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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摘造了→种新型的流线监测器，可直接Jt1于监测高压离子交换流出液中的e租篝筐'

政射性.录用铺敢活惺踱璃微珠为固体网烁体.撒球直径为38-220，..矗择适当的植度，

使得黯珠间科液的厚度小于或等于a或低能'射线的平均射程.实验结果表明.在适当地谴计

取样槽后，监测器对&41A..u &C. II射线的绝对探测妓率分朋直到85.8"'. 92.8"'. 对I·e.

"Sr-"Y的'射线嗣分剧为S2. I 惕和88.S.. 在;UIA.且加入量为1.4Bq. 樨捷峰半宽度为

。 .221DL时，仍能给出清晰的淋洗曲线.与流线液问烁监测系统相比，不但绝对挥副效率相

症，还具有不破坏产品化学体革的优点.

提..惶玻璃徽珠流线监测 高压离子交换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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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type of in-line monitorin& system used 抽血。nitor radioacUn nuc

lides with a or soft p radiation in the effluent fro皿 a hi&h pressure ion ex

chaOle column is described. The beads made of cerium-imprelllated lithium si

licate Ilas~ are used as scienti'lation materia l. They are filled into a quartz

class tub~ to form a flow cel l. By reducing the diameter of llass bead. to more

dosly approximate the average range of a or soft p radiation in solution, the

absolute counting efficiency for I4 IAm , tHem a radiation have reached 85.84 ..

92.8. respectively , far I·e , "Sr-"Y fJ radiation , 62. I 惕， 88.6. respec

tively. These values can be comparable to those achieved with in-line liquid

scient' aation techniq时. When the ωtal a皿ount of 141 Am added Into column

is decreased to 7. 4Bq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obtain a clear chromatography peak

(half peak width=O.2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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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所周知. ICC 等作为撞射性标志鞠盾在化予.生物学.物理学.药理学等方面有广泛

的用童.矗窜来用高效藏相色i~仪来分离测定这类物质.因此，对发展监测高效液体色语拖

出液中ICC等的流线方法也给予充分的重视(1 -31. ICC的'哨线能量为0.156 MeV. 在水溶液

申的平均射程约 14萨皿.矗常采用均匀式探测器作为班班监测器.例如撞撞撞闪技术.在放射

性拖出液中混入-定量的问烁攘，当这种混合液体施经取梓宝时，由光电倍精管接收真闪光

并转换为电信号.这种仪器有很高的放军，但使用大量的闪烁液，并破坏了流出浪的化学体

系.

在监测高Itt离子交换分离超怀元素 稀土元素的流程中，由于大多数监测对掣是a!j是低f症

'放射性棋章，其射线在科液中的射程垣.过去我们研翻了Si(Au)面垒理薄脏隔离式施统监

测..用于淋洗曲线的定性或定量测定，获得了较好的效果l··$1. 但是，这是一种普通的非

均匀式监测器，只有与薄膜接触的一薄层料液中的"或低能pq·t线能够透过液面和薄膜打入探

测器，为保证相邻淋洗峰的分离度，取样槽的尺寸不能太大，薄酶的面辄就限制在数十平方

毫米.一个装有φ20mm Si(Au)面全探测器的监测丧置对1CIAm和1C&Cm 料浓的相对效率仅为

113. 2cpm/(IiCi/mL) 和231. 3cpm/(IiCi/mL)0 因此探测效率较低.通常伊况下要求总加入

量为0.01萨Ci以上才能确定淋洗峰位置.

本工作采用铺撒活埋玻璃为闪烁体测定料液中的a和低能'射线.为了晴大阅烁件与料液

的接触面割，采用装满铿玻璃微珠的石英玻璃容器为取样宅.微殊的直在为38-.220μm，所

有微珠的表面都是灵敏面积，而微珠间隙中料i夜的厚度小于或等于α或低能'射线的射程.当

离子交换班出液流经闵烁取样室时， α和低能'射线穿过液层打入微珠，光电倍增管接收微蜂

的问光而转换成电脉冲.这是一种改进的非均匀式监测器，但是其探测放率几乎达到了液问

这类均匀式监测器的水平.又具有无需;另加入闪烁i夜.寿命长，不改变料浓的化学体系，不

破坏产品质量哼优iJ.

二、原理

自从50年代末玻璃闪烁体研制成功11:i ，一直被用于探测核辐射.特别是锦撒活eLi 玻硝问

烁体是一种很理想的低能中子.热中子探测器o 318m 厚的 5T-602 (北京核仪捕厂)探测器

和NE-905 (英国)的热中子探测效率分别达到89.3惕和84.8 1JJ 0 对中子的探测是基于 eLi

(n.吟IT反TN.. 生成具有一走fl~ :益的 3T和a粒子，这些带 It!机子使三价怖中心激发.?当从激

发态回到基态时产生闪烁。探测a缸子和F位于1月过程实际上是探测中子的的半部分.因此木

工作没有使用浓缩髓的eLi玻璃材料，而采用了北京核仪器厂企产的天然悍的惺破璃闪烁微

球作为闪辉、体.

筐I lei· 3.7 x 1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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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装置

1. 间..樨童

闪烁取样室的结构类似于离子交换桩，白石英E应聘取悻帽租惶麓躏徽珠组成.取样槽的

材'斗是石英藏璃，英形状如回 l 所示.用量法装入惺It璃徽章摩，两蟠醺部用It属毛熔住.It挥

室中篝间'压辙珠的总*度应小于幸等于光电倍培管的光阴极直径.使得取样室的灵敏体现暴

露在先回极简.本实验采用了GDB-52LD型低噪声光电倍增管.设计了直望.U型，改造的

直型三种取样槽，英尺寸和特点如表I 所现IJ:

..11 u. ..禀囔

因 1 银玻璃微珠流线监测榻的取样梢

寝1.椰铺"尺寸.....

…. I …叫内直刨mm)1 巳J

直 I 44 2, 3 .lU小，分离厦'于

直 II 22 2. 3 压~小，外_.仔

U 型 - Jl5 3 Ii垄小.t1!...

..事理 44 2. :; f正~犬. to..好

由于在实验中发现当粘度较大的料液流经取样 in时，取样室内阻力有所增大，两端的.E!'i.

茬大于正常情况.用普通破璃毛熔住颈口的取样空中，放璃毛有松动现象，为了克服这一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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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囊创设计了改造的直型取悻槽.奠样蜡改用金属网捕性，预计录用这一结钩 pfV..l在科液

精度幢大时正常工作. fl改善监圄嚣的可靠性.

为了植少科波在取样主巾的遣留.我们设有录用形状{:规则、在 dti极糙的傻孩扁黯末.

丽景用了球型玻璃微珠为问烁体.英直径为31-220 萨翩. 1目茹 J:将造均创烁街珠挂缸，.大小

分为五个等级，英直径范田分调 I-J 38-45 醉圃， 45 、~56 萨田. 56-10:) 醉lA， 100-1饨....

150.....220 萨m. 将这瓦个非缆的微琼分明装入取样帘，测it二1't H:♀仲IIfUtltl fj{件.科浪的绝对

探测效率.因2λ1盼碎的的惺旋璃 Ii-份末和本实验*iIJ ir"j~珠 (56-100 ....IA) :(.j~~ 微照片.

由回可里，舱末 (f.j 形状 1:规则.fU圭持殊j)1工的棋珠 'IU:~~ ，民 ihi !i:. tit.ftLl }.::.租趾小 -n侄

基本上持台商于孔的尺寸.也观察到少数怖球 Jf5 rI:j~~4.

著
(a) (b)

阁2 粉碎后的饵，吨f离粉末和本~，j~!f专采用的微珠的~?--微tlln

2. 且..崎锺掏

圄3为单光电f~JtI节流线监测路机.\it困.取样京和1 1(; 1!!. f;1.lt'n均被安装II:光密.N !.t内.盒

内堕涂有氧化模先反'H区。用挤阪橡皮密封圆的方。将闪烁取样可〈号外壳阿元，嗣节与取样

槽之间用软钉连接.不锈钢彩:Nu头部的壁n为 16mm，对现均a和i 铁;阿tt且有一溢的肘蔽作

用.本实验也设计并使HlTJ'/..光电{击刑节符合计数的监测器.

...
8n

闲3!P·光电倍增智健彼璃珠流线监测栩'J、应因

1-一想藐躏珠12-石英艘.W; 3-稽t4.WI 4-一'哪I; 5-卡窜;

6-..2; 7-一不"铜管; 8-'曹纣堡.19-例寇鳝剧; IOJY;~曹.N帽 1

11-简体; 12-先电倍嫩W; 13-氧化销员'情川4-，.1头.

• 4 •



J. 电子..

圄4为本实验来用的电子仪器1il巨困.瑾统之内的嚣分用于'l"-克电信Jftn工作状牵.高压

离子吏撞撞出液中Ii射性引趣的计量可以矗过打印机白动盯印，也 ..r l.:l直接用植回回国出攥

洗曲强.为了fe降想道的Ii明间，以便记录桂弱的闪烁 'IJ件，同时又降但喋击本庵，在们使

用了两个先电倍晴管分明置于间烁取样宅两侧接收闪烁哇，宾fJIEJ经成形监 1二后通过捋合电

酶，只有两个光电倍mn同时援毗到闪烁觉并11舆幅喧 I;握过闽倪后，这个11件才被记录下

来.由于 t璇璃被珠申混有少量不透明的杂质黯恒(尤真是瞿厦小的军费) .取悻室的遭明

度受到一定的革响，有些撮弱的问烁事件，经过多武t1i射后，在取样空中为杂质所吸收戎障

蜀，使得不能同时超过两路挚远的噩咧国而再计， i叮此，绝对挥洒1'c:¥.有所下降，特阑尾lt

14C 水溶j夜，这一-~~很而l显.但是录用现光 It! !;"j 栩In仔 fr计数的， k底i~f{ 卒于fT 恨 }.;i~J

降低.持台计披所 I:J('内电 f- fl器也表/j汀fl:I'!-l 4 三 'II.

罔4 鲤破瑞徽珠流线监测器的电子仪器方框回

4. 事.圃'

为了测定各种植度微珠监测器的绝对探测效率和试验真实际应用于高ffi离子交换分离梳

理的佳能，我们应用了如固5所治的实验回路.该回路由下连三个部分组成.

(1) 进样系统

旗系统包括稳压遭.两个缓冲赢.抖液瓶监测器和回收姬.果用稳压擅持稳定压力的压

缩空气送入缓冲艇，然而进入科浓巅，将料液通过管道擅入工作箱外的监测器中，监测器拖

出浓返回箱内的收集瓶.采用该回跻 IIf l.:l测在各种a和低能'跟射性核蠢的绝对探测效率，也

可以观察各种介质的放射性科j夜在取样'仨内的眼附悄况.

(2) 清洗系统

诙系统包括贮液瓶，计匾来，但i测根和样M~riJI*位瓶.在完成一次实验的，启动计镜裂将

O.2mol/Ltr.JG黯基异丁酸戎 I X IO-3 mol/L的DTPA瑞 j夜不断地回入取样'但进行情挠. :~(jtJ计

敷率降到本鹿值.

(3) 高压离子交换实验最统

慎系统包括贮液瓶，计自t策，离子交换桩，监测捕和1析tM， ~'l 收瓶. 1fI于试验院测揣测在

醉洗曲饶的各种性能.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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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S 筐.篇微~£，电线监测量'实验阔'示章回

I-a医.;!-蟹'"‘\;:1-"'&艇; 4-..艇; 5--童..;

1-…zτ-a犀离乎交all; 1-计·量t; .-~罐..

四、实验结果

1. .霄....

在计算绝对挥副效率之前必须计算出取悻宝内遭入的料液体现，由科攘攘度在得某核聋

的It射性强度.实验步'如下 z

(I) 宿.空黯度的测定

将体现为V的微珠装入窑嚣，称得前后的噩噩W.. 叫，计算得橄珠的密度d.

注入荔饵水，使水面与橄球面平，称饵重量为 WI' 嗣藏瑞珠的空隐度为 z

俨孚示' (I)

棍'自此式算锦植度为58-220 ，.的惺玻扁徽珠雄事l密度 d-I.41./cm飞空隙厦，-0.38.

(2) *梓室内科浪中政射性活度计算
取样宣内料j缸中某棋蠢的政射性活度为

'.-旦旦. C, (2)

典中w为取悴空中惶玻璃橄珠的净量，CJJi种钱章政肘性料攘的榷度.

。〉绝对挥副搜率的计算

绝对探测姐率为z

[观事势iJf('J计.f{中(cpm)-尔!必计缸中(cpm)]
(3)

'.(dpm)

由于溶液的忻射系数在lpH值对绝对挥测放事的影响不大"』，本实黯侧重于测定绝对挥翻

• 6 •



故事...酶It.度曲变缸.副定对象包括·巅It幢楼章UlA_. 14%(:_.1'撞创性精章 ··Sr.

Ite. It绩«列于袤!.

.2 鬼-……o.篱_._<..>

…...鑫 lee "哇..-..y- 141A. "何:.

亭. • g到b 21.Ia-‘6.'. 4S2.1e 113....

1- • •
,-

O.$tI 5.441 ..旬'

主…. •• I" 12息'‘ %5."‘..1.
(.y)..支配事 ,- • •

I" %.214 5.. 1.113..... 15.~ ';4.'.

•• %.0.40….-.. CS.I ..1 15.1 1%.1

O.OI72aL

φI %.Ox,-, .
45-翩幅 041.3 ••• 13.3 1%.%
0..周.L

'I 3.0x4fall
'

51-IGlII阻·
.

1%.1 ..1 it.% 1i.5
O.-.5aL ,

φI J.OX40但·

100- 阳... 57.% 13.' i4.4 10.7

o.ION.L.1 %.0.40恒·

150-22OtIa 54.0 11.5 51.3 50.'
O.0315aL

·窿，囊'厨列两.".....贷支比.it".ttt事'乎'串的..真罐虞撞圃'于平面修饰-.

曲在可见，随曾微珠'也度的藏小.各种楠章的绝对挥洒娃率均有明显m高.但是'当植度

由56-100 庐m搞小到38-45 萨m时 ..c的放学反而从62. J.降重43.8.. a们观察到披靡量

小的两种微珠ill有少量的黑色缸子.这是微珠生产过缸中带入的杂质颗'虽.对整个IN样宽的

遭明鹰有一定的影响. 14C内问光辑弱，这种影响就更明显.但是适当地选择条件，监测'

对I4IA俑， mcm的绝对探测纯辈分咧 i!i到了8!>.8.初82.8.' 对 "C相"Sr-"Y 周分明为

82. I 惕和88.8..

2. 本靡骨......乎

;尔实瞌翻电了在栩同条件-F，单元吨I 仍m节计敷衍双光电的Jttff符合计敷两种工作极态

的本底计It率，绝对楝翻放牢和优鹏因子的变化.具结果如混乱者4所列.由茬4-"f见，双臂

捋ft计般对'吧， ··sr的绝对探测.f!率比单骨计数低得多，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弱的闪烁事件

不能穿遁取样'但或两酶的的号不能同时届a阀倪而揭计所造成的.这幅t商费在翻作徽珠时果

取防尘措施，战者果用双光咆倚蜻臂两路混合计~来改停.(吨然真本鹿计-*费，!~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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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7 1.IA_1f四"介质的实IUllt是

I. ..幢......

与多It.镜童画嚣一挥，惶.躏幢珠.线监测器申撞射性棉被会不同程度地在摩挥室内

蟹和辙.囊画咂酣.喂酣的自踵**于搞糠的组威..射性棋章在溶液中的株牵.严重副囔

酣将使撞耐性撞素不断跑在监测器中瓢..号l缸本底升高，岳重使.it.植尼拉提.雯'量证

明，量翻嚣对"c水禧横的帽耐不明显.我的观察了高距离于交擦分离瞌怀元章..士元章梳

理市用的游民攘的咂酣情况.果用回S中的进佯墨镜..备"介属的ISlEuJlMIA."搞不断地疆

人直测a. 如果再液擅满眼样审后，计敷司且很快远到平衡，唰囔酣不严重.谊计'事正比于

赢费量翻嚣的At射性科攘攘度.反之，当监测器撞撞嗣后，随蕾"穰锺镇搞过，计'事饵~

上舟，篝熏高出于正常计撞率It倍后才量悔坦白乎橱，唰瞩酣严重，监测'不适用于穰体

赢.圃I.吩剧为IlaEu. atlA.对四种介庸的实验曲缉.所用的介厦包插:(I) 0...01凡的

a覆盖异丁融. (2) 5)( 10-t.ol/L的DTPA. (3) 85*甲筒. 0.5.01凡的HNOh (4) 0.5

.01月，的HMO" 由回可见，嗣同仲介鹏的&taE.. atlA.南谶囔耐不明显.因此，恒戴晴霞

..a监胃嚣可以应用于翻在采用这两种狲挠攘的高压离子变模it疆的讲洗曲线.实际上，

远是网.....用的游挠旗.田矶'分别为惶醺鹏癫珠监测器草帽蝠'在元章..土元童分离施瞿

摒施曲饶的应用侧.真融洗畸形扰与用Si(A时面~.醺隔离式草棚'篝冉的完全一样，丽

叶'事唰攫南r敷十，啧量百倍.

., .



~….，…...…-~‘-

••
,••••

拿

"70"... 50
.....(剧 n)"

图S 高压离子交换分离UlAm , 1I2 EII!玩程的淋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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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高压离子交换分离稀土元素流程的淋洗曲线

4. ••••

对于南辑部射性强度测窟系统，探测极限仅快起于系统的效率与本j革计数率.奠定义直

接与就射嚣的最小可测放射性强度有关，但对于高压离子交换分离流程的流线监测器而言，

为了直观起见，监测极限的寇义应与放射性核素的总加入量有关.而这-定义也与某些工艺

参'也有关，当该搜索淋洗峰所含的料撒体坝大时，摊位监测棉Jr.样室的料液申放射性浓度就

低，所捕的总加入量就大.反之亦然.本实验中我们用取样回路将α费基异丁酸溜榷不断地擅

入监测棉.用微量注射器将一定量的放射性溶液注入监调器之前的自!路.由于放射性糟糟在

班动中与α黯基异丁酿溶液视台，流经监测器时即形成-个与淋洗峰相似的峰.其半宽度为

• 10 •



。 .1阳L (80s). 困 10为往回路中注入2X 10-ι~i/mLrl'1lClAm溶液所得到的一组淋洗峰.其

中叭队 c对应的总加入量分别为 1 X 10-'Ci , 5 X 10-lI Ci和2X l0- IOCi. 监测器置于工作箱

的外饵，实验时，箱内存放有多种P和Y放射性洛i夜.在无特殊屏酷的情况下，监测器的现场

本民为288cpm. 为双管符合计数状态下(加Scm铅屏蔽〉尔底计数率的22f-i10 因此.如果采

用双臂符合计数，并在现场对探头作适当屏蔽后， MEAm的总加入量还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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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回路中'庄入2X IO-'Ci/mL的"'Am溶液所得到的一组淋洗蜂

五、讨论

1.在适当地设计取样室和选择微珠粒度后，以偏激活惶玻瑞微珠为固体问烁体的施统

监测据对a和低能自和.子的绝对探测效率与前i钱液闪技术相近.并具有操作简便，庭液少，不

破坏产品的化学体系等优点.

2. 国外文献报道这种非均匀式监测器用于监测高压浓相色谱分离低能'放射性核素

I·CO 果用了粉碎的钮玻细微位作为闪烁体，最高的优质因子为 111 ，相应的效率为62.00 本

实验采用表面光滑的球形惶辘稍微珠，比形状不规则的粉末有所改进，捕轻了放射性料液在

取样室中的滞留现象.同时，钟对大多数超怀元素a粒子与锢辑璃作用引起的闪烁光辘"e低

恤'柏子的强迫一恃点，本主捡改用双光电倍加管俏号符合的线路，大大喊小了本鹿计徽牢，

对lCIAm}1UICm的优质因子分别达到423.7和404.6..

3. 粮度为56-100 I'm的惶玻精微珠监测器对 'UAm ， ·uCm料挠的绝对探测效率比

φ20Si(Au)面坐型薄膜隔离测梯(取样楠尺寸为 2XI8XO.5mm) 分别高 170倍和 15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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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证明这种监测稽适用于以a捏基异丁酸或 DTPA 体系为淋洗液的高E回离子交

换流程.获得了高质量的淋洗曲线.对以甲醇等为淋洗液的阴离子交换说瞿.如何处理取样

室内壁和微珠表面，使减轻对此类介质和核聋的吸附，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林漳基研究员对本工作给予指导，施桂珍等同志为本实验提供惺玻璃微珠，贺先远，种

培基，费伯庭同志帮助进行微珠的显微照相和刻度U1Am. .UCm溶液的浓度.张巫录同志

帮助测定部分淋洗曲线.林烂生同志在吸阳实验中给7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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