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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X 射线源及其应用研究.

李福全

(辑工业大连应用技术研究所)

摘要

介绍了在低能范围内利用放射性同位亲源发出的初级射线，照

射和激发靶片元素产生的特征 X 射线的规律性;探讨了提高 γ， X 射

线转换率的途径及减少散射射线影响的因素，包括选择不同规格的

初级放射源、不同的靶片形式及摞靶相对几何位置等因素对产额的

影响;找出了提高信噪比的条件。按此结果制成的靶式源，通过更换

靶材可以相当自由地选取 x 射线能量.该源可广泛用于核仪表和其

他场合，弥补了现有同位素源能量不足的缺陆.作为应用之-制成的

核辐射测厚仪，已成功地实现了在很宽的范围内对不同材质的厚度

测量，丰富和扩大了这一应用领域，揭示了特征 X 射线新的应用前

景.

• 田家自然科学a盒费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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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HARACTERISTIC X-RAY
SUORCE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Chinese)

Li F叫田a

(DALlAN APPLIED TECHNIQUE

INSTITUTE OF NUCLEAR INDUSTRY)

ABSTRACT

The law of characteristic X-rays emitted by target el四lent under the radiation

of isotope source in a range of low energy is discu画tel. Both the way of improving

the rate ofγ'-X conversion and the method to eleminate the influnee of 优after rays

are introduced. The influence of the variation of 阴阳pes sou阳. targets and the rel

ative pc黯ition of s∞ree-target to the output of X-rays is also discussed and then the

conditions of improving signal-to-noise radio is presented. The X-ray source ba臼d

on the配 results can produce different energy X-rays. and so can be br佣dly used on

nuclear instruments and other fields. as a low energy source. The thickness gauge.

as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has succ四ded in thickness measuring of the different ma

terials in large range. and present a new application field for characteristic X-ray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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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元素的特证 X 射纯理it:早已有研究相报道.利用元章特征 X 射线建立的荧光分析挂在

工业中也已披采用.

为了进一步掠索元素将证 X 射线的产生及真坝撑住.割成可供实用选择的特证 X 剖钱

潭，开11:租扩;吹草应用领域.开展了对待证 X 甜线踵的.~用研究.

在低能范围内.选择披肘性问{I:'章 Y 谭作为韧级自重.照射不同元素制成的靶片，激发

产生该元素的特i孟 X 射线.挥H提高 γ.X 射或转接率鹊i减少融射射线影响的途径.在此基

础上，设 ~t栩制造了严主元素行证 X 射f茸的事E式源.它具有足够的强度租一系列优点.作

卸工作r.可在抖研何生产中来用，

利用这种吧式'作为工作谭嗣成的核辐射仪表，洁如厚度it. 密度计、原油水分测定

仪等.有觉地解决了一些工业参敢的测量.取得了明显的焚益.

1 试验条件

I. I 试验装置与仪表

(])试验装置 自行设计，加工了试验装置.内装高激发植射谭、靶片初探测器.撒发

醺.靶片可方1哑地更换. liT (1 切地转换、改变彼此间角度、距离.具有精确的刻震等.以

实现在不同条件下撒发靶材恃征 X 射线的目的.

(2) 探测器 采用了正比 it敷啻阳闪烁计敷器两种探测系统.

(3) 仪器、仪袭部分 分析和记录射线仪麦.主要离自割的单道脉冲幅度分街器和 FH

461 型融处理机多 ill分析器 (4096 j{i>. 且真它常规仪表.

(4 >放射源 采用较多的是不同活血仙尺寸的lU Am 低能 Y 摞和ZlIPU 谭等.~中常用

尺寸为 ;10:<5 mOl.活性区直径为削 mOl.

(5 >靶Ii" .!Ut削备 试验 :f， ln 了从原手序数 25 的撞开始的 20 余种元素，但插铁、镣、

铜. f1 、 j虫、银、怡、圳、银、锡、碗、~.锁、饰. H. tL等制成靶片.览中包括金属、

非金属. ·1'·t.ft阳 it 合物罕。 l[粉末状态来m 自制的陆具阳压月机，接需要压制成不同尺寸

的靶片.激发产业:11;特 liE X 射线.

除注明外，靶Jj"-/U1JU工lJ!Uf位 ¢50 mOl的回陷于而事E. 其厚度扭过本身特征X 射纯

白吸收层厚度.

1.1 试验混程

典型的试验系吭示意用~n[专11 所示.

回中，角、￠角. 0 frJ分另Ij{飞去激发摞平丽{与水平丽、 1葡发摞平面与靶平丽、靶平面与

垂直面间夹角.

L 表示靶平面frp心点与r~攒II 戳在回归j的直线~r~ 离，

2 试验内容和结果

1·1 元囊特征X 射线的产生

采用活度为]. II X 1O· I3q I'I'-Jll'Pu 和ZHAm 攸射~.~50X5 mOl的各仲靶片.保持 ψ... ]5·

~= 60·. '4臣和l 呢!片在边缘处t~触.果用l两仲报测器测量，多道分析器选用1024 j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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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甸回 2 所示.回 2 列出了辈用间

'摩计赃嚣挥测. u1Am 嚣激发银哩的 K 层特征 I %

X 时缉遭田.真光电峰佳在 125 遵处.在 332 /卢?τ?←

遭处系融财曲t. 真他靶片得到各自的将征 xtt ι二/ / 1..一一一一- -→户一、
1 l.."L.圃'/ 111_11_11.1

缉遭. -1田基iC·~工三.JL..二rL斗」

在U下试验中.除注明外，将以重个特征x """(τ-=r

阳光电峰〈即全能峰}作为严睛盯射线 CD 曰

的噩厦.而把融射峰作于.峰捆以研究.

2.2 .Ie尺寸和几何象件靡响试验

a董矗辈革和理片闸的相对角应对严

.的'居响

。}保恃靶位置(8 角}不变.改变II平面

角度 ψ值，特征X 射线的产领.

囡 l 试验系统方躯示章圈

I-I!. Z-.... 3-睛"外壳，4-... , ~-一...6-一主..
?一一，遭.饵 J 8. ，一一电..

2.2.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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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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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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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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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Z

, 0_11

on

额....

。.~

口'Pu·CuKX 不间'"角所对应汁It

回 3 ￥IJ:I: T 1. 川 x 10" fiq "'Pu-CuKX q·t纯情况，采用正比 H'敷骨挥测. /，，，ι120 mOl,

L~14 列出 r I. 1仆:IO'BqHI 八m 八Ji:KX q·t纯情况.采用闪烁器探测. 1.=~60 mOl.

在 I flJ:l:了不同 fO I!( n·t)沂 lt凹的的问i1·t~&JU丧f't-.

因 3If't\m.AIlKX 能满四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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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讼.a麟，曹庭的0# .1.'. 矗葛it'../IO. ItE..it.~I. Ite.离峙.剑 I.

P..cu lO A.-j‘四KX Plo-CooKX r Aa-AcKX Plo-CeXX Aa-¥X, 篇..~ IIlUI ZO° 20' 'To- 7旷

10" Zl40S III蝇47 1~' 15' 5$' IS'

I~' us‘7 IZUJt 15' 15' w ‘v
zo" zas02 1部罩" I~' 15' 55- w
zs· Zl7~ II'MI 10' 10" SS' 55'

w ZlI.. IZ割蝇4 10' IC,' 50" 50"

40"! z‘ tlZ 1Z57SZ S' 10" 45' 40"

50"_[ 147~7 1110冒Z 5' ~. 15' 3$'

寝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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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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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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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睬
。

飞

II I. Z
J_

"'Am-A，lKX 不同'.所对应的汁.

从我 l 巾列tl;结架!吁见，虽高计量立出现于0角在 15'-30'之间， ψ 角在 10'-15'之间.真

巾当() = 25'. 沪 = 11)' ( 即 ;=55') I!'t X 射线产筒居高.还发现.随着靶的倾斜{即 e 角增

大)，改变激发源'Ui内时. J.t :(d来;咧嚣位置踊大 X 射线产额出现埋律是瞟靶归 l夹角即'角值

越来越小. ::HFi 0 =C'时. ~=70·. 而当 8 =50'时. ~角值只商 35'了.

试验对 11;官陀材(包括ft~物靶材〉取得了相同的结果.

(2) 保恃撒发耀位置 (ψ 角}不变，改变靶平面。角.持证 X 射线的产领.

因 5 列出了I. IIXIIJ'!ki W八O\ ·AKKX 射线情况.果用闪烁撩测器 ， L =360 mm.

夜 2 列出了不同所1[时，所)Of'茫的最高j~敷及条件，

从在 2 中可见.真局大计'啦:t:~在ψ=lW.()=2S·时，这与试验 C]) 情况相同.

结果可见，保持世角不变.改变。角度时.Jt特征 X 射线最高it敢均出现在fI =90' 一

世..- e= 55' , ~IJ确定撇发~位置的.即可伐址:lt特征 X 射线最高汁敬对应的I!片位置.

s

因 5"'Am-AIlKX 不同 ψ 角断对应的 it l2:回』



.1 I.本童...诗..黯到店的 I.f.I. .鹰付../10. It应.鹰汁.筒'" Ita.禽计..".

v IInlt 35' 55'
E旷 JHI47 25' 55'

IS' 阻MolZ zv" 55'

zv" IZ:W77 15' 55'

zs· 114477 10" 55'

组F IIIZC路 S' 55'

40" '篇幅' v 50"

1. 1. 2 政董矗撞矗与缸片阁的*平噩噩对 xtt辑严.的B响

(1)饵I!情况保撼"， =15". '=55". 改变霞I!间距离，看.待筐X 射线产."结果

，且寝 3.

.3 I=I5"'， ~=55"1t.磊、雹闲庭鹰嚣嘀斌.

-"2"• ~.~ I ，.与... 愧"绚 a..与eJt间不~.鹰"产..计./10s
仲. 间砸禽.阳"

酶'Il 0_ l 圃' Z_ 3 酶' ...圃" ‘圃'
I ..回 10_.. E 比汁1t .1 IZO F..KX 17S04 17‘35 17‘" 1776Z 17431 171'‘ E‘"2 IStII.. zmsl 1211 CuKX

E";zz7,6,0,!!ISSBS
IU74 且，n， 1'2Ot INK 17m 17417

A_ PI.汁筐' 3611 iA,KX IZ4044 1240" U431J IZIωz 111416 115011 1071S0

E离 Omm 表示'.发霞与靶片在下边缉处接触.1.2.3，…分剧表示真间E离为 1.

2. 3. "'mm.

从结果可见.真最高严额均出现在距离为3mm 时.

(2) 直靶情况{即θ=0") 藏发醺踉置I!中心，仿=90"，结果.且亵4.

寝 4 8=0'. 1/ =91唱才.潭..e闲庭鹰影响斌•

."囊尺篝才仲 '仲割S'E • 间与It跚m跚~~X tt钱li aaaE与e片间不伺魔禽'苦产..甜It flO.

- o mm 12. 5 mm 15.0 mm I 7. 5 mm I,. 0 mm I 10 m幅1Z.5 mm115. 0 """

Pu. 1I0X5 IZO F..KX Z30'Z 14530 15117 17064 16826 1"25 15156

PuolllO)( 5 E 比it霄' 120 CuKX 14016 1'751 25309 21417 26"3 Z7601 27052

"m.'10)(5 肉.计戳' 360 A.KX! 46帽ZI' 811Z5 103618 116231 11'463 1124U 109711 IM414

Am.'IS)(6 闪烁计霉' 360 A,KXl 4110tS 14"65 11691' 18'019 1'710‘ 1'4671 IIlS61 173071

结果可见.最高产翻出理在撒发I(初I!片间距离约 9mm 时

2.1.3 靶片尺寸对产丽的影响

试验条件 z 选用厚度相同.不同直径的惕靶. ]. J I X JO· Bq Itl Am iIt发瞟，保持栩同的

几何条件，结果参见丧 5 秘阳 6.

寝"片E役对产.的.嘀结果

'片蓝径. mm ~O 4ll J5 Jll 25 2ll IS

IU341 136014 12711117 123626 114468 "1'1 14330
一一产_-.慨.. 5. II 6.62 2.66 7.40 15.90 12.33

N.·- N.
产领降低率定义为z 可?× 100%

N..NI 分别夜示不同两组计缸值，按此计算_15 与 ~50 的靶片.在相同的融发条件下，

E



X 蜻缉严.1If髓率为 41.16".

从费 s 可见.保待靶一定尺寸. tII H5 mm. 在德 X 射缉强度与幢大尺寸靶酶缸不缸

明显.这停可根据需要、整置尺寸、I!树的成本，决定量取靶树大小.

改变遭发雷与靶片间佳向撞撞点..真对产筒'巨响.固7 列出了直I! «(J =0-).

IJIPu-CuKXIf缉情况.谭撞在靶中心即，， =0 mm 与在边缘处即，， =25 nun 时.计鼓分割为

108319/50 s 和 133613/50 s , 产'酶'正为 19". •

1.4

1. %
s
‘、t'0
- 1.0

1.3

c
1= 1. :Z
嘈-

t

1.1

/
./

在，
O.I!,::

30 40 50

'畸重经.mm

1.0
s 15

..11帽"

%5

回 6 不同~片尺才的产. 回 1 ..但不同撞'显点的产筒

1.1.4 矗嚣'与靶片闲配置形式试验

在们主要进行了三种雷、靶结构形式的X 射缉产领研究.其示意固如回8 所示

<a) 斜靶情Ii:激发I(与~片在边缘处接触.

<b) 直~情况z 激发谭与靶片在边缘处接触.靶垂直披置.

<C)直靶、中心潭情况z 把垂直攸置.激发潭在靶片中心位.<此情况，也曾作过弧形

岖.fIn回 8 【c:)巾虚线所示).

(a)

一-- :

(/1
。，

图 8 激发摞与~片的配合形式

1-一何蝇.. %-t!附.

今

口/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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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1.褒 6.

.‘ .e不同Ra时.大讲·比锺

配置方式 • 大 计 •...·FcKX/50. Plt-CotJO( /50 • Aa-AaKX/l0 •

"t! I llIZ I IU.... 四IMI

噩' 7HOZ IZt1ZS 1HZ也Z

蓝t!.心' 14111 缸IIOK ll~

寝 6 所列披露均丧示在各种配置下.矗高产'值.

从襄中可见，以斜靶时产'赢量高，直把中仓嚣~之，但单的相差不大.对于直把情况

可以在四周披上多块披射嚣以提高巅嚣'强度.精细 X 射辑产领.衰 7 列出了自t.两块罩

和尊霉的比较结果.

寝 7 噩~时·潭和.潭产·比 tl

莓DI 与f草，唱嚣间~L. on... 饵"1冒式 计.'so.

-'1 u。 正比计筐' ts5 :>1-.z Zotω E 比计DD 1Z9S

-'1+2 z4。 E 比计DD %1330

从表 7 中可见，两块激发源同时作用时的产精.等于各自单攘攘发之掏.因此剧用直

I!情况可通过四周多放置滥发潭艇高 X 射线产额.

2.2·5 矗辈革尺寸E响试验

试验翠用两块标明强度为I. 11)( 10' Bq的WAm 藏发嚣，真尺寸分别为~]SX6 mm.

;lOXSmm.活性区分别为骨12 初 ;8 mm. 实际测定的结果是当谭强分别为8.46)( ]0' 和

S. 60X ]0· Bq，两谭强比值为]·512.

对 115X6 mm 激发瞟进行的条件试验表明，lot上述尺寸为;]OXS mm jJ自发谭的试验

结果也完全适用.

两种尺寸的辙发源产顿对比{(J试段结果参见袤 8.

寝 II 115><6.110)(5 尺寸的lt'A...产S对比试验

.陀 τt(mn，) 宴际..姐 i ..tl!I!. I ~•.f! it 由 'I口，

们5 川 8·"~ ". I巾I I .!tl! ;I=ZS' ， f=11俨! A~ i 21川

~ In" ~J l :.刷'It' In' n'l I 鳞tl!， ，事 Z5' .世 ι10' I All I ):I扣"

~ 15 ". ~ 8. '1'; " Iii' r~1 I 班tl!: " .= 0'. '" = ;W I All I 175阳咱

们n "'5 5. fill 叫川 11'1 i 自巴' 旷. " 0- 2n' ! All I 110835

从丧 rfl 可见.在科靶↑击 j~ ，向忡尺 ;1' av. Jt激发 X 射线 i~D 比为: 212903/1330:;2=

1.600; 直靶情况为: I. 580.

i~散比与两M强度比j!i似机1 '1. i是 111/ JI;设有间为』曹大踵而扫而i影响Hit.

同时 z可见.问陈放射性HI 陆.瞰1m帜大II-t. !t tl 吸收少， γ 光于输山东西.吁在何较高

的 X 射线产顿.

2·3 辑擅蜻疆和ia撞事能量两严面的影响

特恢放摹仿.(E机l问的几何条件 F. i敬发产生的特征X 射线产辄与融世班强度之比的百

分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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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的矗得温度露和靶片间最佳配置方式，以在.矗大的靶元章曲辖证 X 财辑.田，列

出了用'''Am 罩黯靠不同元章的试验结果.

.,.,-/

/
/

/
/

/

'
‘

z

4

次
.
·
-
m
a
-
-
-

so40ZO 30...ID
事

'‘':JO 40 SO

元'原子亨撞

•‘r

不同，角时光毡"与霞'咱崎面貌之比

从田中可见.在WAm 嚣的 59.6 keV'" 酣缉.发下.靶树的原手"量精式，真 X 射缉

产霸随之JI大，可以在得更高的转'集放事.

试验近一步证实了韧级温发雷能量越接近元素的特征 X 射线能量，真产笛越大.细表

9 所JtJ. 同样强度的r·pu 谭照射铜靶.X 射线产额比hlAm 高约 38~.

寝'不嗣...潭...铜 KX 产.

回 10r"Am a.腿发不同元靡的转 fU董事圈'

缸"仲. a11W仲. 先电..对徨遭 R .肉价撞 ISO.

Cu Pu .z 1434'4
Cu Am II 19475
Fp Pu 51 lIlIOZI
Fp Am 5. 47'"

1.4 -~定射线散射影响试验

提高X 尉缉强度，同时in除或降低散肘E响是甜的选求的日际.现对酷射影响试验结

果i呈一步说明.

(I)撒发雷发出的初级财纯..HIt掠测器方向必须加以降画.以使7 射线不能直接射向

报测器，否则将增加融射峰强度.甚至将龙法有放探测X 射线.上注试验均按此要求进行

的.

(2) 通过毡挎徽发摄和1靶之间的儿何条件，减少融射影响，试验是用1. 1J X )0' Bq

WAm雷撇发银I!.真际准 i曾线如田 z 所示.四 10 绘出了一组保侍 9角不变.改变，角时，

AgKX 光电峰面帜与融射崎面积之比.

从田中可见.在 ff角度不变.玫~.角度时.随者摞硬币坷夹角，的减小 t即 ψ Jft大)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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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曦比增大，到一最大值后，又迅速降低，其最末值点即为选取的合适条件，但同时也要

注意到光电峰面积的绝对值(即 X 射线强度).此值越大越有利.

(3) 纵观多种条件试验结果，激发酒和靶面间夹角保持在 40'-60'之间，保证一定的屏

蔽空间对减少散射影响是有利的.

(4) 消除散射影响的措施之-是采用电子线路，将散射峰it致班别摊，只要其与 X 射

线峰分开，这种办法是有放的.

2.5 化合物靶和革~把试验

2.5.1 化合物靶试验

我们采用待制的模具压片机.将某种元素化合物粉禾压制戚~50mm的化合物靶片，激

发该元素的特征X 射线.先后曾对铜、恩、澳、顿、移、牵L等不同化合物靶试验，其规律

和单质靶相同，这就解决了某些单质不易在得或保存的问题.

2.5.2 复合靶试验

为同时获得两种元素的特征X 射线.制成复合e. 由同-~险统由激发.产生两种能量

的 X 射线值.试验采fA了两种形式的复合靶，一是按需要将两种元肃(或化合物〉按比例

晦合制靶.这种情况多适用化合物粉末状态，二是制成直径¢50X5 rom 艳片，骂中每种元

素各占一半，激发if.fii在中 riil o

委 Iv 列出锡、 ¥L单质靶和锡￥L各占一半时制得的特证X 射线全能峰i十致，测试采用斜

tE形式.I.llXIO'Bq的"'Am 激发摞.

寝 )11 41. 悦和(锦+tl.l 嚣台把测试结果

I I I 复舍'
靶树 I til 靶 I fL lie ←.-一一--，-一~ ,'..- I fI 'L

一丁每一「二JEJ了土豆.~ =1一一旦 ;二丁26
下遭 I 226 469 I 226 I 469

一 IJm~~一寸丁7m-Il-r-;阳 |丁;三5
窗内 nrC/ Ill" I ,,,,,n ,

对不同类型复合靶多次试验表明. lH!~两种能量的气射线强度.真规律同单元素靶.

3 靶式源的设计和选择

综合研究结果，我们找出了在特定条件下特征 X 射线酌产生和规律，为设计和选择待

征 X lV缉 11~打下了基础.

从实用需要出发.战们设 it了三仲形式的呼征 X 射线·服，即靶式棚，分别对应斜砸、直

靶和直靶巾心辉形式.设计这种 X 光惊结构的目的是尽可能提高真 X 射线的强度和尽可能

降低 Y 散射线的强度.

一月2地， γ yt.子在靶上转化为 X )'t于的 ~t;f，是很高的 .γ 光子即侦经过嚷普顿散射，其

能量-Ri仍足以 i放在靶材的内层电子，迫版时产生其特征 X 射线，而且几率很大.但 Y"

产生的 7 光子只有很小 a部分能n((qt到靶上.这是总转换效率不高的原因.

回 11 列出了一种斜靶示意因，这种结构已在实践中选用.真瞟由初级帽、靶片、外屏

蔽体及相应调整机构组成 e 晾放在相托中.对着探测器方向有呈半圆形的铅屏蔽，整个回

托可在水平方向前后移动 .n角度可通过机构在细颈部分调整实现.调整好后由固定装置

10



4

图 11 斜靶结构示意图

1-一初级自I. z 一一半圆形tIl.&， 3 -1Iff;,

f-一把 I 5 一-.e任， 6 一一外廓.体，

7-一固定费量I 8 一一上重I 9 一-调节.桥.

愤死s 靶撞在~托中.可绕水平轴转动调节

角度.上盖由两块铁饭组成，通过调节螺轩

传动.可改变开口〈准直孔〉尺寸，在不工

作时可全封闭.这种结梅，可以实现瞟、咂

方便贾换，真相互位置〈距离、角度〉可随

时调节.如寿把靶面调节到水平，可作为直

靶结构.

根据试验研究结果，作为标准设计靶尺，

寸果用~50mm的圆片，吁用单质或化合物

制成.1ilc射源可果用低能雷的任一种，这样

可以通过接雷和换靶相当自由地进攻特征

X 射线能量，并且通过调节准直孔尺寸改变

射线强度.一IN情况下.调节班干丽与垂直

面成 10'角，晖、靶平面间夹角为55'. j醺托

与靶托在底部接触.

作为靶式班与X 光管友生的X 射线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其单包性及稳定性好、装置

简单可F、成本低，可广泛吊于核仪表和其它场合作为工作原.在fEE能范围内弥补了现有

的几种放射性同位素晾能量的不足.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

4 靶式惊的应用实例

我们研制的靶式'距.已在核仪表中作为工作瞟采用.核辐射测厚仪是比较典型的一种.

通常核辐射液|川军仪是利用政射性同位素发射的射线穿过物质后，真强度变化与物质厚

，噎相关的原理来检测厚度的.根据假期IJ 材质的种类、澳~1事范围，选择合适能量的植射摞.但

受同位素种类的限制，常常不能按理想状态选用合适的能量，以达到测量的最佳灵敏度和

选择性.甚至无法实现有效的测量。

现在来用特征 X 射线制成的靶式服，根据不同测量材质和厚度范围，通过换靶和换据

可以相当自由地选取射线能函，以达到测量的最佳灵敏度和选持性，使原来不可能实现的

测量要求得以实现，扩大了应用领域。靶式班的应用开创了测厚仪仪袤的新途径.

实际应用主持例:

利用mplI -CuKX 射线实现了某铝加工厂对厚度尼围 0.010-0.100 mm 铝捆的测定，

精度在土 [1% (被洲际度) +1μm] 以内;利用mpu-BrKX 射线.实现了对厚度范围 0.050

-0.300 mm 铝帘的攒!/fi': ， ~ Ii应在土 (1%+1 fAm) 以内;利用WAm-MoKX射线，实现了

对厚度范罔0.40-2.00 mm 但带的原度测量，稍度在士O.OJ mm 以内.

这佯薄的阳筒、知带的厚度.J日颇有的同作东部发出的Y 射线是不可能实现测量的，现

在却很好地解决了.拓宽了厚度测量的领域，这对提高产品的质量.产量、减轻劳动强度、

改善劳动条件，效果均是显著的，取得了明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种靶式晾在解决密度较大的材质的厚度测量巾，同伴显示了其优越性.伽利用

WAm-AgKX射线，实现了 0.05--0.30 mm 沮罔内铜恼的厚度测量z 利用Z"Am-GdKX射

线，实现了 0.10-2.00 mm 范用内的带钢厚'f测量 z 利用U1Am-SnKX 射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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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00 mm范围内玻璃的厚度测量.

5 结论

对靶元素特征 X 射线进行试量研究，探讨了在试验条件下真发射的坦律性，证明了 X

射辑有足够的强度，消除了过去曾担心的 X射线产额假、融射影响严重、不足以作为工作

嚣的雷搓，丰富了特征 X 射线的知识，并为扩大真应用领罐提供了依据.

根据研究结果制成的理式潭，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核辐射仅袭的工作檀.揭示了新的应

用前景.这种特征 X 射线瞟与 X 光膏比段具有尊色性好、稳定性好、简单可草、成卒f£等

优点.在低能范围内，弥补了现有的几种政射性同佳章潭能量的不足，扩大T测量项目范

圃.

利用这种靶式摞制成的测厚仪，成功地应用在工业上对金属带、植树和一些非金属材

厦的测量，首次实现了利用"1 (X> 射线对金属描树的在线厚度测量.靶式哥的应用创造了

可观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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