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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

造生产线所使用的原材料 U02粉末、Gd2 03 粉末、 (U ， Gd)308粉末以

及添加剂硬脂酸绊和草酸绥的主要性能，同时描述了混料、制粒、成

型、烧结和磨削等制造工艺过程及其产品 (U ， Gd) O2 芯块的主要性
能，并对制造过程中有关工艺控制参数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U ， Gd)Oz芯块混料压制烧结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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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ufacture Process and Properties of (U , Gd)02 

Burnable Poisonous Fuel Pellets 
(InChinese) 

YI Wei TANG Yuemirlg DAI Shengping YANG Youqing ZUO Guoping 

WU Shihong GU Xiaofei GU Mingfei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Nuclear Fuel and Material ,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 Chengdu , 610041) 

ABSTRACT 

The main properties of important raw powder materials used in the (U , 

Gd) O2 burnable poisonous fuel pellets production line of NPIC are presented. 

The powders included U02, Gd20 3, (U , Gd)308 and necessary additives , such 

as ammonium oxalate and zinc stearate. And the main properties of (U ,Gd)02 

burnable poisonous fuel pellets and the manufacture processes , such as ball 

milling blending , granulation , pressing , sintering and grinding are also de 

scribed. Moreover , the main eHect of the process parameters controlled in the 

manufacture process have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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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l 士
一
口目前国际核燃料制造商关于采用先进的可燃毒物燃料 CIFBA 和 Gd2 03 -U02 可燃毒物

燃料)来补偿反应堆初始反应性，展平堆芯功率分布，实现提高燃耗、延长换料周期，从而降

低核电运行成本，提高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并在商用核电站中得到广

泛应用。国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研究 Gd2 03 -U02 可燃毒物燃料争 90 年代在压水堆中

逐渐使用，其相应的燃料换料周期已延长至 18 个月。我国关于 Gd2 03 -U02 可燃毒物的研

究也开展较早，始于 80 年代初。但国内关于 Gd2 03 -U02 可燃毒物的实际应用则较晚，目前

只有大亚湾核电站为延长换料周期、提高燃料利用率采用了法玛通核能公司先进的

AFA3G 燃料组件。随着核电技术的发展，我国将逐步采用高性能的可燃毒物燃料组件，同

时核电国产化是我国的长期目标。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于 2003 年建成了年产量为 10 t 

铀的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生产线。

本文重点介绍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生产线的制

造工艺及其产品的主要性能。

1 原材料

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采用的主要原材料有 U02 粉末 ， Gd2 03 粉末 ， (U ，

Gd)308 粉末以及添加剂草酸债和硬脂酸辞等。

1. 1 UOz 粉末

(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采用的 U02粉末由 AUC 流程转化而来。其相关的

主要性能列于表 1 。

表 1 UOz 粉末主要性能指棕

ι 0~8" 0 2.. 06~2.. 16 

松装密度/

(g/cm3 ) 

1. 7~2. 2 

振实密度/

(g/cm3 ) 

2.. 2~3.. 0 

//h' 

量

u
l
-
m

时
w
-
Q

碳含量/

(μg/g) 

<100 

性能

范围

比表面积/(m'/g) O/U 

1. 2 Gdz03 粉末

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采用的 Gd2 03粉末由珠江冶炼厂生产。其相关的主

要性能列于表 2 。

表 2 GdZ 03 粉末主要性能

粒度要求
性能 灼烧失重 /% Gd， 03 含量/% 碳含量/μg/g

90%重量比 99%重量比

范围 LO 二~99.. 8 4二500 4二 10μm 4二 20严m

1. 3 (U , Gd)30S 

采用的(U ， Gd)308粉末由物理不合格的 (U ， Gd)02 芯块锻烧制备。其相关的主要性

能列于表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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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范围

1. 4 草酸按

表 3 (U , Gd)30，粉末主要性能

。1M GdZ 03 含量1%

二"， 2..60 二"， 7..68

粒度要求Imm

=二。..185

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采用国产化学纯草酸钱，其作用是通过适当的草酸

接加入量调整井有效控制芯块的烧结密度。

I. S 硬脂酸

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采用国产化学纯硬脂酸镑，其作用是通过加入适当

量的硬脂酸捍改善粉末成型工艺性能。

2 主要工艺设备

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使用的主要工艺设备列于表 4 。

表 4 (U ，ω)0，可燃毒物芯块制造使用的主要工艺设备

工序

i昆料

制粒

成型

烧结

磨削

热稳定性

锻烧

设备名称

双缸可倾球磨机

单锥双螺旋混料器

旋转压机

破碎机

擦筛机

双锥混料器

自动压机

中频感应烧结炉

无心磨床

中频感应烧结炉

缎烧炉

3 (U , Gd)02芯块制造工艺

3.1 工艺流程

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工艺流程如图 l 所示。

3.2 球磨混料工艺

设备型号

FQ020X2 

WSH一。..0328

YH20-B 

非标

YK160A 

zx一。" 09 

PCH-20SU 

ZG一50-17J

M1040 

ZG-0.0131 

非标

混料工艺是CU ， Gd)02 可燃毒物燃料芯块制造过程中的关键工艺之一。在普通的 U02燃

料芯块制造过程中，为了消除不同批次之间粉未性能的差异，或为了制造的其他目的而加入造

孔剂、润滑剂或秸结剂等，都需要通过适当的混合工艺来达到粉末主体或其与添加剂之间的均

匀化。一般来说，这种意义上的均匀化由于其要求不高，实现较为容易，现在常用的多种泪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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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例如"V"型i昆料器、"Y"型氓料器或普 UO2粉末、 |GdA粉末

通的单锥混料器等，均能达到其均匀化的

要求。但对于(U ， Gd)Oz 可燃毒物芯块的

制造来说，普通的机械混合手段则难以满

足要求，其原因在于:由于 GdZ 03粉末容易

吸潮产生团聚步采用普通的混合于段由于

(U ， Gd)飞0，粉末

ì>ß ))11 剂

球化后物料流动性松装密度控制

生坯密度尽寸控制

理化性能检测J~稳定性试验等

外观及尺寸、总氢含量检测

物料运动的速度较低，难以有效地分散团

聚而不能获得理想的混合效果，这就给后

续的烧结过程带来极大的困难，甚至会造

成芯块微观结构中大量游离 GdZ 03 相和

UOz相的存在而使得产品性能不合格。采

用球磨工艺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首先，在球磨过程中，大颗拉疏松结构的

UOz粉末(平均粒度在 20~30μm 之间)在

钢球的碰撞下破碎细化(平均粒度达到

O.l~ 1. 0 μm 之间)， Gdz 03 粉末与 UOz

粉末的团聚体均被有效地破坏，从而可

获得更细微程度上的粉末混合体。其

次，在球磨过程中，物料与钢球之间的碰

撞、摩擦等作用使得物料表面聚积了更

多的表面能，这也使粉末的烧结活性得

图 1 Gd2 03 -U02 芯块制造工艺流程图

以提高，有利于烧结过程中 Gd2 03 相和 U02 相之间的扩散，从而获得均匀的 (U , Gd) Oz 固

溶体结构。采用不同混料方式所制备的(U ， Gd)02 芯块微观结构如图 2 所示。

球磨棍料工艺(300 x) "V" 型混料器混料(300 x) 

图 2 CU , Gd)02 芯块的微观结构

在球磨过程中，影响物料混合效果的主要工艺参数有球磨桶的转速、料球比、钢球的构

成比例、球磨时间以及单桶装载量等。在此过程中，为了实现对芯块烧结密度的有效控制，

需要加入适量的(U ， Gd)308粉末和造孔剂(草酸镀)。由于造孔剂草酸钱的加入量很小，因

此在球磨前取少量 U02粉末与草酸接进行预?昆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由于物料本身的压制



性能不很理想，以及球磨后物料的流动性变差等原因不利于后续的预压过程，在预压前需要

加入一定量的润滑剂。通过大量试验确定的球磨过程主要工艺参数及相关物相参数等列于

表 50

表 5 混料工艺参数

球磨工艺参数

球磨棍转速/(r/min) 65~75 料球比 1 : 2..0 

球磨时间/h 2~4 单桶装载量/kg 10~12 

磨球配比参数

磨球规格/mm ~ 10 ~ 15 ~ 20 

磨球质量分数/% 5~15 35~45 35~45 

混料工艺配方

材料 U02 Gd20 3 (U , Gd)308 草酸饺

质量分数/% 92~100 。~8 。~25 。~L5

合批工艺参数

加入质量分数为 0.. 05%~0. 15%的硬脂酸辛辛后，合批 30 min;合批装载量 :40~100 kg 

3.3 制粒工艺

由于物料本身的压制性能不很理想以及球磨后物料的流动性变差等原因，在生产线上

如果不经过制粒过程，要直接实现自动成型是很困难的，生坯质量难以保证。因此，采用了

压块式攘筛制粒工艺来提高捞末的密度和流动性，改善其压制特性以满足后续成型工序自

动成型的需要。制粒过程包括预压、破碎、擦筛以及球化等过程。

3.3.1 预压

预压过程最为重要的就是控制坯块的密度。由于后续成型过程采用的是定容成型方

式，因此制粒后物料的松装密度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生产线上，预压过程同样采用

的是定容成型方式，影响预压过程坯块密度控制的主要因素有来料的流动性以及预压坯块

的高径比等。由于球磨后物料的流动性差，采用直接上料的方式难以保证均匀的填充效果，

因此在料仓结构上增加了强制拨料杆以保证其填充的均匀性，压制的速度也控制在一定的

范围内，同时在压制过程中通过严格的取样制度来监控压制过程的密度控制。预压过程坯

块的密度控制要求见表 6 。

3.3 伽 2 破碎

预压坯块采用滚轮挤压方式进行破碎以获得擦筛过程需要的小块物料，在此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是破碎速度的控制，应尽量减少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细粉所占的比例，缅粉太多会破

坏制粒的整体效果。破碎过程攘轮转速的控制要求见表 6 。

3.3.3 擦筛制粒

擦筛是制粒工艺的关键过程之一。擦筛后物料的粒度分布、流动性、松装密度等性能的

稳定性直接影响着后续成型过程生坯密度稳定性的控制。影响擦筛后物料的粒度分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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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松装密度等性能的主要因素有滚桶的转速、板网的结构和孔径、滚桶与板网之间间隙

大小以及进料速度等。在有的粉末制粒过程中，还采用粒度配比的方法以获得好的流动性

和压制性能，但生产线大量试验表明，通过对上述影响因素的适当控制所获得的自然配比的

制粒后物料，同样可以很好地满足后续自动成型的需要 o 擦筛过程的主要工艺控制参数和

擦筛后物料的主要工艺性能见表 6 。

3.3.4 球化

球化同样是制粒工艺的关键过程之一。由于后续自动成型过程对制粒后物料流动

性、松装密度等性能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同时在破碎以及擦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

生:一定数量的细粉以及擦筛后颗粒外形的不规则等，这些均会对擦筛后物料的流动性

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生产线上用双锥混料器作为球化装置。经过球化后的物料细粉

所占的比例大大减少，颗粒外形呈球状，流动性得到明显的改善。球化过程的主要工

艺控制参数见表 6 。

预压块密度控制范围/(g/cm3 )

擦筛机滚轮转速/(r/min)

板网孔径/mm

双锥混料器转速/(r/min)

表 6 制粒工艺参数以及相关物料主要性能

4.. 2~4.. 8 

28~32 

世 L5~骨 2.0

10~20 

破碎机滚轮转速/(r/min)

滚轮与板网的间隙/mm

板网孔心距/mm

球化时间/min

球化结束后，加入。..2%~0..3%的硬脂酸绊，再混合 5~10 min 

3.4 成型工艺

14~16 

2.. 0~4.. 0 

3.. 5~4.. 。

25~30 

成型是芯块制造过程中的关键工序之一。生坯的密度、强度、缺陷和尺寸控制，均会对

后续烧结和磨削过程以及最终产品的质量产生极大的影响。影响生坯质量的因素很多，例

如制粒后物料的物理性能(包括流动性、粒度分布以及颗粒的机械性能等)、工装模具、压制

过程的参数控制等等。生产线上采用的是浮动模式定容成型工艺，在来料性能相对稳定的

前提下，压制过程中工装模具的结构及其动作以及各项压力参数的调整对生坯的质量控制

起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压制过程中，阴模浮动的起始位置及浮动的速度会影响芯块轴向

的密度分布，有时不适当的调整甚至会造成芯块产生层裂;脱模时上冲头应有适当的保压，

以避免芯块上端面出现周向层裂;阴模脱模锥口的角度对脱模芯块是否产生裂纹有极大影

响。压制过程中有关参数根据每批来料的工艺性能进行调整。成型过程的主要控制要求列

于表 7 。

表 7 成裂工艺的主要控制参数

填充高度/mm 生坯高度/mm 生坯直径/mm 生坯密度/(g/cm3 ) 压制速度/(块/min)

30~40 15~20 10..28 5.. 5~5.. 6 10~20 

3.5 烧结工艺

Gd2 03 -U02坯块的烧结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低温可挥发组分的分解和坯块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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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力消除阶段，中温还原、脱碳以及初期致密化阶段，高温快速致密化和固溶体形成阶段，

以及烧结完成阶段。在烧结过程中，应根据原料 U02 粉末的性能，针对不同阶段的反应特

点制定适当的升、保温制度，以期获得密度以及微观结构等性能好的烧结芯块。在低温阶段

(300~800 'C) ，坯块内的反应主要是可挥发组分的分解和坯块残余应力消除，在这一阶段，

为了使司挥发组分的分解完全，以及避免因导致应力释放太快而使坯块产生缺陷，其升温速

度不宜过快。在中温还原、脱碳以及初期致密化阶段(800~1 300 'C) ，应有适当的保温，以

尽可能地使残余碳挥发完全，避免因烧结芯块内碳含量过高导致其热稳定性性能不理想。

在高温快速致密化和固溶体形成阶段(1 200~ 1 650 'C) ，为了避免因表面致密化速度太快

而导致烧结芯块密度下降，其升温速度也不宜过快。在烧结完成阶段(1 650~1 750 'C) ，应

根据芯块密度控制以及微观结构的需要确定适当的保温时间。由于(U ， Gd)02 芯块是缺氧

固榕体结构，因此在烧结过程中应控制烧结气氛中的氧分压以获得适当的 O/M，避免因缺

氧造成芯块开裂。另外，在生产线上由于批量放大，在烧结过程中产生的可挥发组分，如果

不能在进入高温快速致密化和国溶体形成阶段之前及时地排出烧结区域，则会对烧结气氛

中的氧分压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导致芯块表面致密化速度太块而使烧结芯块的密度下降。

同样的原因，在生产线的烧结过程中，由于烧结区域扩大，又装有多层料舟，其内部气体流场

较为复杂，在局部区域存在因烧结过程中产生的可挥发组分排出情况不同导致其实际烧结

气氛控制的差异而产生密度上的差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烧结舟结构及通气形式就会对

炉内密度分布的均匀性产生极大的影响。目前的烧结舟结构采用了底部均匀开孔，装炉时

芯块间保留适当的空隙以尽量消除烧结区域径

向上的差异。炉内的通气形式采用上下同时进

气以尽量消除烧结区域轴向上的差异。此外，

原料 U02粉末中的氟、碳等杂质含量也对烧结

过程和烧结芯块的密度及微观结构等产生显著

影响。总之，影响烧结过程的因素很多，而且其

作用机理也较为复杂，我们通过大量的试验工

作才确定了吕前的烧结工艺。烧结芯块的密度

及其均匀性控制如图 3 所示。烧结过程的主要

参数列于表 8 0

3.6 磨削工艺

烧结后的芯块表面质量、几何尺寸等还达不到装管制造元件棒的要求，需要进行磨削使

其获得符合要求的表面质量和几何尺寸，磨削后的芯块再经清洗和烘干，除去芯块表面的蒙古

附物。在生产线上采用的是无心磨削工艺。影响磨削芯块表面质量及尺寸控制的因素很

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芯块上料的结构及上料速度的控制;二是磨削过程的有关参数控

制，例如磨轮的材料及表面质量、托板的高度、导轮的角度，以及磨轮与导轮之间的配合等

等。一般来说，采用元心磨削工艺，芯块的表面质量容易满足要求，其难点在于芯块的几何

尺寸公差要求很高，尤其是在进行连续磨削时其尺寸控制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因此，在正式

磨削前的磨床调试，以及磨削过程中的严格取样监控，对于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显得十分重

要。磨削芯块需清洗并在 150 'C温度条件下烘干。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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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U.Gd)02 烧结芯块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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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烧结过程工艺参数

烧结ft 温、降温制度 烧结气氛条件

温度/'C

。 ~500

500~850 

850 

850~900 

900~1000 

1 OOO~ 1 400 

1 400~ 1 730 

1 740土 10

1 740~1 400 

1 400~1 200 

::;;;1 200 

升温时间/min

25~30 

45~50 

85~90 

55~60 

85~90 

65~70 

45~50 

300 

25~30 

10~15 

停电，随炉冷却

氢气流量 :0 ， 52~0" 56 m'/h( 上)

0.. 40........0" 44 m3 /h(下〉

1 000 .C开始通湿氢

水浴温度 :45 .C 

气源压力 :0" 16 MPa 

降温至 800~1 000 'C转换为干氢

降温过程氢气流量 g

0. , 20 m'/h(上)

0.20 m'/h(下)

(U , Gd)02芯块主要性能

生产线所制造的(U ， Gd)02 芯块的理化性能列于表 9 。

表 9 (U ， ω)0. 芯块的理化性能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统计 技术条件要求

U 含量 二:;，80.7%

O/M L 990~2.， 010 1.. 98::;;;O/M::;;;2 02 

杂质含量

GdzO，含量 7., 86~8.， 12 7., 80~8" 20 

GdzO，含量芯块间
。.， 03%~0. 06% 运二。.， 1024%

均匀性

当量氨含量
平均氢含量 :::;;;0" 3 同/g 平均氢含量 :::;;;0.8μg/g

单个芯块氢含量:.:;:;;二0.5μg/g 单个芯块氢含最:::S二1.. 2μg/g

水测密度 (94. 8~95" 9) % L 0. 93"5%LD，，运三密度 ::;;;96%T" 0. 

热稳定性检验
平均密度增量:::;;;1.. O%T. D. 平均密度增量::;;;1. 29% 1. n , 

单个芯块密度增量:::::二 1.. 2%T. n, 单个芯块密度增量::;;;1.. 40%T. 0., 

几何尺寸
直径 :8" 180~8" 204 mm 直径 :8. 180~8" 204 mm 
空腔体积 :9. 1O ~14. 0 mm' 空腔体积 :9" 10~14.， 0 mm' 

外观检查 统计抽样检查合格 略

品粒尺寸 8~12μm 

GdzO， 聚团 元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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