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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活度测量标准装置及其应用

周昌贵李星垣陈子根

(中圈核动力研究院，四川)

摘要

为建立放射性活度测量标准设计、制造和安装了4对弘y 符合和 4::t

y 电离室两套标准装置。前者是绝对测量标准，不确定度在士(0.3--

5)%，后者为工作标准，不确定度在士(I----5)%。两者结合，满足了画家

检定系统对于放射性活度量值传递的需要。



F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rA.~ARD

DEVICES FOR RADIOACTl\'lTY MEASURE岛1ENT

(In c.阳也曾)

Zhou Ulan凰山 Li Xing)'Ian Chen Zigen

(l\lJCLEAR POWER INST1nrfE OF CHINA , SIα-lUAN)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adioactivity m闺surement standards a 4 :tj-).-γconcidence

apparatus and ，1.1γionization chamber have bL>en instaleed at the laboratory. 1111: 4πl王-y

∞nciden四 ap归ratωis for the absolute m崎surement. and its uncertainty is = lO. 3 ........

5)%. 刊e 4πy ionizati∞ chamber is for working standard. and its uncertainty b 士(I ........

5)%. 币lC combination of these devices can m~e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controlled by

National Verifkation System in the transfer of radioactivity valu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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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t

放射性活度是·放射性核素帝j备相应用中最重要的一?物理量.因而.放射性活度;lJ!rJli'{在 i午

宴实际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放射性i~.fit标准，我们建立了放射性活度直接i~~量的

1:1βy 符合测如装置相间接测量的 4町电离室活度标准装置，

011胁y 符合法，不仅可以直接;四量 βy 核京.利用放率示踪和外推技术.还可以直接;~l量纯

。放射性核素和衰变纲图较复杂的各种在变类型的核素.而且;四量的准确度高。但是从制源、

iTi量到数据处理.整个技术比较复杂.要求严格.花费较大.只有在具备相当条件的实验中方可

i变用.

4町电离室长期稳定性好.工作条件简-'Y'..操作方便.几何条件、工作电压等对;则量结果能

E民尸l、，经过仔细的刻度，可以间接测量各种 y 棋素的放射性活度.并满足必要的准确度.便于推

广应用.

41盼y符合i剧量装置与 4町电离室结合.构成了险定系统.满足了量值传递的需要.

I 4和y 符合测量标准装置

1. 1 莘置

方眶图见因 I.

1.5kV

厂 「阳I二恻

1.5kV

町压电源

围 I 4n6-y 符合装阿方if!围

本装置主要由一个如流气式正比计敬器.一对NaI(TJ)探削器和NJM 捕件及自动H敬系

统组成，

4llfl 探预IJ器工作气体为高纯甲烧.阳极丝为30μm的陈金鹊丝.管内有效长度为50mm. 伴

长大于 300V，坪斜小于O.5%/IOOY。

γ 探测器由 ql75X75mmNaJ(TI)晶体和GDH-7阳光电倍增管细成的一对闪炼探头.y 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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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分辩率好于 11%(对n7，也的 661 keV 光电峰).能量非续性不大于 1%.探湖妓率高于 9%

(;(;j'IOCO 光电峰).

电子学线路包括前置藏大、放大、单道、门产生器、符合、定时单元.该装置配备了自动计数

与数据处理系统.

自动计数与鼓据处理系统由 APPLE II 微机「块 4 路计数卡和软件系统组成.主要技术

指标z

a. 计数路鼓:1-4 路任选5

计数最大佳鼓:10 位(+进位h

计数速度:~2 陆问

定时范围:1-65535 s;
e. 定时精度 :~1 XIO• s;

f. 计数显示 z多路计数动态显示.

1.2 薄醺嚣的制备

薄膜源制备是 4~y符合测量的重要环节.只有设法提高薄膜源效率.防止称量损失等，

方可提高澳d准确度.

薄膜凛的基本要求是自吸收小，导电性好.有一定的机械强度 .vms 镀金薄膜漂满足这

些要求.

薄膜源.制备包括薄膜制备.真空镀膜.色层硅胶景浮液制备，静电啧雾和柯:量制源辛.真配

套设备包括真空镀膜机、精密天平和我们研制的 10 kV 高压静电喷雾装置.图 2是薄稿源制备

流程回.图 3 是静电喷雾示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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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t电啧雾示，窜固

1一-t喜地假〈支承镰金..>， 2-一绝雄厚， 3一-覆偏电锁， 4一一啧射tI"头， 5一-啧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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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W阳膜材料饵，充分洁'￥在 100ml 的 1.2一二氯乙堤拮擅中.经过撞后，利用水面张

力制政 1如&/cm1 的均匀薄膜.用真空檀膜t1I.键上 I~g/cm莹的金层.再经高压静电啧霎硅胶加

抗静电剂获得 tp7mm 的圃斑，用差重法在十万分之一的天平上称取 15-35吨的源榕植，滴在

圆斑上，待自然干燥后，覆盖一层镀金腰.便成为标准薄膜漂.

1. 3 到量原理

用.JnfJ-y符合装置测量放射性活度，最适合的是即时发射的 βy 放射性核素(如lOCo) .只

要测得队y和符合道的计数事.接(1)式即可得到被测幢章活度.

向i.N
No= 斗一

lO r

式中 : N.-一经本庭、死时间匠正后的自道if数率z

N~-一经本底、死时阿拉正后的 y道计数率z

Nc--经本底、符合分癖时间桂正后的符合道计鼓率.

对具有复杂衰变纲固的 βy放射性核素.暗采用符合纠锥技术.

从基本原理出发，经必堕推导;11.可以得到(2)式 z

J均=的[1 - no 一句)]

(1)

(2)

式中: 11一-与酷测核素霞衰变参敷相关的系数，一般接近于常教F

句一-B探测器对某一组所选择的β桂手的挥测效率.

我们采用膜吸收方法，改变句，得到一组等值，并作曲线外推到17为 0 时所对应的

警值，即为脚放射性措耐度的.

对于纯日核素〈如·如_lOy)或非即时发射的(1-y 核素(如Il1Cs).需采用效率示踪和符合外

推技术.它是将一起量的βy放射性核素作示踪剂，与待测核素均匀地混合后I.和~1it啤膊碟，然

5改变效率.进行符合判4懂，求出混合源的总活度.在扫除示踪核素的活度后.使得重III京剧核素

的活度，即

A 一立L二AoMo. -- Mx
(3)

式中: ~-待删核寰的比活度，Bq• r唱-I;

岛--示踪核素的比活度，问·吨-tp

Nτ一-t昆合源的总活度，Bq;

M.一-tl合摞中示踪核素的质量，吨 F

M鬼一←混合源中待测核素的质量，mg.

必贸往意，示踪剂核素的选择.要便于精确测量和均匀混合.

1.4 JJ量方法与戴撒腿

不同核章，有不同复崇程度的寰变纲围.棍摒核肃的衰变纲图，制定搁置方案，确定叶赁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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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案确定后.必须正确的选择工作条件.确定修正参啦，如工作电臣、幢大清数、茧~J

阁、死时间、分癖时间、延迟时间等.

例如，对IUCS 测量，在们采用了效率示踪外推技术.选持.的割量条件是，用.OCv f\=示踪核

素.。工作高压:3. 05tV;6班别闺:0.5V;y囊别闽 :1. 衍，但分测量坤、y道死时间: I 士 O. 2~1S.

//i
i

叫
i
i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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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JEE

o. 1 () ., 0.3

1 - r..

固 4 !Jly 符合州椎曲线

·I llll- y 符合酒量，尤其是效率示踪和符合外推.计算十分复杂.为此，研制了自动计数与数

据处理系统.该系统具有必要的软件包.包括臼 mpion 公式相 Cox- Isban 公式的~:;;年 y 符合测

量程序相最小二来法多项式列帷程序等.从而使数据处理大大简化而准确.

1.5 到量范围和不确定重

4略y符合测量装置的测量范围在102-10"Bq.用本装置测量IOea的不确定度可以达到土

0.3Yo.测量其它R 或fJ-y就射性核章，根据衰变纲固的复杂程度，测量结果的总不喝定度在土

(0.3-日Yo.本装置曾参加过国家计量院和国防科主委放射性it量一提站组织

的tOCo， u°Cs, UTes 、吨，_toy 、 lUAm等，多次全国性搜射性比活度测量比对.结果在浸差范围内

符合.

表 1 例出了 1989 年 10 月由国家计量研究院组织的 'Oeo 放射性溶液比时结果 τ 由表可见.

本装置测量结果与 it量院测量结果偏差为 0.08%; 与 6 家参比单位雨量结果的平均 {fi偏差为

0.1Yo.结果证明，本装置性能稳定可靠.数据准确.

费 I ''Co ilil比对结果

测量结果，8q .吨-， 铺盖%

车费量 汁量惋 平均值 与itt院 与平均值

103.18 103.86 103. 68 一 0.08 +0.1

作为例子，表2列出了测量"。时的误差来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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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2 漠理

计n公式 ·吃..(!.)

统计 [一o.一~~]υ: /局 0. 10
.(.-- J)

称重 1M/II 0. 05

死时r.r .11D，\"...'(I一幅 Nd 0. 01

分'时向: 。，.../..)(N.../N.-) 0. 01

*囔 (N.,.,",.)":/."1.,. 0.∞3

其它 0. 10

合成不确定度 l~沪 I: 0. IS

总不确定安 0. 30

注: N丁lI<'-偶然符合汁敏事 s 岛-一事鹿JUllff!!.

2 放射性活度的间接测量

2. I 4:ry电离室活度计蕃量及主要技术指标

4町电离室活度计由 4町电离室和电测系统组成.4町电离室为密封井型电离室.充氧0.5

:\IfPa.电离室外径rp4伽1m，井深 35伽m，壁厚 5Omm.置于 5如m的铅扉蔽中.电涮*统由静~

汁和微处理机等组成.装置方框围见图 5.

士 J2V

Mai-.a钮'川'饥 a
•+5V I (酝
E缸

'
圈 5 4:TY电鹰童话flit方德围

实验表明，本装置的本底电流约 7X lO-IIA;源在探测井的的位置变化，轴向小于土5mm.

径向小于土O.5mm，对栅量结果影响小于士 O. 1Yo;装置的重复性、稳定性、量程非线性均小于

土o. 2%f~J度值误差小于土0.6%，悻品瓶不一致性、槽檀量不一致性及环榄本鹿变化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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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影响小于士O.2Yo.本装置的测量范围为 3. 7X 1()4--3. 7l 0'°8q.在测量范围吁，两量结

果的且不确定度为土(I --5> Yo<置信度 99.7 Yo>.

2.2 鑫量的使用

应用该装置.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吨 'f • I!~I. 1 3TC俨{'O，U1Am、"叮c 等多种接素的i~l量.匈果

需要，可以读取电在值，根据事先到度的校在国子.求得撞测在章话度.即

A=H (-I)

式中: t一一到厦因子.Dq.pA-l;

t一一嗣量电施.pI'\.

一般来说.在归用该装置进行政射性活液活度测量，梓品艇为5mL青霉素脏.需液量4mL

〈与刻皮条件-fOe 为了扩展诙装置的应用.我们在规定的到度条件下.实骂了弱密

封‘气~o， I'2Ir 源和i1叮m 等低能光子源的活度测量.当然.测量的准确度.1巨大程度J二{:{决于标

准摄的准确度.被调源与标准源之间的差别等.

该装置使用方便.性能可靠.可以保证国家放射性活度标准的跟踪性能.

3 考核结果

本文描述的 4~y符合测量装置和 4町电离室两项标准装置，前者是中国核ζ力研究院

的最高计量标准.后者是工作标准，椅f/"..该院的量宣传递系统.完成国家栓定系统表埋定的放

射性活度量值传递.

1989 年 11 月.国防计量考核委员会.对上述放射性活度测量标准进行了全面考眩.考核

结果均合幅.并分别颁发了E计量标准考核合格证书).

4 应用与效益

"~y符合测量装置为我院的放射性活度商量提供了标准.在废水处理、安全防沪，环境保

护、物理湖量、同位素研制生产等方面得到了应用;还为西南物理研究院.国营八二一厂等提供

了仰。，'"。等测量标准，在量值传递中发挥了作用.

4盯电离室活度标准，由于官使用方便.指标先进，建立一年多来.己在量值传;呈阳同位素

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町电离室提供的标准1窑撞，位验了反应堆污水监测系统‘.t:ry电离室

直接为小密封源生产提供了测试鼓据.还用本装置植足了本系统兄弟单位的"Co、川阳等刻度

用瞟.

参加 4略y符合测量的还有瞿盛庭同志.

'嗜文献
<IJ ..射性穰癫癫度的佬'栅量(J阴年忖论会'哥'略选勤，原子.出麟桩，1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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