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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描述了测定岩石和矿物中痕量盒的中子活比分析方法.使用两种预分离富集金自~:亏

挂，一种方法是用王水分解样品，用活性炭纸蒙柱动态吸酣盒，然后将活性炭在650-700'C

的温度下灰化z 另一种方语是用王水分解样品，用充炭聚氨窗泡沫塑料柱动态眼附金，然后将

壳炭泡沫塑料在650'C灰化。 1反中的盒用中子活化分析法测定.这种方法的探测限是0.004

Dr./g，用金标准参考物检验了本方捷的准确度，其结果与推荐值很吻合.讨论了仪器中子活化

分析和超热中子活化分析在测金时来自样品中铀裂变产物及111Sm和 IIIEu的靠近4I 1. 8keV y

it线的干扰反校正方 it ..

美幢帽 f说量E金预分离和富集 中子 15化分析



DETEnlINATION OF TRACE GOLD IN

ROCKS AND MINERALS BY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Zhao Yudong Zhou Suqing Liang Yutang

(Beijing Uranium G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ce gold in rocks and minerals by neutron acliva

lion analysis is described. Two methods are used for pre -separating and

concentrating the trace gold in geological samples. One of the methods is that

the samples are dissolved in aqua =-egia solution; activated carbon paper pulp

filter is used for pre-separating and concentrating trace gold by dynamic

absorbtion method; then the activated carbon containing golJ was ashed at 650

700·C. The other method is that the samples are dissolved in aqua regia solution;

the polyurethane foam plastic filled with activated carbon is used for pre

separating and concentrating trace gold by dynamic absorbtion method; then

the foam plastic containing gold was ashed at 650·C. The gold in ashes is deter

minated by neutron activalion analysis. The detection limit is 0.004ng/ι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is examined by gold in reference standard material.

The results of this method are in good agre£ment with the reco lJ.mended value.

For analysis of the trace gold bi the methods of instrumental neutron acliva

tion analysis and epitherm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 the interference of

411.skeVγ-ray from 113Sm, lUEu and fission products of uranium and the

correction method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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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中
一
一
同在石和矿物中痕量盒的分析在寻挽金矿、探索矿床成因.了解金在各种矿物中的分布及

进行地球化学理论的研究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在痕量盒的分析方法中，一般在无火焰原

子吸收注、光度法(比色能〉‘化学光谱法.电化学怯(极谱法、库仓法、安培滴定桂、电

泳法等〉、动力学方法{僵化比色法) .化学嚣光法.但是，这些方法对小于Ippb金含量的

样品分析，真灵敏度和精度都显得不够理想，有些方法在这个含量范围内误差较大，因此本

实验室阜在1918年璋对灵敏度高、准确度和精蕾度均好的中子活化分析捷测定旨石铀矿物中

的痕量盒进行了校深入的研究，并陆续作为例行分析方法.几年来为国内地矿部系统.冶金

部系统和核工业部系统的一些单位做了大量的样品分析.实践证明，中子活化分析方法可作

为校验各种分析痕量金方法的可靠方法之一.

二、实验原理和方法

117A.在自然界中具布 lao锋的丰度， "'Au在核反应堆的中子照射下将发生117Au巾，y)

IIIAu反应，生成的撞射性l"Au核蠢的半衰期为2.币，发射的恃征Y射线是411 .8keV ，其特

征Y射线强度A可用下式表示z

A=(WjM) • Na.ρ. B. 6... f[l-e-1'I]e-1, z …… (I)

式中 ， W-盒的重量: No为阿伏加德罗常数z

B--1I7Au的天然丰度 (100份) :

ρ-每次衰变发射特征Y射线的几率:

6..-一中子活化戴面 z

←一照射的中子通量密度[申子j(cm l
• s)]:

，1.--IUAu的衰变常数:

'1-照射时间z

'.-一冷却时间:

M-一盒的缸子量.

从 (1) 式可以雷出，特征Y射线强度与合盒的重量是成正比的，因此通过测定特征Y 射

线的强度和实验中的各种参放就可以副出样品中的金含量.但是由于准确测定照射佳置的中

子通量密度和中子能谱较为困难，又加之有些核参数的不准确性，一般不采用绝对语而采用

相对比较法. NP把已知含量的盘和待恻样品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照射‘冷却和测量.

根据 (I) 式可以得出相对比较捷测寇盒含量的计算公式g

Qtf. ==K 挎 ω

式中D K-P鼻 • QIJ/S刷

Q-一盒的含量(任意含量单位)1

S-一去本庸的特征Y射线的光电螃面积z

P-一样品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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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回际: tt1f际字的为标准样品 z 注干f悻字的为挎副样品.

我们根据金含量的不同情况和样品的不同妻理(岩石或单矿物〉分别采用集中子仪器活

化分析法、坦热申子仪器活ft分析挠和化学于分离富集申子活化分析法尊.本实验宝对于悻

品中金含量在数十-t-ppb¥黄干·个ppm的岩石和矿物样品{多量为矿物样品)采用黑申子仪

器活化分析或坦然申于仪器活化分析桂.对于主含量低于数十个ppb 的样品{戎贾宝tf1需要

取大样的样品) ，嗣采用化学于分离富集申子活化分析注:.

(-)但·中子量优势蕾蠢{包霜"申子....于}

仪器中子活化分析践相对化学预分离富集法来说，样品制备和标准自i备部较为简单.但

在相对比敏捷的中T活化分析中，二者都需要制备标准.在们实验宝采用主标准远液作为际

准，并在实验中使用部分标准参考物作对比.

1. 盒篝撞撞撞曲..

用电子微量天平准确穗取10.OOm~光谱纯的金桥于loomL烧怀中，加入20mL王水员少量

的KCl盖上表面皿，于低温电热板上加热i窑解，并襄至小体职.然后事入 10~mL容量赢中，

nJ!: 1 王水溶液稀辛辛至剂度，此棺液浓度为IOOllg/mL. 作为贮备浪-

2. 樨晶曲"备

将待分析的地质样品秘陈至200目以下，准确称取Ig左右样品，装入光谱纯石墨制成的

-..axlo的样品盒内并盖.;如果是矿物样品，装入~6X6的光谱纯石墨盒肉，盖章.装的样

品量是几mg至数十mg.

3. 棒事挥画曲"备

每次试验前将光谱纯金制成的贮备液，稀事罪至所需的浓度，准确称重并滴入装有石墨盼

(光谱纯}的石墨盒肉，在红外灯干燥箱内烘干后盖紧，标准样晶石墨盒的几何尺寸与装样

品的石噩盒相一致.

帘l备好的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装入照射铝筒内，送核反应堆内照射.如果要进行坦热中

子仪器活化分析(为提高测量灵敏度和精确度).别待测梓品和标准样品装入壁厚为1.5mm

的氧化跚制成的圆柱型盒内，再装入照射铝筒内.

(二〉他挚'翁'富'中于捂住费精量

由于有些样品金含量低于数十个ppb，而且盒的分布又不均匀，对于这些样品的分析就需

要加大取样量，用化学预分离富集中子活化法进行分析.目前用于分离富集盒的方法比较多，

如有机试剂萃取法.泡棒塑料眼附法.活性炭吸附注.离子交换浩.共沉淀法.色层分离站.

纤维素'层楼等.我们试验室在阜期使用较多的是河南省地质局实验室的王水分解样品，活

性炭纸来桂动态眠附盒的方住，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充炭泡沫柱动态吸附盒的方法.

1，.嚣幢篝篝攘幢蛐窜囔酣盒崎方精

旗法首先制作活性黄纸蒙柱，真方法是z 取looog活性炭磨制成约200 目，29串的 NH.HFI

溶液浸泡藏日，以2惕的HCI洗二次，再用倾泻法充分水洗，抽植烘干备用 z 取定量越纸2饵，

以二次藕馆水浸泡揉碎.投入近沸的?OOOmLI*稀盐酸榕:a中，擅拌片刻使成絮枕.量取J~

毡酸纸蒙40JmL，加入处理过的活性炭2.饵，搅句，供 10个测定使用.琅躏柱的靡部~一个

多孔塑料.棍，典上铺一小片..纸，取I"盐酸纸蒙20mL，倒入桂申抽气压平.此柱上接布

民漏斗，下接抽.瘾，以真空景抽M(晴庄，理成纸来柱.团 1结出了动态吸附盒示意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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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守 3画 tf品的缸Ii岳=

取200目以下的忏品5-4饵，政八 loomLEi'~烧怀巾(以 51;样品 J-1倒) .以 10aL的水画温

样AJ:. 加八:!OmL的玉水.盖上去向皿摇匀，在电热板上低温( -.0'(:) 培解内，再开温岳

#1数次，持i:i~~l;;~原来{在 E12让一手时取下，控热用水冲洗去面皿，娼勾.然后通过活性在纸

来枉，抽气d:遣.把民不奋斗绍给禹 {t: 1\自民主面斗上，在PH热的t"'NH.HFzi吝法请注柱5.......6汰，

再用热的5"盐睦培if(冲洗 ~-i停止抽气.从柱巾取:H i6性民提案饼，放入 10mL宦础屑，移八

马弗炉，于650-100t灰化 Ih. 取出冷却.活性炭级辈桂吸酣盒的回收率在99.以上，为了

保证测量几何条件的一致性.加入某-扮挺匀，将处PIT 'j;-tt~样品装入~6X6的光 tE纯石垂直内.

际准样品的剖备 z

准备分取时光 i苦纯金扮割成的标准贮备泣，以5铸的王水..释到需要的浓度，并二武通过

纸辈柱，步'同制备待测样品一样，使金全部富集在柱中，灰ft. 并加入同待酣样品一样t~

的在扮挺匀，装入同样的石墨盘内.一般割成与个直1'16~J纯金量分别为0.5 ， 1.0 ， 5.0 ， 50.0 ,

JOOft&tr':J标准样品.

将制备好的标准样品和待测样品装入照射白筒'内，送钱反应堆照射.

'

\-.民揭斗E

2-一程示适当压紧压平 E

3-一露性It与纸和

4--0.2&笨.;

5-一..银;

6-一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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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 活性炭纸浆性qJ态吸附金示意图

2. 宽篝泡漳幢动事嚷酣盒法

i;5性炭纸来住动态吸附盒j去宿制备纸囊相制备纸浆柱，灰化所需的时间比较长，目前我

们采用聚氨由泡沫塑料作为吸附柱，内充填活性炭制成的锺合吸附荆-一充炭泡沫塑料，可

以方便地装柱，柬氨醋j包沫具有多孔结构的特点，它尤如一个巨大的网格，活性炭植裸裸的

穿遭到泡沫咆料的内部，有放地增加了眼附程度。这样一来可以得到j较高的回收率，而且在

也炉上加热几分钟就IJI使泡沫塑抖熔化，挥友，剩下少量疏松的炭桩，送进马弗炉内进行灰

化，这持灰化十分迅遮.这种方法既碱少了布害气体的产生，操作又十分方便.此富集方怯

很在易与~t，子活化分析方法结合.

充炭泡诛塑料的制备g

经过他用的现氟曲泡i末倒料切成'25 X20mmtr':J圆块放入处理好的活性囊中，加入去属于

水并用玻腐悔反组搅动泡沫现料，使 i舌性践均匀进入泡泳塑抖的孔内，取出后用去离子水冲

洗浮在泡沫塑料表面上的插性炭即可使用.

.".



持目样品的割备=

稼取200目的地质悻品 10&于瓷皿中，政入马弗妒逗渐开温至 550 "C .的最内，除去磕和

有机物，冷却后转入250aL锺怀中，用.璃梅压碎结块，加入篝配割的 I: J 王水』ωaL.盖上

表画E加集室...经过约30-40ID18的培矿(经常提动样品以前止摩部结块) .欧捷并'

去表面皿，襄至20IDL左右，用大约50'C的温费水罄释至200aL. 撞拌均匀，待量商后撞*!.

溶液通过裴填有克最泡捧堕抖的撞撞装置〈旦固纱，蜒矗为..L/aiD.. 植于后以温，县的

5.，HCI 溶液洗净班怀，多次提撮撞撞，除去布民量斗，并以温集的5*HCI蓓液洗海宪章泡

捧堕辑三武，用革晴水班班数武，并加大抽气量撞干水分.取出壳囊泡沫堕饵租草纸片撞入

30_L的毒瑞捐申，梅毒纸片盖在上面，在矗凰畸重电黑恒上进行最缸，几分钟后泡捧量科熔

化.挥重.罐罐.童去.再将增捐撞入预先升温至捕。·C的马"妒理，续续升温至6SO·C灰缸

炭撞.冷却后收集灰分(约 10m&左右〉装入φ6X6IDm的石墨盒里.

标准样品的翻备z

准确分取用光诺纯金»割成的标准贮备液，用 I : I 王水葡辑至所嚣的攘度，并使标准溶液

通过装旗吉克炭泡沫塑抖的抽撞装置，步'同割备持测样品相同，使金全部富集在桂中并灰

缸.然后加入同待髓样品一样多的最份，提匀，最入同待回梓晶一样的石墨盒内.割成的标

准样品含量与待回样品的范围大体相同.

把嗣备好的待回样品和标准样品装入照射铝筒内，待送核反应堆照射.

特别应当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嗣备待测样品和标准样晶过程中要严格防止样品沾

污，为此，用坦纯试剂和王水清洗革藕嚣皿，并在洁净的实验室内操作.

1-布民疆斗;2-.鑫Z3-...; 4-亮.擅自草.tl;

5-.篝Jt; 6-..;
7-蟹...; 8-..凰

1

2
3456

7

'
充炭泡沫塑料柱动态吸附金抽lit装置固Z

三、样品的中子照射和测量

待回样品是在咿回原子能将学研究院重水反应堆里照射.制备好的待测样品租标准样品

封在铝翩翩射罐内，待测样品照射的中子通量是3.......8x IOun/ems ， l ，照射时间为3冉'JOh(姐

热申于市化分析照射时间为20th 左右) ，视样品中的金含量而.Ii::.照射过的持品中，销等油

污元素产生的放射性都搞少了，所以一般冷却 J.......otd后进行测量.

实瞌用相对放率为289&的Ge (Li)半导体挥洒揭it闸相对效率为339&的高纯情半导体探

测器连接IN-so可编程序多遭分析栅组成的自动γ射线谱仪，诙谐仪对"C。的 1332keVγ射缉

• 5 •



的能量份'率为:!.okeV (高纯撞舞团墨为1.85kcV) •

IUA. (a. Y) l"A.反应生咸的IliA.穰章丰囊"为2.7d. 军射的特征Y射越是411.1

keV. 测定院品相标准样品的411.lkeV Y射线的净峰画职，通过式。〉篝可走出盒盒量.

样品的测量.键量剖度.技峰..‘左峰位并转换靡撞量，壳咆tit去本靡的净画坝，干扰

修革且是误差计算等整个过程均在可辑程序多矗分析矗上由计算机自萄进行.在本实量室开发

的钦件控制下，向计算机籍人样品重量尊参数，计算凯篱m设备可直接'售出样品申以pph为

单位的盒含量.

地震样品中盘含量的是明很大，为了保证分析眉量的可靠准确，对宴验条件徽I 严格的

矗择=

A. ;-j {险验本实验 li法对含金量墨喇很大时的统性关系，实量中采用金标准擅液进

衍了验证，结果如回 3所示.图 3表明，所造的纯金银 (I:O.lm问至 10阿范围内具窃很好的统性

;关系.

.

-BS·J·-e

/

U"-= J'" II II"10' .'鳝..帽E

内3 纯金l，l 'j"IAu特征Y射线光电峰 J争峰面Jl的线性关系

B. 王水浓度的选择: it:lll.J个 loomL W，J烧怀中，均移取 2mL的 IflK/mL 的金衍;lf.样lM，工作

泊，分另IlllU 入浓可~ J:J 5'*' 、 10 ，*， o IS'*' 和20怖的五水摇滚 100mL. 经过抽露后将泡沫~抖 R

于瓷 Jlt锅内灰化. Jf:lJl l成8'*'((.JHCI 溶液" HJICPjt 量计测毡，结果列于在 1 0

•• 王*糟鹿....

王水浓度(份} p
d

。 丁一一丁9.73--1-卢一测定也 (ncJmL) 19.85

从在1数据lIf .n Il l. :1:水浓鹰在5"-'15qf)范罔内，.测踵值与加入值。ong/mL) 馄相近，

j主说II/Itl:此法培过l割内，主元明显丢失，木工作王水的浓度选锋为10'*0

C. 抽撞撞晴的选附:抽油迪度的快用M盒的丢失手I比较大的影响. i成遣太快，溶液窑

易穿透残湾i~入也i~句!料. )，足他时间刑长， )，足分刑多:树i速太慢，影响工作效率，因此我们

• B'



对抽在矗f主进 fl: 了专注.用每;.~ 1"1"";;; I 问的金;手导演做实经.用 ICP 先世剖'测 E.结果列于«

9

.2 撞--
4.5 '.3 I 川 i

I 0.. I 0 翩。It! I UP i
从表Z中呵以雷出，苦旅童控翻在10.41Dl/-ial:J，下，不会有明显丢失.为了确保盘无描

失的回收，我们矗Ii撞撞矗度为6 0-8.0-L/_ia.

D.盒的回攸试验z在三个200_L最怀中分别加入不同量的主.控制王水浓噎在10铃，总体

积为IOO_L， Jfl克最泡沫塑饵毗酣住'，.i附，用叶子活化分析;圭测定的盒的问收芋，如:在列于

表3.

16.0

0.1£%

13.0撞.遭囔(-1./-四}

·定.. (NI-L)

5气钱* <4')

10%

91.1

93.1

~糠..罩..鑫筒…部
→
|
!

..金属 "ω

1020

』倪.%

1.99

"入金量 (ae)

1000

100.4

9.51

E. 能谱测量时间的选择:根据骂样品中金含量的不同，选择的测量时间一般为600

3锄伽.由于化学予分离富集的样品子提核章少，在某些样品的测量中，冷却时间短些不影响

敷据的康量，但可提高灵敏度，因此对化学预分离富集样品冷却时间一般为Id. 而英他怦品

冷却时间为2-4do

四、结果与讨论

本实验室多年来为兄弟单位做了大量的金分析工作，分析较多的矿物，是石英.磁铁矿.

黄铁矿.喜砂.云母.萤石.徽镜石等zZJ石以花岗!6~灰~.姐基性岩.基性在为多.在化

学光谱法广泛脱用于地化怦品中盒的测定之前，本实验室的方法曾检验i1化学光谱陆的准确

度和踊度.结果表明，在化学光谱法灵敏度范围内，两章:方位的结果是符合的.表4列出了两

种方j:};的测定结喂.

'芋....it....磨...-••
中予自由化分析黯 (ppb)

O.~

0.7

1.0

1.2

2.0

3 0

5.3

0.28土0.01

0.80士0;01

I.∞主0.01

1.70土0.01

3.∞土。.03

3.30士。.03

4.80土0.04

化学先itlt (ppb)悍品"号

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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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们用克在is注明抖曦酣 ;1;对地矿耳提供的标准样品进行了分析，真结果列于衷5.

囊5.."篝._it:篝篝暴 (ppb)

得...号 本 It • x • 撞.. …. (.)
GA.-; 11.1 17.0 11.0 -0..

GA'-4 35.5 35.0 35.0 -0.8

I' 4!' .0 54.0 50.0 3.0

:' %.4 %.% %.5 -1.0
~， 4.1 5.% 5.0 '

从上袤的结果番，方注的准确度是令人满辜的.

中子话也分析注目草地质样品中盒的误差是随样品不同丽有所差异.在仪器中子括他分

析〈包括坦集中子仪器活化分析}申分析误差§变化学预分离富集为大，从囊们过去大量的例

行分析结果番，误是一般为3-5~; 盒含量在pp.量辑时，误差pI小至I~.

地位样品中，盒经过化学于富集分离后， .明显地提高了方法的灵敏踵，其搪洒下限为

a.004aUs; 如果工作需要，适当纯化试娟和捋料， ·pI加长照射时间和测量时间，章法的灵敏

度还可靡It量疆的提高.

在实验中，灰化时间不宜过长，因为盒的回收率踵挺住温度的丹高丽降低.从寰的的实

量结果囊现，灰缸温度一般不应扭过创o·C ， "A夜也时间不趣过 I.为宣.

在仪It中子话化分析金时，也存在'幢章干扰，典中最重要的是样品中含有楠，蛐在核反

应罐照射下发生裂变，裂变产物发射的Y射线在410.0keV.......413.3keV的楠'宿 17个，真申寿

命段长的有lUNd. I霄 '.Lu. "Mo. I…"0. IUSb. "'Eu. IJJ·Pd. I"Pd. ....R.. 等.

地质样品中部或多或少的含有抽.因此，在每个样品包装踵中也加入铀的标准样品，在测量

中用植含量等放干扰41 1.8keV Y射线的强度加以技正.另外，由价，Y) 反应产生的"'S.

租IIIEu幢章也分朋友射411.5keV和411.lkeV~lY射线，对"'Au的411.8keV Y射线产生干

扰，实验中我们加入第二标准即sa和Eu标准，在测量中.测定…S.的 I03keV Y射线的强

度和I03keV Y射线对411.5keV Y射线的比值以及测定IIIEu的 1408KeV射缉毒度和1408keV

Y射线对41 1. IkeV Y射线的比值进仔了校正，保证了敷嚣的可靠性.

中于活化分析是一排核分析技术，不管盒处于什么状态，它的艘'鲁性是不变的.因此，它

是测定总体盒的可靠方j去.实践证明，到目前为止，它是分析盒的量灵敏.量可靠的方挫，是

检查舆宫分析可j去可信性的重要手段.

"立·
(3) III细ζ，化学元'篝·定地a得晶巾...盒，河南省地a庵...... lt7t.

(2) .....申子‘但由 t.~..金在铀矿...剿"舍愣倚申筒'又. c 槐锺末 .1"4筝..第25d国i.

(3) E.D.W饵III et .1.. Actint怡. A..lr.i. in GtoJ:... ..ad C-oc.... .311. 们t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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