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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

射源实验装置及其实验方法，其特点是该实验装

置由设置在不锈钢底座上的特氟龙外筒和特氟

龙内筒组成设有夹套的沉积槽，所述特氟龙内筒

内设有筛板；所述特氟龙外筒上设有进水管和出

水管；所述进水管和出水管与特氟龙外筒和特氟

龙内筒之间的夹套连通，该实验装置在通电模式

时实现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或断电模式时实现

Po自沉积。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电沉积与

自沉积集于同一装置，通过改变电沉积溶液中的

电解质类型和电沉积电压，实现多种α放射性核

素制源，提高测量效率，电沉积制备的Ra、Th等α

源，峰形尖锐，能量分辨率合适，回收率较高，装

置结构简单，尤其适用于化学实验室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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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该实验装置由特氟龙外筒与

特氟龙内筒套装成设有夹套的沉积槽，且由连接套将其固定在不锈钢底座上，所述不锈钢

底座上设有接线柱和凹槽；所述特氟龙内筒的一端为设有台阶的凸台，另一端设有凸缘，筒

内设有筛板；所述特氟龙外筒的一端设有止口，另一端设有翻边，其筒壁上设有进、出水管；

所述特氟龙内筒套装在特氟龙外筒内，且由连接套将其固定在不锈钢底座上，连接套与不

锈钢底座为螺纹连接；所述特氟龙内筒上设有放置铂丝电极的特氟龙旋帽，特氟龙旋帽与

特氟龙内筒为螺纹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铂丝电

极一端盘成圆饼状后放置在特氟龙内筒里，另一端由特氟龙旋帽上的中心通孔引出沉积

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凹槽与

不锈钢底座为同心圆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板固

定设置在特氟龙内筒的下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水管

与出水管为下进、上出设置在特氟龙外筒的筒壁上，且与夹套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接线柱

设置在不锈钢底座外侧。

7.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的实验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实验装置按下述方法在通电模式时实现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或断电模式时实现Po自沉

积：

（一）通电模式的电沉积

将待电镀样品溶液倒入特氟龙内筒，不锈钢镀片放置在不锈钢底座的凹槽内，铂丝电

极一端由铂丝盘成圆饼状后放置在溶液里，另一端由特氟龙旋帽的中心通孔引出后与电源

的阳极连接，其阴极与设置在不锈钢底座上的接线柱连接，调节极间距后旋紧特氟龙旋帽，

然后将进、出水管与循环水连接，通入夹套的循环水对特氟龙内筒进行循环冷却，设定电压

后接通电源，实现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

（二）断电模式的Po自沉积

将银镀片或镍镀片放置在不锈钢底座的凹槽内，筛板上放置若干磁子后倒入待分析样

品溶液，将本实验装置放于磁力搅拌器上，开启磁力搅拌和加热，若干磁子在磁场驱动下转

动，将溶液混合均匀，实现Po自沉积，所述加热温度为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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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及其实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同位素放射源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用于辐射环境监测以及同位素海

洋学的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的实验装置及其实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放射性核素210Po、210Pb、238U、232Th、230Th以及人工放射性核素241Am、239+240Pu

等，以不同活度水平广泛分布在土壤、水圈、生物圈、大气圈层等环境介质中，可通过食入和

吸入进入生物体内或者人体内。此外，铀矿冶炼等核设施的运行会造成环境中放射性核素

水平的升高，而其他工业活动，如火电站、磷肥厂运行也可能造成环境中放射性核素(210Po

、210Pb等) 活度升高，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角度来看，准确监测环境介质(大气气溶胶、饮

用水、食品等)中210Po、238U、232Th、230Th、Pu同位素、241Am等核素的含量是十分重要的。由于Ra

同位素(226Ra、228Ra)能帮助海洋科学家进行水团混合过程研究、210Po-210Pb等核素对能帮助

研究海洋上层水体输出生产力，226Ra和210Po的分析也是至关重要的。

[0003] 针对上述α放射性核素的分析，往往采用α能谱法进行测量，因此制备α薄源是准确

分析α放射体含量的前提。目前Po的制源方法主要是依据国标《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HJ 

813-2016)和文献中所述的银片自沉积法，其具体实施过程是：往盛有70mL样品溶液烧杯中

加入2～3g抗坏血酸和0.5mL盐酸羟胺，调节溶液酸度为0.2～0.5mol/L，然后置入搅拌磁石

和银片，在磁力加热搅拌器上自沉积1～2h。而目前针对土壤、沉积物、生物等介质226Ra可以

方便地使用γ能谱法实现测量，但是针对海水等226Ra活度较低样品，大体积采样难以实现，

此时电沉积制源-α能谱法测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同样针对230Th、238U、241Am、239Pu

等α放射性核素，样品量只需要几克，在完成色谱分离后利用电沉积制源-α能谱法测量，也

能十分有效的实现分析测定目的。

[0004] 现有技术的Po自沉积装置或Ra-Th-U-Pu-Am等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装置只能单独

或分别进行核素制源分析，对于多种放射性核素的分析过程复杂，操作很不方便，以至辐射

环境监测水平和效率十分低下，而且Po在高温下的挥发，回收率很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设计的一种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

实验装置及其实验方法，采用内外套筒结构的沉积槽，将电沉积和自沉积集于同一装置，通

过改变电沉积溶液中的电解质类型和电沉积电压，实现多种α放射性核素制源，即断电模式

时实现自沉积功能，通电模式时实现电沉积功能，自沉积时，Po同位素自沉积于金属镀片的

一面，能提高测量效率，降低测量时间，较好的避免了Po在高温下的挥发，电沉积制备的Ra、 

Th等α源，峰形尖锐，能量分辨率合适，回收率较高，装置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安全可靠。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其特点

是该实验装置由特氟龙外筒与特氟龙内筒套装成设有夹套的沉积槽，沉积槽由连接套将其

固定在不锈钢底座上，所述不锈钢底座上设有接线柱和凹槽；所述特氟龙内筒的一端为设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0438536 A

3



有台阶的凸台，另一端设有凸缘，筒内设有筛板；所述特氟龙外筒的一端设有止口，另一端

设有翻边，其筒壁上设有进水管和出水管；所述特氟龙内筒套装在特氟龙外筒内，且由连接

套将其固定在不锈钢底座上，连接套与不锈钢底座为螺纹连接；所述特氟龙内筒上设有放

置铂丝电极的特氟龙旋帽，特氟龙旋帽与特氟龙内筒为螺纹连接。

[0007] 所述铂丝电极一端盘成圆饼状后放置在特氟龙内筒里，另一端由特氟龙旋帽上的

中心通孔引出沉积槽。

[0008] 所述凹槽与不锈钢底座为同心圆设置。

[0009] 所述筛板固定设置在特氟龙内筒的下部。

[0010] 所述进水管与出水管为下进、上出设置在特氟龙外筒的筒壁上，且与夹套连通。

[0011] 所述接线柱设置在不锈钢底座的外侧。

[0012] 一种电沉积-自沉积制备α放射源实验装置的实验方法，其特点是该实验装置按下

述方法在通电模式时实现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或断电模式时实现  Po自沉积：

[0013] (一)通电模式的电沉积

[0014] 将待电镀样品溶液倒入特氟龙内筒，不锈钢镀片放置在不锈钢底座的凹槽内，铂

丝电极一端由铂丝盘成圆饼状后放置在溶液里，另一端由特氟龙旋帽的中心通孔引出后与

电源的阳极连接，其阴极与设置在不锈钢底座上的接线柱连接，调节极间距后旋紧特氟龙

旋帽，然后将进水管和出水管与循环水连接，通入夹套的循环水对特氟龙内筒进行循环冷

却，设定电压后接通电源，实现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

[0015] (二)断电模式的Po自沉积

[0016] 将银镀片或镍镀片放置在不锈钢底座的凹槽内，筛板上放置若干磁子后倒入待分

析样品溶液，将本实验装置放于磁力搅拌器上，开启磁力搅拌和加热，若干磁子在磁场驱动

下转动，将溶液混合均匀，实现Po自沉积，所述加热温度为70～80℃。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电沉积和自沉积集于同一装置，通过改变电沉积溶液

中的电解质类型和电沉积电压，实现多种α放射性核素制源，即断电模式时实现自沉积功

能，通电模式时实现电沉积功能，自沉积时，电镀液搅拌均匀，降低核素在器壁上的吸附，同

时还能保证Po同位素自沉积于镀片的一面，能提高测量效率，降低测量时间，较好的避免了

Po在高温下的挥发，电沉积制备的Ra、Th等α源，峰形尖锐，能量分辨率合适，回收率较高，装

置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使用方便，安全可靠，尤其适用于普通化学实验室的配备。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实验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图1的A-A剖面图；

[0020] 图3为特氟龙内筒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特氟龙外筒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不锈钢底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电沉积运用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自沉积运用示意图；

[0025] 图8为西北太平洋海水样品中230Th回收率测定的典型α能谱谱图；

[0026] 图9为东海沉积物样品中210Po活度测定的典型α能谱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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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阅附图1～图2，本发明由设置在不锈钢底座3上的特氟龙外筒1和特氟龙内筒2，

以及连接套4和铂丝电极5组成，所述特氟龙内筒2套装在特氟龙外筒1内，组成设有夹套7结

构的沉积槽，沉积槽由连接套4将其固定在不锈钢底座3上，连接套4与不锈钢底座3为螺纹

连接；所述特氟龙外筒1与特氟龙内筒2之间的夹套7结构与进水管13和出水管14连通；所述

进水管13和出水管14为上出、下进设置在特氟龙外筒1的筒壁上；所述特氟龙内筒2内设有

筛板21，筒顶上设有与特氟龙内筒2为螺纹连接的特氟龙旋帽6，特氟龙旋帽6；所述特氟龙

旋帽6上设有放置铂丝电极5的中心通孔  61；所述铂丝电极5一端盘成圆饼状后放置在特氟

龙内筒2里，另一端由特氟龙旋帽6上的中心通孔61引出沉积槽。

[0028] 参阅附图3，所述特氟龙内筒2的一端为设有台阶22的凸台，另一端设有凸缘23，筒

内设有筛板21；所述筛板21固定设置在特氟龙内筒2的下部。

[0029] 参阅附图4，所述特氟龙外筒1的一端设有止口11，另一端设有翻边  12，其筒壁上

设有进水管13和出水管14。

[0030] 参阅附图5，所述不锈钢底座3上设有接线柱31和凹槽32；所述凹槽  32为同心圆设

置在不锈钢底座3上。

[0031] 参阅附图6，本发明在通电模式时是这样进行电沉积的：将待电镀样品溶液倒入特

氟龙内筒2，不锈钢镀片放置在不锈钢底座3的凹槽32内。将铂丝电极5的一端由铂丝盘成圆

饼状后放置在溶液里，另一端铂丝由特氟龙旋帽6的中心通孔61引出后与电源8的阳极连

接，其阴极与设置在不锈钢底座3上的接线柱31连接，调节极间距后旋紧特氟龙旋帽6，然后

将进水管  13和出水管14与循环水连接，冷却水通过进水管13进入夹套7，并通过出水管14

流出对特氟龙内筒2进行循环冷却，有效解决电沉积过程中的发热问题，设定电压等相关参

数后接通电源，实现其他α放射性核素电沉积制源。

[0032] 参阅附图7，本发明在断电模式时是这样进行自沉积的：将银镀片或镍镀片放置在

不锈钢底座3的凹槽32内，并在筛板21上放置若干个磁子，倒入待分析样品溶液后将本实验

装置放于磁力搅拌器10上，然后开启磁力搅拌和加热，若干个磁子在磁场驱动下转动，将溶

液混合均匀，实现Po自沉积，所述加热温度为70～80℃。

[0033] 下面以Th同位素电沉积及Po自沉积制源的具体运用实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

明。

[0034] 实施例1

[0035] 参阅附图6，利用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进行Th同位素电沉积制源，具体操作按下述步

骤进行：

[0036] a、电解液制备：5％草酸铵+2％氯化铵溶液，pH值为1～2；

[0037] b、将Th同位素(230Th和229Th)从阴离子交换树脂柱上以9M  HCl  溶液洗脱至干净特

氟龙烧杯，在加热板上将洗脱液蒸干，随后往烧杯中加入  10mL电解液溶解烧杯中残余物

质；

[0038] c、将不锈钢圆片置入不锈钢底座3的凹槽32内，并将内设筛板21的特氟龙内筒2套

装在特氟龙外筒1中，置入铂丝电极5后用连接套4将套装的特氟龙外筒1和特氟龙内筒2固

定设置在不锈钢底座3上，利用螺纹紧密衔接组装成沉积槽；

[0039] d、将制备的电解液倒入特氟龙内筒2后旋紧特氟龙旋帽6，将恒压恒流电源8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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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接铂丝电极5，即为电沉积装置的阳极，恒压恒流电源8的负极接不锈钢底座3的接线柱

31，即为电沉积装置的阴极，电流强度保持在  1.2～1.4A，电沉积时间为60min；

[0040] e、电沉积实验结束后断开电源，滴加1～2滴浓度为wt％的氨水后，再继续通电3～

5min，然后切断电源并倒出残液，取出的不锈钢圆片用Milli-Q  水和乙醇冲洗后晾干，标记

后送入α能谱仪中进行测量。

[0041] 实施例2

[0042] 在七个实际的西北太平洋海水用MnO2共沉淀法富集Th同位素后，需确定添加的
230Th示踪剂的回收率过程中，运用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进行了Th 同位素电沉积制源实验方

法稳定性和准确性的测试。

[0043] 往4升酸化的海水中加入10dpm  230Th示踪剂后，利用KMnO4和MnCl2溶液在碱性条件

下生成MnO2共沉淀，随后加入3.66dpm  229Th示踪剂并将  MnO2用H2O2溶解后蒸干并转型为8M 

HNO3体系，然后在阴离子交换树脂柱上进行Th同位素分离提纯，其淋洗液蒸干后用10mL电

解液溶解烧杯中残余物质。将溶液转移至沉积槽的特氟龙内筒2中，调节铂丝电极5与不锈

钢圆片的极间距为7～10mm，调节电流电压后接通电源8，电沉积时间为60  min，电沉积实验

结束后断开电源并倒出溶液，取出的不锈钢圆片用Milli-Q  水和乙醇冲洗后晾干，标记后

送入α能谱仪进行测量。

[0044] 依据229Th的计数率计算Th同位素的回收率，依据229Th和230Th的峰面积比值乘以初

始加入229Th的活度即可计算样品中230Th的活度，结合初始加入的230Th示踪剂的活度，即可

计算MnO2共沉淀法对海水中Th同位素的回收率，进而计算海水中Th同位素活度。依据回收

率的大小和标准偏差对  Po自沉积制源实验方法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进行判断，其实验结果

见下述表1 的回收率数据表：

[0045] 表1 回收率数据表

[0046]

[0047]

[0048]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进行电沉积制Th同位素源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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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较高且较稳定的Po回收率，平均值为74.9±4 .9％，最小值为68.5％，最大值为

83.7％，该回收率可以满足实验要求。

[0049] 参阅附图8，根据229Th和230Th峰形及能量分辨率，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能满

足Po分析方法的要求。

[0050] 实施例3

[0051] 参阅附图7，利用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进行Po自沉积制源，具体操作按下述步骤进

行：

[0052] a、将消解好的海洋沉积物样品(土壤，水体悬浮颗粒物，植被，食品，气溶胶，或者

水样用Fe(OH)3共沉淀法处理后的沉淀)即预处理好的Po待测样品转移到酸泡过的干净特

氟龙烧杯，调节溶液pH值为1～2；

[0053] b、加入1mL  25％柠檬酸钠溶液、1mL  20wt％盐酸羟胺溶液和0.3g抗坏血酸，充分

溶解并摇匀为电解液待用；

[0054] c、将镍圆片置入不锈钢底座3的凹槽32内，并将内设筛板21的特氟龙内筒2套装在

特氟龙外筒1中，然后用连接套4将套装的特氟龙外筒1和特氟龙内筒2固定设置在不锈钢底

座3上，利用螺纹紧密衔接组装成沉积槽；

[0055] d、将上述制备的电解液倒入特氟龙内筒2中，在筛板21放置若干磁子，并旋紧特氟

龙旋帽6；

[0056] e、将本发明的实验装置放在磁力加热搅拌器10上，开启磁力搅拌和加热，然后转

速调节到100～200rpm，将加热温度设置为75℃，自沉积时间控制在4h后关闭磁力加热搅拌

器10，然后倒出溶液，取出镀好的镍圆片用  3mL  Milli-Q水和3mL乙醇冲洗并自然阴干，标

记后送入α能谱仪中进行测量，依据209Po计数率计算自沉积回收率。

[0057] 实施例4

[0058] 在九个实际的东海沉积柱(DH3-6)样品中210Po含量分析过程中，运用本发明的实

验装置进行210Po自沉积制源实验方法稳定性和准确性的测试。

[0059] 将0 .5g东海沉积物转移到干净特氟龙烧杯中，加入1 .0mL  2 0 9Po示踪剂

(1.6647dpm/mL)，然后加入HNO3:HF:HClO4＝1:1:1的混合酸，在200℃加热板上消解至澄清

透明，蒸干后加入25mLMilli-Q水，调节pH为1～2后加入1mL  25wt％柠檬酸钠溶液、1mL 

20wt％盐酸羟胺溶液和0.3g抗坏血酸，充分溶解并摇匀，然后将上述配置的溶液转移至沉

积槽的特氟龙内筒2中，若干个磁子放置在筛板21上，旋紧特氟龙旋帽6后将本实验装置放

于磁力搅拌器10上，开启磁力搅拌并加热，在70～80℃温度下自沉积4h后关闭磁力加热搅

拌器10，倒出自沉积溶液后取出镀好的镍圆片，并用Milli-Q水和乙醇冲洗后自然阴干，标

记后送入α能谱仪中进行测量。

[0060] 依据209Po的计数率计算自沉积回收率，依据209Po和210Po的峰面积比值乘以初始加

入209Po的活度即可计算样品中210Po的活度，依据回收率的大小和标准偏差对本发明的实验

装置进行Po自沉积制源方法稳定性和准确性的测试，其实验结果见下述表2的实验数据比

较表：

[0061] 表2 实验数据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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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0064] 从上述实验数据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进行Po自沉积实验，可以获得

较高且较稳定的Po回收率，平均值为91.1±4.2％，最小值为85.3％，最大值为95.9％，该回

收率可以满足实验要求。

[0065] 参阅附图9，根据209Po和210Po峰形及能量分辨率，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实验装置能满

足Po分析方法的要求。

[0066] 本发明的实验装置在断电模式下，不但适用于Po自沉积测定Po同位素，还可以用

于分析210Bi和210Pb；在通电模式下不但可以用于电沉积制备Th  同位素源，还可以应用于
226Ra、239+240Pu、241Am、238U等其他放射性核素分析。以上只是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并非用

以限制本专利，凡为本发明等效实施，均应包含于本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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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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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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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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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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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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