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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制的仪器是四道微分 γ 能谱仪.它由一个控制台和一个带有

Ii 75 mmX75 mm琪化纳晶体的探测器组成，能自动稳谱，自动定时

测量，自动计算U ， Th , K 含量及其比值，手动或自动存储原始测

量参数.它设有掉电保护，可重复读出或通过 RS-232 接口与计算机

连接作进一步处理。所有工作由触模式按键输入指令，由单片机软件

程序控制自动完成.该仪器能用于放射性地质填图，放射性元素的地

球化学研究，岩石与矿物样品中放射性元素做快速分析， U , Th , K

的勘探与普查，环境监测，以及用于寻找金铲等.



MODEL H-90A GAMMA-RAY
SPECTROMETER WITH MICROCOMPUTER

(In ChnJese)

Zhang Biao Dong Ch四Zhao Zhimi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URANIUM GEOLC后Y. CNNC)

ABSTRACT

Model H-90A is a 4-channel differential Gamma-ray spe<=tr田net町 with micrl。

∞m阳ter. It consists of a c'田lsole and Nal(TU crystal det配tor with a diameter of

~75 nun X 75 mm. The instrument h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such 回 automatic

spectrum stabilization. automatic regular timing m臼surement and automatic calcu

fation of uranium. thorium and 阳tassium contents and their ratios. Original data

can be manually and automatically stored. The instrument is provided with shut

down supply prot配tive device. re~ding out can be repeated or be further prl饵臼sed

thrωgh R5-Z3Z interfa四 output in the case of conn配ti∞ with computer. The

working command is inputed by " soft key" and performed by slice micr倪。mputer

automatically through software. It can be used not only in radii侃ctive geological

mapping , ge町hemical re回arch and rapid field a揭ay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in rnin

eral and rock samples. but also f.:>r exploration and reconnaissance survey for urani

urn. thorium , potassium and seeking gold. 3S well a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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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 7健遭测量方法艇在野外直接挥割着石中僻、销、仕的栅向分布..葡萄摞方法和

化露技术.具有仪8ft霞、副量快矗、准确等待点，是.If佳测量的主要手段之一. 30年

来，国内外学者瞌 V能晴测量方法庭仅嚣避行了大量的研究.阜帽的 7 能遭画量但大部存

在'瞌面'事幢大.灵敏厦佳.不易饵.等不足. 1977 年细拿大先这利公司推出的 GAD

6 四遭能遭仪，使用了中小坦帽'且电路.果用了自芭技术.提高了仅嚣的毒定性和英幢度.

实现TM:耐性元寰的定量割量，这是国际上辑先进的一仲四遭能遭仅.镜圈子 1969 年'嗣

.功了具有能面自动a定技术的 FD- 31 型三遭 V 能面缸，匾后又研割成功了多种噩号的四

遭 7 幢谴仅.例如FD-840 型、FD-906 型、FD-3022 盟等.这些仪器鄙景用了 CMOS 组成

电画且慕些电子新技术，大大降低了重机功能，提高了董饥性.0.".

本文介绍的便携式 "-90A 辙机 7 能遭仅是北京地质研究院矗街研制成功的功量齐全，

性能雹定的新一代能谱仪. £由先进的组合镜头初露作台商部分组成.由瞰矶撞倒，能自

动毒面，自动定时测量，计算和显示息遭、"遭、铺道、吐遭计鼓事，僻、铺、世含量及

真比值，并且具有与计算机连机做散据回敬和处理功能. ~在仪器可广泛用于政射性无章的

蕾查与勘探，岩百与矿物中tt射性元京的理场测定，环堤监测，以及用撞射方法对着盒，煤

炭‘石油等多种矿物的勘查研究.

1 H-90A 研制方案

髓，大鲤镇集成电路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蕾且，目前国际上生产出各仲慑功链的

eM臼单片融型计算机，此种器件因体职小，功院低.稳定可靠，放在地质拽矿仅雷上有

极好的应用前景【\"-90A 髓机 7 能i曹f:l (以下简称 "-90A) 就是采用了这种垣髓型计算

机为主体嚣件而设汁的曹能化便携式融机if仪.并且来用点阵液晶显示新挂术，果用触摸

按幢式面缸，设计了新型的幢幢式自动开关电谭控制电路，便面缸全部按幢化，健自动存

储和摊电保妒数据.探头采用 261 厂生产的组合探头，以提高能量分"率相保证幢幢幢定

可靠.果用美国最先进的整机外型结构，具有景观.精巧.牢固耐用等特点.经多年实践

及调查分析.认为来用mBa低能谭，控制高压变候器.以改变输出高压值的自毒方事.虽

然调试搜困难，但整机能全自动，大范围自稳，无需操作人员在工作中调整，且性能跑定

可靠，操作方便.

2 H-90A 主要技术指标及功能

"·90A 除具备国内外同英仪器的自动稳i曹.自动定时!J基本功能外，主要技术指标及

功能如下 z

(l)能量分辨率<10% (对lJ1ell 光咆蜡);

(2) 四遭同时测量，对于 K 、 U 、 Th 迪的 it缸窑量为 6.5XI0· ， ~遭为 1. 6X 10',
(3) 含量测量范围 z

铀遭 (2-1000) X 10 勺

牡遭 (3-1000) x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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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遭 ω.S-IOO) XlO 'i

(4) 可直读ThIK. ThIU. UIK的比值s

(5) 自量时间E 1-99991内任量s

el) .量遭宽z

艺 E 0.5-2.77 MeV l K, 1.38-1.56 MeV;

U E 1.66-1.90MeV;τ'h; Z. U-Z. 77 MeV l

(7)环撞温度革圃; -5'C-+50'C.汁It率最重运土15" (与窜量比tth

(8) 但嚣快.e定性.计撞事的相对谭量运土10'" i

(9) 电噩z 四节 R..电池 4.S V 以上均能正常工作.平均功'医<6创 mW. 篝电钮'面惺

电池可用两年以上z

(10) 可手动毒自动，矗太可存值 5ω组.插圃量撞撞s

(11)具有 RS-232 输出撞口，可与 Pc-ISOO 或 IBM-Pc 计算舰联机量行撞撞输血和处

理事

(1 2) 显示方式: 16 佳可编程点阵液晶显示提示符及鼓字 s

(1 3) 仅嚣外型尺寸相重量 z

操作台 ε210X 180X 9S (mm) 1.6 kl

It!头: ~ 110X390 (mm~ 3.4 kg

3 H-90A 基本工作原理

H-90A 主要由黯头和操作台商部分组成.详旦回 I.

H-90A 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y射线射到 Nal 晶体上，产生荧光.黄先周到先电惰Jt1f阴

银上产生光电子，经倍糟后，在阳植负童电阻上形成负尖顶脉冲，经醺随后细入14形咆酶，

使之变为丰富斯ill器，剧摘除尖顶脉冲对盟III水平的摩响.德后，倍号经过主量大嚣输出

正融冲.一瞻远入 K ， U. Th 三个髓分遭分析器和单遭噩到嚣 s 另一路是限帽嚣徊'二植

大嚣，提高自徨醺 h 螃脉神的输a:幅度.避入自撞上遭初自酷下遭.自毒遭输血的'拿神"

至量值率汁，形成变化的狈分电压，诙电宝与峰佳变化有关，峰佳向左{或向右〉嚣'引

起眼分电压的增加〈或越少).撞电 E经跟随嚣送至挥头的量控商 E变换嚣.从而使高压槽

DJ (在减少).保证幢大嚣输出幅度苞定，最终达到自动瞿谐的目的 IM].

H-30A 在接通电露后.即能自动建立稳定工作状态，然后一切撮作反功能完成部将在

单片机控制下进行.岳不同的功能髓执行不同的操作指令，如测量、置革颤、吉量计算..

融机撞倒显挠，根据接受到的不同撞作指令.完成程序控嗣相撞据处理.将处理后的结果

通过点阵檀晶屏显示出来，或直接由 Pc-:SOO 计算机或 IBM-Pc 徽机作进一步处理.以上即

为日·90A 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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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I H-90A 原理方.回

4 H-90A 的软件设计

H-9r也系统软件白计，吸收了国内外典型便携式测量仅嚣的设计思想初待点，结合当

前国内开展野外At射性能调测量的实际需要和本仪器具体的硬件支持，矗大可能地增噩敏

件功能.提高自动化瞿厦.简化操作步..本系统由 10 个主程序惯块和近百个于."构成.

开发工具为 SICE- .通用单片机徽机仿真嚣.谭程序为 MCS-48 汇编指令囊，目标程序为

MCS- C8 指令集，且长度约 4 kb."机接通电雷后即在程序控制下工作，撞不同的功幢幢由

相应的功幢幢块主捞宪威特定的功佳.日-90A 除具有测量、计算.显示.存帽等功能外，还

具有 R5-Z32 输出功能，可直接与民·1500 或 18M·Pc 融机联机处理测量敷掘，从而方便了

用户，提高了工作放萃，确保了资料的可靠性IM.

5 H-90A 的用途

H-90A 可广垣应用于多种辐射测量.tt射性地质坝田 .tt射性化学研究，对精否与矿

"样晶中植树性元'作快速野外分析，还可用于 K. U. Th 蕾查与勘探，环保监测，以及

用融射性方法对世盒、煤炭， fj楠.多种矿物的勘探研究!F.

6 试验及应用情况

6.' 筐'测试
(D 能量分"事: H-90A 能量分"事指标都优于10%. 对mC. O. 661 MeV 先电峰，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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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_*过量

H-!JOA 霞侃，幢'仅的商鱼饵'得恨'三台生产篝机分割量骨T野外宴跑回量.并与

阿曼钮.GAD-6、FD-3022 矗衍了比艘.障量衍了地厦嗣画圈量*.还量行了'定性、一

童量、'‘度的回量.宴圃结阜. H·goA 的功幢幢幢篝优于真宦同要但嚣.有关宴回撞撞

巫蝠'民雷害'野外宴割报告.这里不再费远-

6. 3 应用'在

H-9OA幢舰'量遭但自 1992 年 1 月 24 日矗过部级重定后.经石事庄霞型捕.胃草 606

队.曲事'自厦矿产局..疆菁色地'局以蛊篝工量北京'自厦研究院是伊朗专事组筝'也使

用.应用最息很好，真测量结果与地质剖面"徊啕合.在高温#回事劣的条件下均但籍了

民野的工fJ就毫.并提供了可霉的披露资料.

先后，匍本仪器部分研制工作的有毛稠南、仇本良、囊明、陈fJ鹤 z 男外还得到于瞿

湾、章.费、臭宏、李事佳.陆士主.刻'跃、钱挂荤.回华霉的指导初'助.倒行试量

在北京被仪嚣厂植验处主持下完成的.野外试验是在东北地勘局 247 大队~.等同志主持

下遭行的.在此谨向上述各位一并表示~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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