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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用于超怀元素分离流程的高灵敏度监测装宦和1定量分析技术。采用

NaI (Tl )薄晶体双探头相加谱仪测定X射线和低能y 射线。采用Si ( Au )面垒
半导体流线监测器测定厚源 α谱.描述了监测器的结构和电子仪器， I手源 α 谱特

性的研究结果和定量刻度方法。给出了用于码子交换色后法提取 248Am 和 244Cm

流程的实验结果。 NaI ( Tl )薄晶体双探头系统对 %43 Am 总加入璋的灵敏度好于

0.1 微屑。 Si ( Au) 面象监测器对阳、锦浓度测定精度为士5%。各收集容器内

锢、商含量分析结果的精度为 ±10%o

英幢匍 高灵敏度，定量流纯监测器，越怀元素



A HIGH-SENSITIVE AND
QUANTITATIVE IN-LINE

MONITORING METHOD FOR
TRANSPLUTONIUM ELEMENTS

SEPARATION PROCESSES

Zhu Rongbao Wang Shiju Xu Yingpu
Zhang zengrui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ABSTRACf

A high-sensitive monitoring device and a quantitative
anal)由technigue for transplutonium elements separation pro
cesses are described. X-ray and Jaw energy y-ray are mea
sured by means of a seintillation monitor with two Nal ( TL )
thin crystals. The αspectra of the fluents of ion-exchange
column is measured by means of Si ( Au ) surface barrier in

line monit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nitors, auxiliary ele
ctronics, investigati"n result for the αspectra character of
thid; source and the calibration method were described. The
determination results for extracting proc~s of ,.. 3 Am and ,. 'em

by ion-exchange chromatography were given. The sensitivity
of total adding amount for ,. 3 Am using the 4πsclntillat ion
monitor is better than 0.1μCi. The precision of ,..Am and

'''Cm concentration determination using Si ( Au ) monitor is

土5%. The precision of the t轨 a metals contents in containers
is about土 10%.



一、引 古
同

目前，通常都采用离子交换色层楼分离铜系元素 (1 -I].这些化学流程大多采用核物理流

线分析系统连续监测淋洗曲线，使能及时将各部分产品引向相应的容器，也用来获得诸如产品

是否擅涌等必要的控制信息I·--1. 例如可在热室内采用可移动的中子探针，通过测定'''Cf、

'''cm、 ···..Cm等核素的自发裂变中子来跟踪柱子内向下移动的色层带.可在导管上串接有

ait数窗口的取样嚣，采用α监测器连续测定起杯核擎的u放射性.或在热室外采用各种射

线探测量雷对准管道，监测料被内超怀核素的自发裂变中子和伴随着U 褒变所释放的Y 射线.

我们在堆照"'Pu程中提取微居量级锚(""Am) 和堆熙怀元件中提取毫居量级铺

faucm、 "·cm， "'Cm)的两次实验中均采用硝酸甲醇体系阴离子交挟梳理分离箱、揭[4. I] 0

由于使用的离子交换柱体职小 (0.4 毫升) ，本工作悔自流线监测器安装在工作箱内禹子交

换柱出口处，以喊小死体识.同时， uzpu辐照靶中'''Am 的含量为 1.3 微居，要求监测器

有役高的灵敏度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淋洗曲线 ;d摸他工艺参数.考虑到"'Am 的 74.8keVy 射

线分支比率高达62"，因此在采用 α 监测器的同时，又设计 f几何立体角近4;，-的高效率 Nal

{η} 薄揭体双探头系统，并适当增加取样体积，获得了较高的某敏度。

为了给流程提供直观的参数，木 ι作~响已知浓度的榕液来刻度系统的效率，建立了定

量流线分析的方法，用于流程进行n·J 源自 h\'N定禹f交换住流出液中超怀元素的浓度反艾.在收

集容籍中的量.

二、装置

1. N_I (n) ..体现.:!II:.罐

在回路中串接一个8 x 45 x200毫米的取样盒，取样盒内有 "'2 x 0.5 毫米聚乙烯导管做成

的盘伏取样嚣，其中料液的有放体积为0.1毫升.在取样盒的上下各安装一个Nal (TI) i毒晶

体探头{见图1).讯号脉冲经相加电路后输入主IJ~事道进行幅度分析.调试两路讯号脉冲的形

状和幅度，使对同一能量y 射线的输出iR号基本对称，使得经过相加电路后具有钱好的能量

分辨率.

J~ 1 仪i1J:Jj 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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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51 (Au) ..噩a 监测.

在分离流裙的监测中， a 粒子射程短，例如·"Crn6.115MeVa位子在水中的射程约45微

米，在洗涤、洗脱过程中流出液是酸性介质，不能与Si (Au) 面垒~探测器直接接触.对于

这些困难通常吁用薄嚷隔IZl fto7 或用转功装置带出 4层液体[11] 等方法解决.

我们采用了i:.~族隔离的方法， m 平面压封式的α 流线监测器，官比胶封的监测器[8 ]寿

命长。 i智 2 为其另件照fi-- 其中，摇头庭上凿布两个小孔，采用卡套接头使与内径为0.5 毫

米的不锈钢管连i函，作为料挠的进出口，在接头座in 、']L ITo上两lf20 x 8毫米、深0.5毫米的情

子.我们将这→平画册磨至光i占度为 VI0，复盖 d层 8 微米的涤纶窍膜，籍助于垫片和压紧

装置将薄膜和指头剧的研磨面IE紧，构成流功液体的取样情和a if数窗口.系统单接U 监测

器时，住{-((-J死体事!小于0.12运升。串接Nal (T1)地晶体双探头系统后，孔体积约为0.3毫

升。

f制 2 Si( Au)liri垒.l\'J.α15线监测器部门

H主 I.'乞 2-rt~;，则始向ε; 3-螺.圃; 4-TH~i甜 6-i~·I'，·; 6-'草 :tl !J~~; 7-f'i(ii-i.

三、厚源α谱的特性

1. .嚣的计算语与实瞌谴

如I J:J1f 述，料液流 f~ Jf< 样I1'p!.J ·Jt I'ilj£t~ J.J" •'Crnα 和 F 可INn江 10 日i 0 j咀 7古将以度大 fa

脏 r- q.f f'.!:(j Jr.( 何?为 I'i- il，仇 l'plJ;(rfr. 处 h丧体去lIlh) cl 粒({王穿过冻结 i~，if f&!，战损失 (f可能量占主

小。 ifa液体!J II!:) (I "1 O!ll市穿过液后阳海股才能进入探测报，穿i叠。 t;Fr- fnfl~量随i¥度的增

加 Ifli渐小，直到液体相神睬Ilit主之初军 i二 a t ,l. r- qH'，H时，穿透I1 P(能m为'筝。因此探测路

输H: (t~)脉 r;':ji持};]某一」幅度负字机， I r!!:ln it tJ; ，骨，称为穿过 (It Il~i后的剩余 α 讲。此 αi扣·[v)通过

.wml'，耳 'Jr. n *占 (-{I:;~H延J/ I H') qH'，~. It:抖摧 11 1 (/:) 问 li带尔切[~，参数未 il 算~ I 0 J 。我们采用布拉

棉公式 il'界化合物中田和 (-(ntH 税， HII ,

1 _W , , W , .W.
R. - R--;- 宁 R. 于 Ra T

(1)

其中W ， J:! i 神 1i:A{ {dt台彷巾的'J(~比， R ， 为 a t.~ (- r,: i 孙 ji:.« 巾的射饵， "frtl X献[12J

查得.il 贺，纺果如I附 3 I!斤示，涤纶f，:niOf£ D '" 1.25 克11'可~:l: • 1J.J I刽 uf兑，川 'Crn5.80MeVa

位 {In g·t NJ~38微米。附 4 1:1拟!(I i 文献[1 0] 介 rH!'I') }jil;HfHhr'J'" 'Pu , " IAm , ••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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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子厚源溃，并与自本案撞撞E获得的实验语道仔7比段.由圈可见，在高能部分两者符合

得很好.在低能部分的差异可篝是由于参数的不精确8J电子学囔音~I画的.厚赢逝的计算工

作.有助于事前获得宴'量端的.貌，并可用于多种辘，曾厚源语的纱a.

•••••

t.

a橙子在海纶申的射瞿

2. 室"电事，...与画、，....

堆照样品的溶解液中，除怀.锡、铜等a 放射性核素外，还含荷大量的窥变产物，经萃

取和萃取色层两次分离后，仍有部分'放射性核意进入离子交换桂.射程较快的'射线与射

程段短的E 射线一起进入探测器.为此，需要利用面声型探测器空间电荷层厚度薄的特点来

降低β射线的相对效率.

面垒型探测榻的灵敏层厚度W=[pY， +C]1忡，其中 p为电阻率， Y，为偏压• c 为常数.

因此， II 射线在探测器申损失的能量随外加偏压的增加而增加.而a 位子在:硅中的射程短，

校低的偏压就足以阻挡.因此选择低的偏压可以扩大E 初'脉冲幅度的差别，从而有助于选

拇适当的藏刷阙剔除'射线的计数.

因 5 表示1000欧甸-厘米Si (Au) 面垒型例测器a. ll.别曲线髓偏压的变化.其中a

源为S'SCm熔棍. II 源为 I to. "'Eu溶液.自图可见，外加偏压高时〈所周负辘电阻极大，

加到探测榻上的实际偏压小于标码:值), a 莓JIll曲线位移辍小.β禀别曲线遵循指数规律下

降，并随外加偏压明显地做移.因此，选事事低偏应可在基本上平损失 a 缸子探测效率的荫提

下‘剔'魁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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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原源α橙子计算谱与实验槽

. --·.lAm实量涌; __UIAm计算调，+一一u'Pu计算谱;t:.一-I··em计算遭

_____J..-.…
"
ft:明闸.伏

网 5 II. Ptt圳曲线随刷[Ii的变 ft

t:.-一1Jft:蜘IJd!1纯， 0一-II蝇刷刷i纯

因 6 表示 13 1(别曲线胞，源强的ui.移，我们用2-500微居的··Sr i在被i嗣 r不锈俐监中，

烘干制成，源，采用1000欧侮-厘米Si (Au) 丽垒型探测器得到这组I(刷曲线.回申不同源

疆的禀别曲线基本平行.在拣一葛别阙条件下，计数事正比f源强.在实验中就需考虑科攘

申可能的'活度，适当提高I(刷嗣.同时应考虑高计数;在运行时，偶然符合砸加脉冲超过襄

别网而影响a 缸子的监测.溶液中Y 射线也会引起少量i(-数，但只~:R.敏鹰tL 13 射线还低得

多 E ， .1 ，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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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Sr自量!OJIj曲线随源强的位移

A一一"Sr~filJlJ曲线: Q-"'Cml埠~a噩圳 IIlI线

8. ..89去需幢鳝

测定淋洗曲线时，要求探头记录的计数率正比于洛旗 (I~J放射性活度. !'林 j先峰后薄膜上放

射性核素的残留量及去污的速度关系到淋洗峰后 mrr-J测定。我们所用的海纶材料有较好 H守去

污性能.没有观察到沾污放射性影响测定淋洗崎后沿的现象。例如用。 .35N硝酸洗脱杯 11.[.

计数率在 15分钟内降到干分之一以下，这同文献口 OJ所述的云母 1-\"rf，J t'J:能相仿 e

四.提取2HAm流程的高灵敏度监测方法

;4.:实验将 2 毫克 "'Pu 置入反应堆中 .fE 5.4 x 10 13rt l 子/厘米 ， .秒的注量丰，{'f辐照 26.3

天. If{堆后冷蚓I.J天，除去坏fU部分裂变产物后 .m硝酸 lfl 1\'7休系阴I?!，(交换改进行铺、铜

元素分离.被分离料液中""Am仪0.6微肘， 244cm约1.0微肘，边 "em 约 1.7微!斤。

1. 监测果..

( 1 , Nd (TO • at事束镖~.篇件液中衍120微，，，:. I." Ru. 930倾 li!i In I • 'Co , I" Pr

以及 1.8Eu等核囊，特别是10 'Ru的淋洗曲线分布很宽，官们使监测做虽且'"Am增加 f协|难。

我们用 3 厘米厚的铅屏画面系统后，在..，Am 74.8kcY$靠区的现场1' 11点为600计数/分。对于浓

度为 0.02 微居/毫升的 "'Am 浓浓，其计放为自然 I~II郎的 2 f:~. 此时，宿费的总 nil入量JO)

0.08撒居.在 I03Ru的干扰下 .JL敏度略布下降.

(,) SJ (Au).... ••• 采用的命2l>毫米SiCA吵闹垒型血洲3持现场4~J~旨为 0.8计

数/分。 "'Am.""em. '‘ 'cm等核素il'J 浓度J~0.02微!片;，攀升11.[ .il 数布为本1底 (('J 5 fii. 淋

洗曲线司Ii 111 )i£标揣测定。

6



2. *_篱'

图 7 为NaI (Tl) 薄晶体双探头系统和 Si (Au) 面垒型监测器得到的两次实验淋洗图.

前者显示了精和锚的峰， adSAm淋洗峰最高计数达 7800 计数/分， 2·sAEYE 浓度约 0.14 微居/

毫升，后者显示了.. 'cm 、 "'Cm的峰位，后半部曾观察到 "'Am峰位。同时锡峰后线密度

超过自然本底，说明辅以某←'浓度拖尾到锯全部洗下。阁 8 为锻峰料液的高分辨 γ 能谱图，

显示了 "'Am 74.8keYy射线，子体 "ONP209.8 ， 228.2 , 277.5 , 315.7 , 334.1keYy射线和

Pu的k... k... k , " k~.X射线，以及裂变产物 I.' Ru 497keY相". Rh 511.8keVy射线。

31KU二 l' ~
;l: IJIlI- .4I'f"(干队-::1 F， ·t飞吨u74云
.II»~ j 、」EEi

~r ../、、lM(;m ./气 42.
辜'二.-"""、.... I t~ 、白-1- •
i- ，-一_:=....l......... L::
!冒.曹 i P I I 10 百

a切Ill， 21:111 , - -i!f):1II ,- 19;fX), f8;fX) 1 17:00, 16:/Jl, 15:111‘ /4:fIQ, ""III ‘鸟‘

I;/Jl 24:(10 2J:(J(J 22:00 21;0() I!O啕 19:仰 18:00 n:oo 16:(JD "'001_
麟峰时闰

L~ 7 '''Am流程摒洗曲线

h. h分别为州吊;实验的刷出时fui.

五、提取244Cm流程的定量监测方法

1. Sf(Au) Ii盒噩，监测·的艘...

对于一台计数窗口面似固定不变，薄膜厚度榈几何位置等条件固忘的流线监测稽，具计

手 ~li; 噎

~ J:Uli au
严
↑
←t
l发

l

矶
Z

垂
'

a
，
吨
《
-
7
.
，
结

_.L… 一一_l..___.~_一 _L__一--1____

at' .a; .". 5Cl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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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1 /fI(J ifIJ J)1 ,om
幢噎• ..1毫'

中20Si (A的 ilii垒型α监测器效率如~ I韭曲线

昌年攘为 0.11"硝酸介质的 a...JCm

数率随流经取样槽的锯、铜浓度线性变化，可籍助于已知浓度的溶液获得某介质中箱、甸的

效率值，从而进行定量的流线监测.

(1) HI剑n ， £uCm辙'割. "'Cm的效率是通过μlAm. '''Cm的刻度数据计算

的.我们采用Ce (Li)探测器 ("'lAm 59.6keV效i革的精度2σ==±2%) 刻度了基"Ami在波

的浓度.用栅网电离窒(J3 J 刻度了· "Gm溶液浓度。溶液分男II用微量注射格灌入监测苦苦取样

槽，测定了这两种核素的效率值. "'Cm(r.J 刻度结果如图 9 所示，采用浓度J:J40-800微居/

毫升的一组溶液获得了四种偏压条件的四根平行直线。这说I~I 其探测放斗;不随浓度改变。对

φ20毫米Si (Au) 面垒型探测器. '4IAm1U' 4'Cm的效率分)]IJ J:J 173.2计数·分-'II散居·运

升-I 和233.3计数·分-I I微居·毫升ato

(2) 匍筐'组合体攘的辙'计算

"'Am和 "'Cm均，放若干种能量的目粒 h 假定其平均能量为s

Ej==kl , iE ,;/ .E r, ( 2 )

其中E ， ,),J i 种核索 s 种 α 位子的能量， I , i f，)兵相对分支比i丰ifJl. 国此，我们可以近似地IE

"lAm , "'Cmrr-J效率分圳番作为5.479有16.013MeV 单能 u 槌子的探测放率。

在锚照怀靶中，锢含有 "lAm ， '''Am , "'Am 等同位素，锅含有，.在Cm ， '4 'Crn ,

"'Crn等问位素.在铺、帽分离之前，我们辅助于幅照靶成分的计算税!料攘的能满分析，获

得r备同位素的相对丰度，以-r式计算料被中铺、铜各自(tV爽征能量.

E== I: a i ( 丰 I ， i E ，;/ 丰 I ， ,)/ I: a,---' (3)

某中a ,J,) ; 种fA]位素 α 射线强度的相对比率.然后用5.479 fI-l 6.103 MeV 放卓值进行内插拔

得特定靶榕解液中糖、惕的效率也.

(8)对介属....修罩 在硝般甲舰体系阴肉 F交换i成 42中，宿费监测85%甲的

O.5N硝酸、 O.IN销徽、 1N硝酸等二种料搅介质.各种介顾中同一能显U 位-hM秘iiA~放~..;址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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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我们配置了芒种介质的 '''Cmj容液，分别注入¢>20毫米Si (Au) 而垒 α 监测穗，测

得f白相对效率如表 1 所示。同时，假定薄腿和料液申 α 粒于阻滞本领之比h常数，并等于位

子在这两种物质中的最大射手里之比，则可根据文献口。]中计数率随蛇别阙变化的近似表达式

来计算不同介质的效率比值.从而可以由→种介质的效率推算另一种介质的效率.由于近似

表达式的某些假定及射程值的误差，效率修茫因子计算值的误差约士 10% 。.1 几..~.筒...E圃乎

介 frf( f'l H: 。 .IN硝幌市 i南 TN硝酸;在海 '岛" ff1醉-G.5N 柄'世

吃;j:.， fit 1.000 0.856 1.228

i f-l'l i自 1. 000 0.881 1.134

2. 定量监测篱'

实验中φ20毫米Si (Au) 丽垒型监测器采用 +40V偏厄。经放大后. "'Cmatlc 子itoJ最大

幅度为 5.5V. 第-台单道 IOJI)陶贸 0.2V，记录 q 和陪粒子的总计数.第二台单道 fiJjl)阙置

。 .8V，记录 α 粒子计数。

(1).锺监测 由于Si (AU) 面垒理探测器对 γ射线不提灵敏，工作箱中的'辐射场

本底又被接头顺屏蔽，因此该实验申. a 监测器的现场本 1点钱低 (0.3 计数/秒勺，在流程

允许的测量周期下，可监测浓度为 0.05 微居/毫升的锯或揭穿透。在流再进行中曾多次及时

给出了离子交换柱穿透的信息。

(2 )巍巍震中.、销穰..* 当 a 放射性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可以忽略脉冲堆识和

死时间引起的误差.柱子流出液中锯.锦浓度可由下式计算，

Ro[N(t)-BJ
C(l) =.~-← 可一 ( 4 )

其中R为不同介质的效率修正因子I N( t) 为总计数事， B为本底计数率，在某一淋洗峰区可

视为常数，可为O.IN硝酸溶液中帽、铜的绝对探测效率.

我们用效率刻度和淋洗曲线测定中所有环节误差的算术和来估计浓度测定的误差，即，

6.C 6. A 6.5 6.M 6. R 6. N
=一一-+一一+ .. +-一→+C - A T S T M ~ R T N ( 5)

6.A …6.8 血
其中二王为锯.铜刻度用j?(j.~浓度的精度，为士2% ， -"5一为化学配置误差，为主 0.5% ，

6.M.... 6. R
M 为放率刻度时计数误差，为士0.5%. -:-i 为效率修正误差{实验 f的，为士 1.5% ，

6. N
?而厂为淋洗曲线的测定误差，计数周期为 1 分钟时. ;1~t:O'.5%. 因此，峰顶附近锢.铜浓

度测定的恩误差为士 5%左右，与文献口OJ报道的怀萃取工广流线上同类监测锦获得的精度

相近.

• -~~监测嚣使用前已由入情度赞}何时~'''(:mmi!进行魏事刻度，所以本!再有所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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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产品..中.、 til.量测定 流和F中，某…运行周期l'i f" Ji，量hI

f 'R.[N( l) -B]= J -- ~-- .~' -~ u<t )dl (6)

古典中P骂为 1 个.容器巾的产品量t'pU> 为流速， t l~ I. 分别为某产品容器开始和终止收集料

浪的时间.如果将流速视为常数. JIll上式简ff为=

PI'" R. V. N ，jη(12 -1 ，) (7)

舆申N. 为 i 个容精(('J 察讨 i争计数，. v为容器中科液的体事!。

提取 "'em 流柯:中各容器内产品:'ihni赶线 tf" ~r结果列i: 袤 2 0 ~巾还给出了取样、稀

释、自国Iv甲、后分男I) 吁l 栅网电离京和硝It.\'非晶体测定的数据。由衷可知，流传分析结果与线下分

析结果在10% 之内符合。

襄 2 ..中严..的..*街锺暴.a与曲.，自份橱罐攘的比篝

产 M品:\11 1 匀川2川 iυJ ! 白削叶仰叫4纯彻怕i.1协4什仰f川附# iii刊h 阱释高I)西i 盯栅网 III : ~{!f..楠怦酣l阙盯肘 ft~r
离京圳兀盯:弘L ~~tl;' t!tf， f非昔!芭岳8 ft!:. 献 V

,o j

幅

63 4.77XI0' 4.85XI0' 1.74XI0'

5~ 1.27XI0" 1. 30xl0·' l. 27X 10]

65 2.51XIO' 2.0~XI0'

.t吨~. ~I~正 Z.OoxIO·· 1. 95XI0]

57 I.I1 XJO] 1. ·18 X10" 1. 32X 10]

68 3. 70x 10" 3.8ZXI0" 3.40X 10"

70 3.ZIXJO' 3.69X I 0' • 3.17XIO'

巴幢 5.13xJO·· 5.67xI0' 5. 05X 10]

六、讨论

1. 使用厚度为 8 微米的涤纶沸腾作为嗣肉厌的原封式Si (Au) 而象If:'! cl 1，[线航测器，

适用于硝酸甲醇泪合体系、I1 MJ占 wr酸$介1页! 0 fill断使用的累计fl.J-rfIJJ，j戴 n小时。涤纶薄

膜的机械强度和去污性能适用 r作j主壳。脱部min隔肉区。

2. Si (Au) 商全型α 监视IJ苦苦可!日子超怀注紊分离流f'NI~J定量流线分析。给iH;i'H交挽

柱穿透时的总α 放射性浓度，淋洗峰处佣、锅浓度的?江量数拟，1t精度为-15% 0 1'f.测定产

品容精中锯.锅量时， H精度除依赖7 浓度测定外，勺流速(0稳ti::f'Hf关。.-1，工作产品容器

中铺、销量O{JiJfl线分析结果与线下分析纺果在10%之 r'i符合。 采用剂玩泵稳l冠iI，i速后，其，精

度可进一步提高。

3 对于总加入置在 1 微 F，if VXf的 '''Am分离流科1，采用 NaJ (TI) i布局休双探头系纠·可

以获得柏度较I每 (('J淋i免曲线。 ~l费:驳结柴 HJ 以推算， .(1:裂变产物去污较好(I:J的况下，本系统

在总加入最为0.1微居z ‘ 'Am时，可为工艺人员提供淋洗刷钱。

杨白成、吕峰、陈国安参加l部分运行了.作，张秀品i 协助 a ilrt: r~监视l棉的机械设计。乔盛

忠完成，"Cm~容攘的幸IJ变。夹在圳、陈敏f(h 陈耀巾等胁Ilh 了本工作的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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