS(崎)"量有关.在本

文的:«:肇中.使帽内径，，40 11II田的.斗;ZnS(A&)用量300(200-"佣}吨.在挥晶.中.ZnS

(AI)的质量'度为主507-33)吨/时.在此毫回内.真对自身发出荧光的喂收.可以忽

略不it.

(3)簧露疆的蕃纸从福斗中取出后.用浆辘辘在一块直在幡大于羹纸且麦画"打毛"的

托片上.这悸.湾于后的悸品是平肇的.不会毒lII.

2. 1.2 钗嚣的面_.M

一定要用专用的内网测量参考霉，面不能用筷宦标准提凭篝.内问测量参考源与佯晶

在自吸收、光耀坡、a撞子能量效应.援测的立体'、对党电倍槽管阴恒的光电子效应等有

全面的一段性.

2. 1. S 内向法篝拥戴事

在本庵If精效率优选Iff:条件下.对不同窦蟹的光电倍增管巫鬓翻装置.肉同法的

挺揭雄事部运似为:4.-(95士。Yo;而且.官也是肉同筐'事捕条件是否E确、合理、优化的

标志.

2. 1 综合集件宴瞌

怠 1.1 分析实际篝品的-，厦

)0



寝 u 实际篝品分析的精密度实验

样品 称样量 测量值 相对标准偏差

s "'Po·llqJa Z 士 ... %

0075 也 350 41.2, 42.5 40. 3 41.9士血 6 士2. 3

42.5, U.9. 42. 8

0079 。.250 44.7, 43. 4, H.3 41.4士血 56 士1.3

铀
44.3, 14.3, 45. I

矿

撞
0072 。.4∞ 13.8, 13. 3, 13. 4 13. 6士血 27 士2. 0

13.5, 13. 4, 14.0

0026 0. 4∞ 12.5, 12. 9, 12. 6 12. 5士也 47 土3. 8

12.7, 11.6, 12. 8

六平行佯分析的相对标准偏差好于土4%.

单样分析测值波动范围:(一7-+3)%.

2.7.2 标准样品测定，全理化学回收率

寝 12 摒喔样品测定和全程化学固收事

平均金 割得值 与标值的测得值
全理化学

程化学
α --Q 比雄.Yo标准梓晶 称样量

C, = …一万--「' C, 回收率
回收单 (lit«割值标值， C: s 咽·

t -c,/Co 1lqJ, 的比较}lIq/a 士向
k

+0.2OBWOf306 。， Iω 133,129
131 队 986士0.00

133士 1.7 (-0.5-Z:~RaI 0.150 130,131
士I 0.00-0.97

+1.8)132.8 Ilq/a 0.200 1311130

0.981
+1.108明盯f30S 0.250 37.0,36.3

36.8 0.995士。.01 士也 020
37.4士。.58 (-0. 3-''fKa, 0.3ω 36.5,37.2

士。.4 0.01-0.97 ().Ol-
+2.的37 11q/a 日.350 36.7,37.3

血 95)

-1.2且阅，7.9708WOf304 0.400
且 13 po 972士也 01

且 26士 0.17 (-3. 1-''fKa, 0.600 8.28 ， 8. 臼
忡。.1 (0.99-0. 95

+0. 7>8. 36 lIqfa 0.800 8.24 ,8. 16

·此三标梯'由铺平衡皮都》且 95.故可认为川岛的含量实际等于帽的fi;值

标准样晶测定和全程化学回收率列于表 12. 由表中数据说明，六平行样分析的准确

度好于土 2%. 单次测行值榄动范围约土 4%. 限于我们手中没有更多岩性的标准样晶，建

议在分析各种实际样品时，对上述结果做进一步检验.生程化学回收率约为 1 0.98土0.02

(1. 01-0.95). 本文中所列出的放据，除标出测量误差者外，其余的测量误差均运士 1%.

2. 8 去湾娘果检验

表 4.袭 5 曾列出不同时间的两次测量戴据，以观察短半衰期杂质的干扰，本文所列

出的数据全部做了这样的检验.结果证明 z样品短半率期杂质于扰.其统计平均值小子

11



1%.因此，完全可以满足快速的、常规分析对分析误差的要求.本节将对t是半衰杂质作进

一步的检验.

2.8.1 样品实A值与凹°Po理论衰变曲线的符合情况

寝 13 某铀矿渲篝品中'''Po在不同时司的测值

样品 1 撑晶 2

商量时间 测量愧
相对黯皮·

测量值.
相对话重

h UEEK百萄 IIQ UEEK百E

" 1.5h " 13. 0 1.02 12. 5 1.01

12 2h .. 12.7 血 995 12. 6 1.02

" 2. 5 h 旬 12. 8 I.ω 12. 5 I.OI

" 19.5 h .. 12.7 血 995 12.3 血 995

" 20d .. 11.4 且 893 11.0 0.890

" 38 d II 10.3 且 807 10. 3 。.833

17 63 d OJ 9.33 且 731 9. 1l 血 737

" 102d 副 7.51 0. 588 7.58 。.613

• 210J'0寰变 Id 的相对话度为 0.995. 取嗣计算相对话度是为了

避开可能的短半衰期于体对"0J'0韧始活度的干扰.

将表 13 中的"Opo相对活度绘制成固 7. 官们说明 z

..
闸肘'

且

-
m
褒

100

(1)未观察到短半衰期

子体的干扰; (2)被测的两

个样品为同一铀矿渣平行

样，它们的 n'Ra含量〈射气

-同烁室法实测〉约为目。 po

含量的 1.6 倍，从 102 天跟

踪测量中未观察到 I2IRa及

其子体对剧°Po测量值的影

响，可以认为对错同位素

的分离基本上是完全的 p

(3)未发现除210岛外的真

官长半衰期 a 辐射体的干

扰.

l
i
-
-
F
|
|
|
l
l

」
O

E

，
g

隙
膏
。

h
z

图 7 实际样品与理论衰变曲线的符合倩况

实线.""Po的理论衰变曲线

,. :平行样品在不同时间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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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铀、娃的去污效果

表 1. 两样膏机相洗璋对植、址的毒活徽果

加入物质 天然蛐标准糟霞 衰变系平衡桂标准攘攘

活度. • • U,I n唱(""25 1Iq) %S:Jlfl2 n咽(....而+"句芋f. 16. 3 1lq)

洗液配方 - I" 2" I" 2"

测量值 0. 102 血 oss 血 ωS士血 ω5
。.03士。.002

" .Ilq 士。.007 土血 004

去污系I[
345 455 185 5~3

.'/'‘

-I" • 7.5 回回月. HOPO,+0. OS 回回lILt妇

2" '7.5 回回ILt也FO.+血侃"回月.00+0. I md./L NH,F
两种嘀机相洗液E惜、仕的去污效果列予表 14. 自表可看出，加入阳J的洗襟液明

显改进了洗tl效果(表中为洗涤一次的数据).铀链的去污效果符合要求.

乱' 两个实际方法和一个建议方法的比较

两个实际的2101'0分析方法: (1 )τ'RPO萃取，内问法(本文提供的方法);(2)经典的自

电镀法.一个建议的方法; (3)回阳萃取-自电镀法.分析步，酣目图 8.

r-TRPO一一-有机相一一一草酸一一→氢氧化铁-一一过滤一一ι内同法测量
;「萃取一一一-洗添一1 反萃取 其沉淀 烘干 98% 的时间

门 2' 2' I l' 5' 5' ω

(fX2) X2 I

矿石 l 蒸饱水 加电压 矗 g全程化学
分解 」反萃取一一电镀沉织-一| 回收率
I (t' ,min) 2' t =1 I

X2 I

广等待-， 1. 11，一-计数

⑤ →一一自憾 I I'b,Bi I ~一一测量时间
2h L衰变-.J 70-96%

2h-7h
图 8 两个实际的和一+建议的分析程序比披

对本文提供的方法与经典自电镀之间的差别的比较，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简略、概

括的印象，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建民方法的梗概内容.许多实验室，己具有自咆镀方法的设

备、经验，在此基础上的改进，可能更实际和更具吸引力.具体方法为矿石分解后，插入

TRPO萃取、烧襟、用蒸偏水反萃取〈参看2.4. 1)，此时杂质已被分离掉，然后加电压电镶

沉积和镀制结束即可开始测量，从而大大缩短分析周期、改进数据质量.

3 结论

(l)本文根据G.N.臼lie 和 W. J. McdweU 提出的TOPO萃取，液间测定21°Po的方法，经

13



过改进·演变成 TRPO 萃取-内闪法测定s此前.我们已将内闪法应用于铀、佳、铺、部、销等

的 a活度测量，并取得良好效果.实验证明 g本文提供的方法，除杂质能力强、分析周期短、

数据质量较好，其优点明显多于自电镰法，宣于在常规快速分析中采用.

(2)本文所采用的分两步-先用E破坏硅酸盐结构、分解矿石，再以盐酸湾出的方

法，快速、节省试剂、回收完全，l杖多数梓晶都适用.有机物含量高的样晶，将析出碳并污

袅萃取剂，这可在反萃取后用蒸馆水洗添除去.

(3)萃取后.有饥相的洗糠是除杂质的关键步骤，在洗液的配方中，维持~哽的盐酸酸

度、以保证高的萃取率s用技高浓度的磺酸和一定量的氟离子结合除去杂质，是最重要的

技术方法.官们显著提高了过程的抗干拢性和鼓据的稳定性.

(4)反萃取剂、载带沉淀剂和内问法中都是在本研究工作中取得的结果或本实塾室以

前的研究结果.它们在'210Pb测量的应用方面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在本研究过程中，得到顾明杰、马立军等高级工程师和妇申丽女士的大力协助，特此

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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