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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基于溶剂萃取的 Purex 流程在乏燃料后处理几十年的应

用中取得的成功，使得水法后处理至今没有发展出可以取代这一流程的

新萃取剂，但干法后处理却有了两种可供进一步发展的流程：氟化物挥

发法和高温电化学法。氟化物挥发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热力学上 PuF6

必须在有大量 F2 过剩的条件下才稳定。高温电化学法适合于处理合金

元件，以及氧化物和碳化物元件。首先，将核燃料熔解在熔盐中，然后，

电解使铀钚在阴极上沉积，再对阴极上沉积出来的铀钚进行精制而得到

铀钚产品。但该方法存在熔盐对 MOX 的熔解能力和对过程设备的腐蚀

问题。

关键词：干法  后处理  乏燃料

    引  言

    按化学过程不同，后处理技术可分成[1]（1）湿法（水法）后处理，（2）
干湿结合后处理和（3）干法后处理三类。

    以 Purex 流程为代表的湿法后处理仍然是主要的方法，其它方法均未实现

工业化应用。Purex 流程的工业化运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核能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干湿结合流程是以氟化物挥发法分离铀，然后将残渣再转化

为水溶液采用 Purex 流程处理。干湿结合流程是美国研究开发中的一个流程。

发展者认为，该流程因首先分离了大量的铀，而使后续的 Purex 流程负担大为

减轻。但这个流程的经济性值得研究。干法流程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在有

关流程原理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

    上个世纪下半叶，核能发展不如原先预期的那样快。进入新世纪以来，为

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义务，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核能的利用寄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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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希望。即使是反对进行后处理的美国，在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的同

时，也宣布同欧洲、日本等联合发展新一代核电站技术。核能在出现新的快速

发展需求的同时，将伴随着核能经济性进一步提高的要求。提高核能经济性的

手段主要是[2]（1）充分利用钚资源以提高铀资源的利用效率，（2）加深燃料

燃耗以减少核燃料循环次数，（3）降低后处理成本，减少废物量。

    在此形势下，水法后处理技术遇到了(1)乏燃料放射性增加，溶剂辐射降

解问题越来越严重，生产成本提高；(2)不溶性残渣增加，钚的损失量增加，

水法流程的可靠性问题越来越突出；(3)操作大量钚，由于水的中子慢化作用，

临界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流程的安全保障成本越来越高；(4)大量废物的贮

存、处理和处置进一步增加了流程的成本 [1, 3～7]；(5)溶剂辐解和裂片元素的增

加，导致流程中形成的三相，足以使整个工艺无法连续运行。因此，后处理专

家普遍认为，干法后处理技术是解决乏燃料后处理经济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等

问题的现实选择[4]。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后处理国家不遗余力地发展干法

后处理技术的真正原因。

1  干法后处理技术原理与典型流程

    干法后处理技术，或曰高温后处理技术， 初是由美国的 ANL 和俄罗斯

的 RIAR，RICT 发展起来的。俄罗斯以几千克的氧化物乏燃料进行干法电解

后处理，证明该项技术在原理上是可行的。美国进行金属乏燃料的干法电解后

处理实验室放大实验亦已取得成功。许多国家开展实验室规模的氟化物挥发法

研究也初步证明可行。日本对氟化物挥发法的后处理工业化过程进行过详细的

可行性研究。

    干法流程具有水法流程所不具备的优点[5～7]：

    （1）不存在材料的辐射分解问题，可以处理燃耗深、冷却时间短的乏燃

料。

    （2）免除了水法处理所必须的固态―水溶液―固态转换，从而减少了许

多化学转化步骤。

    （3）含裂变产物的废物，其形式主要是固态的，因而更易于储存、处理、

处置或回收。

    （4）由于不存在中子慢化材料，故工艺设备的临界问题缓和了，同时成

本也降低了。

    （5）运行物料体积缩小，所需工艺设备可小型化。

    （6）可直接回收合金材料。

    干法后处理按使用的技术原理不同可分为挥发法、高温冶金过程和高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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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三类。挥发法按挥发手段又分为氟化物挥发法，氯化物挥发法和金属挥

发法三种。其中以氟化物挥发法研究 为充分。高温冶金和高温化学过程发展

了数十种适合于处理短冷却时间、深燃耗、快堆元件的流程。

    为方便，干法后处理技术通常是结合原理和方法分类的。表 1 归纳了目前

发展 活跃的四种干法后处理技术。尽管四种不同的干法后处理技术都完成了

原理性实验，其化学原理都是可行的，有些流程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放大实验，

甚至是工程规模的实验[5,6,7]，但所有的流程离工业应用都还有相当的距离。主要

原因是现在开发的干法后处理技术方法要么存在乏燃料转化困难，要么容器材

料严重的腐蚀问题难以解决。

一些典型流程的特点和工艺条件分述如下。

1. 1  氟化物挥发法流程

    氟化物挥发法是近几年发表文献 多，研究 活跃的流程，尤以日本、俄

罗斯、法国研究成果 突出。

    图 1 示氟化物挥发法原理流程及相关过程可供选择的方法[19]。对 MOX 乏燃

料，一般情况下，氟化前要进行预氧化处理，使 UO2 转化为 U3O8。氟化第一

步在较低温度(450～480 ℃)下进行，以 F2+O2，或以 HF 为氟化剂，将大部分

铀转化为 UF6 挥发，此时有约 5% 的钚被转化为 PuF6 而与 UF6 混在一起。第

二步氟化是在较高温度（>550℃）下以高浓度的 F2，纯 F2 或氯、溴的氟化物

为氟化剂，将钚转化为 PuF6 从反应体系中挥发出来。钚的氟化转化过程中有

一部分稀土等裂片元素随 PuF6 挥发出来，可以通过设置冷阱的方法将杂质从

PuF6气流中分离出去。过程中使用的氟气可以用 HF 代替。

    氟化过程在流化床上进行，用刚玉石（Al2O3）做填充料[6]。

    乏燃料氟化过程中，主要元素的行为可分为三类[5～7]：

    （1）挥发性氟化物，它们的蒸气压和 UF6 接近，因此同 UF6 一起存在于

气相中，如 Np, Tc, Te, Nb, Zr, Ru, Mo, Sb 等。表 2 列出了随铀、钚氟化挥发元

素的沸点及 25 ℃下的蒸气压。

    （2）挥发性差的氟化物，它们的蒸气压比氟化温度下 UF6，PuF6 的平衡

蒸气压要低得多，在氟化过程中，它们以气溶胶和粉尘的形式进入气相，可以

用 10～30μm 的金属陶瓷过滤器去除，如部分 Sr，Ce，Cs，Zr 的氟化物等。

    （3）不挥发的氟化物，残留在氟化介质 Al2O3 中，如 Cr，Sr，Ba，稀土

与少量钚的氟化物等。

    UF6 和 PuF6 可以通过精馏、选择性化学还原、选择性热分解、或选择性

吸附等方法而分离。UF6 可以作为分离厂的原料进料，也可以转化为 UO2。经

过还原的 PuF6则被转化为 Pu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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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法后处理技术比较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dry reprocessing processes

方

法
原理及概念流程 特  点 存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氟

化

物

挥

发

法

    利用 PuF6和 UF6的高挥发性，使

它们与裂片元素分离。再对PuF6和UF6

精馏、选择性化学还原，选择性热分

解，或选择性吸附等方法，进行进一

步纯化。

    在氟化前，对 MOX 或金属元件

要进行预氧化，使铀转化为 U3O8，使

钚转化为 PuO2。

    挥发过程一般在刚玉石流化床内

进行，也可以在熔盐中实现。

(1) 简单；

(2) 去污系数高，

与 水 法 流 程 相

当；

(3) 分离出的铀正

好为气体扩散厂

所需要的形式；

(4) 铀钚回收率接

近水法流程。

(1) 氟化过程时间

较长，腐蚀问题严

重 ；

(2) 使用价格昂贵

的氟气 ；

(3) 存在F（α，n）

反应 ；

(4) 比其它干法流

程的化学转化步骤

多；

(5) PuF6稳定性差。

〔3～25〕

熔

盐

过

程

    用含对铀、钚有强络合性能的络

阴离子盐，如 Cl-，F-，SO4
2- 等，熔

融后，使乏燃料熔解在该熔盐中。处

理的元件则以氧化物元件为主要对

象。

    熔盐体系是作为干法后处理一个

操作平台的。正如 H2O-HNO3 体系发

展了很多不同的水法流程一样，对熔

盐体系的不同处理方法也发展了很多

干法流程。如电化学金属沉积、电化

学氧化物沉积、金属还原萃取、盐循

环萃取、分步沉淀造渣等流程。

(1) 目的不同，可

选择不同的熔盐

体系，具有很大

的灵活性；

(2) 由于存在大量

的络阴离子，对

乏燃料有较大的

熔解能力；

(3) 适合处理燃耗

深、含钚量高的

乏燃料；

(4) 产生的废物量

少，且易于贮存、

处理与处置。

(1) 熔融的络阴

离子具有严重的

腐蚀性；

(2) 去 污 系 数

低，较难实现

铀、钚与裂片元

素的完全分离；

(3) 铀钚分离系

数较低，回收的

核材料只能作为

反应堆燃料；

(4) 回收核材料

重新利用时，有

更高的防护要

求。

〔3～16〕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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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法后处理技术比较（续）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dry reprocessing processes （（（（continued））））

方

法
原理及概念流程 特  点 存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金

属

熔

融

萃

取

    主要针对合金元件，或对化合物

元件进行必要的还原处理使之转化成

金属，利用铀，钚，超钚，裂片等元

素在不同金属或盐中的分配系数不同

而实现各元素间的分离。

    一般以熔融铀为熔剂，乏燃料熔

解于熔融铀中，用 UCl3或金属银作为

萃取剂，萃取分离钚。

    金属熔融萃取也用于熔盐体系

中。在熔盐体系中，将元素还原成金

属后萃取。

(1) 对金属元件，

可直接得到金属

形态的产品，无

需转换步骤；

(2) 利用金属熔液

重结晶可对粗产

品进行进一步纯

化；

(3) 对容器的腐蚀

性相对较小。

(1) 没有找到合

适的萃取剂，使

有关元素的分配

系数能拉开差

距；

(2) 铀、钚分离

不完全；

(3) 钚的收率难

以达到工业要

求；

(4) 钚的还原和

萃取性能与裂片

稀土元素差别太

小。

〔3～7〕

〔10〕

氯

化

物

挥

发

法

    MOX 元件用 Cl2 饱和的 CCl4 氯

化，产生 PuCl3，UCl5，UCl3和 F.P 的

挥发物。挥发物经 NaCl 层吸附，F.P

不吸附而被除去。从 NaCl 吸附层解

吸氯化铀、钚。

    对钚含量低的元件，用 Ar 气流

载带 20%的含氯 CCl4 在 850 ℃下对

UO2 进行氯化，在 100～500 ℃吸附

铀而实现铀的纯化。

(1) 氯化温度低，

腐蚀性小，挥发

性强；

(2) 氯化物还原相

对容易，产品纯

度高；

(3) 工艺简单，易

于实现工业化；

(4) 无 F（α，n）反

应，安全防护要求

低 。

(1) NaCl 吸附层

的吸附效率难以

控制；

(2)氯化过程的

化学平衡不利于

氯化反应。

〔3～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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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氟化物挥发法原理流程

Fig.1  The basic flowsheet of fluoride-volatility

    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研究过氟化物挥发流程，结论是钚的氟化过程腐

蚀问题难以克服，产生的 PuF6稳定性很差。

    日本研究人员对氟化物挥发流程进行过详细的可行性研究。他们认为该流

程是 有希望实现工业化的干法流程。JNC 正计划（2001 年～2005 年）对该

流程分段进行中间实验验证[4]。但预计 难克服的两个问题，一是第二步氟化

时温度较高，时间较长（5 小时以上），氟化气体（F2 或 HF）对设备的腐蚀；

二是化学平衡[6]

PuF6   PuF4 + F2

在钚的氟化温度下平衡常数很大，PuF6 本身的稳定性较差，在氟化的同时分

解，PuF4 造成气路堵塞，降低钚的回收率。解决的方案是提高氟化反应温度，

                                                U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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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法        氧化          F2           化学还原     部分冷凝    H2O-H2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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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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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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钚

分

离

铀

精

制

铀

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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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火焰炉及急速冷却技术，以提高氟化速度，从动力学上防止 PuF6热分解。

表 2  部分元素氟化物的沸点及 25 ℃℃℃℃下的蒸气压

Table 2   Boiling points and vapour pressure at 25 ℃℃℃℃ of  principal volatile fluorides

氟化物 沸点/℃ 蒸气压（25 ℃下）/MPa

PuF6 62.3 0.014

UF6 56.5 0.015

TeF6         -19.0

NpF6 55.0 0.017

MoF6          35

TcF6 55.0

IF7  4.0

IF5 98.0

SbF6         230.0

RuF5         310.0

NpF5         235.0

基于熔盐体系的氟化物挥发法流程[6]遇到的问题与直接氟化流程相同。

1. 2  熔盐过程

    当用熔盐将乏燃料熔解后，根据不同的后续处理方法发展了多种不同的流

程。熔盐体系中通常采用的熔盐有：碱金属氯化物，如 KCl，LiCl 等；碱土金

属氯化物，如 MgCl2，CaCl2 等；碱金属氟化物、碱金属的硫酸盐、过渡金属

氟化物、以及这些化合物的混合物等。

    实际采用的熔盐体系，几乎都采用了多种盐的混合物，这主要是为了提高

体系对乏燃料的熔解能力，降低体系的操作温度。

    以熔盐体系为基础的典型流程有盐循环流程、盐转移流程、熔盐金属电沉

积、熔盐氧化物电沉积、熔盐金属电解流程、熔盐电解萃取流程、 熔盐金属

还原萃取流程和熔盐造渣流程等。

    这 8 个流程中，熔盐造渣流程由于钚与碱金属、碱土金属和稀土元素的分

离系数很小，一般不单独使用，通常只作为某些流程的补充手段使用。

    (1) 盐循环、熔盐金属电沉积和熔盐金属氧化物电沉积过程

    盐循环流程[5～7, 41]适合于处理 MOX 燃料，用 LiCl-KCl 熔盐。MOX 燃料

在 HCl-Cl2 混合气体喷射下熔解在熔盐中，接着在石墨电极上沉积 PuO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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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2。操作条件依目标产品而易。

    熔融物在 450～675 ℃下电解，同时喷射 O2 – Cl2 混合气体，此时即沉积

出 PuO2 – UO2固熔体。紧密的晶体沉积物为含 1%～35% PuO2 的 UO2。与熔

融物相比，沉积物中的钚浓度 大可以富集 40 倍。钚在沉积物中的富集倍数

与喷射气中 O2的浓度高度相关，高 O2 浓度有利于钚在沉积物中富集。此外，

沉积物中钚的富集度还与温度、电流密度和铀的沉积分数有关。控制沉积条件

可精确控制沉积物中的铀、钚比。

    盐循环过程对稀土元素的去污系数仅为 3～25，对锆、铈的去污能力更差。

    盐循环过程已通过实验室规模和中间工厂规模的试验，也进行了特定燃料

（PRTR 燃料）的热室试验。获得了较好的结果。但这个流程去污系数太低，

降低了该流程的应用价值。

    熔盐金属电沉积[ 5～7, 19, 28, 35, 36, 38, 43, 44 ]和熔盐金属氧化物电沉积[ 5～7, 39, 45, 48 ]与盐循环过

程使用的熔盐体系基本一致，都是采用碱金属氯化物混合盐。但这两个过程不

喷射 O2 – Cl2 混合气体。因而操作相对简单。操作温度 500～700 ℃。第一步

将 MOX 元件熔解在熔盐中，电解，使铀、钚与裂片元素分离，然后控制电位

下分离铀、钚。盐经去裂片元素纯化后可以复用。两种方法不同之处是，金属

电沉积电解产物是铀、钚金属，金属氧化物电沉积电解产物是铀、钚的氧化物。

    电解沉积方法的特点是设备简单，操作容易，配合远距离元件制造技术可以

较好地完成核材料的回收任务。之所以要配合远距离元件制造技术，是因为这类

方法去污系数较低，回收核材料的放射性较高。

    电解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熔盐用腐蚀性较低的氯化物时，体系熔解 MOX
较困难，通常需要喷射 HCl 或 Cl2 气流，喷射气流不仅使操作变得复杂，而且

使腐蚀问题变得严重起来。

    (2) 盐转移流程[ 5～7, 42 ]

    盐转移流程同时具有非水体系固有的优点和水法流程的灵活性与净化能

力。通常把这个流程视为高温冶金流程。其原理是，铀、钚和裂变产物在熔盐

和金属合金体系中的相对熔解度，随着组成的改变而有很大的变化，因而也就

可以选择合适的盐和合金萃取分离它们。

    选择两种不同组成的熔融镁合金（一种为给予体合金，另一种为接受体合

金），借助流通于两种合金间的含 MgCl2 的熔盐，有选择性地将铀或钚从给予

体合金转移到接受体合金中。因此该流程包括钚被 MgCl2 盐氧化，而后被接

受体合金还原两步化学反应。

    钚铀分离，是通过改变盐及给予体和接受体合金组成来实现的。

    给予体合金：43%（摩尔比，下同）Cu—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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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体合金：70% Zn—Mg；
    转  移  盐：47% MgCl2—30% NaCl—20% KCl—3% MgF2。

    操 作 温 度：600 ℃下分离钚。

    适当改变合金和熔盐的组分，800～900 ℃下分离铀。

    盐转移流程是针对 MOX 元件提出的，处理碳化物、氮化物元件时可将其

先行转化为氧化物再处理。

    该流程去污系数接近水法流程，铀、钚回收率大于 99%。该流程还没有

进行过全流程试验，但所有操作步骤都在实验室或台架规模实现过。腐蚀问题

相对较轻，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流程。 大的缺点是步骤过多、操作复杂。同时，

高温下实现级联萃取，工程问题也较难解决。

    (3) 熔盐金属电解流程[ 5～7, 37 ]

    熔盐金属电解流程是一合金元件后处理方案。熔盐组成为 LiCl–KCl–
PuCl3，操作温度 550 ℃，电极电位 1 V，阳极用合金元件，阴极用低碳钢。

    该法有简单、能连续处理的优点。但钚的收率较低。去污能力未见报道。

    (4) 熔盐电解金属萃取流程[ 5～7 ]和熔盐金属还原萃取流程[ 5～7 ]

    萃取流程大多是将铀、钚由氧化物转化成金属后，利用合金熔剂萃取。电

解萃取流程与金属还原萃取流程所不同的是金属还原的方法不同。

    熔盐体系用低熔点的碱金属氯化物混合物，氧化物采用电解方法还原时，

萃取剂可用银。若萃取剂同时参与氧化物还原，则大多采用 Cu–Mg，Zn–Mg
合金。

    (5) 一体化快堆计划[ 31, 32, 34, 35, 50 ]

    一体化快堆指快堆建设过程中，同步考虑快堆元件的后处理，堆燃料选择

与后处理方式衔接，堆芯卸料元件经过短期或几乎不经冷却即进行后处理。这

样，一体化快堆计划中的关键步骤，是对极高放射性、高钚含量的乏燃料进行

后处理的技术开发。

    高放高钚燃料的干法后处理方法，要选择过程操作步骤尽可能少，过程维

护尽可能方便，过程控制尽可能容易，辐射防护尽可能方便的方法。符合这样

要求的 佳方案就是熔盐电化学技术。

    1982 年美国 ANL 推出一个所谓的 IFR（Integral Fast Reactor）计划，其燃

料后处理的基本设想是快堆燃料经过熔盐电解后得到金属形态的可裂变材料，

回收的这些可裂变材料通过远距离操作，制造成新的燃料元件重新进入反应

堆。经过几年的研究，ANL 于 1986 年 4 月提出了一个熔盐电解的概念流程。

如图 2[50]。经过两年多的研究，1988 年 9 月 ANL 对上述方案进行了调整。在

电解体系中增加一个液态阴极，材料为金属镉。由于铁在镉中的溶解度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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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增加液态镉阴极后，阳极材料可以采用低碳钢，同时在液态电极中钚被大

大富集了。这个流程还简化了铀、钚回收程序。溶于液态金属镉中的铀、钚可

以通过蒸发镉而得到铀、钚合金。

    离子化合物熔盐形成离子熔体，离子熔体是比分子液体（如 H2O）更好的

导电体。在离子熔体中应用电化学技术已形成一专门的技术门类——离子熔体

电化学。基于离子熔体的熔盐电化学干法后处理技术研究已进展到流程和材料

选择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等国在氯化物混合物离子熔体的电化学

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建立了一批应用于干法后处理的混合物离子

熔体和相关的电化学处理技术的专利保护。

图 2  一体化快堆干法后处理概念流程

Fig .2  The basic flowsheet of dry reprocessing for IFR.

    日本研究人员对以镉为阴极的熔盐电解过程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35]。重点

                                              快  堆  堆  芯
卸  料  元件

元件剪切/脱包壳

熔 盐 电 解

1250 ℃下熔融回收金属铀钚或/和
1300 ℃下熔盐(Mg, Ca, Ba) Cl2+(Li, K)
Cl 电解精制，产物是铀、钚合金。

放 射 性 废 物 储 存 、

     处 理 与 处 置

阴极析出金属精制

 熔 盐 的 净 化、

 处 理 与 循 环

气体收集、净

化与排放系统

使用的熔盐体系：UCl3+ PuCl3+ ZrCl3
操作温度：450～650 ℃
电解电流密度：0.5 A/cm2

阳极材料：镍合金 /阴极材料：金属铀

熔盐经过约 100 次循环后/或每次取出其

中的 1%，作为废物处理



 Ⅴ. 放化分离 377

是液态金属阴极在不同搅拌条件下铀、钚在液态金属中的析出与搅拌速度的关

系。熔融盐为 LiCl–KCl–UCl3，电流密度 大达 0.25 A/cm2，以 Ag/AgCl 做参

比电极测量相应电位，操作温度 500 ℃，获得了大量该体系的热力学与动力

学数据，为进一步研究离子熔体电化学干法后处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科学家将离子熔体电解技术应用在稀土合金制备方面也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绩[33]。使用的熔盐有氯化物混合物，也有氟化物混合物。并对氟化物混合

物的腐蚀性能进行了长时间的考验试验。试验中采用保持熔盐体系中足够量的

稀土元素，以使大部分 F-处于同稀土元素络合状态，从而降低熔盐体系中自

由 F-浓度，减少 F-对容器材料的腐蚀，为解决氟化物熔盐体系的腐蚀问题提

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分析目前发展的典型熔盐流程发现，熔盐的作用如同水法流程的水一样，

是作为采用某工艺分离铀、钚与裂片、超钚等元素的一种熔剂使用的。而使用

两种或多种盐的混合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熔盐的熔点，从而降低操作温

度。在有些体系中，使用混合盐的作用还有提高目标化合物在熔盐中熔解度的

效果。

熔盐体系的发展目标是提高熔盐熔解能力，降低腐蚀速率。目前发展的熔

盐体系在二者的兼顾上，还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也是涉及熔盐过程的干法后处

理技术难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障碍。

1. 3 金属熔融萃取流程[ 5～7, 10 ]

    金属熔融萃取是针对金属元件提出的一种干法后处理工艺流程，是一个典

型的高温冶金流程。操作条件是在熔融铀熔液中熔解金属元件，利用不同金属

或盐对不同元素的萃取能力不同而实现铀、钚分离与纯化的。

    金属钚萃取剂一般用银，它在熔融铀中萃取钚的分配系数可达到 14，但

在银萃取剂中稀土元素和钚有着基本相同的分配系数，因此，该工艺对稀土的

去污能力很低。

盐萃取剂可以采用 UCl3，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去污系数太低。

1. 4  氯化物挥发法流程[ 5～7, 10 ]

    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流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被认为是干法后处理的

新研究动向，是 有希望实现工业化的流程。印度学者将 UO2，PuO2 混合物

在 Cl2–CCl4–Ar 混合气氛中氯化，实现了钚的定量分离。日本研究人员用 UO2

进行过原理性试验，结果未见报道。

    检索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文献，未见有类似方法研究的报道。分析原因

可能是辐照燃料的氯化完全不同于实验室配比的样品，真正的辐照燃料的氯化

很难实现。550 ℃下，挥发 1 mol PuCl4，需要 104 mol 的氯气[5,7]，提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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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体系的腐蚀性增强，同时还有可能生成液态氯化氧铀，使氯化无法进行完

全。

2  结束语

    干法后处理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提出的流程多种多样，化学

原理上可行的也不少，甚至有些流程还进行了几千克级的中间试验，但至今没

有任何一个流程研究达到了具有明确工业化应用前景的水平，就是干法后处理

研究先进国家也没有完全选定其干法后处理技术发展的单一方向。也就是说，

现有的所有干法后处理流程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难以突破的技术难题。

    日本和美国合作发展的快堆倾向于使用金属燃料，而美国自行开发的快堆

后处理流程倾向于处理 MOX 燃料。两国在氟化物挥发法和熔盐电解干法后处

理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

    俄罗斯在离子熔体（熔盐）电解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对高温熔盐体系的

基础热力学和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

    法国在 MOX 燃料的干法后处理方面开展了多种流程的研究工作。计划在

2010 年前选定其发展的主要流程。

    印度的干法流程主要集中在 Th-U 循环上，也有部分 MOX 燃料干法后处

理流程的报道。

    分析已提出的流程发现，主要技术难题集中在乏燃料的熔解或挥发和过程

设备的腐蚀上。要对乏燃料进行处理，首先要使其熔解在操作体系中。熔盐熔

液同水溶液一样，熔质要有好的熔解性，就需要形成熔剂化物。对 MOX 而言，

就是要使用铀、钚的高温强络阴离子化合物。但目前选用的铀、钚强络阴离子

化合物在高温下都对过程设备产生严重的腐蚀，致使干法后处理技术难以实现

工业应用。

    从发表的文献看，干法后处理研究投入力量 多、研究 深入的是氟化物

挥发和熔盐电解两种方法。从铀、钚纯化和工程实现角度来分析，这两种方法

成功的可能性是 大的。

    干法后处理技术要达到工业应用的水平，需要解决乏燃料的熔解和过程设

备的腐蚀问题。这是一对相互矛盾的问题，矛盾的解决是要发展一种全新的处

理体系，其对乏燃料熔解能力达到工业可应用的水平，而对过程设备的腐蚀性

达到工业应用可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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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n Dry Reprocessing of Irradiated
Nuclear Fuels
OUYANG Yingge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102413

Abstract: Although spent nuclear fuels have been reprocessed successfully for many years
by the well-know Purex process based on solvent extraction, other reprocessing method
which do not depend upon the use of organic solvents and aqueous media appear to have
important potential advantage. There are two main non-aqueous methods for the
reprocessing of spent fuel: fluoride-volatility process and pyro-electrochemical process.
The presence of a poser in the process is that PuF6

 is obviously thermodynamically stable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excess of fluorine. Pyroelectrochemical process is suited to
processing metallic, oxide and carbide fuels. First, the fuel is dissolved in fresh salts, then,
electrodes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bath, U and Pu is deposited on the cathode, third,
separation and refinement U and Pu is deposited on the cathode.  There is a couple of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that are not in harmonious proportion in the fields on the
nuclear fuel is dissolved the ability in the molten salt and corrosiveness of the molten salt
for equipment used in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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