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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测量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

李旭

〈北京被仪器厂〉

摘要

介绍了用"以陀)-y 符合法绝对测量放射性活度的阳1932 型

符合测量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它可供计量实验室建立放射性活度

基准设备用，也可用于核科学研究和工程中核衰变率的绝对测量.采

用了数字化方法控制系统死时间和符合分辨时间，精确度可达土

2ns. 用国际标准化的 GPm 接口系统技术进行数据采集与通讯，稳定

可靠地实现了在线数据处理.与仪器有关的因素对测量精确度的影

响能在士0.02%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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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SYSTEM

FOR COINCIDENCE MEASUREMENTS

(1JaC/ri;帽se)

L! Xu

(Beijing Nucl但rln~u~n， Factory)

ABSTRACT

An instrument has been designed for the absolute measurement of radioactivity

with 4~(PC)-ycoincidence. The instrument 也n be used 也 a standard <levi臼 for the

ram田.ctivity measurement in metrology laboratories. Also it can be used in the nuclear

ICjence and cngin白ring r，笛eareh for absolute measurement of nuclear decay rate. The

ω，nirolof 由e system dead time and coincidr.rlce resolving time is digitized. The preci

si∞ can r国ch 土2 0$. For data acqui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normali7.ing GPIB

interfa臼 system technique is adopted. The measuring error caused by this instrument

itself 饵n be better than 士 0.02%.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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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盲

撞'量量虞悻为撞'挚的-个基本量.真量值的篝-具有重要..st.画..肇事曲

ytf舍髓量，量，由于冀'圃'量..量、噩..画、量用富国广.且 P.I.Om，'.五+年代

....-齿'舍囊.a章.-.矗草"量噩噩矗踵的基本方It.三+年辈鲁田叶量宴.童

的蜀.矗幢幢备儿经重..ft.窿..量步·寓，越来踵，的宴匾童应用诗篝辄矗宿在蝇量

'肇事'4.

.肉鲁计量宴.童，景..r的 FHII05噩 4"y符合回量疆置.孚囊'悻霹….

元在蝠"矗罩II..跚跚了噩噩it量工悻水平的疆高.量撞可剧在膏.fiEII简单的篝

口电'与计算.相量.但量由于厚囊量不是撞..钮'革幢幢诗的，局'性植大.

a的晕用先蠢的..他回武钮'矗篝撞术...TFH193! 噩符合副噩噩.J晨'与噩

噩罩篝，可'跑宴现了在蝇"显疆.寞中，景用回酝樨疆的 GPIB撞口罩撞撞术。.4)量霄'

息".OPIB撞口撞术量也并菁、字节'有的鼻步矗讯的可雹擅钮'撞口罩幢.具有'且骨

'可'、厦酷性与量应量噩、组噩噩.方便等优矗，在回武钮'申巳占主导地位.霞钮'已开

蛐晕用，也撞口技术，并有撞量定为 NDI 惊醒的童宇单蝇的.势.键的还景用量字化方撞撞

倒矗篝亮时问和精舍分'时间，使真精·度和重复筐里著提高.

1 系统设计方案

罩篝方擅圈"田 E 厨示.

』爵王_ _J

~511

fTEPa

回 I ..方檀圄

'



1. 1 .，，(PC)-y 篝合理量霞头

为了.高篝副董事相置唤排品方便.8遭晕用植气式"正比计.雷.计量管量扁平盒

露......*露RY IIOX IωX49ma1.中心·佳量..1I11III.阳植噩噩，5~肇雄盒鹊

量，害最佳度日恒圃，至回恒E离为 11_. 为筐'内电植均匀，计撞'应内姐有盟"…

正电a.it霞'工悻停息量醺阳霞量方向的圃桂露.计量'上、下半室之间的...运量..

..量庭的得晶时环外径，阳圃，向佳.241111D.为了提高自帽、自尘辄就于提佳筐，计缸雷

高压..配部分尊擅窜封.与菌置量大量-坦章'计霞'进行安肇.

Y量用φ75X7抽血陆I(T!)晶体和GDB-76F壳电倍蜡曹组虚间蜂露头.两个问篝露头

卦置于"正比计量'商蠕.

'个符合摄主·置于幅环量8曲帽室内.计量w.晶体部佳的幢房矗层厚7阳圃，真金部

分锢'噩层厚S阳m.

1.2 电子，但S

bjE比计壶'由连锺可谓的阳I033A高压电霞俱结偏压.真输出信号是以小吭'时

间审量的电班方式工悻的阳I04!B前置戴大蟹和阳I043A放大量鼓大并转换为电医院附

髓.tJ.这是专为配合4.计量管工作世计的.为提高抗过慧能力，备就大环篝加了限革电路，

回事踵小恢复时间.为了蜡小堕剧输出信号定时的幅度蹄动以求系捷可用小持合分"时间，

遭用了矗用的阳I007A 前沿定时单遭分析嚣囊团信号.

两个闪烁探头曲同台阳I034A 高压电嚣分别供给高压，其输出信号经阳IOl8A 提合

嚣相拥.为孽颐系统亮时间小和能il测量的要求，选用FHIOOIA戴大嚣作y 遭植大，远挥凰

露时间窜撞在mall 挡. Y 遭也来用阳I007A 定时单遵分析嚣.在世分方式节工作来远鼻适

合测量条件的金幢幢进行回量.

且两个单遭分析嚣输出的置帽臆忡经FHI098A数控时间·符合单元进行死时间与符合

卦'时间控制，然后进行符合选择，输出自遭J道和符合道理"脆，中.这个单元是专门针对

符合揭量研割的.为擅高精确度和重复性井便于计算机控制，来用了鼓字ft技术.根据两遭

分到回置的各时间值，通过'计20MHz百英晶体撮蕾嚣时钟~冲来控制死时间、符合卦'

时间和噩退时间间隔.遁置值步进5缸s.控制范围 O. 050-79. 9J.&s.亮时间控制为非矿厦型

的.此尊元还备有简单的GPlB撞口电酶，必要时，可用于自计算机选置控制值.

为了防止靠自供电网路的干扰，经具有一定抗干扰能力的交班毒压'结革提供电.

1.3 .揭果篝

当时根据现实条件，选用了配M-3 型徽型计算机，内存为UK.两个 B 英寸敏章瞿动

..CP/M2.2撮作系统.景用国际标准的GPlB接口系统技术传输馆息.为此，费们研制了

阳JJZ6A四酶计数'相阳1128A II GPlB控制嚣.
凹t l1!6A是-个带GPlB撞口的圃.叶.嚣，可以手动操作，单强使用或几个计缸'联

动使用，也可由计算机指令控制.啻四酶备八位{十避制般).最高计Ik率可达2SMH~，具有

寇时、窟数'置功能，还可预置手动测量帽环~撞.通讯撞口由Z80A 相 OPlB专用篝口电路

82elA.等组成.撞口功酶布18HI ， AHl ，TS，L.f，SRl.RL2，町J , DCI ， ppo ，eo. 计算机撞来的

指令.谭码屠遭迫并行撞口电 118255 控制汁It电路.

FJUJ28A 是与 SCM-3 型融计算机相配的 OPIB 控制嚣，由 GPIB 专用接口电酶 82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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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饵au. III:.司I...筒..于霉".胃'帽'章篝JI..倩矗.在钮..恒.It黯

噩噩..篝口'‘有AIII.SIII.L4.霄.saO.aLO.配o.町O.....CI.C2.C3.C4.C27.

Rll1l1A回.计量'在计算幌矗量。，，.撞帽.ad:曲..T量...矗悍'晕..

...骨"回遣'量Mit时囔童量矗件时.向计算Dill...膏«.在计算...节，骨

.n晕.曲..儒.蜡骨算..
在宴..量申.为命疆董幡回量时回.在回·田童中景....回量..悻者幢λ膏曼

'量"噩噩事后.撞'睛'霉的篝甜'应..量篝舍量计量量骨噩噩回量.黯-个'矗'

五..量.a噩噩青平坷'篝曲曲III事鹏最行".肇事.置'魔窍15"_蕃宿舍，曲'窜缸

..，噩噩行摒圃，并再平均.".是罩.tA离'量'撞田'矗JI曲鼻窜骨'叉'民置篝叶'噩噩

*.
I.t ..是'
..晕噩噩忻对不同植章.撞撞停着量定曲方量娃疆的.撞来温.对..董寰的篝章，

，.....z量.Jt无蓝蓝撞量行幢，缸'正的..囊董幢章，圃it事外撞撞.对于蝇'囊

寰胃元ff_y.财噩噩'事..支佳丽不..噩噩行捋啻翻量的撞..11董事示.a.

曹先对-个停晶《植'噩噩》噩-个悍晶的-个宴撞点《肇事外撞撞，不同'副董事亨测

量矗).a回量蜡阜量凋鼻娃理盾的平均值用臼..佣金式·量行与缸"量菁英曲.jf

计算，并非UITo.ty .jElI子，寒'懂得晶的监耐性活aN.
N. - N,N.,IN. (I)

N. - [N''/(J - N'.T.») -崎 (2)

风 - [N' ,/<I- N'Tτ，») -II, (3)

N'. - B. - 2T.,,;'..1II', (4), - [I ~ T,(N'. + N' ，)]口- N'.T, - (N', - .v'.)T, - (N'. -li'，)τ'.]

‘ - N.IN, .. - ~V.IN. (5)

式中 N'..N'，.N'.分嗣为现目的，避、y遭相符合遭计数事， N.. .v，.N. 分剧为是

本鹰.亮时间、偶撞符合各项修正的相应的计撞事， B..B，.B. 分剧为'遭.y遭相持舍遭本

庵计It事，T.. T，分剧为'遭、y遭的亮时间，T，履 T. 帽 T.，中段小者川，为符合分'时间，

1'.为y遭相对于'遭的噩运时间.8遭臆呻超前时为正，'.内分到为'遭J遭黯回撞事.

中同处理依不同方法商鼻.对篱，鼓棒，接下式进行撞_It修正..UI1.个挥晶曲比撞

耐性眉.....

伊 N.州+气'e.叶产-f+eω1

式中W为悍晶重量.IJ 为内转换霸世.IIr为'计It管对y射线的饵割锺事.1-为'计"对

肉"换电子的摞跚雄事.I. 为 y-y符合几事.

对.阜外搞棒，在-个椰晶用外囔收捷搜查帽副雄事商僻的全部实撞点回宪并遭行钮

..巅'正之后接立.(5]散李模型选行多项式掘舍.先由宴幢幢列出使姐舍偏量矗小的

缉佳方理露It应躏足的正鲤方瞿.黯后用经噩简单相关噩噩精化为标准化正想方8tll •用理

步回归分析aa垣阵变换匍此方理求'多项式各项事It..个实黯点与割舍值之量题越捆

·."....a.. jJ .>10",".81D α限公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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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1量与...回民噩噩主瞿《量笛厦15")时.踵'旨"富于Ii.l....舍酣院章.it..者.

量与曲事缸矗胃柿'章用.a佳酣a撞F植计量拥军.矗后束'章'事晶的比'配耐住量aA..

黯肇事示噩噩，与董事外撞撞'同处理事..舍霞的靡'量噩噩.'1/ ..再用""f it徊.示

幢幢章"贯..事"回悍晶的比撞幢幢幢 aA.

• - Ui.-AJ!T.)/JI (7)

武申A.."'.，旨在篝副悍晶申'λ的已'也撞酣量噩噩租重量.

矗后，对盒"矗量青平均.ft.昼理.ft.饵撞Gr呻幢幢圄..笛度为筒'‘-

2 软件

.个."量疆"田Z厨示.芭矗翩翩SICIO画富'割的.囊'售量计撞事蝇:9J1T量庄

宴.童翼量，聋的'耍，霞置了在蜡景'、.盘输入、披露娃疆、IT印、撞章、...霞、圃障

哥哥fl.. 由于BOιsa.肉害'量小，最用了理'幢快蜡掏.量.tt支ft..武警入噩量，候

...帽II. 用嚣'非宴...幡式t填空方式人幌对话，固3 相圃..~踊蜡出了撞'噩噩

在缉晕"缸'叠'胃个寝菌尊的'缺曲筒要aft回.在备.换中，世置了侄子翼嚣使用'

必要的幢幢功锺.

A

l.!'i

回 2 暴徒'序..11

'



回 J ..缸'量在鹰..!II拽..因

,



蜡冒雪t; ..C

回 4 ..戴埠..ttJl儒鳞.tllI

3 实验结果

1. 1 .'气式 4.骨"坪精健 用气:0....甲镜气体目曲的坪'辑细田 s 所示.Jf区

在 2750-31伺V.却解为 O. JS,,/JOOV.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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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遭幢噩骨..和事辑幢 回 6.1 分别为甜甜的 I~Cs何UCo y幢谓.能量舟'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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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蟹'嗣吨.....可盐幡~霄'‘.'y遭到-eo金..嗣..肇事可盐.0".

s...事鹰精.. .矗嗣画lilt....阜霍If.在相对"."(3I'C)环撞中无·电

咧篝揭.骨..Il:于篝量·良If.在埠医..本庵计肇事为o.5c".T董事吨~盒Mil曲

事鹰峙'事~s.--.田'a.MT本庵..凰圃胃'血事鹰钳最主要拿.~.警告遭本摩

骨'事为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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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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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圃'为两个不同频率的序列臆冲相加后通过亮时间控制单元的计数事..与 .I~' 的关

系曲缉. .1 为其一频率. ~.为亮时间.结果襄明死时间控制是非扩展型的.系统死时间有敢

撞倒抱回为 2-8阳s.步进 O.05liS.在死时间为 3国和 3伽s 下连续工作恤，测量亮时间控制

a定性，结果单~测量值的标准偏量小于土2ns.

、、 『属型
J

圃'撞撞死时间控制类型的.，- II' J '1'.，曲线

3.6 符合份"时间 送到符合电酶的自道和 y遵信号脉冲的前、后措都小于 8ns. 用时幅

变换技术测量了阳1098A 披挂时间·符合单元提供的时间信息，所得80Co 源信号的 B 道与 y

遭惰号的相对延迟时间分布离散情况如图 10 所示，该分布基部约为 0.45闷.测得的8OCo源

倍号延迟符合曲线如固 11 所示.可见，符合分辨时间为 0.45μs 时，已无符合计数丢失.用序

列B冲倍号偶然符合法测量了符合分辩时间.符合分辩时间有敢控制范围为 0.5-38闷.在

lua 下测量了连罐工作 8 小时的符合分辩时间控制稳定性.单在测量值的标准偏差小于士

号01.

、

事，蝇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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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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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10 It遭与 y遭倩号栩对延迟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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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1 延迟符合曲线

3.1 钟时 用准确度为 5XIO·T的 7 位鼓字频事计测量计时准确度，结果好于 2Xl俨-

3.8 it撞襄撞撞定性 仪嚣连续工作人小时，回量同一lOCO 样晶，每隔半小时测量一眩，

所得各遭计敷率及样品放射性活度No 的题定性如表l 所示.

寝 1 各遭it融及 N ， 的稳定性测试结果

计.事平均值.r' .lf11k也相对标准偏12 .lf1lt但统计谋12

N. 10581.45 土 0.090" 土0.044"

N. 1101.41 土0.245" 土0.134"

N. 1174.41 土0.323" 士。. 143"

N , 12曲67.14 士。.042" 士。. 063""

*a" -[(2 ,...-"- '.+1>/ N" Jill计算的

3.9 撇据果集与情输 本系挠的It据来集与传输经多民*时间考棒，实验褒明宫是稳定

可靠的.用HP9836型徽机和HP59401A型母缉分析仪考核囊明t指令与戴据传输可事，符合

OPIB标准规范. .2 到量....

俱11来自E ttJ'J公式 iiJM‘
JE时向 N ,M,/(I- N.T ,) 0.002

符合分"时网 N_f1T,/H ,T, 0.004

*-计.麟' ( D./ OIIJ/ , ,N , 。.007

计 时 ~/I 0.0002

.1.10 副量精确鹰 蜡合上述结果，以lOCo样品为例，在 N 0-104阳 • 1'，-3~ ， τ ，-1阔，计

12



量时同， -1000s时.仪器国最引起的放射性活E测量最盖细襄2所示，与仪'有关的回章对

田量嘀嘀度的事响能在土0.02"以内.

4 结语

(1) 撞工业披射性计量中心用本系统建成舷耐性活皮革准设备.对本系统的佳能进行

测试，蜂拥了与上述结果一嚣的结果.1987年用此设备与美国国东标准局(NBS)比对"臼檀

章.与中固计量科学研究院辐射实黯童比X;J'"臼模最.结果分别在土0.15"和土0.03"以

内相符合.经两年对同一批"Co槽擅跟踪酣量所得到比放射性活度值重复性好于土0.16"

〈冥中主要误差来自葡醺悻品制备).

(2) 宴'量结果和实用情况褒明，但遭由潮与抗干扰措施是有效的，系统最小死时间和

符合分'时间幢小，数字化控制系统亮时间和符合分辨时间的精确度高，可有敢地降低诞

整.本系统能满足高水平的放射性活度计量的要求.

(3) 本系统来用GPlB标准，易于扩展功能.若有需要，可进一步扩展功能和提高佳

能.本系统主机部分也可与-t1l(PPC)-y符合探头或-tn(LS】-y 符合探头配合使用.

(-t) 本系统中经GP1B标准接口系统传输指令和敷据迅速可靠，组建系统方便、员话，

适合NIM 系统工作.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发系列智能ft NlM!GPlB仪辑，员活组成自动化核

测试仪嚣系统，这是核仪器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在系统的研制过程中，吴锦勋完成了防潮密封实验工作.郭华、李玉锦参加了四路汁数

嚣Ii交班穗压电雷部分的工作.张泰茧、徐永睡、陈世普等完成了符合探头和操作台的机械

结构设计.晴以壳、最精盔、扯鸪菁、李小弟、宋连有、王苗、部丽君等在工作中结予很多市助.

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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