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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

急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对放射性锶污染

土壤进行研磨，得到粒径小于等于1000μm的粉

末；2)对粉末进行干燥；3)将干燥后的粉末置于

微波烧结炉中进行烧结，达到设定的烧结温度后

按照预设的保温时间进行保温，保温完成后冷

却，得到锶污染土壤固化体。本申请通过微波烧

结炉进行烧结，不仅快速高效，而且设备简单、方

便运输，非常符合应急快速处理的需求，另外微

波烧结后的固化体均一性好，综合稳定性优异，

符合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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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对放射性锶污染土壤进行研磨，得到粒径小于等于1000μm的粉末；

2)对粉末进行干燥；

3)将干燥后的粉末置于微波烧结炉中进行烧结，达到设定的烧结温度后按照预设的保

温时间进行保温，保温完成后冷却，得到锶污染土壤固化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放射性锶

污染土壤中的放射性污染物的质量百分比不超过30％。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的干燥

步骤为：在常温到200℃之间的温度下通风干燥0.5～24h。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结温度

为500～200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时间

为0.2～4h。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的冷却

步骤为：自然冷却至室温。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的冷却

步骤为：以5～10℃/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600～1000℃，再以4～8℃/min的降温速率降温

至200～500℃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通过

研磨设备对放射性锶污染土壤进行研磨，所述研磨设备包括：

转动盘，上端安装有至少一个研磨体，研磨体具有研磨槽；

升降架，位于所述转动盘的上方；

升降元件，与所述升降架固定，用于驱动所述升降架靠近或远离所述转动盘；

研磨机构，包括安装在升降架上的行星轮组、驱动行星轮组工作的驱动电机以及铰接

在行星轮组上的研磨棒，所述研磨棒的下端用于伸入所述研磨槽中，所述驱动电机工作后

能带动研磨棒的上端做环形运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行星轮组

包括内侧壁具有齿的齿环、位于齿环正中间的驱动齿轮以及位于齿环和驱动齿轮之间的运

动齿轮，所述运动齿轮同时与齿环和驱动齿轮啮合，所述研磨棒的上端与所述运动齿轮端

面铰接配合，所述驱动电机用于驱动所述驱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运动齿轮做环形运动：

所述研磨体有四个，绕转动盘的轴线均匀分布，所述转动盘的外侧壁具有第一齿轮，研

磨设备还包括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与第一

齿轮啮合，转动电机能够控制转动盘转动；

所述研磨机构有两个，关于转动盘的轴线对称设置，研磨设备还包括两个搅拌机构，两

个搅拌机构关于转动盘的轴线对称设置，两个研磨机构和两个搅拌机构与四个研磨体一一

对应配合；

所述搅拌机构包括搅拌电机以及与搅拌电机的输出轴固定的搅拌棒，所述搅拌棒的下

端具有搅拌片，所述搅拌棒用于伸入所述研磨槽，并通过所述搅拌片搅拌物料。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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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液压缸、气缸或电动推杆，所述运动齿轮的端面具有球座，所述研磨棒的上端具有嵌入

所述球座的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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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放射性废物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清洁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核能是

大自然赐予人类宝贵的能源宝藏，在能源升级的浪潮中得到大力发展和广泛的应用，而核

设施的运行安全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焦点。当核设施发生核事故时，会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

核素，经过沉降或流体运输后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因此需采取快速有效的方法，

使事态得到控制，减轻对公众安全、生态环境的威胁是核应急的重点。90Sr是235U的裂变产物

之一，半衰期为28.5年，一般来自核爆炸或核燃料产物。核事故中90Sr同样会转移到土壤环

境中，在生物圈中积累循环，并对周围的生态系统造成持续的辐射，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

健康。

[0003] 目前处理90Sr污染土壤的方法主要为物理法(铲土去污法、客土法、悬土移除法)、

化学法、生物修复法。一方面上述方法存在修复周期长、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弊端，加之核事

故的不确定性，上述方法难以及时应对。另一方面90Sr具有较长的半衰期，而上述方法不能

保证有效地抑制90Sr的迁移。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

[0005]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对放射性锶污染土壤进行研磨，得到粒径小于等于1000μm的粉末；

[0008] 2)对粉末进行干燥；

[0009] 3)将干燥后的粉末置于微波烧结炉中进行烧结，达到设定的烧结温度后按照预设

的保温时间进行保温，保温完成后冷却，得到锶污染土壤固化体。

[0010] 通过微波烧结炉进行烧结，不仅快速高效，而且设备简单、方便运输，非常符合应

急快速处理的需求，另外微波烧结后的固化体均一性好，综合稳定性优异，符合放射性废物

处理处置的相关要求。本发明的方法工艺简单、高效便捷、安全可靠，所得的土壤固化体具

有较高体积密度、硬度及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在抑制放射性核素锶在自然界中的迁移有良

好的表现，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价值和前景。

[0011]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放射性锶污染土壤中的放射性污染物的质量百分

比不超过30％。

[0012]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步骤2)的干燥步骤为：在常温到200℃之间的温度下通

风干燥0.5～24h。

[0013]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烧结温度为500～2000℃。烧结温度具体可为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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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更具体为1000～1500℃。

[0014]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保温时间为0.2h～4h。保温时间更具体的为0.2～

2h。

[0015]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步骤3)的冷却步骤为：自然冷却至室温。

[0016]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步骤3)的冷却步骤为：以5～10℃/min的降温速率降温

至600～1000℃，再以4～8℃/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200～500℃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0017]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步骤1)中通过研磨设备对放射性锶污染土壤进行研

磨，所述研磨设备包括：

[0018] 转动盘，上端安装有至少一个研磨体，研磨体具有研磨槽；

[0019] 升降架，位于所述转动盘的上方；

[0020] 升降元件，与所述升降架固定，用于驱动所述升降架靠近或远离所述转动盘；

[0021] 研磨机构，包括安装在升降架上的行星轮组、驱动行星轮组工作的驱动电机以及

铰接在行星轮组上的研磨棒，所述研磨棒的下端用于伸入所述研磨槽中，所述驱动电机工

作后能带动研磨棒的上端做环形运动。

[0022] 通过升降元件能够带动升降架和研磨机构下移，使研磨棒的下端伸入研磨槽，通

过驱动电机带动研磨棒的上端做环形运动，从而研磨棒的下端与研磨槽配合对物料进行自

动研磨操作。

[0023]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行星轮组包括内侧壁具有齿的齿环、位于齿环正

中间的驱动齿轮以及位于齿环和驱动齿轮之间的运动齿轮，所述运动齿轮同时与齿环和驱

动齿轮啮合，所述研磨棒的上端与所述运动齿轮端面铰接配合，所述驱动电机用于驱动所

述驱动齿轮转动，从而带动运动齿轮做环形运动：

[0024] 所述研磨体有四个，绕转动盘的轴线均匀分布，所述转动盘的外侧壁具有第一齿

轮，研磨设备还包括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有第二齿轮，所述第二齿轮与

第一齿轮啮合，转动电机能够控制转动盘转动；

[0025] 所述研磨机构有两个，关于转动盘的轴线对称设置，研磨设备还包括两个搅拌机

构，两个搅拌机构关于转动盘的轴线对称设置，两个研磨机构和两个搅拌机构与四个研磨

体一一对应配合；

[0026] 所述搅拌机构包括搅拌电机以及与搅拌电机的输出轴固定的搅拌棒，所述搅拌棒

的下端具有搅拌片，所述搅拌棒用于伸入所述研磨槽，并通过所述搅拌片搅拌物料。

[0027] 研磨设备的工作原理：向研磨槽中添加物料，升降元件下移带动升降架、研磨机构

和搅拌机构同步下移，使两个研磨棒伸入对应的两个研磨槽，使两个搅拌棒分别伸入另外

的两个研磨槽，驱动电机和搅拌电机工作，研磨棒的上端做环形运动，下端在研磨槽的限制

作用下对物料进行研磨，搅拌棒的搅拌片搅拌物料；工作设定时间后，升降元件上升，研磨

棒和搅拌棒脱离研磨槽，转动电机工作，带动转动盘转动90°，转动到位后，升降元件下移进

行下一周期的研磨和搅拌操作。

[0028]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升降元件为液压缸、气缸或电动推杆，所述运动齿

轮的端面具有球座，所述研磨棒的上端具有嵌入所述球座的球体。

[0029] 实际运用时，为了防止研磨棒在重力作用下具有向竖直方向转动的趋势，优选的，

球体与球座过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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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微波烧结炉进行烧结，不仅快速高效，而且设备简单、

方便运输，非常符合应急快速处理的需求，另外微波烧结后的固化体均一性好，综合稳定性

优异，符合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的相关要求。本发明的方法工艺简单、高效便捷、安全可靠，

所得的土壤固化体具有较高体积密度、硬度及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在抑制放射性核素锶在

自然界中的迁移有良好的表现，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价值和前景。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实施例1锶污染土壤固化体的XRD测试结果图；

[0032] 图2是实施例2锶污染土壤固化体的XRD测试结果图；

[0033] 图3是研磨设备的示意图；

[0034] 图4是研磨设备的正视图；

[0035] 图5是升降架和升降元件的示意图。

[0036] 图中各附图标记为：

[0037] 1、转动盘；2、研磨体；3、研磨槽；4、升降架；5、升降元件；6、研磨机构；7、行星轮组；

8、驱动电机；9、研磨棒；10、齿环；11、驱动齿轮；12、运动齿轮；13、第一齿轮；14、转动电机；

15、第二齿轮；16、搅拌机构；17、搅拌电机；18、搅拌棒；19、搅拌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各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描述。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实施例中，用SrSO4模拟放射性污染物(SrSO4的88Sr模拟90Sr)，通过对采集到的

潮土进行研磨，取粒径小于等于200μm的土壤颗粒与SrSO4混合，研磨后得到混合粉末，其

中，SrSO4占混合粉末的质量百分比为10％，以该混合粉末模拟被研磨后的放射性锶污染土

壤。实际操作时是对放射性锶污染土壤进行研磨。

[0041] 本实施例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2] 对混合粉末进行干燥，具体干燥方式为：在105℃下干燥12h；

[0043] 将干燥后的混合粉末置于微波烧结炉中进行烧结，达到设定的烧结温度1200℃后

保温0.5h，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土壤固化体。

[0044] 实际运用时，烧结温度可以为500～2000℃，更具体为1000～1500℃。实际运用时，

保温时间可以为0.2～4h，更具体为0.2～2h。实际运用时，可以以50～200℃/min的降温速

率降温至100～300℃，更进一步的，以60～150℃/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100～200℃。实际

运用时，放射性污染物所占土壤的质量百分比不超过30％。实际运用时，还可以采用分步冷

却方式进行冷却，具体为：以5～10℃/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600～1000℃，再以4～8℃/min

的降温速率降温至200～500℃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实际运用时，微波烧结炉可以采用

HAMiLab-M1500型微波高温马弗炉。

[0045] 如图1所示，经测试，制得的土壤固化体的体积密度为2.241g/cm3，维氏硬度为

6.89GPa，PCT标准下88Sr的归一化浸出率在28天后低于2.679×10-3g/(m2·d)，稳定性良好。

[0046] 实施例2

[0047] 本实施例中，用SrSO4模拟放射性污染物(SrSO4的88Sr用来模拟90Sr)，通过对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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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棕壤进行研磨，取粒径小于等于150μm的土壤颗粒与SrSO4混合，研磨后得到混合粉末，

其中，SrSO4占混合粉末的质量百分比为20％，以该混合粉末模拟被研磨后的放射性锶污染

土壤。实际操作时是对放射性锶污染土壤进行研磨。

[0048] 本实施例的放射性锶污染土壤的应急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对混合粉末进行干燥，具体干燥方式为：在105℃下干燥12h；

[0050] 将干燥后的混合粉末置于微波烧结炉中进行烧结，达到设定的烧结温度1100℃后

保温0.5h，然后自然冷却至室温，得到土壤固化体。

[0051] 实际运用时，烧结温度可以为500～2000℃，更具体为1000～1500℃。实际运用时，

保温时间可以为0.2～4h，更具体为0.2～2h。实际运用时，可以以50～200℃/min的降温速

率降温至100～300℃，更进一步的，以60～150℃/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100～200℃。实际

运用时，放射性污染物所占土壤的质量百分比不超过30％。实际运用时，还可以采用分步冷

却方式进行冷却，具体为：以5～10℃/min的降温速率降温至600～1000℃，再以4～8℃/min

的降温速率降温至200～500℃后，自然冷却至室温。

[0052] 如图2所示，经测试，制得的土壤固化体的体积密度为2.169g/cm3，维氏硬度为

5.46GPa，PCT标准下88Sr的归一化浸出率在28天后低于2.662×10-3g/(m2·d)，稳定性良

好。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破碎装置，能够用于对土壤进行研磨，即能够用于实施例1和

实施例2中，如图3、4和5所示，研磨设备包括：

[0055] 转动盘1，上端安装有至少一个研磨体2，研磨体2具有研磨槽3；

[0056] 升降架4，位于转动盘1的上方；

[0057] 升降元件5，与升降架4固定，用于驱动升降架4靠近或远离转动盘1；

[0058] 研磨机构6，包括安装在升降架4上的行星轮组7、驱动行星轮组7工作的驱动电机8

以及铰接在行星轮组7上的研磨棒9，研磨棒9的下端用于伸入研磨槽3中，驱动电机8工作后

能带动研磨棒9的上端做环形运动。

[0059] 通过升降元件5能够带动升降架4和研磨机构6下移，使研磨棒9的下端伸入研磨槽

3，通过驱动电机8带动研磨棒9的上端做环形运动，从而研磨棒9的下端与研磨槽3配合对物

料进行自动研磨操作。

[0060] 如图3、4和5所示，z0于本实施例中，行星轮组7包括内侧壁具有齿的齿环10、位于

齿环10正中间的驱动齿轮11以及位于齿环10和驱动齿轮11之间的运动齿轮12，运动齿轮12

同时与齿环10和驱动齿轮11啮合，研磨棒9的上端与运动齿轮12端面铰接配合，驱动电机8

用于驱动驱动齿轮11转动，从而带动运动齿轮12做环形运动：

[0061] 研磨体2有四个，绕转动盘1的轴线均匀分布，转动盘1的外侧壁具有第一齿轮13，

研磨设备还包括转动电机14，转动电机14的输出轴上固定有第二齿轮15，第二齿轮15与第

一齿轮13啮合，转动电机14能够控制转动盘1转动；

[0062] 研磨机构6有两个，关于转动盘1的轴线对称设置，研磨设备还包括两个搅拌机构

16，两个搅拌机构16关于转动盘1的轴线对称设置，两个研磨机构6和两个搅拌机构16与四

个研磨体2一一对应配合；

[0063] 搅拌机构16包括搅拌电机17以及与搅拌电机17的输出轴固定的搅拌棒18，搅拌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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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的下端具有搅拌片19，搅拌棒18用于伸入研磨槽3，并通过搅拌片19搅拌物料。

[0064] 研磨设备的工作原理：向研磨槽3中添加物料，升降元件5下移带动升降架4、研磨

机构6和搅拌机构16同步下移，使两个研磨棒9伸入对应的两个研磨槽3，使两个搅拌棒18分

别伸入另外的两个研磨槽3，驱动电机8和搅拌电机17工作，研磨棒9的上端做环形运动，下

端在研磨槽3的限制作用下对物料进行研磨，搅拌棒18的搅拌片19搅拌物料；工作设定时间

后，升降元件5上升，研磨棒9和搅拌棒18脱离研磨槽3，转动电机14工作，带动转动盘1转动

90°，转动到位后，升降元件5下移进行下一周期的研磨和搅拌操作。

[0065] 实际运用时，升降元件5为液压缸、气缸或电动推杆，运动齿轮12的端面具有球座，

研磨棒9的上端具有嵌入球座的球体。实际运用时，为了防止研磨棒9在重力作用下具有向

竖直方向转动的趋势，优选的，球体与球座过盈配合。

[006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即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

是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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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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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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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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