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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3105 型高灵敏中子剂量当量仪

汲长松张恩山杨剑峰张鸿黄继玲

(北京核仪器厂〉

摘要

考虑到在传统的"吸收筛"设计原理框架内难以设计成高灵敏度

中子剂量当量测量仪，研制了一种基于全新的中子剂量生物等效调

整原理一一"吸收棒"法的BH3105 高灵敏度中子剂量当量仪。该仪

器的灵敏度达10 cps/(μSv·h-1 ) ，比国外同类仪器高18~40 倍，比

国产 Fj342 型中子雷姆仪高约 104 倍。其量程范围为 0.1~1 Sv/h ,

比同类仪器扩展 1~2 个量级。其它性能，如耐 γ 性能、能量响应及方

向性等，皆达到与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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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3105 TYPE NEUTRON DOSE EQUIVALENT
METER OF HIGH SENSITIVITY

(1n Chinese)

Ji Changsong Zhang Enshan Yang Jianfeng Zhang Hong Huang Jiling

(BEIJING NUCLEAR INSTRUMENT FACTORY)

ABSTRACT

It is noted that to design a neutron dose meter of high sensitivity is almost

impossible in the frame of traditional desigmag principle 一-" absorption net

principle" . Based on a newly proposed principle of obtaining neutron dose equi

biological effect adjustment --"absorption stick principle" ,a brand-new neu

tron dose-equivalent meter with high neutron sensitivity BH3105 has been

developed. Its sensitivity reaches 10 cps/(μSv· h-1) ,which is 18--40 times

higher than one of foreign products of the same kind and is 1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domestic FJ342 neutron rem-meter. BH3105 has a measurement

range from O. 1μSv /h to 1 Sv/h which is 1 or 2 orders wid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s. It has the advanced properties of gamma-resistance ,energy response ,
onentatl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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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核反应堆、核电站及核潜艇等核设施数量的增侯，核武器储量的增大，放射性测

井技术的普及，以及中子辐照、中子照相、中子测水技术的发展与广范应用，对中子剂量

测量手段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变成带有广泛性的一项任务了.

中子射线对人体的危害机理较复杂，中子射线生物效应的能量响应更为复杂，因此，研

制在一定中子能量范围内较好地反应中子生物效应的中子剂量当量仪，是一项技术难度很

大的课题。

另外，中子剂量当量仪的研制过程中必须依靠核反应堆、静电加速器及高压倍加器等

大型实验装置来提供单能中子束，因而研制工作量相当可观，经费开支也相当大。国内外

有条件从事这类仪器研制的单位是屈指可数的.

最早研制成功的慢化型中子剂量当量仪，是由 Andersson 等人在 60 年代初期完成

的[飞探头系圆柱形结构，砌塑料作吸收层. BF3 计数管为中子探测器。我国 (261 厂)于

70 年代末期研制出 FJ342 型中子雷姆仪 .80 年代 (401 所〉研制成 NHl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

同时期，英、美、法、日等国也推出多种型号的中子剂量当量仪。研制组收集到 12 种商品

中子剂量当量(雷姆〉仪资料及实物，其中 FJ342 型与 NHl 型为中国产; NM-2. MK-7 等
型号共十种为英、美、法等国家的最新产品.其中甚至包括了国外 80 年代末期的新产品，

如日本富士 NSI000l. 法国 CINN32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文献资料一直收集到 1991 年。概

括来看，现有的国内外商品中子剂量当量仪的基本原理相同，探头结构大同小异，性能指

标相近，主要是借助由慢中子吸收材料制成的"吸收筛"承当中子剂量生物等效的调整器，

这类仪器的共同弱点是灵敏度极低。

现有仪器的中子探测器除北京核仪器厂生产的 FJ342 应用杯状 ZnS (Ag) 闪烁体探头

之外，其它 11 种产品皆选用 BF3 正比计数管或3He 正比计数管作中子探测器。

气体探测器的中子探测效率较低。而 ZnS (Ag) 杯中子探测器由于中子谱的连续分布，

且低幅度端具多，并因 γ 到别阔较高之故，中子探测器效率也不理想。

本研制组接受了为我国核潜艇配置高灵敏便携式中子剂量当量仪的研制任务。为了实

质性地提高该仪器的中子灵敏度，在分析了现已收集到的 12 种中子剂量当量仪技术性能的

基础上，形成了本研制课题的技术方案。

(1)将不同长度的铺棒插入中子慢化体表层内，使之成为外表层大量吸收热中子;中表

层适量吸收热中子及中能中子;内层探测慢化了的快中子、渗进〈扩散〉的热中子及中能

中子的立体化中子能量响应调整体。用此取代传统的网筛式吸收层的调整方法.该措施可

望大大减小慢〈热)化了的快中子吸收。

(2) 用探测效率极高的 5Li玻璃闪烁体探测器，取代 BF3 ， 3He 正比计数管。

由这两条关键技术措施研制成功的 BH3105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的中子灵敏度、量程范

围、能量响应、耐 γ性能以及方向性响应等主要技术指标皆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水

平。

1 设计原理

1. 1 中子剂量的生物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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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11 月发布的国际标准 IEC1322[6]中，公布了单位中子注量的周围剂量当量值与

中子能量的关系.表 1 列出了这些转换系数值.为了便于设计仪器时进行方案分析，在表

中列出了以能量为 1 MeV 的中子的转换系数为基准(取作1)的转换系数的归一值.我们

将它们简并成三个能量组进行归一对比，结果示于表 2.

表 1 单位中子注量的周围剂量当量值

里摆量 转换系披
归-系数pSv. em'

2.5 E (-8) (,henna\) 13.1 0.03

1.0E(-6) 16.2 0.037

1.0E(-5) 14.8 0.03

1.0 E (-4) 11.7 0.03

1.0 E (-3) 9.3 0.021

1.0E(-2) 13.2 0.03

1.0E(- I) 116.3 0.26

5.0E(-I) 367 0.84

1.0 439

2.0 470 1.07

5.0 472 1.08

1.0 E (1) 463 1.06

2.0 E (1) 561 1.28

表 2 中子注量·周围剂量当量转换系数与归组能量的关系

中子能量leV 转换系数IpS巾. em l

9.3-16.2

归一对比 删
一T2.5E (-2) -E (+4) 0.03 (0.021-0.037)

E (5) 116.3 0.26 s

5 E (5) -E (7) 439-472 1 (0.84-1.08) F

表 2 列出了不同能量的中子生物等效的探测效率归一对比关系。由表可见，若将探测

1. 0 MeV 中子的探测效率取作 1 t 则 10 MeV 中子的探测效率在 8%的误差范围内也可取作

1。而 0.1 MeV 中子的探测效率应为 0.26; 热中子应为 0.03. 这便是本研制工作应达到的

简化了的能量响应技术指标。为叙述简便，表 2 列出了三个能组的代号，分别记作 T ， S 与

F 。

1.2 中子剂量生物等就调整法一一吸收棒法

由表 2 可见，为实现对中子剂量的生物等效要求，即要求仪器的结构能使入射中子到

达中心探测器时充分慢化;井大量吸收热中子F 适量吸收中能中子;尽可能少地吸收lMeV

以上能量的快中子。因为金属锚(Cd)的热中子俘获截面很大，约为3X10-2S m2 ，而快中

子俘获截面又极小。为此，本工作设计了借助锚棒吸收慢中子的原理，进行中子剂量当量

调整的吸收棒式中子剂量当量调整器.在中子慢化体内，沿表面层径向插入多根锚棒。锯



棒按长度分为三层，这样的结构使人射中子在到达中心探测器的整个过程中，不断经历慢

化或扩散 F 入射中子的慢(热)中子经历三层吸收 F 中能中子经历两层吸收 F 快中子极少

可能被吸收的 u微分"探测过程。用锚棒实现中子生物等放探测的探头示意结构见图 1. 显

然，吸收棒除用锚材料外，其他如丽材料也是可取的。

中子剂量当

量{生物等

效】显示.

供电

电子学线路

中子信号

{慢】中子探测u

慢 it介质

钢 (Cd】梯

图 1 吸收梯法中子剂量当量调整原理示意

2 仪器设计

B 层〈稀疏钢钉层区 J

A 层 t白线铺钉层区】

、信号

C 层(元锅钉层区】

2. 1 中子慢化体

本设计通过 10 em 厚度的聚乙烯结构(图1)以图达到快中子 (>1 MeV). 慢中子

(-200 keV). 热中子 (0.025 eV) 组的中子探测效率比近似为1 I .......0. 25 I -0. 025 的生

物等效效果。

BI-I3105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慢化体的结构示意见图2. 球面上基本均匀地分布着98 根

锚棒。其中一部分分布在从表面算起0-2.5 em 的 A 层;另一部分长棒在0-5.0 em 的 A.

B 层中。

2.2 中心探测器

本设计选用慢中子探测器。

探测器为球形ST602 铿玻璃闪烁探头[31 ，

光电倍增管为GDB28. 为获得良好的抗γ 辐射

性能，闪烁体的厚度为1.5 mm. 探测器中心是

球形有机玻璃光导，结构示意见图2.

2.3 电子学线路

本设计的电子学线路将探头送来的电信号

加以放大、fi别后，借助单片微处理机完成量程 固 2 慢化体结构原理示意图

自动转换、量程指示、计数率定性显示及测量指示等功能。测量进行过程中，液晶显示实

测脉冲计数 (20 s).然后马上自动转换成以μSv. h- 1 (或 m Sv. h- 1 ) 为单位的测量结果。

5



本设计编制了专用程序控制光电倍增管高压供电.在测量开始前 3 s 产生高压，仅仅在

测量定时时间内保持高压输出.定时终止时程控关闭高压，单片机掉电，而保持输出显示.

这样的线路降低了待机功耗，使仪器在典型使用条件 (2-3 次测量/d) 下，一组(六节) 2

号干电池的总功艳，与电池本身的自消辑相比可以忽略.

由于玻璃闪烁探测器在高频计数率 (.......105 S-I) 时，脉冲死时间漏计数严重，本设计采

用软件进行高频补偿修正技术措施，为使本设计的量程比同类先进技术拓宽 1-2 个数量级

起了重要作用.

本设计通过程序，实现测量过程的前 500 ms 高速元件对输入信号分频，单片机判别状

态。若高计数率，则分频后单片机采集计数，略去分频余数，若低计数事，则程控到直接

计数通道，从而完成量程自动转换与显示.

本仪器可给出自栓，欠压报警，信号声响及光指示。

2.4 机械结构

本结构充分考虑了对高温、低温、潮湿、盐雾与霉菌环境的适应性.另外，还考虑了

探头与电子学部分的一体化结楠，耐震，耐冲击性能，使本设计成果有较高的商品化水平。

3 仪器原理框图

仪器的原理方框图示于图 3.

4 研制中的核物理实验方法

4.1 中子谱与探测闰

本仪器选用球形含惶玻璃闪烁探测器作为探头的中心探测器。与充气的BF3 及3He 正

比计数管不同，玻璃闪烁探测器能给出幅度分辨很好的中子峰。图4 (a) 示出了 Am-Be源

中子的实验谱.峰分辨率R=13.3%;峰/谷比约40 I 1. 它没有气体电离计数器中子信号

的低幅度连续分布(璧效应区λ 因此. BH3105 玻璃闪烁探头的中子谱，具有可供选作fi

别阔的广阔的 u谷区"。其积分计数相对仪器工作参数〈高压，放大倍数，阔值等〉漂移而

导致的谱漂移来说，是非常稳定的实验参数.

实验结出，不同能量的中子谱的形状与参数相同.5别阔的选取主要依据对 γ 辐射盟

别水平的要求。

4.2 γ 谱及耐γ特性

玻璃闪烁体对γ射线的探测，是闪烁体厚度，γ 射线能量，入射方向及探测几何的函数。

据 IECI005 (1990-09) 国际标准的规定[刻，选用137Csγ射线作为判定中子剂量当量仪

耐 γ 持性〈或γ 灵敏度〉的参考辐射。

图 4 示出了用 BH3105型中子剂量当量仪样机探头所测定的中子谱及中子与137Cs 的 n

+γ 谱。 γ 吸收剂量率约为10 mGy/归。由图可见， BH3105样机已具备了极好的n-γ到别特

性。谱上给出，当中子计数阔选在谷区时，仪器已基本上对γ 射线不灵敏.

4.3 中子辐射源

(1) Am-Be 中子源 中子发射率: 1. 05XI07 中子 -f1. 当用作中子源时，源与测量点

间不加慢化介质，测量仪器周围I. 5m 范围内无明显的散射物体〈包括实验室墙壁λ 中子

注量率通过几何条件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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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H3105型中子剂量当量仪框图

当用作慢化中子源时，直接用

20 em 厚的聚乙烯材料将中子源

围起.测量点的中子剂量当量率，

用英国 NE 公司生产的 NM-2 中

子雷姆仪测定。

(2) 热中子源反应堆热柱。

(3) 静电加速器中子源

用6Li (p , n) 反应获取 E.=

215 keV 单能中子束z

3H(p，的反应获取E. =0.985

MeV单能中子束z

2H (d , n) 反应获取 En =4. 44

MeV 单能中子束.

(4) 高压倍加器中子源

用3H (d , n) 反应获取 E.=

14.5 MeV单能中子束.

用加速器获得单能中子束时，

以同步的方式用精密长中子计数

器进行中子注量率测定。

报
·
京

HH·$

5 号样机-Im Sv/h 中子及 10 mGy/hγ 脉冲幅度微分谱图 4

技术指标

5.1 中子灵敏度

提高中子剂量当量仪的中子灵敏度，是本工作最主要的任务。采取措施有两条z 一是

采用新的"吸收棒法"进行中子能量响应特性调整，取代传统的"吸收筛法";二是采用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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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器效率高的SLi玻璃闪烁探头，取代 BFs ' 'He 气体探测器，及 ZnS 闪烁探头.由于吸收

棒的民度及分布取决于中子能量响应特性而不是灵敏度的要求.本节不作讨论.

中子剂量当量仪的灵敏度，通常取单位中子剂量率〈如 μSv/h) ，对应的单位时间脉冲

计数〈如每秒计数， cps) 表征.本工作也果用通用的每 μSv/h 的计数 S-1来表征.

当中子辐射场、慢化条件及探测器几何不变时，探测器的中子探测效率是玻璃闪烁体

厚度的画数，并受闪烁体面积大小的制约.本工作用厚度为 3mm ， 1.Bmm , 1.5mm 的玻

璃闪烁体，以及闪烁体面积比为 1.9 ， 1.4 及 1 时的探头，对灵敏度进行了测定，其结果列

于表 3. 出于获得较好的耐 γ 特性考虑， BH3105 剂量当量仪选定第五行的结掏与数据.即，

BH3105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的中子灵敏度为 10 cps/p. Sv • h- 1 •本仪器的测量时间为 20 s ，所

以相应的计数-剂量当量系数1/ =200 计数/μ Sv· h- ' (20 s).

褒 3 员敏度实验表·

F但
闪烁体厚 闪烁体面飘

热中子孔道 计量t-剂量当量系数咱

mm {相对单位〉
计放 计数I (μSv. h- 1 )

灵敏皮

测量时间 100 s 仪器的测量时间 20 s· •
cps/.μSv. h- 1

1 3.0 1.9 3929 541 27.1

2 1.8 1.9 3012 416 20.8

3 1.8 1.4 2486 343 l7. 2

4 1.8 1 1925 266 13.3

5 1.5 1 1449 200 10.0

骨对一确定{逃走3 的锚椰分布，

骨幡剂量当量值由英国NM-2中子霄姆计测出

5.2 γ 辐射灵敏度

正如中子探测时n-γ JIi别特性一样，中子剂量仪表耐γ辐射的性能是其核性能的重要

标志之一。长期以来，关于如何衡量中子剂量当量仪的耐7性能，或如何给出耐γ辐射的

技术指标，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出现了很多不太科学的表示方法.如有的仅提将

γ 辐射压低若干倍F 有的给出能耐多大γ 照射量率z 有的提γ 导致的中子剂量当量的误差多

大 F 有的产品简介甚至给出在多强的γ 照射量条件下，仪器"无响应I". 从中看不出仪器

的耐 Y 辐射特性的水平.

研制方案实施过程中，由于我得了极高的中子灵敏度指标，因此，本研制组对于仪器

的耐 γ性能指标给予特殊的注意.首先在耐γ性能的评价上，选定了IEC1005 (1990~09)

最新国际标准中所规定的评价方法。其次，为了使仪器的耐γ水平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曾

适当牺牲了部分中子灵敏度指标.具体说来，研制组选取玻璃闪烁体膜0.5 mm) 这种超

薄闪烁体作为中子灵敏物质，大大降低了其γ灵敏度.据文献报道，在商品仪器中采用这

样薄的闪烁玻璃，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在制作工艺上也有了新的进展。另外，适当减小了

闪烁体的面积，减少γ射线两次或更多次穿过问烁体的事件数，对提高仪器的耐γ性能有

实际的贡献。

IEC1005 国际标准规定，用137Cs γ 源，吸收剂量率为10 mGy/h时，仪器的中子剂量当

量率指示应不大于0.1 mSv/h. 即 γ辐射抑制倍数不小于100 I 1. 同时，标准还规定，此

γ 场对 1 mSv/h 的中子场导致的误差应不大于士10%.



为此，研制组选用 4. 44X 108 Bq (12 mCi)的137Csγ 源，发射率为 1. 05X 107 中子 • S-1

的 Am-Be中子源进行了耐γ性能实验.图4 示出了用隐5 样机对"""'1 mSv/h 中子 (a) ， 10

mGy/h 137esγ(b) 测试所得之脉冲幅度谐。由固巳直观地看出本仪器的良好耐γ 特性.实

验结果及数据列于表4. 为了便于分析，同时将灵敏度稍有差异的4 号样机数据列出.由表

可见， 4 号与 5 号样机的γ抑制倍数分别为4600 I 1 与 1260 I 1. 皆远远优于 IEC1005 国际

标准规定的指标(100 I 1).同时，其对 1 mSv/h 量级的中子示值造成的误差分别为一5.7%

及-5.8% ，皆低于标准规定的指标«土10%λ

表 4 "(员敏度实验值

指 标 4 号样机 5 号样饥

中子剂量当量率 。.84 0.73
mSv/h <1 67. 643/20 s) <145. 720/20 s)

10 mGy/hγ 时示值 2.1 8.0
μSv/h (416/20 s) <1603/20 s)

γ抑制倍数 4600 I 1 1260 I 1

10 mGy/hγ场
0.79 0.69

对中子示值的影响 <1 58. 078/20 s) <137. 278/20 s)
mSv/h

γ 干扰误差/% -5.7 -5.8

注，括号内为20 s 计数.

5.3 能量响应

作为中子周围剂量当量测定仪器，在规定的中子能量区间内，能量响应(即固有误

差)性能必须满足要求或规定。本研制组把达到这一性能要求作为第一指标.虽然通常不

把仪器的能量响应性能视作衡量仪器核性能的关键指标，但是，它却是任何一种中子剂量

当量仪必须具备的特性。

实际上，本研制组设计的，取代"吸收筛"法的"锚吸收棒"法能否成功，就要看本

研制仪器的能量响应性能是否合乎规定。

在前述的设计思想指导下，研制组对吸收棒(俑棒〉按球面的分布、吸收棒长度及插

入深度进行了近十种方案的试验.最后在实验室Am-Be中子源无慢化、适当慢化与充分慢

化三个能量点上，以英国NM-2 中子雷姆计为参照仪器(考虑到其固有误差〉确定了现

BH3105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的"铺吸收棒"法探头的几何结掏.经加速器单能中子束的验证，

能量响应特性完全达到现国内外同类仪器的水平，符合ICRP "2 因子区间"的推荐规定。

En =215 keV 时，固有误差为+72.5%与+75.7% (两台样机〉。

En =0.985 MeV时，固有误差为一25.2%与 -19.3%。

En =4.44 MeV时，固有误差为一46.5%与-43.7%.

上述实验的能量的固有误差走向与NM-2基本一致，且皆满足"2 因子区间"规定.

·另外，用 Am-Be快中子进行E.=4.4 MeV 中子能响实验，给出了与加速器单能(En

=4.44 MeV) 中子，长计数器监测中子注量率相吻合的结果(-43.5%及-43.7%).Am

Be 源 NM-2 直接监测中子剂量，加速器中子源与长计数器系通间接监测中子剂量，这两组

无关实验给出固有误差相近的结果表明，实验结果有较高的可信性.结果又直接说明，

BH3105 与 NM-2 在实验点 E卢 =4.44 MeV具有相近的能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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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E. =1 4..5 MeV实验点，由于快中子不能充分慢化，探测器效率低，因而便携式

中子剂量当量仪罔有误差为负，且皆超过一50% "2 因子区间"。通常国际上给出允许下降

或不超过四倍的约定标准.本研制成果14.5 MeV 固有误差为一(72--77)%(即约下降3.6

--3.7倍〉符合约定俗成的要求.

能响实验结果表明，BH3105 中子剂量当量仪具有与英国NM-2 同水平的能响恃性F 两

台实验样机具有较理想的一致性能响性能.进而，该项实验结果证实了"铺吸收棒"法设

计方案的成功.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制过程中能响性能的调整处于可控状态下，即根据前次实验结果

可"微分式"地改善局部能响性能，因而大大缩短了能响调整周期，使加速器、反应堆实

验经两轮便取得了上述初步满意的结果.

O.025eV O.leV leV lOeV lOOeV lJlCV lOkeV O.lMeV lMeV

2.4
2.0
1.8
1.6
1.4

凶 /·2

iI= 1.0

~ 0.8

0.6
0.5

0.4

"2"因子区间

中子能1i!:.

。

图 5 BH3105 能响性能曲线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出能响对比特性，在图5，借助英国NM-2 中子雷姆计能响曲线，直

接用实点标上了本研制成果的固有误差.由图可见，其能响性能极为相似。

5.4 方向响应

按lEC1005 国际标准的规定，中子剂量当量仪在以中轴线为基准的O'至 90'之间的范

围内，角响应偏差应小于土25%，而 90。至 180'间的角响应偏差不作规定，而由生产厂家给

出.

本设计尽量采用球对称机械结掏，取得了较理想的角(方向〉响应性能。

用点 Am-Be中子源，对方向响应每隔30。进行一次测试，结果列于表5.

由表可见， BH3105 中子剂量当量仪，在O'至 90'间示值最大偏差仅为一6.6%，远小于

lEC 标准士25%的规定.而180'时，偏差也仅为26.9%.

5.5 重复性误差

重复性误差小，是包括中子剂量当量仪在内的各种测量仪器的重要的技术指标之一.本

成果所拥有的高灵敏度为仪器的良好重复性提供了先决条件.玻璃闪烁体的发光衰减时间

很短 (--80 ns); 中子峰的分辨好F 很高的中子脉冲幅度谱峰/谷比，以及电子学线路中一

些温度性能稳定措施等，使本成果具有很好的祖tl量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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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5 BH3105 方向响应实验

测量值/μSv· h- I

角度 误差1% lEe 标准1%
WI W2 W3 平均

。- 24.2 24.0 24.3 24.2 基准 基准

30· 23.6 23.9 24.1 23.9 -1.2

60· 23.4 23.4 23.2 23.3 . -3. 7 '<土25

90· 22.5 22.7 22.6 22.6 -6.6

120· 22.8 22.7 22· 8 22.8 -5.8

150· 20.9 20.9 20.6 20.8 -14.0 不规定

180· 17.7 17.6 17.7 17.7 -26.9

经过过10μSv/h 中子剂量当量率的场合的测定，重复性误差为土5%。而此情况下，以

20 s 测量计数为例，国外仪器的测量结果，仅统计误差一项已达 14%· .所以 BH3105 中子

剂量当量仪具有重复测量结果一致性好的特点。

5.6 测量范围

剂量仪器的测量范围是另一个重要的实用技术指标。一般国内外现有的中子剂量当量

仪的量程范围为4 至 5 个数量级。

研制组考虑到该类仪器主要工作于小剂量(如此限值低一个量级，-2.4μSv/h)场合，

因此，仪器的高灵敏技术指标是诱人的.然而，高量程技术指标也不能放弃.经过简单的

估算，选择钮玻璃闪烁探头作为中子探测器.

测量范围的上限至少比国内外现有商品中子剂量当量仪高2 个量级。

至于测量下限，实际值为0.1μSv/h.该值相当于一般自然γ 的环境剂量当量率水准.

采用了单片机控制，使测量结果自动换档而无须人工拨动旋钮选取.显示单位取μSv/h和

mSv/h 两挡.

5.7 其它功能与技术参数

本研制仪器应用微处理机完成程序控制.显示时，先示出实测脉冲计数，随后即转化

成剂量当量率 (μSv/h或 mSv/h) 示值.

单次测量持续20 s.

仪器设"自检"键，正常显示为"1024飞

测量时，仪器可同步给出声响，并通过指示灯组(由四个发光管组成〉定性地显示计

数率的高低。

仪器的探头及仪表为一体结构，总重约8.5 kg.

供电采用 6 节 2 号干电池，功率小于 500 mW. 寿命不小于 2500 次测量，间断工作持

续 40 h 的测量值漂移不大于 15%.

6 与国内外现有同类仪器的对比

将收集到的国内外同类仪器共七个国家 12 种，按评价中子剂量当量仪的五个主要技术

·灵敏皮取 0.26 cpsl (μSv. h- I ) I

计数时间 20 sJ

H=10 μSv/h ，统诈误差= II ..;(0. 26X lOX 2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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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z 中子灵敏度，量程，能量响应区间，耐 Y性能与方向性如j于表 6 进行对比，由表可

见:

我 6 各种中子孙j量当量仪性能对比

佳能 BH3105 :ft仿技术指标 最优相关技术来源与指标

。. =~中国原子能院 NH1

0.5 日本富士 NSN10001

中子灵敏皮/
10 -0.5

O. 32 ~t固 CENTRONIC

计数. s-I/ (μSv. h- I) 0.32 英国 NE ， MK7

0.33 瑞典 2202D

0.24 西德 REM909

I-IX 105 美国 TA ， REM-PUG

-lX10S 英国 NE ， NM2

量程/μSv(h 0.1-IX10' 。.1-lX10S
-lX10S 西德 REM909

0.1-IX10‘中国原子能院NH1

0.1-lX10· 日本富士NSN10001

I-IX 10' 英国 CNETRONIC

能量响应区间(MeV 2.5X10-'-14 2.5X10-'-14 n副2.5 X 10-'-14τa 法国 CINN32

西德 REM909

抑制
-1500 I 1 优于 100 I 1 100' 1

耐 γ 系数 法国 国际标准

佳能· 附加 Nordeux IEC1005

误差
--5.8% 〈土10% 〈土10%

方向响应 (0-90·) <7% 〈土25% 国际标准 IEC1005 (1 990-09)

"按国际标准规定， γ 场为 10 mGy(h , ll1 Cs 'Y， 中子剂量当量率为 1 mSv(h.

(1)本仪器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子灵敏度极高，达10 计数. 5-
1

/ (μSv· h- I ) 。该指标比

目前国内外先进产品的指标高 20 倍左式， H~原因产 FJ342 型中子雷姆仪高约 10' 倍，比

NH1 型中子雷姆仪高 18 倍凶。

(2) 本仪器的量程范围比国内外同类产品至少高 1""2 个量级。

(3) 本仪器的能量响应特性(以固有误差量度)与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相当，且符合 ICRP

的推荐标准，及按惯例采用的指标规定。

(4) 本仪器的耐 Y性能优于 lECIOOS 国际标准规定的 100 I I 抑制指标达一个数量级

以上。

(5) 本仪器的方向响应特性远优于国际标准规定的指标。

7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锚吸收棒"法进行中子生物等效能量响应调整原理，采用6Li 玻璃闪

烁体进行中子探测，而研制成功的 BH3I05 型中子剂量当量仪符合 1990 年 9 月发布实施的

IECI00S 便携式防护用中子周围剂量当量仪国际标准的有关规定 z其中子灵敏度，量程范围

及耐 γ性能等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了现今国际上同类产品的水平.

梁红，布素平，张淑岚，孙大同及王祥驮参加了部分工作。中国原子能院静电加速器

室，核应用室提供了加速器中子源及协助完成中子注量率监测，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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