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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生物样品中焦的含量时，一般要求测量全氟含量，以准确

地了解该样品受氮污染的程度，但有机佩的转化和收集比较困难 o

本项目自行研制了一套全氛制样装置，利用燃烧一催化的方式来处

理植物样品。在富氧条件下加热，赶出样品中的自由水焦，然后点燃

样品，将燃烧产生的气体通过 800
0

C 下的催化剂进行催化氧化，组织

结合氮转化为氮水，并采用冷凝管和冷阱双重冷凝的方式收集氮水，

解决了植物样中有机焦难以收集的问题 o 针对其他样品，利用高温

(最高温度可达 1 000 OC) 一催化一双重冷凝的方式来处理和收集氮

水。

关键词:全氟回收 燃烧室催化室 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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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of Omni-tritium Sample Preparation Device 

(In Chinese) 

TIAN Junhua ZHENG Min ZHANG Dong 

Clnstitut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try , CAEP , Mianyang , 621900) 

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otal tritium analysi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know the triti

um contaminated degree of biological samples accurately. But the conversion 

and collection of organic tritium are difficult. A device to treat total tritium 

samples was developed. Plant samples were treated by combustion and cataly

sis. After expelling the free HTO in the samples when heated in abundant oxy

gen , the samples were ignited. Combustion gas passed the catalysts at 800 oc 

and its oxidation was catalyzed , and then the combined tritium in tissues was 

converted into HTO. HTO was collected by water-cooling tube and condenser. 

For other samples , HTO was treated and collected by high temperature C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is 1 000 oC )-catalysis-double condensation method. This 

device had solved the problem that organic tritium is difficult to gather. 

Key words: Total tritium recovery , Combustor , Catalyst chamber , Cold trap 

148 



引言

从事氟的研究和生产的核设施在某些情形下会向环境中排放一定量的焦，对环境造成

一定的污染。氟的迁移性较强，进入环境的 HTO 参加自然水的循环，参与全球氢循环以及

一切代谢过程。氛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氟化水蒸气(HTO)和少量的氟化分子氢 (HT) ，它们

从核设施中排放出来后，氟化水被植物、土壤和地表水吸收，被沉积的氟化氢在地表(大部分

在土壤中)被氧化成氛水。滞留在土壤中的氟，由于扩散、渗透和降雨的影响，逐渐向深部移

动，在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到达植物根系的氟有一部分将被植物吸收，植物还可通过叶面吸

收来摄取氟。通过土壤等媒介，氮被植物、动物吸收，并经由这些动植物食品传输到人体内。

因此，通常通过监测某地区土壤、水、植物等样品中箴的含量来评估该地区受氟污染的程度。

目前常用的氟分析方法中，有机焦的分析比较困难。由于氟是低能自辐射，将样品转化

成液体状态利用液体闪烁计数器测量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对氛样品的分析方法都是通过

蒸馆收集样品中的 HTO，样品中气态箴通过催化氧化将转化成 HTO，但是样品中的其他

氟(如有机箴)提取一直没有比较有效的办法。各类非气态样品氛的主要存在形式是自由水

箴(FWT)和组织结合氟(OBT) 。燃烧制样时主要针对组织结合焦通过催化燃烧使其转化

为氟化水。自由水箴在高温下以氟化水形式赶出，经冷阱收集，再经过液闪测量确定样品中

策的含量。

建立一套全氮燃烧制样装置能够将生物样品和其他样品中的有机氛转化为焦水收集起

来，进行液闪测量。而且该装置能节省分析时间，回收率达到 80% 以上，能够满足氟样品分

析的需求。曾经建立过一套土壤中全氟石英制样系统，但由于该系统对有机物的燃烧不够

充分，不能用于有机物的全焦制样，而且该系统太长，无法小型化形成一套装置，所以需要重

新建立一套全氯燃烧制样装置。

美国有类似的全氟测量装置出售，采用明火加助燃剂使生物样品燃烧，原理相同，但该

装置一次只能测量 5 g 以内的样品量，导致收集到的水太少，不足以测量，而且导致误差范

围太大，无法准确测量。另外，该装置不能用来测量土壤及其他样品，具有局限性。

国内还未见有关全氟燃烧制样装置研制方面的报道。

1 基本原理

图 1 是全箴燃烧制样装置的结构简图。

该装置的基本原理为:植物样品中的自由水氟在 100 oc左右的温度下以氟水蒸气形式

赶出，组织结合焦在燃烧过程中，也将转化为氛水蒸气，没有完全燃烧的有机物在纪催化剂

的作用下也将被催化转化为水和二氧化碳;在高温条件下，土壤样品中的自由水氟以氟水蒸

气形式赶出，有机氟在但催化剂的作用下也将被催化转化为氛水。产生的氟化水蒸气最后

都可经冷凝管和冷阱冷凝收集起来。测量收集的水中氟的含量就能够估算植物样中箴的含

量。

加热方式采用外部加热与内部加热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植物样品时将内置加热盘置于

自动进样装置上，经外部加热后，水分被完全蒸干并收集，再利用内置加热盘，使植物样品自

燃并经过催化室催化，有机氛就能转化为焦水收集起来;分析其他样品时将料盘置于自动进

样装置上，利用外部加热、催化和收集，达到较高的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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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氧气是为了使样品燃烧更快速更充分，而加入氮气是为了调节氧气的比例，以便通

过实验找到最佳进气速率和氮氧比例。

5 

图 1 全氟燃烧制样装置结构示意图

1一催化室 ;2一加热室 ;3一冷凝管 ;4一冷阱收集 ;5一二级收集

2 关键技术的实现途径

在全氛燃烧制样装置的研制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有机氟转化方式的确

定、加热燃烧室结构的确定、氟水收集方式的确定、炉膛内壁材料的选择、催化剂安置方式的

确定、高温下密闭条件的满足、管路的清洗以及炉膛观察窗的安置等。

2.1 有机氟转化方式的确定

建立该装置既能够满足土壤样品、钢铁样品、硅胶样品等氟含量测定要求，又能将植物

等样品中包含的有机箴转化并测量。因此，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确定有机氛的转化

方式。

湿法氧化不容易实现自动控制。因此，利用干法燃烧将有机结合焦转化为氟水收集起

来的方式更适合用来建立一台全氛制样装置。

目前使用的干法燃烧法大多为将样品置于密闭容器内，在高温及富氧条件下让有机结

合氟缓慢氧化为水。但是这种方法容易产生大量的焦油和其他难以氧化的有机物，无法转

化为焦水。因此，考虑使样品能够明火燃烧，在明火燃烧时，通氧气并保持一定温度，燃烧后

的气体通过催化剂再次催化，这样就可促使焦油等有机物进一步氧化。

在明火燃烧的实现方式上，考虑到安全、方便等因素，决定首先使样品在一定温度下赶

尽水分，然后利用内置电炉丝点燃已经干燥的样品，实现样品的明火燃烧。

2.2 加热燃烧室结构的确定

在加热燃烧室结构的确定上，主要是选择内部加热一内部点燃还是外部加热一内部点

燃方式。内部加热一内部点燃方式在工艺上更容易实现，但是不容易控制样品的点燃;外部

加热一内部点燃方式对样品制备来说更方便、更容易满足要求，但是在工艺上实现比较困

难。

最终确定在炉膛外部设置主加热件，炉膛内部设置副加热件以便点燃样品。当放人植

物样品时将内置加热盘置于自动进样装置上，先开启外部加热开关，将水分完全蒸干并收

集，再开启内置加热盘开关，使植物样品自燃并经过催化室催化，有机箴就能转化为焦水收

集起来。当放人其他样品时将料盘置于自动进样装置上，只需开启外部加热开关，将温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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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到合适的温度就能进行加热、催化和收集，达到较高的回收率。

2.3 氟水收集方式的确定

常用的氟水收集方式有冷凝收集、水鼓泡器收集、团体干燥剂收集等方式。在该装置中

选择的是冷凝收集方式。冷凝也有水冷凝和冷阱冷凝几种。由于从加热燃烧室出来的气体

可能温度很高，单独采用一种冷凝方式可能收集不完全，因此，采用水冷加冷阱冷凝双重方

式来收集氟水，即水蒸气先经过冷凝管，部分冷凝为水和氟水，然后再经过冷阱，以达到最大

的收集效率。

2.4 炉膛内壁材料的选择

炉膛内壁材料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不给样品带入杂质、高温富氧条件下耐氧化、能

够满足尺寸要求并能够满足密闭性要求。常规使用的材料有以下几种:石英、陶瓷、不锈钢

和一种耐高温纤维。但是石英不能满足尺寸要求，也不容易进行加工;陶瓷不容易满足密闭

性要求，而且容易带人杂质;不锈钢在高温富氧条件下很容易被氧化;耐高温纤维内壁太粗

糙，容易带人杂质。因此，这几种常规材料都被否定，经过调研，发现镰合金在高温富氧条件

下耐氧化、不带入杂质、易加工并能够满足密闭性要求。因此，最终选定镰合金材料来作为

炉膛内壁材料、催化剂容器材料和样品容器材料。

2.5 高温下密闭条件的满足

炉膛必须密闭性良好，因此，所有的出口都必须安置密封圈。而在高温条件下，密封圈

容易损坏，失去密封功能，所以，在密封圈内侧设置水冷，保证密封圈不被损坏。

2.6 催化剂安置方式的确定

在全氟燃烧制样装置中，样品被置于加热燃烧室底部，氧气和氮气也从底部通入，因此，

催化剂应安置在炉膛上端，并应容易更换。由于要在高温条件下满足炉膛内壁的密闭性，因

此，不能设置太多接口。最后，将催化剂容器设计为内径 20 mm 的圆柱体，材料为镰合金，

壁上钻孔，上端为螺纹接口，连接在加热燃烧室出口处。制样时，开启真空泵，燃烧后的气体

首先经过催化剂催化，然后进入冷凝管和冷阱被收集起来。

2.7 管路的清洗

为了避免前一样品对后一样品的影响，必须清洗管路。因此，设计在加热燃烧室出口外

安装两个阀门，一个打开时可注水清洗管路，关上时可使整个系统保持密闭，另一个关上时

可防止清洗时水倒流入加热燃烧室，打开则可在制样时保持管路通畅。

2.8 炉膛观察窗的安置

在制备植物样品时，必须观察样品到底有没有被点燃，因此要设置一个炉膛内部的观察

窗。这个观察窗不仅要求能够观察炉膛内部情况，还不能破坏炉膛整体的密闭性，而且要尽

量不让燃烧时产生的物质附着在观察窗内侧影响视线。

最终决定在炉膛顶盖上设置两个球阀观察口，安装耐高温玻璃，并在一侧观察口上方安

装照明灯。当球阀打开时，打开照明灯，就能够从另一侧观察炉膛内部的情况，观察完后，关

上球阀，可以保护耐高温玻璃，不让燃烧时产生的物质附着在玻璃内侧影响视线。

3 全氟燃烧制样装置各部分结构及功能

全氛燃烧制样装置的主要结构包括燃烧催化部分、冷凝部分以及控制部分。装置正面

结构图见图 2 ，侧面结构图见图 3。装置参数主要包括:炉膛内部高度<600 mm，内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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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m;炉膛内壁材料为镣合金;炉膛内部温度最高可达 1 000 oC; 整体密闭性好，抽真空

后能保持负压状态 0.5----1 h;设置了自动进样装置和温度的自动控制装置。

3.1 燃烧催化部分

燃烧催化部分即样品加热燃烧室，包括燃烧室和催化室。燃烧室主要包括图 2 中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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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装置正面结构图

1 一催化剂容器 ;2 一热偶 ;3 一外部加热件 ;4 一样品容器或内部加热件 ;5 一炉门;

6 一保温层 ;7 一冷却回路 ;8 一炉门气动控制装置 ;9 一冷阱控制面极 ;10 一加热燃烧室控制面板;

11 一温控仪 ;12 一冷阱 ;13 一真空泵 ;14 一铜芯冷凝管 ;15 一真空表;

16 一防倒流阅门 ;17 一注水清洗阀门

(外部加热件)、4(样品容器或内部加热件)、5(炉门)和 6(保温层) ;催化室主要指图 2 中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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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容器)。外部加热件设置在炉膛外，热偶的测温点处于放置样品的容器附近，炉膛内

的温度由热偶传递给温控仪，然后由温控仪通过自动振定来精确控制外部加热件的电流等

参数，达到精确控制炉膛内温度的目的。

加热件的外部是保温层，避免散热过快和外部温度过高。炉膛的每个出口和可能出现

泄漏的地方都设置了密封圈，密封圈内侧设置水冷，因此，可以保证整个炉膛的密闭性。

5 

3 

6 

4 

图 3 装置侧面结构图

1 一观察窗照明灯 ;2 一观察窗 ;3 一冷却水人水 ;4 一气动控制气瓶接口;

5 一氧气瓶接口 ;6 一氮气瓶接口

炉门是由气动控制的，按下"炉门开"按钮，炉门向下自动打开。如果制备土壤样品，将

放好土壤的料盘直接放置在炉门顶端的卡座上，再按下"炉门关"按钮，就可以开始制样;如

果制备植物样品，将特制的内置炉盘放置在炉门顶端的卡座上，连接好炉丝，放入植物样，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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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炉门关"按钮，就可以开始制样。要观察植物样是否燃烧，可打开图 3 中的 1(观察窗

照明灯)和 2(观察窗)球阀观察，观察完关上观察窗球阀，保护观察镜片不被污染。

燃烧室和催化室合而为一，设置在炉膛内部，炉膛的下半部分放置样品，进行加热或燃

烧;上半部分为催化剂，催化剂容器出口与冷凝管通过管道紧密连接。

图 4 是燃烧催化部分的外观图。

3.2 冷凝部分结构

冷凝部分包括冷凝管和冷阱，冷凝管为铜芯冷凝管，以增强冷凝效果;冷阱为特制的小

型冷阱，可设置四级冷却。首先经过冷凝管后，一部分水蒸气被冷却为水，剩余水蒸气再经

过冷阱就几乎可以全部被冷凝为水收集起来进行测量。收集瓶的尾端连接一个小型真空

泵，以便控制流速。图 5 为冷凝部分外观图。

图 4 燃烧催化部分外观图 图 5 冷凝部分外观图

3.3 控制部分结构

控制部分主要包括电源控制、温度控制、自动进样装置控制、冷阱控制等。

温度控制主要通过自动控制温控仪来实现，该温控仪可设置为自动、于动两挡。当设置

为手动档时，可手动调节到需要的温度，温控仪就自动控制加热元件将炉膛内部温度跟踪到

该温度。当设置为自动档时，应先在温控仪上制作一条升温曲线，温控仪运行时，就会根据

升温曲线的升温程序来自动运行。

自动进样装置主要自气动控制。打开左边柜门，按下"炉门开"键，底端炉门将带着样品

料盘自动下降，可更换料盘和样品;按下"炉门关"键，底端炉门则带着样品自动关闭，进行制

样。

冷阱控制主要控制冷阱部分的温度，打开冷阱电源，手动调节到需要的温度，等实际温

度达到后就可对蒸馆出来的水蒸气进行冷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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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成功研制了一台全箴燃烧制样装置。该装置主要参数为:炉膛内部高度<600 mm ，内

径 150----200 mm，炉膛内壁材料为镰合金，炉膛内部温度最高可达 1 000 OC ，整体密闭性好，

抽真空后能保持负压状态。.5----1 h ，并设置了自动进样装置和温度的自动控制装置。

利用该装置，可以通过燃烧一催化的方式使植物样品中的自由水箴和组织结合箴都转

化为氟水而被收集起来，也可以通过高温下催化的方式使土壤和其他样品中的氟转化为氟

水而被收集起来。解决了生物样品中有机氟难以提取和测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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