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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核靶厚度和均匀性的 211量方法，包括天平码:重店、石英晶体测厚洁，

寄放空气 α 位于能量损失法， P，厦光光虔法和离子背散射注。这些方i去都有各自 fl~J 特点z 石英

微量天平的灵敏噎高 (0.04西jcm勺，等放空气 a 粒 F测厚悦的测fd范围宽F 吸光光度#;;

测量快速而背散射法既能测量格靶厚度又能分析把膜(f~J杂质.将这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就能

测量不同元素和不同种类核靶的厚度和均匀性。

提."靶均句性背散射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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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CKNESS AND UNIFORMITY

MEASUREMENTS OF NUCLEAR

TARGETS

Xu Guoji Meng Xiangjin Luo Xinghua Guan Shouren

(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ethods of target thickness and uniformity

mea四rements including weighing， α-particle thickness gauge ,quartz thickness

sause, optical transmittan回 and Rutherford backscattering. An α-particle

laalinS which measures target thicknesses up to several I.l m is rnetioned. A

fan thickne!-s m~asurements fer C. 生u and Cu targets bY spectrophotometer

Is liven.A high sensitive quartz gauge which can measure minimum dep.osit

of O. 04 \1g/cmz is described. Thickness and impurity determinations by RBS

with accuracy better than 5% are summarized.



~、引

在核物理实验中，人们为了研究原子和楼内的各种现象. I苗要将各种材料制成薄靶，让

它们经受束流的轰击，从而观察各种物理现靠.为了获得精确的实验放据，不仅需要测出镜

靶的平均军度，还要求给出它们的均匀性.天平称重.带电拍子能量损失、石英晶体频率变

化、光学吸收和离子青散射等方法都能用来测量核靶的厚度.这些方法在厚度范围、测量精

度和适用元素等方面都有各自的长处韧不足，但将它们联合起来，就能满足所膏种类穰靶厚

度和均匀性测量的需要.

二、测量方法

1. 去平..

称重捷是测量穰靶厚度最简单而常用的方法，也是割哽和检验真它测厚方法的主要手

段.我们曾果用如下三种称重法.

1. 1 直接称重法

-a说来，厚度超过50伽l/em1的核靶的机械强度钱好，可以用工具将它们直接班到精

窜天平上去称重.这时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靶面狈测量的准确性.对于电檀靶，其面飘由蝇

'的大小来决定i 真空聋发和瞌射靶的面飘取决于准直孔的直径，而攘辄靶的面飘撞撞用计

算辑测量.只要认真撮作，这种测量方法的准确度高，容易做到好干5%-

1.2 砸坏称重法

这是一种破坏性测量方法，其测量过程是s 用锋利的小刀讲靶框内侄梅靶.割下来，跑

到精蕾天平上称出噩噩，然后翻出靶框的面扭，即呵得到面密度.此法的误差主要来自靶桓

内径测量误差和称重误差，只要操作仔细，测量幅度一般也可达5".
1.3 两次称重草

对于有树底靶，只能用两次称重法测出靶的厚度，即先称出靶衬(r-J噩噩，待衬鹿上蒸 k

靶"属后，再称出树靡连同靶的噩噩，两武童量之差即为靶的总噩噩.由于在真空蒸发过德

申舍..at靶衬上吸附的水分租气体，给测量薄靶带来了较大的误差，为提高测量精度.沉飘

靶材再前先将树底肢入真空室中拥热至lOO-c左右，在真空中烘愕15分钟，然后进行称量-

2. :Ii葛....

石英晶体测厚~ I!是根据材属沉现在石英晶体丧面，其固有频率变化相沉职在英毒面上

的材属厚度有一定的关原来设计的.魏们WSF-3A型和M!»&-l型两种石英晶悻测量侃.

MSB- l型蹲晨¥度测量仪来用LC报茹惆制和 (tV转换，因此稳定性技盏，灵敏鹰也能.

费们过去主要用宫控制e鹏的厚度. j最近虞们将晶体f摇头倍号直接送入顿率计，由顿辜的变

化来计算'酶的厚度，远样既提高了测量明理，又能钮'昏地测量燕发矗率.

SP-3A噩石英晶体鹏厚监控倪采用石英晶体甜墨天平剧理，用特在切角. ~生晶体棍蜻

撞来及专门的晶体'最配座降低温巅，用中规模CMOS数字电路幢跚. i复倪梧的你踵常.无葡

--撞撞，可反幌的最小沉，再拿为4ft'/(cm2 ..)，量小沉积量为O.041A1/c:m l • 在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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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该测量仪主要用在几至几百摸薄靶的指!备方面，因为这样薄的核靶，天平称重的误差支

大.由于晶体探头和靶'臣的几何位置总有差别，括要进行几何国子的修正，四便进一步赢小

国量误差.

I. .撞空气a幢于测量

3.1 原理

等量空气e 缸子测量靶厚的原理是& a 缸子穿过薄靶时产生的能量损失等放于用宫通过

一股空气层的能链，由此计算出薄靶if.}厚度.若待菌靶的密度为民厚度为4x，质量阻止率

领为(-t;二).等盘空气层厚度为AR， 空气的音噎和质量阻止本领分别为P'2~ ftJ( - -~- x

:?〉·则s

(- ~乞 )ρAX=( - ~艺) P~~'AR

'把的质量厚度为z

ρAx=Jρ~"'AR-.
式申~ S.称作靶材料的相对质量 E止本领s

s.=(-iZ)/(-t:f)
S.由文献(2J所结的.据计算而得.

3.2 最置

测量最置由薄靶室〈见围1)和电子缉酶组成.靶支.与西把千分只相连，佳作二维移

动，从而政变薄厦的位置，完成薄厦均匀性的测量.盒矗面垒型半导体探测器与男一把千分

-
s

一/_J

τ了

I ，.唱歌" 2. I喂~".

田'岖，示.11

3. ~~:II 4. T 分，.~". tf局'f •• ，吧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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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连接，转功千分R. 就能改变半导体保剖器jlJIb.射源之间的距禹、整个几何安排能确保半

导体探测器上下移动时，主IJ达指叫苦苦 L 让 α 斗之二，故仇:拧不立，电子线路包括前置政大器，主政

大器、单道分析器定标器.

3.3测量-

i 自支撑靶 为了测出靶山平均厚度. I而垂在靶f!j不 ru1位置测量若干点，然后取平均

值.设在靶酶的第1、第2、 ~n个位置洒得lFJ 寄放空气厚度分别为

AR且 = (R. - RI) + (N. - N I )/K

AR.. =(R. - R..) +(N. -N..)/K

AR.=(R. .R.)+(N.-N.)jK

薄岖的平均质量厚度为

1 _ 1
ρAX=s， ~dE队 - RI) + (N. - N. )/ K]

式中• R.租N.分别为没有靶睡时探测器的位置和定标器的计敷， R ， 和 N.为靶厦 i 位置所

洒得的探测器位置和忘怀器计数f K=dN/dR为射程曲结下降部分中央址斜辜的绝对值.

ii 有衬底靶 先洒出衬底山等放宝气陆度A町的，待衬底上证it靶厦后，再测出衬靡

租把蜒的总等效主气原理lAReY +B)o 如果向次测量时空气密度相同，则可求得靶的质量厚

度E

ρAx=去P.'l"f，[AR(T+ B) - AR向

本方法的主强误差来源址缸材料的阻止本领敖括在1宝气Ii:j阻止本领数据，总的测量误羞

为8"左右，能拥llla;j厚度 ~'(L因为l0~gjcml-8mgjιmz'

4. 自芋'霄'蜻

4.1 距1月!

在没有友生核反应ujt，'f i>~下. 1ril~粒子跟随同[ {-/I iii 月j 主斐盐创性出9't. 也离和融~o

散射过程可以用j主 :k7=国 (.~U r出川成liii米 1~'ij!. I也 ;/~~ !日战友>If用能地损失朱雀征.利用能量

守恒和动量守但在作. l.j:山;民射民.\ [-II危 Jlhi'J ~<'i主;:1::

K=KE.

』正 (rrrcosO + v' M2 - "，"sin 20γ-- eM +m沪

(1)

(2)

E. J'.1入射出 r能时f rrr. M~)- 日IJ/) 入的:;~~ r·' i 串~W. (l(JlJ;{ {-lIlt 0 JOJ I监射角.当 E.fu

o一定，融射 f~ {il在!，i 只飞j 缸 f丸 i J foi'充白天， jlvL止 i~ i~ q-t;}; ){忻 iiv:民如.

JfI .&lhi j[(l:l~.UI· 如何也I'/. fQ II·) , 'i;\' Ii'Flili! i:J f:.系JU

I dE I •. dE I I 、
A f: "Kf.-E ",( ~~ I K+ ~~ I ,,":,,0)1=[.1]' (3)

、..... !E. ..... If( E."-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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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唱的KE.. E分别为入勘离子在靶表面和背面的散射能量. [SJ称为背散射能量损失园

子.由 (3) 可见，只要从背散射的能谱上读出AE. 并利用E止本领撞撞计算出E町，属可

率由靶的厚度 t.

4.2 实验最置

从"电拥矗矗51出的 2MeV的单能带电离子束，经准直孔准直后进入散射窒并打在靶

上.用盒-硅面垒挥测器测量反自散射的离子，信号经电萄灵敏政大后造多遭分析嚣分析.

挥洒蔷与入射束之夹角为160·. 测量系统的能量分辨为16keV. 111矗器能量用up 仰.«.Y)

反应枝蝇，而测量系统的续性和能量定标用2MeV的 ·1量e+在Au、四、 Cu. M。、 Al和 C上的

青筐It离于襄技割.

4.3 测量实例

i 薄衬靡靶租轻元素厚树上的重元素靶

固 2 是C衬Au岖的青散射能谱，固申箭头标出了相应的Au和C的青散射峰.由于Au和C

的.子量相差很大，所以它们的能诺骨得很开.从固 2可得到Au.的宽度Ai:.利用式(3)

可束.Au靶的厚度为UllII/em!再作进一步的计算，可求得C衬庭的厚度为7部'/em! •

za. •••··.,•

ta,"-
C

, ..
• • I..... .

Eat--uw，昌i
14£L ~

'J • , ".
~、、.;; 句'

~L兰 EFfdH4E .
'O'J .;/ Z蝇 -...

.
回 2 C衬Au靶的甜触It能词'

程元矗局t衬靡上的咀元章I!的测量.:方捷囊缸子薄C树Au把.

"重元素厚衬靡上的程元素I!

回归的是Ta片上Al岖的青融射能谱， (b) 是Ta片本身的青融射能遭.由于Ta片辙IJ，

用f l:J篇'是连续的.从四 3 ar求出它们前括中央位置的移动量AE钉，再按

t=&Ef:
-，-一[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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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出Al靶的厚度为22川leml • 式中 [S]~ ~ J:/在介质Al 中，喷射中心是n 的能量损失因

于.

此外，背散射也用来分析核靶中的杂质。因 H是Fe靶的背散射能谱图. Fe靶是用电罐

搓嗣备的，衬底是Cu. 阁 4 中Cu峰的位置明显呵见.计算得Cu的含量为2.3J&1/cml

C~叨1500

.. 1:15·

平杀生注42·

ma
t
-霄
'

tt:'·J
I臼.

·+,

••.

时一..
140

毯'

12';.lO
。A

Zjf,Z崎

.a
Z玉·''=

Fe靶的背徽射能满圄 4Ta衬AI靶lIlTa树:f.J.'/:?散射能谱·酶'

从上倒 F可吾出按背散射能谱凶宽度能计算靶的厚度，真精度为5"左右.

I. 先"幢量

5.1 原理

"质在觉的熙射激发下，产生了对光的吸收妓院.物质对光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各

种不同的物质.具苟各自i! j吸收光谱.因此叮某. -单色光通过薄厦时，其强度就会植吸收而

黯掘，先强噎鞠 t事脆的面逝度符合比:耳远 fJI

T-- III.

1011.// =kd

T为遭迫事， 1为矗射光强哑， I , J.J 入 qJ 克强度， Ie J:1吸克在散 ， A为吸光魔， e为比惆帘'量It，

d为'把E的面窜度.从阳士上.公 z式飞飞-吁t

比.，只哽$先务.J!主出巢···Jt ~li:.J A-d曲线，求 loU比例常敷 e，就能用分光先魔计迅矗副量

由恒的厚度. '

S.2 厚..测量

I C4e m吸克世魔出两踊把自~"'~鹰 il·t ，

d=e·A

r.件:破~<-t附瞌灵敏度和"厦框闸的影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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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此，首先要测量果元素的吸光光度与擅长的关系曲线，选择合适的波长.

裂解乙烯法C.的吸光度-擅长曲线由图 5 结出。由图可见，吸光度随波长的幢小而槽

加.被*短，测量灵敏度高，但不能测量较厚的眼膜。为兼顾灵敏度相厚度范围，我们选取

nORm为工作擅长.

为割度醺酶的A-d曲线，先用直流辉光放电裂解乙烯法制备 6-拓国fern2 的臼支撑融

匾，用721型分光光度计测出每片C膜的吸光度，然后用破坏称重挂在 A敏度为 lX lO- t g的

天平称出各片C酶的重量，由此得到C膜的 A-d曲线(罔们。

to

t.

事..

t.

', /1

\飞\\

0.3

..
f.~r •

;1y
~_...-.L

二。 11l

150 .50 ".1'田11 0 m'!

阁 5 裂解C腰的吸光理E 勺诙长的关系 因 6 裂解C艘的r'l;变 'j吸光!茸的关系

费们还割魔了融弧浩础膜的A-d曲线，如罔 7;1斤示，由四6 和图 7可见，不同方法制备

的C晨，对同一波长单鱼光的吸收惺度不一样，因此不同种类的C 膜的 A-d 曲线需要单跑到

a.
Ii Au和Cu靶由Au和Cul't.j A斗曲线〈图队的可击出，在500 和 565nrn 处，吸J't鹰

有极小值.为扩大厚度测量范围，拉们分别取500nm和565nm为Au和Cu 靶测量的工作被佳.

Au和Cu靶的A-d曲线由图10租 11给H:l o 串II备 rl 支撑Au和CuW!的脱虞剂分别是肥皂相甜

篝瞌.

5.3 勾均性测量

分光光度计一般用于定量比色分析，对进入比色槽束斑的大小要求不严，只要不盟主生比

色槽扭扭葡萄光现象就行.经测量，721细分光J't度计光束在比色楠中央处柬踵的大小为

3.5 1< 4.0mm. 显然，这样大的光斑很难测 1· 靶tr.J均匀忡。为克服这一嗣稽，我们在比色槽

施.入口处加-准直孔，使光束通过?部眼时斑点市1. 2 x 1.5mm，这样只贸·移动把腕位置，

就能迅速测量靶鹏的均句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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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 .~I ，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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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350 ~QO ~SO

且.run

.
"。

式画 E刷·
罔 7 碳弧C~的原!变与吸j(;鹰的关东

.If
Z.O

网 8 Au靶的诙 i主与吸光度的关系

s

' .. 00--一→南-一-丁苟----.0

'‘.,.."

回 9 Cu皑的眼光度与挺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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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5

『

\.0

0.5

100
d. ~I/'mt

200

•

' 、

..~

••
仇。 7U IU ~

d. JJ&/cm:!'

阁 10 Au 艳的1''[;\£ f j吸无度的呆呆 罔 11 Cu靶的 rf，r哇勺吸光HZ的关系

结

1. 天平称重法简单可靠，是测量艘靶厚度的重要二i二具，也是刻度和检验Jt 它测!甲:方洁

的主要手段。但称茧洁不适古测量<:WIJ&/cm%的 i奇靶。

2. 石英晶体测厚仪既能测量核靶厚度又能测量沉积速率，但不能给出均匀性，普通石

英晶体测厚仪可用于真空沉现薄膜的厚度控制和厚度测量，高灵敏石英晶体制厚仪则主要用

于趣薄民厚度的精确测量。

3. 等效空气洁 α 测厚仪具有设备简单，能测量均匀性和厚度范围宽等优点，是我们测

量棋靶厚度和均匀性的常规方洁o tt 缺点是测量精度不高 «10%) ，不能测量<

lOJ&l/cmz
的薄靶-

4. 吸光光度捷的优点是灵敏度高、设备简单，测量快速，它特别适合超薄靶的测量.

但语语不能测量>2001l8jcm 2 的棋靶。

5. RBS的测量精度高，能测量核靶的再度和均匀性，还能分析核靶申某些杂质，jt缺

点是需要使用加速器和多道分析器等埠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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