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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城水环磺背景值研究是水环捷质量评价的基础，也是研究元素分布、分配和迁移转化

规律的基础性工作.水中till背景值研究不仅可了'放射性水平而且具有水法'聋铀矿的实际

意义.本工作采用夜变径童分析技术对 247000km&的洞庭湖水系一百余处断面的渭水、水

库水和泉水等原水和过滤水中的含till量避行了测寇，对数据做了计算机统计处理，得出了洞

庭翻水系和湘资玩疆各流攘的区攘'自水环撞背景值，并与国内外情况做了比被.此外，还讨

论了水中铀的季节性变化，巍峨内水库、泉和自然保护区的输水平.

~.饲洞庭翻水系铀裂变径违背景值



STUDY ON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VALUES OF URANIUM IN WATER OF

∞NGTING LAKE SYSTEM

Zhai Pengji Kang Tiesheng

<Institute of High Energy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Beijing)

ABSTRACT

StudY On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values in water is the base of eva!u

ating water quality a白d also is the foundational work of studying the lawof

distribution.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of the· element. Research on background

Talues of U in water not only Can understand radioactive level but also has

actual significance lor the general survey of U by water.ln our work uranium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by fission track analytical technique in the

filtered and unfiltered specimens of river water. reservoir water and spring

water taken from more than one hundred sections located in Dongting lake

system and the statistical process of data were carried out by computer. The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Yalues in water of various river sYstem were oblt\·

ined and comparrd with the situation of home and abro:\d. The seasonal Yari

ety of uranium content and the leyel of U in reservoir, spring water and

natura I reserVe were d iScussed.

‘自

-1-



号 l
弓!o

1'1

区域水环提背景缸研究是来环撞质量评价的基础，也是研究元素分布、分配和迁移转化

规律的基础性工作.环撞背景值通常指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或未受污寨的原生环珑

的物质化学组成与本征特性.但实际上人类活动相技术进步使自然界大量的潜在物质相能量

被动员起来，使本来的自然生态环挽或多或少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彤响，因此现在所指水环

撞背景是指未受或少受人类活动影响.II未受到污豪和破坏的Jf缆的化学特征和组成.由于

水环境受气候、水文、地层岩性，植被、水生生物、人类社会活动等诸多因素影响和约束，

其边界条件与运动机制非常复杂，各种因素与参数之间相互关联和制约，因此，水环堤背景

值是表征水环境系统的某一侧面的动态的模糊集合.咱是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一般在水中

含量是极低的，水中铀背景值的研究工作不多，较大区域水中铀背景值研究更较少见.7):.中

铺背景的研究不仅可了解水中放射性水平而且具有水法普查铀矿的实际意义.本工作用裂变

径迹分析技术对2-i7 000 km 1的洞庭湖水系渭水、水库水和泉水等原水和过滤水中铀含量进

行了测定，从各个角度讨论了流域水中铀背景值的分布偌形.

样品采集和分析方法

1. 静a..和处理

洞庭潮水系包括洞庭湖.湘江.资水.玩江和自鱼水、主要位于湖南省，整个水系跨湖

南、湖北、四川、贵州、了商和江西等省，处于我国亚热带湿祸气候区，商量充满，流域矿

产十分丰富，共设置一百多个采样断丽，布设原则是 s 远离工业区、城市，主要交通线，避

开工业污染源，避开矿山影响，基本布设在水文条件较稳定的调段上，使所采样品具有区域

代表性，反映出不受或少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水环挠中各要素的基本化学组成. 1983 年和

1984 年进行了两次全面采样，每个断而一般进行两次采样〈个别断而来 3-4 次).第一次

共采集l京水样 104 个，过滤水梓 96 个，第二次〈缸括部分泉水样〉共采集际水样 121 个，

过滤水样 112 个.过滤水是在采样后立即用脚踏吸引器抽撑，以 0.45μm 滤膜过滤.样品

保存在充分洗净的聚乙烯瓶中并及时加入固定剂.

z. 份析1r法

采用裂变径选活化分析法.用朝阳一号粟硝酸酶傲团体径迹探测器，裁成适 j当大小，用

乙自事、稀硝酸和去离子水清洗干挣，烘干.在拍净工作台上用 Eppendtorf 微量移掖管取样

品〈或标准和空白〉滴在洗好酌探测捺上，用虹外声 I烘千，留在探测器上 1l1!小范围内的一部

层非挥发性残渣用另一 m捕的探测糯片覆盖，使残渣成为夹心，依次叠好，两端加水片，用

温明肢纸固定，尽量压得很紧密.装入水罐后送到渭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放在搅泳池式

反应堆反射层中照射十分钟〈热中 T注量为 5x 10川中子fern勺，适当冷却后分装，用稀硝

酸、蒸细水分别在超声被捕洗棉上洗净、烘干探测糯片，用 6.25rnolfL 的 NaOH 在 so t:蚀

刻 2 小时，洗净.雌干，用先学显徽镜 (600 x) 测每-梓片上水损区的全部裂变径迹数，



并通过与标准比校计算出各样品的舍4自量，

结果和讨论

1. 洞..11

满庭湖区断面较少，主要是翻区东部汩罗江一些支流的上曾虫也帘，结果〈见麦1)显示

其水背景值是较低的，仅湖区北部的城段矶较高.

襄1 洞E.1111*舍.. <醉g'ι-I)

Q: 11 r …2} :一口水川 | 山水(IJ4.E)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千二一一…一一一→

.龙门 I i 0.12 I
南江侨 J 0.23 I 0.16

新洋前 I 0.22 I
城段矶 I 1.0 0.65 I 0.50

Z. 泪汪it蝇

湘江是洞庭湖水系最长的一条柯流，全长 856 km. 有大小支梳两千余条，百公里以上

的支流就有 20 余条，流域面很达 94660km
2
，因此设断面最多.测~结果列于表 2.1 中，

表明流域东北丽的捞刀割和浏阳词上戳，东西的位于武功山.罗霄山脉以西沫水上榕的洒水

和淑激水以及东江交流抠江上梅，商丽都庞岭东的撞江上百串.萌蒲岭一带的挖江上15'1都是怕

背景值很低的区域，其含量在 0.1问. L-' 以下，其过滤水 16 个样本的算术平均值是 0.043

士。.024问·Leg. 正如翻江污来综合防治研究表明的，干流水中含销量由上跑向下游明显地

升高了 131 ，从 0.3问. L- I 增至 1.0\1g' L-I. 流蠕东南端的tJ(域处于浙江河上I).海拔

600m. 周围是山地森林，没有什么污.源，其含铀量很高，可以认为是湘江流域水中含铀

量高的自然背景区.其他高含量区是蒸水上激、来水西凋上捕、涟水上楠、黄材水库、洒埠

江水库和湘江干流.但蒸水上曲'、黄材水库和干班都有污来源的影响.

.2.1 .lIa璐*筒舍.. <II,· L-I)

原 水 边跑水

断面编号 果样位置摘选

第-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d.-Ol 浏阳扣I白沙 0.014 0.017 O.Cω 0.016

ds-OZ 捞刀问龙伏 0.091 0.084 0.11 0.059

d;-03 支流i鼻水温脑 日.49 0.28 。 .54 0.29

d.-04 干梳三门镇 0.75 1.15 0.73 1.22

ds-OS 蒸水~洞口 。.97 0.85

d.-D6 子i血归阳 口 .43 0.53 0.43 0.53

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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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na撞d金.. <P.·L-t)

黯菌.号 晕挥撞..遥

原

~.目E

*
篝二次

'
ds-l归 支撞'提前... 0.31 0.46 0." 0.51

ds-(Jll 于ilk右震鸟江 0.42 o.otS 0.21 0.46

ds-G9 于革金州大'公社 O.匈 0.43 0.41 0.31

ds-l0 于革兴安 0.(7 0.50 0.43 。.52

ds-l1 褐津南三叉柿 0.35 。.19 。..:1 0.13

do-12 支撞撞江理膏 0.029 O.llCi晶 0.025 O·06l
ds-13 调本*'明肖元曲 。.051 0.067 0.065 0.060

d...U 滴水缸江疆江. 0.031 0.055 0.033 0.041

do-IS 码本自汩汩口公社 0.11 O.C O.OR 0.074

do-l晶 前水量县 0.47

d.-17 ，院水"水石醺公社 0.21 0.24 0.19 0.2晶

d.-18 滴水冷水商响"撂 0.20 0.36 0.19 0.35

d.-J9 害院水上静支流谭回 。.组 0.35 0.19 0.30

d.-ZO 欧阳海水库t弓桥 。.36 0.46 0.41 。 .51

d...21 来水西商大提 0.76 。.68 。 .52 0.70

do-ZZ 来水梅江摞头江口 0.29 0.049 0.12 0.18

d.-刽 来水东江文明柯文明 0.33 0.076 n.35 0.031

d.-24 来水东江浙江祠 。.76 1.14 0.91 l.b

d...25 来水东江量水桂东 0.078 0.098 。 .039 。 .02晶

do-2画 海水翻翻水牛排阙 0.034 0.056 O.OAO 。.033

do-27 If水何水再谴 0.069 。 .095 。 .028 。 .038

d.-28 酒埠江水库 0.70 0.52 。 .61 0.54

由-29 ~水'*乐江安仨 0.14 。 .13 0.11 0.13

d.-到 伪水，黄材水库 1.26 。 .29 0.25

d...31 温水，锺..兰团茅坪 0." 。 .53 0.43

d..-32 提水倒水双蜂何东 0.64 0.62 0.63

d.-33 ..柯揭柳撞'且 0.70

dl-34 部东翼窜. 1.26

do-36 湘源" 0.45
0.38

dl卢37 捎水西俩对照 0.24

do-39 江华罐江.水 0.0'9

do-42 擅自E兰团'阻水 0.61

.院II.水 0.029

一 4 一



-.水系是一个大的环撞系统，它具有因素众多、健楠ait" 功.鲸舍的基本特征.因

此有必要从区罐环撞特征出发，利用统计学和篝事论的理论方法tit数据量衍篝计处理，判

娟和验证其极率分布类型.考虑到人类植会活动对资霉的开左郭利用及枕会经满结构的布

局，结合自然地理环堤特征，我们对水系划分成胃个区罐单元s 基本未开.区<I区榻〉和

程度开发区 (I 区罐)t 划分原则与方法是采用定性估测与檀帽意属度分类，造衍榄帽襄樊.

以使用相应的数学模型和军事E符号表征水环撞背景'警征值.

(I)正态分布类型，用算术均值 (X，. 标准菱 (5)t 变异系数 (CV")t 置信区间租

金厦来表征环撞青最佳.

(2)对蠢正毒分布类型，用几何均值 (X)t 几何标准差《岛，变异系数 (CV")t •

锚区间和全厦等精筐.来表征水环撞背景值.

(3) -t自毒分布类型，用中位值(X)t 标准羞 (5)t 变异系数 eCV"，. 10" erA 5")

位值和 90" (或'的位值5 全臣，置信区阀来褒征环撞霄最佳.

对湘江原水和过混水120 个樨本统计处理结果绩在表Z.Z 中.由表可见两次结果很接

近，原水比过III水含量高. 120 个样本的是小最大革田是0.008-1.Z6 I1g· L-'.相差约 ISO

倍.湘江流模水背景值洒水〈原水》和过III水分属是0.17和 O.l3f&I·L-'.

.2.2 .1[..*.... (II,· L-I)

|样本最|分布囊里 I x [ 置信阳 Is! c叫 !最小-献

第 汰' 30 偏 。.OU~.76 0.31 90.22 0.014-1.26
原水

第二次 偏32 0.355 。.055~.68 。.33 92.51 0.017-1.1"

!第-/:It 27 偏 0.27 0.021• ‘61 I 0.26 97.92 O.四踊-咀 .91

边疆水 第二次 31 偏 0.30 0.031~.63 I 0.30 101.49 0.016-1.22

I(水 一、二次总 l 62 偏 。.35 由.049-唱.7晶 0.32 90.74 0.014-1.26

边撞水 -、二次总 58 偏 。.295 0.031-咀.63 。，却 ~.02 0.008-1.22

I 43 0.17 剧.68 。.014-1.揭

原水
E 18 0.57 0.14-1.00 I 0.26 45.88 0.29-1.26

I 42 ~~ I 。 .13 0.016-1006 O.拥 223.61 0.008-1.U
过越水

E 15 0.52 。.1"-咽.90 0.23 ".57 0.25-1.22

I. 簧*罐罐

资水全长614km，位于雷峰山山脉和衡山山胁之闸，由于两侧山脉逼近，支槐分布大

多短小，百公里以上支流只有两条，流瑞丽枫28500 km飞设 20个来样断回.分析结果列

于表 3.1. 结果表明上'串的主糖黄泥洒、，水测和夫1(水上IIUt.位于..582m 生长着原捕

~森林的自然保护区的郎水威西水库是没有人为污.嚣的低铺霄景区.上鹏夫夷水军田中蹲

支流部水利于流下曲'舍铀量都是比较高的，在 O.5Ilg·L- 1 以上，这些区蝙有人为捕动的影响.

上I&'J支流展水源头地带的鸟树下龙门水蹄地处鄙拨 379m 的丘辘其禽铀量〈尤其原水〉很高，

-5-



..1 _*慧..金量<II. •L-I)

断画萄号 : 累得位置·远

边疆本原 *
II-it 第二次 2鹏一次 篝二次

M
M
M叫
M
M
M
叫
叫
叫
川
叩
川
叫

支毒'本他..

.水橱育大乐.

子it丽撞'本.

失真水中"

夫真水....水口

夫'本军团.

支il龙.洞龙篝

费水源埠，精头

"水擅自水摩

'水槐花坪九龙

晨本鸟树亨龙门水库

石马江障国高坪

黄泥石洞洞口

，水武阳南军

于施玲水江金竹晨*

于疏槐江精关上鄙

于赢马遍'水库

dz-IS

d,.-16

dz-17

d.-II 槐花江南右屠

a-zau-4-4
'
ι
·
·
·
'


AE--··
于流桓溪，正库

沂溪马it..丰摊

武阳.水

"
m
a
m
"
a
u
a
g
翩
翩
，

m
m
n
刷
刷

ω

相

η

-P·M·-u··V·W·-·········M·o-auaH·a-aoao

0.71

0.59·

0.55

1.13

"
'
仿
制

'
u
n
u
n
n瞄

n
m
w
U
M
m

a--···au--·····"'aga--aauauau

O.蝠

0.66

0.7.·

0.111

0.7…
0."
1.13

"
"
M

跚
纬
国
m
m
m
m
m
w
u
u
n
刷
刷

"
M
U
n

--au--··awa"6··waw-wawauauauawaw-w

0.91

0.68"

0.53

J.09

0.76

划

"
u
n
n
n
m

细
翩
翩

m
m

au--··au--au--awawaw-w··

0.53

0.72

0.87··

0.57

0....·
O.U

1.71

0.59

'第三汰来样 ..第四次果样

下部支流祈鼠的庸丰摊含铀最高，又无人为

精巢源存在，因此为费水槐罐水舍铀高背景

区.资水禽铀曲.中锋起逐懈升高〈见圄

3.n，表 3.2 输出了对资水原水利越81 水 78

个样本按各环槐区绩It据统计~疆的精..

原水最大和最小变化近300 倍，越罐水也变

化 240 多倍.说明槐蝙水中销售量有很大差

异，这反院出不同断丽的地理环撞特征有很

大差异.由于何槐水体的槐动佳.可爱性.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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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佳.傻JI-空"不同IUU晴'.回跑结果有'大量...虞*口、罐头和.n~摩'事隔

离，这是环撞系篝的系篝凰佳之-鹤不.定性厨丧定的.由麦 3.2 可知，资水流罐输背景.

洒水《累水》和过越水分别是 0.30 布 0.1伽c·L-'. 相差极大，龙门水库断面第二lkt辛辛露

水比过滤水高 20 多倍，这反'显出.四非憾"毫存在为主.总起来看各汰的样本对中，多数

量搞饵态稍高于悬浮态.

原水，-.二次总 411 偏 D.. D.04~.1S 由.61 '1.5 D.四17-2.07

遥远水-‘二~忌 38 偏 。.21 D.Di-O.75 0.38 且31.1 O.倒17-1.71

I n a 。.30 D.D:篇~.17 0.50 169.12 O.四17-1.8

原水
对最正E III 0.52 0.24~.76 0..1 11.1 0.22-2.07

I m 对I:玉 0.16 aw -auA·3'-e--aut -- ua ,，‘且' 317.6 0.007-1.71
远露水

E 且' 正 0.087-0 .76 I 0.20 ~.1' O.刷11-0.75

.3.2 .*_*… <"'0 L-I)

!酬报|呵 I X! Jlfil在国 Is 同…

.t. ana爆
玩江是水系中最低的一条测，全* 1022k m. 百公里以上支施 14 条.撞蠕面现 89160

km嚣，仅次于湘江流域，流域内多崇山峻岭和高原，撞降大，峡谷多，水流急.雨量宠沛，

年降雨量多在 1200mm l:l上，年泾流量太大高于黄词.玩江于施沿岸地层上中.大部分为

震旦纪板tI.手，下"为第三纪与第四纪尴层.玩江水系共设 ~26 个断面，共采集原水样。

个，过混水样 51 个，分析结果列于表 4.1 中.纵观整个洞庭湖流域备水系可以看出玩江撞

雄水中铀含量最低.该漉蝙东南部上.清水江东南支流亮江、巫水和勇水流壤~海拨 250

435m 的山地有松杉栋植被，其水中含铺量最低.于流含量也不高，从上榄至下白'变化很

小，只稍有升高，从大约 0.2 到 O. :\Ig·L- ' • 只有小支流兰混词的岩厘捕水库含量较高，约

为干流值的两倍i. 由表 4.2 结果可见两 lkb:水.两次过混水利:11.水与过毒水 I 区域和 E 区蝙

之间均值差异很小，变异系数也是水系中最小的，可能说明水质较好，铺以搞解态为主，其

存在状态较为稳定.原水最大最小值相差 68倍，过滤水 73 倍，就整个玩江流域来说变化是

不大的.其区域洞水{原水〉和过撞水铀背景值分期为 0.23 和 0.22问·L-2.

I. a*撞.
a水有南北中三源在龙江口汇合，温水金t生 378k m，是因水中最短的一条词，流域面

飘18900km2 • 檀水流就受燕山造山运动的强烈影响，被一系列的槽雏所布楠，自古生代

以来全无火成窍，而沉权岩广泛出露，上惕多高山，中.多丘隙，下.为平原.i束流城位于

长江之酶，属温握的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回量充柿，乔小煤林丰富，多暴雨，本区捕有-些

自然保护区，因此fa城面织凰小仍榄枝多断圃，共设27个断面，另取部分泉水断面.表5.1

输出了测寇结果，由表可知温水~覆地带的南北中三源铀水平部较低，约在0.1问-r'，到

三篝汇合后的A植有些升高，直到中下鄙过撞水变化都不大，原水中.较高{见图5.0. •
*支流仙阳惆〈杜家岗).温水{哀公瘦). .水{鹤峰〉第一次取的原水样《均为1983年'

月只相隔两天取的样本〉禽铀量比相应的过温水样高 3-9俯.第二次 (1984年，月取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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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篝mlII*"售量 (III' L-I)

原 水 过法水

黯丽篇号 呆得哥哥踵矗

第一次 靠二次 第-武 第二次

drG1 支ilK.肖永顺幅.树 0.27 o.n 0.21 0.10

dr02 支赢画水来民团结幡 0.4且 0..布 0.29 O.‘
d,-91 墨水就步里州 0.0‘ 0.027 0.015 0.022

d,..o.l 通遭再通道...蹄 0.011 0.020 0.01晶 t.饵It

'rOS 通遭词左支黄土黯鸟神 '.010 0.013 0.017 0.014

d，-t蝇 量蕴tim晕" '.027 0.1131 0.011 0.0贸

.,-07 画'水汪...嚣' 0.27 O.H 0.2‘

.,. ·江."三江_;to:司 0.05 0.063 D.OloD

01,-09 ·求合同公路 .. o.n 0.046 0.26 0.041

.,-10 墨水'罪阳苦水 D.," 0.031 。 .lt1晶 O.DlI

.,-11 干流离阳石11<州山若离 。.22 0.17 0.11 0.22

01,-12 于if滴水缸黯阳怪口" 0.19 0.20 0.26 0.22

•,-1) 扶羁商玉..~ • 0.29 o.n 0.11

01,-14 展水'江匍仁健全 0.18 0.13 0.1‘ D.tS

d,-IS 花草胃缸'‘铿在 。.2睡 0.211 ".20

.,-16 西水龙山里' 0.. 0.29 0." 0.30

.,-17 花垣商毛沟 0.37 0.36 0.38 0.32

.,-18 武水声雷姻' 0.43 D.C 0.51 0.41

d,-19 武水珠江凤凰消平湾 0.46 0.46 0." D....

d,-20 ·水lIiII绕羁胃 D.n 0.14 。 .22

dr-21 兰ill胃黯匾'水库 D.晶' D.曲' 。 .66 O.Y

.,-22 于it兰II口若.. 0.23 0.45 。 .J晶 O.lI

.r-23 面水凤属水库 0.29 D.lI 0.2画 0..(1)

.,-14 他iI柯马底" 0.14 。 .22 0.12 0.20

.T-2S 于流梳自l;t柯 0.35 0.41 0.10 0.3冒

0.3~ 0.1"· 队36· 0.3'"

.，-2晶 白洋河黄石水库 11.21 O.H 0.21 0.29

d,-2'1 满水江瓦厂.水 0.001

'第三次取樨 ..第四l':取样

-1-



鞠.2 _*….(".口，

在· s [… I ·←融
第一次 Z4 正 '.25 ! ......52 '.16 ' ".6 ...曲......61

原本 第二次 " a • u - aa4y e i -" ' , 1.'1J-iI.4J

.Q. • • ..剑 i '.1127--t .41 I '.16 ‘'.2 • ••1~.61

一一一
E • '.1且 -aHm i. ,, a.. ..创~."

边远水 第二次 2串 • I.D '.oJZ-G.G 队" 71.5 ........51
总 51 健 1.2% .............. j '.16 74.1 队--唱."

i

I I - 26 正 11.5 0.0JO--O.4J
原水 I I.Un 正 '咱，盟' 0.1晶 61.1 0.0ZI~.61

B 正 0.16 η.1 |-m4"
遥远水

O.u I 0-0.52 ..17 0.01......"u 正 画...

重

-"fit

因5.1 .水平施舍'自量精坷!I他

:: 1.1

~; ...
ga
•

的原水禽销量与相应的过温水含量很接近.第一It取的这几个原水桥品比ft.浊并布'渺沉

漠，因此哥键是'桩'和晕楞'中含蛐貌高

!l对恤布..作用，水中恤以非商'事奉为主

存在.i在.城九的张家界自然保妒区是~.

背景区，量水.槐是最高背景区，所设断

面附近无人为污裹霉事在，其原水相过a

*撞出革团分揭是 0.73-1. 82 相 0.81 闸，

I. 14UB·LO'. 表 5.2输出了 41个原水样和

42个过8水样统计处理结果.可见原水相过

.水最大利最小相差分别为 3" 租 290 债，

变化也是比统大的，这与诙.械地理环梅特

征有美.自袤5.2 可知诙罐罐怕水环境背景

健原水和过混水分别是0.18租0.11 吨·L- a •

..罐罐向--*摩

水库是地表水的一个方面，它汇集了蟹大区峨的渭水 f包掘'丽、雷相泾麓)，在不爱

人类活动影响的情况下里.代表藏一拖圈内的水中霄'值的平均魏应.褒8.1 编出了这些结

果.显然因其精水'晨"和位置不同，情况会有很大差别，但我们可以看刷除了龙门水库口984

年12月所取原水樨裂变径迹分有很不均匀，大小困状分布很多，这些团的大小跑过O.45um ，

因此说明水中铺不是楠'率在在，可能多.鹏在>O.45um 的.桩.9 晕ntJ上，或者"植

物本身禽怕被多.与过撞水相差 20多倍，此断回位于篝拨379m的原水田头，样本可能不具

代表性〉和冀材水.$ (冈缺少第一次边'水梯，不便推断〉外，两次取梯的原水利越撞水中

铺含量变化部极小而且接近.处于茂密的原始次森林区的自然保妒区内的翻怕水铺费最值是

-9-



*5.1 遭*a蜡*中'*含量<l ag. L-1)

|第二J厅二;--1 ~-Ck I 口
采样断面拙述断面铺号

E

dl-01 于流津市大蛙 。.45 。 .41 0.39 。 .41

dl--lJ2 子it边去张公庙 。 .3? 0.46 。 .28 0.44

dl -03 支流道水宫渡檀坪 。 .92 。 .73 O.~7 。 .81

dl-04 温水石门奈家桥 0. !l2 1.82 1.05 1.74

dl-05 仙陆问石门社革E岗 1.16 。 ...0 0.22 0.40

dl-o岳 潭水石门袁公遮 1.16 0.35 0.27 。 .28

dl-07 潭水石门泥沙 。.25 。 .33 0.24 。 .27

dl-08 潘水鹤峰水文抽 1.叨 。 .33 /1.23 。 .27

dl-09 海水鹤峰志马坪 0.30 0.10

dl-l0 于流言门三江口 0.57 0.49 。 .16 0.43

dl-l1 潭水石门皂市 0.29

dH2 于流慧和j棚I林铺 0.57 。面27

dH3 1血水江娅赵家岗 0.39 0.34 0.37 0.28

dH4 漫;J<江埋九诞 0.37 0.64 0.25 0.32

dH5 于i在大部白龙泉 0.33 0.28 。 .38 。 .24

dH6 张家界白tPJ; 。，∞5 0.008 0.014

dl-17 张家界批把读 0.002 。 .010 0.006

dl-l!! 张家界金鞭民 白，∞8

dH9 于流'醒民南岔 0.2!! 。 .~O

dl-2吕 腐黄i直呆擅自E茅iJ1 0.085 0.13 (l .ll 0.13

dl-21 暴监芭茅诞树 。 .087 0.18 0.10 0.11

dl-22 中源巍植新街 。 .17 。 .18 0.!3 0.16

dl-23 中源巍幢八大公山 0.006 0.15 0.010 。 .15

:11-24 南源7~.tJl砂割 0.17 0.027 0.024 0.027

dl-25 浊水*l'S略管理!Q 0.20 0.32 0.23 0.19

dl-26 it西*Ii金融泯 0.21 0.31 。 .19

dl-27 M因曲曲宝贝湖 0.013 0.014 0.017

dl-28 it西曲曲三所泉水 0.006

dl-29 1.«西崎工所泉水 0.013

dHO 白'西曲曲臂理局饮用水 0.41

dl-31 石门诅赢水 0.008 。 .01四

dl-32 右门滴水智泉水 0.52

-10-



原东

·5.2 渔*组... (p..el )

一=~I~一-H\仇丰 1__~1_~_~_1二l五pzf三
常一次 I 25 唱 。" !EOOE~116 048!1"A i om队"

原水 |咛二次 l zz l 偏 B旦 i 0.010-0.1\4 0.38 i 118.09 0.008同1.82

口 I 47 I 估 0.3刻o I E 例川~叶0.82 札Mω4ω3 I叩6 | M山B盯胁川5.......1叫1.

飞讪忌 | 立:江;仁; 20川i 航 i川0山24 I 0口 b闹叩肌饵叫川叫叫l.3川9门! :川.2才引2却却BB! 11川 o ω
i 22 i 饷 目 0队.2篇品 t 0.014-向、 0队.44 1 0仇.3扫7 I 146‘ .43 0.OOt-1 •.

|川总 l川a l川俯 !川0附M i川0.0川.0川1口7闪呻[ C.3川川 ω9 ! 0ω峭胁川6命←ω-叶w叶-1. 74

I I 30 I 偏|川 I o.ω8-0.4 I 0.28 159.叨 0.00凡16

• I I 16 I 偏 i 0.46 I 0.33-1.16 0.57! 1川 11.28-1.97

Z画 I 1-t数正 'll.ll I O.ll13-1.04 I 0.25 I 218.69 I 0.006-0 .97
边跑水 I I ~ I I I I I

I I 16 I 偏 I 0.30 I 0.23-0.44 I 0.43 I 142.23 ! 0.16-1.74

最低的.这可能是因为海拔较高，森林茂密，雨水充沛，长期冲刷，大量稀释的.

襄S.l 罐罐*-舍..仰..L"I)

::jJ;工|底J引二|水平j-i…TZ一 ι 一

翻江 i剖旦吐t:!已;川币J旦工一(叫(三E川巳川川i2正正叫川川1川叫咱叫叫;2纠剖些叶:1引川忻l1h严:;干;?::::::一i旦巳旦且|hhkU比U:::口汇::::立江:;工江;::::;

i;;;:|:l 屁 |::1:;:41:::22lop7|;二 10.89士0.11

*t再三次取撑 .*位于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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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瓢*舍蛐量

泉水是渭水的重要补给来源之一，泉水的含铀量可能直接或在:接地影响洞水的含铀量，

而泉水本身的含锦量受所处地居环撞【潭，豆、pH 值、地层含铀量和大气降水的渗透等)，的

影响.表7.1 输出了部分泉水含铺量及其附近商流断丽水测定但对照.

.7.1 .份a*'田间*舍...跚《问.L-1)

泉水位置 原水 ! 迫自主水 l 附近河流断面位置 原水 i 过活水

'漠杨柳搪 。.70 .模商揭柳蜻 0.46 0.51

在华.江 0.019 挖水温江渡 0.055 0.041

温哥兰田帧 O.晶1 涟水涟源兰团愤 0.53 0.43

武 阳 0.59 ，水武阳同事 0.076 。 .078

鸟树下 1.08 鸟树下龙门水库 2.07 • 。 .088

渭水缸瓦厂 。.ω， 渭水江嚣'下瓦厂 。 .27 0.26

部西略三所 。.ω6 埠西峪宝凤棚 0.014 O.口17

旅西崎二所 。.013

据骂峪管理局 0.41 雄西格就水 0.31 目 .19

石门温泉 。.008 O.ω5 仙阳柯石门杜京岗 0.40 0.40

石门滴水着 。 .52 :罩水在门袁公霞 0.35 0.28

浏阳柯白沙' 0.021 调阳商白沙 0.017 0.016

即使泉水与河流断丽的地理位置很近，它们的含铀最有时也会相差很大，因为剖水接纳

的不只是一沪的泉水，还有来自上'串大小支流、大气降水和人类活动的废水等，而泉水处在

特寇的位置〈当然也有较远地下输送的〉上连因素影响较小丽特定环槐影响突出，如1石门温

泉水样就性很强 t水溃为一层白碱)，影响了铀向水中的榕解，其舍铀量比附近洞水低多了.

但由表7 看，大多鼓泉水利附近洒水含铀量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泉水有可

能作为某区端地表水铀背景值的参考.

..自由....

流城内有张家界、橡西崎.八大公山等自然保护区，这些自然保护区都是海拔很商*满

原始次森林的山区，这些地区水中铀含量可能代表更久远年代以前的背景值，表 8.1 的结果

表明自然保护区的铀水背景值是很低的.这些高山地带水中铀舍量低可能与商量充柿而长期

冲刷麦生风化现蚀基岩，土编等，使其相对变贫并充分'挥有美系.整个洞庭湖水系-百多

断面巾，植被为原始次窥林的断田之水樨舍铀量尽管不同，有差十几倍的，但总的来说都是

很低的.反过来，水背景值低的断丽并不都是原始~魏赫植被.

t. *中舍.量筒"惶'化
洞庭湖辘辘雨量完柿，陈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大，春季占40~，里季占30%，冬季仅占

12"'，全年商量80-70%集中在4 至 9 月.随季节不同气温变化很大，采集样本时温度而E

圈是- 4 -34'C.阔一断面样本中含铀量可能会受到季节〈以.8度〉变化的影响，袭 9.1

列出了几个断而不同时问〈水温不同〉采的样本的测定结果.因 9.1 输出了槐施江南石耀和

-J~-



·..1 自罐罐1' 11*中恤... (llg·L-J)

周|时|二z丁…l ~.0071 0 叫。 ω7; 。叫。…26 I 0.013士 1

糟 越 黯 水 远 ill事
窑称地点 土攘·-..，---1. --f臣，回 平 均

圄 第 次 第-一次 第 次 算 次
|唰

~.~~ I白沙井 山地黄 O.ω5

张家界 批把误 翻跑 山地黄 0.010 。.005-咽 .014 。刷→.四

金鞭羁 7ω 山地黄 O.∞，

÷SSE-ll|单宝金-贝木橱a ?"，"」1"·ll 曲It.山 脚 i 0.23

0.19

山地黄 :队21 附! 0.19 0.013-叫0.32 。.17士0.11

山地黄 , 0.013 川 i 0.017

芭茅翼棍 曲 曲地此 拉 ' 圃 13 I 0.11 I 0.13 0.085-咀 .13 0.11 士0.02

芭茅iJl柑 538 山地黄 0.os7!0.18 0.10 0.11 O.回归-<l .18 0.12土0.04

八大公山 1棚 山地黄 |。叫 0.15 川 10·1S 0.006-0.15 0.08土0.08

貌9.1 不圃'梅"阁-*舍铺量(Ilg • L-I)

果样时间 1师3.12 1984.8 1984.9 1985.1

气温("C) 7 33
槐源尧柯

原 水 0.35 0.41 。 .32 0.18

过撞水 0.10 0.35 0.36 。.36

来样时间 1'984 .2 1984.8 1984.9 1985.1

槐花江南右崽
气温("C) ' 23.5

原 水 0.11 0.59 0.81 0.78

过谧水 0.93 0.68 0.57 0.84

采排时间 1984.1 1例14.9 1985.1

气温("C) 。 2晤

马遍'水库
原 水 0.71 0.66 0.74

过也水 0.1S 0.72 。.rT

桃源尧调两个断丽含铀量季节性变化趋势.不同时阿采集的得本舍铀量是有变化的，但是看

不出姐季节不同而舍铀量有一定的变化规律.由于水环搅系统的不确寇俭，开放性，何辘水

体的流动佳，可变性和动态性常使同-空间不同时间收集的梓本观测结果有很大趋异，因此

事节性变化的影响很可能掩枝在这种影响之中.因此可以说水系铀背景值回来样时间的第节

一13-



E• ..二百一· 四 lZ

"
圃9.1 水中含铺量的季节性变化

f上}槐花江南石崽{下}桃源尧洞

性变化不大-

11. 调摩翻*票Mt…健

宦个洞庭湖水系一百多个断面原水 198

个样本，过滤水 188 个样本按区域 I 和 E 的

计算机的统计处理结果绩在表 lJ.l 中.其

分布均为偏态分布，未开发区的铀水平比轻

度开发区低 1-1. 5 倍.由回 10.1 可见洞

庭湖水系平均锹水背景值为原水0.21问

L-'. 过滤水 0.13问'L- 且，比北美洞流均值

I町、长江均值p) 、日本十大洞均值[ 4) 、

美国凋流均值[ OJ 都~其栓出范回上限远

低于世界淡水[')和河水 I T]的值.

.10.1 11..*瓢'自*...仰g' 仁勺

|样本圳分棚 I X I 范 回 I s I 叫|品'j，-最大
一-

61 偏

'|fliEJi第二次 ω 对ItiE 。.16 I 0.0111-1.35 I 0.38

水总 1组 。.21 I 0.014-0.76 I C.33

一一一

过'自-IX 57 对数正 0.145 I 0.018-1.20 I 0.30 I 205.79 I 0.007-1.09

越 l 缸二次 58 声fil ii: 0.12 I 0.014-1.12 I 0.33 I 266.44 I 0.006-1.71

水总 115

原 第一次 37 偏 0.42 0.22-0.78 0.38 89.36 0.027-1.叨

第二次 37 偏 0.45 0.046-0.64 0.41 92.12 0.031-2.07

水 总 74 偏 0.43 0.17-0 .78 。.39 91.33 0.027-2.07
E

过 第一次 35 灿 0.28 I ~川 U 0.24 85.65 。 .01 8-1.05

a 第二次 38 偏 0.)9 0.047-咀 .54 。 .31 80.73 0.037-1.74

水| 息 73 偏 山 I 0.088-0 .66 0.27 76.却 0.018-1.74

11. l1li..罐罐..霄..

湘江流城的捞刀树、浏阳树上楠，淑辙水利枢江上璐、檀江和挖江上游，资水流域黄混

剖.寥水坷，夫夷水和朗水'跑回水库，玩江流城亮江，巫水利螺水流域，温水辘域源头和张

*界自然保护区，这些区绩都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其消锚断田水中铀大都在 O.lug·L- 1 以

下，频数分布为偏菇，其原水 43 个悴本中值为 0.038问-L-t，抱回是 0.007-0.094. 过1/1

水 39个样本中值是 0.032j&g·L叶，德国是 0.009-0.067. 因此可以认为是洞庭湖水系水中

舍铀量低的背景区，其均值比水系背景均值低 3-4 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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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0.1 国内外商水的铺水平

+平均值牵越来量'口，褒示小于此值

U，翻鹰'罐罐赢蛐*霄'医

整个水系中未受人为污禀源影响而其含量又很高的地区不多.浙江上混比平均值高 2

4 倍，其次来水西洒上源、倒水上槌和泪埠江水库水中铀比均值高一倍多.资水主流沂混下

I}比水系均值高出 3-6 倍，桃花江上能高 2-4 倍，部水上i/6!商 1-2 倍.玩江流域几乎

找不出来爱人为影响的高值区.温水支混道水流域含铀很商，比水系平均水平高1. 5-6 倍

斟上这些地区水中铺含量(4次以上栓出〉都在 O.5Ilg·L- 1 以上，又无人为污来源影响，因

此可认为是洞庭湖水系水中铀高背景值区.

1.. Th/U租 1 JlRa/U 比值

表13.1 列出了洞庭湖水系水样的 Tb/U 和It'Ra/U 比值以及与国内外的比较.由麦可

看出水中销售量一般都商于锥含量，因此比值大部小于1 ，因为铀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截，在

树水与沉积物交换的过程中较易榕到水中丽佐则相对难榕.洞庭湖水系的Th/U 比位高于日

本十条凋班平均比值，稍高于记江的比值.

.13-1 Th/U" 228R./U障.

区 城 样本:. 拖 圃 均 值

* 江l'】 0.31

Tb/U | 日本+制I') 10 。.OZl-o .141 O.OS

巴?蕉'
84 0.02-1.74 C.42

0.36x 10-'
·"R./U

洞庭水累· 95 。.04-1.46 0.42xl0"'

.Tb稠U'R.数据来自石瑞林等

水咿 III RII/U 比值平均略高于长江铺』院和u， It'Ra平衡比值。.34 X10-11 4J f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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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庭湖水系水中U和 110 Ra 基平上还是处于平衡状态的.

本工作得到湖南省环保所的支持和帮功因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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