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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套管式I-131干馏吸

收器，所述的干馏吸收器包括竖直设置的吸收槽

部分和水平设置的蒸馏套管部分；其中，所述的

吸收槽部分含有碱液罐、水浴罐、盘管，蒸馏套管

部分含有套管、蒸馏管，蒸馏管一端为喇叭口。所

述的蒸馏管置于套管内，套管一端与蒸馏管的喇

叭口固定连接，套管另一端与碱液罐侧壁固定连

接；所述的水浴罐置于碱液罐内，盘管置于水浴

罐内；所述的盘管的上端管道斜向上依次穿过水

浴罐、碱液罐、套管、穿进蒸馏管并与水浴罐、碱

液罐、蒸馏管分别密封性固定连接，盘管上端管

道与水平线之间有一夹角；盘管下端管道垂直穿

出水浴罐底部中央并与水浴罐密封性固定连接。

本实用新型的干馏吸收器能够快速捕集高温I-

131蒸气，更利于提高Na131I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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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干馏吸收器包括竖直设置的吸收槽部

分和水平设置的蒸馏套管部分；其中，所述的吸收槽部分含有碱液罐（1）、水浴罐（2）、盘管

（3），蒸馏套管部分含有套管（11）、蒸馏管（12），蒸馏管（12）一端为喇叭口；上述干馏吸收器

的连接关系是，所述的蒸馏管（12）置于套管（11）内，套管（11）一端与蒸馏管（12）的喇叭口

固定连接，套管（11）另一端与碱液罐（1）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的水浴罐（2）置于碱液罐（1）

内，盘管（3）置于水浴罐（2）内；所述的盘管（3）的上端管道斜向上依次穿过水浴罐（2）、碱液

罐（1）、套管（11）、穿进蒸馏管（12）并与水浴罐（2）、碱液罐（1）、蒸馏管（12）分别密封性固定

连接，盘管（3）上端管道与水平线之间有一夹角；盘管（3）下端管道垂直穿出水浴罐（2）底部

中央并与水浴罐（2）密封性固定连接；

所述的碱液罐（1）顶部侧向和底部中央分别固定设置有连通的三通阀（5）、两通阀（6），

在三通阀（5）与水浴罐（2）顶之间的碱液罐（1）内侧壁上固定设置有圆环形的挡板（7）；所述

的水浴罐（2）内设置有L型的加料管（8）、进水管（9）、L型的排水管（10），加料管（8）的上端水

平穿出碱液罐（1）侧壁并与碱液罐（1）密封性固定连接，加料管（8）的下端垂直向下穿出水

浴罐（2）并与水浴罐（2）密封性固定连接，进水管（9）与排水管（10）的下端并排水平贯穿水

浴罐（2）和碱液罐（1）下部并分别与水浴罐（2）、碱液罐（1）密封性固定连接，排水管（10）的

上端口置于水浴罐（2）内并与水浴罐（2）顶部有一间隙；

所述的套管(1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进气管(14)、排气管(15)；所述的蒸馏管（12）喇叭

口内配合设置有塞子（13），蒸馏管（12）下方通过连接块与套管（11）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

碱液罐（1）与水浴罐（2）侧壁通过连接块固定连接，在碱液罐（1）与水浴罐（2）侧壁之间设置

有钢丝网（4），钢丝网（4）与碱液罐（1）和水浴罐（2）分别接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盘管（3）上端管

道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为5°~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管（11）与蒸

馏管（12）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0mm~2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套管（11）、蒸馏

管（12）的水平轴心线为重合设置；所述的碱液罐（1）、水浴罐（2）、盘管（3）的纵轴心线为重

合设置；所述的套管（11）的水平轴心线与碱液罐（1）的纵轴心线为交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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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放射性同位素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套管式I-131干馏吸

收器。

背景技术

[0002] 用于生产放射性药品的Na131I原料主要通过高温(约750℃)干馏反应堆辐照后的

TeO2(二氧化碲)并用稀碱液（一般为浓度小于0.5mol/L的NaOH溶液）吸收载气（一般为空

气）中的放射性碘-131蒸气制得。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及国内的中国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核动力研究院，均曾在其Na131I生产工艺中采用真空泵抽气的方

式，将蒸馏炉内的高温载气通过管道直接导入吸收瓶底部鼓泡，载气中的碘-131蒸汽被瓶

内的稀碱液转化成为Na131I溶液。但由于载气温度很高而吸收瓶内的吸收液的体积较小（一

般不超过20mL），在蒸馏提取碘-131过程中很容易使得吸收液的温度快速升高而在吸收瓶

上部出现“雾气”并被抽入尾气处理装置，导致载气中I-131蒸气吸收效率低下和吸收液蒸

发损失较多的放射性碘，也为尾气的在线处理和达标排放造成更大的压力。降低载气流速

有利于减少热交换导致吸收液的蒸发，但不利于防止导气管中碘-131蒸气失温被管壁吸附

而损失，也不利于蒸馏炉腔内大量碘-131的及时载出，致使生产（蒸馏或保温）时间和载气

对吸收液持续加热时间延长，并存在碘-131蒸气从进料口泄漏的较大风险，特别是在二氧

化碲达到熔点时刻。由于国内的干馏堆照TeO2生产Na131I的装置均采用真空泵抽气保持载

气定向流动，和保持蒸馏炉腔内一定的负压以防碘-131蒸气泄漏，而且为了满足产品较高

放射性浓度的要求，在管状的吸收瓶内加入的稀碱液量较少。另一方面，现有的堆照TeO2干

馏炉没有在线加料和卸料功能，必须在上批次生产炉温降至至少150℃以下（单质碘的升华

温度约为185℃，最好接近室温）取出残渣后才能重新装料进行下批次生产，批次生产时间

往往是不少于6小时，而其中约80%的时间用于炉体自然冷却。由于单质碘极易蒸发和被吸

附，直接将高温的蒸馏残渣取出，或取下蒸馏管的塞子将蒸馏残渣放在管口冷却是被禁止

的，而提高载气流速又会加快吸收液蒸发，而且高温炉体对蒸馏管及其内的蒸馏残渣的持

续供热的时间并不会受到载气流速的显著影响，除非采用对蒸馏管隔热或能够使炉体快速

散热的办法，否则难以显著缩短生产时间。基于前述原因，现有技术的碘-131收率往往低于

90%，批次生产时间长且碘-131蒸气泄漏污染环境的风险较高，不利于实施连续多批次的高

效、安全生产。尽管可以采用在高温蒸馏区后面增加一段低温区，降低蒸馏炉出口载气的温

度以削减对吸收液的加热效果，但为保证载气中碘-131在被碱液吸收处理之前不被载送管

道内壁吸附而造成损失，载气的温度一般控制在300℃左右，仍对吸收液加热蒸发的效果明

显。而且，现有技术的蒸馏管与吸收器为分体式，采用塑料管或橡胶管连接，载气中的放射

性碘-131的强γ辐射及高温对连接管的使用寿命有较大影响，在实际中容易出现老化开裂

而导致放射性碘-131蒸气泄漏事故，缩短了使用寿命而增加了生产设备维护维修人员接受

更多辐射剂量的风险，不利于安全生产。采用设置对碱吸收液有高效冷却和加快蒸馏管降

温功能，且适用于热室或屏蔽工作箱内生产环境条件的结构紧凑、小巧的蒸馏管与吸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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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一体式干馏吸收器，是解决现有技术缺陷的主要途径。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提高Na131I溶液的生产效率，降低安全风险，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套管式I-

131干馏吸收器。

[0004] 本实用新型的干馏吸收器采用压缩空气流隔热和对吸收液冷却的方式和蒸馏管

与吸收器集成一体式的结构，能够高效捕集从反应堆活化的二氧化碲原料中蒸馏出来的高

温放射性碘-131蒸气，使得碘-131的收率高达约98%，批次生产时间缩短至约2小时，延长生

产装置寿命并有效降低生产的安全风险。

[0005] 实现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其特点是，所述的干馏吸收器包括竖直设

置的吸收槽部分和水平设置的蒸馏套管部分；其中，所述的吸收槽部分含有碱液罐、水浴

罐、盘管，蒸馏套管部分含有套管、蒸馏管，蒸馏管一端为喇叭口；上述干馏吸收器的连接关

系是，所述的蒸馏管置于套管内，套管一端与蒸馏管的喇叭口固定连接，套管另一端与碱液

罐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的水浴罐置于碱液罐内，盘管置于水浴罐内；所述的盘管的上端管道

斜向上依次穿过水浴罐、碱液罐、套管、穿进蒸馏管并与水浴罐、碱液罐、蒸馏管分别密封性

固定连接，盘管上端管道与水平线之间有一夹角；盘管下端管道垂直穿出水浴罐底部中央

并与水浴罐密封性固定连接。

[0007] 所述的碱液罐顶部侧向和底部中央分别固定设置有连通的三通阀、两通阀，在三

通阀与水浴罐顶之间的碱液罐内侧壁上固定设置有圆环形的挡板；所述的水浴罐设置有L

型的加料管、进水管、L型的排水管，加料管的上端水平穿出碱液罐侧壁并与碱液罐密封性

固定连接，加料管的下端垂直向下穿出水浴罐并与水浴罐密封性固定连接，进水管与排水

管的下端并排水平贯穿水浴罐和碱液罐下部并分别与水浴罐、碱液罐密封性固定连接，排

水管的上端口置于水浴罐内并与水浴罐顶部有一间隙。

[0008] 所述的套管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进气管、排气管；所述的蒸馏管喇叭口内配合设置

有塞子，蒸馏管下方通过连接块与套管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碱液罐与水浴罐侧壁通过连

接块固定连接，在碱液罐与水浴罐侧壁之间设置有钢丝网，钢丝网与碱液罐和水浴罐分别

接触。

[0009] 所述的盘管上端管道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为5°~10°。

[0010] 所述的套管与蒸馏管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0mm~20mm。

[0011] 所述的套管、蒸馏管的水平轴心线为重合设置；所述的碱液罐、水浴罐、盘管的纵

轴心线为重合设置；所述的套管的水平轴心线与碱液罐的纵轴心线为交叉设置。

[0012] 所述的碱液罐、水浴罐、盘管、三通阀、两通阀、挡板、加料管、进水管、排水管、套

管、蒸馏管、塞子、进气管、排气管及连接块均采用石英玻璃制作；所述的钢丝网采用不锈钢

制作。

[0013] 本实用新型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的简要工作原理是：在真空泵抽动下，置于

蒸馏管内的堆照TeO2被加热至约750℃熔融溢出的高温碘-131蒸气，被载气从蒸馏管内载

带途经置于水浴罐中的盘管送入碱液罐底部鼓泡，载气在盘管内流动过程中被逐步冷却，

载气与碱液接触发生热交换和I-131与碱的歧化反应的释热通过管壁热交换被水浴罐中冷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08482464 U

4



水快速带走，使吸收液的温度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保持常温或升温幅度较小，并在蒸馏结束

关闭加热电源后，立即通入压缩空气流迅速带走炉体供热，对蒸馏管及其内的蒸馏残渣实

施快速降温，在蒸馏残渣温度降至规定值后，通过回压吸收液浸泡洗脱凝结在盘管内壁的

碘-131，实现对高温载气中碘-131蒸气的高效吸收和Na131I溶液的高效、安全生产。

[0014] 本实用新型的干馏吸收器采用套管式蒸馏管和两级冷却夹层结构的吸收槽，首先

在盘管内将高温载气大幅冷却，再将余下传递给吸收液的热量和歧化反应的热量最大限度

的带走，在冷却水保持一般自来水压情况下，可以保证较高流速（或较大流量）下的高温载

气对小体积吸收液的加温不明显，防止或最大限度的减少了“雾气”的产生导致的碘-131损

失；采用在碱液罐与水浴罐之间设置的浸在吸收液中密集的钢丝网，将较大的载气泡进行

分割增加与吸收液接触面积和增长接触时间（增加了气泡移动距离），有效保证了较高流速

载气中I-131蒸气的吸收效率。蒸馏结束关闭加热电源后立即向套管内通入常温压缩空气，

快速流动的空气将炉体辐射的热量高效带走，对蒸馏管及其内的蒸馏残渣起到了隔热降温

作用，大幅度缩短了蒸馏残渣的冷却时间。本实用新型的干馏吸收器的结构紧凑、小巧，安

全性和可靠性好。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的吸收槽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的吸收槽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1中的B-B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的吸收槽的C-C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实用新型中的蒸馏套管的D-D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  1.碱液罐  2.水浴罐  3.盘管  4.钢丝网  5.三通阀  6.两通阀  7.  挡板  8.加

料管  9.进水管  10.排水管  11.套管  12.蒸馏管  13.塞子  14.进气管  15.排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套管式I-131干馏吸收器的总体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实用新

型中的吸收槽的俯视结构示意图，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的吸收槽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图4

是图1中的B-B剖视结构示意图，图5是本实用新型中的吸收槽的C-C剖视结构示意图，图6是

本实用新型中的蒸馏套管的D-D剖视结构示意图。在图1~图6中，本实用新型的套管式I-131

干馏吸收器，包括竖直设置的吸收槽部分和水平设置的蒸馏套管部分；其中，所述的吸收槽

部分含有碱液罐1、水浴罐2、盘管3，蒸馏套管部分含有套管11、蒸馏管12，蒸馏管12一端为

喇叭口。上述干馏吸收器的连接关系是，所述的蒸馏管12置于套管11内，套管11一端与蒸馏

管12的喇叭口固定连接，套管11另一端与碱液罐1侧壁固定连接。所述的水浴罐2置于碱液

罐1内，盘管3置于水浴罐2内。所述的盘管3的上端管道斜向上依次穿过水浴罐2、碱液罐1、

套管11、穿进蒸馏管12并与水浴罐2、碱液罐1、蒸馏管12分别密封性固定连接，盘管3上端管

道与水平线之间有一夹角；盘管3下端管道垂直穿出水浴罐2底部中央并与水浴罐2密封性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208482464 U

5



固定连接。所述的碱液罐1顶部侧向和底部中央分别固定设置有连通的三通阀5、两通阀6，

在三通阀5与水浴罐2顶之间的碱液罐1内侧壁上固定设置有圆环形的挡板7。所述的水浴罐

2设置有L型的加料管8、进水管9、L型的排水管10，加料管8的上端水平穿出碱液罐1侧壁并

与碱液罐1密封性固定连接，加料管8的下端垂直向下穿出水浴罐2并与水浴罐2密封性固定

连接，进水管9与排水管10的下端并排水平贯穿水浴罐2和碱液罐1下部并分别与水浴罐2、

碱液罐1密封性固定连接，排水管10的上端口置于水浴罐2内并与水浴罐2顶部有一间隙。所

述的套管1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进气管14、排气管15。所述的蒸馏管12喇叭口内配合设置有

塞子13，蒸馏管12下方通过连接块与套管11内壁固定连接。所述的碱液罐1与水浴罐2侧壁

通过连接块固定连接，在碱液罐1与水浴罐2侧壁之间设置有钢丝网4，钢丝网4与碱液罐1和

水浴罐2分别接触。所述的盘管3上端管道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为5°~10°。所述的套管11与

蒸馏管12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0mm~20mm。所述的套管11、蒸馏管12的水平轴心线为重合设

置；所述的碱液罐1、水浴罐2、盘管3的纵轴心线为重合设置。所述的套管11的水平轴心线与

碱液罐1的纵轴心线为交叉设置。所述的碱液罐1、水浴罐2、盘管3、三通阀5、两通阀6、挡板

7、加料管8、进水管9、排水管10、套管11、蒸馏管12、塞子13、进气管14、排气管15及连接块均

采用石英玻璃制作。所述的钢丝网4采用不锈钢制作。如图1~图6所示。

[0025] 所述的套管11的部分水平置于外接的加热炉内，通过加热到约750℃将置于蒸馏

管12内的堆照TeO2熔融馏出的碘-131包含在管内，并被载气载入碱液罐1。所述的套管11上

的进气管14外接压缩空气罐，在蒸馏结束后从进气管14注入高速的压缩空气并从排气管15

排出，可迅速带走高温炉体对蒸馏管12的辐射热和蒸馏管12自身的热量而加快蒸馏管12及

其内置的蒸馏残渣降温。所述的碱液罐1上三通阀5的一支管外接二联球，用于对碱液罐1内

吸收液加压使其从下至上液浸泡洗脱冷凝在盘管3内壁的碘-131，有利于减少碘-131的吸

附损失；三通阀5的另一支管依次外接尾气处理装置、真空泵，利用真空泵驱动载气定向流

经盘管3、碱液罐1和尾气处理装置以对高温载气进行处理。所述的水浴罐2的底部和侧面与

碱液罐1之间的距离较小，有利于减少吸收液的装量以实现高浓度Na131I生产。所述的盘管3

的上端管道以一定角度斜向上设置，有利于防止加压驱使吸收液从下至上液浸泡洗脱凝结

在盘管3内壁时吸收液漫过盘管进入蒸馏套管造成损失。所述的加料管8依次外接蠕动泵、

贮料瓶，利用蠕动泵向碱液罐1定量加入吸收液。所述的进水管9、排水管10外接循环冷却水

装置，保证水浴罐2内冷却水自下而上快速流动以带走高温载气对吸收液的传热。所述的挡

板7设置的作用是防止过大气流导致吸收液剧烈鼓泡涌入三通阀5支管而损失。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盘管3的上端管道斜向上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为5°。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套管11与蒸馏管12侧壁之间的间隙为10mm。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如下，开启蠕动泵将一定量的吸收液经加料管8注入碱液

罐1内，再开打开循环冷却水装置将冷却水经进水管9从水浴罐2底部注入、从水浴罐2顶部

经排水管10排出，分别对碱液罐1内的吸收液和盘管3进行冷却。打开加热炉对置于蒸馏管

12内的堆照TeO2加热至约750℃，同时打开真空泵抽气，蒸馏炉中载有碘-131蒸气的高温载

气经置于水浴罐2中的盘管3送入碱液罐1底部鼓泡，载气在盘管3内自上而下的流动过程中

被逐步冷却，载气在接触碱液罐1内的吸收液，并从碱液罐1底部向上穿过浸在吸收液中的

钢丝网4，再从三通阀5排出的过程中，交换给吸收液的热量和I-131与碱的反应热都通过热

交换被水浴罐2中的冷水迅速带走，使吸收液的温度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保持常温或升温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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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小。蒸馏结束关闭加热电源后，从进气管14通入常温压缩空气，将高温炉体对蒸馏管12

的热辐射和蒸馏管12的热量迅速带走，从而加快蒸馏管12及其内的蒸馏残渣的冷却，并在

蒸馏管12温度低于150℃（最好接近室温）后关闭三通阀5与尾气处理装置的连通，采用二联

球回压吸收液从下至上液浸泡洗脱凝结在盘管3内壁的碘-131，然后卸除二联球压力，浸泡

洗脱液流回碱液罐1，打开两通阀6将碱液罐1内的吸收液放入专用玻璃瓶内，取出蒸馏残渣

并妥善处理，实现对高温载气中碘-131蒸气的高收率和Na131I溶液的高效、安全生产。

[0029] 实施例2

[0030]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结构相同，不同之处是，盘管3的上端管道斜向上与水平线

之间的夹角为10°，套管11与蒸馏管12侧壁之间的间隙为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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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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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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