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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IMS 用于核保障安全监督擦拭样品中
含铀微粒的分析技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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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核安全保障框架下，通过擦拭取样进行粒子分析是一种可以

用来探测未申报铀浓缩设备和铀浓缩活动的先进手段 o 研究中初步

建立了裂变径迹技术和热表面电离质谱 (FT-TIMS) 联用法分析擦

拭样品中含铀微粒的铀同位素比值技术，验证了 FT 用于筛选含铀

微粒的可靠性和筛选过程的实验本底，考察了样品的使用效率，为技

术的完善和成功运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o

关键词:核保障粒子分析

① 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学技术面上基金支持。基金号为 :20050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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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icle Analysis ßased on FT-TI岛1S Techinque 

for Swipe Sample Under the Frame of Nuclear Safeguard① 
(1η Chinese) 

Y ANG Tianli LIU Xuemei LIU Zhao T ANG Lei LONG Kaiming 

(Institut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try , CAEP , Mianyang , 621900) 

ABSTRACT 

Under the frame of nuclear safegu时， the particles analysis for swipe 

sample is an advance mean to detect the undeclared uranium enriched facilities 

and undeclared uranium enriched activity. The technique of particle analysis 

based on fission tracke-thermal ionzition mass spectrometry (FT-TIMS) for 

swipe sample have been builded. The reliability and the expermental back

ground for selecting partiles consisting of uranium from swipe sample by FT 

method have been verified. In addition , the utilization coefficienct of particles 

on the surface of swipe sample have also been tested. These works have provid

ed the techique surpport for application in the area of nuclear verification. 

Key words: Nuclear safeguard , Particle analysis 

( Supported by science fund of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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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是国际不扩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是促进核能的和平

利用，实施现场视察、审计和存量控制的计划，即"保障监督"0 IAEA 保障监督基本目的是

探测从而遏制将核材料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20 世纪 90 年代初爆发的海湾战

争，促使 IAEA 加强核安全保障而启动了 93十2 计划，旨在通过对目标核设施内部擦拭取样

和外部进行环境取样，分析样品中同位素指纹来发现未申明的核设施，探测未申明的核活

动ω 。针对从核场址取得的擦拭样品进行的粒子分析是一种先进的、有效的分析手段。粒

子分析是对擦拭样品中粒径为微米级的单个粒子进行测量和分析，提供的是这些粒子中 U

或 PU 的同位素比值，对于比值异常的微粒样品，可以灵敏地找出，避免了环境本底的稀释

作用，在揭示感兴趣核设施过去和现在的核活动特征方面尤其有用。目前，正在发展的铀微

粒分析技术主要有裂变径迹与热表面电离质谱仪联用 (FT十 TIMS) 、电镜扫描与二次电离

质谱仪联用(SEM十 SIMS)两大类〔川〕。本工作主要研究了第一种分析方法。擦拭样品中

含有数以千计的微粒(包括灰尘、含铀微粒、金属颗粒等等) ，为了减少分析的工作量，做到有

的放矢，必须要先在大量的粒子中筛选出含易裂变材料微粒(例如铀微粒)。裂变径迹法因

能有效判定铀元素是否存在、所需要的实验设备相对简单、投入较少等特点，在定性分析含

铀微粒方面有很好的使用价值。对于初步确定的含铀微粒，观察对比裂变径迹特征后，锁定

感兴趣的粒子再通过热表面电离质谱仪测定铀同位素比值，近而得到微粒的铀浓缩度，达到

粒子分析的目的。文章从 FT-TIMS 分析方法的建立，FT 筛选含铀微粒方法的可靠性和筛

选过程的实验本底，擦拭样品中微粒的使用效率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1 FT-TIMS 法分析擦拭样品中含铀微粒

1. 1 微粒分离

取得的擦拭样品不能直接进行分析，首先要将微粒样品从擦拭载体上分离出来。适宜

的分离方法必须满足三项基本条件: (1)微粒与擦拭载体充分分离 ;(2) 分离后微粒的化学

组分和物理形态保持不变 ;(3) 擦拭载体或载体残留物不影响微粒转移操作。

采用脱脂棉、Texwipe 牌 TX304 型棉布(菲律宾产)擦取实验室制备氧化铀粉末，无水

乙醇作为惰性溶剂，用超声水浴、高温灰化和燃烧三种方法进行微粒样品与擦拭载体分离。

超声水浴法中，擦拭样品经 10 min 超声波振荡(频率3 200 Hz) ，元明显分离效果，继续

振荡 30 min，观察发现仍无分离效果。

燃烧分离中载体燃烧速度较快，载体残留物少且能被惰性溶剂溶解，有少量样品在载体

火焰温度下被损失。

灰化法:擦拭样品放入马弗炉内，温度选为 380 ，--..， 800 oC进行灰化。样品经 3 h 800 'C 

过程后，三种载体的擦拭样品中微粒与载体完全分离，载体残留物少，呈粉末状，能均匀分散

于惰性溶剂，但微粒有严重聚团现象;样品在 700 oC , 600 oC , 500 'C灰化 6 h 后，三种载体的

微粒与载体完全分离，载体残留物随温度降低丽增多，微粒聚团现象随温度降低而减少;在

400 'C 6 h 灰化后，微粒与载体能很好分离，载体残留物较多，能均匀分散于惰性溶剂，样品

中微粒没有损失，聚团现象较少; 380 'C 6 h 条件下灰化，载体仅被炭化，未进入灰化阶段，

微粒分离效果不佳。因此，建议采用 400 oC 6 h 灰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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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热中子辐照微粒样品准备与辐照条件

选择 Lexan 牌聚碳酸酶板(GE 公司产)加工成片作为核

径迹探测器。采用火棉胶、乙醇和邻苯二甲酸二丁脂等组分

配制满足沉积要求的沉积介质。同时，将灰化后的样品经离

心操作后转移至径迹基片上，经元水乙醇二次分散，将沉积介

质覆盖在微粒样品上， 40 min 后沉积介质变干成膜，微粒样

品被固定在核径迹探测器上。再将洁净的聚碳酸醋片放置在

介质膜上，保护微粒与介质膜，辐照样品成"三明治"状。用铝

街包裹好样品后送入反应堆进行热中子辐照(如图 1 所示)。

根据裂变概率与辐照时间、中子注量率、235 U 含量等的关

系，针对粒径 1 ILm , 235 U 浓度为 1% 的 U3 08 微粒，控制微粒

2 

3 

图 l 辐照样品剖面图

1一聚碳酸醋片 ;2 沉积介质;

3一微粒样品 ;4一辐照外包装

的裂变径迹为 20 条，计算所需中子注量为 10 14 cm -2 0 实际热中子注量率为1. 07 X 1012 

cm- 2 • S-l ，辐照时间 10 min(不确定度 10%) 。

1.3 含铀微粒裂变径迹

配置 6. 5 mol/L KOH 溶液，水浴恒温器温度 60 .C ，刻蚀时间选用 15'"""-'20 min，辐照后

用刀片剥离含微粒介质膜，将核探测器放人刻蚀液中。随后取出径迹片用去离子水漂洗多

次后晾干，用绸布打磨抛光。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核径迹探测器上的痕

迹，对比后可将痕迹归纳为两类:星状和坑状。

星状类痕迹以微粒为中心向四周放射性不均匀

分布;每条径迹近中心处宽，远中心处窄;各径迹

间宽窄、长短不一致。蚀坑类痕迹与对应的微粒

形状相似，坑底部较边缘光滑。经激光共聚焦显

微镜扫描、统计:星状类裂变径迹约占 65% ，径迹

长度小于 15μm;蚀坑类痕迹约占 35% ，上表面

直径为 60'"""-'80μm，坑深度为 15'"""-'30μm(如图 2

所示〉。分析认为两类径迹均属于微粒的裂变痕

迹。前者记录了微粒尺寸范围的径迹探测器被

图 2 核径迹探测器上微粒的裂变痕迹

左为星状，右为坑状

重带电粒子损伤少、碎片运动方向不确定的物理事件。清晰地显示出单一裂变碎片在径迹

基片中的运动过程与特征，即因重带电粒子与高分子材料相互作用后能量急剧降低，破坏分

子结构的能力减弱而出现的径迹宽窄、长短以及分布欠规律的现象。与此相反，坑状痕迹记

录了同一微区的径迹探测器在辐照期间反复多次被裂变碎片损伤、破坏的统计事件，显示了

大量裂变碎片在径迹探测器上的运动结果。从损伤机理上两者无区别，仅是损伤密度不同

表现出不同现象。

影响径迹探测器记录裂变事件的因素较多。其一，在同等照射条件下， 235 U 含量少的微

粒发生热中子诱导裂变的原子数少，产生的裂变碎片就少，记录也少。其二，单个裂变碎片

空间运动的偶然性。在 4π 空间内可能背离径迹基片的重带电粒子数较多，自然记录就少。

其三，热中子的品质是重要因素。实验中热、快中子的比例约为 3 : 1 。快中子诱导238 U 裂

变也增加了记录事件的总数。另外，探测器材质的物理性质不均匀也会影响记录能力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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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星状或坑状裂变痕迹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体现。

在确定坑状痕迹属于因热中子诱导的裂变痕迹后，可将径迹对应的微粒判定为含铀微

粒。这样扩大了样品中受疑粒子范围，降低了受疑粒子的遗失率，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得到

的数据更加完整。

1. 4 铀微粒定位与微粒中铀同位素比值测量

辐照后采用激光刻蚀系统在含介质膜径迹片上选择微小区域，调节不同的实验参数，用

激光在膜与径迹片上同时刻蚀出不同形状的标记。化学刻蚀后，显微镜下寻找径迹片上具

有标记的微区，反复观察，记录标记周围裂变径迹的大小、形状、分布状态(包括径迹距标记

的方位、距离和相邻径迹间的相对位置)等，并对其编号。将含介质膜的径迹片放置显微镜

下寻找相同标记的微区，反复观察并记录标记周围微粒的分布情况(包括微粒距标记的方

位、距离和相邻微粒间的相对位置) ，再在标记周围锁定一个更小的区域记录一个裂变径迹

的位置，然后在含介质膜上选中与径迹片相同的微区，反复观察微粒的位置，并与径迹片上

的径迹对照直到确定为止。通过粗、精两种筛选方式可将含铀微粒与径迹一一对应，达到含

铀微粒定位的目的。

确定好感兴趣的微粒后，将其移出到热表面电离质谱仪(TIMS) 的妹带上，经过一系列

处理程序后微粒变成质谱分析用样品，送人质谱仪离子源。根据粒子流幅度可采用同时接

收或峰跳接收模式测量单个微粒中铀同位素比值(见表1)。

表 1 铀微粒的主闰位素比值分析结果

实验号 主同位素比值 相对标准偏差/% 实验室标准比值

11 o. 014 15 2 

5 O. 013 96 0.3 

12 0.014 44 2.5 0.014 34 

13 0.014 45 1. 8 

9 0.014 14 0.2 

1. 5 FT 法筛选含铀微粒的实验本底

擦拭样品的总体分析中实验本底是影响数据精确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粒子分析中实

验本底更为重要，特别是实验操作中可能由外界引入的微粒。

研究中考察了裂变径迹法筛选含铀微粒过程的实验本底。选用脱脂梅经高温灰化、沉

积步骤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探测基片，发现除有褐色灰化载体残留物外，还有极少量的

黑色颗粒和有金属光泽的颗粒。分别在这些颗粒附近作标记。选择同一辐照参数和刻蚀条

件，再次观察，未发现核径迹探测基片上有明显星状或坑状痕迹。继续延长刻蚀时间，增加

刻蚀温度后，观察仍然未看到有明显的裂变痕迹(星状和坑状)。结合辐照前后的观察结果

认为:实验过程中可能引人外界微粒干扰，但无含铀微粒，对判断含铀微粒留下的裂变痕迹

未产生干扰。为了减少引人外界微粒干扰的概率，建议除热中子辐照外的所有实验步骤在

洁净间进行。另外，单独考察了所用化学试剂(包括沉积介质、惰性溶剂)和核径迹探测器的

本底，即辐照样品仅仅是覆盖在洁净核径迹探测器上的一层沉积介质，无载体、擦拭样品。经

过辐照、刻蚀后未观察到星状和〈或)坑状痕迹。因此，本研究过程中可不计含铀微粒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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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微粒样品使用率

微粒样品使用率是衡量擦拭样品粒子分析技术灵敏度和数据完整性的重要指标。

定义:擦拭样品经分离、沉积过程后，接受热中子辐照的微粒占擦拭取样获得微粒总数

的份额。即

式中 :N2一沉积在径迹片上微粒的量;

N1一分离前微粒样品的量。

考察方法选用称重法和原子吸收法。

N 2 
ε 一

N 1 

(1) 

假设在选定的分离条件下样品利用率与微粒的组分、化学性质无关。选用脱脂棉擦取

金属铁粉作为实验方法的利用率考察对象。

称重法:利用感量为 0.000 1 g 电子天平分别称出灰化前和沉积后的铁粉重量，计算微

粒利用率。实验不计铁粉因化学反应产生的重量差异。并且单独考察了脱脂棉的灰化效

率。计算公式如下:

N 2 = [N3 - N 4 (1 - h) ] X f 
式中 :N2一沉积在径迹片上微粒的重量;

N3一灰化后擦拭样品残留物的重量;

N4一灰化前脱脂棉的重量;

h一脱脂棉灰化率;

f一样品转移至径迹片上的效率。

操作后得到微粒的使用率 :ε=0. 894 

(2) 

原子吸收法:利用称重法得到灰化前铁粉的重量，再采用原子吸收法测量已沉积的铁粉

含量，计算样品使用效率 ε=0. 911 。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考察的微粒使用率一致，取其平均值为 O. 902 5 。

2 FT 法筛选含铀微粒的有效性验证

在建立分析技术过程时选用的样品是已知含铀微粒。对于未知样品而言，裂变径迹法

筛选含铀微粒是否有效必须作进一步的验证。研究中用脱脂棉分别单独擦取金属铁粉、实

验室环境中的灰尘、某手套箱内质谱插件打磨碎屑等。按照1. 1"-' 1. 4 实验步骤进行操作。

观察发现:擦取铁粉和灰尘的核径迹探测器上无星状或坑状痕迹;手套箱样品的基片上有少

量坑状痕迹。分析认为:商业购买的单质铁粉中不含有裂变材料，热中子辐照后没有产生裂

变反应，核径迹探测器上对应的位置不会记录裂变事件。考察实验室实验操作历史，未发现

有与铀相关的实验操作，环境中不可能存在含铀微粒。样品经辐照后也不会发生热中子诱

导裂变反应。手套箱样品是质谱插件打磨碎屑，插件承载有铀的质谱分析样品。在测量过

程中热表面蒸发出的样品一部分进入分析管道供测量用，绝大部分被分子抽出仪器，在此过

程中或多或少的铀样品会被转移到插件、盖板或转盘上，打磨碎屑中可能存在含铀屑片，经

热中子诱导后会发生裂变，在核径迹探测器上留下裂变痕迹。

通过对比三种擦拭样品，认为采用裂变径迹技术现别擦拭样品中含铀微粒的方法是有

效的，可作为一种筛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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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运用于核安全保障下禁产核查先进于段的 FT-TIMS 联用技术正在被发展。研究中初

步建立了 FT-TIMS 联用法分析擦拭样品中含铀微粒的铀同位素比值技术，验证 FT 用于筛

选含铀微粒的可靠性和实验本底，考察了样品的使用效率等。结果表明裂变径迹技术能有

效地筛选出擦拭样品中的含铀微粒，结合超灵敏高精度的热表面电离质谱仪进行微粒中铀

同位素比值测定，能提供准确、可靠的分析数据。实验中确定的分离方法、实验本底可提高

分析数据的完整性。因此 FT-TIMS 联用技术可成功地分析擦拭样品中含铀微粒的铀浓

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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