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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闪烁体探测器γ射线测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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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几种单能γ源对ＢＣ５０１Ａ型液体闪烁体探测器进行能量刻度，以得到探测器对电子的

光输出响应函数。介绍了用蒙特卡罗模拟法确定康普顿边缘所对应的电子能量的方法，得到的结果

与用半高点确定康普顿边缘方法所得的结果做了比较。利用德国ＰＴＢ开发的ＰＨＲＥＳＰ蒙特卡罗程

序计算出液体闪烁体探测器对各种单能γ射线的光响应矩阵，阐述了利用γ射线响应函数矩阵和γ射

线的反冲电子谱求解待测γ能谱的原理，对解谱的误差来源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 键 词：液体闪烁体探测器；光响应函数；γ能谱；ＳＡＮＤＩＩ迭代方法

中图分类号：ＴＬ８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１　引言

ＢＣ５０１Ａ液体闪烁体发光衰减时间短且具良好

的ｎγ分辨能力，常用作快中子飞行时间谱仪的中

子探测器。由于液体闪烁体探测器对电子能量的光

响应是线性的，而对中子产生的反冲质子的响应是

非线性的［１］，实验中常常利用闪烁体对电子和质子

的相对响应数据，标定仪器的中子阈和计算探测器

的中子探测效率。对电子能量刻度的准确性会直接

关系到实验结果的精度。本文在基于德国标准计量

机构（ＰＴＢ）开发的ＰＨＲＥＳＰ蒙特卡罗程序基础上使

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对液体闪烁体探测器进行γ刻度，

并与以前使用的方法进行了比较。鉴于液体闪烁体

探测器具有良好的ｎγ分辨性能，它可以同时记录

中子和γ射线的信息，于是在处理中子方面数据的

同时，还可以根据γ射线的反冲电子谱和探测器

对γ射线的光响应矩阵用解谱的方法解出探测到

的γ能谱，这对求解中子对大样品的伴生γ能谱工作

有很大帮助［２］。本文介绍了用ＳＡＮＤＩＩ迭代法求

解γ能谱的基本原理。

２　液体闪烁体探测器的γ刻度

γ射线进入有机闪烁体后主要发生康普顿效应，

如果能够确定康普顿边缘的峰位就可以对探测器进

行能量刻度。实验中，将放射源放在距探测器表面

大约１０ｃｍ的位置，测量各个γ射线源的反冲电子谱

后，并扣除本底以得到纯效应的待测γ射线的反冲

电子谱。

γ刻度的数据处理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确

定康普顿边缘所在的确切道数，常用的确定康普顿

边缘峰位的方法是通过康普顿边缘半高点来读出峰

位［３］，但由于探测器尺寸大小及光电倍增管工作状

态等会影响光输出的分辨率，这种方法误差和不确

定性很大。为了得到比较精确的能量刻度函数，我

们采用了蒙特卡罗模拟法来确定康普顿边缘的峰

位，其具体步骤如下：（１）根据各个γ射线源在探测

器上产生的反冲电子谱的康普顿边缘初步确定一个

能量刻度函数；（２）利用ＰＨＲＥＳＰ程序根据探测器

的几何尺寸、材料配比和γ射线能量等参数算出γ射

线在探测器上产生的反冲电子模拟谱；（３）由于模

拟谱没有考虑探测器的能量分辨和能量刻度，我们

必须根据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将模拟谱进行高斯展

宽，再将展宽后的模拟谱按照初始能量刻度进行调

节；（４）将经过以上处理的模拟谱与实验谱在康普

顿边缘处进行比较拟合，得到反映模拟谱和实验谱

的康普顿边缘符合程度的拟合因子，并根据这个拟

合因子修正模拟谱的初始能量刻度函数；（５）用修

正后的能量刻度函数来重复（３）和（４）过程，从而实

现对能量刻度函数的不断修正，直到最后的能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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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函数能够使模拟谱和实验谱的康普顿边缘符合满

足要求为止（见图１）。

图１１３７Ｃｓ源γ射线实验谱和最后模拟谱康普顿边缘的比较

３　γ能谱的测量

３．１　基本解谱原理

对于液体闪烁体探测器，测量γ射线得到的反

冲电子谱犖犽（犈）与γ能谱Ф（犈）的关系可表示为
［４］

犖犽（犈）＝∫犚犽（犈，犈′）Φ（犈′）ｄ犈′，
犽＝１，２，…，犓 （１）

式中，犓为实验上测量的反冲电子谱的能群数（即

反冲电子谱的最大道数），犚犽（犈，犈′）为探测器对能

量为犈的单能γ射线的光响应函数。解谱的方法有很

多种，比如解逆矩阵法、最大熵原理和ＳＡＮＤＩＩ迭

代法等。本实验所采用的解谱方法为ＳＡＮＤＩＩ迭代

法，其解谱原理可以大概表述为［５］：首先是将

式（１）进行离散化，化积分为求和：

犖犽（犈）＝∑
犐

犻＝１

犚犽犻（犈，犈′）Φ犻（犈′）Δ犈′，

犻＝１，２，…，犐 （２）

式中犐为解谱能区划分能群的个数，犚犽（犈，犈′）为探

测器对γ射线的响应函数矩阵；其次是根据待测γ射

线场环境选择一个初始中子谱Φ
０
犻带入式（２），并根

据已知的响应函数算出反冲电子谱计算值；然后根

据式（３）对初始γ射线能谱Φ
０
犻 进行修正，将修正后

的γ射线能谱重复以上过程，直到最后的γ射线能谱

满足结束迭代的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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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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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犑是迭代的次数，σ犽为反冲电子实验谱的统计

误差。结束迭代的方法一般有３种：（１）控制反冲电

子谱计算值和实验值标准偏差小于一个预先给定

值；（２）控制最大迭代次数；（３）相邻两次迭代的反

冲电子谱计算值标准偏差小于一个预先给定值。

这３种方法是相互独立的，其中任何一种得到满足，

即可结束迭代过程。

３．２　实验测量及结果

为了在实验上验证蒙特卡罗模拟法确定康普顿

边缘和解反冲电子谱法测量γ能谱的可行性和准确

性，我们利用ＢＣ５０１Ａ型液体闪烁体探测器来测量

ＡｍＢｅ源的γ射线能谱，所用探测器是由ＢＣ５０１Ａ型

液体闪烁体和ＸＰ２０４１型光电倍增管组成，尺寸为

５．０８ｃｍ×５．０８ｃｍ。

实验测量过程共分为两步：首先是γ刻度，由

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只利用２２Ｎａ和１３７Ｃｓ源对探测器

进行了能量刻度；其次是对ＡｍＢｅ源进行中子和γ射

线测量，再利用ｎγ分辨技术（ＰＳＤ）来得出γ射线的

所引起的脉冲高度谱，从而解出ＡｍＢｅ源的γ能谱。

为了完成解谱过程，共需要３个输入文件：反冲

电子谱、γ射线光响应函数矩阵和初始谱。获得光

响应函数矩阵的基本过程为：首先是在待测能区根

据探测器的能量分辨率选出一系列的能量点，根据

已经测量的探测器对γ射线的响应函数用ＰＨＲＥ

ＳＰ蒙特卡罗程序计算出在这些能量点的单能γ射线

的模拟响应谱；然后将模拟响应谱按照能量分辨率

进行高斯展宽和根据γ刻度的结果进行能量刻度调

节，从而得到一系列单能γ射线的响应函数即响应

函数矩阵。这其中数据的计算、格式转换等工作都

是由ＰＴＢ开发的一系列程序完成的，同时采用一个

常数谱做为初始γ能谱。为了验证这种解谱方法，

我们解出了２２Ｎａ源和ＡｍＢｅ源的γ能谱，如图２和

图３所示。图４是将所解出的２２Ｎａ源的γ能谱数据代

入式（２），从而得到所解γ能谱对应的反冲电子计算

谱，然后与实验谱进行比较。通过数据分析可知，

计算谱与实验谱的偏差平均在５％左右，说明反冲

电子计算谱与实验谱符合得很好。

·７３１·　第２期 王琦等：液体闪烁体探测器γ射线测量研究



图２２２Ｎａ源的γ能谱

图３ＡｍＢｅ源的γ能谱

图４２２Ｎａ源的反冲电子实验谱与计算谱的比较

本次解谱的误差主要包括反冲电子谱测量、液

体闪烁体探测器的单能光子的光响应函数计算、能

量刻度以及解γ能谱过程中等引入的误差。反冲电

子谱实验测量的统计误差约为２％；液体闪烁体探

测器对单能光子响应函数的计算误差约为２％；能

量刻度的误差约为１．５％；γ能谱计算过程的误差，

主要表现在反冲电子谱的实验值和计算值的偏差

上，根据最后解谱的数据它们的平均偏差约为５％。

这样用ＢＣ５０１Ａ型液体闪烁体探测器测量１３７Ｃｓ和

２２Ｎａ源γ能谱的总误差约为６．０％—８．０％。

４　结论

在γ刻度的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分别用蒙特

卡罗模拟法和半高点法确定康普顿边缘的峰位，通

过表１比较后发现蒙特卡罗模拟法所确定的峰位会

比半高点所在的峰位偏小，并且γ射线能量越低，

偏离比例越大。另外，在γ刻度实验过程中所用的

刻度放射源最好是薄膜源。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

我们在刻度过程中所使用的放射源都是非薄膜源，

这样就会使源发出的康普顿散射光子数增加。同时

再加上探测器探头周围材料引起的散射光子，从而

使进入探测器的γ射线会有许多康普顿散射成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图１中的反冲电子谱的前面

部分实验谱与模拟谱符合不上。同时，我们也可以

在图２中看到这部分康普顿散射γ射线成分。

表１　蒙特卡罗模拟法和半高点法确定康普顿边缘结果比较

γ射线源
康普顿边缘

蒙特卡罗法 半高点

峰位比（半高点法

／蒙特卡罗法）

２２Ｎａ（５１１ｋｅＶ） １４０．０ １４６．０ １．０４３

１３７Ｃｓ（６６１ｋｅＶ） １９５．８ ２０３．６ １．０４０

２２Ｎａ（１０６１ｋｅＶ） ４３５．８ ４４９．２ １．０３１

在用ＳＡＮＤⅡ迭代方法解谱的过程中，由于未

知数的个数一般都远远多于方程组内方程的个

数［６］，所以ＳＡＮＤⅡ解谱程序对初始谱的依赖很

强。但是在我们的解谱过程中，从式（１）可见在脉冲

高度谱解谱区间内有多少道数就有多少个方程，而

光响应矩阵的能区间隔与脉冲高度谱的能区间隔很

相近，故未知数的个数与方程组内方程的个数也很

相近，这样解谱的唯一性和准确性就有了很大的保

障，从而使得在没有初始谱的情况下也可以解出精

确的待测γ谱。另外，在用迭代法解谱的过程中要

有精度比较高的γ刻度做为基础，如果γ刻度过程得

到的能量刻度函数不准确就会使得解出的γ能谱的

峰位发生漂移。同时在解谱过程中，测量待测γ源

的反冲电子谱时要有良好的统计，如果反冲电子谱

统计误差过大会使得解出的γ能谱在某些能区出现

许多小峰谷结构，从而影响解谱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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