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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综述

段绍节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成都， 610003) 

摘要

回顾了我国三十多年来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开展的工作，根据多

年宏观中子实验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目的、意义

进行了介绍，同时列举了开展宏观中子实验工作的特点，给出了我国

宏观中子实验所用的宏观样品及其参数，介绍了我国开展宏观实验

的情况，还对国外这方面的工作作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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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n Macroscopic N eutron Integral 

Experiments in China 
Cln Chinese) 

Duan Shaojie 

CInstitute of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try , CAEP , Chengdu , 610003) 

ABSTRACT 

The macroscopic neutron integral experiments made in China for past thirty 

years are reviewed , and some important aspects , such as the purpose ,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 macroscopic samples used , the parameters ,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and so on , are briefed. In addition , the overseas relative work is introduced bri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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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是由于核工程装置设计的需要而开展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为了核工

程的需要，都先后开展了一些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并相继建成了一些基准或准基准实验装

置。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国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中子不带电荷，不受核位垒的限制，很易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在核能应用中，中

子起了相当关键的重要作用。由此研究中子在物质介质中的行为，对利用核反应为人类社

会服务是十分重要的。

中子与物质相互作用截面，是通过微观单物质核实验测量获得的。而中子在物质中的

作用过程，则是多种多次相互作用综合在一起形成的效应。工程设计是用模拟计算方法来

进行设计的。由此就可能出现两个问题:设计计算选用的参数是否准确;所用的计算方法

(模型及程序)是否合理、正确。如果其中那一个出现差错，都会造成设计的核工程装置失

败。而这种失败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影响范围大且时间长。

为了解决工程模拟计算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则要求进行宏观中子积分实验，以检验工

程计算所用的中子群参数的准确性及计算方法的正确性。这也正是所有核数据库的建立都

必须要用宏观中子积分实验检验的原因。当然为了更加直接地进行工程设计的检验，还可

以进行工程模拟的宏观中子积分实验，这会更直接明确地对工程设计结果进行检验。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是应实际需要而开展的，最早由于裂变反应堆的设计需要，开展了

裂变中子谱段的宏观中子积分实验，而后随聚变反应装置的研究发展，叉开展了 D-T 聚变

中子的宏观积分实验。这里主要讲一下我国 D-T 聚变中子宏观积分实验的情况，当然也附

带介绍一下在这些己建立起来的装置上用裂变谱段(如用 252Cf 中了惊)及 D-D 中子摞所作

实验的情况。

1 国外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简介

最早开展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是美国。在 1954 年美国就在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建立了

天然氧化鲤 ("LiD) 球，实验在 1958 年完成，形成报告， 1972 年正式发表。它为一个向O

cm 的nLiO 球，重 92. 3 公斤，用粉末冷压压制而成，密度 0.836 g/c时，由 14 个小部件加

工拼成半球，再由两半球拼成全球。随后他们又做了一个向Ocm 五层球壳的6LiD 球形装置，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6LiD 装置。

最著名的宏观中子积分实验为美国劳仑斯利弗莫尔研究所的脉冲球系列实验。该实验

用了十九种材料，皆为一维球样品，有很多材料是做成了几层的系列球壳，从而更便于作

检验用，共进行了五十多次实验。他们是利用飞行时间法进行测量的，飞行距离 10 m 左右，

使用的是强中子发生器。

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天然惶金属柱实验，伊利诺斯州大学的大铁球实验，得克

萨斯州大学的大石墨块实验等等 o

英国原子核研究中心也开展了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其中一个就是有名的 Weall 天然铀

棒紧密排列成准圆柱体的实验。同时英国还进行了氟化惶球的 D-T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等。

前西德"中子物理和反应堆工程研究所"及"反应堆研制和核装置研究所"也开展了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如理金属球 (~100 cm) 实验，天然惶圆柱体付120 cm X 120 cm 圆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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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验，大概氮、液氧1昆合体(长 3.88 m ，直径 2.1 m 的密封圆柱形球壳)实验等。

日本"原子能研究所"进行了准球形金属理的宏观中子积分实验。该实验是将金属惶

块堆积成准球形(堆积成有效半径 34.1 cm 的准球形) ，进行了惶球及加石墨反射层的 D-T

中子实验。

近年来，为了聚变堆的包层设计，很多国家联合或单独叉开展了一些宏观中子积分实

验，如镀、铅中子倍增率的实验测量等。

2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特点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要想能做到宏观、积分的效果，首先必须样品足够大。微分截面测

量只要很少材料，就能获得测量结果。而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就不行，样品大小至少要有几

个中子平均自由程方可，由此会给完成实验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完

成宏观实验测量。

要进行宏观中子积分实验，首先必需有足够多的实验材料，而由于核材料一般都是价

格昂贵的材料，所需材料又多，故投入的经费就可现了。一般的讲，宏观中子积分实验主

要的经费要花在宏观样品上。这也正是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多用其它工程所用的材料堆积搭

制的原因，这样就可节约一大笔材料经费。

其二是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宏观样品制做加工困难。因为要想达到宏观中子积分实验

的校验核参数及计算方法的目的，实验样品应尽可能减少核素的个数，样品形状尽可能规

则(最好做成一维球形〉这样才能突出要检验核素的中子宏观作用结果。由此要用很多核

材料来加工大宏观样品，而核材料的加工一般是比较困难的，也要有较多的经费支持。

也就是说，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主要问题是宏观样品的问题，这也正是宏观中子积分

实验周期长，开展不如微分截面测量那样普遍的原因。

其三，宏观中子积分实验要求有一定的实验条件，比微观截面测量要求的条件高，投

入多。如美国脉冲球实验测量方法用飞行时间法，其飞行距离在 10 m 左右，这不仅要求有

脉冲中子源，同时还必须源强足够强，否则实验就难于进行。而要想能有这样的条件，必

需要有足够的投入方可。

第四，宏观中子积分实验必须据实验样品、测量手段、实验环境，总体进行物理设计，

否则就达不到实验的目的。也就是说，实验不能千篇一律的一个模式，而必须根据自己的

特点开展实验，这也正是每个宏观中子积分实验都有其特色的原因。

综合以上各项，实际开展宏观中子积分实验是不容易的。也正为此，宏观中子积分实

验研究的结果远远少于微观中子截面测量结果，这是开展宏观中子实验并不很多的原因。

3 我国开展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情况

由于开展宏观中子积分实验的特点，我国的宏观中子积分实验主要集中在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进行。实验建立的宏观样品如表 l 所示，其中出于物理设计

考虑，每种样品大多设计成一套系列球，一些系列球样品如图 1 所示。宏观样品球尺寸见

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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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宏观中子积分实验样品球表

'LiD 

'LiH 

'LiH 

材料

聚乙烯·醋

含砌聚乙烯‘面

水球"

45"钢球

铝球

贫化铀球

镀球

铅球

2J9PU 球

235U 球

￠内 mm/.p外 mm

80/620 

80/146/262/466/600 

80/620 

30/80/146/262/466 

30/80/146/262/466 

38 、 64

62/162/262/362/476/590/700 

62/162/262/362/477/600/700 

80/262/362/388/467/508/570/600 

114/138/194/256/288 

50/347 、 40/432 、 40/502

24.03/62.68/71. 96/79. 96/105. 94 

130/138/142/146 

快为用铸铝加工的球形容器，壁厚分别为 5 mm 和 8 mm。

祷祷为用粉料压成坯料再车制成的球壳。

为了能更充分发挥每个样品的作

用，对样品都尽可能多地开展了一些

不同的实验。其中主要为 D-T 中子源

实验，还进行了 D-D 及2S2Cf 中子源实

验。

我们所用的大型设备条件是一台

K-400 高压倍加器，一台 ns-200 高压

倍加器。尽管 ns-200 高压倍加器为脉

冲调制的，但由于它提供的中子、源不

够强，很难作中子飞行时间测量〈其最

大束流只有 500μA) ，故一般只作直

流运行，提供 D-D 、 D-T 中子。

用表 1 中的宏观样品我们开展的

宏观中子实验有:

(1) 235U 起变中子在6LiD半球中造氟

测量[1J

用夹芯 6LiF 半导体探测器进行

235U裂变中子在6LiD 半球中造氟分布

测量。测量是在裸铀球堆上进行的实

验，限于实际条件，只能进行非球对称

的半球实验，而近似按球对称得到了

全球的裂变中子造氯率。

因 1 一些宏观样品的照片

5 



(2) D-T 中子在6LiD球内造氟率的测量[2)

为用 6LiF 和 6Li2C03 作辐照样品，经约 3 X 1016 

中子照射后，用内充气正比计数法和被体闪烁计

数法测量了 D-T 中子在内20 mm 6LiD 球内各个

角度的绝对造瓶分布。 6LiD 球为如 620 mm、内 80

mm 的大球壳， 6Li 丰度为 90.5% ，密度为 O. 792 

g/cm3 ，总重量为 98.4kg ，采用6LiD 粉末压制成两

半球，并在半球剖面压有靶室及测量孔道。实验时

不用的孔道用同样材料的塞块塞上。得到了全球

的造1IK率分别为 0.79 ::1:: 0.07 及 O. 75士 0.05 ，与国

外类似的工作在实验不确定度范围内相符合。

(3) D-T 中子6LiD 球泄漏谱;~IJ量

用反冲核法的琵闪烁中子谱仪及含氢正比管

中子谱仪，测量了 D-T 中子穿透6LiD 球的泄漏几

率谱。实验用的球同实验 2 的球样品。实验下能阔

为 0.02 MeV，实验得到了穿透的中子几率谱，及

得到下能|哥 0.9 MeV 的、泄漏率为 0.3434 ::1:: 

0.0067 ，下能阔 50 keV 的泄漏率为 0.4057 土

0.012 0 与理论计算进行了比较，用 S" 方法计算的

泄漏率为 0.3336，用蒙特·卡洛方法计算的泄漏

率为 O. 3484 土 4% ，实验与理论计算在不确定度范

围内符合。实验中计算并校验了高闪烁体的响应函

数，及解决了 n-Y 分辨别问题。

(4) 2S2Cf 中子在6LiD l求内造氟草的;则量[3) 。

在1>620 mm 6LiD 球心置 252Cf 中子惊，进行了

出口中子在6LiD 球内造氟分布的测量 o 实验用6LiD 球

样品为实验 2 的同一球样品。为了能进行实验测量，

选用了 6LiICEu) 闪烁探测器， 6LiI CEu) 晶体为何 mm ，

高 12 mm 的圆柱形， 6Li 丰度为 90.5% ，密度 3. 92 

g/cm3 0 由于6LiI (Eu) 对 Y 也是灵敏的，故实验的关

键是解决口-γ 分辨问题，本实验选用了自己研究出的

频谱法粒子分辨法进行 n-Y 分辨测量[飞实验得到m

Cf 中子在6LiD 球内造侃分布，并得到 252 Cf 中子在

6LiD 球内造氯率为 0.98 ::1:: 0.05，平均造就长度为 9. 0 

土0.4 cm。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 ，造

1IK率结果在不确定度范围内符合，造佩分布在大半径

>~~ 

及小半径区有差异，小半径区理论结果偏高，大半径图 3 D-T 中子'LiD 球泄漏谱测量装置

区实验结果偏高。

6 



(5) D-D 中子在6LiD球内造氟率的测量[3J

在 </>620 mm 6LiD 球心置加速器 D 靶，进行了 D-D 中子在6LiD 球内造氟分布的测量。实

验用 6LiD 球样品同实验 2 的球样品。选用了 6LiI CEu) 闪烁探测器， 6LiI (Eu) 晶体为何

mm，高 12 mm 的圆柱形，密度 3.92 g/cm3 ，实验得到 D-D 中子在6LiD 球内造佩分布，并

得到 D-D 中子在6LiD 球内造氟率为 0.96士 0.07 ，平均造氟长度为 9.96土 0.47 cm 。

(6) D-D 、 D-T 中子在6LiD中造氟时间的泪'1量

用 ns200 脉冲调制高压倍加器产生的 D-D 、 D-T 中子，进行了氧化埋半球的造侃时间测

量。源中子脉冲频率为 3 Mc , D 离子柬半宽度为 8 ns，最大束流约 4μA。测量选用 6LiI

(Eu) 晶体，晶体为 </>17.2mm ，高 4.5 mm 的圆柱形， 6Li 放缩度为 90.5% ，探测器时间分

辨小于 6 ns。实验由加速器的零信号与探测器信号经时辐变换器变成脉冲辐度信号，用多道

分析器进行测量。实验样品为6LiD 半球，如 160 mm ，冉 416 mm ，密度为 0.79 g/cm3 。实

验时将探测器中心置于样品球心，半球面水平放置(倍加器中子柬为水平方向 ) ，高出靶芯

140 mm。源中子强度用伴随粒子法给出。测量结果 D-D 中子平均造佩时间为 25士 5.9 ns , 

D-T 中子平均造氯时间为 40土 8.8 ns。同时对实验不确定性及测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

下仑。

(7) D-T 中子在6LiD球中活化率的测量

为了检验在6LiD 材料中 D-T 中子不同能区的输运过程，开展了 D-T 中子在6LiD 球中

活化率的测量实验，选用了63CU (n , 2n) 、 19F (丑， 2n) 、 238U (丑， 0 、 231Np (n , 0 、 235U

(n , 0 、 239PU (n , f)等核反应，在6LiD 球中 90。孔道依次测量了它们的活化率或裂变率分

布。 6LiD 球同实验 2 的球样品。活化样品63CU (n , 2n) 用紫铜，为 </>32 mm，厚 0.5 mm , 

19F(n ， 2n)用聚四氟乙烯片，为 </>32 mm ，厚 2.2 mmo 裂变率用裂变室进行测量，裂变室前

壁厚 0.5 mm 裂变核电镀在 </>24 mm 的镇底衬(厚 0.1 mm) 上，裂变室充 O. 5 个大气压的

氢气，测量时在235U (n , f)和 239PU (n , f)裂变室外包了一层 0.7 mm 的铺片。中子源为

K-400 高压倍加器提供的 D-T 中子，、源强由伴随粒子法给出。最后测得了各核素的活化率

或裂变率分布。而总的活化率不确定性小于士8.7% 。

(8) D-T 中子7LiH球泄漏谱泪11量

D-T 中子1LiH 球泄漏谱测量与 D-T 中子6LiD 球泄漏谱测量情况类似，只是将大样品

球换成了系列1LiH 球壳。该系列由四层球壳组成，它们的大小分别为向00/466/262/146/80

mm。球壳材料中1Li 含量为 90.3% ， 6Li 含量为 8.7% ，其它杂质 (0 、 C 、 N 等)少量。实

验结果给出了 0.02---...16 MeV 的中子穿透几率谱。

(9) D-T 中子在7LiH球内造氟率的测量

D-T 中子在1LiH 球内造氟率的测量与 D-T 中子在6LiD 球内造氟率的测量类似，只是

将6LiD 球换成了7LiH 球，为冉620 mm. 如 8mm 的大球壳。 1LiH 球中核素1Li 占 95% ，密

度为 0.764 g/cm3 。测量只选用了1Li2C03 粉末压成的词 mmX8mm 的小圆柱体， 1Li 丰度

为 95% ，净重 600 mg，用内闪烁计数法进行测量。结果给出了造氟分布，并得出了各角度

下的造冠分布，总造氟率值为 O. 7945士 7% ，平均造荒长度为 12.9 cm 。

(10) D-T 中子在大贫化铀球中平均裂变数的;~11量[sJ

由于23BU 材料的中子平均裂变数的计算值与实验值 (Wealep 实验)相差较大，为了校

验核参数，设计了本实验。实验装置用一个队 600 mm ，如 80mm 的大贫化铀球加一个 </>400

7 



mm 的圆柱体(紧密配合) ，圆柱体端面距

球心 550 mm，大贫化铀球由七层球壳组

成，为 ~80~~262~~362~~388~~467~

~508-----~570-----向OOmm，实验测量孔道为

归Omm，在过球心的圆柱轴线上。实验中

选用的探测器为贫化铀、天然铀、 235U 、

231Np小型平板裂变室，及固体径迹探测

器。固体径迹探测器测量裂变碎片采用

了显微镜读数与火花计数两种方法。 D-T

中子强度用伴随粒子法测量。实验结果

得到了大贫化铀装置中的平均裂变数为

0.897土 0.036 。

(11) D-T 中子在4>600 贫化铀球中平均

裂变数测量

用同实验 10 相同的方法及相同的

装置测量了 D-T 中子在向00 mm 贫化

铀球中平均裂变数，得到 ~600 mm 贫化

铀球中的平均裂变数为 0.823士 0.041 。

(12) 14 MeV 中子在4>600 贫化铀球中造

怀率测量[6J 图 4 大贫化铀球实验装置图

用中子活化技术对238U (n ， γ) 239U 反应物239U 衰变后的239Np 子体的 278 keVγ 射线进

行绝对测量，获得了l4 MeV 中子在向00 mm 贫化铀球中造坏率。实验结果为 2.46:!:

0.09 0 而 γ 射线由高纯错探测器测量，探测器效率用川Am 源刻度，贫化铀球为实验 10 的

大球。

(13) D-T 中子在无限大贫化铀球中造怀率的;911J量

实验为通过测量向OOmm 贫化铀球的世漏率，来进行无限大铀球造坏率测量。用235U 、

239PU 裂变室测量了向00 mm 贫化铀球的泄漏率，并用 252Cf 中子源作为向00 mm 贫化铀球

的近似世漏中子谱，最终得到了无限大铀球的造坏率为 4. 36士 0.24 ，与国外 (Wealep) 实

验及理论计算结果在实验不确定度范围内相符合。

(14) D-T 中子贫化铀球穿透能谱测量

用反冲核方法的民闪烁探测器加含氢正比管中子谱仪，测量了实验 10 由七层贫化铀球

壳组成的系列球壳的 D-T 中子穿透几率谱。为了保证测量时探测器的几何效率不发生变

化，测量是由外层最大球壳作起。由于实验测量中有大量的 γ 本底信号存在，除民闪烁探

测器加有 n-γ 分辨外，还限制多道计数在 500 个/5 以内，以确保分辨保持正常及避免 γ 信

号的叠加。同时实验布置充分考虑了如何避免中子本底的影响。为了能检验实验结果的准

确性，样品设计成七层球壳，从而可获得穿透率曲线，这也有利于对参数的检验。实验的

不确定度对穿透几率谱，在 16 MeV~9 MeV 范围为土5% ，在1. 5 MeV ~9 MeV 范围为±

7% ，在 O. 4 Me V ~ 1. 5 Me V 范围为土10% ，在 O. 02 MeV~O. 4 MeV 范围为 :!:12% 。由穿

透几率谱形状可看出，它是源中子谱与裂变谱的组合谱，这显然是合理的。同时由穿透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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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D-T 中子贫化铀球穿透能谱测量装置

/、

图 6 D-T 中子贫化铀球内能谱测量装置

曲线也证明本实验结果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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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5) D-T 中子贫化铀球内能i昔;~IJ量

用 ~16 mmX16 mm 的茂闪烁体，加 XPll15 光电倍加管组成的闪烁中子谱仪，进行了

向00 mm 大贫化铀球内中子几率谱测量。中子源为加速器的 D-T 中子，源强用伴随粒子法

进行相对监视。大贫化铀球同实验 11 的球，实际测量角度为与 D 束方向成 135 0 0 测量的能

量区间为 1. 5 MeV~16 MeV 范围。最终给出了不同距离下的中子相对几率谱。实验不确定

度为由高能端的土3.6%至低能端的士6.5% 。

CI6) 贫化铀球内 D-T 中子通量分布测量

用铜活化法测量了粥。Omm 贫化铀球内 D-T 中子的通量分布，测量角度为 0。、 22. 5 。、

45 0 、 67.5。、 900 、 112. 50 、 135 0 、 157.5。八个孔道 o 得到了铜活化阔能以上中子注量分布，实

验不确定度在土 6%;....士 12% 。

CI7) PU 自发裂变中子及屏蔽穿透i普测量

实验在次临界装置上测量了下能阔 0.15 MeV 至 10 MeV 的坏自发裂变的中子能谱，

同时还测量了坏材料外加碳氢氧氮材料、石蜡及含棚石蜡的中子世漏能谱，并用麦克斯韦

分布进行了拟合，钢:自发裂变i普拟合核温度为 0.949 MeV，实验时增殖系数为 82.1 。实验

各能区不确定度小于士10% ，在低能区由于中子本底影响，不确定度将增大到土15% 。

CI8) D-T 中子 45路钢系列球穿透能i昔测量[7]

铁不仅是现代工业离不开的结构材料，同时也是核能应用的重要结构材料。而核能应

用的结构设计，通常是用计算完成的。由此，对计算所用铁核中子群参数的准确性就提出

了明确的要求。为了校验核参数的准确性，一般是设计一些或一系列基准或准基准宏观实

验来校验。现代核数据库都是在一些宏观实验检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此目的，实验用

系列 45得钢球样品进行了 D-T 中子穿透几率谱测量。钢球为向OOmm 的六层球壳组成，实

验给出了穿透几率谱及穿透率曲线，并由此获得了穿透率。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探测器距

样品球很近，所以只能用近似的校正结果与文献结果进行比较，两者在误差范围内符合。

图 7 D-T 中子 45就钢系列球穿透能谱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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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9) D-T 中子 AI 系列球穿透能谱测量[8]

为了校验铝核的中子群参数，设计了系列铝球壳的中子宏观实验。球壳由六层组成，每

层厚约 O. 5 个 D-T 中子平均自由程。宏观样品设计成球形是为了便于校验计算。这样的设

计也是按基准宏观实验的要求进行的。为了对实验结果能进行自治性的检验，将实验样品

设计成系列球壳系统。实验测量了 D-T 中子穿透各层铝球壳 0.02 MeV 以上中子穿透几率

图 8 D-T 中子 Al 系列球穿透能谱测量装置

谱，同时获得了 D-T 中子对铝的穿透率曲线，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20) D-T 中子对聚乙烯、含砌聚乙烯系列球穿透能谱测量

含棚聚乙烯是一种廉价的中子屏蔽材料，为研究不同含棚量的聚乙烯对中子的屏蔽性

能，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基准中子宏观实验，研制了三种 B4C 含量的聚乙烯球壳系统， B4C 含

量的重量百分比为 0% 、 10% 、 50% ，每种球壳为四层 o 空腔 3.0 crn ，第一层 8.1 cm ，第

二层 13.1 cm ，第三层 18.1 cm，第四层 23.8 cm。实验用 D-T 反应产生的中子测量了各层

球的穿透中子几率谱，同时得到了穿透率曲线。实验结果与国外实验进行比较是符合的，同

时得到含棚量在 3.6% (含 10%B4C) 的材料对 D-T 中子屏蔽效果最好的结论。

(20 D-T 中子轻水球穿透能谱测量

为检验中子的群参数，进行了轻水球的 D-T 中子穿透谱测量。实验用铝球形容器装满

水，球容器内径为1>38 cm 、1>64 crn 两个。铝容器为 ZL-101 铸铝，壁厚分别为 5mm 和 8mm ，

沿径向有一条壁厚 1 mm 的靶室孔道。测量了 0.02 MeV 到 16 MeV 的 D-T 中子穿透i普及

次级 γ 谱。

(22) D-T 中子 Be 1:求中子倍增率泪11J量[9]

用全吸收方法测量了 D-T 中子Be 倍增率。全吸收探测选用了两种，一种为1>150 cm 的

去离子水，另一种为1>138 cm 的大聚乙烯球，镀球由六层组成，为 R5. 70~6. 90 cm 、 R6.900

--..-9.70 cm 、 R9. 70"'"'12. 0 cm (中国的)、 R2. 500........5. 70 cm 、 R12. 80........ 15. 20 cm 、 R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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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 cm (美国的)。探测器用235U 裂变室。实际测量了 R2. ÕO---17. 35 cm 、 R6.90卢17.35

cm 、 R12. 80~17. 35 cm 三种球壳下的 D-T 中子倍增率，结果分别为1. 674 (水慢化)和

1. 692 (聚乙烯慢化)、 1. 582 (水慢化)和1. 595 (聚乙烯慢化)、1. 273 (水慢化)和1. 321 

(聚乙烯慢化) ，实验总误差小于 3%。两种实验结果及理论计算结果均是相互符合的。

图 9 D-T 中子 Be 球中子倍增率测量大水球全吸收探测器外貌

图 10 傲球壳(半球层)照片

(23) D-T 中子 Pb 球中子倍增率测量[10)

用实验 22 的全吸收探测器测量了大铅球的 D-T 中子倍增率。铅球 R2. 50~17. 35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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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21. 6 cm 、 R2. 0~25. 1 cm，每个球均为单层。探测器选用 6Li玻璃闪烁探测器及 Mη

活化锚， 6Li 玻璃中6Li 含量为 90.5% ， Mn 活化筒为含 Mη20% 的 Mn ， Ni 合金， Mn 活化

锚为 ~13. 6 mm 、 ~15 mm、厚 1 mm 的圆片，活化 γ 由高纯错探测器测量。对厚度为 23. 1 

的铅，中子倍增率为 1.745 (6Li测量)、1. 743 (Mn 活化锚测量) ，理论计算值为 1.735 ，完

全在不确定度范围内符合。

(24) D-T 中子贫化铀球中子倍增率测量

用实验 22 的大聚乙烯全吸收介质球，测量选用了6Li 玻璃闪烁探测器及235U 裂变室，测

量了 ~26Z~362 mm 、 ~80'-""Z62 mm 、 ~80........36Z mm 即三种贫化铀厚度 50 mm 、 91 mm 、 141

mm 的 D-T 中子倍增率，结果分别为 2. 15 、 2. 56 、 Z. 58 0 两种探测器测量的结果在误差范

围内符合，实验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也是符合的。实验中还对探测器的后空腔、探测器的

自吸收及探测器对测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由于是采用了相对测量，实验的不确定度为

3%0 

(25) D-T 中子三维装置反应率测量

为适应中子学积分实验由一维向二维、三维多种材料发展的趋势，建立了一个以铁为

主的三维基准装置，在此装置上进行了 D-T 中子在轴向和与轴垂直的两个径向孔道内的反

应率测量 o 测量了 In 、 Al 、 Fe 、 Zη 四种核素的活化率，活化宿为 ~18........20 mm，厚 0.1.-.... 1. 0 

mm，核素纯度均大于 99.9%oD-T 中子用高压倍加器的 D-T 反应产生，实验时中子注量

为 1 X 1010 n/s。实验结果不确定度为 5%........7% ，由实验反应率分布的结果判断，实验结果

是可倍的。

同时还开展了一些其它实验，尤其是还进行过一些宏观模拟实验。这些实验有些结果

已发表，有些尚未发表。就是发表了的结果，也只给出了曲线，而并无数据。故若用于与

计算比较，尚要与实验总结中的数据比较才可。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实验结果与计算结

果的比较，只有在同一实验条件下进行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不会获得正确的结论。

随着原子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发展，会对宏观中子积分实验提出新的要求，尤其在

工程模拟实验方面，可能会提出更新的要求，故宏观中子积分实验今后仍要长期开展研究

工作，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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