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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囔醺肉"备技术且其厚度回量方撞.囔醺嗣备技术有醺翼盐、电

阻加第撞.电子矗击盐、离心玩撞撞和裂'乙蟠棒，疆醺厚度回量方撞包括稼重盐、青

散射搓、等撞空气撞事暇先竞度提.

美·调囔噩电子矗击费鄙



INVESTIGAT邸N OF METHODS TO PREPARE CARωN

FOILS AND TO 旺TE跚脏 TI£IR TH陀阳唱E岱ES

Xu Guoji Guan Shouren Luo Xinghua Meng Xiangjin

(Institute of Atomic E..rlf, B.Ui圃g)

ABSTRACT

The dnelopment and study of methods t<l prepare carbon foils and

to determine their thicknesses are described. The methods of makinl

carbon foils consist of carbon-arc eTaporation, resistance heatinl,
electron bombardment, crackinl ethylene and centri£ulal pr~cipitation.

Weilhinl, c1 -particle measurement, Rutherford backscatteri吨 and spe

ctrophotometer are :lsed to determine the thickness of carbon foils.



一、引 吉

醺元素在撞再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己A它的一系列特性所决定的.醺的悻点在元

囊中最高，它的化学a定性好，可以和黄金属相比.磺仅有两个a定目位蠢和-个怪，

命撞射性目位囊.'吃的自锺丰度为99". 也配是说，天锺醺靶可雹ft:同缸囊 lie 靶.

另-方面，自支撑醺霞具有一些特殊优点z 最嚣的自支撑霞'可选1 吨/e.'(-50A-).

比英它元素的自支撑酶'一个戴量撞. 3-21μclemJ的自支撑囔匾抗.强度好，针葛，

少，筐承受高密度幢于.撞跑矗击.大面飘自支撑醺醺窑易量碍，例如35 I1I/emJ 自支

撑醺醺的最大直径可达250mm. 由于醺醺具有主遮特点.~在撞再牵中莓'广泛应

用.

蕾帽理实验希望细遭嚣筐提供高能带电植于豪，但细遭单电荷幢于只能得到有限Ii

量闹革撞.踊醺醺代替串列细矗霉的气体剥离嚣，能提高加遭幢子的电菁辜，从面提高

束撞的1!量，因此醺靡剥离事已成为现代串列静电加速器的一个重要部件.

串列拥速器上的摄物理实验一最需要几十至 200 IAc/emJ 的撞靶.由于东西，这些

篝靶多皇之只能徽成有树底靶，最常用的靶树是 3 -200 IAc/emJ的硅醺.

此外，束宿先语学中的量发踵，电于显幢幢样品的最托霞也经常果用醺靡.

为满足黯科学和其它学科对醺酶的需要，我们系统地研究了醺霞的制备方蘸和厚度

翻量方捷.醺酶的制备技术包括醺矗棒、电阻加热棒、电子矗击桂、离心玩撞撞和裂'

乙蜡酷.醺霞厚度测量方桂有称重桂、青散射桂、尊盘空气挂和吸光先度提.

二、破膜的制备技术

1. ..法
醺囊棒~ 11 制作醺酶的装置如圈 1 所示，-e;由藏电握、巍遵螺捷式传动装置和 tt l'

电嚣组成，旗装置的特点是醺棍的行程长，

起弧可靠，操作方便.

实验囊明，低压电额也臣的高低，对磺

酶的沉积遭事影响很大.当电压低于 6 优

肘，醺极不能起囊，正常起囊的电源电压为

8 优.提高工作电臣，曦鹏的沉it遭鹰显著

增加.我们的曦篝辑置的电嚣电压为24伏，

沉稠 15 flc/eme的破腹需要 8 分钟左右.
因I .弧..

应当指出，不同民鹏剂对融弧站制备的 ，一翩; 2--IUI固定勤 3-..脯.;
醺鹏性能有很夫影响.甜熏晗是最好的觑靡 4一脚; 5一弹配'一"轮; 1一菜M.

荆.橡复造种舰艇荆的方越是精甜粟瞌和庶糖按重量比 7 I 1 均匀棍和，用去离于水配

囔饱和榕榷.然后在玻璃片上楠几椅上选榕撞，用绸布篝均句.甜粟瞌醺膜的机械强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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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2 电子枪鳝钩

1-.子舍'‘徽12-"线.:3-lIa: 4-..体'佯z
5-*lt l'!t编: I;-二次电子….

5I 2 :1 ~

高，间性好. ;';辑蛙睬，但It而不平整.用 E皂蘸幢幢凰醺荆所得疆霞的性 II囊但fa

襄磕磕雁 .m薄鞭含辑量高. :\.CI 和le o; l 等量竟也常用作E霞捕，它们是用真审矗袁

瓦舰在..璃基衬上的.量集厦寝荆踉酶的麦丽平些，但机 M强度缸，回性量.

过去一般认为暖 A桂嗣备幢幢的上限为 200 吨/em! 左右.在们用戴晴和嗣高量基

树，采用多改革袁和子割技术，在醉了 1 m~/eml 的原醺踵，从画扩属了囔.撞倒备疆

囔的厚度范围.

2.电匾'矗注

电阻加是挂的基卒过程是当大电 if通过细醺榕肘，冀矗度急剧上升，大量醺.手襄

竟出来并配映在基衬上，形虞醺履.

电阳加集益的主要优点是醺脏的针孔小.冀幢点是需要使用小于今 3mm 的细疆

悔，但很难得到这种震撼的产品.面要自己加工这样细的骨串串立'工，因此在们疆有把

本方是作为制备黯艘的需踵手段.

L 电子矗击挂

电于主击捷制备藏雁的设备是北京但嚣厂生产的

EQD-3 唱电于抢 f见固 2) .它由电子枪.植转

磁场植'配、水 F争咄响应其换佳机构、扫描位移组件.

电子、离子收集极厦高低压引人蕃冒雪儿部分组成.

电于盏击桂制备醺鹏的过程是 z 将今 8mm 的先

苗绳石墨梯切成离为 6mm 的小圄柱，辈入水冷帽 !只万

耻蝙.在蜻蝙上方 10em 处安放襄有 N.CI 的孩璃片 I~

待钟罩室的真空虚追 Z )(10-' 毛时，启动电子枪，

让电子来准确地轰击在囔块上，调节灯笙寰射电撞，

使醺块袁红直至藕发.电于她的工作.撞见衰 1 •

加遭电压

电子建.

电子枪 E 偏

禽于收集电E

禀 1量黯禽

熏及遮.'

IIIkV

50mA
·挡tV

-I IIlIV
Jllem

I-~lll锢'I"

我们用电子盔击蛙制备了 30-300μg/ CRI t的自支撑幢幢，所用的腿脏剂是 NaCl 和

甜菜磕.

4. 属于阮撞撞

属于缸徙站'制备踹脏的，~理是 s 在特寇的.l! i7槽中，利用粉束材料和品 i孚俐的

密度不一样，在离心力的作用 F，精英分开，芹沉淀在靶忖鹿上.由于离心力的压缩和

暴捍剂的粘合作用，容易得到牢固的，耐带电幢子.al击的碳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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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于fi淀桂所周Q::主蔓设备在iLXJ-们-01 婴离心缸， CFS-2坷-3 坦声撞在生嚣和

离心智.趣声被发生嚣用来产生均匀酌革汗被.离心it可使基i手檀中的霞"证挂在基树

上.其离心字f::为 159 mm，最高钙'速为 1000转/分.离心管的结构如罔 3 所示. 91'亮

树"是铝.在体是量问植乙幡.量阴植乙蜡的化~7:t't.宙m定，不易阻薄'壁材料和有扭晕

捍割趣化学反应，并且啻Hf!:1i良崎.

、.、，

E士--二古:n=~

~3 鹦<.·tt续向

1-鼻壳: 2-.~:休; -一树费; 4-0霞懵:

s-I¥.ti.

一一-J工----"l ~I

IEF
院4 襄尊重

I-Jeff; 空--盒寓ft.: t-II.:
4-鲍晕鑫.

制备踉·腰的I-2:过程222 先将高纯政盼放入踱璃崛掉中，加入3 mJ 乙醉辘.-段

时阔，将上层是i宇擅取出，再在黯注中力n 3 mJ 乙醉'在续耐麟，取走上层是泞.鞭，此

过程可重复多次.而后在墨汗.被中加入 2 mJ 的火棉脏和远景乙前，放进超声量~生霉

的画面Ii槽中，越声'面南非小时.坦卢撮作结东后，将主Ei?檀倒入离心节，启动离心机

并晕晕将转遭调至 3000 转/分，直到'!;i7植i古陶透明.离心完后，小心地将醺鹏从Z体

上取下，固定在靶罹上，自然凉干即可.

制备II醺的基泞，剂是浓度为 15% 的火棉脏的乙醉榕被.所用的树底有厚树和蹲衬

两种，厚衬包括几十 11&/ em 1 的Au. 慑酶的厚度范嗣为 0.2-10m&/ cm J •

5. 噩'乙蜻法

裂"乙烯桂制备醺腰的基本过程 f[~: it乙烯在前先放电的作用下翻解并高化成醺离

子和黯氢离子剧，在电场的作用下，飞向阳 l撮，玩事!在事先藕乎 j NaCJ酌基衬上.

裂麟桂制备磺艇的肇置〈见阳 4) 囱 DM-·1S0A 键腰凯政蜂而成.在撞机器的幢

幢室内，安装有今 260mm 的阳棍和阴棍，两电极之阔的距离为 HOmm. 幢幢机的离子

矗击电源用作饵'先放电电源，其最高辈出电压为负 3.2KV ， ~大输出电!Ji为 200mA.

工作气体乙烯由钟罩顶郁的压电嗣引入真空室.

为班得自支撑黯艘，先要在基柑上燕珠艇鹏荆，然后棉被躏片裴在 DM-450A 的

工件架上.在一组燕发电搬上安装 60x 25 mm 2 的 Ta，盘蕉~盘中肇楠 NaCI. 当真空

室边到 2xI0-~ 毛后，使工件旋转，接通加热电挠，使 NaC) 燕在.然后取出转动工蟹

和藕~电掘，装上辉先电脏，将燕有 NaC! 的』μ·t安撞在~I极上.为棋锦均匀的脏电电

蝠，基树上复盖带孔的金属 Hi缸. "'t辉先?在边高 Ii?白肘， ItlHi 电阀向民虫害注入乙帽，

由于组压嚣的自动拍制作用.在辉光放电过和中，乙烯的用强能也在在也恤.而后在阴撮

上加上 - 3.0 kV 电压.他阴掘和PrJ极嗣产生'军先放咆G·"'，葛衬上的自量鹏厚度追到预寇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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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去矗压.最后，将证但在幢幢曲就璃片揭插入水中· N.Cl 酶"于水，醺...

撂在水面上.对于厚重大于 10 JllIe旷的

疆..可直撞用肉佳为 φ13 左右酶盒属框

'画趣，碌于后便可使用.面取何姐遭嚣的

'离醺厚度要求小于 10 问fem'. 这样藩

曲幢幢蜀'植虞功率很缸，苦要周六悔脏作衬

配.

细何控嗣玩晨星的厚度，是用裂'事乙蟠

撞倒备醺霞的关髓技术.实验表明， .事先撞

电电量 Q 与醺踵厚度d之嗣有一革的比例关

矗.因此，只要测量出 Q-d 曲辑，篝露宿

撞撞撞嗣幢幢的厚度.在的刷精密天孚澜幢

T蜀"捷的 Q-d 关系，如阳 5 所示.由周

苟且，当'事先量电电撞为 35一70mA 肘，

醺'嗣厚应为5-10 问fem'.

/
;/

/~.
.L ___斗--一--→·

l'. m:\· m ll1

i!I5 a息..与厦厚的关襄

I 马。

~，.

，

-
-
F
飞
.
、
‘

三、嚷膜厚度的测量方法

1. .重量
舔重桂是测量磺腰1"t8t的在本方法，也是胡魔租桂量其它厚度方捷的主要手段.对

于厚于 50 阅fem' 的破霞，可直接用夭孚舔雹.将破腹蜻成一在尺寺，费在靶撞上，凉

子后醺醺自行掉下来，便可用唱-f-吏fE撞到天平上称出重量.而后再将其量放在水面

上，再用撞布脏水的靶惬捞垣即可.付f小-f 50 Ill/em' 的薄幢幢，其厚度可用二 lk

a重蜂拥出，即先称 UI靶蜒的毒量，靶框上房有面Jl己姻的霞'要后，再 it稳重，二lt重

量之量"为醺匾的重量.

2.霄'射肇

霄融射撞·是根据带电位 F通过撑腰后背融射能璋的宽魔聋总面俱来测量醺醺厚

鹰的.量攘攘方棒的测量精魔高，也能给出囔膜的均匀性，但需霎加速嚣作为现 E捷潭，

因此也不露用作测量黯厚厚庭的常攫手段.

3. ..空气量
等放空气桂 r 测量腰厚的基本原理 E α鞭子穿过幢幢时产生的能量损失可以用它

通过一陆空气层的能提来等攘，由此求得幢幢的眼皮.本方撞具有提备简单，撮作方

便，露翻量均句性等优点，真缺点是测量小于 20 Ill/emz 薄幌时的 i犀盖过大.

4. .先先鹰埠
"眉在壳的!自射巅 ~·r. 产生了对克的吸收雄应.物质对克的吸收是具布选择性的，

各脚不阔的物质挪具有各自的吸收克晴.问此，节 !f..也克通过币'膜肘，真强鹰蝇合国吸

收而赢萄，先强碱弱的程度和南脏的厚魔有一寇的比例是系，也即符合比耳忘律，

T=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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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cI.ll= KJ
d=ε- .，4

o.

0.4•:

‘哩。.

o.我一--J...一-.L一」一---L..--.!
3SO 450 550 150 7拥 151

寞中 T为遭过事， I;黯造财竟强度， ι 为人勤先强度， K为囔竟矗聋， .A为囔竟

靡， ~为比例窜量， d为嚣'的厚重.

».上面前公式可以看出，对于某一IF*:剖度出 A-d 曲线，求出雷量1:， ..用分

竟先应骨迅遭翻出疆凰曲厚度.

用'竟竟虞搓'国量"时，工作霞'是琦测量

翼敏魔和厚鹰在回露躏徨大.因此首先耍'量篡

元蠢的囔竟度与擅长关系曲缉，矗择合适的工作

量最.

费'乙蟠捷醺酶的 A-A 曲线由困 6 所示.

由圈上可见，囔先魔 A 幢量-Ie λ 曲赢少面'捆

，量最短，翻量灵敏魔高，但不能测量蟹'事酶幢

幢.为董踊翼.度和厚度范围，费们矗取&BODal ....m
为工作量最.

圈 6 襄-囔先虞与拢*:美.trJ

为割度 A-d 曲撞，先用裂"捧回备 6-25 吨I

cm l 酶自支撑醺酶，用 T21 型分竟竟虔骨髓量每片醺睡的囔竟度，费后用破坏稼重挂

在1/ 10'亮的天平上称出各块醺陋的重量，由此得到 A-d 曲缉，如回 7 所示-

all还割雇了醺囊撞囔厚的 .，4-d 曲线《圄 8) .由固 7 圄 8可见，不同方撞倒备

曲幢幢对罔一篝佳的单色壳吸收程度不一样，因此不同种集醺酶的 .A-d 曲线庭..割

魔.

'.5

圃'篝媳.圃'匠'与'先.tfJ~麟

II ...

I. ".fa''

••
电

回 7.....与'先度的笼.

t.

e



四、小结

囔蛊挂具宿注备简单，幅作方便，幢幢曲'性好，槐植矗度高等优点，也是在们靠

量室副备囔踵的主要方式.其缺点是制备大于 100 闻lea' 的疆.篝薯，在磕尊真空'

重镰罐••

蟹'乙螺栓的特点是幢幢耐重离子矗击曲寿命佳，1::主要用于嗣备'列坦遭霉的.

离'和革篇竟雷学副量u.

电子矗击盖和离uK撞撞司分到作为副备。.1-1_/ea'和 1-2o../c.' .疆
霞的排宠若撞.

囔竟竟魔挂具有幢备简单，副量快章，撞作方便'优点，它是篝们割量囔.厚庭副

主要方挂.

'撞空气撞撞备简单，使用方便，在建主囔竟竟魔桂以曲，它是疆町，因量醺厦厚庭

的董事手段.

毒置捧直理可靠，但篝悻靡烦，在们主要用来揭庭分先竟度计和撞撞"撞空气撞曲

可'性.

青缸It挂虽嚣具葡高的画量精度，但需要卸遭嚣'复杂提备，~只适用于篡些特殊

"剧场合.

'嘈支.

(IlMe..原子篱...镜末.(1).94(1衍n.

(2)'. ...自4ω...N.d.lmlr.Melll..IIZ.倒um).

ω3铮lUI..瓢子.-掌镜术.(1).13 ( 1骗>.

(4)X. GtIOji It aI. N-e/.l"dr.Md1l..A2JI,127UtI5>.

(5)铮....篝撞来，( 2 >.11 ( 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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