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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S邸例3V

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落下

灰对农作物的危害及其防护·

起文虎徐新宇朱永嚣襄罔才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北京)

摘要

地面核爆炸的放射性污染具有近区污染重、范围大、作用时间长等

特点.放射性落下灰对不同农作物的外污染，是不同的，并且很易被外

界自然为一一刮风、下商所减弱.水洗可使叶面污染消除90%以上.放射

性裂变产物可经由根部进入植物体，但数量很小，进入后主要分布在茎

叶郁，放射性落下灰的外照射，可使作物受损伤，影响产量.空中核爆炸

的放射性沉降中，，。sryTCs对生物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研究了它们在

各种作物中的吸收分布规律，在土壤中存在的形态，以及减低共进入植

物体的量的措施.

*本文由中回原子能1<.学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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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tAl>lOACTIVE FALL-OUT HARM OF

NUCLEAR BURST TO CROPS AND ITS PROTECTION*

(In Chinese)

Zhao Wenhu Xu Xinyu Zhu YonCyi Qiu Tonccai

(INSTITUTE FOR APPLICA TION OF ATOMIC ENERGY,

c电AS， BEIJING)

ABSTRACT

Th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in the ,- round burst center is severe and the

contaminated area is often lar电e as well as the eHect of radioactive contamin

alion is lon r;.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crops, the effects of external contamin

alion cl'used by the fall-out are differen t. The contamination can easily be

reduced by wind or rain. On the leaf surface it can be washed off and reduced

to IO /ffJ. A small amount of fission products can be absorbed through plant

roo t. It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leaves and stems. Th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f rail-out would damage the crops and reduce the production. After an

atmospheric test the fall-out of .oSr and 门'Cs plays an imporlant role in the

biolo,ical effec t. The absor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adioaclive contaminant

in ~rops. its chemical states in soil and th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absorbed

radioactivity are respectively studied.

*Contributcd rro皿 Chincse Sncidy or Sutlcar-Agricultural Science, (CS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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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落下灰

对农作物的危害及其防护

起文虎徐新宇朱永羹襄同才*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北京)

前
-.Lo=J=I

楼武器爆炸时户生四种;在伤破坏因素g 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秘放射性污廉(Me

射性蓓下灰) .前三种杀伤因素只在爆fE几十秒时间内，在爆炸地It的段小范围内垣作用，

而政射性蓓下灰，在地面核爆炸时，大部分将沉降在下J.(方向的广大地区，使暴露在地面的

各种物体受到射线的照射和污菇'hs1. 本文作者从1960年以来研究了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

窜下灰对农业的影响及其防护，结果如下z

1 地面核爆炸的放射性污染

J.J 尴E罐'悻窍攘的.....亨襄崎噩位幢厦

地面核爆炸污染的特点是近区污始重.范围大、作用时间长.地面核爆炸对地面的污靡

可分为爆区污m和云迹!主污班.爆区j寻枭是[lJ放射性熔植、Me射性蓓下灰和感生政射性土壤

形成的.云迹区iiJ 果是由于爆JJ. 放射性起下灰在随风飘移过程中，在亟力作用下，逐渐沉

降到下凤方向的地面形成的.云违反地而剂量牙:分布的总趋势是，由爆心向外剂量率由高到

低童渐下降''1.

i正降到地丽的政射性活下灰，是一种;在丽发亮的破瑞质的小颗轮，主要是球形.南下织

的颜色和基质，取拽于爆炸地域的物质成分f z ， z!. 在一段土填·上爆炸所生成的II桩，近I~i冗

降的，以黑色、灰色为主，远氏的以黄色和红渴色为主.黯下灰的颗侄，可由几微米j1!几百

.上干微米.般是爆心近的蓓下灰溶解度小12l.

1. 2 巅"幢."'Fa黯1111I童保悻If、粮食.蘸.8IJ~需措且精帷

放射性蓓 F灰沉降于日l间，可使生长的作物受到外污袋.141在-次低空爆炸Of风向9公理

处，各种作物在增炸!d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班，污!告水飞11.为 0.1 ~72.4μCi-/kg风干物，以玉

米最重，其次是刑I 柴再次是小圭和棉花(见表I) •

这种差别是由于-区;农叶片宽大粗糙，叶椭紧抱1在柯-形成喇叭筒，致使回留蔼下灰的能力，

大大高于叶片较小.表丽光滑.株形疏散的小友，棉花.油把造成的.fP物污染的，观察了

·嘛.~. M?!l刚.中横洲.于风义.佛又常缮，加了部分J:lt

etCi-3.7x IO'a Bq

. .. ·0



.1 雄IItI.~获到本11Ift.例需.，1ei! (ke'"于.>

小麦

0.161 士 0.031

王米

7%.435 ±0.~1

油票

2.151 虫。.052

棉?E

0.151t 0.035

植捧上撞射性减弱的情况.以玉米·为材料，污束后的第二天， .-右丽lU i亏来植株~碎割样.，

用稽有机玻瑞丙自民溶液固定，分期测量监射性.另一方面f污染后不同时间，从仍然种植于

盆内的植保上取梓测量，结果列于表2.由表巾数据表明z 用，自凯旋瑞丙嗣溶液固定的样本的

政射性，经5个月醺少到开始时的66.23惕，这完全是放射性自然襄变的结果.

.2 罩，既撞.申..幢幢时嗣....

测定曰"
固定样品 分"到E 取桦晶

'后(eI). 比后.属 " Ci!(、k，，~、于街,、， a1t* (~的 比活魔 "Ci!(k, 风手 '也、， 百分* (*)

4 12.432 主 0.653 lω.00 .2.43泣。.201 1ω.00

" 89.010 主 0.440 95.30 0.1.0 主 0.040 。.m

5. 54.115章。.419 1!1.'。 0.07%10.035 。.侃19

195 47.940 主 0.441 66.23 0. 11I t 0.038 0.153

另.-组不同时期取样测量的放射性，删减少到开始时的0.153势，出现这种差别是因为政

射性湛下灰对作物的外污蝠，是由机械阻目和物理吸附造成的，这种结合))1晨在牢圃，俱:A

..外部的饥械为如风吹.抖动等所破坏，使得吊措在植物体上的政射性物质迅遣散失.宝内

试挂表明，水洗可使袖某叶片的污染消除锢'以上，由此说明z 作物的外污染很窑易通过外

界的自然jJ刮风.于雨而赢弱.

暴露在地面的粮食.il粟，也 il] 受到i引杂.以一次万吨级地爆为例近三;量区地在面粮食

的污接可这几十至上百mCi/O.5kg，同}地区的蔬菜，污染水平比粮食商2-3倍，这是由于

襄些矗菜易于阻留1IJ.射性橙子造成的，且些粮食、蔬荒茬·不经过卫生处理哇，在能食用的.

1. 3- •蜻幢.If.庐'可锺画..量 λ..悻，蟠鹰幢幢曲肉霄.，但遭 λ量'阻lJ~

为7研究地面核爆炸近区沉降灰，经El l根部造成作物内吊她的可能性，从爆炸地区下凤

方向近区收集了大量的放射性落下灰，于室内进行模拟试验.在盆内种植小麦、水稻.落下

灰施入方能是，小麦在播种后，均匀撒施在 :1二费，然后盖上 O. Scm的土攘，水稻是在插快通.

膏后，撒施在土表， (整个生长期大部分时间士在保持水居) •

施入量分四个事绩，折算董IJ爆后 lh单位副狈士表上沉降梳子的活度为 10 ， 50 , 1000 , 200,

Ci/m l • 施入南下灰的机侄小于 Imm，陆解度为0.5*.

植株收获后经灰化测量不同部位的总Pt~i茜鹰.结果表明〈见我吟，施入量为 10， 50

Cifra l的，收获的籽脏的放射性水乎与对照相似.以一次万吨级地面核爆炸为例，如把1. 29

)(J O-'C/(问. h) 定为的接边界则iiI边上γ平 )j公里，而其中地面沉降量高于SOCi/m 3 的地

区为7平方公里，由此说明地1j.盯99*的付清l主内，种植的小麦.水稻可食部分，并挂在受

到由根部吸收的放射性核冀的j寻班.

....



.3 小毒、*-中的.nlt毒窟 (x IO°Ci/lt&>

4、t:水 a

塞叶 抨问!军畔(韩能

S 入量

(.后 t小时Ci/圃I)

。

10

50

，ω

2ω

F II I量

主E.:!

3!.5

40.%

46.3

68.9-

非需显著

5.03

5.51

5.64

7.%1 生

9.31命

非法理事

%! .s

%1.4

%5 .9

30.4 恤

44.1-

非常重蕃

3.41

3.IZ

3.51

4.41*

5.13*

非常重蕃

8:，宿·者表示与对照有显著蛊异

出在3表明E 施入:tl为 100Ci/m\200C i/m -址 "i-I;;. 放纣性核京日茜曲棍串进入植彷

体.进入体内的 !II.射性恢素，在地上部 E 斐架!(l (t茎叶郎，其含量比呼拉部 I句 -1、数遭级.

为了评价这部分粮食的占用价值，用硫酸盐沉试法进 11 了总放射性起主量的分析{见表 4)

•• 小囊. *..篱'曾幢.含量 (x 10 "Ci/kC)

fti '曲
'匾入最

(.0Ih. Ci!m') 茎 叶 籽 眩

小

来

寰

稽

o (对a喃〉

tω

2:lO

o (对!!t)

100

2?O

3.98

35.01

82.80

2.16

10.6

10.6

0.65

5.51

1%.61

0.20

0-86

0.76

结果表明，茎柯:在I籽位中总~含量均显著同于~f照旧.小麦放大施入达轩位中总理含量为

12.67 X IO-loCi/kg ，水届巾为G. 76X 10- 1rCi/kg.丑化部夭于'食品披射性物质融制量标准'

中提定s 粮食中 "Sr允 tqtfE量为7 XI O-'Ci/kg, .0 Sr}]2 X 10- 1 °Ci/kg , ;4.:试验小圭收藏时

为爆后92天，据藩下灰放比分析结果， 这时-osrJfr f孟勾占巴政时性坦 ft 垦的1"' ， '"辛庄歪'I

误墨且安全#~数，把此时toSr的主量段IO~计算，则在试验收挠的小主籽院中 toS r的 :~量，

也仅为 1.3XIO- ro Cijkg. 仍然低于国家允许际准，粮食是可含的.在这里仅考虑从根部吸

收的放射性物质不会超过国家标准，但由于读处理所用的施入踵，巳是光辐射冲击族 II)"使地

面上的植物受到严重损伤，或足藩 F灰外照射十分严嚼，使人饭时间不能进入的地区，式娃

落下灰的再度外i'J蝠，可能巳使粮食失占·食用价值，所以这→地 lei 扣j题 :t段复杂，庇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处理.

为了进一步验证作物 EtJ根部吸收放射性格 ~iU '11这-结论，回川地面核爆炸m:区时放射

性溶液进行了作物载跻试验.将洛渣研仰，过，)币，使机侄IJ、于 100μm ，比i占度为 0.291μC;jg ，每

盆施入量为200. 400μCi，种植作物为五米，收获盯分 nIl测电丰H也就l 在仔部分的 ~~~t 活 f!J.

t见~5) 姑!民如!在IVJ I {I:两个施入 i盐巾. ri.;农轩忧巾的总F放'H t尘水、V4M照的阳近，同fE-

·5'



t敷量兹.由此进寸#验证 T植曲曲棍挪峨收近区藩下灰巾的撞创性核章檀少的这『结边.

上追结果与~核愣炸硬均pj 来 l毛种植作物所得的结论也完全-致.

.5 至来不回...p臆蜀窿 (Ci徊于.>

s 位

ff It

塞梓

对理

。.54)( 10-'

0. :13)( 10-"

纷。民 Ci/盆

0.1I IC \0-"

0.9\)( \0-:'

4ω..ei/盆

0.14)( 10-11

1.9茸茸 10-"

250

4.10')( IIF"

。 .19)(\旷.0.11X 10-'

4.12)‘ ICy-"

1.12IC 11-"

仔

应

案

'于

为了进-16- 了解茸忖组H:攘缸第二年种植f'F物是否会继续对作物造成内污袋，又将上连

施有iti·t'灰和溶湾的七凛翩功继续种植作物(结果见袤的由表6数据表明.在上追上墟上继

续种植作物，不会造成作物的内污菇，由此说明.经藩F!反 is 骂~ (l(J-.t攘，如果第→年不会对

作物量16.显著的内污怒， j京二年也不会造成内trJ 袭.

.. .-华篇λ..懂.，:a..=.罐罐ft.的警..捻疆.ei/a平-

tM> | 对照怀抱〉 i so l m i
I 0届川俨E

! 川川0-"

.柿4、裹(1:.>

鑫 z 篝入量为-军前篇入量

为了搞清落下织中ul射性怯 .iil恨那进入植物体极少的原因，研究 rat射性被束在不同

;二.武 ti费中的动E事情况反#在伏在，并用榕放伏态的提合裂变产物，进行量培试验，观察与

海入固体抗态落-F}X在吸收讼}j上的差异.

我7是种植在钱爆炸下风向的 1二来仰小主!二盆内， .{.同层次 i二壤中腊射性物质的分布情

况，数据袭IJJ.肢射性物质布114. 5-99.44~HHJ: rO- ;jcml(.J~庭医内.其中种植小幸的，在「

99.21*存在于O.......3cm的土国内;种植五米的.在伍的耐噬比种植小圭的要往下移，其中

41.19'" (f在于0-3cm. 31.31 tlfh Ji在于3-5cm.5cmt，:..{ F 正式;市15.5*.这拉山f区来在营

J!!t过程中，不断件-:.-f:造成r战 g·tu:靴子的;日n~移功. jnj小主刷，..直*怯 L. 所以放射性悦于

仍然即在我旦.在111 爆炸现均收集的鸪Fh反，:~r蚀的模拟试验中，也得到了在全......致的~J'i 5晨，

这说明，放射性格F灰，自然ri'J F 的移功性出)~.:.这也J:J}jJ 简单的铲除沾. m跺士魄的ii.J ~告

提供 -r实结恨据.将上述具破1f tLr.JO -2cm 均;二嚷，分别剧，艳描水榈 O.25 1Do1/ L伊~~民穰簸民

提.然后旗手测奠比 l~i度 • f1{ (I: I: 城巾的 j:J W1U良性}萨在，结果列于我8. 出漠中敷斟者明 z

liTt，旦中放射性核絮，在 I:填 Jj I 99.9!.Jb以上为非!飞槐 tl:形态， {EiF:汤: (('J耕作 k嚷巾， J~部分

.7....鑫本'屠~士aL筒"

二.~~~c:~________I__._ _~仲?!?-J
99.21

0.23

5-1

7- \0

10' 20

6.58

5·56

3.42

0.\5

。 .09

。 .32

• 8 •



啻捧Jl:章"囔酣方式~存于 t攘审员院亵画.值物恨系通过与 u良在面进日离子主披在再营捧.

•• .亨...蜻佳"董事士...在..

土.费量

事土

水.主

i 邮住院 | 水溶性吨帧踹 I 4fta.腾

1- :li~ 丁-7 一!副幅度! , 1 刷四度 I ..

:;|::!:二 i::
.御性强虞 z襄变数I (_i.·5ω- c>

因此，士攘申吁以解暖的 f\:换性形态元京越多，植物吸收量~大，丽Ii下灰中政射性镀.，

在士擅申代换佳形态盟少，丽且绝大部分在土攘表臣，不 i:I能与报系蟹触，这就是植鞠~孟

区沉睡灰巾，破收政射性钱去很少的原国.在用洁液状辜的混合裂变户"所做试验中表明.

水插从溶液状辜的 ill合裂变产物巾，吸收披射性技素 i白f率为，远远高于从困在的 it射性落下

灰中的吸收能力.幢拍拭主檀中吸收醒世性核素Ei'-J iiR力• III用法集系数表 'J，_

植物''f. {./.手物巾的活度
;农集系数量一-…一一一一

土嗖单位「物巾的 i孟度

在9为水韬从不同状态到变产物中，吸收监射性核聋的浓集革数.结果在响，水韬执溶液

状态的翼变产物中，吸收放射性核素的能力，比从国辜的落下灰中的吸收撞力高 3个数量量.

分听茬明 z 这是因~溶液状态巾的 tHt性核章，在主嚷中以民换性形态存在的数量，大大高

于固牵Ii f!反中的最瞌所纹，

囊I *_a萃.......，缸'中….幢....猿...

.入状态

固体 II ，.复

穰态.合襄.1""

i 拖入. (II Cit盆)

534

600

茶叶

8.1 X 10-'

3.8x 10-'

甲If R

O.;X 10-'

O.I69x 10-'

综上所述， III以舌出s 植物经由恨那，从恢爆炸j丘区 ;IL~带放巾，吸'Ii踉射性镜a蓝的敷量

很少.槐物执J:i:tl~吸收i喜 H足中放射性钱翁的敷量，取决F两个国事: I .格下灰的溶解If.

2. 楼Jt在士嚷 It l 以代换性形态{flf的敷量.

1.. ..髓'芋.筒ff'..，可 fill"量最佑'曼到楠....严量

地面镜~炸近民 ;1(1存辰，沉降量大 ，ff. 短时间内呼!I f 献出慌大的 1. ~.外照射剂量·刷.

以-次于j吨级地面钱?罩炸为例，在 F凤 JJ1'1) 地区，自曲"累事 !1照 ~·t 撞坦aSOOOR((-J地区，可这

3.41km
1

• 在此地 l正如来水韬 iE值伊皑 J~ fir减产80~HJ. l.:， iH值杨白; U:. 则受到 200.....400R((.J

Y外周舵 pI威严509'. -..武 Ji吨级地面i爆炸. F风向累 3!Y照时就瞌 j:!400R 的地区 III 边3333.5

X 10 1 m' , -IIr见研究Y外照射对各种作拘捕归的持点和现侈.M.甲烦陆战句'炸放射性tifA庭对

f'F畅的拙伤，对于躏少在业的损失布着噩贺的草义，为此我们1月饰自~用铀矿:同血 (1时闸的水

稻.小章，模拟研究描下灰Y照射M作物的捆巾， I~J:J M 平静i拙Mf'fi物产量的影响提供依据.

水韬的鹏射分别在 I ， 2, 3, 4, 5, 6JI·叶，孕悔. hfJ惕，开拖9个时期i!Hi. hj个时期的

跚射监为2， 5, 10, 15, 20, 2Sk R6个址理.拙'巴细 F.

'一亏市E王岳X IO:'-'C/IiI'---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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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外Y照射fIrιl造成水韬不同程度的藏产

圄1是不同时 j~I处理战茸的产;ι 结束:丧明‘不同时期处理的产量，均瞌蕾熙If量的蜻腼

迅遭下降.在1-6月'Ill-时处理.照射量为2.10. Z5kR分阴法产IO~ .50~. to.. 在水括一生

中孕埠'是付Y注射址敏惑的时期.照qntl为Z.akR分描画在产34笋. ~O笋，照It量IOkRt(上的

产量几于·为军.

飞气\\
飞.、‘Itllt
飞、飞

~I!\

\\‘三、

\- -

~:!~I 岐 t‘In

因 E 不同时期处理产量t相照射 Q关芽、曲~~

(均在照射后水韬吁者现出周恒的.it射病

受照射的水韬，在照后~表现出不同程，室的放l}t l捕".放射病发病过程可分为遭民M •
.I:病"初恢复期三个阶畏.在受熙销后一段时间内.作物外部不表现出明唱的变化，这叫糟

~M. 这段时间约为2-4d. 以后即进入发病期，这时植保外蹲在现出生提抑倒.叶色变暗.

叶画出现将布的细针尖伏的政肘病黄斑，在南熙射量下几乎停止生艇，造成植楝畸形，这段

时间→般为j.....ZOd. !~，7立这段时间后，叩开始好转进入恢提期，植保外形逐渐转为正常..射

捕的主要部位是在照在i革i t[:生的三叶片，如在二叶时照射，町事3. 4. 5Ji'叶主仨受到挣击西.

并由理It射病在状.

(3) 通过株尚稍长曲线uJ租略估计:2照射:';:j 剂量

固2是二月·叶瞌除去不同照射踵址f甲，后的保句Jft l二曲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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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二 .R

40 10

~(!~fr..;a，H'可(01)

因 2 '，!i 'lll'处}IJt悚:;'~ Jft t二曲 r~

剧足~-h咧 z 千;间!引自 t :i，址用的保 I;-6 响K: llbf兑1f5伏在间， ZkR ~j ，(.j'熙部J~势…量，是锺槌

上升的血饶，仅在址J'I\'，i'!l •段时间， I lJ f Jft b主啤 rf(低 T-:.<.j" OO~j付照分寓.ltl-2SkR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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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定时回肉，镰高-*曲f量也厦一个水宇阶段-镰离停止精良.道战里.蜡费量'嗣.遮睛

'以画lilt厦-璋的篝绪，为_it帽，经过水乎蜻踵，日曲钱又汗撞上舟，部恢复帽的到来•

••囊，，:不同蟹It量处理.撞躺病'哥经历三个阶段的嗣同事同..~.，与霞tt量虞厦比，

噩勘量小.ttM最. ~翩噩大_«It;垣.左霸JI~.盟"与~lt瞌是正比:~销量小. Jt禽

'撞. .置"蟹，噩It量~.蠢'跚~.糠垣鹏缸..

篝止商量z 撞'摩在曼蝇不同量的Y翩线费'tE. 在外'在理了:在同惺鹰的掘。日，不回曲'摩

膏'怪'性·霞，由此现明=画过"部属由厦镰高精K幡性曲蜒的现窜，钮白面撮事T J(T

"匾'睛，对m饵~最骨'.的撞伤是可幢嗣.小量的试验也回到了.缸的醋果.

2 空中核爆炸的放射性污'除

空申撞爆炸由于火JI+幢幢撞画，所以对撞画的苟'险与'也爆恼比葡萄不同的"点. (I)

空叫H…撑(tA是高，空槐'撑).(2萄近眶汪蹄.~展的a射性'虞缸翅小，直侄几搬来袭更小.

可提臂'在空中2lt事，布的几星IJI.凡月，甚莞几年，所U艺的可在地球广大画顶上最:iIi:1 .J '.

E2) 在事Tjt;~降到地面以曲，大革分字我麟蜒的放射性同位曹巳鲤寰蜜芫毕，响亨的是

董事囊'篝蜒的间住章，其中尤以"Sr(手夜Jilt;.1.). • J :Cs( 手获J1fJO.s.)在生精效应方

面岖'重要作用:'.1 1..嗣是"Sr化学性属与篝衡和动物必不 ilf少的粥棚缸，当自饮食进入人

件后，可最踊累现在霄售肉，对人形量民期的内在危险.为此对"Sr鞠‘ He罩在岳耕农作曲中的

.幢分...:在士且'申嗣存在15牵F障篝冀进入幢幢体的蕾量等遭日T研究，结果如下，

2.1 "S.tI" J·Cs事........it事-

2.1.1 .....
用..岛.' J :C.涂抹画粟.在聋叶片的试矗结果表明=这到种模章均键经过卧片嚷II'(并'事

'蝇.'2叶片或器官上去.

撞事叶片对‘ J 'Cs有J"Sr的吸收牟分鹏为22.4惕和0.41*. 吸收 r':;-lIflll污烧III-Jt籍'到

盒a.

用 "Sr. • "Csit掠事小草叶片的试塾结果茬IJJ，在小章也可由叶醺咂收这两种撞事，并

植ft.罩飘到各E宫中去. Il ;Csat大量职黑手植物的幼撒部分. rF.一个单株内呈现自下面 t

矗巅-的画..USr周有臼下而上重新减少的趋势(旦在10). 这两仲椅章在不同嚣宵中的

'飘量是，

叶片〉颐壳〉莘〉静~

在不罔"甜蜜育阶段咱这两种核章涂抹叶片，被植橡吸收进入内部的最布但大黯界.由

"11111四萄m.在小麦争'期进行埠衅，吸收踵高-fit";i'期涂 II/-的吸收量. Jt中日"S，的量

'量犬，伊德糊涂If-植辘，颗壳部分 "Sr禽最比撞节期涂叶的白 个fl.辆. ffn:-分离两个

'匾..川吧，不同时期禄If-试畏的站~与"Sr的邑势. .最.

2.1.2....
担水辅. .~.费11..抽嚣种植在施入莉…Sr (NO.) ，.川'CsChY-U:1l内《蝇入水平

为1)<IO---5XIO-·Ci/k，) ，锚'民襄啊，这些作物.i'f叫 111根部从 :f二嚷略'呗收"Sr和， nC.但

对两楠'的依巅能力提鹏报大.··c，比; J7如更易进入植鞠体.(Uti.鉴叶都Ikl干'驻中"岛的

售量. .!t Iki上精巾..s，的瞌人喧在同一个..缀，将院部嗣比of:'富蜒→个放量级.而"吧，在

莲峰喻的齿，匾，比土鹰低-个Ita缀，籽舰艇两个敷量绩，这种拮姆是由于追网"幢事民主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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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撞士攘眩伎吸齿的牢固自雯不同阜成的.

这两种核事II!阳都进P、 itH勤 t往日，二ii 费 $j. ~i il:茎叫·if， 籽位iE很少.以水德为饵.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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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s在春主地上部不同那位的主量.茎叶中3"88.8 句'~4.69b，将植部占5.4......11.2..

2.2 '·Sr. I 口Cs在士'中存在的IS毒草动事情况

在水韬衣呵也育时1m ， 将水稻士以序，并分别用菜油水和 O.05moIjL的破酸按i吝液浸提'

回英1&射性，得出水溶性，代提出J[3态e·Sr的孟盏，国(f土壤巾的为非代换性形态.结果列

于表1J.

生育期

襄13 I·Sr在*疆土中的事，在.鑫

!←一芒哩哩L二JiL÷F叫叫换拙…住
k pu川lu‘旷I ιi k p咀I.u矿/ t 晶 i k pulses/ I
(min-g) 百 I (min-g) I .,., i (min'~) I

Ii节" 1.35 14.88 5.17 56.8了 2.57 28.25

开花崩 0.91 11.98 4.10 53.81 2.61 34.21

威~M 1.37 21.11 3.71 57.10 1.42 21.78

数据表明 I e. Sr主要以It换性形态存在于土壤中，其主约占总放射性强度的54* 到

51"，其次是非民侠性形态，约占21.7 '16 ......34.2侈，水湿性后，奋只占11.98-21. 11 9&.水溶性

部分少，说明'a Sr在土壤中名易随灌Jj( vlt尖，大;部分Ul飞焕性形态存在，则易于被植物吸收.

水稻收获后，分别测毒不同层次土壤的放射性，结束表明s s'7C$999b集中伍。 ......5 的表

层， .a Sr78. 2%分布在O......Scm层， 14.3%存在于6...... lO cm层(详见;在14) .这说明I e·Sr和

土壤的结合力比 I J7Cs差，所以有较大的移动性.

土.层次

(em)

.14 "Sr. 131Cs在备'土.中的纱布

|一阶 | ?
C叭II: I: 畅 I Ci/h土 I ~

。- 5

8-10

11-15

18-20

2.96X 10-'

0.54X 10-'

0.226X 10-'

0.055X 10-'

78.2

14.3

6.0

1.&

5.59X 10-'

1.35X 10-1

1.44X 10-'

2.86 X10-'

99.0

0.24

0.26

0.51

2.3 撮~··Sr和 Il7CS量λ植"悻副措施

J布了研究减少 e·S r和 I PCs 由恨部 itt人值伪体的描 f息，分别将奋斗二.水韬，大 \1神植伍施人

150 jJCi/ i盐的 '0 Sr式 I J7Cs:J':J土盆 I与并拖入各 f4I 衣司旦台。 1巴，斗鸣也合饰，拖入哇~挚尔戴均

按土壤盐基 tt焕量的十分之-计算.试验结果如下.

水稻，施人 NP肥，能使水稿籽粒中 'a Sr ;(.J果枫草~~~:t j明白 i睛']，> 58.829昏， PK. K. NK
肥的施用，均对晴少稻谷中10Sr的累枫苟明显信用(详见表15 )

黄豆. NP胞对晴少黄豆豆英和籽位巾eo Srfr.J累枫放呆就俘，具减少监沙别为33.59"相

22.22侈，学费和氮肥对蜡少黄豆茎叶部的黑积量也有良好作咱(详见在16 )

春小茧，施入碗V7. 可使;在部··Sr的含量躏少 14.68%，籽位都减少 11.11 惕，在减

~I HC.吸收方面恢眼饵.硫酸F町、氯比例以及机尔版的描用均在现出明!品的旗果.具中尤

• JJ •



U硅酸""放，果撮好，能使主叶部分的极i改量黯少喝9.6996. 何性的踵少12.149‘-羹宫详见在

17.

'隆15 • .，.本回E饵Jlt*....··Sr殴....

1 籽彼
处 理

It pu[ses/ (mia'g) 消除率' k

对照 4.2:» 0.00 。 .11 。 .00

N 2.52 40.70 0.18 -5.18

P 4.41 -5.18 。.16 5.88

K 3.37 20.70 0.11 35.30

NK 2.44 42.59 0.13 组.53

PK 3.2[ 24.47 0.[0 41. 18

NP 2.30 45.88 0.07 58.12

NPK 3.43 19.23 0.14 11.65

革. 2.50 41. 18 0.14 11. 1!~

L.S.D 0.16 0.08

f主.1.数据有. .者为增加吸收

对照一处理
2.清除事=← -一~)(100*

对照

理处

囊18 .用不圃Be"对.!!中 "Sr飘醺筒'鹏瞒

茎 1 叶 ! 亘写 I fUJI

k(旦出口在磊!气Ei71百再 i tffi再再lE峦?l 仰'
一一

O.Oil气i 、
对照 5.22 0.00 S.93 4.51 0.0:> 0.45 0.00

N 4.23 [8.97 8.35 I 16.42 3.49 22.61 0.52 -15. &8

P 4.01 23.18 10.00 -0.10 4.41 2.22 0.70 -!l5.56

K 4.50 13.79 8.30 16.92 i 3.44 23.13 0.42 6.61

NK 4.38 16.01 10.10 -1.11 3.21 28.16 0.42 8.61

Fκ 3.40 34.81 :l .92 0.10 3.5S 20.62 0.53 -11.78

NP 3.92 24.90 10.2) -2.10 2.86 38.&9 0.35 22.22

NPκ ~.[8 0.77 8.91 10.&1 3.00 33.48 0.4.. 6.81

萃. 4.08 22.22 宁 .61 23.82 3.11 31.04 0.44 2.22

L:.,D 0.70 1.81 。 .83 0.12

S. 必须重视放射性污染物对农业危害的研究

自从 1945年到 lli75 年的 30年间，全世界共进行了 801 次核出验，尴成了全球性沉降，至今

还影响着人们.…则由于核试验大部在北半球，进行，再则由于气象的原因，这些放射性物质

'. 112·



.17 ':I萨胃....φ禽..‘"Cs...

mff符茎
噩处

视除事.μCi徊于物捕隙..μCi/C 于物

0.00。 .2010.000.797黯醺

85.870.06928.98。 .582k.SO.

K.CO.

KCI

72.140.05649.69。 .401

64.180.07'143.16。 .453

-48.28。 .291-29.111.029NH.H.PO.

N.CI -3.91。 .209-5.14。.138

65.670.06945.040.438事末..

。 "036

大部沉降在北半球IZ1，研究表明E 地球表面"SrD大沉降量发生在196£年末期，在1967年初所

记录的13MCi. 其中北半球就占了829&.四3是 1965年 ......196i年测量的由土壤收集的沉降"Sr

的平均纬度分布，表明，全球瓦降最重的是在北纬30°......60°之间'21. 沉降于地面的这些放射

性核章，首先污染土壤.农作物，水源，然后由这-途径进入人体，造成对人类的危害，由

英国哈威尔原子能研究所和LetcoL1be实验室所傲的观察表明g 不同年度巾的USr含量和大气

沉降量完全…致(见图。-

O.OftL·S·D

"
-
5
3
u
s
e
M
B
g
蜡

a"aua",.,,,,.

211

- , 步气方，现沉" § 

341川、\EE

i| ， JY 叭 10
311 《二字 \\s

30

rtII:J/bI"

。

因4 晗威尔原子能研究所和 Letcombe

实验室观察的沉降量和牛奶中 'DSr含量关系

196411&2)960。)958
)0 30 50 10 e。

..,
曲11I85-1967年分析的收集土耀中

沉降"Sr的平均纬度分布

圈3

另又据日本人忌饮食中 'OSr和 Il7CS的含量的总平均年度变肥，也与大气沉降捆→致，另

对日本人进入人体的 .0 Sr和 I lICS的采掘调肃表明， I J7Cs40qb是由谷物进入人体..oSr3Sf，是

由叶某突进入人体，其官部分也都是由蛋类.肉类等农产品进入人体，可见核爆炸造成的污

蝠，直接危害着人类的安全I ，， 21.

今天随着极能的广泛利用，核工业的发展，必然将!!1有更多的放射性物质进入环境，官

们要污纯空气、水源、土壤，作物，最日危害人类本身.所以一;主要认真重现放射性污蜡物

对农业危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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