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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中子活化分析主要指的是利用粒于加速器产生的快中于对于元素进行定性和定量测定

的一种按分析技术.乍文摘要缸选了快叶'于活化分析，主要是 14MeV 中 T活化分析的裴本原

理、升。t圃最技术、方法特点和应用范围.特别就快中于前化分析在核材料和核燃料Jj丽的

应用作了较为全丽的介绍.并且对于快中 f活化分析的现状、今后的发展动向和院月1前景也

作了简要的评述.

提.词中子发生气体传输系统活化分析流线分析在Fdr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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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basic principle for FNAA ,experimental equip

men \, analytical technique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ethod,
and soffie applications of FNAA to material science. Besides, some new de

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in FNAA are briefly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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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快中子活1t分析就是指用加速器产生的快中于进行元素起性和定量分析的一种核方法.

它与热中于活化分忻(亦可称为堆中子活化分析}、同位素源中于前化分析一起合称为中去

活化分析.

在世界上，虽然加速器的出现要比反应堆早十几年，也用加速器进行的快中子活化分听

比堆中子话他分析要迟十几年.其根本原因在于热中于活化分析具有比快中子活化分析高得

多的灵敏度.但是，随者鸭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不断发展，也不断地出现了热中子活化分

析难以解决或罹本不能解诀的课国.例如，轻元京 C、 N 、 O 的分析，岩矿野外分析，工业'

生产过程控制和流线分析，以及用于医院中疾病临床诊断的话体分析等问题.快中子活化分

析，特别是利用小型中于发生器的 14MeV 中于活化分析，由于它具有简单、灵活、快速、

准确以及对轻元素，特别是氧有较高的灵敏皮〈最高可这 0.1 至几个ppm) ，使得它在解决上

追问题中处于十分有利的特殊地位，因此在 60 年代受到重视，并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期

间获得很大支展和较为广泛的应用.

快中子可以由商I巨f~ )111器、静电加速器、回旋加班器和电子加速器产生.并且这些加速

器产生的快中于都已应用于元东分析。但是H前应用最普遍税1最广泛的还是用能量在 100

200keV 的知离于通过 3H(d ， n>4He 反应产生的 14MeV tllf选行的活 ft分析，即 14MeV

l~于 m化分析，因此本主主虫:就 14MeV'llJ'泊 ~t分析的原理、方法技术.应用'.主要特点

和局限性，以及今后友展趋势等为丽的内容作-简要的评述.

一、基本原理

1.镜中乎的产生

热中f的化分析所刷用的热巾于是 Itl 反应堆中

且， :;u 的裂变中于经过世 It得到的.在加速器活 1t 分

析中，快巾子)f.山具{j一直:能量的情电机于〈或 y 耳l

缉〉打在某些靶材料上通过不\'i} (y.J 核反Wf: ~t (y.J. ~I'I

然，在理论上产生 '\1 r的核反!以 w常多， {LHL从tfi fr.
分析的要求来看， JJJ <d. n>'Hc .2H (d , n)3lJe.

i Li句， n)i I3c 刷 9Bc(d ， n)uB JL耻楠，应的。这不

仅因为这些反应和且他反应相比1可以f什l~ 庐~ (I(J 'I' rt:
额，而且还具:{I-~~~Jt'ι11 利的特t1. f号1 1 给 III 了这

些典刑核反阳的 PI盹巾(./，:榈曲线 111σ

t. 快中子引起的棋 lis.

快'扣子的特 111挠地遮山快，他 lIt 内， fir 以 t露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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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中子多得多的核反应，如句， γ}句， n'忡，句， 2n) , (圃， p) 和句， α〉等.与热中于活

化分析相反，由于快中于句， y) 反应截面太小，常作为干扰反应考虑，而在热中于活化分

析中作为手扰反隘的句， 2n) , (n , p) :;Jj (n ， α〉反应在快中子活化分析中则作为主要i'， l

用的反应。

I. 篝窟，冒章

所谓"标寇"方法就是指的我们如何从测到的话化核放射性强度计算出待测元素在样品

41的含量.

中子活化的放射性接素按照指数规律以一定的半衰期衰变，这种变化关系可以表示为

dN= σt/J"dt- "ANdt (1 )

式中 N为放射性核素的个数， σ 为反应截面， If'为中 F注量率 (n/e mZ
' s)，且为放射性核

:::o..>/.. _ _ N.f 8
素的衰变常数 O/s) ， n 为待测元素的原于数日， "可以表爪为，，=一一些，其·中 NA 为阿伏M

加德罗常撞， θ 为靶同位素的天然丰踵. ".为待测元素的质量 (g) ， M 为待耐元素的原子

量.

当假定在整个照射期中于注暨率v 为稳定不变和待测元素的原F数口"也为一常数肘，

方程(1)的解为

4σNAθm
N(Iρ= 咂 .， (I - p-η

其尬t·t性强鹰可表示为

_ ¢JoNAθm ，.. _I ,.,.R( t.) = 一-一::.:.:l-e 吵
.' !If

.(2)

(3)

式中'.为熙剧时间。(1_e-
1

勺为饱和因子，用S表示.当照射时间远远大于放射性核袤

的半襄期Till时，即 I.»T 1/2' 'e _1'
b

_ O, S =1. 亦即照射达到i饱和值，

照射后的样品，经过 t时间冷却，再用 y射线探测器进行嗣量，那么对于某一特征 γ 射

线峰的温度可表示为

N.θm ， _ ~ _ ..I l ..

A( t) = 兰芳::':'¢JaEe( 1 - e ···b)e (4)

式中 E为某一y 射线峰的分支强度， e 为知测器对俄γ射线的探测效率，这就是著名的活化

分析基本公式.

目前大多数分析工作者采用相对法来计算待测总素的1r1im. 所谓相对讼，就是将含有

已知量待i则元京的标准与样flit在相同条件F照时相测量，标准m样AlA特征 γ射线峰强攻之比

等于其质量之比.即

An: _ rh 忏
=•-

At,!; m~'l;
(5)

相'It法的优点在T俯f(t易H.

在推导公式 (4) 时，我们曾假，但Ip子注量率在照射期间为-.常数，就反应堆叶II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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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也是对的。们.是在'i!li主 -~~III子何情况下. ttl子江市率分布不仅在在:(j很大的刊 r:~~ 哇化，

而且至随后时间变化，即 'iI Tii:吭卒:1二-一个地点相H‘:t lli) {;0 函敬。古此，为-了r 能斗科?亏;相对;泣J、~ (归'i:j -公

式4叶5) IT刑l 于t快足 E巾11 -了h币占!比忆υ5分}j;街巧斤-才仆B叶II，、， 必穷细Ii作 .\r点.':~ ~快骂 L尚:吃t

为了使问题简{比仁起见，在保证均匀丑束tr在均与j的 fiit靶上，并且在照射样品的几Pl 尺寸

不变的条件下.可认为巾于注:世率仅丑;时~1习的函数，部么公式 <-D 修氏为

PLftpu、
.
，

(
，
φ

b''"OPE--

,,·
λ

piwE,
F

AVm
一

θ

→F
A

A-,
J

V

一

,a-
、
‘
，

牟
，
.

，
，
、

J
(6)

引入H忖II 归于

t

吨

，
α

--'''ot

,"
、
‘
，
，
、
.
，
，

tf<<-AVainy
hpa'ZEstFEB--dr·-

,,,
--tφ ( 7 )

此处

φ=jJ￠(tMt (8)

勒、为熙射!目。IJ 样品受到照~t的 l!l-f iUit:.样Ml fl(!q·t tb 时间、 ，ttl! t H·t 间的放射性?旦出 ~rJ

N ，4 θm¢Jσ EdA( t)'"→〈φ。φ) • e -;,
1\f ' . lJ

(9)

式中 φ。φ 目:为古放迁居，亦即是对作用日.j划样品的此可J性强 f!t (f 川献 (f~l ri' , or· t-仁贵。

如果用 I K/i~在·在时间内 1日 γ 探i~!:! ~t·i i~Ilj 到Ji't;J 1Y 分!可)L:去的忧 qJ \;失才;所发 q-t (r.J!tt -- y

射线的汁数，那么 ~;:Jh

I = em· (φDφ〉 (10)

N ，4θσ f.ei.
式中 c== ~_:A~.'，:'~~!..fo c-"r J1一常敷

M

?飞 t，(; Mfll~J;准在机Ir'iJ~WF照射肩1 月 r~:r时，式( 5) Wi'史为

In _ mlf _ (l fJ(>cfJ)!'(

F 一-一- --一一I 川、 1n!.; (φ凹(/，川，μ
(II)

比较式 (5) 和I (I I)，在tM然，式(1 1)叶'多(H- MI f~! f'l; lO~ ;';~!{f .;，生'I' [-iUII 之比> -FI(li在们

介 frl{i 放 'I' r;U1!:li:Jil' 耳川剧。

:(，巳~.l点-\; (;;) .罚f1I阳I (6) I叶II (:的斗 功刷(I) I::; II占t;H时H盯1I.1.〉1;J占;'IIt![~凹~! q鸟肘of r:i. 飞?，t;

f拉I: fIt J叮q 以 1用n 放 「ιi仁;坷 t把归 i附;耳时?仔I近 f白的!付~J '小:; "{ .~川j<二句川J扣川叫d币叫;iJ?束:: (!川!

二子n比u脏Jl: :~私~f/J趴(Iη) II.叫rJ川!川J rl卡If 以测~瞬B·t ll'故 Ye t) 代替。在忽~til'l: r ))(, Ire,: ,'/( )"/ Ii川;:，J(j;;Wl兄 F,
可以件到

〈 φ"Y) I; _ «(fl I' rfl ) f'r
«(lIn Y)!" …( If勺，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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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式巾

φe1r(t) e-;(川t
-

n-j;by川
(1 2)

t
，
。

、
.
，

a,.，
，
.
、

r
曹
.
，a

b

duv

,···J=Y
(J 3)

在分析:c作巾， γ( t) It刑名 fZ;山，二法测贵的，若!叹q-t IH 问'fJ t.， 所选取的多应注:标的

时间m宽为 M，剧所Hhl)响总时间J11敬n=fJM. 这样在 n 个时间阔隔M 内附中于计数Y

(t) 都可以在多近分析路口多叹:巨际问:厅式记荼下来，-rJ了每个时问间隔(('J It' 1-计数 Y(仆，

利用下式

"E Y(t.) • i\ tc- J.l 'b-' ;j

队，=与1 • (1 4)

L Y(t;) • /),f

的数但现分，在汁fI:~上就可以很快计J?' :tl φp 来.

- 1在本分析方法和技术

在这里我们主要叙述 lHleV 中 Tlli1t分析中所必要的方法相技术.其中包招样品的制

备、照射和1传送、放射性的测量、巾 ·l- if.值率的勘测、巾于祀的脉冲 ft以R 巾于和 γ 射线

衰减效应的校正等.

1 .樨晶和棒事曲...

样品的制备和标准的选取足的化分忻巾一个十分晴雯的JF 'I'i ，也哇!实现样品分析的来键

性的第一步.这一步的好坏ill主彤响 n分析结束的脯确 1'[阳可靠ft.

(1)樨晶..

:(1: 1.1 Mc V I f' .J- 沾 ft分析巾，除了少敢惦记下使用"楝体"样 Mdl\{g·t 外，大多数悄况下

;且将柯l l.hU装在样品在黯(常常 4如何;U跑兔'7 ) .'n照肘，聚乙烯fl. 11 rill 制作叭I·M.在嚣屉好的

材料.在在iii的实验'捉'P.所 [·Ji m(t:j fHI.衍黯 J1:. lll 架乙烯悴 (E If-床上 Ii:i:r iTri J.&. (I:J. 'Iι址 -~~n

f~ J.J 15mm~ t二 50mm 的 [i，，;.t!:形有器 ， 'ff l!!约 3 c m3 • 过l'l:有黯陈悦的宫内的(约 300

500ppm) 比较尚外，是J T- J t'ιj巳击， J r.:飞 (I f(((:~; 影响.. ·1曰 ~'f I:J..f!， 吨 a 攸1;1 这种在器 II: I'~ .N'
E民固体.粉末f11i侥体怦 1111，此"f..在!在盹 tllm~'H五 Ilf 以H泣， aA' 吧 ft-';: ~占性特别 i占 r!..Hi~J tV' MI ， 如

组化饵饵.亨. {机I川I.)足&不允 i内'I:用 :[';11 裴腐臼蚀\f性tf恨~~驯 f川二'i~J-.吓呐-干布行{J~，机J凡L1前7持f 加刑j忖W川1'1竹't川l

氧，也可月 1元辄制制作轩'·M，'ii 嚣，

( 2) 篝晶鹤..

实f'，:遇到的分昕样Mil: ')J.·{f 间休， 粉;末杠. i泊1夜E 体和钊If他也户节严f机u顷可苟阳ti ，';占 r由'~I'I际的'r，问H内:J t'1怦{二: ，~飞V3J儿'

拼如;怦 A品lhE ，在仔拇的内 i邢哗 1尺~··t J.加m .lι:J成且仙剧!性斤形;J琪B但且 b趴川il川1川片;r.状 u即p 昨盹入n坷. {I机l川tUρ"' l，点~，I江f，\1虫~:且圳i川山I:ι:二.Ct古， 叫jWl tJ:形1;;



-属样品的直径比怦 ltlt 得器内作小得多时. !Illl总 :ijfA 怦!'.II f11 'it?，~之间的间隙桶λ破乙唏屯{过

片，以民iil:tr品吐 r t'f M，右 ~~i (t~j I rI 筑lI ft!:。万 f防止 H~;lJ.:: ~Y:'irIltl 乙 :fji坚传送;J: mql~1穿寄器上

盖和下底，在 ag IUj :'.;;,; .ft;, ;9i 1111 Ji巨乙崎 HilL ，H I'粉末盯品. ~ILm 颗 'N.)': 大，可 jt监 fi*W. 粉

末装入容器不要一次装楠，而要分多次装 λ，每加入一执政用件压实。为了保证样品有比较

均匀的密度，每改!王实咱力~基本相同。 if~休样品的封装比较在易。对非腐蚀性破休，只要

将去童的容器浸入液体内，等檀 t捕后取 HI 力il 品即可。对于腐蚀性i! t体，必须利用庄月 .J 器将其

从盖上一小孔在人。:飞然 I~ J-.还必须另闭一小孔，。飞注入时在器 Il' 的空气 if外出的通跻 a?飞

睿器注稍后，拔掉 ltqJ器，然后 JIJ 烙侈;将 :~;r. _.J.:网小孔 H好即可。

化学性质特别 ili 泼的 fkl玛牺1 理、组寺. 1注好封装在尤{i1 E 1I~的 mtt气体的于:ft箱中的十

分密闭的金属宵黯 lIt。但是(:， ui如能保证样 11l:在器不蔽'号:H~面F U 也 l仆~J~封装在聚乙烯的

样品容器里.

(I) 标准的帽'

在相对法巾，标准的选取有 Ilt11 晶坠-个 I'分E 茸的问题司 H白:'tJ~'I'Titi 化分析巾. ~Il工

在一个样品 11'·r:·liiJnJ 升析 (i~J j~ 东敌 II 不多.j'j ll-t只 J[- ，个平儿去: (1:1 分析，因此标准的 jM备就

比较简单。例如 i 于{((I 让衍，找们可以选取 "1、古轼 (1:1 ，;":j ~'~f七:?物，旬 I 1': DT/飞(乙二脏四乙

·酸二响λ~:酸苦， HI尚纯fiJ芭拉不同的研释比例均匀ifl 1\'..装入tlMI容器H好OIl 呵。这样

制备好的标准逗乐能马t应用，必须在实验J'.验证无误， li 叮投入使呐。

I. 樨晶的翩翩和传瑾

(1)活化嚣-一中子在盒'

能培:(1二 100~200kV 专门用一f产生中了的高压惜Jno虫黯常¥J~为"中于发生器".中于发

生器又分开管式的有I闭管式两种.前者一般习惯J:弱;中了'发生器，日占利:密到中子骨.

中 T发生器主~fll高压电椒、离f拥、 Jm速节'、真空系统手n靶细!品。阳 2 为中 T' 1l生器

的结构示蓝图山，阳3 为安装在:原f能耐31陆的 600kV 高压倍加器的实物照片a

.."ttl

|可 2 '1' I 友'I:~约的币在!￥ l

密lf中 f节'是将 11.J n~~ 1，(ffn1ffA~加速也慌刷靶全部 .H装 N.一只理豆腐忻州J白'利'小?\'!

中于发生嚣。门前它内政小口径叫做到 lφ，10，且大中f"l"额约沾到 1 0
11 巾 T/骂，使用却命

可边几阿小时，量民的 :(1: 1000 小时以上.

(2) 樨晶跚蜻相传遭

14MeV 巾 h，~化分析 u ，呵 JLI 柯:雄~ 'If-'沪 mfr，分析不同。如 '.14MeV 巾于rJ:咕嘟不哇啦 'If

F廊排在边，而且时间再 1空间做际的闲鼓，也洗 J{常说的 '1'{-i J: M艰险时间也化， Jt· {j IIJl.!rHf.J

一 6 一



l到 3 安装在原子能研究院自~ 600k V 高压倍加器

梯度变化。这样既造成了在同一地点但桂先后顺序照射相同时间的样品的比放射性不同，又会

引起样品的非均句话化，即样品各部位的比放射性不同。例如样品面向靶的一面的比放射性就

比背靶的一回要大。这两种情况都会给分析结果带来很大的误差。第二，中于1't量率低，快

中于诱发核反应截丽小，因此分析灵敏度低。解决第一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一个现样

品两铀转动的照射装';1， ~P样品和际准在照射期间既绕着束流轴旋转(即公转)，又各自绕

着自身轴旋转(即白非幻。这种装在既可保证样tilt 利际准的均匀tli化，又口J保证柯二品和你准

在相同的中于场下照射而不雯'中子1l世率随时间变化相比量率楠度的影响。自界决第二个问题

要利用短寿命核京进行分析，但由虫i._.~个快速，传送系统，以便将照射过(r.! 样品准确而迅速地

传送至一个探测系统Jlt1 i放射性测肘。照射装置于n传送系统通常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将二者

合称为样品照射传送系统。因 4 :是- .个典明(~j TY..管 fr品!ffi射传送系统的原理示，岳阁。

该系统 [!I 怦品照 ~Jilj 、测 l泊、传送在挠、装样器阳程序拉制精组成。在:在1Ft-腔制梧的

控制下，整个费'且叮以 rt 功地顺序完成H'，rd;fl(J mt 肘、传.ill .1'7却、测甫仁们'0 JU:. 贺，功能'h I

(a)通过装悻黯可将怦川， 04J送入传边t~;i且内 J (1)) HI:入佳选l'\:jI1 的样品 rllFl~缩空气(I 动送

到样ifh照 ~J11Ii ， (C)叶If源 Ll 功fur，对'已主IJi也照时Y'llj (('J tlM,j丘 fi照射J (【D 怦 I~!'按预先设

置的照射时间络Jl:mt 肘，并 n4JU主 rfll i9!~时!flli ， 'pT据也 I~I 功夫闭J (c) 到:与 mJ 吐拙的样1111 可

立即进行 iWJ lIt，也 flIi~ };\I---屯的时间(剧目需要口行设'n)同.ill: H iJ*Jijb (f)样{.Id置于现在时

间删量相数据1~取盯l'l ;JJ Jll III 系统。叮然Nill 忖知I. hi 命战东的循环的ft分析tH，忏占11不必退

出， lM1i路将样 Ills 送到~!照时 ~}i .1[e新开始+\·个循环的工作。

这个装 W.的 1ft ,I,IUI; r (I 功化现出肉， ~1占 fUlL 根据实际分析:r:作的坚业，可.ill: fjl(J.f(;

品照肘，也1可以侦样品和1标准 [lijM!!U肘，机~~川和ItJ~ 捕;川rtl;!恨 qJitli!先测 lit !fIJi 绵阳身和"旋转.在

保证束前i很好对巾的条件-F，分析fJi呆的精 fj[ J1I }Ji 士 3%0 在 2 •5kg/ c m2 (r.)!1t(动川~ }J~'，

5-15g 蓝的样11l，传 j羊i卓!丘 ;1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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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撞勤恒的翻量

在所有m化分衍(包指中子 iil[化分齿，带电位于话化分析和光子的化分析〉中，轩-品放

射性的测量，除了少数n殊怕出外，几乎全盐1日 Gc(L j)有ilNa I< TD 诏仪进行的。

Ge(LD 谱仪一电F计1HJI.系统是仪器活化分轩的主罢工具。这种仪器最大优点是能量

分辨率高，一次m~ 进口H'J r..j分析样日，中坷几十利'元束。[:i Ii，!最好的 Ge(Lj)谱仪对λ句协也幅唱~

1332keVy 射[~峰的能 !lt);'胖 (FWH\'I)为1. 6keV ， 'j 3" x 3' Na I< TD ttl 比，闷在25 ' .

em 高处，对 1332kcV 的 y M~与(i~ ，HI对民测过率为 50%，对于 1332keV 的 y 射线峰的高

皮与扉注:顿连 IX访 1;'Gfj~端附近于坦部分高度之比〈即峰康比〉为 50:1.

Nu l< TD iii[义庄快中于mit分忻的早期初中WJ(，S友股中起着很大的什用， 51~且目前仍

然在起作用。 Na](TD 谱仪至今仍在快中子m化分忻r!l r.z J1J而未被 Ge (LD 谱仪元全取

代，主~~{f两个I'~(因 E 第→， NaI(TD m仪价格创立、但月j方便，悦于战'肘，特别是有较

高的探湖边率，可以弥补快巾子注量率低、反应截面小的不足，第二，在快中Ti，Ti化分析中

常常遇到一个戎几个元主的分析对鱼，)~ 71fi化样品的 γ 话比较简单，所遇到的干扰也比较少，

有时即使存在某些干扰，也常常可以通过选用不同的话化参数，女n中子能量、照射、冷却相

测量时间寄来减小11.x边，兔。在我们实验室里， NaJ( TD 为，，6100 x 100，所棋合的先电倍增

管为 G DD-I00(均为北京综合仪器厂生产)。整个 itf(仪的分辩率，对于 1 3TCS 的 662 ke V ~t:l

y 的射线峰为 9.3% 。因 5 结出了这个说仪的方柜因。

NaIITI)

高压电.

臼 |酬·H …|

I'fl !j NaJ('j]) if' (茸的力'MI￥l

4. 中子撞量事的监测

在快巾 r-m 比分析巾， ~l 怦 11111 和 t!j; 准先hi~、11 l*Jr照肘，进行比较分析〈相对 U~) 时， l!l 'r
中于it:世 J帘的不tai江性( UP随时!iiI变化)，为了得到fO'川江有效中 fitm'fH: Mt和标准任白的

放射性强出 (山Jj国 ftt Y!一)， 必须对I「昨l，引('.，'1川川11hV山l川JlJh11I 羽相l叶!卡切IJμi

所谓 "r巾ph注tJ岱址吐2率和:刀lIU:江i 削"气-
巾于;二 hI:* l\;; i)11 (J IUj .f-'1'1iW: j'lt是w 而自 t] 指出，所谓卫(~1l~ 就)1;川 rjl f探N!iJ ?~:a f主测量

中子。 'ii~)日 (i~ J11y. f:..t~irJ!IJ?~ UB1" 3 计敬附和{j' -ti l呀!料川坏M.: <lUI NE-213 {J 札磷Yt体)。此外组

伴回 α 扭J·w 也 I可以认为)L-' ，pl' 直接 i~!IJ 巾 f汀Y; J'i i，去，因为 {I:产业 HMcvtl {-的 T(d ， n)4Ile

反州巾， α 机 F 科111' Hi "，{.f附froJ 'j占系， 也 ，;0t )1; i}i :J~ if1i~!lJ :ilj-'个 α 粒 f此机i 、III 于 j'i.陇 iM~ :m
flj-- 个小子。江 :ri'Ji i1; I'I(J 优 b，{I ，:r 问巾， ill:价。 I￥16 )}A比们实验屯JIl l"" J Will 1:< Ii;;:测阳，伴

阳 α 机 [-;;'UfUi l1i IWl 0 nw (l +:i. nUll 寸、 J j ~WUi I:.j 1此 135
0 f(J(i9~7. fi t!(li 亿以 j~!tl t.i it! ;，止

一!)-



固自 伴随 a 粒子监测系统方框图

的.

中子注量率监测的间接方法是选用一合适的监测元素和样品一起照射，然后用监测元素

的放射性强度去归一样品的放射性强度.这种监测元素可以置于样品外部，也可以置于样品

内部。前者称为外监测，后者称为内监测，和外!监测法相比内监测怯的优点在于可得到更精确

的分析结果.例如我们在分析氧化键时，用外监测法得到的结果误差为土 <7-13) Yo，而用内

监测法可小于土 3%111.

I. 中子.臆冲化

前面我们曾提到， D-1 中子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佩靶的寿命很短，一般约为 2 mA~h

但是在 14MeV 中手活化分析中，当利用短i任命接素分析时，又大都在样品照射一段很短时

间后，紧跟一段时间的冷却和测量.这一段时间一般要比样品的照射时间长.但是规靶却白

白地消挺撑了.为了更有放地利用氟靶，必须使中子源由连续工作变为间断工作，变为自动

关断中于跟.即在样品照射时工作，其余时间关闭，这就是中于束的脉冲化.目前用于中子

束脉冲化的方法有静电偏转法、束流斩断和离子跟去撒法.

一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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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偏费量就是利用静电墙的作用便知束偏离原来运动的轨道方向而不打在氯靶上.静

电偏转板可以放在离子埋之后和加速管之前，称为前偏转F 偏转板放在加速管之后，例如嚣

移营和氟靶之间的音远内。称为后偏转，图 7 是- .个静电偏转装置〈后偏转)， Downingl5J

利用一个后偏转装置可做到中子脉冲的上升栩下降时间约0.5μ.

前偏转的缺点是偏转不干净，后偏转的缺点是有D-D中于?在J~正在在，最好的办法是将

二者联合使用.

If(流斩断法就是利用一个螺缉管或气力控制的柬梳挡缸(位于嚣移管内，由钮或鹊嗣

作〉挡住加速后的规束而不打到就把上，这种方法的中子脉冲上升和下降时间约为几十ms，

缺点是有D-D~扣子本底稿存在着)屯的真空密封的困难，因8 为西们实验室正在使用的一种

气力控制的钮挡坦装置示意回.

ft_衔，曹.qJ水"

连穰桂芝

4与"j窿嚣摞麟'曾连.)

π1 I

'II I

-昔← -7".... ~
‘ι，

气力控制的来流挡极装置

离子据去追:法是 ¥J离f据美断的方法，例如将离 F掘的吸极电压去掉，或者将离子额的

高频激励电m切断。这两种方洁的中 I脉冲上升和 F阵也是约几十 inS. 我们的实验室过去

因 8

φJ3.5V

zpK

IPOQ

2APIS

37"2C阳..."
200,『

耐
'

灯
A'

"··-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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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一个光电线路拖功地继电器串T高频电压握葡嚣的回匿或栅缸电路中， :飞继电器斯开

时，振荡器停止工牛，闯1-1屈的市:民;瞌盼 I江旺切断，高于西、也\'}.Il:工作， r习 9 足二::'1 Dr刑的

先电控;凶继 I江 ~J纯fLgge 这个 ~Jif1;;的优点，是简单，但 if !l才会 ~;{::j年离 f就不 ιm'~:. IX去。

t. 中子租y黄浦桂正

在'IJ~中于iH匕分析巾，为了tU:j 阳对分析二址:反应. --，ruT兰口rnr把 tr 1'd1 r~:.IJii火.1JνJ样 iilz

竟重达50g以上. lin大的样~lllF.'t{严虫(I:j lIt 1- t'i Ji Hi1 I" i I江收 iu!;';豆 .(i:剧 ，，:·w、巾，山r样

品租际t住在应体?晶分手"盲目t:上的差另II而产生的不同中子 I': Lic i:.i. 刊y C! iYk irt边向(巳[J 'fl. f- 和ly哀

碱放应).往往约分树骑马主'Ji入严茧的系主革识主.为了口到iiii 确 'if~7;的 jt析拮妃，多年来，

人们对IJt子和YJJ￡鸿波应从实-监上JlIli~上以{大1it凶工 n: flli一手指 l:与世'jL(.1 寸， ). . F'i (:i ·i~ In 仅

给出对中于手l1 "r;£?，主战 ，，;i.jldit主 IE (~卜」串 :r';t';Jll的方法@

在→般to'l l且 ， X~l--l二一个丘战过程 III ;ldJ~ 为

生== _. LX
φ@U

(5)

(6)

式lpφ为穿过{l攻怦品}咚J([Xri的叶，二hUll:'草或y射技强哩， <1)，为A~妃'三jl盯'1"II:~t~立的中于

dφ
住量率或y身，n戈强!立， L为供分14:k式-一 =-L· φ川江比例?拉克(。对于不\，;J (!1 在说过程， L-- - d...:

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14MeV 巾1-(，:j ~.t减过程 ， L(f:J 含义为总 (~J宏观移 HI截 rfli，以 Sfl ;k凉。

对于一个比 fF罚的 rtUIo JL~:的宏观移出鼠一副主[l'Il J ;.J<.示为

?-14σ R (i) W .lV A
-R-y ，1

一气王一

式中 v为样品体 m (em勺， σR (i)为样品中 U~i 利Iji; 亲的向观移 III 战 ifli ， W门'飞i 为H怦ll\品『lL

萦的 y觅E 吊 (飞Zυ) ， .11， 1·为J 怦A川品lhz川川E巧!'骂第~i种 J尼已 f卓京~的同邸(.y.:\ι N\T ， r'}.)句J 阿{伏此伽 t晦E罗 E敢立。

二良于 14 \lc V 'II 'f'和 3 \etc V11'[-的悦现f~ :I \11& 1(li 敬-R'i uf代创立献( 10J.

对 fv肘线ir.J ~t战过院， ,J:\ (5) 'I'L的 iT义为γ肘线的总统fli!吸收系政/lO(cm- 1 ). 叮

样品为一化fT物时. Jtll~(I(J左右式为

μoJIloirei (1 7)

叫~)i川川肌州附1川川w卢川川fμE川川Jυ川[，叫t

em').
;(c{rJ'.l\ (1 6) 有T( 17)之日， J~I(I1~能'，'1:格Jlb:~(l日Jt;::i1'W II' :Y' ·tl!γ 点减过)，;(， I人，;j.;H·

品-fj放时 I!tX !J'U五 {nil n印屯。 Illn
、

'f Mdf 放以山XH，{ .'·j 忏 Mdi~J 大小4阳山({末. 'f， j .ll.还

与v射线:r.J fj~ lIt {f元，所以 ilHUIJ 一'个敢字在沾点lI ii 述。 1'C::i :I:ρ\' ， :j j·;n :J巾 • x 1ft)..;, ~I; 从实验

上确边的. Jut 体陆 ~L)占 jI~ 从实!}负J".) }j}lji l肌1> .Jlll'i i,,', (j;J 巾 f 在lγ必此位J三 dlJ t i;; ('j~ I¥j; J: JL
条直线)，这 JII! [IIi 纯的剧 'f( 1!日归入'11'(，

Nil r~1wa Ila '!l C1l .f: 11 川-才、J.1.. 1l idl [llj 4111脆 !r'i!!(! H:民忧，对扫 I t!: JlJtU，!d(.j 巾 f 和Iy.'~t~啦地附

-12一



进行了实验测定.在这个装置中样品相标准左右井播放置的，样品的存在不~晌标准所接受

的中 F剂量，反之亦然.

Narglw i! lI a 等首先在取一组γ线性吸收系数旦中二相同而总宏观移出截丽不同的样品通

过实验建立14.5MeV巾于东战校一IE 曲线，如10010所示.因11中纵坐怀为桂正因于，即标准和

样品的放射性强f丘之比，榄/时"I~为标准和样品的总宏观移出截丽之差a 这条曲线实际上为一

条直线，其斜率为14.5 \1e V中于穿透的有效样品厚度.

d
m
田H
a

1.10

1.05 .-仨-

v ιt l.--"
。 .02 -----0.06 -II.IM
~卡'于 ·T 0.6\ 0.03 0.05

卡~ ll.销

v
0.90

[:':, f 标准)-~.(.事晶)lea寸

i到 10 14.5Me"吁t{-哀疏校正曲线

在中子;丘减位iE曲线建立之后，再刊用γ线性吸收系数不IliJ的样品建立y哀减校正曲线e

d
m
g电
部

J

ν
.16 v
ν

\.05v
y

0.30 ·-0.20 -0.10 LA 0.05 o.\S 0;25

η.2:， -0.\5 -o.OS
。 .95

0.\0 0.20 11.30

/
v

./II
O•

CI&.(缸.)-I' o( 你.u. )]rm- 1

用 II H的 I.S-SMe Vytt~，£伎 iE rill 线

国 11 稍阳 12分月:!?(t III! ',{(i9y (二减 inJ 线以及西灭 y 于nJ t·ι 能 :~tV(j9 it础校j[ 曲线。纵坐标为经

过中 F丘j);t 放向位，ur.; h l1t 手U .f-Y' J"'" Ii'i. Mft强庄之比，即位 IE 冈 fat后世f;~h t，县准和样 illl 的总

V线性;i吸收系主立之足。这吨位 If二1I1J~.且实际上也j止直线， Jt~~率为y肘纠穿透的有放样{.lJ[IJ. JJ( 0

{r:特泌的实验装Tt剧样MIX小 F;R IlrrJt~r 和Iy穿透的干j 放以出 do 和 d D 之 1日，根据式
(1日 1比nI以 t~J ill总 (I:j it减战jE因 f J.J

,"
ρ
L
V

WWW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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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2 光电峰和潭灭Y哀藏位正的线

式中W' •为经过中子和γ衰被校正的样品中元素x的重量• rv s为未fZ过中于相γ在减伫正(r(J

样品中元京，X的重量 • d.为中于有效衰减厚度. d ，为y :fi放耻减限度.

四、快中子活化分析的应用

本文仅就快中于 m化分析在树料科学和核工业方面的应用略举数例 U说明其特点和重

要性.

1. 在树辑科掌中的应用

(1)钢和真宦盒凰中.的份析

在金属中少量〈甚至微屉}杂质辑的ff-在将会对全阔的物理和 1化学特性产生 I·分布在的影

l钢 13 uN 的 ~t 1f纲 l￥!

一1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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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此，提高金属时抖的性能和保证产品质 :tt的主槽是3找1j效的拉制氧~暗的冶炼工艺

条件.这战~求为探京Mm工艺条件能准确及时提f1~氧的恻~的分听方法。 14MeY 中于活

化分析是测;主制及t- fj;S rll r{ii~ 最快速和准确的方法.

氧的 14MeY 中于活化分析是利用中子与氧的同 it!.素 18 0友生的 180(n ， p)18N反应产生

放射性接素 1 • l'!，用 l'谱仪测量 18 N(I后放射性活度而实现的.图13给出了 18N 的衰费纲图，

回14结出了 18 氏的 Na I< T I)谱仪的γ射线鹊~C 1..。

这个方法有1个特点z

由于1'0的J:然芋哇 I~常高{约为99.76%)，所以可得到高灵敏度的分析，最低探测限

约为 100...... 1 ppm，由于生成核\8 N的半在朋(T 1d =7.]4s>1P.垣.所以可做到快速分析，

完成一次全分析的时间大约一分钟，川 N发肘的两条γ射线的能量(6. ]3和7.12MeY: 旧高，

这样几乎可以做到无干扰的分析.

这种方法用于钢中氧的分析，对于氧含愚为0.]% 、0.01% 、 0.02% 、 0.00]% 和 0.0005%

的钢样，其分析结果的精密度分别为 ±5%、± 10% 、 ±20%、土 40% 、 ±50%. 某些工业

ZZ达国家 14McV中于活化分析装置已经工业化和商品化。例如比利时早在1967年已把这种

工业化装置安装在一家钢厂中 IT .一天24/j、时日夜不停地运行，最多要做 400 lX 分析.做

-l;k全分析，例相从取样到拿到分析报告不过 5 分钟的时间，分析灵敏度可达O.lmg o

我们曾用 14MeV 中于话化分析对氧化髓中的氧进行了测定，表 1 结出了氧的分析结果.

.1 '且中氧的14M.V中子11化分析篇暴

r'品形式 怦品质量(g) Ezj理次数 氧含量(%) 相对标准1(;离(%)

银'甘 2.3215 17 0.96 :t 12.6

饭勒} 2.3770 18 0.93 ::9 .5

放粉 2.3954 14 0.917 ‘萨'.j'. 殉，

敏粉 2.4622 11 1.10 士 8.7

被章} 2.2420 16 1.22 土9.1

被粉 2.1069 11 1.22 土 10.0

被粉 2.2656 9 1.24 土 1 1.6

披肩 2.0252 18 3.80 土 1 1. 2

做屑 2.9048 1 乓 3.90 土 1 1. 0

AI-Alta' 合金是一种重要的棋燃料~件的但壳材料，其中氧化物的行量路响其结构的

跑起性和材料的心L愤性能。 Bramlitt 【 18 用 14MeV 中于活化分析测忘了氧化物含量，并与

温化学方法作了比较.在分析的精度上虽然两种方法制|啡，但在分析时间上， 14Me Y 中于

捐化分析却w省了90%以上.

此外， 14MeV中于活化分析还用于AI， Bi 、 Cd ， Co.Cu , Nb. Ta , T i , Pb , Zn 和

Zr 中氧的分析，

(2) 铜中撞的分精

在冶炼品位]民向的硅制片中常常~加入 3%左右的硅。为 f确保产品质(，t，必须在冶炼

一15-



过程中能快速分析并及时给出准确的硅含窍，分析结果准确 1茸的要求不得越过士 O.O -1 ~ι 门

前能同时满足快速和准确两项要求的方itJL不多的。 i训j如植I~化半jj l1~丛然分衍tmt，'iJ定能满足

要求，但是却很麻烦费时，并且连!主上也满足不了 ~(-;RJ Van Cr irkrn''1j·CI9 1比较 if细地研

究了钢中硅的 14MeV中于码化分析方法，并指出，它是口前快速准确测在铜中硅的唯一方

法.当硅的含量在 1 %以上时，其分析精度分别好于士 3%和± 7 %，即使毡 ~i :@: f~ 到

0.02%......0.05%. 也同样能得到相当摘茸的结果。

虽然硅的 14MeV 中于活化分析象氧的l.1川 e Vrft 子 mft分析一样也是一种快速准确和较

灵敏的分析方法，但是由于硅J~jill过 2SS i< n ， p)28 ，飞 l反所测定(~r，这就会产生'\ 11M、的直

接干扰.当然自AI的 27A l< n ， 1' )28/\1反应产生的干扰，网其反!、:二战罚Hrl小.1;1.致可以忽略，

而由P的 I' P< n ，ω28AI 反应产生的干扰却足一个很大的址。对于同样荒 IE的 P 和 Si ， P 的

干扰约50%，所以必须在分析中加以校正，

为了建立钢中硅的 14MeV巾于1由化分析方法，作为方法研究，我们也fl 利用 IHleV 巾

于活化分析测定了标准铜样中硅的含量(2 CJ 。由于工作it<!{f~t支平，所[史用的 JL一个简阳的可t

管样品传送系统~ s )和 Na I< TDγi~仪。同此aAI的1. 78McV(t''.I vM纽岭幸n56 \ln (1It '6rdn ,

p)UMn反限产生)的1. 81MeVγ射线畸形成了重介峙，为了将二者民升到 .γq.J- ~飞的附吐*

用了半衰期区分法。丧 2 纷出了钢Ip硅的 14McV巾子的化分析刚在((-lni果。

襄 2 标准钢样中璋的分析结果

样品编号 HM.V NAA结果(%) 干目?忡.j;汗tf!~ ~(%) 厂'立公元ttl(，; )

0.371 士 5 O.3S?

2 0.310 etc 6 。 .l')?

3 日 .233 立 7 日 .228

4 0.147 土 7 0.144

5 0.89 年!: 9 0.840

从去 2 的fJi果 I可以打:-11\，对于惘1ft 耻的含;日白:0. ，1......0.9%的范阳内，分析和!立在5-9%

之间，并且与r家的结起的符什1~}相叫好。

(8) 盒属缸中氟的制定

金属饿不仅j止核以1、\Ult'l' 反自JU的币:要Mr' ，而日.吗~JIl r:tiJf1: \1.航的陀螺， {IUe· j 飞'卜'让

杂质元 1;- 纲常常带来{[~).;， (('J f{[. 'g. 例如!川作 fi 加民 11:t(1内 f量'材料:如11 1J\i:f: ~1 陀野，在此 'irr~ _.' n M

间后，在1M会 :11现 "i'f f4"。这种现象Ji;l II1匕，';I: ，t'l: hf£ i，f;坡的 j~( rJ I ，~ (i~. ;1')' ~.;~ ;!ill 饿 'I' ;:{ (\:1 含
量，并 fjll1i-: lM~; i.:l 1Y 巾，，<H:li'I:J 7. fII: 1且 1 j-atl资'lit1 1J 丘， )'主o.ll，'r:{- 才f司 fiJi III 悻 (i~j it 气'.阶段力

1丘。为了 ~Hr. ·'(:Hil、分析的 fJi 月Hi.Hi鉴定，我们研究了 i应'I'妇W1 11 Me V 'I' I i,rj it.分衍 1i

ti川 1'.

氟的 HMe VIt' cf'的化分析 1J →二个 !'f 机乎IJ 川的战反!但， Jt 二t虫::irftt: i，i在在 3 'I 'll; :11.
从在 3 rlJi't'H支敢抓 IfI 以后;-:1 \,.f',; fll HI'9F< n ， α)HNlll以 III ~)，对 lIiU1Hi 快]虫必峨的分析，

但受到锻 rl' 忱的强 r扰. J所叫不能毡 flJ ，对 r I~F( 口， 2n) I~FJ豆!悦， LJL:~ I且 III ~~.1'J :J'~J较内批孔

峨山， {l1. JL111f 18 F 城 r· F， Ill. r~~!坛， J I;i'~[灭 γ.Mt且也会'主到蚀巾 J t:仨 IE lll. r \~立的 itJAJU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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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 3 氟的活佬_It及主要干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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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哥哥 卡飞毛 尺 r.，; 战士 I" tl~--':3m:!)

"F ‘ 'F(n ， α)' ‘X 骂。

UF "F(n.Zn)UF 6;)

"F "F. n. r( 川。 ?气

II。 I't ~:' "r 卜\..:-; 40

7.14s 168,(61): 712C(S)

liZ :,: 511(97 ~

29、

7.14s

197(6门、; 136(40)

613口 (69); 71 2fl (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干扰.问时 lit T 18 1'的 If ~1比较 lt，也不能满足f吧?主分~Jf (I:J要求> !巧此选 fi; I 'l F(n. 2n)tSF

反肉也足不合边的。平T1 'l F(口， p) 190日向?显~~19F(f1 ,' q·t线fi~世较!lUi.存易主'到百:，能γ射

线fJ!苦顿本底有lJ1.1段可-til唱的 r扰. {r1.可以进行快速测定，并且;五lVU;ll飞向 ;FL敏 12，所以适

用 I 'll' (n , pρ;) 1901反立 I，:引:

分析?杠s:川川(汀f日吓(:-禾{在二 H盯J~照~q肘t 2 分告钊钟It ， j~ 与1 ·1 分钟， 内盯 l 分。 1，μ~~- 'IX~-)I tf大n8 升忡。在政

缸娃mt巾， )主取，'I节 FFr:直线扣 1':1坛的1-:珩同事Wdl~r了 190(;(; 197k e\'γ~-t t~(i~，强!立. J~分析

结果给在~~ 4 1ft •

我 4 锁"中氟的测定结果

t-f. ~f;占主E EJ
Of:::;:" 日今 f~fr，~果(?; )

14K.V'tl 于;与 fL)::-i::. ;v:::,·,;·
t > .--"J 1_ ‘

BD-! 。 .454斗。 .lin 口 .372.' O.lil理

O. 39L n.I·11 口 .3011 '0.008

O. 主1)2 三 0.012 。 .2hL'. r. .OD7

0.199 : 0.0011 口 .193 'cO. 1l 11

。.r.94 n.nfl7 。.r.9n ' n.r03

n.~07 予 0.014 11 .482 ", 0 .OO?

归。一Z

I!D-3

BD-4

BD-5

DD-7S0!

川的fji呆在明，化'川'i U~IYJ~.1叩多敬都较iii f~~l~偏 k，的 ii 刑Ej占 111ft·字分析 'l'Uil 收
*{((1:-'个系tit.议后 nil走的。

2，在辖工业主曲应用

(1) .发中于现铀矿井

众所问 '1:;1. ."j 臼II (!~ tl:) .::~ fl] 'I'· (- IT{! q·J Il·t 民会哎 'I~ 祀，;\: 0 (i: :~;"l A~ {- : rJ 巾 Ij 比 r， iJ Ff.奈，如

117 Br 、 81 Or. P.7 I. t ~'l l fii94 Hh 节{:/:... ,·;:1 :;.t·:·~:J:t rr;~ Ifr i'l~川 Ij叶'ffL 肘 ， J-J ( I.j 巳-ii 叹:jif' 樨

时fi; 号'L'::]~i'! 飞 'I: ;'·Im< \;·j.;l f':' {;: ~~气 Jl 归之 l~-i •H!I J~ f元'段时间哎引的'I' n~: 1;巧克 'I' {-.
til f':'l 川~ /': t;(11 ij (iT ff1 {':i浏览 1~H 凹. j '; tll 气 '1 1 r也不)~H Ii ·J 勺，们的， j i~ f' 街也 f、担 i Iii]. 根

如U~!.j;i市!if升月 /.;!rf.。列1';、 .J.

缀，/Z， t ， h咧铀矿)1" {i:J :;;UILt JI~ tH日 'I' [-I j~l!1泣 '1:.~'I 吃!fIit"!:.绍'汇III J气，并 i己 .，l'~ra ~址 If' y.
(I:) 敬 II 米仰之引I ~f :IL 1';1 伊 i· (I~.i孟个 if :, :1 L'. j丘 i i' J' t 1;·: fif 亢， Ji: II. l~ 问1: 1 r ~if 5'1 也Ilff 实地附

r~(l zn31 ~飞 (f\l 从 1971 ;1': 忧 n r- j主 Ii lid (('J /jJf 亢1'.(1:， I!) ;，;;;r时iI'阳 i式 ;t:l (在 ihPi~ .hft;;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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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肇置是由密蜀中于管、中于通量监测器8F s缰盘中手诗撞器、高压电温和程序控制

嚣组成，并且全部组装在一条长约3.9m.内在 ~7Smm 的井下Ii管中.井下挥管供电和信号传

输全部通过测井电缆实现@利用这个装置曾对几个铀矿进行了实地测量，困16是对 ZK-121-5

钻井襄瞿蛐层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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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313c

'·-n
ZI,

旷瓣.1:(.1

ZK-121-S钻搀某段缉发巾矛测井结果

-.-.-; J: 斗 r~;'I J!: ;I~ :~;一.-.-: [tI!O'N/r币，为组友巾'r 却并ill!统; -x-x-: J ，为用结发Ip

f' v~}Hil.iOr也昂昂。'V，l 的，iii?\(，:

I: r·，('·rJ;;2~J6m ， ,;..l< rt>'i-:J"~; I: 叨 fL'~0.83m ， ，\I， '~J~0.19;'; .: '/-豆为Z.OZm， 5l.位h

O.42?-'; 宵;'}注)jl. 19m，川位为O.OJS;;

倒 16

从组2之中于测丹曲线I'I f~} :U以下到ii~ ，

对于工业矿体{铀>0.05%>，通过缠在中F测Jt· IIr以罔应工业矿体的边界和确寇Jt铀的

MI!;!. f ;(·t r J: 、I!~矿'体，埋在中 f测)1:的分JL!能力气 y测 Jt· r.~ 1':多. {II对 r· ，在外矿体，则不如

γ嗣Jt-，捏在巾 f测 Jt(('J Jii大优点址 HI t;1 甜 ~illl铺平衡去f.ll严r. lfi:破坏而y测}~不能两边的那

些铀矿床. Jt缺 l.U~ III r .({(i: n14 \IeV 中 r Ii 110t' 'I:的组'tl:'I' ，了. ;\.:庇 r扰，所以测量铀品

位低1'0.033%的矿JL~正(J闲~.另外，过一装'?tIll ft外实地测晴还恨得来茧，在小巧虱沾

轻便Hlfri商贸·作选一步的政监事

(2)植和键的罐罐份橱

流线分析Jh快III htdt分忻的一个重要/j lrli , JJ; h;~贿、 Jj ll~ 利l以 JJ L'. IIIK 1i ment ~C;作f

~丽的if选 "1. 制I HI址的iAL~~分析和H:Jh.i.HII拉农!以 fll 的个民冲!伊~(-.

八卜S钊句hf呻h叶巾h r i~、仆山、仆til川‘川nl 哼( 2 8 ，叙L遥£[一个铀乎衍相n'忱i让u词讯4伍if叫且 5分〉扣忻j' ;~民与γ'1miIP

f的t战主 4尔~. ~个钱'n III II' I l.i: ~I:. 踹. ，阳节'但~ ilHt-~ .ill l"l W~ .俯在刷. ft!. iii.监 i~ 1JHI'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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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铀租吐的探测限与照甘、 7专却、 ll-茧时间、液体 ~j[[;:且相乍!证hR， 最佳条件下的铀和

桂探测阻分别低于20 丽lCOppm~ 这个装'{~llT 10 }'11铀矿的 i1; lVt:tf\'-巾去，也 pI 以ttI 'H主燃料

元件后处理工厂，对照 IH过 (i~"~~ 丰~. ~i~t ~JJ 1f飞*r.f裂变J已去 ;LL Ii 罚1i~ ,

(3) 1I 5UjZ UU含量比的商定

tHU/aIU的比的:MK.;民铀怕~~{{呆在山在I~t化在:川n· "[、 ;E 贾~~给J'tl -fIl: ，常自;为浓缩比吨日

前测寇U5u稍1 SI Urf江 I斗{业C)1{ t'己的:fjjl~ H·~ 多，例如热中，(-~ il~' fL: j r阮在it(I~;jl、都是常用的灵敏和

精确的方法.对于于iIJU l-l \le V 中 I- iri{t分析测在1I 5 l' !~nli的合 fJ:边的可能性， Raic，f1:了

探索性的研'Jl. C22l o 方法的 141理在!.!.~:1'5U的 Z05.Ike V 的反然放射性γ 时tt强!支部 1nu (由

.IIU 句， 2n) 221 U 反向产生的〕的 208.0 \，: c Vi' 时 t.t强!王三:巳 Icoj Z 3 气'jUS Li ;S lit 之比的呆

系.在用 T
12 5ur 'Slr(f~;!~际坷"江涵，首先f:lm1·1 :\1c \. ~II r j~:~ }j- ~ , 5

l.刊1 1I1 v;n武比U知的

铀标准样品， ~~ 1;1 in Gc( L i);，的[X. ;i~1 在ill:如 i[Un205.lkc\尹H!28a.[·kcV γ 月J~马峙的强度，

进行通IlU.l一日， ~;it uJ lj i~} lU-' S: 工f1: lill ::~，见!可 17.

有了工作 dhf]之后， l~jih企叫: I;J i~IJ 'ζ法览山斗~ '1111;~J illt ILi:': , j ~ riJ { f j j.1L.':工作曲线相反，

即先用 I4MeV ~P 二r- ili 比如llni，il' 然 ri jl~ m135 U!:j t;,III filil Jjt~ 1- . J(i (I:; =
3'u i:~放射性强度之

比，再根据工作[n，:].;;边给 ;!'
135 U 干!i 138 Vf(.j 含荒之比。

这方法32优点是向怡、 1m饨{约 (i分之 JL) ， jι卡现场分析租技燃料浓集比的常现测;i!.

Raics(f~研亢fa ill，二个方法;tiJIII~ 仔科'实际ffi 向的位J:~ :N j i; ('UI(j 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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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中于活化分析的特点和局限性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快中于币也分忻萨主要特f.:i，IJ:H1怕自下 E

(})实验 i宣传体 fI! 小、可~:~t~·_~ 、:，';Hl百平、，M]' ，'，功比如抖作， frJEHl也来特别方便。所

以非常适合于烈的守析、过f':' W:I; 、;::[ f~:~r 析和J t:Y f1: ，H'，'平。 ft前 Ifti介绍的钢中氧和硅的炉

前分析，铀和儿i:jim.f"Q分析，泣 'D. 'llr i~!IJ1f ,.:} ~;!t)~ 妃到体现↑ i~ 中于 ilT 址:封，听这一科点的典型

应用实例。

(2) 分析JfJ~ 'tJ!，分忻费用 ILL 在产品的恰在和 l常幌分析中既有时付钱，又能提高工作

效率，解放 '!J'jt办 !U:·，力。 ftiI杏;在 rYi L. S.Ch 阳问::~.~ -27 干 IJ IfJ 14 \Te V'r)，:中于沾化分析测定了我

国出口的45种食品巾的蛋白 !lE 含埠， .，;J:职 (!'~J Srapc ny ants :，~:c 2SJ 利)口'个仪郭中子i币化分析

系统可对植物和肥料巾的 N、 P、 K. \Ig 和 rCI':~i多种元素进行同时现II尘。 tk 一天lk 小时工

作计算，每天口I元成250-50oIr r.t，(f!分析。 J l: til ~\(，二?分析 MJ立 Jj 土 3 %, T(liP、 K 、 Mg和Cl

为± lO%olJ化学分析方法相比， ]1 ~lc yrf1.h.'i比分析不 μ性正i('(U .j，而n.分析费用也大

为醉低， S;apt'nyants'~n I1 1H ， 1 ，BJcVI!lh占化分析·个 ffMdt(j 费用只有化'于分析方 w的四

分之一.在我肘， !mlll 东iY地 fiJi川 Irl 心实验虫也 L2. !， ~'i 01\1cV'II 于jA化分析川于地质;r~.矿样

品的常规分析。其中也拈 mi'd，石矿Irs i、 Oa 和1' (1:'分析，盐!J'矿'H:rpNa和CHJ0分析，地质

矿样中 Si 和Al的分析 a 每年近qj几万个样Ml(i'J i则在和完成 6 -7 万个分析指数，大大提商

了劳动效率。

(3) 元全;非II悻l七:眩坏分析是快巾-了'J川i币川斗忏f化七υ3分〉析 f怀的F的'.IJ另;卜-…J个究 i山II 优 l:飞V.jLf

分析的灵敏皮比较f低旺，所以它'主j 飞'仨 j已京;-(i~j ~r扰也比较小。即使 {{{r:干扰，一般也都可以通

过选取不同的照时、 J'( 1;11 和; I· !t{ IH r,oj flU 以别r;在， (!:\比，所分析 (i:J lY: M: /j; 'J，i旦 Jit过任何化学分

离或处理。 g利J. 米， JUL可以快到忻j士的忏:Mlfll)}析前- --，t!:~ --'lT，不仅仅f·'i')')t外形的完整

性，而且也快牛二1:f1~抖了成分的不妃， f!;1 iM为 j止 1iJt官方丽的分忻挺快 r可能。这一点对于

很多珍贵稀少 (t:J -tlM，是特别1J(~(i(J 0 例如号占 IYid ， (山钱、， 'i向 ;N" ·， 'iimi 、化石等〉和外来

样品〈陨石和 )J 罚咋〉。前一'先旦点惊持 Jt元旦ft ， ri 一类虫:， ;1~JII1 -1 ~.'Ic VrIITJ，'i化分析扭~起

后不破坏Hill分，还fjSj且 1 j't; Jt JiHli!JX: Jt官方ild;(J分析和研元。

在农业的良种阳市rjl ， B:-'优点就丁1iJHJlmL "丰If. ~ft异的争究和III1UI:~经过儿代选育

才能培育lH米。如果HI H:节分析j1; (如 ~!JL 民 L ，) i~IJ;江 J t~1 1' Ir!Ti 1'.盘山就把事 1f T破坏抑了。如

果我们用 14 Me Vql 'h':i 化分析削 ji'Jt 蛋白股古吐，此 IIr 以似持 ~lll 了·的元整性，还可以进行

进一步的培育紫阳 a

(4) 快 111 于 jlfj{t分析和 J~它分析 Ji il、丰lHt{r~ 内的抑r \~N 匹柏1准确 lte 门 liJI th 1/'子 Jti 化分

析的 Ti'iJJ(时沾士 0.25% ，对t确 1111f 1l~ 士。 .5 %， 29'0 J .i -·J~ ，d川\Hk 巾 Ii占化分析 11: l斗多怕况

下成为对Jt官分如/i11Jt'0{'lf就厅 w。例如 I XIkj [q :h~ ~J; I!IM (('J f,j'; 1ft 参与;·r~旷(SR 凡110661比她川

快中子的化分析t'l;山Jt~于轼陆的。

tJ~巾子iti {七分析的:I.::旦川限性J;\lt JLjj，杭A以!立fl~，分析Vt\lt'(r 比 JjL l!' h占1l:分析。可。今后

的主要任务陀JLVll';f) 分忻)J. I·f;:}立和l附低分析贺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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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快中于活化分析的发展趋势

快中于活化分析今后的发展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s

(I)充分发挥快中于tf. fι分析的特点和优势，使快中于活化分衍从实验室的方法研究推

进到生产的实用阶段a 例如加强现场分析、过程控制、流线分析.地质测井和痰病诊断(如

活体分析〉等方丽的研究，Mf快巾子话化分机:成为一种简便、快速、精确的常规分析于段.

(2) 超短寿命核京的利用.利用循环if.化法对扭短夺命核幸的分析近年来在国际上越来

越引起重视。这些所说的超短寿命核者主要是指半在期在几个IlS到几个ms之间的那些核素'.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利用较低强度的中于掘和多次重复"照射-测量" itt'己的办法，从而提高

分析灵敏度和扩大元素分析的数口。 Fanger~J;(3 D)报白'了利用一个5x 10 12 中子/s 的中于产

生器和一个快速传送系统(l40ms传送16m(Y-J距离〉测起了77种短寿命核束的分析灵敏度，

打开了快中于m化分析应用的新领域。

(3) 强中子掘的应用.随着聚变堆材料制射损伤研究和描症前疗的需要，强'11 于i脏的研

制工作近年来取得很大的进展。 C31032'11'141民远日标的巾子产额可望达_10 18中于/5 。这

个指标比日前中于发生器的典型的巾于产额_lOll 中子/5约商 5 个数量级，因此可以大大改

善14MeV中子活化分析能力，增强了官在痕量元素分析中所起的作用。利用5XIO l2 中于/s

......5x 1011 中于/stt'.1 强中于源不仅可时改善分析精度，提高分析灵敏度和选择性，而且还有

一些特殊内用，例如使 18 0/ 180同位素比的削量成为可能 c s~)又如对际准参考物质如飞灰

(S RM1633)、果树叶 (SRM1571) 和牛肝 (SRM1577) 中的二十几种元章，如Na~ Mg

AI.. Si 、 P 、 Sc、 Ti.. Fe. Co. Ni 、 Zn、 As.. Se~ Rb、 Sr. Y、 Zr.. Mo、 Sb、 Ba 、

CI、 TI.和Pb~车道行了测寇cs· ， S71e其中至少有五种热巾于mit分析难于测Ji!或不能测寇的

元素，如Si 、 P 、 Uo、 TI和Pb被14MeV中子的化分析测起了。通过改善"兔子'系统性

能并改善样品和标准的制备、封辑方法，将会进--~步提高其元素分析的准确!庄、灵敏度和l增

加元素分析的敖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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