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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

γ甄别方法，包括：在混合辐射场中采用探测器

和采集卡进行自触发式数字波形Sn采样并存储；

将采样数字波形Sn进行三次样条插值处理，获得

4倍采样点的数字波形S4n；数字波形S4n经一阶导

数法处理，获得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和峰值Vp；

计算最大白噪音Vn与触发阈值VT的比值R，且还

为脉冲起止点幅值Vs与峰值Vp的比值；利用比值

R，反推获得起止点幅值Vs，并确定脉冲的起始点

K和截止点Q；起始点K与截止点Q之间的宽度即为

脉冲宽度W，利用脉冲宽度W获得n-γ甄别结果。

该甄别方法具有计算简便、排除主观参数设定影

响、甄别准确等优点，在辐射探测技术领域具有

很高的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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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Ⅰ)在混合辐射场中，采用探测器和采集卡进行自触发式数字波形Sn采样并存储；所述

数字波形Sn为触发阈值VT前m个点和触发阈值VT后n-m个点，其中，m大于0，n大于m；

(Ⅱ)将所述采样数字波形Sn进行三次样条插值处理，获得4倍采样点的数字波形S4n；

(Ⅲ)所述数字波形S4n经一阶导数法处理，获得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和峰值Vp；

(Ⅳ)将数字波形S4n的前2m个点的最大幅值作为最大白噪音Vn；

(Ⅴ)设定计算最大白噪音Vn与触发阈值VT的比值R，且R还为脉冲起止点幅值Vs与峰值Vp

的比值；

(Ⅵ)利用所述比值R，反推获得脉冲起止点幅值Vs，并确定脉冲的起始点K和截止点Q，从

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逐点向左移动，并依次与脉冲起止点幅值Vs比较，若起始点幅值VK≤

脉冲起止点幅值Vs时，则K点为起始点，否则继续向左比较，从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逐点向

右移动，并依次与起止点幅值Vs比较，若截止点幅值VQ≤脉冲起止点幅值Vs时，则Q点为截止

点，否则继续向右比较；所述起始点K与所述截止点Q之间的宽度即为脉冲宽度W；

(Ⅶ)利用所述脉冲宽度W分布，获得n-γ甄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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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辐射探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从中子发现以来，被广泛运用于辐射探测领域。在混合辐射场中，γ射线和中子

n是辐射场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两种射线，由于两种射线均不带电，在中子的场合也同样

有γ射线存在，中子探测器也对γ射线敏感，γ射线探测器会对中子敏感。因此，n-γ甄别

技术在混合辐射场中是提高单一射线测量精度，降低中子(或γ射线)本底的关键之一。

[0003] n-γ甄别是利用中子和γ射线在探测器中产生不同带电粒子造成不同的衰减时

间快慢成分比例，从而出现脉冲波形的差异。目前，最常见的数字n-γ甄别方法是电荷比较

法，通过脉冲波形的快成分(或慢成分)电荷与总电荷的比例差异甄别入射粒子，该方法不

足之处在于，需要指定3个参数计算电荷比值，即总电荷积分起始点、总电荷积分截止点和

快成分电荷积分截止点(或慢成份电荷积分起始点)，这三个参数直接决定n-γ甄别的品质

因子。由于这三个参数的指定并没有严格的参考标准，需要根据品质因子多次优化确定，导

致了计算过程繁琐，并且n-γ甄别的品质因子受主观影响较大。

[0004] 专利公开号为CN201620788584.8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数字化中子谱仪的中子、

γ甄别系统，其采用脉冲衰减时间甄别算法，脉冲信号峰值衰减到不同比例时间差Δt来甄

别中子和γ射线，通过设定最大值X％与最大值Y％时间差的一一对应映射关系，其人为设

定的最大值X％和最大值Y％为变化值，需要进行反复计算优化才能获得最优取值。该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优化n-γ甄别的品质因子的计算过程，但设定的两个参数无严格的参

考标准，依然需要优化计算，并没有解决计算繁琐的问题。

[0005] 综上，有必要对n-γ甄别技术提出改进，以获得简便的甄别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主要解决现有技

术中存在的甄别算法指定参数较多，计算较为复杂，品质因子优化过程受主观影响较大的

问题。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其主要利用不同粒子的衰减时间差异导致了

相应脉冲衰减到相同的幅值比例时所需要的时间不同，这个不同可以直观地体现在脉冲宽

度上。因此根据脉冲宽度可以有效进行n-γ甄别，具体步骤如下：

[0009] 第一步：在混合辐射场中，采用探测器和采集卡进行自触发式数字波形Sn采样并

存储，该数字波形Sn为触发阈值VT前m个点和触发阈值VT后n-m个点，其中，m大于0，n大于m。

[0010] 第二步：将采样数字波形Sn进行三次样条插值处理，获得4倍采样点的数字波形

S4n。

[0011] 第三步：数字波形S4n经一阶导数法处理，获得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和峰值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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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第四步：将数字波形S4n的前2m个点的最大幅值作为最大白噪音Vn。

[0013] 第五步：计算最大白噪音Vn与触发阈值VT的比值R，且R还为脉冲起止点幅值Vs与峰

值Vp的比值。

[0014] 第六步：利用比值R，反推获得脉冲起止点幅值Vs，并确定脉冲的起始点K和截止点

Q，具体步骤如下：

[0015] (1)从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逐点向左移动，并依次与脉冲起止点幅值Vs比较，若

起始点幅值VK≤脉冲起止点幅值Vs时，则K点为起始点，否则继续向左比较；

[0016] (2)从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逐点向右移动，并依次与脉冲起止点幅值Vs比较，若

截止点幅值VQ≤脉冲起止点幅值Vs时，则Q点为截止点，否则继续向右比较。

[0017] 其中，起始点K与截止点Q之间的宽度即为脉冲宽度W。

[0018] 最后，利用所述脉冲宽度W分布，获得n-γ甄别结果。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通过探测器和采集卡触发数字脉冲波的方式，将产生的数字脉冲波进

行三次样条插值处理，在波形上仅设定一个参数，即最大白噪音Vn与触发阈值VT比值R，其

中，触发阈值VT为脉冲波形采用时确定参数，比值R仅与最大白噪声Vn有关，任意点幅值与脉

冲起止点幅值Vs对比，获得脉冲宽度W，利用脉冲宽度以实现n-γ甄别，简化了繁琐的参数

优化的计算过程。

[0021] (2)不仅如此，脉冲起止点幅值Vs与峰Vp的值比R仅由采样波形的最大白噪声和触

发阈值决定，可有效避免因主观因素造成品质因数差，对n-γ甄别造成影响。

[0022] (3)本发明采用简便的甄别方法，其甄别的结果与现有成熟的电荷比较法相比较，

更能分辨两种粒子的峰值，并且甄别过程更为简单，品质因数不受主观设定参数影响，该方

法具有计算简便、排除主观参数设定影响、甄别准确等优点，在辐射探测技术领域具有很高

的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的原理图。

[0024] 图2为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的流程图。

[0025] 图3为电荷比较法的拖尾积分电荷与总积分电荷比分布图。

[0026] 图4为采用电荷比较法获得的电荷比与脉冲幅值的2D分布图

[0027] 图5为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的脉冲宽度分布图。

[0028] 图6为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的脉冲宽度与脉冲幅值的2D分布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下列实施例。

[0030] 实施例

[0031] 如图1所示，中子脉冲波形S1和γ射线脉冲波形S2衰减到相同幅值比例时对应的

时间点不同，即时间t'和时间t，不同粒子衰减时间的差异直观地体现在脉冲宽度W上，根据

脉冲宽度W的差异可以有效进行n-γ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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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如图2所示，基于脉冲宽度的数字n-γ甄别方法，甄别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3] 第一步：在混合辐射场中，采用探测器和采集卡进行自触发式数字波形Sn采样并

存储，该数字波形Sn为触发阈值VT前m个点和触发阈值VT后n-m个点，其中，m大于0，n大于m。

[0034] 第二步：将采样数字波形Sn进行三次样条插值处理，获得4倍采样点的数字波形

S4n。

[0035] 第三步：数字波形S4n经一阶导数法处理，获得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和峰值Vp。

[0036] 第四步：将数字波形S4n的前2m个点的最大幅值作为最大白噪音Vn。

[0037] 第五步：计算最大白噪音Vn与触发阈值VT的比值R，且R还为脉冲起止点幅值Vs与峰

值Vp的比值。

[0038] 第六步：利用比值R，反推获得脉冲起止点幅值Vs，并确定脉冲的起始点K和截止点

Q，具体步骤如下：

[0039] (1)从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逐点向左移动，并依次与脉冲起止点幅值Vs比较，若

起始点幅值VK≤脉冲起止点幅值Vs时，则K点为起始点，否则继续向左比较；

[0040] (2)从数字波形S4n的峰值点P逐点向右移动，并依次与脉冲起止点幅值Vs比较，若

截止点幅值VQ≤脉冲起止点幅值Vs时，则Q点为截止点，否则继续向右比较。

[0041] 其中，起始点K与截止点Q之间的宽度即为脉冲宽度W。

[0042] 最后，利用所述脉冲宽度W分布，获得n-γ甄别结果。

[0043] 实验数据采用EJ299-33A探测器在电子能量为7MeV的光中子源上通过2.5Gs/s的

数字示波器采样测得。其中，图3为电荷比较法的拖尾积分电荷与总积分电荷比分布图，图5

为本发明的脉冲宽度分布图，图4为采用电荷比较法获得的电荷比与脉冲幅值的2D分布图，

图6为采用本发明的脉冲宽度与脉冲幅值的2D分布图，从对比图中可以看出，本发明方法更

能分辨两种粒子的峰值，n-γ甄别品质因数更高，甄别过程更为简便，且品质因数不受主观

设定参数影响。

[0044]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但凡采用

本发明的设计原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非创造性劳动而作出的变化，均应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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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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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7

CN 107272049 B

7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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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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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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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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