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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Cf 自发裂变中114Pd 累计产额测定及质量

分布轻峰精细结构研究

余润兰李学良崔安智郭景儒

严叔衡唐培家刘大鸣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摘要

用放化法首次测定了mer 自发裂变中"'Pd的事计产硕.同时还测定了112Pd."loAg的累

计产额，其值分别为(2.50土 O. I i H~ • (3. 50土 O. 13) %, (3. 07士 o. 1 1)%，这一结果与

Sko、'orodkin 的一政.根据产额测定结果.对252er 自发裂变质量分布轻峰A = 113 处的精细结

构进行了讨论.认为此处存在精细结构.



DETERMINl. nON OF 1uPd CUMULATIVE YIELD AND

INVFSI1GATION OF THE FINE-STRUCTURE AT LIGHT PEAK

IN MASS DISTRIBUTION OF InCf SPONTANEOUS FISSION

(la Chinese)

Yu Runlan Li Xueliang Cui Anzhi Guo Jingru

Yan Shuhen Tang Peijia Liu Darning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T

A rapid radiochemical procedure for Pd separation was developed. It was the first

time using radiochemi臼I techniques to determine I It Pd cumulative yield (2. 50 士

0.14)% in 扫2Cf spontaneous fission. The cumulative yields of (3. 50士 o. 13) ; and

(3.07士 o. 11) % for 112Pd and 113'Ag were alωobtained.币Ie臼 are in agreement with

Skovorodkin' s results. The cumulative yields determined show that there is a fine-struc

ture at light peak of mass number A = 113 in the ma~ distribution of mef spont.l. neous

f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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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I:J
Eα晕目前可供宴撞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自发噩变撞.研究剧cr 自发噩变的质量·产

'分布，对了解aa蟹噩变舰嗣育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可使..变产'系统李行为回搜查体

系核电菁散Z、质量BA的变化理像在更大范围内予以研讨.

有关ISIcr 自发襄变质量分布.已发寝了一些文章，但总的来说仍显得不够克份，产'测

量最量和各家ft噩闸的分歧.ft大.G阳由linL 'J 、陆rvik('].SIUrV笛odkin~J}、民庆tr~'J等对质量

分布曲缉桂崎113-115处的核章的产'进行了测定，对谊处主否存在精细结构无一盟结

论，对此'自避一步的研究是有必要、有学术意义的.

以上备聋，.是通过放比法拥定III句， IIIPd,""'"AI , liS臼等穰章的产蟹，对精细结构于以

讨论，这里皆以缺少 114 链产额为伍.无论何种搜查体系，用撞他法测定 114 厦量链产额的

工作尚未见报遭过.该质量披处于结构峰区.因此.'"阳禀it产额测定.无论是从提供产领

鼓据方面讲.还是从探讨结构峰的存在与否、确定崎佳方面讲无疑篝是重要的.

本工作建立了以二平基乙二E院萃取-沉淀铠的快速放化分离梳理，通过 β 测量测定了

."阳的'计产额，同时，接经典班理由定了 112 、 113 链的产蟹，试图对轻峰精细结构于以实

验理由.

1 实验和结果

1.1 .IIP. 禀讨严'因测定

I. I. I 宴验原理

测定 11 -1质量链产额的唯一可行途径是通过测定II.阳的事计产飘来实现.由于"'Pd 为

纯 β 发财体.目前文献给出的真平衡子体'''AI 的易于挥测的 Y 射线的分支比为 (10士 1)% •

误量很大，无法通过测 y 实现"'Pd 的定量测定.只能测 β. 很多恒的同位素，可能干扰""阳的

自测量.可见，来用。测量的4攫大，除了要求艳的政化分离班程既快速又对所育费变产物

有相高的去污襄黠且有适宜的。测量醺形式外.H3须录取适当"措施"控制哩的同位章及真

子体干扰.

选择短的照射时间、适当的分离时间，可将民寿命和极短寿命笆的同位素于拉去除，

但川'阳、 III'Pd 的干扰仍不能排除.分离出的坦将迅迫增仨出子体银.半衰期为 2. ，tlmin 的

'''Pd的子体为"'Ag 半衰制为 1.65，二者构成一平衡体，学褒期为 1.558min 萨~"JPd 有一个I.

I13min {(1子体"""Ag. 川 II阳的半褒期相对校长.为 23. II Imin ，此时，得到的是五元 βI昆合体，

由于""Pd 半寰期比较长，它的贡献可以等 I"Pd-"'Ag 仰 IIJPd_ II'Ag 基本上寰变尽后跟踪测量

而扣除，从分离出的铠样中生长出的子体IIlAg tb肘性可以折算为【川阳，这样.在"'Pd-""Ag

平衡后拥量的艳佯品单放射性可视为I"Pd." Il Pd 二元日放射性.经分解回可得到'"阳的Ii 放

射性，为从测出的息。披射性出分解出川剧的政射性，需导出一个倪与"'Pd 相 IIJPd 相英的

线性方程.

在mpd-'''Ag远到平衡后的集一时刻，分离纯{七日的铠样品中I lIlPd , IIJ Pd. IIIPd 的触射

性分别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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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It· CY. 0 )'. • I. • [I - c:叩(- At • 2')] • cxp( - At • Ts)] 0 cxp( - Aa 0 T. >
As = It • CYa • r. . [I - ap( - As • 2')] 0 up( - As .2'.) • {rIo up( - As .2'.)

+ [Ae. 0 p/(地-Js)].，..[回p(- As' Te ) - exp(- At.. Te])

..... = It • CY. • Ye • (r. +凰II) • [I - exp( - A." • 2') ] • up( - A." .丸) • cxp(- A.e • T.>

T.1飞，孔分别为碎片幢集时间、停'至e与于体帽分离时刻、e与子体健分离时刻歪测

量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min ，

....0 = 1.3.")分割为回量时刻..幅..111.114阳的戴射性.计愤Imin ，

cr.(i = 1.3.的分别为'比.u....阳的罩it产田 .%1

Y. 为恒的 it李回收率.%，

It:帽富有锺题变萃，噩变Imin ，

p :"1阳章变为liS-As的分支比 E

fo(i -=1.3.4>:分踊表示H幅阳..nN...·阳的露圃雄事串

ro.<i =3.的 z分剧表示于体 1 IJaAI...·Aa的捧回效率 E

λ(i=I.3.0 、句 z分剧表示 lila阳，、"阳， BM阳及于体 liS-AI 的囊变常数 s于是总政射性 z

A = A, + ..Is + .4.

:..4 - A, = AJ + A.

令 x = exp(-).. oT.)/M

Y = (A - .~， >IM

M = exp( - ).,. T.> + [;.301' PI( ).,. - ).,>= 0 (,..1,.> • [exp( -;., •T.> - exp(-λ.. • T.) =
"J Y = .4i + ...~ . X

At ....，分 ~I 为铠与子体银分离时期的融射性.对测量过程中的衰变做出校正后.上式变

为 z

X' = {exp(-λ. • T.) • [I - cxp( - Ac .主T， )~/}..}/M· •

y' = u - .4,) /.'1('

M' = exp( 一九 • T, > • ~ I - exp( - ),) .且，T，) J/λ1+[;'坷 o P! O..., - ).)门

• (!", Itl> • (exp( - A.l • T,> • [I - expO.! • 6T，> 丁 I;.. - exp( - ).),1 • T,) •

=I - expO.", • j.T,) J;;.",}

:. Y· = A~ + A~ • X· ( I I

式中 :A; = H· CY) • Y,· t.· [I - exp(- ;., • T)J. cxp(- ;'1· T.)

A~ = R • cr. . Y. • (t. + t...>. [I - cxp( - ;.. • T>] .四p( - ).. 0 T.>

A~FY = .. P. ... ... cn
H·t·Y,‘. [I - cxp(-λ • T) ] • exp( -…}. • T. >

编制一计算机程序.用式( 1)对一组眼踪划量的披射性般掘进行最小二乘缉性拟台. OJ
直线斜$得到 ';'Pd 与j' 14A8 分离时剔的放射性 .4~ .然后接式 (2) 计算出"'阳的累计严翻.

\. I. 2 ~~·;t如童般比分离梳惺

"'Pd 6吧!古 :\'lflJt艳的融化分离甜LW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梳理:必须既快速又费'('f 民官裂

变产物有较高的去污能力，同时.还需便于在分离;:1理中制成适宜H 糊晴的调理楞，

19~1 年. O. H. Meikranll";; 在研究 "·Pd.'" 问反其子体 "IA8·"'AS 的学衰阳、 y 肘 tt能量



1J.噩..囊变将佳时景用二甲基乙二噩'专〈剧下筒~HDMG】作萃取剖 .JA震台搜查产'中

慎矗撞化分离出恒的短"命同位章.但谊矗程不能黯足"4阳罩计产'自圃量中对恒的定量、，

疆"备和戴耐性测量的'要.ft们借鉴他的工作，姐走了一个班理的基本恒蟹，对此麓理各

步"的矗件于剧研究.I;l摄取辍好的分离..件.

HOMO 萃取铠时，凹，口南回口，部可以用作有机离割.但CHOs的萃取睿量大z密度大.

便于萃取分层 E宫的沸瞿为60-62'C .明显高于 CH，aJ的.程(39-41 "C ).便于在植高温度

下进行萃取撮作.因此，费们量择。，口，做播嗣.

1. J. 2. I 硝酸浓度、温度和萃取荆浓度咛萃取率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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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2 温度对萃取擎的t;响

农.ft/， IS mL :. I moI /L HNO, ·I moI /L !'IH,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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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硝殴依度对萃取率的'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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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3 萃n如'J~度 M萃取擎的影响

K. Burger·o J指出.在 I mol/L 的 NaCIO~介质中，在 pH 0-7在围内，萃入有机相 Pd(OMG)z

的量与 pH 无关.拽们实验测量了硝酣幢.硝酸体果中不同酸度.不同萃取温度反革取弗 l浓度

下 HOMG-CHCb 萃阳铠的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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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跚幢幢度。.05-1.5 mal/L 毫圈内.阳(or.甜>aJ事入在现扭曲量不圃'度变化.因此.

这一蜡阜结费们萃.时撞供了撞广莲的·皮革..由于体系量躏醺撞的'性癖踱，想的晴'

对阳(OM则，配捷膏明显的骨..用.li.l帽佳的·度为重..们遭..度为O. 05- I J:lOI/L.

升高噩噩幢捆快萃取平富，罐罐革取时间，自回2可且，噩噩为5O'C时.30s可达平画，面

liC时，周雷90s.

HI)I，届撞度在0.002-0. I 皿JIlL蕾圈内圃，萃.嗣撞度槽III...事Ilia. 当 HONG

橡皮大子。. I maI/L.萃取事恒定不变《圄剖.

I. 1.2. Z Ii萃条件宴噩

问(DMG)2的匠萃，用旅阳.俑'比3 moIlL NH.倒反萃麓率高s细大浓植水用量.反萃

徽事也畏离{田。.要得到比瞿高的反军事..用浓篝水20 mL.反萃时间755.反萃时间'太

桂.当鹏此反萃液便同(lla船h沉淀时，来刷刷IL 踊醺调醺度亦需30多毫升，这佯，使得

榕擅的体但比瞿大.JJU.了快速过嚣的负植z此外.使用大量攘氨水.嗣幢幢化时.困幢幢中

和生鹅，使大量的氯气挥嚣，有萄撮作.

在5盹浓 NH剧中加几滴4 moI/L N耐i.同时细入1 盹饱和lX氯醺俐〈眈氯黯俐的引

入与.t!的去持有关，以下另遣).反革敬果大为政踵，结果旦回S.从回中可雷出z匠萃时间

仅为lOs.反革率已达84.7"'.255可这反萃平衡.

~一
100

10
"

-

w
a
-
-
M
胃
皿
冒M
m

，。

10

100

X

••..
回国 ••

，
.
且
，
•••
E·‘

auvaohw,,,.,

2

.-ISI'IIL
A-%OrnL

70

60

50 SO·10

回5 反~时间与反革皇之间的笑-系

-Ii 机相， 3D ml O. ∞ I mol l Pd([)MGh·CUn.

* 相， S ml'在 NII.OH 一几哦写.OH

30

反萃歌时间.s

%010，。40 60
反军取时筒 .s

因4 反萃时间与反~率之间的关系

ofi 叭栩， 30 ml O. 001 m呐 'l Pd(D1崎G)， ·Ctl口，

水相J ，雄 NH.OH

%0

引入少量氢氟化嗣后.浓氨水用量大大降低，反萃时间亦缩短了，同时，使得黯 iι 沉跑

后的南精仅为 IOmL 左右.大大地暗轻了过撞的负担.但氢氧 It销不能太多，否则.会生fJ'/..氢

氧化恒况踵而分相不好.

以上萃~、反萃实验结果表明 z当最体量小于 3.5ma 时，确醺浓度约 O.lmal/L. 萃取荆浓

度约O.l moI/L 水栩栩有机相体积分别为 15 、 30mL. 温度为 50 'C .萃取时间保持 455 1 眨萃制为

5mL 开浓氨水和几滴氨氧化俐，反革时间保持 305. 是较为满意的操作条件也

I. 1.2.3 确的去恬条件

我盯估算，对确的去污襄鹦只要大于90，茸的子tt即可排除.iZ摊的去污系的要求将不

高，但I'l~产物'院的It:'乒状态及ft行为复杂.产翻立高.街很多短舟命间位..分f~ijI被

6



CHell.取.又篮幢幢匠....为 1- 租 lOJ ，r:罐阳(DMGh其配撞.酣.对.的去情不稠.由

于时间醺嗣.通过蠕细针1f性去市步'无理宴可能.必须在弄渴'在幢幢中的行为的基磕

上.逼迫真价毫调节和瞿翩'决这一间..

tt'lI l 作示黯割的韧步事噩褒晴在.性介厦中m口「步掌取Itt'町、附和 r育毫腑

的去霄，融的价主量高.对官曲去市越停.组健将.的拔萃撞割为 10. .竭力矗兔醺分子的存

在，对.的去得可幢会大为ltw.为此.景用商步a撮，第一~a最时.在 I moI/L HNOJ介厦

中..入少许II量体.I;la变革人有机相中.的蝠.量就辜.缸'二眈I moI/L~幢II改为

o. I mdl且，陆品~榄巅 .LZLQ将 II还原为 1-面慌.fill相中的 Iz分子.在反萃擅中拥入饱和

NaClO榕液，使费留于有凯徊中的兽，在匠萃后不能tt 1- 形式森在 .tt越少 r 与阳([)MG)，

共沉淀噎酣.

将'1'1 加入'隐藏体陪液中，调lit不同化学拔萃的幌.用U幢幢宴撞撞理对不同化学拔萃

'鹏的去污能力，结果列于瓷 I.

寝1.砸到不回饨'萨就毫.的去?曹

.的tt~ It 101 10, "+10.

去~.. ZOI 201 3U 457 36'

这袭明梳理对愤的去活蕉.大于100.能满足"测量的去需要求.

I. I. 2. .. 便与子体银分离时割的确定
III阳和子体 "-AI 并不象 II'阳.II'AI 一样为一对平衡体.为撞."Il阳的于体 IIIAI 的生

长量，必须确定出铠-假的分离时剧.这需在实验上弄清锁在军幢中的行为相走向后.才能 lfl

遭是否有可能以及梳理中哪一步操作 i垂直选作分离时刻.

徒们把"0AI 111I入含有艳的蝇体活液中.用上述自 E醒分离出铠.测量恒份中 ""AI 的放射

性.结果袭明.经萃'田、硝酸洗涤、硫代医院铺洗糠后.对银的去污是自悖的.去污系幢大于 I

XI ()J I 但反萃、融化、祝淫、提 a&制谭一系列步"对锁的去活系敏近似为I. O.因此.四H.{ 认

为.经硫代硫酣嗣洗涤后.姬 te已达到完全分离.在此之后.穰相对于把没商损失.即银在真

理中的行为和走向与健一盘.把硫代硫醋悄没自最后有机相和水相分层的..时遗作坦镇分离

时割是适宜的，

经以上是件实验，理立起如下分离梳理:

I )在50 mL 饶杯中加入 1.5 mL 浓踊暇 .0.1 mL ~n ，车 (3-3. Sma 艳〉相几滴硕、钉辑

体 .50·C 下恬温预热.将 !\aAc·3H.O 盐捕集片投入宿解.不时摇动，保持 -305.

2)加 I 0 mL 2 mol/L l\H ，OH 调硝液酷度.

3)将试佯转移至预先己加入30 mL CHCh.5 mL I ~~HD刘G-CHlOH 的分液榻斗巾警取.

持续蹄动-·105，

.1)特有帆栩字.预先巳加入 10 mL I mol!LHNO，(i"f 儿满 I，魏体〉的外液漏斗巾捉襟 .tt动

-205.
的转衍饥栩f'~} .~可 10mLO.1 mol/L l'ia品so， jff横 n~l ;r;使褐 4·中 • t是带.摇动-205

酌tHi fit til t:颜先 ~bn 入反革横 (5 mL 浓 rm ，oH -t :'i南 1mol/L l\aOH + I. 5 mL 饱相

NilCIO)的分 i使漏 lit'眨于.锦动-:i0 S. ff. "/.I 帆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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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住水抱中细几搞幢亮量的·量体..7盹. mgf/L HN'岛醺化后11I 1.5 mL I Y， H田筒，

CH~OH 幡液iJL淀阳《阳届 h.

的将阳〈回船 )z荤擅转移到快童撞撞嚣撞撞.棚锺用去离子水、无水乙'和乙由各没击'

一惊.

费的用NaAC·割草。盐片 ..ISIα 自发噩变产 IJ.!I耐四天后，取出捕'片.用上连.疆

和自行量计的筒'使矗撞..lA a舍墨变产"中分离出钮，在Ge(Li)篝测嚣上回取宫的 Y

遭.共分离出四个样品.真面回曹显示出分离的I!量很蝇的.障子体·外无任何.健畏变产

"描市.撞撞哩从停止搜查产...主政出嗣 tl的测量"量时为 5.5-6 min. 化学回收率在

35"-60% 之间.

I. 1.3 恒的罔佳章吏倏宴量

曹的作者:'J指出.在恒的产'由定中.恒的罔佳章吏镰问题应予重搜.尤奠是分离te的

快矗矗瞿结于南挥持续时间砸垣，但约30 s.就更警M:t宴量撞撞的必要.为此.畏们呼浓硝

黯擂俘的经典麓寝:'1.王水槽悻回.三小时的幢幢:.)与费们的快矗赢瞿作lt嘿宴量.

在mer 源上I;.t NaAc·3HzO盐片捕'提变严II.分别用上连三个藻理分离纯化雹.在同

- Gc(Li】挥洒嚣上相同几何条件下，测量阐..112阳的故It性.比撞归一了捕集时间相比李回

收事后的故tt性，对本赢疆的e同也章吏接是否完量做出撞撞.结果列于程2 ，

霉2 t!网佳霉囊'良寞'量

辘" E扉例麓Jt辙" '古典‘"
卒tUJ

~I ·fiita,. '"PIS 21St~ 215士 7 ~:!O~7

"、in ' 'IIN 115士 ~t IIJ:士 :t III主 ~t

"阳何.11阳的归一政射性在误差范围内部一最.因此.本梳理艳的问f1.章交接是完全

的.

1. J." II.阳的事计产领测定

1.1.4.1 R变产鞠捕集时间的选择

前面己说明了短时间捕攘的必要，在确保消除岖的事些同他章子扰前提下.为使政射性

测量的统it注尽可能好些·ft们进行了估算f 见褒3). 从表可见.铺集时间为1.2 min u't. itl吃
偏低 z楠'睡时呵为 Z. '1 min 时，计的 t曹大，挽 itrtfi 改善 s 姗键时间为 J. fj mm lI ·t. 位 2.1 .nm

的统计改善不明显.精*佯品楠集时间.呵能号!起 t是寿命同位靡艳的于扰.因此 .ft们选拇畏

变产物捕费时间为 2.1 min. 既可消除皑的一些同 f盖章的干扰.~可使肢肘吨;销量的统汁号:

尽可盹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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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丽的萃'

…s同. 911:. (A - A, )III
A h ... A A---' .~- -

且' 1712 E‘ t.. ..2 l4I. t tog
1.2

t..‘ 10.. 1 12.13 侃" 215. 1 1%. 霄

且' 3&:1 章".2 S2L 1 II:!' :1.5&
:!. t

...‘ 282.2 It.. IS. tl
'‘霄

t.n

:l.Cl "1- 1 311_ ‘ '&1. 2 lUI :1. 11
1. 1

t..‘ tn.' %1. 11 ilLS SG.7
L ‘'

I. I. 4. 2 由口霞寝置反型变产"的撞集

由。篝彷厦电沉权在直径为 30mm 的主片上.篝庭直径为 10 ..am....; NaAc·拥军。片作捕
'片，直径为 20 mm.厚度为 O. S mm.质量帽度为 70-90 吨Jeml ••至捕'片寝画距离为6

mm..量已经割度过.有结噩董事为(I. 12 士 0.03 】)( 100min-' (.::1'时间: 1989年6 月 20

日沪).~平蟹的..JtIiL固定位置在ISlcr 噩下..壳飞拉开霞挡 tl开始'集it时.捕.144

事后.将植恒重佳.自植启闭'是时不越过2 、

I. 1.4.3 岖的撞他分离制a 戴射性圃量

援建立的流踵分离蝇化tI!.1;lPd(W唰Gh沉擅嗣雷.沉擅撞撞在帘II笨的·四氯乙蜡托

盘上.~托盘从撞撞辈置上快速取下后立即在国产FH-1914堕低本靡。问烁it幢嚣上测量.

饵'的撞事已割厦.由于.11阳.'''，，&的'命it垣.锢if直接割匮官们的挥甜债率.故选用i~ 平

均能量与114Pd. IIIAI 十分相近的'-La何与'-Ru 平衡的""Rh 来刻厦债率.仪器选用自动捐.

副量30 s.间隔，辜，圃11.调8个./J..待十个"""'N 半辈革翻过后，跟踪删量III阳的植树性.每个

点酣3 min.间隔2 min.艘黯翻几个虫.

1.1. -t." ".阳 .it产霸汁'

宴段中st离精定了 II 个悻品.由计算帆辍式C J> itJJ出 Y' .X· 的值.缉幢阳台ft: 在银艳

分离时剿"'阳的汁l'l字: .4: .然后接式口飞 it f1:t: '"阳的事 it产翻(且在 3). it算时所用'昏

.甸下 z

, - '. + r.. .. 102. 2 Y,
A. ",. -t .9327 )可 Irr'γ'

At ",. -t. 7935 )可 Hr 1 5-'

，n阳丧变为 "-;\s 的分支比 P -0.185

~ = i. ·1119 y 10-'s•
A.JoI ,., I. 0 IOi y 10- IS- I

曲式(2)可如.'··阳的事 it产领测定误警来霞 r统计琪靠 C '1, }. f军测蚀宰~i翼是( "1 ).裂

变事洞"量馍'在(仰、) .化学回收;在误是(叫 J等问 r贺，同嗣.强度 tz低-1唰量挽 it谓 If.极大 .ft

们通过多次在骗来改..具统计性.统计谋篷为 1.2%.. 变事测定琪接为 2. 7YJ. 化学回收率

琪整为 o. 5~{. 钊，t '....d "';\1 平衡体的惊:唰纯啄i~~为 3.1%.因此 .'''Pd 产帽i喇愤的思说

整为 g

" = (trl ... uJ + If; + "Dill
9



=5.6 Ycj

这样，旧阳的罩计产额值为 :(2.50士。.14)X 10-2 •

撞 Wahl[叫结出的25IC~ 自发裂变咆荷分布114质量链的鸟和 e 值，可得114阳约分罩计产

额为0.966，得到114链产额为2.59士 0.15.

寝. "·N 思it产..据

编号 AI..-I 7'... Y.." prO."
44.7 171 41.4 %.63

2 30.0 179 ::6.4 %.46

3 60.7 157 63.1 %.57

4 41.0 154 43.0 %.52

5 54.3 156 57.1 %.50

6 41. I 162 41.1 2.43

7 33.2 170 41. 4 %.28

也 39.6 161 42.3 2.56

s 33.0 160 37.0 2.43

10 56.6 161 60.6 2.56

II 40.0 166 44.1 2.53

II.阳鼠it产筒平均值及标准偏差，(2.50土 o.ω)X10-'

1.2 川Pd 禀计产圃测定

以 NaAc·3H.O作捕集片捕集裂变产物，用经典班程回藏化分离后，制棚.在fH-1906低

本底 Nal-y闪烁谐'义-590-多遭分析晴上恻量，得IUPd 的禀计产额为(3.50土 J.13)xIO-l •

1. 3 II句AI 鹏计产圃测定

以 l.JaAc·3H lO 捕集裂变产物，用经典梳理LIJ~比分离后，在 FH-1911低本底 r~ 探测带上

测量.先测lllAg ，" lA且 .mIAI 三者的总放射性，然后跟踪测量长寿命I"AI 的放射性"计算机

处理所测得的实验教据，得'啕AI 的禀计产额为: (3.07土 O. J1) X 10- 2

2 讨论

文献中报道的有关met 自发裂变质量分布轻峰区的 A =111 ， 112 ， 113和 1 15质量链产

牺都是通过III Ag • J12Pd • I啕Ag 和"吃d 的累计产额而得到的 .Glendenln 在 1951年首先报道了

他的数费，指出在产额曲线的llJ-115相 132-136质量区各出现一个小峰.当时使用的mCt

螺强度太弱，上述四个核囊产额值的氓量高达 20% ，他无法对此给出确切配J 结论

NervikJ 960年用一较大的mCt 预测定了上述四个核素的产额，其结果在 A= 川 3组;费量分布

曲线明显出现一个凸起，由此确认存在精细结构现象 .Skovorc回kin 1973年使用了更强的制

霄，用 R值法测定了官们的产额，对不同核肃测寇吹蚊2至 4次不等.他得出 A = II~史上不存在

结构峰的结论.萨哽江 19B6年则对此给出了存在结构峰的明确结论。

10



寝5 "'N. """I 和·lIN 累计产额

本工作 f\Cerv恤e'l SlovorOl副nlll 陈庆江1<J

IIlp回 1 3.50士0.13 3.65士。.18 3. 77士。.11 4.27士。.29

""AI 3.07士。.11 2.99士0.10 4.23士 0.30

IIIN 2.50土 0.14

III量在 5.19士0.29 5.11土 0.18 5.08士。.32

112，键 3.50士。1.13 3.65士 D.18 3.77士 0.11 4.27士 0.29

113健 3.77士0.13 4.23士。.311 3. 21±O. 1I 4.70士。.33

4.67士D.n" 3.67土 0.12川 5.19士 0.36"

1141在 2.59士 O. 15

liS'链 2.28土。.13 1.89 士。.08" 2.49士 0.19"'

.1)撞精密11:能敷l1(佼正的值

2)IUCd 的lUI 产额

为了便于比较，钝们将各家数据列于表 5中， Glendenin 的结果旗，盖过大，不予列入.本工

作与 Skovorodkin 的结果段好符合.就IJ2 Pd 而言.本工作、 Nervik 、 Sk伪'orodkin 的工作是一致

的，陈庚江的结果稍偏高.值得注意的是 NDSC'Oj给出的 113质量链最近评价结果可以确认其

衰变链，如回归的所示 g

/1 0.~S
(.)

/户、L

因6 II"质量寰变链

Nervik 的工作发妻子!960年，他给出的，.$113AS 的严额值为什.23土 0.38)%，育些文献

把它作为1·!tAg 的累计产额，我们和Skovorodkin认为宫是链产捆，因为.在此之前.Alexan

der[lJ)发表了有关113链;参数C见固6(b汀 .Nervik 不可能忽视113"'Ag 的存在及其分支衰变校

正.

上连几家1I3'Ag 禀汁产额数据校正为链严额时.皆采用图6(b)衰变纲图，而且都缺乏对

判断精细结构的至关重要的接素之一111链产牺.拽If]捶新衰变链桔正丈献敬据(见表5) ，并

绘成质量-产额曲线〈见困7) .Nervik 和陈庆江的结陶峰很突出.Skovor创kin 给出 113链产额

为3.21.由此认为不存在结构峰，若按新衰变链校正，应为3.07.与 112链产额3.77基本待平.

则不能做出不存在精细结构的肯定结论.这样，我们四家的结果可以得出在A = 113处存在

精细结构的结论.

另外，比较lU'Ag 的产额，敬据分为两组，本工作与 Skovorodkin 很好一致 .Nervik 与陈庆

江的结果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这是一个值得庄意的问题.Nervik •Skovorodki n 和陈庆伍皆采

用 Nal (Tl) -y 谱仪测量，这涉及IIll Ag 的 298keV 的 y 分支校正，但文献给出这一分支强度值



很不一致.NDS(U] 197]年给出 7.2%.1978年 J曲n Wiley 编的 Tables of IsotopesLuJ给出9%_

1986年[u]其输出值为]0%.上述作者采用何种参数控正，不得而知，这也许是各家产额值不

一致的原因，但本工作来用B测量，不存在此问题.

K-Ea--aea 、飞\ Iv\
3~ 1 .
2~ k

JJ1 In U5

|、 l

• ..量itA

本工作 Nenlt *0啊II由凰" 陈庆江

图7 产领·质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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