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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p,n)15O反应中子源0曘角激发函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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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利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HI灢13串列加速器上的多探测器快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量了

38个不同入射质子能量点下15N(p,n)15O反应0曘角方向的激发函数。测量数据用蒙特卡罗方法进

行了模拟,以进行中子注量衰减和入射窗厚度的不确定度修正。实验在入射质子能量位于6.029—

8.056MeV之间时发现了3个共振峰,这一点与DROSG灢2000评价数据及PTB数据相符合,但三

家的截面数值存在差异,对这些差异需要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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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近年来,加速器驱动系统(ADS)和核废料嬗变

等研究对低能中子(2—4MeV)与238U 等核作用的

次级中子微分截面(弹性、非弹散射)提出了要求。

为完成相应的实验测量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一种低

能中子源。15N(p,n)15O 反应[1]具有高达 3.54
MeV的负Q 值,从而成为这个能区中子源的一个

选择。但是上述反应存在多个共振结构,而实验中

我们趋向于选择中子产额最大的能量点进行实验,
这样,对0曘角中子产额激发函数数据的获取就显得

尤为重要。在已有的激发函数数据中,DROSG灢
2000[2]的评价数据和 PTB的测量数据显示出较大

的差别,为了检验并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有必要对

激发函数进行重新测量。激发函数的测量中为了尽

可能区分上述反应的各个共振结构,要求加速器加

速粒子的能量精确可调,HI灢13串列加速器正好满

足这一要求,加速粒子的能量精度很高,可达万分

之几的水平。

2暋 实验测量

实验测量是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HI灢13串

列加速器的多探测器快中子飞行时间谱仪[3]上进行

的,实验装置如图1所示。谱仪由3个主探测器和

1个监视器组成,3个主探测器安装在屏蔽体上,监

视器则以固定的角度和距离对准中子源。在激发函

数的测量中,使用与束流夹角为0曘的主探测器测量

0曘角微分截面,监视器固定在与束流夹角为92.4曘的

方向上用于监测源的强度。实验的具体参数为:入
射质子能量在6.029—8.056MeV 之间,平均流强

在 0.177—0.377 毺A 之 间, 脉 冲 束 半 高 宽

(FWHM)约为2.5ns,脉冲频率为2MHz;15N气

体靶长度为30mm,直径为11mm,平均压强为

0.26个大气压,Au底衬厚度为0.3mm,入射 Mo
窗厚度为10mm,0曘方向的主探测器和92.46曘方向

的监视器同为BC501A 型液体闪烁体中子探测器,

它们的直径和厚度都是5.08cm;飞行距离分别为

6.135和3.295m,探测阈低于100keV 等效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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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采用脉冲束和飞行时间(TOF)法实验测量了

38个入射质子能量点的中子 TOF谱。在每个能量

点都测量了有气和无气两种情况的谱,以便能正确

地扣除本底。为了检验束流的稳定性还对3个共振

点进行了重复测量。
实验采用多参数测量方法,每个探测器探测到

信号后都产生3个参数:脉冲高度(PH)、TOF和

脉冲形状甄别(PSD)。PH 谱用于确定探测器的阈,
从而确定探测器效率曲线;TOF谱用于确定中子

能量以及中子计数;PSD谱用于进行n灢毭分辨。测

量数据采用时间记录方式,即把实验事件的所有参

数按逐个事件记录,以便于进行离线数据分析。数

据获 取 系 统 采 用 SPARROWCORP 公 司 开 发 的

KmaxCAMAC数据获取系统。

图1 多探测器快中子飞行时间谱仪示意图

3暋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的基本步骤可归纳为:毭刻度以确定

ADC道数和等效电子能量的关系,算出不同探测

阈对应的道数;对原始数据进行反演,以便得到n灢毭
分辨后不同探测阈条件下的 TOF谱;对 TOF谱进

行死时间修正、本底扣除以便得到纯净的 TOF谱;
根据纯净的 TOF谱中子峰计数以及截面计算公式

算出0曘角方向的微分截面,并用蒙特卡罗程序对这

一截面进行修正;对入射质子能量进行修正,以修

正后的能量作为蒙特卡罗程序 SINEN[4]的输入,

模拟得到0曘角的微分截面(PTB的测量结果),以便

和测量截面比较。

3.1暋ADC的毭刻度

毭刻度中最关键的步骤是精确确定康普顿边缘

所在的道数,通常采用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得到实

际的康普顿边。图2所示为拟合康普顿边的情况。
可以看出,在康谱顿边附近测量谱和模拟谱拟合得

非常好。

图2 源射线实验谱和最后模拟谱康普顿边的比较

3.2暋0曘角微分截面计算及其修正

0曘角方向某一中子出射能量的微分截面由下式

给出:

氁(En,0)= A
INN毟毰(En)

, (1)

其中,A 为0曘角方向某一中子出射能区的中子峰计

数;I为测量时间内的入射质子数,由束流积分得

到;NN 为气体靶每平方厘米的靶核数目;毟 为探

测器对中子源所张的立体角;毰为液体闪烁体探测

器对中子的探测效率,它由 NEFF50程序[5]模拟给

出(见图3)。由于中子源不是点源,探测器较大,所

图3 不同阈条件下液闪的探测效率

以上式得出的微分截面需要进行有限几何和中子注

量率衰减修正。为了减少修正的不确定性,采用

PTB开发的专门用于模拟气体靶中子注量率的蒙

特卡罗程序SINENA模拟给出修正因子。
另外,为了检验上述方法所得截面的可靠性,

又通过比值的方式给出本次实验0o角方向的微分

截面,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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氁(En,0)= A氁s

INs毟毰(En)
, (2)

其中,A 为0曘角方向某一中子出射能区的中子峰计

数,Ns 为SINENA模拟给出的中子峰的计数(其结

果归一到每微安入射质子上),I为束流积分值,毰
为探测器探测效率,氁s 为SINENA 模拟给出的0曘
角方向的微分截面(PTB的实验数据)。

3.3暋气体靶中质子能量的修正

以实验条件下的各变量为输入参数,采用SIN灢
ENA程序模拟得到0曘角方向的加权微分截面,模

拟中考虑了实验的有限几何及靶厚的影响,这样的

结果可与我们实验中得到的截面进行更真实的比

较。然而,由于实验中入射 Mo窗的厚度存在不确

定性,从而造成了气体靶中平均质子能量的不确定

性,所以模拟前需要对气体靶中的平均质子能量进

行修正。修正方法为:以实验加速器给出的入射质

子能量作为SINENA 程序的输入,把模拟得到的

中子能量和由实验测量的 TOF谱求出的中子能量

进行比较,发现实验值比模拟值普遍偏高(共振点

附近的几个点受共振结构影响较大,表现出较大的

差值)。于是把不同入射质子能量点下的实验值和

模拟值之差相加然后取平均(平均值为14keV),加

速器给出的入射质子能量统一加上14keV,代入

SINENA程序重新模拟,以得到PTB实验中0曘角

方向的微分截面。修正前后中子能量的实验值和模

拟值之差如图4所示,可见,修正后的实验值和模

拟值之差在暲10keV。这是个可接受的误差范围。

图4 修正前后中子能量的实验值和模拟值之差

4暋测量结果和讨论

图5给出了3个共振峰处实验测得的0曘角出射

的中子能谱以及入射质子能量与出射中子能量的关

系,其中上半部分为3个共振点处的中子能谱,它

们所对应的质子能量从左到右依次为5.82,6.29
和7.57MeV;下半部分所示为不同入射质子能量

下的中子能量。可以看出,这个反应中子源在这一

能区是一个很好的单色中子源。

图5 共振点处的中子能谱以及入射质子能量与出射中子能

量的对应关系

根据上述处理方法,最后得出了0曘角方向的中

子产额激发函数,并与 DROSG2000评价数据和

PTB数 据 进 行 了 比 较 。图6所 示 为 阈 值 设 为100

图6 100keV阈值下公式1和2计算截面的比较

keV时,由公式1(截面公式法)和公式2(蒙特卡罗

模拟法)计算截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理想条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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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公式和严格意义上的蒙特卡罗模拟具有良好的

自洽性。
图7所示为100和200keV两种不同阈值条件

下实验测量截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从而说明了 NEFF50程序模拟得到的效

率曲线是可靠的。

图7 两种不同阈值下实验测量截面的比较

图8所示为本次测量结果与 DROSG2000评价

数据及PTB测量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3家数据

图8 本次实验激发函数数据与评价数据及其它测量数据的

比较

在整体趋势上是一致的,其中本次测量结果的第2
个共振峰与 DROSG2000评价数据吻合较好,第3
个共振峰与PTB结果吻合较好。然而本次测量结

果与PTB结果在前两个共振峰的峰位上有所偏差,
在截面数值大小上也相差较多。分析其原因,是由

于这个反应有许多共振结构,一方面对加速粒子的

能量精度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在共振峰附近,靶厚

对中子产额有较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实验结果。在

本实验中,为了尽量减少靶厚,气体靶只充了0.26
个大气压的气体,但也有23keV 的厚度。相对来

说,串列加速器的入射粒子能量精度最高,而PTB
采用的是回旋加速器,其加速粒子的能量不能精确

可调。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子源,在与PTB截面

数值的差异上,能够作参考的实验数据毕竟太少,
为澄清上述分歧,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本实验结果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

面:中子计数统计(0.5%—0.8%);束流积分计数

(3.3%);每平方厘米的15N 核数(小于2.5%);中

子源对探测器的张角(小于0.2%);探测效率(小于

2%),总的不确定度小于5%。另外,与15N核发生

反应时质子能量的不确定度小于0.5%,主要是由

于质子能量在气体靶中的衰减引起的。

5暋小结

实验测量了15N(p,n)15O反应0曘角方向的中子

产额激发函数,并将这一结果与评价数据及其它测

量数据进行了比较。测量结果第 2 个共振峰与

DROSG2000评价数据吻合较好,第3个共振峰与

PTB结果吻合较好。本次测量数据与 PTB数据在

截面数值上的偏差还需要在将来的实验中作进一步

深入的研究。实验结果对发展和使用15N(p,n)15O
反应中子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拓展 HI灢13串列加

速器的中子能区范围也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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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xcitationfunctionof15N(p,n)15Oreactionat0degreewasmeasuredat38energypoints
usingthefastneutronTime灢of灢Flight(TOF)spectrometerattheHI灢13TandemAcceleratorintheChina
InstituteofAtomicEnergy(CIAE).ThemeasureddatawereanalyzedbyMonte灢Carlosimulationforthe
correctionsofneutronfluxattenuationanduncertaintyofthethicknessoftheentrancefoil.Threereso灢
nancepeakswereobservedinthisexperimentintheenergyrangefrom6.029to8.056 MeV,whichis
comparablewiththeDROSG灢2000evaluateddataandthePTBdata.However,moreexperimentalstudies
areneededsincethecrosssectionsdeviatewitheachother.

Keywords:excitationfunction;Monte灢Carlomethod;evaluateddata;differentialcros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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