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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放射化学学科体系的探讨

强亦忠

(苏州医学院〉

摘要

环境放射化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对其学科体系进行探讨

十分必要。本文简述了这门新学科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的历史z对环境

放射化学的定义作了论述，并按不同方法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作

了分类和阐述 B提出了环境放射化学研究的五个特点，并对该学科当

前需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STUDY ON THE SUBJECf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RADIOCHEMISTRY

(1,. Chinese)

Qiang Yizhong

(SUZHOU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radiochemistry is a new frontier discipline.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system of this subject.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its develop
ment background and history are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The definition of the en

vironmental radiochemistry has been studied. Main contents containing in the sub
ject have been classified and reviewed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modalities. Five

major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al radiochemistry are suggested. lssu臼 to be con

sidered recently in the environmental radi臼hemistry are al四 disc随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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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门新学科体系的建立对新学抖的发展具有+分重要的作用. '-:丁推动环囔it射化学

的健康发展.育必要对这门学抖的学科体系，包笛它的定义、特点、研究内容等进行广泛、深

入的研讨.笔者自 1983 年提出建立'环撞放射化学..育学科以来EB1，对该学科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认真的思考[Z-5句，现提出来与大家讨论.

1 环境放射化学的产生

实际上，在地球形成之时，放射性就已存在于地球上了，只是由于它看不见摸不着，因而

人们对它的认识要比其它自然科学晓得多. 1895 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对大气电离离子

的研究恐怕是人们对环搜披射性的量早探索[飞 1901 年德国科学家 1. Elst町和 H. Geit自发

现山洞中的空气电导性强，经研究确认是因为存在氨及其放射性子体核素的缘故17:. 但是，

受测量手段的限制.环堤放射性的研究进展缓慢.

从 40 年代末开始，由于核武器试验的进行和核工业的发展，人们对环境放射性污囊日

益重视. 50 年代，闪烁计鼓嚣的出现使环Jl放射性的测量跨进了一大步I飞这 10 年间对环

境放射性的研究主要是以美、苏等国在大气圈内进行核武器试验所造成的环境污'民为中心，

对环楼天然辐射本底和由核武器试验造成的放射性污珠进行了大量调查，建立了一系列环

境放射性监测方法I飞这就促进了环榄放射性分析化学的发展.进入 60 年代，放射性落下灰

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核工业迅速发展，排入环境中的放射性废物、废液和废气也逐年

精加份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进一步加强了对环境放射性污束的监控，晶体闪烁谱仪

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广泛应用的II~ ，从而大大推动了环境放射性污殊化学的发展.实践表

明.只停留在对环堤放射性的监测和放射性"三废"的治理上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探

索环境放射性污染的发生及英化学作用机制，掌握宿'怪物在环槐中的化学行为和变化规律，

才能有效地控制租消除放射性对环境的污菇，被轻和防止其对生态，特别是对人类的危

害I飞到 70 年代，随着核电事业的发展，高放废物最终处置的安全性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迫

使科学家们从放射性物质及环境介质的物理化学特征出发，去探续放射性核索与环堤介质

的相互作用及其迁移规律和最终归宿[I.' 环境放射化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

2 环境放射化学的定义和内容的界定

2.1 环搜放射化挚的定义

环咙放射化学是一门刚刚兴起的新学科，全面、系统、完整地论述环境放射化学的著述

还f良知见.因此，现在要准确地匍遥环境披射化学的定义和研究范畴是比较困难的.笔者认

为，环槐政肘化学是专门研究放射性物质在环境中所发生的化学变化及其烧律为其主要内

容的一门新学科，宫是由放射化学与环绕化学相互交织、穆遁、融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1. 1 环撞撞Mit挚的内容

从上述定义出发.环撞撞射化学的内窑可按卸下三神方式进行分类.

2.2. 1 ~安放射性物质在环搜中所涉及到的化学问题的不同类蜀，环撞放It化学的内容大致

可分为"-212

(J)环搜放射性污.化学，官包括水、土罐、密层、大气的污.化学.莫主要内容是研究

放射性物质在环撞中的化学变化、迁移规...终归宿及对生态的影响.

(2) 环搜放射性分析化学，即研究环撞撞It铺质的分析撞测方法学.

(3) 环搜放射性去污化学，即研究放射性物质-旦进入环撞，如何用物理化学方法消除

污巢，最大限度地减少奠对生态相人类的危害.

(4)环搜放射性应用化学，官包括应用环搜中存在的撞It性来最衍科学研究或达到实

用目的.细环搜放射性测量在探矿、地震预测、地球化学，宇宙化学中的应用，放射性核素测

'串法在环搜科学地质学中的应用等 p利用放射性示踪法研究非放射性湾E怪物在水、土檀、岩

层.大气中的运动规律等.

至于政射性"三废"的处理和处置，非披环搜f亏巢"的放射化学分析技术{如中子活化

法、X 射线荧光法、放射性同位#.辘辘法等).即环搜披射化学分析，虽然宫fl1研究的对象并

非进入环瘦的或环搜中存在的放射性，但从广义上讲，也可归属于环搜放射化学的研究范

畴.

2.2.2 i量政射性物质所处环搜介质的不同种类，环搜放射化学的内容可分为z

m环搜放射性大气化学，

(2)环搜披射性水体化学，

(3)环搜披射性土檀化学z

(4)环搜披射性者层化学，

此分类方法更突出地体现了环搜政射化学内容的精髓及特点，因此分别作一简介，以便

让大家了解环堤放射化学的概貌.

2.2.2.1 环堤放射性大气化学

政射性物质在大气中主要发生的是物理和化学过程，前者主要有披射性物质的滞留和

扩触，放射性气溶胶、飘尘的沉降和再悬浮，放射性物质的If雨清除和降雨清洗e化学过程主

要有氧化、光化学和同位素交换等反应，气槽胶的形成及吸附现象，云雾、雨滴对放射性物质

的吸收等.

大气中的政射性物质在迁移、扩散过程中会因自身的或大气中其它物质的化学活性而

发生多种反应，其中与0，和 CO，.容易发生反应.核爆炸生成的多种政射性核素就经历了

由氧化生成氧化物，再自氧化物到碳磁盐的化学变化过程ru.; 有的放射性核萦细..在自身

披射性衰变的激发下，也可与O. 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氟水IHj. 此外，大气中发生的化学过程

与太阳辐射引起的大气光化学反应有密切关系.例如，氟与在太阳光作用下生成的OH 自由

基反应，生成氟水[Ul.大气中的放射性碳也有类似反应tH1.氟和放射性碳还可在大气中发生

同位素交换反应.

政射性气溶脏的形成是放射性被素在大气中的重要化学行为，它可有以下三种情况e



①核武器爆炸时生成s ②撞设施直接捧入大气的气攘III ③大气氯经衰变生J4放勤俭子

体 P口.Bi.阳等的政剧性核意.撞大气中的气黯胶捕集面形成it射性气溶黯.这些政勤俭气

黯瞠幢大气气流而迁移，通过雨雪覆摩、降水等过程，进入水摘，降到地面s地面上的放射性

物质又可通过水的黛发，民的扬起等作用面重量而进入大气，形成放It性气黯段.

2.2.2.2 环撞放射性水体化学

放射性物质在水体中会发生宿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面引起迁移.物理过程主要有水力

学运动过程{如回水体的流动，通过撞撞和对流引起的混合‘扩融和癫'等沁园体物厦的运

动过理{细沉权和再悬浮等).化学运理主要有槽"物质的化学反应〈如醺碱中和‘水解、沉淀

和段体的生戚、氧化还原、化合和编合等)，固体..质的藩篱，囔酣〈细离子交集囔酣、'电囔

附、分子吸酣等).生物过瞿主要有吸收、吸附、代甜、转化，死亡后'质的分解初'撞，圄活动

物种迁移等I肌，η;

放射性物质在水体中的行为及向生锦的转移与莫化学形z毫E有很大关系【阮H叫.放射性物质

在水体中的存在形态因真来源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由核爆炸'披到环堤中的Pu 多为难攘

的氧化物rUl，.而由筷工厂陵水挥政的h 多为离子型[II].水体不同，a射性物质的存在状态

也不同，有精存状毒、黯体状态和徽植状态II町，它们还会因水体中发生水解.氧化还原、结

合，吸附等过程而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迁移的变化.

由于环堤水中舍萄多种氧化性和还原性"质，使奠中的放射性物质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从而改变它们在水体中的存在状态和迁移行为(IO.lt.1飞水体中的氧化还原反应主要取决于

水中的氧化还原电势Eh 和 pH值，而凹，又主要取决于含氧量.当水中含有足够量的氧时，

可使某些低价核素氧化为高价，奠中有的迁移性细细，如Tc【 W) ，Pu( 回}等，有的因生成难

活化合物，迁移性下降，如Fe【. ),Mn( N)等.当水体中游离氧减少，有机物质增加时，Eh

会降低，甚至造成还原环撞，会使某些高价核素变为低价.有机物质和徽生物对水体的氧化

还原反应起着重要作用(II-In. 水体中生物的代甜严物及残骸会披徽生物降解，形成CII. ，

矶.CO..NH，等产物，官们在缺氧条件下可与旦汗，NOj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还原性

很强的H，S.使放射性核寰的状态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迁移行为.水体的Eh 值还与水深、

水温等因素有关.

环填水中含有多种有机和无机配位体，且因水体不同，所含配位体的种类和含量也不

同，从而影响放射性核素的结合行为及其迁移.通常河水中矗主要的无饥配位体是HCOα"

有机络合剂是腐植酸III湾-水中的主要无饥配位体是C口I" ，有机络合剂苟瞒植醺.氯基圈艘童和短基

醺等.

水体中还存在一定量的悬浮徽程及肢桩，官们属有发达的表面，常常还会有离子交换基

因或带有电荷，可吸附水体中的放射性核素.这种吸附作用与做脏的种类、组成、程度、表面

带电状况及水体的性质有关.许多核萦如··Co，"Zn 和'''Ag 等在最浮物上的吸附在-定范

围内随pH 的升高而升高.由于海水的pH值通常比河水高，因此这些核素在海水中]!易披

慧浮物吸附.但这里还必须考虑竞争吸附和同位素稀，效应.披悬浮物和脏体吸附的放射

性核素将随水漂流，大部分会慢慢沉降而富秧在水底沉积物中，披水生生物摄取的最隽也会

变成有机感浮物和生物残骸，慢慢沉降水底.因此，放射性核素在水体中的吸酣与沉降作用

是水体自净的主要途经，悬if.物含量越高及对吸附能力越强的核素，这种自净作用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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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入海口及近海水体中存在大量悬浮If.能有效地囔酣各种核素，特别是铜系和精土裂变

核囊，形成阻隔这些核京进入运湾的屏障阳-n:. 但对霉些榕篱笆大的离子细Cs~，TcO.-等，

由于不易吸酣~容易厦酣，宫的在水体中的迁移距离要比易囔酣的蕾囊大得多.

2.2.2.3 环搜放射性土穰化学

土寝主要由矿物质、有机厦、水和空气组成.是一个田、液、气三橱物质共存的体系.它具

奋各种类型的多相界画布大小不同的孔隙，孔隙中水可以流动，空气可与外界大气不断交

换.此外，土檀中的次生矿钳制腐值醺分散成..体瓢毡，具有发达的表面和带有电荷e土罐中

生嵌着各种生物，待剧是各神徽生."参与土理有饥质的合成和分解.因此，土檀中会发生各

种各样的物理、化学鞠生tJ的变化过鲁.就簸«迁移面盲，主要的精J.I过程有降水径流冲刷、

渗透、机梳"过、扩融‘再悬浮和人类活动t细'种}引起的迁移等s主要化学过程有吸酣、解

吸、搜出、溶解、水'事、沉淀‘化合、结合、氧化和还原等z主要生物过理有吸收、代磁、转化、死

亡后的分.和帮波等.

土囔是个肢体体系.其中帖土矿物形成的无机肢体含硅酸恨和铝醺根等负离子.腐值酸

形成的有机胶体含苟腐檀酸根等负离子.土檀中的高龄土，蒙脱土等组分又是离子交换剂，

因此土囔可进行多种吸附，它成为a;响核素迁移最重要的物理化学过理.彭响土穰吸耐的因

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二z

①1t射性核素的性质.核索性质不同，在圭耀中的吸附行为也不同，核素带电荷数的多

少以及水化离子半径的大小决定了肢体的电吸引力和离子交换能力.核素存在状态不同，土

填对其吸附作用也不同.通常，榕解状态的阳离子易被土填吸盼，电荷舷越高越易被吸附.越

不易在土穰中迁移g难槽状态的氧化物或沉淀则不易被土檀吸附.可随水现在土糟缝隙中迁

移fJt •

②土穰性质.土攘种类不同，其组分也不同，必然引起吸附性能的差异.通常，粘土的吸

耐能力要比砂土大，含有机质多的精土吸附能力更大，因为帖土矿物和有机腐植酸中分别含

有易交换的 K~和 H\ 土填霸粒越细，比表面越大，其吸附能力也越强.但必须注意圭嚷中

特别细小的徽位的强吸附性和随水流动而造成放射性核素的迁移.

pH 值对土填肢体的生成、放射性核素的水解和离子交换反应均有影响，因而必然会影

响土穰对放射性物质的吸附[臼].影响土填 pH 值的因素十分复窑，以帖位为主的土堪，其表

面上的正离子的种类对土嚷 pH 值影响很大，若为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离子时.可因金属离子

解离而使 pH增大I曰，当土耀表面 H'"解离时，又会使 pH 下降，并使表面带负电而具有吸附

阳离子的能力.土糊的 pH 值还与 CO. 含量有关，通常土穰 pH 值在 4-10 之间，此时太多鼓

核素 t如铜系和稀土核萦〉均易水解，从而影响它们檀土罐吸附，此外，土模的 pH 值还会影

响到微生物、细菌的活动和腐殖酸的化学反应，从而间接影响土项对被素的吸附.

土%1还是个结合·蜜合物体系，其中含有许多天然的无机和有机配体，前者主要有

HCO, - , 00,'-- ，吭.- .H.PO，和 HPO" 等，后者主要是胡敏酸、富里酸以及由徽生物分解

和合成的产物和分泌物(如各种破水化合物、有机iJt类化合物、酶，J旨肪画量和氨基醺等)，官们

可与金属离子形成多种结合物或蜜合物，从而影响它们被土罐的吸附行为和迁移性.

土领也是-个氧化还原体系，其中氧化剂主要是氧气.其次是徽量的高价金属离子及

NO，-，还原剂主要是有机质，它们含量不同，某氧化还原状态不同，必然会引起稼«状态的

6



变化和迁移行为的改变，徽生物对土榻的还原反应还会起催化作用[II.凹.此外，土檀中天然

蠢体和水的含量也部会.响披射性核素的化学衍为.

2.2.2.4 环搜放射性岩层化学

这是一个因筐废物岩层处置面引人关注的环撞披射化学Ii领埠，它与士..化学有许多

相似之处，实际上岩石袭画风化之后就成为土瘦，但它们也有语多不同，这是由于核废物岩

层处置所选择的岩石介.及地下水的性状fII环撞条件与土寝有很大区副.

政财性"质在着层中可发生以下过霍z菌地下水的对tl输送，水动力学雾散〈包括自徽

理流遮不均匀造成的'"辙.敏和国浓度平均匀引起的分子.融)..财性'质在固、液相中

的贮存及其在相界丽的囔酣〈包括表面囔酣、离子交换、佳字..酣〉租各种类型的化李作用过

程〈如离怨、沉捷、..反应、氧化还原、戴耐性衰变作用和酶'作用司F>.引起巅It性核囊迁

移行为的变化In-H1. 冥中，最重要的彭响因素有三z

①岩石介质，它包括岩石的种类、组成、结晶佳状、乱隙将性{为乱隙里鹏、乱隙间的连通

性、乱隙大小和形状、孔隙的表面性质、孔隙中的祝坝'相λ压缅性等.其中，孔融的待性对地

下水在岩层中的流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对篝擎的迁移有很大影响.

②地下水，它包括地下水的密度.温度、压力、压缩性、枯滞性、班速等物理待性以及地

下水的组成，pH 值、Eh 值等化学特性.其中，温速对穰寰的迁移~响很大.当地下水覆盖较

大时，对流起主导作用，它对核素的运移也起，决定性的作用，此时~融作用可以忽略事当班

速较小时，弥散对核素运移的影响就会显示出来.地下水流速又是岩层孔隙，造系数、乱隙

率和地下水头的综合反映.当水头不变时，如果裂隙少..透系a/J、，越下水流速也小，则核

素运移缓慢，相反亦然.由此可知.裂隙发育情况直撞影响模寰的迁移.地下水中含有的组

分决定了地下水的化学性质，从而影响着溶麟、沉淀、醺碱作用、离子交换和其它吸附作用、

氧化还原、结合、降解等化学过程，避而引起核素迁移的变化.

@放射性核絮，官包括核寰的种类、状态、浓度等，这对核素迁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放射性被素在岩层中的迁移往往速度很缓慢，官们在迁移中不断衰变消亡，因此核素自

身的衰变特性也会反映到迁移的表现特征上来.此外，核废物中镀寰的搜出特性本身不属于

环境放射性岩层化学的范畴，但它却是研究费层核素迁移的一个重要参戴.因此.有人也把

对浸出性的研究，包括废物的组成、结构、形态、包装材料、处置方式和温度、压力条件等项内

容作为环境故射性岩层化学的研究内容.

2.2.3 按故射性物质种类的不同，环搜放射化学的内容还可分为[1.11j I

①环搜钢系元素化学，

②环搜裂片元素化学s

@环境感生放射性核素化学，

④J环槐天然放射性核素化学.

3 环境放射化学的特点

环境放射化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普通放射化学研究对象所处条件的变更或研究范围的简

单扩大利延伸，因而它具有与普通放射化学不同的待点.

7



(J)环撞撞tt化学研究的对集体系大，官可以是一个水幢〈湾、翻毒海荐的一个区幢}的

生态系统.还可以是包拯大气、土'、岩层、水檀等一个综合空间的生毫系统.对于全球性的

污擎霍{匍核武蕃试'量).真研究对'且可以是全球性的生态系统.这是蕾通戴射化学宴'量室规

慎的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2) 环搜放射化学研究的眩It笆If质撞度筐.比通常it射化学和环搜化学研究的If质

浓度还要怪.这给环撞撞射化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a丽的问画和困难.以环擅自E射性的分析为

例.由于浓度低.因以其监测项目、采挥点、最样方法.分析徨序、测量手段徊It:锺处理等坞不

同于一艘放射性物质的分析.

( 3) 环搜披射化学研究的lta.危害严重.许多化学精E怪物质，待到是布幌化学污.If

质.真组成原子通常是无霉的，因此可通过化学处理方法使真变成无毒物质，细苯(C， H，)是

由无毒的磺和氢原手构成的，宫可通过氧化生1Jt CO，和 H，O 实现无害化...射性污'怪物质

则不然.它无论怎样变.x..射性镀素的辐射危害依然存在.因此.长寿命敬tt性核蠢的环檀

污~是一个+分严重的问题.奠危害*达几+年、几个世纪.甚至更*.此外.许多撞tt性核

素的橱tt危害要比化学毒性大得多[IZ· 例如.铅在空气中的容许浓度为 0.7 昭1m'.而"'Pb

的导出空气浓度为 3.7 Bq/m'.即 1. 32X 10 与g'''Pb/m'.两者相差 s. 3X 10' 倍.

④环罐罐射化学研究的~响因素复争.一种歧'才怪物质一旦进入环搜.奠化学行为除

了取决于它本身的鞠理化学状态和性质外.还取决于环堤.环堤的t;响因素是饭奠复杂的，

这就使环费中披射性镀囊的化学状态和行为与一.披躺化学研究中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

E环檀体系大，可参与化学反应的物质多，官们相互之间的反应错综复杂，反应条件相反应

物.生成物又处于不断变化、运动之中.难以把握.因此目前还难以清跚地加以描述.

⑤环撞政射化学综合性强，涉及的学科领城广.它不仅与披射化学、环堤化学、土噢化

学、大气化学.海洋化学、地球化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学科直接相关，而且还涉及到生物

学、气象学、水文学、地质李、地理学、放It卫生学等有关知识.因此，环撞撞射化学是一门综

合性很强的边缘何学.

4 环境放射化学当前需研究的若干问题

(I)广泛、深入地开展对环咙政射性污'融化学的研究.英重点是研究铀矿山，铀水泊、反

应堆.后处理及核电站等核工业引起的环撞撞射性污贱的化学问题及奠防治方法，特别是核

工业排肢的人工披射性核蒙在大气.水、土填中的化学状态和行为、迁移规律.量费归宿以及

对生态的影响.研究应从宏观的污黛理象发展到徽观的污是机制.从单元、单介质体系发展

到多元、多介质体系.从单-效应发展jlJ复合放应.从..毫发展jlJ动态.从定性镶式发展到定

量镶式.

自 8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披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尤莫是高放废

物的永久处置技术的开发以及有关政策的确立，已成为发展核工业特别是核电的关键.宫不

仅是一个技术难题，而且是一个复帘的社会问题，因而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fH1. 目前，已

提出的披射性废物永久处置的方案很多.英中尤其是岩居处置受到人们的青睐r.飞这属必

须大力研究废物困化体的漫血性，漫出镀素在着层中的迁移，岩居处置天然与人工痹'的可



S性等一系列与环堤披财化学'切相关的间..

(2)大力开展对技工量以外的慕些眩Itf生污'隆疆的环JJ污II!化学问.的研究.例如，罐

罐的tt耐性污'是伺厦，利用工业班撞徽.钳引起的.射性污'隆间鹰，节能建筑、地下建筑的

政射性污班问题，施用爵E对土砸、作御的攘If性稽'民间踵'画.

。}环搜撞If化学研究方法的建立.为了研究环费中慧If笆'质的运动鲤律，仅'天fa

状态下的调查是不够的，但如何在实毒室条件下'真瓢大自然中发生的过理，建立环撞篝型s

如何突出主要因章、简化体系，又要保持环填复tit因章交豆彤响的真实性s饵何将集力学因

素与动力学因素综合起来.霞考虑环堤眩It性的.雄性，又考虑实疆研究的可能性等.

«()努力提高环擅自llf性监测水平阳.»J. 要造一步修订和完善环擅自配If性监测的标准

方法，研究更准确、稳定、灵..自动的低水平慧If性测量仪器，要大力强it.lt.质量保证机

构和指撞.加强这方面技术队伍的建设，深入开展环咙悻晶.悸、保存、预处理方法的研究.

以及政耐性标灌输质的嗣备、发歧和分析方法的比对工作s捆强测量仅霉的到度初枝'量工

作.普遍提离分析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s要从对政射性污盛核擎的简单分析逐步发展到对

tt射性核章的化学状态{包括价毒、结合套、结构态}以及精神形态的分析，要逐步向分析方

法的先进化、分析操作的连续化、自动化和披露处理的计算机化及分析仪器的微型化方向发

展z要尽快建立环擅自量射性本底调查和分析监测的It据库，细强环撞撞财笆It蟹的稠学管

理，充分发挥监测鼓攘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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