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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40 K 的 y 辐射无损探测鞭炮

iJJ南骸刘兰华想志宏王德明

〈核工业第五研究设计院，郑州〉

摘要

本文介绍了无损探测烟花、鞭炮等黑色火药的原理与方法，叙述

了仪器的性能和框图。可探测鞭炮数量的下限为 lkg. 探测叶间为 10

S，误判率小于 15% 。测量方法简便，容易掌握，在火车站、汽车站和码

头均可使用.



A METHOD OF USINGγ-RAY SPECTRUM

OF uK TO DETECT FIRECRACKERS
(In CI脑也se)

Liu Nangai Liu Lanhua

Hu Zhihong Wang Deming

(THE FIFrH RFSEARα-I AND DFSIGN INSTITUTE

OF NUCLEAR INDUSTRY .ZHENGZHOU)

ABSTRACT

A non-destructive method using 40)( and bismuth germanite scintillator tu deh:ct

black gunpowder in firecrackers is introduced. The block diagram and performanceυf

detecting instrument are also presented. The minimum detectable weight of firecracker is

lkg and detecting time is 10 seconds. The false discrimination rate is Ics.' than 15 %.
Th is me由od is simple and easy to manipulate. It can be used in railway ~tations.bus ter

minals and d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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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百

多年来，旅客乘坐火享、轮船携带鞭炮、烟花等黑色火药易爆物品，经常造成火灾和爆炸

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以致逢年过节运输部门要组织大量人力开包徨查.这

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往往引起监事不满.为此，研制了一神无损探测'炮等黑色火药的仪器，

官具有很高的经济放益与社会效益.我们研制的鞭炮仪.体极小、轻便、性能稳定可靠.对于

lkS 鞭炮，测量时间为 10 s，误报率小于 15%. 实验室条件下误报率为 10%.

1. 测量方法

费国生产的许多鞭炮中，硝酸僻的含量约占 68% , Ikg 鞭炮中藏射性同位素<O K 的含量

约为 4XIO- 3g. 每秒钟约有 200 个 γ 射线放射出来.图 l 是.. K 的 y 射线能i曹.4G K at 出能

量为I. 46MeV 的特征 y 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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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I "炮中.OK 的能谱

由于鞭炮中僻的含量很少.所以 I. -1 6Mc:V y 射线的强度很弱，因此用常规的只 i则全能

峰的方法，放射性境计涨藩很大.这样无法分辨 Ikg 的鞭炮是否存在.误报率很高。

为此.对他i曾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当有鞭炮时，除了全能峰有明显的贡献 +-1-. 其他能量民

也有贡献.只要能量区间选得合适，测量抽 K 所放出的 y 射线强度，即可以检查出鞭炮。而且

误报率明显下降 a

2. 实验条件选择

2.1 闪烁晶体的选镰

对于高能 y 射线，宜采用储酸锵(000)晶体，其探测效率比硕化俐(Nal)晶体商.固 2 表

示 38 mm BOO 和 Nal 问烁器报高峰值钱率与 y 射线能量的关系，我们分别 x't n.; U ， '~:('s.

MCO , .oK 用两种晶体作 TM比测量.敬据表示在表 I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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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i 脏。和~(n)品"篝蜀撞*比.

锁'
YII...

晶体

全..画 IlGO ''1 Nat

(MeV) ..汁.瓢 '凰"叙事之比

BGO( • "OX 40) %7191 11\ /10 •
1"'lJ 。.1.5 l. 20

Nal(n)( ~"4X 4‘> 23342抹角o.

BGO 11%71% Ik/l 0 •
I.e. 。.11 3.91

NaJ %1315 1:/1 Oa

BGO 1771' 1:/'0 •
""co 1.33 5.00

NaJ 岱54 11\ /10.

BG。 214' 11\/3ω ，
'配 1.41 4. 匾。

Nal .451 庶几00.

自衰 I 可见.随着 y 射线能量的增大，000 与 Nal 晶体探测效率之比也加大.因此.挥

洒.~用 860 晶体较好. b}O 晶体不怕躏踵，封装简单.关于晶体尺寸的选捧.不一定越大

越好.主要考虑、信号的信/喂比要大一些，价倍要适当{晶体尺寸越大.价格越南).我们的鞭

炮仪的晶体尺寸为 φsox 40.是 1989 年 5 月份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提供的.性能很好.

2.2 幢量区闹选择

从固 I 可见.在低能区.0 K 也有贡献.表2 表示了不同能量区间it敬率的贡献.当u鞭

炮时，全能峰的贡献每秒钟只比本底多-it敬.当能量区间远在1 -1 2~1738 keV 之间.每秒

钟比本底多8 个计数.由于大大提高了it敬率.从而降低了惺搬率.困3 是氓报事与能量民

间关系.

寝 2 不闰能量E阁计癫.的贡献

·量区阳]
JII量对象

计.事 it舷事 计II:之鑫

(I<eV) E欢 /1000 川 <lk/.) <lkl I)

本底 13014 13
1249-1138

I I<且'炮 14032 14

本鹿 15130 IS
142-249 3

I I<I 幢炮 18317 18

本底 40818 41
142-724 6

I I<I 明自炮 41273 47

...底 53152 54
147.-17311 R

Ikl 幢炮 61538 62

loot 38mm B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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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8mm 000 刷刷闪烁揭肉'也ft1

徽.与 v 射线能量的关系

2.3 ..禽件选择

从宴验可知，空间存在大量的.D K. 它们主要来自建筑材料，比佣水泥等.为了威小;小;11庄

的干扰，不但探头幡要很好屏蔽，而且在探头前面放鞭炮的空间也需理砸自1屏蔽. '1 (U放
地屏蔽探头前面空间的本底，把铅屏作成 L 型，佣固 4 所示，从实验 tiJ 知.智lIJf般!，;自 (J "'1· 虎

口f选有 25~30m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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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诅撞事与摞头E离、篝讨矗藩关擎的章"

宴'童中发现.模报率与挥头距离、植汁II薄的关系'记决于自霉头的TIf.敲lL问条件.气儿何

条件固定后.可以翻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曲线.甸回5 所示.当.炮I!f挺头的iE离增加!I·t. i~l

报率也随之精大.这是因为鞭炮中放前出的10 K '{射线进入露头的主体角屈求-毯 'J、自?结拙，

另外可以疆出.当距离小于 160mm.大于 130mm 时.误撞事小于 20%. 这!I·t C fit取1. 5 贝l

佳.尤其是当距离为 130mm 时.模报率均 10~. 但当II!离再蜡小时，民银r号:反而i增大.这蛙

由于攘头铅屏敲筒的直径末小.使一部分'炮所产生的 y 财主量不能进入黯头.

3 鞭炮仪样机试制

鞭炮坷的使用场地具盲特殊要求.所以仪器设计时警考虑使用方便、 flf &;. 'J、咛1轻州 .1引

6 是仪器方tri.囚.晶体来用 φ50X·10的回0 晶体，光电fff加管用 GDBII'" 句l骨 • ri 'J; 产'1:.

的信号经过放大以后.送入智能报警嚣.霄能报警嚣恶用啦，~饥.包恬i !- t: . (f fill . "l H-t .辛苦i

ft. 声if:报警&fI字显示荠功能.

在'1"- Jj fll J'_ 设置测量时间 (1-10' :0) .比蚓 t = 10!;.测量车底rC'句"‘ .n ， ..…. /I, • II:‘ pu 与

第-··.J'r lOs i咧量值 • fiI显示敬'j-:并存储在计算凯中.第二f、 10 !;柑 ill" zri .继续 (f :1.. "i 剖

1:' 10 个的盯 .::R q 的平均值

-II, + liz + …+帽"
II , = 10

仪器继续测量得 nil" 这时巾 1111取代，. ，.存储在计算饥巾.第-二 1、干的仔i: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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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唱E惟.得到

10

平均由言，的 (i储只保回蜒的·个平均值.呀!响最乎 f X:转模窄 i制愤鞭炮 '(i.if· 衍~Il'l l(i 人

r丁

的是 n， ;而描曹的确定为 n， + k 、，跑， .k (F I.¥.3 内附先设匮.测暨鞭炮的!I.t1hl I j if.1l1R 1~ II飞

跑.=
II，号.+…+'"

的时间4根相t创1 问 • i得!J .λ飞飞'， .λ.\'10 '…..川'..\λ凡飞

时 .1仪灾嚣发 l山1: 1声缸、光报警.报誓旦 f江后:耳 ttl续进行棚量.

4 结论

用无拘WI Ii法抽 i制"炮. jJ: 1;· 曹约 fi 人作 i:J:大量I: n: .fit III r rnu 字 m 内. N. f I -Y /'01: J.y
闸的价值"钊 HUff.的问团 'j在取微分测..扩大 fJ 蚀的能酷 H间，币;何旱 III 'l" t!叹 tIL处师 til

础，提高 it·勃的外僻能 h. 从 iM f..:.f..:.~低 n自拙字， upι栩 [;·1 接件.: F.H λ 灿I trt Ii 'i):的 i'，~ f日字

大于 20X ;r由j 现在的棚'力"lJ; .i要掘，拿 F降到 10%.

当然~-把币'炮f~满意地应m 董II现场.坯 Ii许多T你要傲 .lt栩栩 fur I{ 协I f.f俐们的qtttf年

于Uli:q~物品的肢~-H'1:特性，这种测量力'拉~1I叹，~;/.\; i!I Pi J'V, t易. 'j X yt: Hl tII lt. if: J{ ft ft~'.~



的.因为这柿圃量方法是自酣缉测量，不需要'于拥戴财霞.耐人撞离危害.另外与中子活比方

法相比.不但可人ti衡危害.面且价幅便宜.对于'炮植测.在世育更有缕的方法之前.这种

测量方法在大的车站、码头作为一种'炮植测手段是可行的.

.阳该项王作的还育北京槌仪器厂的许噩噩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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