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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分子镀法制备 Ｓｍ和 Ｅｕ厚靶

张丽娜，秦　芝，吴晓蕾，丁华杰，林茂盛，白　静，
范芳丽，马　健，雷富安，郭俊盛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研究了在异丙醇硝酸体系中单次分子镀流程制备 Ｓｍ和 Ｅｕ厚靶的实验条件。确定了在
２０μｍ铍箔上进行 Ｓｍ和 Ｅｕ分子镀实验的最佳工艺条件为：两极间距 ３ｃｍ，电流密度 ３．８
ｍＡ／ｃｍ２，分子镀过程持续１ｈ。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分子镀的沉积效率均高于９５％，所制备 Ｓｍ
和Ｅｕ靶膜的厚度分别在１．６和１．５ｍｇ／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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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对超重元素化学性质的研究是当前核化学研究

领域的热点之一，主要是探讨相对论效应对超重元

素核外电子排布情况的影响，而最外层电子的排布

决定着元素的化学性质。相对论效应的大小与原子

核电荷Ｚ２成正比，分子和原子的量子化学计算预言
超重元素的化学性质可能和根据元素周期表中同组

元素的经验外推结果有所差异。所以，仔细地比较

研究超重元素与同组过渡金属元素之间化学性质的

差异，就可直接检验相对论效应的影响。为了研究

超重元素Ｒｆ和Ｄｂ的化学性质，我们可以利用 ２０Ｎｅ
离子轰击稀土Ｓｍ和 Ｅｕ靶来产生分别属于第４，５
组的短寿命Ｈｆ和Ｔａ同位素，进行Ｒｆ和Ｄｂ化学性
质研究的模拟实验。因此制备出均匀、牢固且厚度

为１．５ｍｇ／ｃｍ２左右的 Ｓｍ和 Ｅｕ靶对我们的实验是
十分重要的。虽然靶膜制备的方法很多，如真空蒸

发、重离子溅射以及电喷涂等，但这些方法都有各

自的局限性，只能满足一定实验的要求。目前，国

内外一些研究者采用分子镀法制备稀土元素

靶［１，２］，该技术适于多种元素的电镀，所用设备简

单，易于操作，且沉积效率高，所需时间短，靶与

底衬之间有较好的吸附力［３，４］。但是在传统的分子

镀实验过程中［１—４］，每次分子镀的厚度不超过１００
μｇ／ｃｍ２，要获得１ｍｇ／ｃｍ２左右的厚靶必须通过重

复电镀加高温烘烤的工艺。在马福炉中进行５００—
６００℃高温烘烤容易造成靶膜表面龟裂，且实验过
程繁杂，所以人们通常采用的烘烤靶子的方法是在

实验开始阶段用较弱的重离子束流直接轰击靶，可

以避免急剧升温造成的靶膜表面龟裂现象。另外，

在分子镀过程中，元素以化合物的形式沉积且机理

比较复杂，沉积层化合物的形态往往难以确定。

在超重核的研究中，人们通常选用薄的铍箔

（厚度为１５—２０μｍ）为靶衬，铍的熔点为１２８７℃，
能够经得起２μＡ重离子流的长时间轰击，且铍原
子序数较小，反应干扰物较少。而前人工作中的阴

极材料多为铜片、不锈钢片以及铝片等，以铍箔为

阴极的稀土元素靶的制备国内尚未见报道［１—４］。

为满足实验要求，本工作拟在异丙醇硝酸体
系中，以铍箔为阴极材料，采用单次分子镀实验制

备出厚度为１．５ｍｇ／ｃｍ２的 Ｓｍ靶和 Ｅｕ靶。针对靶
层分子形态不明的特点，我们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分子镀沉积效率［５］，从而较为准确地得到所制备稀

土靶的厚度。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主要仪器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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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分析纯，北京化学试剂厂；氧化钐（Ｓｍ２Ｏ３）：中
国上海稀有金属研究所；氧化铕（Ｅｕ２Ｏ３）：中国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偶氮氯磷Ⅲ：华东师范
大学化工厂；７３２０型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
厂；分子镀实验装置：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自制（见图１）。

图１　分子镀实验装置示意图
１玻璃槽体，２橡皮“Ｏ”圈，３阴极，４底座，５铂金丝。

２．２　实验装置

实验中所用的分子镀装置示于图１。槽体为玻
璃材料制成的圆锥形，外加冷却循环水套用于冷却

电解液。靶膜的大小由沉积槽下面的橡皮“Ｏ”圈密
封垫的内径来决定。铂金丝作为阳极，沉积槽体与

不锈钢底座之间的铍箔衬底作为阴极。另外，将该

铂金丝弯制成螺旋状固定于电极搅拌器上，用来充

分地搅拌电沉积液。

２．３　原始液的配制

实验中使用天然钐的氧化物 Ｓｍ２Ｏ３。在分子镀
前需将氧化物溶解并转化成盐的形式，然后配成分

子镀原始溶液。具体配制过程为：称取白色粉末

Ｓｍ２Ｏ３１７０ｍｇ于试剂瓶中，加入１０ｍｌ０．１５ｍｏｌ／ｌ
ＨＮＯ３，震荡，待其完全溶解后即作为 Ｓｍ的原始溶
液，Ｓｍ的浓度为１４ｇ／ｌ。

２．４　实验过程

用异丙醇溶液仔细清洗镀槽各部件，按照图１
组装。用４根橡皮筋固定槽体和不锈钢底座，并检
查整个体系的气密性，确保无液体露出。

用移液器移取１００μｌＳｍ原始溶液和１４ｍｌ异
丙醇于分子镀槽中，此时电镀液 ｐＨ为２—３［２］，开
启搅拌装置与冷却水，接通电源，调节电压电流到

一定值，反应 １ｈ，电镀结束。断电停水，倒出废

液，向镀槽中加入５ｍｌ左右异丙醇进行清洗，之后
取出靶膜。

２．５　分子镀沉积效率的测定

沉积效率是分子镀实验中很重要的指标，以前

的工作中大多用重量法和放射性法来进行测定。但

对于Ｓｍ的单次分子镀实验来说，放射性方法不能
实施，另外由于分子镀后靶膜上的物质形态比较复

杂，可能有 Ｓｍ（ＯＨ）３，Ｓｍ（ＮＯ３）３·６Ｈ２Ｏ和 Ｓｍ２Ｏ３
等，且其组成不易确定，使得重量法存在很大的误

差。因此，本实验根据偶氮氯磷Ⅲ试剂可与稀土元
素发生成络显色反应，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沉积效

率。其具体步骤为：（１）确定配合物的最大吸光度：
配制不同浓度的 Ｓｍ溶液，观察不同波长时吸光度
的变化（如图２所示），在６７０ｎｍ处配合物有最大
吸收且灵敏度最高。（２）标准曲线的绘制：准确配
制Ｓｍ的标准溶液１００ｍｌ，分别移取不同体积的标
准溶液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加入无水乙醇０．５ｍｌ，
０．３ｍｏｌ／ｌ的盐酸 ０．２ｍｌ，０．０５％的偶氮氯磷Ⅲ０．３
ｍｌ，于６７０ｎｍ处测得溶液浓度与吸光度的关系（见
图３）。对图３中所得曲线作回归分析，得到溶液浓
度与吸光度的拟合关系式：

　　Ｃ＝－０．１４９８＋３．８３７０３Ａ，
　　Ｒ＝０．９９７５，Ｎ＝７。 （１）

其中，Ｃ为溶液浓度；Ａ为吸光度；Ｒ为相关度；Ｎ

为拟合点数。从式（１）中可以看出，在文中的实验

条件下，吸光度与 Ｓｍ溶液浓度的相关性良好，此

拟合关系式即为Ｓｍ标准曲线。

图２　吸收曲线

分别在分子镀前和镀后取样，用分光光度法测

定其吸光度，对照图３与式（１），计算出镀前和镀

后的Ｓｍ溶液浓度，从而求出其分子镀沉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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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浓度与吸光度的拟合曲线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电流对分子镀沉积效率的影响

电流密度是影响分子镀沉积效率的主要因素之

一。实验中固定电极间距为３ｃｍ，分子镀时间１ｈ
和异丙醇体积为１４ｍｌ不变的情况下，加入浓度为
１４ｇ／ｌ的原始液１００μｌ。研究了 Ｓｍ的分子镀沉积
效率与电流密度的关系，结果如图４所示。可以看
出，分子镀沉积效率随电流密度的增大而升高，当

电流密度上升到２．４ｍＡ／ｃｍ２时，分子镀沉积效率
已经高于９５％，此后变化缓慢。实验前２０ｍｉｎ，由
于反应速度变化较快，电流稳定性差，此时可以通

过改变电压调节电流，使其保持平稳。

图４　分子镀沉积效率随电流密度的变化

３．２　时间对分子镀沉积效率的影响

所加试剂体积和配比不变，固定电极间距为３
ｃｍ，控制电流密度Ｊ在２．４ｍＡ／ｃｍ２，研究了Ｓｍ的
分子镀沉积效率与分子镀时间的关系，结果示于图

５。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延长，分子镀沉积效率明
显提高，６０ｍｉｎ的时候可达到９７％。

３．３　溶液预处理过程对分子镀过程的影响

在以前的分子镀实验中，是将有机介质和所镀

稀土元素的原始溶液同时加入镀槽中，之后进行搅

拌（槽内混合），但在本实验中将有机介质和有原始

溶液按照所需量搅拌均匀后再加入镀槽之中（槽外

混合）。固定电镀时间１ｈ，两极间距３ｃｍ，控制电
流密度在２．４ｍＡ／ｃｍ２，在两种不同的实验过程中，
研究了分子镀沉积效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见

图６）。

图５　分子镀沉积效率随时间的变化

图６　不同溶液预处理中分子镀沉积效率随时间的变化

可以看出，在同一时间点，槽内混合较槽外混

合的沉积效率高，也就是说该过程反应稍快，尤其

在前１０ｍｉｎ内反应速度最快。这是因为槽内混合虽
有铂金丝进行搅拌，但受装置形状所限，搅拌往往

不能十分均匀从而造成镀槽底部的浓度高于其它位

置，因此反应开始速度较快。但另一方面，槽外混

合的反应较槽内反应平稳，这在实验过程中，不仅

有利于电流的恒定，对靶层的均匀度和牢固度也非

常有利，因此我们选择槽外混合。

３．４　两极间距对分子镀沉积效率的影响

为选择合适的电极间距，固定异丙醇体积和电

流密度，测量了不同的电极间距下分子镀３０ｍｉｎ时
的沉积效率（见表１）。可以看出，两极间距在１—３
ｃｍ时，对分子镀沉积效率影响不大，考虑到实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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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镀槽内孔倒锥形形状，选用两极间距为３ｃｍ。

表１　分子镀沉积效率随两极间距的变化

两极间距／ｃｍ 分子镀沉积效率（％）

３．５ ６０．５

３ ６５．２

２ ６５．７

１ ６６．４

３．５　铍箔上镀靶的实验结果

实验中所需阴极材料为铍箔。但由于其经济成

本较高，所以在讨论实验工艺以及各参数的影响规

律时采用铝箔作为阴极，之后在铍箔上用同样实验

工艺进行分子镀试验，发现各参数的影响规律与铝

箔一致，只是最佳电流密度发生改变，为３．８ｍＡ／
ｃｍ２。在异丙醇体积为１４ｍｌ，原始溶液１００μｌ，两
极间距３ｃｍ，电流密度３．８ｍＡ／ｃｍ２，分子镀时间１
ｈ的实验条件下于铍箔上进行分子镀实验，得到符
合实验要求的Ｓｍ靶和Ｅｕ靶，其厚度列于表２。

表２　所得Ｓｍ靶和Ｅｕ靶的厚度

元　　素 厚度／（ｍｇ／ｃｍ２）

Ｓｍ １．６１７

　 １．６０７

Ｅｕ １．５３３

１．５０１

１．５８４

４　结　论
（１）实验研究了以铍箔为阴极材料，采用单次

分子镀流程制备出厚度为１．５ｍｇ／ｃｍ２的 Ｓｍ靶和
Ｅｕ靶，确定最佳工艺条件为：调节镀液 ｐＨ值在
２—３，控制反应中电流密度为３．８ｍＡ／ｃｍ２，两极间
距３ｃｍ，分子镀时间１ｈ。

（２）实验中采用恒电流法，在分子镀前将有机
介质与原始溶液混合均匀，使得整个实验过程反应

平稳，易于控制。所得Ｓｍ靶层表面均匀、牢固，满
足实验要求。

（３）在实验过程中，采用分光光度法测量了分
子镀沉积效率，避免了靶层上物质形态不明所带来

的困难，较重量法更为准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Ｋ，ＳｃｈｄｅｌＭ，ＳｃｈｉｍｐｆＥ，ｅｔａｌ．ＮｕｃｌＩｎｓｔｒａｎｄＭｅｔｈ，

２００４，Ａ５２１：２０８．

［２］　ＬｕｏＸＨ，ＸｕＧＪ．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

２３（１）：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罗兴华，许国基．原子能科学技术，１９８９，２３（１）：８２．）

［３］　ＡｎｍａｎｎＤＣ，ＭｕｌｌｅｎＧ．ＮｕｃｌＩｎｓｔｒａｎｄＭｅｔｈ，１９７４，Ａ１１５：７５．

［４］　ＱｉｎＺｈｉ，Ｇｕｏ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ＧａｎＺａｉｇｕｏ．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ｓｏ

ｔｏｐｅｓ，２００１，５４：７４１．

［５］　ＬｉｕＷＨ，ＬｉｕＰ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２００５，

２１（３）：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文华，刘鹏宇．分析试验室，２００５，２１（３）：８９．）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ｍａｎｄＥｕＴｈｉｃｋ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ｎｅＣｙｃｌ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ａ１），ＱＩＮＺｈｉ，ＷＵＸｉａｏｌｅｉ，ＤＩＮＧＨｕａｊｉｅ，ＬＩＮＭａｏｓｈｅｎｇ，

ＢＡＩＪｉｎｇ，ＦＡＮＦａｎｇｌｉ，ＭＡＪｉａｎ，ＬＥＩＦｕａｎ，ＧＵＯＪｕｎｓｈ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ａｃ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Ｈｅａｖｙ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ＨＥ）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ｉ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ＳＨＥ（ＲｆａｎｄＤｂ），ｗｅｃａｎｕｓｅｔｈｅｈｅａｖｙ
ｉｏｎｂｅａｍｏｆ２２Ｎｅｔｏｂｏｍｂａｒｄ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ＳｍａｎｄＥｕ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ｔｈ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ｏｆＨｆａｎｄ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ｏ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ＳｍａｎｄＥｕ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５·　第 １期 张丽娜等：单次分子镀法制备Ｓｍ和Ｅｕ厚靶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ａｔｅ：１３Ｊｕｎ．２００７；Ｒｅｖｉｓｅｄｄａｔｅ：１６Ｊｕｌ．２００７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０５７５１２２）

　 　１）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ａ＠ｉｍｐｃａｓ．ａｃ．ｃｎ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ｃｋｔａｒｇｅｔｓｏｆＳｍａｎｄＥｕ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ｎｄ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ｏｎ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ｓ３．８
ｍＡ／ｃｍ２，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ｐｏｌｅｓｗａｓ３ｃｍ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ｌａｓｔｅｄ１ｈ，ｔｈｅｂ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ｗａｓａｂｏｖｅ９５％ 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ＳｍａｎｄＥｕｔａｒｇｅｔｓｗａｓ１．６ａｎｄ１．５ｍｇ／ｃｍ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ｃｋｔａｒｇｅｔ；ｓｐ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ｒ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０６· 原 子 核 物 理 评 论 第２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