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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高丰度lIe 合成的金刚石，其导热性和电绝缘性远优于天然金

刚石，在高新技术领域内有重要用途.在诸多浓缩lie 方法中，气体离

心法有独特优势.选择合适的工质，解决供、取料等技术关键后，用单

台离心机进行了分离试验.优化离心分离中的内、外参量、选取合适

的机械驱动量、热驱动量‘滞留量及工况参数，提高了单机分离效率，

提出了单机在级联中的优化工作状态.用离心机氯联，获得了高丰度

的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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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T

The diamond mad旨 from the hiply 四rid时'吃， wbclselt掠rmal conduc划vityand

d创市曲c in皿lativite ue much better 阳n thaI of natural diamc时， has widely use in

new and hip lectu时OIY. In the many enrichins 12 C meth锐Is， the .. cell町背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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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剑咿 dωlUif'咿. To ina幢幢 the aeparati幅饵.pacity of sinsJe ma，曲ioe ， "Bri唰

阳nunc能rs in 世Ie centrif咱剧 .....tic.n are 句刚mizcd ， and 甸事吗ll'iate mecha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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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l 言

醺有石噩、金回石、c.三种同章鼻柯晶体.备有矗鼻的幢幢.冥中金帽石由于具有疆厦

画、量先住野、集导事高、电罐罐量好霉'点菌'到rtf应用.立真是优良的是导事相电鲍篝

性在·电子学上有待到重要的作用.

'有吨.11(:.吨三种天撞同佳章，天罐车皮卦嗣为0. 911II.0. 01112.-10-11
•

量年来a囊'u，用高丰厦吨舍属的人量金刚石，其硬度越过天1&金刚石，是目菌世界上

量硬的'厦哥哥用高李重‘I(:舍.的人量金刚石比天.金回石的集导率高目".咆噩事离着

干个量..这种人矗金跚否在世电于撞术..t1lJII.胃'民锺小...件事章良罐罐'良缸，酷

的噩噩.在毫罐罐技术上可瞌产生.霞性噩噩.此外.冀良野的量竟量在矗章撞术上也有重

要使用倩值.所副.在取高辛度II(:有重要意义.

费寓'同佳章，目由国内外多用，昌矿'桂、僵噩辅.桂毒化学安提桂.这些方量的平衡

时间'去，产量小.比蝇辑大J.壳挂在国内外也有研究，但E工量应用向基矗s离心疆"有产

量大、比幢辑，ι平宿时间疆等优..田面有良好的肇事性和蟹量的竞争力.厨以.开'了离

心桂罐罐吨的试疆研究.

1 工质的选择

离心桂对分离用的工作介厦，有一系列骨震副要求回.

作为离心矶的工质.不管是单噩矗矗化舍..曹先..霸在窜.:f为气事.毒者矗有幢高

幢相囊气E的可挥袁世擅毒草可升华性圃辜，.It应有黯富的第疆窿性.不支插霞的化学反

应性，元'或理酷住宿小，有幢大分子量且植分离元露在分子量中占曹大比率.卦于中其他元

'嗣同也聋子镜小e此外还希望有适宜的属本和价幡.

醺元章本身为国事，其气毫也舍'有氧化..量也楠、氟化'等多神，真中氧化.c∞，

臼3旨'知于量小，对离心舰的蜻掏要求过f.&.同时还有氧嗣同值霸l'O.tto曲子扰，氧化.c娓.

姆.镜等2也有氢嗣同位章'因，响的于fl.同时还有'僧"等问踵‘氟化'虽辑有分子量幢

大，又无氟同筐'干扰的优靡，但膏价搞技商、分子中c 占的比牵挂小'缺点.JA罔缸'分

离技术扭..氟化'矗最佳工厦，融首先檀量用.

在氟化醺系列中，有c..Pa.+I.c.F..c.F.-1多种'民章.<;2时，分于量幢小，对离心机

结掏要求仍留严F当 .>5时，周.1;.(得到尊-分子量的纯净..四章.工爵的·越大时，奠

申耀有不同，值的分于种费越多，这些分子之间的.量噩量远大于醺同位章之间的厦量盛.

将严重影响砸同缸_IIC 的分离退瞿和卦离撞...故遭取.- 3. 在.- 3 的第..、最费中，

因CaP，为量"获得.

金氟丙娓 Cao..分子量 M 量 J88. 饨 .C 在分子中的比率为 19.15"....1'·为帽化气

事..点 --36.1·C.懵点-183'吃.这些性周遭舍-般离心幌，偶、取"真分离适量均可实现.

C，o.无莓，不可辙.30crc I;.(下稳定不分..也不与 Cu.AI.不'帽'树跚反应，可保证人

身}1世备安全，方便操作.

市场现有 C，F，的蝇魔11ft楠.葬在可蟹*的自E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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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离佳能计算

幢幢离毛、货商理量川.离心幌内的任向平宿货商晕晕

l:i，1I<-沪
t= 钮pc=::亏画;:' )

且理诠量大分离功事

l:i,1I<_>t
11/_ == : ,.1)(......-::. ' )唱2"-- uf'

寞中:.一一气体窜.5

，一一王厦的雷.5

D一一同佳章间的直矿..撞z

·一一离4、扭转子最畴'矗厦

r-一离心扭转手李任事

z一一离心幌转子if.5

f'-一离心幌辑于内工作..5

l:i， II 一一同佳寰的质量量.

对于远定的工踵• P.。为定僵 ε对于结构一定的离心肌.曲.r.Z 为定值.用 C~. 悻工厦，

攘疆罔佳章'吃时，对l:i.1I 要量行审恤卦街.

JA同位靠种英来说，量.醺有三种天篱罔值章，但B吃的天罐车皮..<-10-11 >.可以

嚣'不计，特别在攘筝'吃的远程中.a...量'吃的存在不会给计算带来任何不剩.响.植

且同佳'种费来说，费离工厦可植为二元体系.

AI. CJF. 的分子~牵来说，且.氟为单同位置元章，但 IIC 鞠IIC 在 CtF.分子中可能有 4

种组合形式，组合成的分子式.分子量 M且真存在凡事 J 如下z

ItCtF. III == 187.987240 J I - 0.96701

IICIIICF. III == 188.990595 J t = 0. 03262

'吃'句:aF. III" 189.993950 J I == 0.00031

IICtF. II. = 190.997305 J. = I .. X 10-1

因此，严.说来，班分离工厦仍为 4 元体系.费多元分离部最计算方法E·E.对浓蜻IIC 丽

言，真蹒噩噩

一- >;M.J.- MIJ.
l:i，1I去， =-ZJ， -J， -MB

将上连鼠.J， Z值代入，可得4 元体巍的 f).M = 1.0146 ， 3 元体系〈即忽略 J.>的 611 = I.

0145 ， 2 元体f;(即同时忽略Ja和 J. )的 611= 1.0034. 由此可见.2 元体系与 4 元体革的

611之间相噩仅 0.0112.2元体~与 3 元体巍的 6，M 之间相盖但 0.0111.所以，幢 2 元体最

计算分离幢幢，带来的最噩噩可以接受的.而2元体革的分离佳能计算方法在国内外都是技

成鹅且蛙常a用的，比多元计算方法简便得多.

对于离心机内工作由厦T ，从上埠'趋式直观可见.T应'低愈好.但T受三方面限制

而不可能束低，一是工屑的饱和藕气E与量皮密切相关，匾厦过低则工质玲疆属圃事而无挂

分离F二是高速旋转的离心机精于需要一定的植动动力及寓'撮合产生-定的热量，使工作



噩噩不可幢文量s三是为提高分离肇事，在辑于向雷'在一量的'肉a:撞事事量6，-./.8要

理事量 ~"rr~Q幅画胃个国章也工噩CI.性噩帽商也唱撞掏霸良童.后-圃'直由计篝事

量在撞于以优化.

逗得.运用..墨画常用的2 元'事.叶'方量，算得的有美分离ft障'圃 J.....圃 4 厨示.

鸟， •

'/
/

F

固自 ..，."与'的美& 圄 2 ..，."与，的关&

囤 1 是在蜻定的工作..~.、侯料赢量 p.、辄雄事葫量A-/蝇、最惠动量A'I/".的矗件

下 J吃的穰化分离矗e.、黄也货商品癫，庭分离功率.随分赢比 e的变化失墨.画面 1 苟

且.f III 0 蜡大至 1 时..曲大量'至 1.11111 矗升，画画·困在 e蝇。.so 处有最大值.对称分

离即.- ，的工作点在 f - 0. 52.

囤 2 是在黯定的A'I/~..6，旷崎巫 (J = 0. 52 的矗件下 • ..，.Ia 髓'的变化荣革.由回

2 可鬼，量霹 ·.1随 F 晴大'面障慌，但 h圃 P精大商先开后障，对应最大恒的 F 为最佳侯料

.量 •

.. .----- .a ~一一

1iM/.
町厅

因 s 晶，与 6-/-的关系 团 4 恼与 61'厅的失..

回 3 和固 4 均篝明，像使，.最大.6，曲/曲fa 6，'1/'1备萌最佳值.

值得指出的是，分离lIe 时尊现有穰分离功事恒的绝对值幢小，这是由于6，M - 1 和 c

在C，F. 申仅占 19. IS'"所陡窟的，离心机本身的分离撞事假篇不低.

3 可行性试验

根据巳有成果胁'2 ，从可行性分析可以看出，用 CaF. 作工厦，用现萌离心机来撒蜻I'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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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罩罩上量iJfi的.哥行量就撞的佳'矗凰撞本上'昌隆一矗列具体，.;.画.Sl窦耀'离z篝饵

...~离幢幢，幢幢计算蜡息，同时攘'健也卦离....高'离肇事的'为事方向.

遭璧撞术同·是=

LaU"稠

~.在窜疆亨为擅住气辜.翼'匾'事气压，亏噩噩 a的美矗.可用宇式囊示 z

恼p(凰Pa) -‘·画i5 + .. 0341& - I. ZI4 X 10-句~("C)

在重."'f ,::::: 100 lPa .本重因此商压直擅自离4二、...属.菌矗篇章'压.禽于马岛的压噩

"量a隆重.不‘晕眉立.(5)中的方量...1:噩噩适式哥..通道.....胃'最压噩

，.晕用自擅囊置..量"在怪'蜡211胃，圃，.可锺持在'军区同.

嚣菌，由于C4F.曲，-..镜支院.'筒'小费也寻IB，的幢大壁也..导噩离也咽'属

篝量的曹大变也.便离￡咽曲工'萨就a军..胃无量费离.为'也再蟠霞一遭蓝'自噩噩-撞

量来'草厨雷压噩..

遭樨.矗遭..Ii胃擅自撞.案'对C品的.Ji~撞嗣.对离心舰的儒"‘量可调画

.庭，躏足工艺要求并保证霞'黄金.

1. 1ιF..量撞量的量'撞

霎现TQ.饵.lieli后，可用节撞事置章回量真厦量赢量，以定量翻取离￡舰工'萨

...兔去-..量汁的'毒草fl...

多原子分子CI.筒'也集捕.t:= I. 髓9.田面节麓'置'后压噩比的幅鼻僵

hadyE击，缸"

在罐楠_.< 0.铀的条件下，露过节瘟囊量的马岛的质量植量

ozfjtfz辛刑]i 争，

代人重力捆矗厦， .气体窜.'.节班肇置矗哇~之僵后，可'

O-K主E
b

真申 K 为窜e.且丽自节篝篝量菌压.P.相当时..t". .即可方便尴测.0. 回遭遁ali

擅匍靠控制所需的。值.

I.，幢属

由于 C，F，曲'点为-36. 内..点为- 18a-C.所剧可用低·玲疆撞来咂靠自离心幌取

出的糖料和黄料，商元'蝠'田机械抽制暴辑.逗得.-方商兔去了辄槐摘"革镜的缸'毒草帽

'晨，另-方面可通过..玲踵'民蜒的...檀也自撞，来霸犀所需压疆.

值得筐'的是，对于....植棉赢蜒的情雹阻力赢.Y.~.蜜.....赢蜒的情疆阻力票

'如f(. ，蟹'心世计和控制.否则将影响离心矶的工f'辑a商障.分离藏事.

I.t 坦·俑'囔

用-神'工属对离心机窗院候"时，由于各仲工艺原因便离心棍的"征压方1eiJ篝僵

升高，捕后再障....控制不量，食的峰僵越高，将巅'离心视.为此，最取思量.小~ •

.，"'~ 2l其他配蕃槽ar属功地宴.T c，p，倒过..埠..

由于c.r，在审·下"檀工艺赢.嗣囊团所囔帽，固而来取相应'囔捕at使工艺赢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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篝....是离4、a瞌正'工'李.且富多Ik重复面不曼'响

s. s 幅画"幢幢

在-*副主撞到R同踵后.用回 5Ji示肇置量衍可行量 it量，并割草有美量商量....

蝠".T蕃子'量之同嗣曼革.

。)e.I." 与·嗣美矗

在......相同的 .a-y;..量 e.I." 与'I)壶it曼

矗.蝠'晨......'...小变大.-矗 ..1遭....圃，匠'

...且蜀，蟹...害'辱"曲壁也画..与回 E 厨露的

骨，蝠'靠全相同.真..篝量画...量大..对应

,-......
(2) ..，...与P前景矗 .5 .离囔置

在.也暴件相同的.Zi下，胃量..1."与，的变化美矗.结息量.....'由小查大.••

，量撞矗罐矗障，但..甸呈现串先矗矗立卦，达到崎量后.XU下..与圃2厨示的计算蜡

息"竟金相同，筐•••‘-
由此可且，以 c，F.为王盾，用离心a雄蝠吨完全可行.韧羁货商幢幢的蜡息，与诗算结

果的壁也矗"帽'舍.蝇'计算方噩噩情量的.韧翻蜡果与计算绪.在'值上的量鼻 .il喃

自菁健it货商害'以噩高分离撞事的'为.

4 优化试验

在罐罐'吃中.611:: 1.单售商心舰的穰化分离系e·不大.著It棉‘吃白天罐车厦 CF

提高副产品辛ac， •馨的穰也分离蠢'为.~ -= (Cr/) - C, >/(C,/) - C,> - '" .著保持

a撑住分离蠢e.不雯，用尊幌货商雷重复·鼠，用氯联分离雷...要事C， 童寓，阳.a

大.且.a停肇菁性分析，擅醺跑单«更合理.因此.优化试疆的任费，撞在于粤事单幌在罐醺

中的最佳工Zi.一方面使每单台离心幌有尽可幅画的分离艘事，另一方面使噩个晕囔菁尽可

幢富的'离撞事.

..计算和试疆，来取如下优化措施.均取得'章结果.

。》为果用量'形式的二'遭氯联，如囤6所示....兔晕间撞皮耀舍，则单视应在对穗

'离点工悻"'.罐舍计算和武量铺晕，优化为'-0.50 ，对庄的饵"点.向位置，，-0.50.

Jl.丽髓'最所用单舰息'最少.

(2)为.离心幌工作量度"0到允许的...-方面使撞动离心辄精子的电机霄.运

行.Jl.商捕少.量鹅量.优化试疆结果囊嚼，这可使旬在原有墨西上提高."左右，另-方面

使工厦在离心机椅子内的'自量H厚量捕小，从而赢少各种'撞撞鹅量，优化试疆蜡果'

咽，遭可使恒罐高10，"，左宿.

。，由于 F. 6011.,.6T/7:z.间互相影响，在有失理诠指导下，对此三售量进行匹配优

化捕.柳树，在最优化础，即F..， • (号?ω斗F〉咽下，伽可提高 12'"左右·

霄'强调的是，优化试瞌必须锦舍考虑备.量的相互影响，精理上存在单田'影响.工

程上甸元尊田景可亩..是多因素的锦告结果.基于此，在同-台离心舰上，遭迫巧妙的反复

优化键瞌，精单机有辙分离功.，.共帽高了30，""也就是将分离效率帽高了30，"，.遭到噩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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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噩诠叶'结摩

5 氯联分离试验

在回·庸示篝醺申.，..踵帽鲁尊台离心幌在ft铠试撞申蔚嘀庭匍矗筐王a"f工'萨..

..有量高分离董事...醺哥靡'最大的事.货离功事. -

,-量兽..曲产量'..翼咿aac罔幢鹰"事噩c.. I

..子用户要事.画画 '.定.醺'属蜻量草一·的 一 土 -_II 1... I
离.(:舰禽'品，自 c. 目隆重雹囔攘ta<凰饵fl.重 「→←→h4I I-U-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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