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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主介绍我们多年来在用缉童中于计量法测蛐中遇到的一些·响测量结果准确度的

因素和我缸采用的醉决办法.特现是对BF J正比啻组性撞恶化的~响，我们作比辅详细

的讨论.

芙幢司埋在中于计理法蛐准确度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uranium

content determined by DNe measurement

SongQ国.Dxun

(Jastitute of Atomic Energy.Beij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some factoc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urania..

contents determined hy delayed neutron countingand methods solviag tbcsc

problems. One or the factors is detcrioration o( the BF) proportional cou

.ters. This pro￥ lem is discussed in more deta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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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
R

用缉盘中F计量法商幢噩幢具在融事优点，例til: 是罐度画，想在测量篝髓幢幢

可这到O.Olppm: 测量结果准确，在大量分析悻品的情况下，?咱悻晶宫天嚣蛐O.5pp ID

以上时，测蝇结果忌的相对民是小于5.; 雷耍的挥晶量少，但为I-:!区:悖品制备简

单面且茸藏坏:悻品:£雷任何佳字面处理毒后噩噩:无空白误差:分橱迅童，每小时可

测约80个样品=哥大规模自动分析，给出分析绪.'快z 分析'便宜等等.四等来«们已

分橱了四万多个悻品，在蛐簧嚣的化篝中..剧是区'最曹哥哥租扫画的主擅悻品分析和水

赢玩砚II挥品的分析已匾'了很好的撞果.另外在测量击石.跑厦钻攘的岩志..塑并

帽"、环撞樨晶.檀食和植物~样.高蝇树"以及际事'考'质等挥品方面也'霉'了

比蟹'曲撞果.这一方法还常用作化学血色洼，天肇γ蜻缉幢懂法回草堆中于话也y8

蕾擅自自徽量铀的比对方法.目前寰的'着重介绍了方法厚踵，自量囊置本身以及提高目

(1-5>
量囊量翼幢踵，分析矗度，自动化瞿度和疆定性等方面所作的王作 .几年来疆

"在..测量结果的幢幢幢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下面介绍一些事响疆重申子计.洼

'怕铺果幢幢度曲因素和寰的来用的'民办法，最后比寝详细ft讨论8F，正比'组幢幢

罩住的'响.

二、影响准确度的因素及解决方法

用疆囊中子计.桂菌'由来用相对比篝棒，用以下公式计算樨晶的蛐含量z

x= (C僻品-Ct; Jr l xQ际码'

<C标准-e~底) xW榨品

或申 C得品-梓晶嗣疆左中于讲 t<个〉

C标准-标准(化学标准或标准，考"厦)剧'囊中于计.<个〉

C伍J也-空兔子盒和盒'乙烯样品嚣的蟹囊中于计 a<个)

Q;，j;准-标准中天辘'曲曲直量{惧 g)

Wn晶-样晶重量 (g)

x -样晶的蛐啻量(ppm)

从仇'式魏们可以者出Cr诵， Cri 准 ， C乍二 .Q际准以及W伴品"均对目量剿'的诞羞

布贡献.

1.饨'帽a!I."饵'
在副少量和要求准确魔高的样晶时，例如标准'考伽鹏时，可直撞用N8S1833..

标准，考"属作为比辍标准，官们的误量不大于1.. 在大麓'分析挥晶时，周来用化

，标准，宫的是用'脆量事穰臂把天鹅蛐啻量楠'已细的'穰摘在直径的lomm 的， 9-10

片一叠的擅纸上，锦后用缸外灯幌子而制成的.在少量租仔细摘帽时，.瘾'量翩..

惶篝于1 4'.德而在大规模~200-500个)制备化学标准时，少.化学标准的天篇幅'量

偏离平绚值布可跑边到3-44' 11者重大.化学标准在正式使用前先用1833.作樨'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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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翻瞌.恰ft:真 ft蚀情 Jl: ~i IE跪. 'H~组离芒 k曲. !二千 r 是专内的佳字标准酬障，

迫挥佳字标准的诞是唔挂割在主佑在:ti.

2. 兔子温膏'金蜀盐'噩"量..哥缸"霞疆

真原因主要是罐里管和测量隽榻的内堕与兔手盒之间的嗣瞌过小，个回兔子盒的外

程远大辜者兔子盒董事，使之卡在字童画霞盲真正到这终点.这两种由况'哥产生鲁大

曲谭墨，此时主量大量的揭示坷篝比辑晴，这些挥品雷更换兔子盒后再商量.费们晕用

以F方法从幢本上来'决上追问题=一量"大'里啻租自量费晴的内侄.黯篝头Ha

量自仔细III. 便之不留任何台防毒不竟睛之处:二是叠窜撞'整兔子盒曲"程租失固的

程度，凡是外侄过大去奋明显寰嚣的兔于童一恒不再使用.现在鱼子配有真正到远终晴

的间踵已竟全面障.

J. .中乎矗噩噩位明缸...

畏院实验性重水反应攘的中子通量在~行功率一定的情况T=:':t植a定的，擅确在

1-24' lil内.例是在吊装同位素或单晶硅事情况下也可筐出.植大的变缸.为捕'曹革中

于矗量变缸的暨南，在青Iff隔20个样品翻一个缸字标准，英时间间隔约为15分钟左在.

一·情i2....ft们目前后两个标准的计量的乎均值作为标雇曲计量.在嗣后两个标准局计

噩噩嗣幢大时，唰用直线内搞筐'民确定每个佯品对应屿'暴疆的计t. 在幢时"幢时中于

通量的蜡少馨常迅噩，约在几分钟之内幅照搀蜻娃的中子通量由'.!XIOlla/em 2. S 酶'民

到零值，因此曼到.响的几个挥品'要再lag，测定.今后最好的'民办法是在锢'费精

嗣附近安肇白蜡篝中子通量E割嚣，以便反时盎.rl' 1-通量的变化和脑时停撞，盖一步

搞少筒'重髓的样品最.

..兔子盒霄撞到疆..量

a们的幅照管插在西矗反割层的垂直乱遭中，由于由宿Jill舍和水峙，在'原费蜻娃

嗣..比植庵，估计在200"C斟上，因此不幢果用囊乙烯毒囊丙"兔F盒.镜们用绝姐和

有一定辄幢噩度的..树脂桌布脏水'车成兔子盒e 由于兔子盒的成本植贵，因此兔子盒

'回收相反量使用.费过含量高的样品的兔子盒，如果其中的噩乙镰挥品.磁损或雹瞩

曲话，它幢幢污晕了，再用盲目啻量'革的样品时就会产生幢大的民羞.厨且在倒出翻过

曲排品回收兔子盒时，如盘现有上造情况，就应立即捕民这些鱼F盒照后再使用.对所

有的兔于盒.'1直期每年清洗一汰，以前污靡而引坦民墨.

5. .凰"嗣不回到缸...
由于梓晶的幅照时间比艘短，仅20-305.幅照时间的少量量刑布可'的l起百分之儿

嗣现量.辐照时间的少量垄副主要是由于兔子在辐照管中的下落时间以及兔子出堆的捕

后时间不同面造成的.以前在辐鹏终躏处巍的来用气挚疆"的芦法来防止离遁运动的兔

于盒和幅照终捕之间的猛烈撞击.且棋院擅效果是好的，但是由于样品重量，兔于盒式小

目及奠囊面的光滑程度筹不同，使兔子在辐周臂中下嚣的时间可酶布曹大的薯到.现在

魏fJ在离婚精4-sm.让倩造兔子的压缩空气傍酶，这既可属捏撞击又可健兔子遇遭到

盐售点.兔子出堆时间捕后是由于反向远气使兔子由堆的管遭很最{约70-80m).在宴

"室里的电蕾"打开且后，在辐跚鳝晴娃'达到一寇的气压需要}段时间，另外篝疆的兔

于{例如化学标砸}则可能帽后的时间短一理.为缩短帽后时间及辐周时间量，现在镜fl

把控制匠向选气的电..放在堆顶小室傍边.这样-旦咆疆"工作，在锢酬"蠕她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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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lUI二个大气庭前反向压力，兔于曲出雄董噎高达到一30m/s. 这不徊'自恒毒后时

田和黯步田里时嗣萃，丽且也荤挺了测量荫的玲却时间，精'由计量秘攫高分菁辜蓝.

，-樨昌重量JI.曲..

在分街大冒阵品时，装11f.相悖品部毒的主作疆是提犬的，一般由寞的提畏孽乙幡样

品恒，向远样单位自己装悻租稼噩，璧后担样品和牵挂清单一起寄来.其中古两个间踵

哥篝吼起 it J::::一是悻品的于镰在度，有些煌贾队在野外来挥，缺少俗、于世备荤取醺手

的方法;荫的急于'因纷忻结果，悻晶霞手遁量装匾寄来，这样挥晶曲重量 k可革到百分

之几或者更犬.二是挥品雹霞的西藏置于太少，在的只在二位，这可量产生百分之且由相

对最k.£诠是用于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曲天赛，只要在难至一毫豆. I医么挥晶重量

的栅对i2 .r.~可控制在千分之 2-3目下，官运小于测量的镜计程草.为主 t在囊'】寄出挥品

赢时. .警商是对第一次革挥分忻的单位，在的篝要提面也们注草上连两个间匾.

1. 本鹰Me晴

在囔水堆实在大厅中，由于水平Jl遭量 fi鞠理寞量等多种原因.中子的本庭相当

高，而且还是不毡辜的，为此疆的噩噩噩组主中于的 BF，正比啻组放在远离反应罐的实

验宫里.为陪怪本雇计量，用于院费擦窗嚣和 II!.于字线路的 Am-Be 峰'子霞，使用完后

.应从割培实量重型军幸，贮存在远离缸头的地方.

为反应堆功率为 loMW时，酣睡树屠夫布黯本兔子盒曲本雇计量约为 40-50 个(事

摆30s. 冷却8s. 测量30吟，这对台天跑蛐 I ppm I!l上的样品..响不大.在商量含量蟹篮

的样品时，兔子盒的本应计量应羁哥在囔些，这可多回几个空兔于盒的本庵.~后最其

平均植.

8. ..呻于缸....

c脉剖'干在主要是由于饥饿'匡动，也噩阙相撞咆嚣的电火花，画'电噩噩阻It在爽

'民和潮起的里季里高压面也等原因造成的，但U)ltl干.完全是无规律的，无法从计.中

扣除的，因此菇、镜嗣鼠消除官.魏们主要来用如下的一些'施z 把电噩闽.气功缸以及

空气压缩机等放在离扭头桂远的地方I!l~少探头和荫里最大嚣的露动，另外在电荷灵敏

前置放大嚣下垫以5cm的梅楠，造一步防止真握动z 除撞好但嚣租量备曲公共地缉外，

·个电黯阔挪跨接一个0.2-0.4μF的袖电窑，用官跑去电噩间和维也嚣遁断时产生的

电虫在的高频成份z 用副过巍的低电压也嚣专门蜻光电探测器和控制锺电器幌电，这样

窑属产生也火花的控割缉路就和测量缉盘中子计擎的电子学线路隔离开，同时还保伊了

HIM电Ii:在炎热租'量的E季，用变色硅脏结前置放大器暖帽，用无水酒楠"子'

BF;臂及高压接头等绝罐子，并用棉吹风机吹于它的.重布娘的是来用空调降温和酶'在

醒皮.本测量装置已完全摘除了恒脉神的干扰.在每~测量的前后，可不加兔子让篝置

运衍2-3次，以证实是否有假融仲的干拢在在.

从上所述，珑的知道在大规幌分析榨晶时，由于各种原因，例如临时停雄尊，并不

矗所有的榨品-a:属回量好了曲，还有少量的样品需要重副或者再馆对.在几a个戴上

千个有比较强曲撞射性的样品中)I拽出这少量的样品，民不是-件事昂的事情，不但要

花大量时间，而且主作人员还会受到很大的γ辐射剂量.目前镜f]让样品玲却1-2个月

之后，再找出这少'样品逝行协调，边排蝇不能厦时地蜡由全部件品的分析蜻属.现在

我们在距离卸样终端4-5m址，增设了一个情剧分配掘和1-条岔逝， :!1个别排晶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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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时，通过拉 !;j f; ::~i 旦:二飞.-二飞 i 仨兰 f 、飞 It!. ，二 kl 斗;;~[ i:作.气均飞[:';£~!1剖份

E量移动，这榨要复回m钵品.il..盖到一兮 ~~IJ !ti黯泛 II' t:: if.. 运民阵品~!仙一'1~之
后'哥矗行 fU曾是攘琦.

三、四九正比管组佳能恶化的影响

在用在标嚣记攫盘中 F计擎的情l!l-j-" .这个间题比位跑莓，比较容易接 ZE吧，面宫

的事有又比桂大，并且是全同性的，如乐注意大批挥品的分百结果挥全虫理 J， :ft ~.为

此霉的单撞在比枝谭细的讨论.在组费和凋试 8F ，正比n组探头!亩，应对每一支 BF. j[

比臂割草它的每始也隘，坪特性相暗电注产生的霞在冲的多少..i!rf-.~些RE特性~f. 嚣障

F啡'少. ι[j作乍f点:江t比垃注近i白;3骨 i-气\. 在缸~ ";; f尹封;迂i装d2二;啤..«.飞仁.正￡斐:骂~ ~i~'υ:

撞，置?咧i闰I.'J..皮吱且白E 白庄二之凶 tz的F古n主2 莘. 布了民在租已 !~~I:1~~~(~~~"~大e哇，噩时只口Ei有丽的

高臣，挝后矗立~ 1Il~革分昕嚣 ic.:，t 租现察llF .jEit付缸头输出的抹掉的曲线.一瞌嚣剧

嗣远在比唱，~， *- jLf~的位置警性洁 tf抽 BF，正比苦组hi 1;f..t飞 moUe 巾f需1有目的 f在西曲

线"罔 t 巾的实线所或(示幸因). I萄巾左边的最 f直是在育，飞 m-缸中 F再照射时. I缸子

学组路的南l;!ij，1! .点划线是实际商JlJt阪 t H~品时的撞击曲缉(示!i -I到).左边筐司'曲辑雀

在移的原因是由于 y射线产生的小~"'及~'t堆枫放鼠的结果. An:-Be 中于嚣的 y 射巍

噩匪徒弱，因此再功得少些.实际测量的边政悻品进堆话也以后，真 y时缉噩厦是 .'\m

Be中 F雷初他字标准的几十倍，甚奄一百多倍守国此怦品的能讲曲线的左边部分住在穆动

的比桂~.从罔 l 畏的可以看出童嗣蜡如来选 tfS点，唰埋在中子产生的计量既无大

逞.

it能告f ，，;8F. 正 tt!!愧'训'曲线

------电子'线 ?:W~昌，:‘~.， ~

--:EA..--B.::. {却 ~"''J谓线z

_._--真际，事品的i!!且:5为第吭声蜡的也P.

····EE--····E·E·-···E·E·-··llil--lll

,
‘民....

s

四 E

的损失，同时又提葡y射缉产生的小黠碎的干'拢，因此用缉囊中于计撞撞棚.It宵 γ 射

缉的干挽.

一.制造工艺好的BF，正比啻奠黯命为几年，因此往往事揭露略，非真性健窟跚地遭

行认真的幢伐，但在分析样品前简单地割草坪特性和1幢我是否宵睛也就引起的锢."'，.

认为性而问题的作法是幡诅租危险的.我们曾遇到过一批制造工艺，，~好的BF，臂，由于

,
叫3



懂'气等原因.翼性筐很快罩住了.用Am-Be 中 F嚣翻检时. toIUilf&;1悟到坪，但实
际回量地震样品时却发生了但大的民主~o性撞罩住后的BF. 正比管组捧虫·用Am~Be中于·

.菌'的撞画画缉捆圄2的宴辑所示(示幸固).测量地质挥品时萌得曲佳菌曲线"点到钱

所示.从圄2 畏的可以哥也用Am-Be中子罩囔定的噩回间S点，在实际嚣暨地质样品

时不筐把所盲y射缉的于提障仲囊嗣掉.样品话化后Y射缉的强度童大，它所贡献的霞

it撞撞盒多.从圃z 寞的还可以晋血，在8F，正比啻组佳筐~化以后，即使用多革分

析'也锺难确定一个含量的囊周嗣对于这样的正比啻只能摒弃代之以性量好的臂于。所

凰缰左中手翻.肇置雀..置后，在再使用以菌一定要仔细检查正比臂曲佳健.在大髓

.分析挥品时，每天四τ00-800个样品，最好每天开始I作之前，用多遁分析嚣咽-lk

摞头的.西·缉，确证篝头佳筐优良和电子字缉'王作正常，远不但筐确保分析结果准

..可嚣，而且还可阻噩鱼大量样品矗主.

\
\~--ζ

-
d
e
-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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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玉华同志对本文提出穰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甜 •

•
( • )末全动，槐披末. (仆. 21 ( 1985) •

( 2 )寒舍动，原子.科学l;- 束. 20 ( I) • :J:J ( 1916) •

( :J )求全勘莓，槐技术. (!». 42 ( 19an •

(4)束全矶时刊. (I川，仍( 19Ii).

plι企盼霄. /(t (- tRW? ~'; 1".. 2n ( 4) • 845 ( l!) !l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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