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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南省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产后的加工、贮藏养护间·亟待解决，而辐射技术可以

如决部分产品保鲜、养妒等方面目商常规法尚难于解决的问趣，仅~沙地区每年可供辍.喂盹

皮革皮件、于鲜果、医疗用品、化工材料理'产品在十万t以上.为了促进这项技术的研究和

开支应用，从1983年起，我们先后考察走访了省内外四十多个单位，召开了六次在美部门和

专擎的座诙会和论证会，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报告和材料15份，.兴建我省辐射中心的必要

性、可行性、建设规模、遗址、发展方向、辐照产品、联合攻关等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证，为

辐惠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可拿依据.

是.词辐射中心部射加工辐射技术



STUDIES ON POSSIBILITY BUILDING
RADIATION CENTRE
IN HUNAN PROVINCE

Tang Chuandao

(Hunan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

Application In Agricultnr时

ABSTRACT

Hun皿 province is rich in agricu趾町e products and their by-products. The

processing andor售商vation of th饵;e products after production is an urgent pro·

blem to solve.HO\II'ever,radiatiOll techniques C:Ul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pro

cesing and preservation of part of th句e pr<到duct::; which can not be solved by nor

mal ways.Only jn Changsha area ,the products such :ls leather and their products,
dried and fresh fruit , medical equipmen旬， industri:d chemi口Is OInd so on , whi·

ch can be provided to irradiate, weigh over 1λ105 tons a year. In order to advan

ce the rese::uch and application of rOldiation techniques in our province , over

40 u皿its have been jn.，e面tigated in our province and ather provinces. Since 1983.

we have invited the departmentsωncemedand ~he schobrs concerned to hold

血 informal disc陶ions or demonatration meetings. 15 pieces of variou... re阳市

and rna叫Is have been put forwardι~he nec咽坷，阳ibility，阳， place,

developm四，t aim and.f} UDitoo "e5e3rch of building a radiation centre h:lve been
'-<..

lCientificly demonstrated and a certain basd have be四 provided for buildiIII

radiation centre.

• , •



前 与
一
再

辐射加王技术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B°Co放射出Y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照射被

加工对象，达到食品辐照保鲜、商鼠养护、阪药及医疗用品灭菌消薄、材:w己史性等目的的一

门 1Ji技术.官具布节省能源、成本低、操作方便、应用面广、无污染或少污果等突出优点.

近年来已逐步渗透到生物能源开发，自然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宇宙航行等各个领域.因

此，这一新技术的开发应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正迅速形成新兴产业.我们预见到了这一发

展趋势，为了振兴湖南经济和开发湖南资源，充分发挥核辐射技术的作用， 1983年起，便着

芋吐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夜，事1极向省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兴建我智第一个辐射技术示范蛮

地一一湖南省辐览中心。

一、辐射加工技术研究院用概念

我国制射研究工作已有30余年的历史，目前几乎所有的省、市、区的有关科研、敏学和

→些生产2单位部在进行研究、 IE肘。 1985年统计，我国辐射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194个， 占

世界育成品种的30 y'， tr.~n卧在!达1.3亿市·.已有20多种韧照食品， 70多种制!!1巾成药、

小身材及一批1t他方面I的研究成果通过的技术鉴店，己正式批准七种假照食品技放市场.处

在实验室和中试阶段的应用研究内容也相当广泛.

省内在辐射技术的研究应用中，也取得了显若成效，辐射育成的水磁新品种湘辐稽，至

1985年 II: 7 年累计1il' ffi面积500 ;;;万市，:苦力1I~益:;000多万元，相当于 25 年来国家给我所投

资的 15 倍， I棚早tJ4 1 弓，辐晚 81-548 也正在生产中发挥绕太的作用。近几年来，利用我

所Will¥.装置，道fi粮食、水果、'1':某r:身~-.湘i莲、白酒、肉制品、 fL制品、香烟、中成药、

中药挝、皮革应件等十多个品种凶杀虫、灭菌，防霉、保黯研究〈两项研究已通过技术鉴

定) I 主麻、水晶石、秘瑞、聚四氟乙烯等u将割照改fk试验，视累了大最有价值的试验数

据和实际t作经验， ，吊分卢 Zlr 巳投入书tl~~生产o ;titVE明 s 在许多方而深受生产部门和消费

者(~r~ i9l.

二、辐射技术在我省应用前景广阔

12省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后的加工、贮藏养护问题亟待解决，而辐射技术可以解

决部分产品保鲜，.fF护等方面目前常规法难 r解决的问题，将对提高产品质哇，改进品质，

调节市场供应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本在"立足低沙，面向全省"的原则，几次

召开了有外贸.粮食，肉食水产.医疗卫生.皮革、食品等部门和哨位负责技术和生产的代

表参加的"长沙地区辐照技术应用'座谈会，他们对辐射技术解决产品存在问题的要求迫

切，还多次到有美部门和企业进一步调查，认真搭~制服的主要产品，数量及可取得的效

益.根据国内外辐照魏*研究应用的成果和实际调查， ¥-tIJ地区辐照的主要严品有中成萄、

骨 l j"It -666.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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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医疗用品、皮革应件、湘莲、干鲜果、肉食水产干腾制品、香烟、化工材料等产品.

1. 申.菁、中葡萄筒'声虫粟菌

中成药的灭菌，至今还没有理想的方法>.传统的湿热灭菌法〈巴民法}往往灭菌不徊

底，产品时有达不到卫生标准的现象发生，造成返工，甚至报废.同时也睿易引起药品中芳

香性成分的损失和熟敏成分的破坏，使某些药品的药效降低，一些出口药品不受外商欢迎.

据调查，长沙地区有五家较大型的制药厂，要求辐射灭菌的品种多、数量文.如长沙中药一

厂每天就有1-2t成药需要灭菌，湖南制药厂每年需用淀粉、花生饼、黄豆饼等农副产品

500多t作药用载体，这些原料带菌严重，极易霉变.为了解决霉变问题，以前租用长沙冷库

贮存，每年付租金50多万元，他们的药用原料迫切需要用辐射灭菌，而且现在是我所的大用

户.常德、益阳、江西摔乡等制药厂的产品也常来我所灭菌.我省中药材仓储量很大，损失

也很严重，据省药材公司反映，全省每年损失达2000万至3000万元，其中省药材站仅自苟一

项损失就达8 万多元.因此，中药材也很需要辐射杀虫防霉.

z. 食昌'最.

长沙地区香盼腊昧年产能力 3000t，但由于霉腐变质问题无法解决，只能季节性生产，

满足不了市场供应和外贸出口的需要，产品经辐射灭菌可经年不腐，这样就可保证常年生

产.同时，使用辐射技术，还可以降低有害防腐剂的用量 50%，对发展生产和保护人民健康

都有利.湘莲足·我省主要士恃产之一，年出口量 1500t左右，省外贸土产站 1983年因虫霉损

失达30余万元。该产品出口的主要集散地在长沙，便于辐射处理解决虫霉问题.平江县长寿

五香酱干， 1978年以来，一直没有攻克霉变这个技术难关，生产量受到限制. 1985年，我们

进行辐射贮藏的研究，展民可以保存 6 个月以上，成功地解决了霉变问题〈此项研究已通过

技术鉴定) .因此，厂方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支持，生产规模扩太到日产万片以上。长沙旦该

产品外镜的必经之路，这样，辐射处理方便，也不增加运输费用.辐射温州蜜柑有明显的缸

'自保鲜效果， 20-50Gy剂量处理，贮藏 90至load ， 好果率比一般贮藏法高 4 -10 %.和
2.4-D药物处理效果相当，果实无药物残留，卫生安全，为柑椅保鲜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在省内开跻了一个新途径〈此项研究已通过技术鉴定) .其他如粮食、茶叶香烟、

干莱干果等品种的贮藏对辐射技术的要求也很迫切.

I. It草皮件杀虫防·

我省年产猪皮约600万9~，年出口谊约150万张，占全国出口总量的1/3. 主要集放地位

沙，年库在居达&0余万张，但因t~变每年都有巨额损失. 1983年省亩产站霉变11万多张，经

济损失达190多万元.同年，省皮革公司出口〈英.意〉皮衣s万件，立货1 万件，被撞出

霉菌不合格，其余2 万件就不能继续出口，既造成了经济损失，又影响Ilii (，l.信誉.辄!照能有

效地解决虫每问题，因比，皮革应件的即在都需妥辐射技术.

4. 辐射化za.a他

辐射技术用于化工产品的生产，将给化工工艺带来一场改革性的变化.例如，丙烯乙醺

»料辐射接枝后能糟加光潭、耐酸碱性能，塑木制品辐射摆棋后，坚硬、美观.不变形，厄

:也制品辐照后能提高硬度和耐磨性，橡胶制品辐照后可提高弹性和耐腾性.湖南像 JR厂年生

产汽车轮胎 a 万套，希望辐照攻性.利用聚四氟乙烯边角余料辐照处理，生产超细粉，可为

纺织机械提供高效特种润滑剂.我省纺织工业发边，以毛纺和主坊为例，大型毛纺企业 5

个，拥有各种毛纺键 1.68万，纫机200多台，大型主纺厂 5 个，拥有纺键 10万，年娓抖 57 万

·3·



担·.拔高效润滑油在湖南省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面我舍株州每年可供生产 1t原粉的边角余

料，高效润滑油将成为辐照中心的拳头产品.医疗用品的辐射渭毒，图书档案、工艺美术

品、竹木制品的杀虫防蛙、珍珠、水晶石镰片的造色等，用辐熙处理均有特殊效果.

以上列举了部分产品对精照技术的迫切需求的一些事例，充分证明，我省辐照技求研究

应用的课题多、任务繁重、前景广阔.为了促进这项技术、自研究和推广应用，为振兴湖南经

挤服务，兴建辐射中心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我们先后考生:走访了省内外四十多个单位，召

开了六lX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庵诙会和论证会，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报告和材料15份，就兴E量我

省辐照中心的必要性、可行性、建设规模、选址、发展方向、辐照产品、联合攻关等问题进

行了科学论证，为辐照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辐射加工技术可行性分析

辐射加工可行性包括辐照装置、辐射技术、辐照产品、质~a控制、剂进监测、已具备的

条件等内容.

1. ...置

射线技术的应用中t°Co辐照装置和低能加速器是后主要的射线源，丽t°Co幅照装Jt !i，辐

射加工的主要手段之.目前，世界上用于辐照加工的大型钻源装置110多座，大功率如速

器250余台，国内除西藏外，其他省、市、区都先后建成了不同?是级的辐照装n，扼育一批

专步』科技人员和先进的仪摆设备e 尤其是近几年.北京、 -Ef队天filt‘ III东、凋南、 w~t、

甘肃、陕西、四川、江苏、广东、黑龙江等地已建成或正在知适之强度始相照中心。阿川原

子核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游原子核研究所、北京低能物理m:究，叮、陕西第一毛纺厂'三单位

已有多年锚源运行管理的成熟经验.

z. ..篝术

它是一种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灵活简便，用造极其广泛，效益显著的都技术.它所利用

的射线.M量高，穿透力强，可以穿透不同包装规格的物品达到加工的目的.世界各国对宫

的研究和应用非常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开展了校大规模的研究.到 195!l年，已成

为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从 1961年起国际上举行了多次专业性会议，成立了专门机构探讨和论

证这一新技术，认为辐射技术作为科学研究所创造的"产品'已经进入成长时期.官在许多

领罐内选行了中向试'量并投入批量生产，取得了-定的经济效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

是核辐射物理与辐射化学为辐射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致使辐射加工的保

届越来越广泛，设备越来越兔进，研究越来越细票，效果越来越显著.因此， 80年代橱，官已

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工业.应用到理.工、农、医、环保事多个领蝙-

•• ..,a:a
辐射制备筋材料，如电线电缆，根舷塑"匍品、政佳木材，掠.困化.电'原件辐舰磁性等，

较其他技术优越，大有取代其他加工方法的趋势.医商及医疗疆'械辐射消毒巳广泛应用，辐射

育种已成为-种重要的W种手段. .幅照食品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已由实撞室阶段选入了商业化

生产.从国内外辐照产品的数量.品种及产值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可看出辐射技术的成熟程度.

4. .量撞倒庸"量凰"

剿'才加工中的质最搜儒.剂理均匀性的躯测及后处理，包括感生放射性的剿'曲，辐射产

" 1 担 -SOlrR. .. .



"的分析，营养反毒理学的研究等，国内外已研究成熟.剂 '.t均匀性的问题，还有化学、物

理等数种监测仪器保证.

I. .啻...末'现应用副备*JI塾

我厨jA.60年代相开始， 20多年来，先后安装了5 个不同量级曲笛嚣装置，培养和造就了

一支从事寝射应用研究的专业队伍，绝大多数同志具有较丰富的倒‘装和使用管理叫:。放射

源的实践经馨，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辐射技术的研究应用，现累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数据和实

际工作经验，现布一座源强为9.62 x 10··队的辐射装置可进行一些产品开发的试验研究和小

批量生产，这为辐照中心的追泣进程和发挥辍大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辐射技术的安全性分析

4画照处理是一神钩理过程，所利用的7 射线或电子束能量高、穿透j]强.因而，对于辐

照后的"品是否产生有毒"质或感生放射性T 辐照食品能否食用T 这是公众运美注的问题.

(-) .If嚣襄..屿'由金幢

1. .慰• ..c>放射漂，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均系密封嚣，外用双层不锈钢包

装，内外包壳为等离子体焊封，出厂前经真空栓漏，符合要求，使放射性物质不会泄漏.

乱 ，重 @按18.5 X 10·IBq进行屏革设计，嚣凝土防护堵厚 2m (ρ=2.3t/m") •

相当于"e萨-r射线捕35HVL即7射线穿过2m厚的混凝土捕后其强度II弱 2" 倍.防护墙外

表面空气照射撞事接近本底水平，对周围居民的附加剂量可忽略不计.②设计蜜地震烈度七

度设蹄，备有防止和处理事故的特殊设施.③辐射源工作时产生的臭氧经通凤窗排入环堤，

每天工作20小时环撞中的臭氧低于'0.015ppmt 室内臭氧浓度。.2mg/m'④贮事水井深 8m，

井壁厚。.Sm，中间夹曾遭.钢，内衬不镜钢极，井水根本不会.翻.由于这些特殊设施，

加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安全防妒规则，辐照装置是绝对安全的.

〈二) ...a的卫生安全幢

国内外从开始研究辐射加工技术，就特别亟视安全性问踵.曾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远行民时间的无戴次的:;;金佳评价试验.他们的研究结果可供借鉴.

国内外三十多年来的翻熙食品安全性试'量表明，食用辘"食品的萄街其生艇，友育遗传

完全正常，未产生娼"、畸形和突变等问..因此1980年12月 4 日割照食品安全性专家委员

会正式宣布s 平均辐照剂量低于1万Gy的任何辐照食品，在毒理学、营养学等方面完全泣宿

饲窟，不会寻l起毒理学的危害，不需要作毒理学撞撞.

…·为ft&.Jl盒'盒.，
@楠tt处理过程，仅仅是披照"受到射巍的外照射，而不与放射源直接撞撞，不会被

放射性'所污a.@不产生'生放射佳，因为要使饰品ill.先蒙核反应，产生'生放射性，至

少雷要10XeV以上的高能射线照射.而我伺遇'所用的叫::0放出的T射线，其两组能量平均

只布1.2四:eVt 远远不能引起先裂核反应.使用..电子细煌'处理食品，其篇量也规寇不

大于 5MeV，也不会产生'生放射性.③各国科学家远行了大量的放他分析，Jt麓'解产"

大都是食品天然存在的威分，很本不产生捕曲霉巅，聋'黯隽等.瘟物质.

五.经济效益分析

对任何一耕生产方式.否属为费用，衡量的主要尺度是宫的撞a. 因此，帽射'在置的.

• s •



益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

(-)辐躺捆工曲II本骨篝根据国外商用钻源运行情况，最低年正常运行6000b，按

每天工作20h计算可运行30Od/a.

结合我省辐照中心投资和规模，以年正常运行6000h计算辐射加工成本〈见表) ，以处

理搁量算，每公斤100Gy辘照戚本费为0.005元，每公斤4000Gy处理戚本费为0.19元.

(=>经济指标给街衡量一个辐照装置的效益，一是看营运收取的辐照费，所得到的

直接经济效益，二是看生产厂家和受益单位的产品处理后减少的损失或增值所体现的社会效

益，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

1. 要发挥辐照装置的经济效益，必须保证有充足的产品，提高时间利用率和射线利用

系数，达到满负荷运行.根据产品调查分析和所收集到的各方面反映，辐照装置建成后，以

年运行300d计算，长沙地区J.l有可供辐熙的几种主要产品就要求该装置每年必须运行300d以

上才能满足要求.

2. 合理安排运行，搞好综合应用.按照中心第一期装源规模，年处理皮革应件、中成

药，医疗器械、于鲜果、化工材料等产品的总量可达2.4万t，完成全部辐照最后，可取辐照

费120万元，除去年运行戚本，正常情况下每年可盈利70余万元，用户每年可减少损失或增

值数百万古.

7.4 X 10 1lBq锚'魏量运行II本份街囊

项

怯源运 :l补充费12.5"(5.33")

基建捞回 4 "(25a)

传动费量折l目10"(10a)

附属机'民t斤 1日6.66"(15a)

H 成本或处理盘

12.5万元

4万元

s万元

1.33万元

2.5万元

8万元

2 万元

10.8万元

2 万兀

48.13万元

年揭负南运fj时间 l ωI1ilh

每小时运行费 | 帆m元Ih

平栩栩胆量 i 4仙

翩翩理成本 i m刷h

平绵..JIll费价 I 50元It

"负离远行时m班lit蕴藏. I 2.5

.Q. il 黄 i 2957;元

说明: 1. 现中所列强据为!!估计算也

2. 在坐严实践叶'.不同槐品的统露鹰本.取费标准与锚跚剂量女，oj，..时间保短f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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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实际经雷中还会受许多具体情况的创约，细细照产品的市场变化，社会因素影响

辐醺取费标准的法藩，自己加工产品的销售，科研佳，簿，这些部要通盘考虑，周密计划，

微好协调.

六、结论与建议

综上班淫，我们认为..射技术翩研究应用，社会要求迫切，技术上成熟，安全可行，

经挤魏盘和社会.益显著.因此，湖南'兴建"射中心是完全必要的，切实哥行的.

(~)癫南省..中心按最大集摞18.5X101':嗣蝇蟹It叶，第-狮..7.4 XlQI'Bq.

，为了全面恒温篱省'射"工拔术的开.应周...中心建虞后，是我省第-个可避衍生

产经营、产品开发..射工艺研究，中饵试'量的综合性示施基地，醺务~~.而向全省，将

造衍食品'圈.贮艘.*僻、商品及医疗费械的'射灭菌捕毒.M品..养护和轻化工产品的.

财政性的'因工生产及试'量研究，使之虞为我'今后兴建多个商业化生产辐照'量置的设计.凳

'蓝、调试.技术咨询、科技攻关、人员培训的科技中心.

，帮文醺

t且 3 测.吏.规模麓，霸撞末预测~规划t网佳.与..晴钱末..黄"一-_it循"幅照篝置，扩大航线应用缸

术) .回事'哥蟹'市技术圃，第饵'....且锦..

(2)麟"文主事也徊It保.食品，属李白康社7-J4 且姐也

[I) .贪健: I睡技末'测与规划 t同位素与‘射钱来，精庭剩一一圈外食品锺固保鼠的现状与友晨趟，昏】.Ilii~"

蟹'青技术扁. .2OM- 2. J'"
(4) 周At田: I市技术预测与规划 t同位蠢与精翻镜末，辱"曾fiJ-.取回外经魅爱鹰It国辐射镜术) .圃*饵，..

技术局，第_-'.1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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