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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实验的角度对目前国际上测量中子弓『起的 “粒子发射双微分截面的主要研究小组的工 

作和所使用的两种主要测量谱仪进行 r评述．对现阶段的实验进展 及发展趋势作了探讨． 

关 键 词 核数据 快中子 双微分截面 “粒子 

分 类 号 i 5— — —— 

l 引言 

快 中子 引起 的 粒子发射的核反应对辐 

射损伤、原子核热 产生和生物效应等过程有 

着重要的影响．聚变堆材料在高能中子辐照 

下的 (n，z u)反应 产生的 u粒子能 量高达 1 0 

MeV 左右 ，对 某些 材料 的产 额亦很 高．例 

如 ，在i4 MeV快中子照射下 ，EHR(Experi— 

m ental Tokmmak Fus~arL— Fission H ybrid R e 

actor)第一壁 的氨 产生率非常高 (壁材料 为 

SiC)．这对辐照材料的空洞形成 与长大、位 

错结构、材料脆化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详细 

的材料辐照性能研 究需要 。粒子 的发射双微 

分截面数据(DDX)． 

然而，实验测量的(n， “)反应数据非常 

缺乏 ，已测得的数据也相 差较大．通常的活 

化法和氢原子收集法都不能给出能谱与角分 

布 ，而直接测量发射 “粒子的难度很大．理 

论计算的结果对 能级密度参数和模型选择极 

为灵敏 ，因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少数的 

实验数据与评 价结果相 比较 ，差 异也较大 ， 

甚至对 Fe、cr、Ni这些结构材料中的主要成 

分亦如此．由于实验数据的精确度将直接决 

定反应堆结构材料的使用寿命，固此需要新 

的 可 靠 的 (n， u)反 应 DDX 数据．为 此 ， 

J 992年 ，国际原子能委员会 (~AEA)成 立了 

专门的(n，n)数据小组 (CRP)来协调结构材 

＼＼／ 、 x蠢 

料的(n，u)反应的实验测量、理论 计算和数 

据评价工作口]．1992年10月，在 Debrecen举 

行了第一次 CRP会议．1 994年l1月，在北京 

举 行了第二次 CRP会 议．i995年9月 ，在 日 

本仙台举行 了第三伏会议 ，讨论并 总结了(n， 

“)反应截面的工作． 

在 IAEA 的倡导下，许多国家的研 究小 

组建立了一些新的实验测量谱仪 ，测量 了一 

些新的棱数据．本文主要对近几年来建立的 

新的谱仪、实验测量状况和发展趋势做一评 

述 ． 

2 多路望远镜系统 

奥 地 利 的 IRK (Institut fair Radium— 

forschung und Kernphysik)于i981年建立了 
一

个多路望远镜系统．i983年 ，他们对原 系 

统作了改进 ，建立 了双层 的圆柱型多丝正 比 

室，因而可用三重符合来减少本底．该系统 

由外层的32根阳极丝、内层的16根 阳极丝和 

中心的 csI(T1)能量撩测器构成口一．金属样 

品安装在壁内侧的一半，同时亦作为阴极． 

在中子辐照下 ，样品中产生的(n， a)反应发 

射的 u粒子在外层阳极丝上与 内层阳极丝上 

分别 产生 AE1和 △ 信号 ，然后终止 于 CsI 

(TI)并产生 信号 ，由 △ 1一Ag 三重符合 

筛选反应事例．每一根外层丝对应于一个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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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角，可 同时测量 25。～ 1 65。的 1 6个反应角． 

壁的另一半用 于同时测量本底．该 系统可 同 

时获取每一核反应事件的5个参数数据，即外 

层丝的 A 和丝位置即反应角信 号、CsI(Tl1 

探测器产生脉 冲形状分辨 (PSD)信 弓和能 

量 E信号 、以及外层丝与 CsI(r1)之川的粒 

子 飞行时 问信号．他们用该系统测量了 Fe、 

∞N I
、  

Cr、 蛆Nb
、  Mn、 Co的 ‘n．z“)反应 

的双微分截面．但该系统 已于 989停止工 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组在 IRK探测器 

基础上 于1992年 建立 了一套 32路望远镜 系 

统 ，见图1．用该探测器测量了 Ni(n，z“j反 

应的双微分截面[3]，首次 采 用了 一△ 、F— 

PSD 和 △E—PSD联 合鉴 别粒子 ，并 发 展 了厚 

靶技术 ，使事件几率大大提 高，因而所得结 

果统计误差较小 ，更具有可靠性． 

带 

一 5e 

图1 中国科技大学的32路望远镜系统 

美 国 的 LANL(Los Alartlos National 

Laboratory)、 NIST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与奥地利的 IRK 

联合研 究组建立 了一个 宽范围的 。谱 波。 ． 

结合散裂 中子 源 LAMPF／WNR，可 测量 直 

至 1 00 M ev 准 直 中子 的 (n．22“)反 应 的 

D D X [5：
． 该谱仪 实际上是 四路 AE—E计数望 

远镜 系统 ，由低 气 压正 比 A 计数 器和 s- 

(500 urrl厚 ，450 mm )能量探测器组成 ．可 

测量3O。、6O。、90。和1 35。的d个 反应角度 上的 

产物 (见 图2)．正 比计数器工作在 l～ 3 kPa 

的气压，采用 Ar或 Xe+10 CO 2气体．可 

椿 测 出射。粒子 的能量低 至1．3MeV，因此 

囝2 美国LANL、NIST和奥地利 IRK 

联合研究组的4路望远镜系统 

可用于测量轻元素如碳的 (n，X n)反应．该谱 

仪在 用薄 靶 时，靶 的厚度 约从 0．1到 几 十 

mg／cm 0，采 用 A 一 和 A届 一 2一曰 分辨 粒 

子 ；此时测得 中子能量最大 为3O M eV．若采 

用厚靶 则靶本 身 就是 晶体 ，如 CaF 、NaI 

(T1)、KI(T1)、CsI(T1)，靶厚可达1～2 cm． 

通常用脉冲形状分 辨粒子 ，此时可测中子能 

量达100 MeV．该谱仪晶大的特点是 同时采 

用了中子飞行 时间谱仪 ，这榉就可 同时测 量 

不同能量入射的 中子所发生的核反应．已 

经测 量 了”C(n， Ⅱ)、 Fe(n， 。)和曲Co(n， 

“)反应的双微分截面等． 

此外，日本东北大 学也正在研制一个类 

似的谱仪c ，用于测量几十 M eV 能量 的(n． 

“)反 应． 

比利 时 Geel也发展 了一个多路望远镜 

系 统 用 于测量 (n， c)反 应 ，可测 量 5～ld 

MeV 能区的结构材料的(n， )反应 DDX数 

据 ． 

3 栅极电离室 

日本东北大学研制 了基 于栅极 电离室 

GIC的大立体 角谱仅 ．榉品放置在 中心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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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板上 ，用准直 中子源照射 ，探测 粒子 的 

立体角几乎达 4 立体角．从样品发射的粒子 

经气体计数器后到达栅极，由一个3参数数据 

获取系统获取 阳极信号 P 和阴极信号 P ． 

由两个信号之问的关系 

P = Ef l 

P 一 El 1 

J 

手一 

可确定 “粒子 的能量 F和发射角 0．上式中 

为栅极无效效率(5．9 )，d为阴极与栅极距 

离(2．5 crl1)，X为 阴极 至粒子 电离径迹 中心 

的距离． 

系 统采 用 K r+(3 ～ 5 )CH 4混合气 ， 

可调 整气 压来 选择 最合适 的 粒子 发射 能 

量．粒子的分辨由阴极和阳极的二维谱给出． 

固该谱仪具有高的探测效率、低本底产生率 

和安装样品方便等特性而可获得高效的DDX 

数据 ，已用于测量中子能量从阚值至1 d MeV 

的叫Nj、昭Ni、Cu和 cr的 (n， “)反应的 

DDX数据．由于高的探测效率 ，G[C可使币 

较薄的样 品(可薄至 0． pm)．G[C的能量分 

辨可达1．5 ，因而可 测量剩余核的激发态 

a 、 (。≥2)，如可1删量 Fe的基态和激 

发态．为 了提高谱仪的阻止本 领，通常室中 

气体的气压可高达 1．2 MPa．尽管 如此 ．由 

于受计数器阻止本领的限制 ，该谱仪还 不能 

用 于测量 破裂 反应和 中子 能 量 E(n)>20 

MeV 的反应． 

美 国的 LANL、奥地利的 IRK和俄罗斯 

的 [PPE(Ins titute of Physics and Power En— 

ginnering)联合研究组也建立 了一 台用于测 

量 (n， 。)反应的 DDX数据 的 GlC谱 仪 ． 

该探 测器使用5．B kV 的负高压 ，使 用 Xe⋯ 

3 CO+5％CH。的混合气体可测量 “粒子能 

量至9 MeV．用谈探测器测量 了中子 能量从 

3．5N6．8M eV的 Ni(n，“)核反应 出射 Ⅱ粒 

子的能谱和角分布． 

我国北京大学与俄罗斯 Dubna联合核子 

所 合 作 ，用 G[C测 量 了 中子 能 量 为 d～ 7 

MeV 的 。c＆(n，Ⅱ)和 。Ni(n，,z-Ⅱ)反应 的 

DDX数据． 

4 评述和发展趋势 

最近几年 ．测量 (n， “)核 反应 的实验测 

量技术有 了较大的发展 ，特别是 出现了两种 

各具特色的新型探测器—— 多路望远镜系统 

和栅极电离室 ，已经完成 了一些重要核索的 

(n，zu)核反应数据测量，但就数量和精度而 

言，离用户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 。 

奥地利的 IRK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多 

路望 远镜 系统可 同时测量反 应谱 和本底 

谱 ，可以同时在多达 l B个 角度上 进行 测量 ， 

因而不仅有效地减少系统误差 ，而且能得 到 

较好的角分布．他们发展的厚靶技术使测量 

的实验数据有着数量级的增加 ，因而统计误 

差亦大大减少．特别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所 

采用的三重二维粒子分辨技术 ，在粒子 的分 

辨上独树一枝．但是 由于要采用大面积的靶 

材料 ，这对测量 同位素靶 (通 常极为昂贵 1是 
一

个极大 的限制 ．此外该探测器 的探测 的立 

体角也较小．日本棱数据 中心的研究者曾建 

议 ，在不同的丝 (即不 同反应角)所对应的室 

处采用不 同的靶材料，因而可一次测量 多达 

十六种核反应，然后通过转动系统获得 所需 

的各种反应角数据． 

栅极 电离室的特出优点是摒测器具有几 

乎4 的探测立体角和较低的本底产生率 ．而 

且系统使用较小的靶材料 、系统简单和使用 

安装方便等使之受到较多使用者 的欢迎．但 

其缺点是受电离室气压的限制而不 能测量较 

高能量的 “粒子。 

随着核数据的需求往高能方 向发展 ，目 

前实验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是研究和发展新型 

高效的带电粒子探测器．美国和奥地利的联 

合研究组研制的宽范 围 。谱仪 ，已经成功地 

测量了能量高达100 MeV 中子引起的(n． 。) 

核反应的微分截面数据，结合 TOF技术 ，可 

以应用于非单能中子源 ，这是一个极大 的进 

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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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结 ，表l给出了目前国际上各研究 

小组从事的(n，。)核反应的谱仪 ，已测的核 

素，将进行的工 作等 目前 世界各研究组在 

(， ，“)棱反应 DDX数据实验测量方面的主要 

趋势是 ： 

(J)所测的核素开始由结构材料转 向轻 

核 ，如 Be、C、N、O、Si等 ，这是困为 目前轻 

核 的(n、a)核反应 DDX数据较少 ，大 部分是 

空白．此外理论计算急需轻核的(n、u)核反应 

DDX数据来选择和检验模型． 

(2)所测的中子能量开始转 向高能区域 ， 

如30～i00 MeV能区，甚至到 GeV量级．这 

是 因为 高能中子 【起 的 “发射 的 DDX数据 

还是空 白，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随着洁净能 

源在美、日和欧洲被列入计划 ，GeV 量级的 

高能质子产生的高能散裂中子的相关数据变 

得重要．此外 ，空间技术也需要高能 中子 引 

起的 n发射的 DDX数据 

(3)由于多路望运镜系统在高能中子 区 

域 比 GIC具有更好的性能 ，困而世界主要研 

究组 ，如美国的 LANL和 日本 的东北大学均 

发展多路望远镜系统作为测量高能中子产生 

的 发射的 DDX数据．特别地 ，配以中子飞 

行时间谱仪 (TOF)，可以同时测量各种 中子 

能量的(n、d)棱反应 DDX数据+ 

衰1 国际上各研究小组的谴仪和进行的工作比较 

*与中国原于能研究院联合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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