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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离子焦面探测器系统的改进

万裕德李忠珍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摘要

经改进的中重离子焦面探测器系统(长50伽m)，已通过束流检验并

用于核物理实验中。在串列加速器上，以66MeV lZC 束流，测得剩余能量E

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约为 7%，另外还进行了粒子鉴别试验。



IMPROVEMENT OF THE FOCAL-PLANE DETECTOR
SYSTEM FOR MEDIUM HEAVY IONS

(In Chinese)

Wan Yude Li Zhongzhen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T

An improved medium heavy ion focal-plane detector system (500mm long)was t臼t

ed with beam and has been l.1sed in nuclear physics experiment. The measured results at

tandem accelerator with 66MeV 1ZC beam are:the energy resolution of the residual energy

E det配tor is about 7%川he experiment of particle di配rimination has been 阳r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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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l 言

J918 年投入宴量应用的中重离于焦面捧回器系统[11是由 s 个II测器组成.真中第一、

第二位置灵敏握测器、能量损失 c\E挥测量和反符合 R 黯圄嚣莓 4 个挥洒嚣的性能指标好.

面嗣袋It量 E踵测量的能量分'不佳〈约 30Y.) ，这就阳嗣Ti莫黯圃器系统的使用范围.重

于以上情况，民定只对最系统的 E 篝酣嚣于U改进，面对该系统真余的四个II测器仍于以

保笛.经改造后的中重离子集面握测量矗统自 J99J 年橙入宴量应用以来.E 蟹洒嚣的能量

分'提高到 n，.可剧用于中重离子的植子重副试验.在用 AI 疆的植于塞到商撞遭中IIC

与IIC.植子明显分开.

1 E 探测器的结构

原先的中重离子焦面挥测器系统是由 5 个矩形正比管堆寂而成.理在是将原来 E 探测

器的正比啻结构.改成电离重结构.也就是在不黯坏真官四个探测嚣的前提下，利用原来 E

踪测器的外壳作为改进后电离室的外壳.然后专门设计制作一个电离重的芯体，隔好安装在

该外壳的空腔之中.真结构示意因如固 l 所示.

阳..

4E

4X.

R

圈 l 改造后的中重离子焦面摞测器系统结构示鑫图

田中 "XI "~l 是第一、第二位置灵敏挥测器 ， J日以提供位置信息 F但为能量损失 !\F: 探测

器，用以提供能量损失信息 ;R 是反符探测精.用于符合电路测量占为剩最能量E 探测器，

用以提供剩余能量信息 .E ~军测器电离室芯体主要囱间块平行的阳、阴概4臣和一个栅极丝丽

组成.并在栅椒面到阴极4臣之间等间阳地布上均匀电场丝.为了使该电离重芯结构紧唐、轻

巧、又具有好的绝缘性，采用了两块单面敷制的环氧布极作为该电离重的阳极与阴极.在阳

桩桩上间隔10 mm 布栅极丝面.阳极恒和阴极极之间用4根绝缘脏水槽撑开，使其互相平行

并用螺栓固定.在这 4棍绝缘脏水棚上有勾开间距为3 mm，宽度为0.15 mm，深度为0.5 mm

的小槽20个.用以布均匀场丝.由栅极依次到每根均匀场丝均以 3.3 MQ 的电阻分压.其结构

如固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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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2 Ea测'电离室的董事掏示.田

田中电离室阳极J1J帽徽的间距 3 =10 mm;帽极到阴恒的距离a=56 mm;橱丝间If l=

1.3 mm;11根均匀场笙间距1=3 mm;锢丝半佳T =0.05 mm.

l . l
幢幢的屏矗失放系鼓: 0= ...- In(一) <2%.这对中重离子焦面探测器系统的剩余能2;u··· '2:lT

量 E 探测器足够了.

考虑到在Q3D谱仪上柬革是倾斜进入焦面探测器矗缉的，所以阳极板与阴锻握不是做

成矩形而是做成与柬班方向相一璋的平行四边形.为了保证两块极板在装配、布丝之后平直

而不变形.两块银敏的背面均装有加强筋.整个电离重芯，结构设计合理.新黯.轻巧、寰凑并

便于安装，真有效体视为500X56x }lt7 mm'.

2 电离室的最佳工作

该电离室的工作气体是 Ar(70% >+CH.(30%).用电离重进行能量分辨测量时，其测量

结果对负离子的形成是很敏盛的，少量的空气棍入，会使测量结果徊噩费大，这一点应引起

注意.

另外，通过提高工作电压，使电离重工作在坪曲线的较高电压端也是有利于减少电子与

正离子的重合损失，从而暗少由此产生的谱线屉宽.圆3结出了栅压为550 V 时的坪曲线.由

班回可以看出 z阳掘工作电压越过700 V时，电离室进入饱和区〈即工作区) .f旦在饱和区仍有

少量的电子和正离子复舍，同时还有残余的电子扩散和上升时间量的影响，这些不良因素都

随电子的漂移速度的增加而瞰少.那么工作电压选多西方能使电子的翻移速度最大，从而使

电离室工作在最佳就态呢?

团4给出了电子的摞移速度随约化场强( 8/，)的变化规律【川自 Ar(70%) +CH. (30%)

气体所对应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当约也场强取O. "时，电离室的工作就在比桂好，此时电子

漂移速度高，随约化场强的变化也较为平衡，由此可以定出栅£Iiv，。与气压，的关系z

Vo = O. " 9 • ,
其中'9-一帽搬到阴极距离，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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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气压强 .mmHa.

代人.字并气压换以 h 为单位德

Vc = 0.0168 p(V) (1)

当.撮电E吨是气压值的1. 68X 10%倍

时，电子达到幢幢时的损失趋于最小.面且电离

室的工作状态稳定.

为了保证到达帽植的电子全部穿过'搬到

这阳撮.a植桓与阳极之间的电压VA. 与'压

儿还应满足如下关系肌

(VAO/V.) • ('/11) 二~ J. 6

英中 :5一一幅概与阳植之间I!;

s一一'极与阴极之间距.

代入.字可得

VA ~ 1. 29几 (2)

试验测量时，可依据式(1) ，式 (2)蜻 E 探测

器加上合适的工作电压.

束流测量结果

将改进后的中重离于焦面探测器墨镜安装在 Q3D 磁谱仪的真空室中，用'列加速器提

供的66MeV 的lie 束流进行测量，工作气体为 Ar(70 Yo )+CH.(30 Yo).工作气压为 O. 33X 1伊

PaC诙气压是反符合探测嚣没有信号输出的临界气IE).此时测得剩余能量E 探测嚣的能量

分痹为7%.真余四个部副髓(~xl.6xz.6E和 R)性能指标仍不变.

另外，还用该焦面摞测揭系统进行了植于鉴别试验.固S是用 Al 理由计算机在喝作出的

M~-E两撞谱.团中酶，Li，酶，B 和 e lL组植于植明显分开，IZe 和 lie也被明显分开.

由此可见，改进后的中重离于焦面摞测嚣系统，拓宽了莫在棋'理试验中的应用范围，

可以利用慎系统在Q3D谱仪上进行更多的物理实验工作.

改进盾的中重离于偏面摞棚'藏镜，在串J'i加速嚣进行柬班试验时，还有李民、理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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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曾军.赵菁、李志市、李淑蝇租费承费等同志也鲁捕了试验工作.在此一并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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