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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散射对快中子照相质量影响的分析*

陈暋亮,蒋诗平#,万里飚,马晓冬,李妹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安徽 合肥230029)

摘暋要:通过一内空的圆柱体模型,对在快中子照相时由样品引起的散射中子强度与样品形状和

探测距离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并用241Am灢Be作中子源对散射中子的影响进行实验验证。结果表

明,在快中子照相时,由样品引起的散射中子的强度与探测距离以及样品形状有关。对于同一样

品,探测距离增加,散射中子的影响则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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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前言

暋暋快中子照相(FNI)作为一种无损检测技术,有

其独特的优势。快中子穿透能力比热中子强,可实

现对厚重的金属铸件[1],几厘米厚的含氢丰富的塑

料板材等照相[2]。FNI还可用于区分复合材料中

高、低原子序数材料的分布,解决X射线照相很难

完成的检测任务。但FNI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照

相时较强的中子散射造成图像质量下降。FNI中往

往出现图像存在一定程度的衬度畸变,究其原因,
主要是快中子与物质作用时有很强的散射[3]。有报

道,因为散射中子的影响,约15%的图像信息丢

失[4]。本课题组在近几年研究 FNI[5]过程中也发

现,因为中子散射的影响,造成实验的可重复性较

差,不易获得高清晰的图像。因而研究散射中子的

强度及其对照相质量的影响对于实现高质量的FNI
很有意义。

快中子与物质作用机理非常复杂,与中子的能

量及作用物质的性质有关。理论上可用蒙特卡罗模

型对快中子散射进行模拟计算[6],但最终要理解散

射对照相影响的物理过程,适当的实验是必不可少

的。本文从快中子与物质作用的机理出发,通过一

内置圆孔的圆柱体铁样品模型,对由样品本身引起

的散射中子对图像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同时以
241Am灢Be为中子源(平均能量4MeV)进行了 FNI
实验,对散射中子的影响进行了实验验证。

2暋理论分析

暋暋快中子穿透过样品后其强度发生衰减,这主要

是发生散射、吸收等作用。为简化分析,设照相时

快中子与物质作用只发生散射和吸收。中子散射造

成图像衬度的畸变,主要是因为散射中子和吸收透

射的中子交叠造成的。概括起来散射中子来源主要

有以下几种:(1)与样品碰撞引起的散射;(2)由

实验室墙壁及周围物体引起的散射;(3)中子源内

部的中子散射等。不同来源的散射中子强度不同,
对照相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以图1所示的内为圆孔的圆柱体铁样品为模

型,对圆柱孔进行FNI。样品内径为r,壁厚为d,
厚为C。照相时探测距离为h。现能量为E、强度为

I0 的单能中子平行入射,进入样品后在其内部P
点发生散射,散射中子又穿透出样品,到达圆孔像

中心点位置被探测器接收。散射点 P 到样品下端

面的垂直距离为c,到探测器(圆孔像中心点)的直

线距离为l,到圆孔内壁的距离为t。形成圆孔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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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强度主要由下列几部分组成:从圆柱孔直接穿

过的中子It,周围环境散射的中子Iz,由样品本身

造成的散射中子Is,中子源内部的散射中子In。所

以探测器探测到的圆孔区域中子强度为I=It+Iz

+Is+In。中子平行入射,在样品厚度及探测距离

变化不大时,可认为经圆孔直接到达探测器的中子

强度保持不变,即It 为常数;整个照相过程中环境

不变,因此由周围环境造成的散射中子及源本身和

未碰撞的散射中子强度不变,即Iz 和In 不变;圆

孔像中心点的中子强度变化主要由样品引起的散射

中子,部分进入中心区域被接收所造成的。下面就

样品引起的散射中子进行讨论。

图1暋理论分析模型

设样品的厚度约等于该能量中子的平均散射自

由程,这样可以不计散射中子在样品中的再次散

射。因为中子在到达散射点P 之前在样品中穿过了

(C-c)的距离,这期间样品对中子有吸收作用。设

样品物质与中子作用的宏观散射截面为 毑s,宏观

吸收截面为毑a,入射中子强度为I0,则由样品引起

的散射中子强度I曚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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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中子散射后将沿4毿方向向外发散,这其中只

有一小部分沿到圆孔像中心的方向前进并被接收。
设能入射到中心的散射中子的几率为毲,则进入圆

孔像中心的散射中子强度I曞s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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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因为散射中子在样品中穿透时,还将与样品发

生吸收作用,其强度也将有所衰减。对于铁材料,
中子经一次散射后其能量减少可近似计算[7]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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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铁的原子量,毼为中子经一次散射后的平均对

数能量衰减。因此能量为E0的快中子经一次散射

后的能量E 约为

InE=InE0-毼暋, (5)

经计算中子在铁样品中发生一次散射的能量减少约

为3.5%,可认为保持不变。散射中子在到达圆孔

像中心之前在样品内穿透的直线距离为a,与样品

发生吸收作用。所以穿透出样品并进入圆孔像中心

的散射中子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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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暋暋a=t
(c+h)2+(t+r)2

r+t 暋。 (7)

暋暋在实验条件不发生变化时,几率毲可视为常

数。从公式看出,圆孔像中心的散射中子强度不仅

与圆柱孔的大小有关,还与探测距离有关。

3暋实验研究

暋暋加工外径为10cm,厚3cm,内径分别为1,2,

3,4和5cm 的圆柱体铁块共5块。另加工内径为1
cm,厚度分别2,3,4和5cm 各1块。以241Am灢Be
中子源对铁块进行照相。241Am灢Be中子源通过(毩,

n)反应发射平均能量为4MeV,强度约为105n/s
的快中子。以自制的发光屏(环氧树脂+Gd2O2S暶
Tb)结合 Kodak100X射线胶片进行探测。实验中

用0.5mm 的铅皮包裹241Am灢Be中子源,以屏蔽

源自身发出的毭射线。中子源与样品之间的距离为

10cm,并保持固定,以保证中子尽可能平行入射。
改变探测器与样品之间的距离并对不同样品进行

FNI。照相完成后,对胶片进行显影、定影,并读

取图像。每组实验做3次,结果取平均值。

4暋结果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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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以图像的黑度差表示照射时中子强度大小。比

较内孔径相同、探测距离不同时所得到的图像,以

及探测距离相同,孔径不同的图像黑度差别。图像

黑度差随探测距离和孔径变化而有所差别。
图2(a)给出了直径为1cm 和厚3cm 的圆柱

孔,探测距离为3cm 时的像。图2(b)给出了对该

样品改变探测距离得到的像沿其直径方向扫描得到

的黑度曲线。从图像黑度变化看出,图像黑度的均

匀性随探测距离变化而变化。当探测距离d=0cm
时,黑度均匀性最差。后随着探测距离的增加,黑

度均匀性逐渐好转。当探测距离超过样品厚度时,
黑度变化已很小。从图中看出,当d=5和7cm
时,黑度均匀性已很好。这说明随着探测距离增

加,探测到的散射中子强度逐渐降低,对图像的影

响逐渐减小。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因为散射中子造

成图像边界模糊,像的大小会发生变化。但随着探

测距离的增加,像与物也逐渐一致。不同孔径样品

的图像黑度差均匀性随探测距离变化也存在类似变

化。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圆孔像的黑度变化差异主

要是由样品引起的散射中子强度不同造成的。当孔

径和厚度不变时,由样品造成的总的散射中子强度

在照相时间内可认为保持不变。但探测距离的增

加,越来越多的散射中子逃逸出探测器区域,造成

可探测到的散射中子强度降低。
探测距离不变,改变内孔径大小时,像的黑度

均匀性随孔径的增加逐渐好转。图3(b)给出发胶

片紧贴样品(d=0cm)得到的像沿直径方向扫描的

黑度差图。从图中看出,当孔径增大时,像的黑度

均匀性逐渐变好。这主要是因为孔径增大,由样品

引起的总的散射中子强度逐渐降低。
当探测距离和孔径不变,样品厚度增加时,样

品引起的散射中子对图像的影响先较高,后逐渐降

低。这是因为样品厚度增加,样品的散射中子强度

增加。但随着样品厚度进一步增加,样品引起的散

射中子在样品内运动的距离也增加,部分又将被吸

收,因而最后探测到的散射中子强度降低。

图2暋(a)毤=1cm 圆孔探测距离3cm 时的像,(b)沿直径

方向的黑度差随探测距离变化的关系

图3暋(a)毤=1cm 和d=0cm 时的像,(b)不同孔径的像沿

直径方向扫描得到的黑度曲线

理论模拟的结果和实验结果基本相一致。图4、
图5和图6为计算的和实验得到的像中心点散射中

子强度随探测距离以及孔径变化的关系曲线(以图

像中心点的黑度差异表示散射中子强度的不同)。

从图4中可以看出,随着探测距离的增加,由样品

引起的散射中子强度降低,和实验结果的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相同探测距离上

不同孔径的圆柱体的散射中子强度呈下降趋势。实

验得到的散射中子强度采用样品像中心点的黑度与

在相同照相条件下无样品时的胶片黑度比较获得

的。在4MeV时,计算的中子与铁的宏观散射和吸

收截面分别约为0.28和0.04cm-1[8]。

图4暋理论计算的和实验得到的圆孔像中心的散射中子强

度与探测距离变化的关系

(a)不同孔径计算结果: 1cm, 2cm, 3cm, 4cm,

5cm;(b)不同孔径实验结果: 1cm, 2cm, 3cm,

4cm, 5cm。

图5暋理论计算的和实验得到的不同孔径散射中子强度变

·513·暋第3期 陈暋亮等:中子散射对快中子照相质量影响的分析



化关系曲线

(a)不同探测距离计算结果: 0cm, 1cm, 3cm, 5

cm, 7cm;(b)不同探测距离实验结果: 0cm, 1

cm, 3cm, 5cm, 7cm。

图6暋样品厚度变化与散射中子强度关系(孔径1cm,探测

距离0cm)

暋暋从以上几幅图中可以看出,在进行FNI时,由

样品引起的散射中子强度与探测距离和样品形状均

相关。对于同一样品,增加探测距离,可降低接收

到的散射中子强度,提高图像的质量。这些结果表

明,适当选择照相条件,可以降低散射中子对照相

质量的影响。
实验中选用样品的厚度为3cm,是因为对于4

MeV的快中子,与铁作用的散射自由程约为3.2
cm,这样可以忽略散射中子的再次散射,减少分析

误差。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中采用的同位素中子源为

圆柱体,发射的中子不是单一能量,中子束也不是

绝对平行入射,加之采用胶片探测,在处理过程中

存在人为因素,以及在讨论样品厚度变化时的散射

中子强度变化,没有考虑二次散射。这些都会给实

验结果分析造成误差,但总的变化趋势反映出散射

中子强度与探测距离及样品形状的关系。

5暋结论

暋暋在进行FNI时由样品造成的散射中子会造成

图像衬度畸变,实验中应尽可能减小其对图像的影

响。本文通过一圆柱体的铁样品模型,对由样品引

起的散射中子与孔径及探测距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模拟,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散射中

子的强度与样品的形状和照相时的探测距离有关。
当探测距离超过样品本身的厚度时,很大部分的散

射中子发生逃逸而没有被探测到,其对图像的影响

已很小。这些说明,在FNI中,恰当地选择照相条

件,可以降低散射中子对照相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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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NeutronScatteringinFastNeutronImaging
*

CHENLiang,JIANGShi灢ping,WANLi灢biao,MAXiao灢dong,LIMei灢fang
(NationalSynchrotronRadiationLaboratory,UniversityofScience& TechnologyofChina,Hefei230029,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sbetweenintensitiesofscatteredneutronsbyspecimensandtheirshapesand
detectingdistanceshavebeensimulatedusingahollowcylindermodel,andtheresultswerevalidatedby
experimentsoffastneutronimagingusing241Am灢Beneutronsource.Theresultsshowedthattheintensi灢
tiesofscatteredneutronsarecloselyrelatedtothedetectingdistancesandsample暞sshapes.Theinfluences
ofscatteredneutronsinfastneutronimagingwillbereducedwhiledetectingdistancesincreased.

Keywords:fastneutron;imaging;neutronsca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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