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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托马斯测氨公式

汲 t云松

〈北京接仪器厂〉

摘要

给出了所研制的便携式盯 648 型绝对法测氧仪的物理原理。与

相对法测氧仪不同，绝对法测氧仪依据仪器的结构参数、测量的运行

参数与测量读数，直接得出被测气体的氧浓度值，而毋须事先用已知

氧浓度的标准气体源对仪器进行刻度。将滤膜过滤效率 Z、α 自吸收

修正 F、能谱修正系数 8、探头的几何因子 Q、及重力沉降修正因子 G

引入托马斯双滤膜测氧公式，用这一改进了的托马斯公式处理测量

结果，消除了原公式的系统偏差。用所研制的Ff 648 型绝对法测氧

仪测定了北京地区氧浓度按小时的平均值，及日变化规律。日平均氧

浓度为 8. 5 Bq • m- 3 ，得出了"马鞍形"氧浓度一时间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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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f

The FT 618 type portable absolute radon meter has been developed and the design

ing principle of 由is instrument is introdu臼d. The a恼。lute radon meter differs from rel

ative radon meter. By using structure parameters ,operating parameters and readout of

this instrumenf ,the radon content of measured gas is obtained directly without calibra

tion in advance. Normally , the calibration is done by a standard radioactive gascous

source of which the radon concentration is known. The systematic error is removed by

adding filter -efficiency 1:, 0 self-absorption correction P , energy spectrum correction

S , geometric factor!} of probe and gravity dropping ∞rrection factor G to the Thomas

formula for radon measurement of two-filter method. The atmn<;phere radon content.

which is given in hour-average ,in Beijing area was measured by IT 6.J B type absolute

radon meter. The measurement lasted continuously for several days and nights and a

.. saddle shape" of radon content-time curve was observed. The day's average radon

cunlcnt was 8.5 Bq •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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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对氧与其于体危喜认识的深入，环境氧与其于体浓度的测量技术的研究、测量

手段的研制受到了各国的重视.由于空气中氧浓度的测量属低水平政射性圃量.如之样品采

集、衰变修正及子体干扰排除等方面的困难，使空气氧浓度的测量变得相当复强.虽然空气

中氧、氢子体浓度的绝对测定课题早已解决，并且，无论是测量手段，还是测量方法部位简

单，但是空气中氧浓度的绝对测量方法的解决至今也仅有十几年的时间 :0.

本工作研制成功町、 648 型便携式绝对法回氧仪.采用改进的托马斯双据膜测氧公式处

理数据，消除了应用托马斯公式导致的系统偏差.用谊仪器对北京东郊夏季室外空气中氧榷

度接小时的平均值变化规律进行了多日连续实测.

1 测氧原理

1.1 氢、氢衰变链

军是铀系元素的衰变产物z

mRa」→mRn-L川po-LJHPb-LJMBi-L→'''Po
1602a 3.82d (RaA) 3.0Smin (RaB) 26.8 刚n (RaC) 1 !1.7 网n (RaC')

主.....'OPb ~zIOBi
IO--s <RaD)22a

氢是址系元寰的衰变产物z

Z2fRa_主dmRa-Ldtapo-LJtpb-LJJZBif早
3.64. 51. Ss (币\A) O. ISh (Th ll) 10. Ii D (ThC) tio. ti

1.2 雹波度绝对测定一一托马斯公式

政谴膜测氧浩是在1960 年前后提出的叫，但由于缺少一个可以根据出口谑膜的g 活

度，准确计算被测气体中氧榷度的方程式，因而长期以来该法仅被用作相对测氧浓度的方

法. 1969 年，托马斯(TilOmas)原则上解决了这一难题，推导出了托马斯双穗腹绝对测氧公

式呵，并经实验验证成立.从而使现植膜测氧法可用于氧浓度的绝对测定.该方法的测量结

果不受氧与其子体放射性平衡程度的影响.

该方法的物理过程是这样的.待测氧浓度的样气曲"样气入口"通过"入口导智"、"入口

啤腹 A"进入"衰变室B"(固I).样气经过"A"时，原有的氧、氢子体几乎全部被捕去，只宵氧

随佯气进入"n"G 在 B 内，样气由A 至"出口滤膊C"的渡越过程中，其中所含的氧不断地衰变

成于体RaA 等.后者在通过C 时被收集于C 上.在"雄膜测量位"上测出C 的"活度计数X.

将 X代入托马斯公式便可直接由仪器的结构与运行各参敢值得到被测样气的氧含量l. 托

马斯公式为

:t= <J 6.65)X BQ.m- J (])
E· V • Z • F，-、

式巾 ， X一一出口啤艘 C上沉积的子体所发射的 a柜子测量计数仰1-- Tz 时间间隔内h

E-- a 鞋子探测器的仆的探测效率F

v-一衰变室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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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植鹏 A

入口导管

--

衰变室 B

--回-

:-.二.J __

: I 植量计

!叫仁1斗
I~二II 样气出口
I , I

!阿瓦1 ~

!空气采样器 !

因 I rr 64R 绝对法测氯仪惬回

Z一一衰变修正因于F

ft·， 一一扩散修正因子.

应用托马斯公式调氧融度，已不要求事先用已知氧榷度的放射性气体顿对仪器进行刻度.因

此，从实验核物理方法角度肴，该桂属绝对测氧法，或称直接测氧洼，

1. 3 改造的托马斯公式

实验(见表白证实，按照托马斯公式it算出的实瞌结果含有明显的系统偏1;.，为 f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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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系桂铺盖.本工作对托马斯公式加剧改造，为

(l6.6S)XR ‘l= ~ .. _ :.-_. :.-'-~ .. _ _8Q. m-' (2)
E·V·Z·~·E·p·S.g.C-、

式中.1:一一出口露醺的过撞撞率事

p-一出口滤膜的a 自咂收修正z

s一一能遭修正系数z

9一一探头的}1.何回于E

G 一一重力沉降修正因子〈暂取D.

英官符号的意义同(I)式.

2 仪楞的物理设计

2.1 蠢董室结构形扰

托马斯实验是在入口捶膜直径=衰变室直在=出口撑腰直径的原始条件下完成的.为

了便于设计大衰变室商品仪器，必须将这-条件扩展成三个直在不等的场合.实验验证了托

马斯公式对这一扩展的适用性.

2.2 怔氢溃虚与托马黯公式

托马斯公式原成立于高氧浓度(-310 Bq • m-勺的条件.为适用典型大气中氧浓度(

3.18q· m→)测定的需要，应将适用范固扩展至-0， 37 Bq. m→场合.实验验证了这一扩展

的现实性.

2.3 系统偏壁的消除

托马斯公式经过2. I 与 2.2 条的扩展之后，用托马斯公式处理测量结果.观调到明显的

系统偏差.将修正因于l:.P、 S.SJ与 U 引入托马斯公式(I)后，得到改进了的托马斯公式(2).

作为绝对测氧浓度的计算公式，使系统偏差消除.

2. « 提高灵敏虚

作为直接测量结果，出口据腰上的 U 粒子计敬，来臼沉帜在膜上的 RaA 和 RaC'子体.前

者的半衰期仅为 3.05 min. 采样结束至开始测量 U位于it蚊之间的时间间隔越垣.收集到的

RaA a位于it般也越大.构思了--种独特的动密封、动蔽光快速封闭换样品的机械结构，使

这一拽样品动作由一般 2 min 左右，缩短至 105. 这一措施可多捕捉 RaA 子体的 U 位于达~

20%.
2.5 果樨泵与温材顺序设置

依照 IEC 标准 579 号..放射性气1日股污班测量仪相监测仪叩J.及 ISO 288ge町、 lEe 761咱

哥1J有关规定，采样泵置于过擅嚣的下游.

2. • 消除量力沉酶~喃

托马斯实验中，衰变室轴线方向为水平放置.这种安置可能导致由入口撑腰向出口啤膜

搜越时，气情脏粒子由于重力作用而沉降到室堕上的额外损失.本设计巾，衰变室轴线改为 ‘
垂直tk置，基本上消除了重力沉降导致的子体损失，因而可取 σ= J.

2.7 囊蛮重形棋选定

估算表明，衰变室窑棋v-定时，两啤瞻(HI 口 'J入口)之间的距离L 越小.扩散修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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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F， 越大，即氧于体在霞越过瞿中由于扩散丽矗蝇的损失越小.本设计来用"蟠醉"形状的

衰变室-

2. • 霍嚣嚣章定

果用无窗、大面眼间烁体，便于提高挥洒效率 E. 同时.吉思压ZnS(A，>闪烁体被污束时可

U清洗.

2. • 空气动力李条件遣定

衰变室内样气的层灌状革是托马斯双撑腰绝对测氧浓度的关键条件.据空气动力学原

理估算仪器来样最佳植速范围.该条件保证了本仪器的 F， 值在工作过程中的毡定性.从而

使测量结果重复性好.

表 1 综合列出了本设计与托马斯实验的对比.

寝 1ft马霸绝对到氯法扩晨与改造

'曾 画面 fl 托马斯~民 绝对南氧f~ IT 6f且 it.

入 flell 仇

1m 褒量l'主 M
也=... ="3 & 手在 ... "" ~'" B'lr.:(150 rnm)(SO mm) 60mm (~O mm)

:1:口il!1I!I句

2 测最徒刑.8'1' m-' 370 3. 7-0.37 扩II'{

3 s.u.,.r £1.; Il 况与』草 t取1:=。 分别..t;-4t~响耳.!.J.P. l.· 政迈

4 Ili. JJ沉降拟尖，; f.l..t;J1; 消除((; = I) 改进

s £:式 rh= 。6.65hX (问. m .) rh E f16.65FXfE问. m J) 改.iII11 .~' .7.. P, K·~· 7. ·~·r ，， ·s' !.J .G

6 ({堂可;[1H!~ L -0.5 -IS 改变

3 仪器描述

阿 618 型绝:lot测氧f)(lfJ (a) 采悴、·咧最器;(b) 衰变宝川的空气采tHi; (d) i~~ fiH起草

阴个部分组成.因l 示:1:仪器的缸罔.其主要技术参1'C为 z

入口擅鹏直在: ~60 mm
出口撑腰直径: ~60 mm
衰变室容辑: V = 11. 8L

撞膜间距: 78 em

探测器: ZnS(Ag)

闪烁体直径: f> 65 mm

擅膜与闪炼体问距: I mm

果样泵: 10Lomin- 1

自



测量仅褒 z

电.:

4 修正系数

测量仅

6. 24V 电池

t.l 篝到撞事E

E 为露头对晕佯撞'湿的距测肇事，习惯上称作拍摄嚣肇事.本工作将E 调至 E=

0.40. 为了提高调.8的精确度，适用技噩的小面嚣.

t.2 毫董修正因子z

挥气穿过A 进入 B 后〈固。.氧便不断跑襄变成RaA于体等Ie不断收集 RaA子体，并

董变成RaB 等 z停止呆悖后.子体向c上的民银过在终止，但在c上的lbA等于体的氯联衰

变罐罐进行s计量过臣中.级联章变在提供e计般的同时撞撞进行.囊变修正因子z 考虐上

连四个动辜过E对计数X 的影响，并加以修正.Z 囱摄联衰变方程组算出.部分z 值列于袭

"L~j

t.3 扩幢幢正因子Fr

样气由 A 向 c ir'-1渡越过E中〈田I).不断产生RaA 子体.由于布朗运动，鼓使这些街产

生的 RaA于体，在气体整体层革运动方向的垂直方向上，具有蔓一分速度，因此而向衰变室

B的室壁沉在l. 凡是考虑这一扩散损失，反映到达出口谴艘C 的 RaA 子体比份的修正因子.

部分 Fr 值列子在 3:JJ •它是班变室撑腰间距(即衰变室仨)L.&采样施速q 的函啦，官也与扩

散系黠D 相关.

事 2 毒室修正因子Z(t.T..T，>.

I. min 'r， .I币， 'f'.. 翩翩 z

5 s I. 事72

s 1 15 2.597

5 :10 :1.411
圄

5 100 6.3U

10 s 2. :1 12

10 15 :I.鹰。1

10 3D 5.425

10 100 11.06且

15 6 2.656

15 15 4.614

IS 30 7.070

,s 100 15.2匾'

'5 0.5 30.5 7.55Z

15 。.5 60.5 1%.003

30 30 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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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3S

" 也.5 30. 5 1:.3U

30 0. 5 ‘0. 5 :0. 510

so 31 20儿 :10

一
‘自 ‘ E 11. ‘ 91

‘自 也.5 30.5 主由.‘3:

‘自 0. 5 ‘0.5 3~. I'~

撞， k
果得停止

、，

t
才
。 T.
~ y

...民佳时间 ·计e时间

{由来椰(~-测量也}

ETF

采椰时间

寝'扩撞撞失修正因子F，(~ = II D 1./q)

~ F, , p,

。. OilS 。..71 。.25 。.4:0

-•-
。.OOK 0.IU9 。.30 。· 3A~

?一

。.01 O..:u 0.15 。.:U9

。.0: 0.77且 0.40 。· :\:~

。.0:\ 0. 7'7 0.45 O. :\O~

一
O.O~ 。. 7n~ 。. SO 。· Z且2

。. OS O. ';711 。.60 O. Z·III

。.06 O. 65~ 0.70 。· :!::!O

。.07 。. 6~J 。.110 。.1 :1 7

。.011 O. I) I~ 0.9(' l...17且

。.09 0.596 1.00 O. 16~

。.10 O. SilO I. SO 0.110

0.12 0.551 2.00 。· OR~

0.14 0.525 2. SO 0.061

0.16 0.502 3.00 。.056

0.1冉 0.4111 ~. 00 O. Ol~

0.20 0.462 5.00 。.0:\:\

~-3. U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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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过撞撞事Z

本工作适定双层埠'挂到来测定所用毒厦的过撞放事.取两张质量厚度相近的出口鹰

..重叠在一起.氧氢于体来样后.翻出第一层相第二层埠.在同一时间间隔内的计ft.，相

句，因

(3)

t.5 自雹耻票'量，

本工作量用英国植酣防妒标准注:-.I.J进行踵醺对α缸子的自吸收最重，实验嚣定

, 2C,=
ZC. + Cz - C)

式中，ι飞一一于体来佯后等待 30 min 的 U 踵射性计缸

C1 一一试样反面的 α放射性计数

C， 一一用一张未果样的、同型号、睡量厚度比程撞近的撑腰.W盖采悻瞟正面后的 α

融射性计数

茬 4 列出了 Q =35 L· min-'.LXGL- IS-I 擅艘2:./1值的酒量结果.

寝 C' L.J割定僵

C,. _. C: c. -.
~ , x it

40 s

213 IgO IS:! 0.191 (/-35ι'n‘白'

:! 207 166 I:U SI 。.glO 。.9:!0 C~民且... 4S/.0.

3 IllS IS7 13g 。.940

4 \115 ISO \011 。.1110

s IU 1:!6 109 53 。.no 。.;' ~a

‘ 1211 103 119 。.9~2

,.. ~I fit 0.910 。.919

4. • 能遭修正园子 S

鉴于迄今还设有氧氢子体标准谭可供使用，探测烛率 E 选用ntpu( B. (MeV) = 5. 155" ,

73. 3Va .5. 1-129 , 15. I Va)进行调整.而氧予体{ι(MeV)=6. OOJ7. 69】氢子体 ( B. (陆V】=

7.8 1)发财的 a 粒子与l"PU 不同，这导 itE=O. .f O 的偏离.能 i自修正因于 S 对此加以修正.

先用n·Pu( ~ 30 mm)而I!将慌测敢拿 E调至 O. .f 0，此时.对应的多遭分析嚣 it敬下周遭

为 6.改用 φ30mm 氧缸子体现，调目 :~;t在 4 的在际慌 i喇玫率 E' • 蜘l

...,
$=亏， 8=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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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列袭 S.S的平均值为 1.01.

.5 8~固定值

-,.. (. 30 _) (E - 0. 40) a量('f体.(.34_) s
Nt

ilA-itt 0. 4Ulil. 逝"位 ilfA. ita 也 40.ita 窍'事位 P (I':' IE)

E B931 31", 3‘ 4 ION:! ass‘ SU 。_"I!l UI5

2 ISη!S IWIO 2S4 IS:!" 1:!!I7 saa O...!‘ 1.06

3 1!l:!7!S 153!l10 挡' 嚣!l:! 2.f!l:! SI阜 0, "30 1.01

4 自!l%7:!5 153!l10 :64 ....‘' 3aS7 511 。...3.: l.OI

f' t!J fif 1.07

"阳(430 m副-II阜 311-

t.7 露头几何国子υ

景样a!腰实际为~60mm的均匀面放射霞.刽备均匀的φ60 mm '''PII 面寄!!!ti~植大.而

且也不是必需的.为此，适用φ30 mm u.Pu参考噩调整黯洒趣事 ι由此导璋的系捷民主用

Q修正.

用 φ30 mm
2Jf
Pu霞将探头的探测放事 E 调至 0. -1 0 左右.此时，对应的多迫分析器计散

下间道为 d.l1j 1lJ ~ 60 mm 的Z:"PII 面挥洒出对应el i{!闰曲的实际缸测'过字晶.属i

SJ= 号 (6 】

测定结果列于在6.U的平均值为 0.78.

•• IJ:i:凡甸园子Q到定

IT ‘#
"'Pu ll

击.c" it. 1".11，阂晶计. '1:司(.ili.) R u

I:l-Ja(， ~Omm) 3~%OI 31SA3 400 。.403 ~
16- IOl.SOmm) :1 1%5 1!I!lJ 300 。. JI .. 。.111

to' 重为沉陪修正因子η

班回于4·虑班变京内.氧于体位于在III 入口擅跚if:/: 口擅腊的渡越;1:院I fI .1 1I F n 身的

踵量受重力If;响，而导量的i元降于装变重壁的损失所进行的修正.本挂计中.rvul:夜变室

内的运动方向，与It力在一条直缉上.因而可取 σ= 1(见 3.5 节】.

5 灵敏度与固有误差

5.1 翼敏厦

按文献[7J，仪器的。i~l~ x 梆1 1"/于本;眩i ," 'Hi;lit偏 l1. 阿的日·t. 所(of吨的的 q-t ft ;lil~ .为

i集仪器的陈侧的尉小拙 lurt. t，占厦.取 it:仪器的死攸 IfH95X 目的喷).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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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 = 2 f¥
式中.t..一一本底测量时间 z

向一一本底计敢.

把 Xo 代入式 (1) .考虑到获得最高灵敏度时推荐的工作参敢为 z取样时间 to =1 酌，呆样班量

Q=40L. min-I.计数时间T1 =0. 5min、 Tz =60.5 min.t'.及本仪器的本底限值比~18 计

数，也 =1 h，则相应的灵敏度(测氧榷度)为1. 4llq' m-s•

表 7 列出了本仪器 E = 0.10 时，无嘘膜与有植膜的本底计数比与叭值，以及相应的实

酣灵敏度值.

w. 与仇实验值

陆 灵敏JJt iQ it指标
项日

1 2 3 4 5 6 平均 8Q' m 年， llQ 'm-'

...计数 /b 8 8 Ie 2 8 12 8

.... .n敷/b 11 10 12 10 14 13 12 0.9 1. 4

表 7

5.2 固有误是

本实验选用氧气脱出效果较好的液体mRa~装成的标准浓度氧产生ZSLit1.产生器提供

虱浓度 C， 已知的标准氧气，

将标准产生器提供的，具有约定真值浓度α 的标准氧气输给町618 绝对法测截仪.然

后进行采样、等待、汁散，最后得it数 Xo • 由公式UHt算出被测气体的氧浓度Ci.则

1=乌乌 lω (7)

gd'ZEZK

主通风口
标准浓度氯产生部

C,

11

测定盯 648 固有误差的实验装置框图

即为所求之固有误差.实验结果列于表 8. 由表可见，该误差值小于 20%.

图 2



厅 tell 绝对到氯固有退缝测定

氯雄皮的 氧浓度. 8q' m- I 固有 11 差.~

陪
约定真值 空气l~~ 加氧计Il 氧净计披

c.. x. x. x 托马斯 a·S.D· ,·r 托马斯 la. s· SJ • 1" E
8q. m-I

公式
E修正

修正 公式
E修正 修正

1 166.24 60 216 156 135 147 180 一 18.8 一 11.7 -8.5

2 166.24 38 215 180 156 169 210 -1i.3 +1.9 +25.0

3 166.24 14 221 147 124 J35 165 -25.4 -19 -0.5

4 166.24 3~ 185 155 131 149 119 一 17.6 -10 +7.8

5 J66.24 17 165 148 128 139 110 -23. 0 -16 +2.9

固有误差算水平均值 -18.2 -il.O +0.8

寝，

空气氛浓度24 小时监测6

用本仪器对北京东郊地区夏季室外环境进行 2<1小时空气氧浓度测量，测得的氧浓度挂

。

74·hv"

io-x
z

剧?
挺自 E
W
20

5

|飞

民

4

3

2

v

15

10

5

2421
时间， h

1815

〈中午〉

963。

北京地区空气氯浓度变化曲线

小时的平均值变化规律示于因 3. 虚线表示空气氧地度的日平均值y， =8. 5Dq· m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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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丸时至下午四时空气中氧浓度较低，其平均浓度约为 5.6Bq • m-s • 一天内，空气中

氧浓度的最低值出现在中午十二时至二时左右.此时氧浓度可低至-3.7Bq • m-I •

最高浓度出现在午夜一时至撞晨五时，最高值可达 18.5Bq • m-I • 一昼夜内氧榷度变化

达 5倍左右.

嚷' 童外空气Il浓度

地区

北京

石家庄

张家口

秦皇岛

氨浓度. Bq. m-I

8. 5

8. 5

7.7

8.2

来摞

本工作

[13J

本工作所测得北京东部地区室外氧浓度按小时的平均值变化规律具有典型的"马鞍形"

恃征，与国外[12]、国内[13]所湖之结果相吻合.

本工作所测之日平均值为8.5Bq • m-I •与文献[13J所测之石家庄、张家口与秦皇岛地

区空气氧浓度平均值的对比刊于表 9. 结果表明北京地区空气氧浓度属典型陆地环境值.

7 结论

(1)根据托马斯双嘘膜法测氧放度公式，研制成功 FT 618 型绝对法测氧仪商品仪器.该

仪器适用于典型大气环境(-3. 7Bq • m•) .与其它测氧仪不同的是，它摆脱了测氧仪必须

用气体放射tw.刻度的传统程序.

(2)将托马斯公式应用于低氧浓度环境下处理实验结果时，观测到明显的系统误盖.将

能i曾修正因于S ，探头几何困子!J，自吸收回子儿过撞放率Z及重力沉降修正因子G 引入托

马斯公式后，得到改进的托马斯公式，从而消除了系统误差.

(3)确定了 S. !J，βJ 与 G 的测定方法.

(-1)用盯 618 绝对法测氧仪测定了空气中氧浓度的昼夜连结变化规律.

马连江、张恩山、王金玉、醉阳中、肖于云、孟庆宝、组桂生及黄继玲参加了本仪器的研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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