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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l X 射线弯晶谱仪安装调试与实验
障蔬夫 章属牵 强速跑

卢森叶离英 张稠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成都〉

摘要

用自行研制的X 射线弯晶谱仪首次在HL-l 托卡马克装置上进

行了安装调试和谱获取实验。谱仪是具有时间分辨的高集光本领、高

分辨 lohann 型布喇格晶体谱仪，它采用了有效面积为口X5c时，曲

率半径为 377 em 的大石英晶体板作为色散部件，探测器是一维空间

分辨的大尺寸(lOXI0 em2 ) 多丝正比计数器，谱分辨率!?il~18000 D

在有氧注入的氢等离子体放电情况下，用这台谱仪获取了部分波段

的类 HeAr 离子伴线谱，井由类 HeAr X\'1 3. 9457A 共振线的多普勒
展宽，初步给出了中心离子温度 Ti(O) ，表明谱仪研制获得成功.才实

验结果进行了讨论，井提出谱仪的改进意见.



ALIGNMANT AND EXPERIMENT OF THE HL- l

X-RAY BENT-CRYSTAL SPECfROMETER

(1,. Cl!iItese)

Chen Jiefu Y回n Chengjie ZI皿Ig Shux'皿

Lu Jie Vie Gaoying zhang Li

<SOUTHWESTERN INSTITUTE OF PHYSICS. CHENGDU)

ABSTRACT

An X-ray bent-crystal s阳trometer. which is d凹el甸回 bySouthwestern In

stitute of Physics. has been alignned and experimented on the HL-l Tokamak de
vice. It has been used to acquire experimental spectrum. This spectrometer has

time re四lution function and is a high through-put .high r臼oIution Bra田 crystal

spectrometer with Johann configuration. It uses a large q皿rtz lamina. its effective

area is 11 X 5 cmi
• with a radius of curvature of 377 em as 由e dispersion element.

The detector is a large size <IOX 10 cm勺佣e-dimer回ω181 r，髓。，lving multiwire pro
portional counter. and the spectral resolving power 臼 a均18000. Under the injec

tion of Ar into hydrogen plaSD18. the He-like Ar ion satellite spectra at 回me wave
length ranges are obtained. The c，四tral ion temperature has been given out from

the Doppler br，ωdening of He-like Ar X \'1 3. 9457A re回nance line. This shows the

success of spectrometer develo阳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further im

provement of this spectrometer are also disc四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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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托卡马克运行水平不断提高.芯部集区的轻杂量已撞完全剥离.重杂'~现阶段

主要处在类He剥离辜，宫的发射的主共援线及候就侧的双电子伴线谱〈以下简称停线谱〉

中包含有丰富的芯部等离了体信息.通过对离分瓣伴缉遭遭线的轮廊及强度分析，可以提供

诸如中心离子温度、离子丰度比及中性柬注入加热下等离子体肇体的纵向旋转速度等重要

参毅.这些参量~l't:研究电离平衡、杂质产生与输运、加热效率及加热动力学等课题有重要意

义.伴线谱研究早期始于天体等离子体，由于托卡马克等离子体的可控诠.重复性和可接近

性.已成为非常适合研究的停线谱辐射源.自 1918 年 PLT装置首次采用X射辑弯晶谱仪族

取到类HeFe 离子伴线谱并给出中心离子温度以来，近f多年中.国外许多大、中型括卡马克

已先后用弯晶谱仪获取有关元寰的高品质的停线谱，从不同角度在英基础理论及为等离子

体提供信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我院HL-l 托卡马克装置一般运行在 1 keV 以上的电子温度水平，芯部辐射向软X 区聚

集.在软 X 连续辐射谱观察中.亦已看到明显的重杂质元素的 K. 特征峰.为了开展停线谱

的诊断研究.我们用自行研制的 X 射线弯品谱仪首次在 HL- l 上进行了现场安装调试和i蕾

获取实验.

实验原理及仪器描述

谱仪采用 Johann 光部口，光学位形如固 1 所示.晶体弯曲歪曲事半径 2R.与罗兰圆相

切放置.对不同的被长，晶体接受来自等离子体大环不同方位、途经罗兰圃不同位置的 X射

线辐射.接布喇恪公式: IIλ= 剧，向衍射并聚焦到罗兰圆上相应的不同点，从而把辐射色散

成i曹.这个i蕾被探测器转换成有位置关系的像ill号.经电子学处理后，再送至多遭分析器作

i曹分析. Johann 光路要求辐射源在观察方位覆盖的区域内具有均匀性而托卡马克等离子

体的大环铀对称性正好满足这?要求.按软 X 射线对传播介质的要求，谱仪壳体内应具有

l Pa以上的真空度或克以大气E强的氯气.

品'事

且，

图 I J啪nn 位形布喇梅晶体谱仪光学原理因

谱仪采用有效照射面担 11 x5 crri'的大

尺寸a 石英晶体板作色散部件，探测器为位

置灵敏的多丝正比计数嚣(MWPC).有效撩

测面积lOX 10 en仇入出射臂妖分别约 3m

和 3.5m，是一台具有高集光本领和高分痹率

的布喇恪弯晶谱仪.

托卡马克常见的重杂质一般有 Ar ， Ti ，

Cr ，Fe ， Ni 等元素.按照 C. 由国on 等人在日冕

平衡条件下作的计算 I叽对相同电离度离子，

分敷丰度达峰值的电子温度是随原子序数 Z

的增大而增加的.首次实验下，从降低对装置

运行参嚣的要求出发，我们选择 z 低一些的

元素 Ar 的类 HeArXVII 3. 9451 A主共振线及
妖波侧的伴线谱为观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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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喇恪角也一锻应选为 SO"到 70"之间.选得过，j、.避仪的分癖率、亮度等主要性能变坏z

选得太大，则可观察波长范围过稽..盖不完所关心披段的停线遭.潘仅安装上也发生困难

Ar f非线谱下.我们选用200 Q.石英晶体(~=-l.2S6 A>.以中心波妖3.95SA it.布唰幡局

为 68. 衍，罗兰圆直径可选为377 an.遭仅分辨率a预期可达18则相应的仪器宽度[Y.

-0.22 rnλ. 而以离子量度T. =-l回 ~V 计，直离子遭缉多瞥'展宽的半高全宽度

〈阳咽M) t::..Jo为3.96 rnA.可见谱续提在轮廊以多膏鞠宽度为主.仪器宽度的贡献很小.可

观察撞*范围/).'-曼观察窗口在所限翩. ;60 窗口条件下.可选为覆盖在3. 9.. 到3. 97 ..\

的 30 rnA①范围上.

谱仪由晶体盒、N测器电子学系统及入、出射臂等几部分组成，总体结构如回2 所示.

品片被夹在四捧弯曲装置阳中.并弯曲为精确值血的曲率半径.弯曲装置装在晶体盒

内.配有三维调节矶钩，用以把弯晶调到Johann位形要求的精确位置.支撑晶体盒的云台也

配有三维调节肌肉.用作安装谓试.入、出射臂由晶体盒的两个连接窗口分别接至皿...1 东

窗口上部仰角为7.U·的 ~Oil察窗相探测器二维可谓段{端部为41阔、 6= 0. 1 附阳'露出

41窗>.入射臂从装置窗口i起，依次有绝缘段、6150超离真空直通阀、超高真空机组和有0.5

，1ITl铝涂层的IJ = O. 1Mylar 腹.以分隔成与装置直通且绝缘的越高真空段租只满足 X 射线

传插的谱仪低真空段.出射臂端部的二维可调段用作把MWPC 的阳极平面调至谱仪焦面

it-让i曹培在中部.

探i嗯器-电子学系统框图如困 3 所示.

f茶测器是气t;在流动式的位直灵敏 MWPC.工作气体为Ar(75%>+C""，比 (25%>混合标准

气.探;明而帜 lOX 10 .:Tn'.位置分辨宽度t-，x -C. 3 mm.6. 7 keY 能量的 X 射线下转换放率

约 30%. 阴、自I饭问陋 6mm.读出阴假为垂直愤世址在印刷板上的 so 条带.带宽 1 mm.间距 2

mm. 带上!骂生的电荷经电容锅台被馈至集，且延迟线.线的带-带抽头延时 10 ns.~延时:i00

m.延边线阻扰 200 比入射窗为 soμm Mylar D要.

图 3 捺测器电子学系统恒固

石~~:~3!回

VAX'UI75C

谱线 i靠在阴极主感生像信号.每个光子的像信号经延迟线桐合从两端迭出一对有时间

差的电荷脉冲.它们经前置放大、祖辈波整形庄 fit别处理后，一并送入时间·脉冲高度转换器

(TPHC). 在这里，时间差被转换成电压脉冲.脉冲的高度与时间差、 up入射光子在 MWPC 上

①注 I }..=I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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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害苦缺位置有挂性关系.这些脉冲是在字化后送至多遭份析量(MO的.把谱援像转缺成有

it缸Iii地址-噩度/攘怅值关系的 xtt线谱.尔后再送入计算机，同时显示在显示屏上.

适当重择电子学.ft.可以把MWPC'测到的面线像放到旺A的章定遵范围分桥，若把m

m的位置宽度撞到 4隅遭范围分析.30m).的~-在MWPC 上E盖 67mm的位置宽

度.对应遵范围 27-10 遭.标定关系为 1.ω-I XI0-l m}./iI聋 91. ..遭/mA. 由 91-180ω可

得谱仪能量份辘率幸遭份"为2. 725 eV !.t-20 遭.

谱仪可以通过多分析嚣单元 (M刷〉对单次放电的面进行时间分.，测量.分'董事及周

期分别表示为 N和T=MX 时差 .M 是MeA的面置计，时间 • N &.1时基分别是MAM曲

子族ft相时基值.量挥适当的 T.N值和起始时刻 ， .即可剧从选定的放电时割 S开始，佳时

间周MT采集NIX蔷撞撞.并依次童入MeA的〈金遭遭IN)遭范围.得到从t开始E量在t

~'+NT时间区间、时间倍'量为N的单夜班电的蕾馆阜.

2 安装调试

接照装置现场环堤，要求谱仪从东窗口上部~仰窗口去观察等离子体.恨据仰窗口实

际加工的仰角约 7.1嘀等离子体柱的垂直位移行为，章取距真空室几何中心向上 15mm 处

为瞄准虫.因此视线的实际仰角为 7. U".具体关系如回 4 所示.

1坐一-
揭lit

点三;\J竖一一-1 ..F
一

'ft- .... III I!
一• 二

1l...M靠窗口..

700 747
-H主

1477
户·

囤 4 穹晶婚仪视线与HL- l 等离子体的几何美系

2. I 晶体和挥测器定位

先接入射臂~五槐线仰角决定的高度将晶体大致就位.在瞄准点处置~光纤头.装置

观察窗和晶体盒入、出财窗口中心直.2 先栏.用H.e-Ne辙光经现寡由党栏入Mill觉到头〈观

察到有光输出).以确定入射光辅.调节晶体企方位.使之满足，(1)激光经入射窗光在入射到

晶体.调节lt方位角，使自晶体反射的激光沿原路返回， (2)观察由与入射宙间的恒离等于入

~·t悍的安装妖厦川3)晶体盒措入、出射窗夹角的角平分缉方向下俯，使两条嘴的俯角相同.

随即锁定品体盒.

6



调节晶体的精向方位角.使自晶体反峭的撒光t壁画定突角值从出财窗先在前出.以确定

出tt光袖.将出 tt臂的二维可谓段黯安装位置大致篝位.再调重至使巅光束穿过奠两蜻法兰

中心的铠光栏.且使震拿出射蜻窗安擎的 MWPC的阳植面至晶体中毛、的踵离等于规定的

出!HUi是.让光辅落到捧测画中心部位.

2.2 弯矗曲事调试

援盯装置的工作.在晶体前表面与衍射矗面严梅平行的前提下，曲事调试可以用英点

可见光嚣的简单方法来代笛用类点X 射线II作调试的麻候做法"1.

10- 1 费矗囊'

A

E
~

•••

.
』

之=

..囊
E…_..... ...._._-=...1:1

B__--= 二τ，亏了~-- I

;
• ,

巴L :
犀..-~--7fSZF345

••
11I 5 弯晶曲1$:调试光学布it

光学安排师团 5 所示.把联在三维调节机构上的晶体弯曲装置一并取出晶体盒.移至暗

宝.央上品体.tt中心定为C点.A 处置He-Ne激光.调整光路.使依次反射至像观察点 E.把

光~a.b.l·.tl 保持在同一水平面内.使 II +b=c+~ = 2Rcosa. 然后在A 处改~ ClIO. 2 类点

口1见光源(白面光纤引出玲光.i!'l强光输出头加 CIIO.2 光栏).慢慢调节弯曲装置的螺何组，把

品1本顶fl.在 E 处的观察屏上将看到横向逐渐压'曾且始终保持矩形的像.最后.矩形像.压

缩f!i-条优质襄焦的线状像.如回 6 所示.这时弯品的曲事就是所篱的精确的 2H 值.

把调好的弯品跑回晶体盒.调整并锁定弯曲装置的三维调节机构.使置于 MWPC 阳锻面

处的观察屏上能看到入射激光被弯品聚焦到该处的与罗兰圆垂直的线状像.缺上 MWPC. 使

阴慨带与像平行.

完成立 E 和 2.2 的全部步骤后.再依次安装两条臂及真空系统，并作真空调试.实际装

吁的入、 tM;t臂{(;分别为 3018 mm{从观察窗端面Jr起}和 3503 mm{算至探测器阳极面).则

罗兰圆直径为 3770 mm.

2.3 探测器电子学系统调试

MWPC的阳极高压选为有量大光子计披率下的+2050 v. 由于一个光子的感生电荷量

仅为 10- 13库仑量级.故采用两个高电荷灵敏的前置放大器(ORTEC 142配〉按短电缆方式联

债.对由延迟线两瑞送入的小电荷脉冲对作预放大.以降低分布电容、提高倍嘿比.预放信号

IIH生电理(约35 m)馈至控制室. MWPC，&前就用紫铜盒屏蔽，倩号电缆及电源咆绕一律用

FS频同辅电缆，走线用紫铜管屏蔽.整个系统对地浮置，供电电源经隔离.稳压及路披处理.

以尽可能排除装置现场环地下的各种外来乎扰.

经}二连处理.在主放大器(ORTEC 474)有 5-6V的光子输出脉冲时.静态噪声水平'仅

约 50 mY，在装民运行状态下• iiI叠加峰~峰约300 mV、频率在4MHz以下的高频干扰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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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线

平.适当选择囊剂量(侃TEe552)的证囊到闺耐不会在阳A 中量...声

锻it戴.真次.OR四1' 5目是在输入.冲后带60，"，峰高处进行囊娟的.这

里的频率及幅值都远大于现场高'震干扰，故不致量成囔声对光子脉冲ft

娟的干筑面也响系统的分"事.

至于装置本庭寝射干扰的问题.MWI'C主要对dl中子本应有响应

对硬X 辐射固不灵敏.这对目前尚未来用中性束注入等辅助加热手段的

"l-I 装置来说.基本上不存在本庭干扰.实量中也未观察到.

3 实验结果

司ltl取实验是在HL- l 有重注入时的重等离子体戴电情况 二行的.

量是在撞电开始后的几个选定时刻以几Ii气的方式注入等离亏一体中的.

由于量进入等离子体后的再循环行为且对放电的影响比枝复杂.就电状

革一时.于控制.中心电子温度水平受到~响导致类HeAr离子伴线谱发

射较弱，故只对放电全过E作一次谱采集.没有进行时间分僻的谱~取

:It次.由于曼可观察撞段范围的限制.考虑到本实验主要是谱仪性能观

察.因此把所关.co'唱可谱段尽可能放到多道分析嚣的全谱置范围越察.以期

看得细一些.

回 7(a).(b)分~I示出了 9409、 9412 两次政电中获取的部分波段的

Ar'‘+离子伴线谱.这是对原始谱数据作平滑处理后得到的.谱线用Gabriel

标示符号.(S)标出. w 是主共振线.直是互组合线.m是一条. =2的双电子

伴缉.. =3、.;别是波长上无法分痹开的高，双电子伴绞震.可以看到.

在I\rll+伴线谱下.. =3 伴线族与主共振缉分隔得很好..~4 俘线族则

用 6 调好穹品曲 在波长上与之十分靠近.官们叠加ill W i苦线的~披露对真强度有贡献.并

字后的囊1.!\线状像造成n在轮酶的不对称分布.但w谱线的短波翼没有任何i蔷缉叠加.是高

斯塑轮廓，可供多普勒加宽分析测定等离子体离子温度.

表 E 部分类陆Ar 谱缉及停绕 道的擅长标定可沿用 TFR 小组的计算

的计算波长值 值[Il (见表J)相实验谱谱线的道间隔得到.

跃 适 lill阳 A) 利用围内剖，在对 WI曹缉短披露拟合高斯轮

l由响-10"50 I 3. 9157 廓后.可得到 w.m.x 谱线的曲事值垣分别为

m I hZp1也fz-·b匈哨位 I 3. 9629 805.3134.3175 遭. w.X 谱线擅长间隔 17.5

),zp 'P,- h' '50 I 3. 9632 mAe以平均色散 2.23mm/r叫 it.在 MWfC

上覆盖的位置宽度为 39 nm.由此得到在选

定的电子学参放下.谱仪在 MeA 上的定标值为盹 78 遭Imm 或 135.42 遭1m;". m.x 遭线

相间.1]道.相当的 i皮间II!为 0.3mA. 与 TFR 的计算结果符合得很好 .m ， x 峰被分隔开表明

实际安裴的谱仪分辩率已好于 0.3 mA .与队 22 mA 的im分'挥率相当接近.

i普线多苦勒展~的半高全宽度6.).0与发光离子的离子翻度 T， 的关系式为 z

T,(eV) = 1.68 X I ()1A(6，;"，1λ沪

式中 :A 一-以原子质量单位计的发光离子的原子量s

A 一-j蔷线的中心彼伏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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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IE 02 而回...比

固 7 部分馈段的费胁AT停缉蕾

在类HeAr3. 9457 A共镰线情况下有: T;(eV) = 431. ](tJ.J.o )I. tJ.]，£单位为 om;' .由此可利

用实测槐在宽度( tJ.J.)rw阳导出离子温度.由于AJ' II+W谱线主要由25部发射.放所得值是

等离子体中心的 M 离子温度.黯照日冕电离平衡理论.这个也就是氢等离子体的中心离子

温度.

由于宴帽的 fj'-帽"中包含有寓它组分，必须将真扫除才能得到鲍静的tJ.'Ao.这些组分

9



是:()仅嚣宽度6，Ar. ;(2)篝剖面与罗兰.虞吏角..披置.使偏离光袖的挥画面处因不在焦

点上面刮起失傻"重6，;' ;(3)弯晶曲事回温度变化造虞失焦引起加宽6，~.上述细宽均是

高畸型轮..At!)}...可援下式指出 z

6,Je= (~届--6.Ji-M-6，Ji对

由.;if =18明.有6，Ar. =0. ZZ mA. 撞简单几何关系得到军

fjA = (U 回国laiD) • ωJill

式中zι 一一晶体育效盟财宽度昌

t 一-MWPC阳怪画光子贺这位置厦党t!'(在罗兰圄内}的投串距离s

...一一中心援民的布唰幡角z

(J-，li画射.~;

cUlcIi -倒缉色徽.
上式代入有关.敏得到 :~=".7)( IO-'I(mA)(1 单位为:mm). 实际安毒草中 .W 遭续偏

离克精约+几毫米.$6，.且，可忽略.

关于6，)... .真菁很大的随机性〈详见讨论).只菁凭经验估计.经实际观察.重温下几?

据氏度变化范围内导致的位置宽度细宽6，-约 I mm.亦即队 4臼 mAo 由此可得'T，(的与实

班时6，~甲在阳A 上所占的遭宽度 6，N 有如下关系 z

T,(O) = -131. I[<7.51 X IO-'M沪- o. rl' - (0. 4566.-)~]

式中: 6，-单位为mm.

逮捕+戴校多、遭线形状枝好的9U2炮击回【囤7(1)>))试笛算T.(O) • 先细去本底辐射

水平.由 w 遭线短波翼银合视在6，~回国.得6，N =140遭.实验时环键温度比弯晶曲事调

试时的温度高3 度.历时约60 天.取6，-电1 阳市.得Ti(O) =部6eV.

T， (O) 结果中的误差主要来自().""相6.-.当计敷水平低.谱形貌不好时.M的误差

较大.6，...的误差主要取决于对温度效应和时间极禀效应的笛算.本政实验情况下.所得

T， (O) 取到%的误差比较合理.详见讨论.

4 讨论

本次实验中.我盯把重套谱仪在曾莹的环幢条件下E安装基菌'民空铁饭，不稳固，环键温

差大等}成功地进行7安装调试.并Il取了 HL- l 装置部分波段的樊HeAr离子伴线谱.分辨

开7璋间距。.3m.-\的 m.ll 谴线.韧步输出了等离子体中心离子温度.应该说.谱仪的研制

及初步实验是成功的.

总结本次实验.对存在问题作如下讨论.

(» it蚊不够.以it数量多的9412次披电着.w 遭镜蜂值遭计鼓也不JlJ50个.由于计鼓

少.在拟合谱线视在轮廓和确定撞妖中误差很大.

计黯少与两方面原因有关.从装置角度来说.计黯少就是先弱.氧的注入技术.再帽环

行为巫师何控制好有氢注入下的披电状革等，雷要作细擎调试.本次实验由于时间慧迫，未

能作细致工作.放电控制不好，时间拉不t朵，窑'童生破费不毡定性，等离子体电流不到100

kA.导璋芯部然区变玲.Arll•离子的丰厦不够.因而发光弱.真~.出于对谱仪分"事且谱细

节观察的日的.ftfJ'l对徊间被间距所用的遭宽度比国外同英实磕【轩"中所用遭宽大几倍.若

选惕'但一些，田德在遭~"中的总光子It不变，遭计ft.多得多.只有在遭计fl足够大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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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拟合出较好的谱轮廓，由此得到的实验结果

才会更可靠.

(2) 对弯晶曲率的时温效应对谱仪分辨率

产生的影响应作出合理评价.国外的实验中

对此一般没有予以考虑.J盯装置的谱仪将

其解释为热漂移所致，并予以忽略[飞根据我

们的观察，在某一室温下调好曲率后，在校长

时间周期、室温几经来回变化的情况下，造成

图 8 四悔弯曲装置示意图 的最终位置加宽大约可稳定在lmm左右.弯

晶曲率的这种效应可从四棒弯曲装置的结构加以解释.如图8所示，由于晶片是靠框架两端

的两组糠的顶臣而弯曲的，两者的膨胀系数不同，与金属相比，石英膨胀系数可不计.当温度

变化时，棒间距发生变化而晶体妖度不变，即弦妖改变而那长不变，两者之间在E负向温度

变化情况下，还有无可逆关系的随机机械位移.克服的方法是采用恒温，但技术上难于办到.

折衷办法是首次调好曲率后，在历经一次以上正负向温度变化的过程中作多次修补调试.经

验证明，历经这个时间周期之后，曲率的时温效应将变得小得多，以致可忽略.

(3) 真空机组的振动和基丽的不稳固对i普仪光学系统的精密性有影响，表现为多次炮叠加

i苦的i普线轮廓变宽(如固9 所示的三次炮叠加i配。故采取必要的消振措施是必须的，

(4) 谱仪探测

臂为固定安装，

晶 i本方位角靠手

动调整. 6.)0f5R

受观察窗限制2

以本次实验为

例，所关心区域

通常取 w 主共

振绪 3.9457 A
至 z 禁戒线

3.9916 A 之间

46 rn A 的伴线

谱，而现有非60

窗口所限制的

40 30 rnA 范围只能

留盖 wi曹线至 y

图 9 经三次披电获取到的叠加 i暑 互组合线之间的

区间，窗口限制搜长范围是国外许多装置存在的普遍问题，采用的方法是使晶体和探视 IJ臂两

者按数控方式作同步转动，经多次放电分段观察相直交叠而得到全谱 .J町的 .TFR(8)等装置

的谱仪都是这样做的.但这需要配置庞大复杂的机械结构及精密的计算机散控伺服系统，对

装置环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允许条件下，通过增大窗口使 6).帽能覆盖全 i曾是最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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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实验采用由理论值标定实验波长，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因为理论计算值与采用的

物理模型及近似处理方法有关，常常需要用实验数据作验证.正确的做法是用已知波长的合

适元素的L 双线预先标定i普仪，用标定过的谱仪给出实验值.并以蓝同理论值相互验iiE.X1'

本次实验而言，所采用的TFR给的值是经实验验证并已被证明是符合得很好的间，在这台

初步研制成功而未及标定的谱仪情况下还是合理的.目前，我们已研制了有线状钻靶的专用

英点X 射线嚣，正在做用CoKe双线标定i普{义的工作.

致i射 z本工作在电子学调试中曾得到张光阳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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