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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eV 中子在大体积贫化铀球装置

中平均裂变数的实验测量

王大伦黎本葱王秀春

励义俊张少华何永武

〈西南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四川i)

摘要

在大体积贫化铀装置中，测量了一个 14MeV 中子与 238U 作用产

生的平均裂变数二一- p138U (R! )14=0.897士 o. 036 0 测量了 14MeV 中

子通量分布和贫化铀球中23SU 同位素的平均裂变数。在系列球中完

成了 p138U (Rft)值的测量。对于¢'600 球 ， p138u (R靠。 )=0.823 士 o. 041 0

贫化铀装置的密度 ρ= 18. 8gjcm3 ，总重 2.8t o



DETERMINATION OF AVERAGE FISSION FRACTION

PRODUCED BY l~ MeV NEUTRONS IN ASSE如mLIES

WITH LARGE VOLUME OF DEPLETED URANIUM

(In Chinese)

Wang Dalun Li Benci Wang Xiuchun

Li Yijun Zhang Shaohua He Yongwu

(SOUTHWEST INSTITUT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rRV ,SICHUAN)

ABSTRACT

The average fission fraction of 238U caused by 14 MeV neutrons in assembli田 with

large volume depleted uranium has been determined. The measured value of piJ8U

( R'!:r唰 )14 was O. 897士 O. 036. Measurements were also completed for neutron flux

distribution and average fi回on fraction of 2J5U isotope in depleted uranium sphere. Val

ues of pp8U (ll*阳OIl ) have been obtained by using a seri回 of uranium spher目. For a

sphere with ¢' 600 the pf38U ( Rtfo"'od ) is O. 823土 O. 011 ,the density of depleted uranium

assembly is 18. 8g/cmJ and total weight of a田mbly is about 2. 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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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一个 14MeV 中子，在黄化铀材料中与国U 作用产生的平均裂变数 d嗣(If! )It.是一个

对材料内在级中子能i曾很敏盛的思分量.在桂验初调整裂变能区内快中于参数.改善理论计

算精度方面，在聚变-裂变混合堆的研制中，伊田〈暗)It值愈加重要.为此，本实验室设计了

大体现贫化铀装置.完成了此值的实验测量LEI- 实验证明 :it"跚(居)..的实验测量而言，本

装置已是一个无限大贫化铀尊.

早在 60 年代初，英国核武器研究院 Weale 等人.在大体棋天然铀装置中{装置由天然铀

棒组成.平均密度为 16.3g/c时，总重 19.2t)做过此项实验.其结果为[2]: ，r剧 (R..).. =1.18

土 0.06.

70 年代后，为了在验快中于参璧初囊变搜变混合堆的概念设计，围绕Weale 实验，国内

外曾相继做过不少计算.计算值起伏很大[I-I].从中看到测准这个参数的重要性.

所谓对3IlI(R!)..值是z在无限大贫化铀球中心，发射一个HMeV瞟中子，中子在铀球内

经扩散，吸收，增殖作用后，由!JlU 产生的裂变反应总数.

设: N13lu(R!)"为 A个/s l -1MeV 中子和无限大铀璋作用后，由2JlU 产生的总裂变反应

蚊.则有=

n翩(R!).. = 1'/ 2栅 (R!)../A (I)

Nl31U (R!).. 不能直接测量.可通过测量铀球内2S1U 的裂变率分布I(即〉得到z

N13'哺)，.=叫:j:V川)sinOωdRω

当中子m!是各向同性时，曲式(I)和式(2)得 z

Awn'_
11'IU (暗).. =主子广R'J(R) dR (3)

n JO

R:中心点!v.到测量点距离.

川的 z当摞强为A 时，无限大铀球内R+ .dR 处 • .dB 球壳上，单位质量2捕U 在单位时间内

产生的裂变反应数.

为了测量，1S1U (R! )值，需要对以下3 个量做绝对侧量g

(I) 贫化铀球中绝对裂变率分布s

(2) HMeV 中子慨绝对强度s

(3) 探测器所含铀材料的绝对质量.

1 大体积贫化铀装置

大体积贫化铀装置由球体和桂体两部分组成.

1. 1 ~ 800 贫化铀球

非 600 蹲囱 7 层球壳组合成.球心处有一; 80 !v.腔.靶重置于摞腔内.与入射 D 束成 0· ，

15" .90· ， 135"方向上开有实验孔道.井有相应的铀事块与班配合.在 O·孔遭的对称方向上有

靶室的 D 束管道.在-1 5"孔逝的对称方向上有靶室的 α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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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层球壳可组成 7 个尺寸曲。某列璋z

~262.~362.;388. ;467.φ508 、世570.~00 •

1.2 φ400董化植柱'事

由 5 个 φ300X50 的铀圆饼和一个~.c OOX ~ 300X 200 的蛐筒组成一个φ400 的蛐柱

体.

这种柱体制~600的璋组合，就掏成了本实验的大体棋贫化蛐装置〈见固。.

就，f剧(R!)..的测量而言，此种大体权贫化铀辈置等放于无限大贫化蛐璋〈见附录A).

这样.;600 球和 5 个圆饼相组合..构成了5 个等放尺寸的系列璋z

90·孔遭 ;.;'.= ZOO~

一一「飞产 i

曾蕃晴 77才阶可rr-·J

W司醉、斗、~节护与'-t\I

一\Kt专~价1 :~ ~

堕主Pι远 Z33 1i
恼~-~ 步♀亏已蜿院毛主父l1.. .二

-一\/约伊扬扬Q卖3、
哇哇\ .ff，&7/..<"tf.O、、飞 !

D 喂入 ~1i ;:.J"....r.tlfrESiJ豆豆:m.\ l

τ二仁)鞍导我窍~··lA

•
图 1 无限大贫化flIllf裳E

; 700. ~ 800. ; 900. ; 1000. ~ 11 00

因此，可将因 1 所示的大体积贫化铀装置分匍 1此 12 个系列球.

装置中存在着两种主腔 z一是 ;80 雷.fl.由于在置是无限大球，所以 ~80 摞腔仅改变裂

变率分布形式，不影响 IIIJIU (R! ) 14 值的大小.二是把重的 D管道和 α 管道空腔.实验证明 z

此种空腔对裂变率分布的测量没有影响.

贫化铀装置的密度 :p=18.8土 O. Is/emJ • 装归巾心〈尊心}和靶心在士0.5mm 内重合.

实验中，用调解铀..块厚度的方法确定各测量点的位置.

2 实验测量

2.1 UMeV中于潭绝对强度

以 T-400卸速器提供的町中子作为14MeV 中于摞.

考虑到町中子强度和能量的角分布以90·对你.町中子能量的变化引起JJlU 裂变植面

的变化并不明显，并可认为是线性的.因此，以90'方向单位立体角的中于强度'在以何等敢

于各向同性单能中子源强度.



T-400 高臣使用 18恤，cV. 考虑 D 核能量在T 靶亮层中的损失，实际引起町反应的 D核

能量为 ι= ISOkeV. 因此.90·方向的中子能量为 E. = 14. 07McV.

在裂变*分布的测量中，已消除了 DO 本庭中子、靶重散射中子、出靶室 lk垣增噩中子、

大厅散射本庭中于的摩响.并果取了1e点归心措施{在靶点归心中，已使面霞等最于点嚣>.

所以，实际使用的町中子嚣已等放于成分单一租各向同性的尊能中子点霞.

用伴随植于法测量中子霞绝对强度;川1. 伴随植于法仅绘出靶上产生的中子强度.对入

射到恤璋内的潭中子强度.要考虑震中子出靶室的衰蜡.实验上测量了 14陆V 中子出靶童

寰蜡因子 : K =1-仰.032士0.002).

入射到抽球内的震中子绝对强度由下式结出 z

.4 = 4 11'若A侧Kω

式中儿一一半导体探测器回到的 ajt慰 s

比一一露测器对 T-Ti 靶〈芯靶〉所张的立体角

.4. (90·> 一一各向异性因于.

2.2 铀罐片罐层的绝对重量

用 g定量法结出铀幢片罐层的绝对质量.定量混量为z士 1%.贫化铀的定量系鼓~值.

由测量的同位寰宇度计算出.并在1集中子场下测量了此值.结果为z

实验值， .41 = 18. 10土 O. 14

计算值，.4.-=18.11 土 O. I J

铀幢片用电幢法在得.实验表明 g铀罐层的不均匀性和幢层内杂质成分对裂变挥测器的

it敬放率没有构成影响.

2.3 铀蹲内翻董事分布

使用小型平饭型变室[1O-nJ，固体径通探测器显辙镜读敬方法Us.a·]，固体径选火花自动

it敬嚣(15叫TJ完成了铀球内裂变率分布的测量，

所用挥测器的有关事敷列于表1.

寝 E 摞测踵使用，戴

NIUI 精'}榈树'非
.，Ui径 .居民' 裂}Wlt放事

(ern> 【晴/.mη <">

u. ,- 3J7.9 94.112土 0.7

U. J- 269.0 95.46士 0.6

裂变'同 U.5- ,24 423.11 93.07 土 0.11

U~ I- 2111.4 96.06 土 0.6

U..I- 194.5 96.63士。.6

阴体径.iUIIUIIi徽 tr化""."
.谴two也Im.lt> 撒精恼.11

,24 100-500 93.35士 1.0

火花 n 动汁... 货比锄.n

(10伽m 霞"II> 旅精帕.，\
,24 100-500 57.6士乱。

楝测器中的铀幢层代袭蕾袖球内，\R球壳巾相应那一部分尊面上的铀材鸭.为将帽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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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平面幢幢层转化为 R+ 皿处的部分球面.使用平均距离 E取代儿这里z

R= jRl+ ~rl (5)

式中 R 为在测器平面幢幢层至璋心距离s

，为平面蛐罐层的半径.

为消除型变室结掬材料和空腔:t;f裂变率分布测量的E响，使用俘获法~I'】测量了其~响

因于.

在大体钗黄ft蛐装置内，用黄ft铀相浓擅铀JR测器测量了型变率分布.用量代法做同位

章修正后，得2J·U 的裂变率分布.

将型变室置于蛐璋内各位置处，做裂变汁数测量.小型平植裂变室翻出的裂变哥片遭细

困 2 所示.

对测出的裂变计鼓经通量归一、盾量归一、靶点归心.坦率修正、出靶重庆级中子~响修

正、裂变室结构时科和空腔影响修正后，曲目量时间和幢幢层盾量转化为裂变..

将 I~m 厚的囊脂膜(下称信号膜〉租输罐片L.j211 几何条件相组合后，置于装置内各位

置处照射.照射后的信号膜经蚀娟、清洁、干燥处理后，进行醺放电.然后进行正式火花计敬.

对这种火花it量经通量归一、质量归一、信号膜厚度归一、蚀到厚度自一、死面~修正、放$

修正、靶点归心、出w!重~级中子修正后，转化为裂变率.

以 IO\41m 厚的囊脂履作为固体径选探测器〈显融镜读敬).以相信号膜同佯的方式照

射.照时后，经蚀到处理后，在显醺镜下读慰.将读出的..16 个视场中的裂变径选敷转U:成

与铀霞层面现相对应的搜查径迹般.然后经通量归一、质量归一、裂片展散射修正.放事修

正、靶点归心、出靶室吹皱中于影响修正后，接与裂变室测量相同的时间转化成型变率.

裂变率分布测量的结果如固3--5.

由于中于的增殖、使11SU 裂变率分布和R' 之租约在 R =17cm处达到峰值〈囤3). 由于

2J·U 裂变阔能位高，， ..MeV 中于裂变大于政级中子型变，因此，使2J·U 裂变率分布和III 之权

的峰值前移到撞近于.腔处〈固的.约在R=5cm 处达到峰值.贫it铀的型变率分布和III之

积约在 R =5. Scm 处达到峰值(囚的.这是由于nsu 同也童的影响所致.

2. C lCMeV 中子通量分布

使用UCu(n2n严Cu 旦出测量nCu 活性.预先在已知强厦的 I..MeV 中子源下，到度出 Q

值{在恃定的 it敢相照射条件下，每个 y 计舷相应的中子通量λ 由此得到 I..MeV 中子通量

分布.实验的用踊小二乘桂拟台，结出无限大贫 ft锦i蹲装置内 I..MeV 中子通量分布形式 g

III非..(Il) = 1".272Xe-a.,·n·X 10' (6)

此式是在中于四强度为 : A ="IIX7.613XIO· 的条件下得到的.

由 φ，.(R)和预先刻度出的因于 Dr =3. I03x 10'，结出装置内J"McV中子产生的裂变事

分布 E

J..(R) = Drφ，沃的 (7)

实验结果如固6.ft级中子的攫变率分布，是从总的型变..分布中扣除I -iMeV 中子的型

变率分布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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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000

阴阳，

e

田 s 无限大量'中贫他铀的蟹1t*分郁 回 6

,..... fll' (:7 r ‘. r闸'1("'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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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列璋的，:翩(Bah. 值

如上述，将大体棋贫比til摩装置分"成 12 个系列球.用小型平握搜查重画量系列璋的

11JJ由(8-).. 值.在 _600 璋中翻出的I·U 噩变事分布如困 7:

2.5

豆、~.

s二牛P

•Lti
f『L
i
i
J

一因 7 1J 600 贫铀If郭大体~贫自由寝置中DIll:裂变率分布

囤 7 表明 z在非 600 蛐球内.当半径 R 小于 180mm 时， φ600 球相无限大球中的裂变率

分布在测量误差内一致.在 ;600 抽球内其半径 R大于 180mm.φ600 球内的型变率分布〈和

无限大球内的型变率分布相比较〉下降.如果把厚 IZOmm 的球壳看且是 R 180 璋的反射层，

那么 .IZOmm 原相无限厚的反射层对 R 180 璋内-u 型变率分布的~响等娃.

这说明 z对 90'方向裂变率分布测量而言 .φ600 璋捆住体〈 φ400 位体)等放于篮球是合

理的.

系列球的实验结果同于茬 2.

寝 2 系列货ft锦躁的 ，r'" (RfJ ) I. 寞.值

R(口T.) 13. O~ I I. ω I~. 39 2且 3. ::5.39 2鼠" 30. OIl

.~(1)· Z.59 4.01 4. 3A 5.51 队" 6.97 7.40

。. 4S~ 0.601 。.660 0.731 。.7S1 0.796 0.1%3,p·'CR- )"
士 0.011 土 0.024 土 0.026 士 0.029 土 0.0:11 士。.632 土 0.041

R (em) 35.00 40. ω 45.00 SO.ω 55.00 4饵，

.~(.\) 1.112 10. 25 11.57 13.09 14.52 00

0.115:: 队 11711 O.III1S 0.11116 0.190 。.1197

11"" (R胃)"
土 O.OU 土0. 044 士。.044 士。.044 0.036 士 0.036

• .YO) c 垃仁'油耐用翩翩'阳-" r"'·~Jn"l f'l..

实验结果3

根据固 3、图 4、回 5、固 6 和式 (4)结出的 A =4"X8. J439Xl0气个Is) ，曲式(3)得到

，，(R...)..倪.实验值的误差来醺见附录二.

实验结果列于表3.

8



司Is ，.(ιh值的寞'量'‘果

'自五钩'人计算罐

"'("'>0. 亭~.缸 ....宴.锺

815%1 81131

，.-(a晶 h. 缸 '15金0.. ωt" I. II士0.. 06

,,(..),. 1.012士0..031

~(..).. 0...，7士0.. 0揭 1.13士0.. 0‘. 0.. ...31 0.1UG

"-(IrP),. 0.. 1量4土0. 035""

"'(...),. 0. t07士0.036 0.草'

"....(..),. 0.. liS立0.006 0.. 1%3 0. 1%%

• .槌舷实镜IU目的4占JJ缸.

表中: ，:嗣{时)..为一个 B陆V 中子在无限大天嚣蛐辈置中.由2·U 产生的平均噩变

鼓.

,1(P.!).. • ,r-t(R!) ,. • n蝇'(R!)..分剧为一个 I .e陆V 中子在无限大贫化铀璋中.自贫

ft怕、血U 和215U 同位素产生的平均裂变数.

p蝠'(附庸).. :为一个 H陆V 中子在无限大国U 球中，由DIU 产生的平均型变量.

对.(ι).. :在无阪大恼球巾，当醺发财一个 1·1McV 中子时.由铀球内的 I 'IMcV 中于相

u·u 作用产生的平均裂变敬.

4 讨论

(I) 将 Weak实验值d蛐(R.~).. = I. 18土 0.06 转化为伊叫R酌" = 1.13 后，和本实验值

，:UIi (R酌，. =0.897土 0.036 相比艘，两个实验结果不符.

(2) 装置内由 I -IMcV 中子产生的平均裂变鼓"'(ι)" 值为z

本实验值: ，，'C底.).. =0.407士 0.036

Wealc 霎验值: ,:'CR_).. =0.39

it算值z 川'...).. =泸γ0.392

三者在误差内相符.

(3) 实验中存在的各种~响因素，是造成H田〈蜻)"实验值育矗统提莹的原因.本寝验中

所考虑的~响因素总结于附录C 中.实验值中已消除了这些因嚣的影响.

C'I) 为了揭露矛盾.在现实验中的系统提盖• ~·t三个基本量开展了比对测量，比对内容相结

果总结于附录D 中.在实验慎重内.比对测量结果相符.

5 致谢

本工作开展以来，受到~"先栩栩仁宇院民的重槐和关心.得到付依备所快的支持和鼓

励.在此致以感甜.

工作进行中得到江文勉主任何王世缅主任的支持和精助.胡调章同志对本工作的开履

始以了具体的情助相关心.谨it思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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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工作中.盛萄芳同事帮助审蕾宴撞结果，从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估计，并提出了

不少宝贵重见.在此致tl5画.对 T-400 捆速器组魏绍宾、赵玉霞、臭自凤、再华宁等人的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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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无限大黄化铀球的设计原理和实验验证

为完成 p"j3lU ( R! ) 14 值的实验测量，需要一个无限大黄化销球.为此，首先引入无限大贫

化铀球等妓半径儿这个参量.定义为 g就 pfIlU(R皇 )u 值的测量而言，在实验误差内，使

pl31"(膛)14 值趋于不变时，相应的铀球半径.因此，一个以 ι 为半径的球就等于无限大球.

如困 AI:

A

囡 AI 无限大贫il:.铀球

几

B
由=

因 A2 无限大贫铀球的结构形式

如图 Al ，中子ill位于球心.实碰上，通过测量铀球内 OA 方向上的裂变率分布，积分后

得到总裂且.~和 'Pr叫R!)u 值，但当测量 OA 方向的裂变率分布时，不是铀球中所有材料内



的中子都对这个方向上的裂变率分布有贡献.如果以 OA 为铀心，把其周围铀材料的作用看

成是铀反射层时.那么.仅是一定厚度的铀材将对 OA 方向的裂变率分布有贡献.因此，再引

入铀反射层有放作用厚度凡这个参量.其定义为 t就贫化铀璋内U'u裂变率分布测量而言，

对裂变率分布起作用的那部分铀材料的厚度.

接着凡的含义，当在图 Al 所示的无限大球中测量 OA 方向上 B点的裂变率时，仅是以

B为心，以几为半径的球内的铀材料对 B 点的裂变率有贡献.因此，测量 OA 方向上的裂变

率分布时，仅是图 8 所示的阴影部分的铀材料才有贡献.将对 OA 方向上的裂变率分布无作

用的铀材料去除.就构成了图 A2 所示的无限大铀球结构形式.

本实验装置就是按着这种原理构成的.

以下实验数据，证明了本实验装置满足"无限大"的物理要求z

(1) R.山，凡的测量

实验测量了系列球的p严1J (Rft)14值.结果如因A3. 由此可得到R∞值.

lj lp(RqLJJIt巳
;;l:lFzr ili

因 A3 系列球的 71"'" 仰")..值

从系列球现变率分布变化的比较中(参立正文m 7) ，可得出几值.通过改变I/>600 球上

的柱体直径大小，从其裂变率分布的变化中也可仰到门值.

ι 和几值的测量结果如茬A1 :

寝 A1 R.固和凡的实验值

名称 | 实验倪 | 配计使用{(I

R<.,

'.
<45=

<1 5cm

55凹'

20cm

由于本装置所用的 R固和几值都大于实验值.这就保证了本装置满足"无限大"的物理要

求.

(2) 无限大球结构原理论证实验

为了栓证元限大球的慢计原理，做了如下实验2

在 R回= 41. Iem 内= 20cm 和儿 = 13.1cm 川. = 15cm 两种铀柱体中(如固 A2，两种铀

柱体总量分别为 1.571 和 0.881) ，测量了伊叫R!)" 值.实验结果如表 A2:

12



寝 A2 I 种篷置中，r"'(R!)，"的渴量值

集置 本装置【%.81) 1.571 柱体 。.UI 桂体

"阳【RI)'I 。.897土 0.036 0.896士0.036 。'.893士。.036

实验结果论证了图 A2 所示的无限大铀球结构形式的正确性.也证明了本实验装置已

满足了"无限大"的物理要求.

(3) ,f:llU(RJf).. / "翩'(R!).. 之比

实验测量和理论计算的 Q = 1I1:11u优贫 )14 / ，1I1V (R!).. 值列于表 A3:

寝 AS ".四〈庐)，" / "嗣(R!)，"值

B(口n) 13. 09 18.08 19.39 %3.34 %5.39 28.49 30.00

Q(实'的 。.506 。.678 0.736 。.815 。.845 0.887 0.918

Q(计算〉 0.587 0.770 0.892 0.907 0.947

,If (em)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C国

Q(实验》 。.950 。.979 0.987 0.9U 。.99Z 1.00

Q(理论〉 . 0.972 0.985 0.992 0.996 0. 998 1.00

比较实验现i量和理论计算的Q值.对φ600 球，实验值为O. 饵，计算值为0.95. 无限大

璋和 φ600球，1即(R-)..的差异，实验值大于计算值，这也说明了本装置是等敢于无限大球

的.由于币600 球和无限大球的y，脚(R酌"值只差5%-8%. 这表明g可以使用ql600球测

出的裂变率分布，外撞到零，结出无限大球的d削(R!)..值.这种值和无限大球中测到的值

就相差无几了.二者显然会在误差内相符的.因此，本实验装置巳满足了"无限大"球的要求，

这种结论是可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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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最 B

，，"U(R! )u 值的实验测量谩量来潭

if阳(R量) 14 值的实验误差主要来源于=绝对裂变率分布和 14MeV 中于蘸绝对强度的测

量误差.现将这两个量的测量误差来摞列于下表2

寝 81 till球内位置 l 处绝对裂变事测量的误差来潭

误差来源

测量的随机误差

球心租'巴心的不理合度

各修正项趋成的惧楚，

(I)裂变变结构树"和空.tl效应

(2)通量归一

(3)质贯归一

(4)放事修正

(5) fJ.归-

〈的 ll~但重襄就因歹'修正

(7)把点归心

(8)DO本底

〈的裂片动量和角分布随入射巾子能量

的变化

综合践经

11望(Yo)
土 1.9

土 2.1

土 1.0

土 0.1

士1. 0

土 0.7

土0.7

士0.2

土 1.0

士 O. IS

土 0.2

土 3.SYo

褒 B2 UMeV中子翠绝对强度测量误差3/{源

5徒刑 识差来源 民1'-(Yo)

an般的统计性 士0.04

管ill的 a 担子敝射 士。.23

'巴衬的 a 槌子1串伦肢射 土 0.5

it本底 土 0.2

。 it敷刷 iI'
DO 本Ii! 土 0.1

"He(OP)a本底 士。.1

时e系统闸值的嚣移 士0.1

·不归零"的ait鼓外惟 土 0.1

ail散放事相死时间修正 士0.4

ait舷死角的影响 士0.2

入lHD钱'Y'均能晴的变化 士。.8

D 锁险qgl趋入JH/D的变化 土1. 0

A.(O') '巴点偏心i}1起入射角的变化 土 O. I
D 衍 a 曾.irt例来角的不再E 土 0.35

A.(O.) 的计算 土 0.2

靶到摞恻榻的IE离 土0.5

儿何条件 半导体准直11.侧量的不m 土 0.2

但点偏心 土 0.1

褒减因子 缸中 til但室的意减因子 士0.2

t;:合现盎 士J. 7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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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景 c

，1IlU(R!)..值测量中的有关影响因章

项目 J;响因素 说明

实验证明 .ll 伊叫RJl)，.测量丽富.黯最 B

(I)实撞撞量是否无限大 回 82厨示的笑..置是一个等级的无限大

贫化输璋毫lt

(2)装置中的空肆
载置

(a)创0摞应 不E彦响，蝠'(RJl)..值的测量

(b)O 和 e管道空脏

(3)恒心和E掌心的重合皮 在土 O. 5mm 内重合

(I)町中子能量鞠强度的角分布变化
以 90"方向的 14.07M.V 中子等放于单能各

向同性的源中子

(2)町中子源为西部 则'巴点归心方t!转化为点源

(3) 1i:中子也靶室的意减 K -1-(0. 032士。.002)

中于摞

CO:I:陋室~组中于对裂变率的)l;响因于 Q -0.995

(5)00中子 Xhl刷〈睛)..的彭响4、于 0.15~

(6)疏臆Ii:中于 tIC 14McV 中子tt

(7)环 14散射的本底叶'于 对II·V 裂变事分布无影响

(I)裂变室纺构材料初空应 修正因"1"，1 .024

(2)1!点漂移刷位置变化 1001 防化片监视，将 J(R)归-itJ把心

(3)'巴拿和1~却水的做射和1/.鼻矗 实撞证明，对 J(Rl et有II:响

(4)裂变"片底散射
裂变室和火花计敷'不葬在此种彭响.对国

体IIIUI显锺健边放号 l入修正因子 .0.979

裂变率分布
(5)裂变探测 m的放事 见正文表 E

(6凹'u 网位* lOlA代 f.t修正

fdJ l事内~银中子产生的 J(I) 不受此因寰的~

(7)裂弘部 it动量街角分布 m入财巾子 tift 响. 14McV Ii穿中子产生的 Jl.) ~萨在着此囚

的变化 寰的影响.但对"'''(RIl l.. 的影响小于

O. 4~

(8)探测m的平面铺饭层 使用平均距离西 ·JR'++' 将平丽"
化为相应的粮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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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响囚. 说明

(I)销售片~期存放和使用后的白~.幕
裂变室的偏片不再在此.响.团体探测嚣所

用的偏片.在照射萌后分别揭.质量

(2)~朋使用的贫恼锺片.所生成的'.1'lI奠· '.1'1I的 Qit缸.响小于 0.5" (连撞使用 3

铀罐片 放射性对定量的'*响 年的贫铀.片〉

(3】铀罐层中的~厦1S. 1t
实验证明 z在测量键盘E内.&质成分 ll/(副霞

有构成彭响

(4)铺值层的非均匀性 实事量证明在测量误差内.元.响.

附景 D 比对实验内容和结果

现日 比对测量内容 结果

改变'巴点和位置变化的监搜条件 M'-(础】If -0.905土 0.054

改变测量系统初.戴 伊IU(础】If -0.896 土 0.053

改变贫锁裂变室型号 伊町，啤】If -0.903 士。.053

用天ts铺裂变室测量 ，蛐J (11.1)" - O. 925土 0.053

裂变*分布
使用原结构材料的tI!室 (K -0.863) ，酬(且且)"-0.909士 0.048

使用梅*-把宣(K -0.968) "'IU(lLK) ,, -0.897士。. 036

用I固体探翻"火花自动if"散方 f!测量 "'101 (III. )" - O. 886士。.055

用回体嫁到嚣显徽t1读舷方法测量 实~鸟飞*兑LlI 5

(f t~ m: I. 57t 位体装置<\.测量 "'"U(llJO ,, - O. 896土 0.036

在总理 0.88t 贫铺位体装置巾测量 ，，'IIJ(R属)" -0.893土0.036

I4M~V
参加国内比对〈比 II巾所1日;实'量条件和且在实

在i"W内相1符
~条件一政】

巾子都绝
m伴随槌于法 ."'V 裂变室 .IIFe 活化片 3 种

对强III
方法测量

在议 r.::内 .3 种方法测量结瓢相 11非

在然堆上对 ail.过的制i镀片JU背对背裂变
lF.~r.~ 内相符

钳1锁I.W1 彗(做悦，生

~fit
两个俯冗绩。 'I;(J同一钳i馈 JI 进衍寇团比对 在以来内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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