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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核电站运行前周围环境

的 y放射性的周期监测

苏璋 宋海青

(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北京)

摘要

核电站投产运行前的周围环境的本底调查资科是提供运行前

均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报告了该调查约两轮调

查中的第二轮中关于大气飘尘和雨水部分约采样、样品制备、 y 放

射性核素洲量的设备和分析方法、以及调查结果的分析讨论，与第

一轮调查结果相比，除了调查选点等方面的扩充改进外，更由于采

唱了反符合屏蔽/康普顿抑制低本底 y 谱仪与"单品 "y 谱仪联合:则

量系纯而获得更完满的数据资料，从而为开展更深入的环境科学研

究提供了更系统的资件依据。



A ROUND PERIODlZA1l0N MONITORING OF GAMMA

RAYS IN TIlE ENVIRONMENT AROUND

DAYA BAY NUCLEAR POWER PLANT

(In CIri:nt!Se)

Su Qiong Song I恒iqir毡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HYGIENE ,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Il, BEIJING)

ABSTRACf

The material of environmental backgrωnd radiations around a NPP (nuel<国r

power plant) to be ∞nstrueted is an important 阳rt in the environment effect eval咀

tion report before the operation of a NPP. The sampling and pre阳ration of samples

of air dust and rain wat町， measuring equiprnents and analytical method of 胆mma ra

dionuclid囚， and di贸ussion for ob国ined results in the 始α>rid round investigation of

two investigati∞s are pr四nted. C佣1归ring with the first round investi回tion ， the

sampling pIalω::> are ex阳nded and improved , c..';萨记iaJJy ， a cαnplete and satisfactory

data are obtained due to use of the ∞mbination of anti-coincidence shield/anti-Comp

ton I-ll唱e ultra-low y spectrαncter and common HPGe spectrometcr. These provides

more systcmatic matcrial to the cnvironmental 优icncc res日比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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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接能作为一种新兴能源.几十年来.接电站不仅在工业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而且

' 近些年来在第三世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可见.发展核电事业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广东

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引进国外枝术与香港合资兴建的功率为 2X90 万千瓦压水准型核电

站.为了获得核电站运行前周围环境中放射性惕质的本底水平反英变化规律的资料.以节

给评价电叫运行后对周围环堤影响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为了解放射性核蒙在环坡中的

扩散转格纽律，确定环境对放'才性物质的容纳量，以便为进行环境评价和制定常规监测方

案捷供依据等重要目的.我们参与了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运行前一年周围环境中大气飘尘

及雨水中的 y披射性核素本庭调查的周期监测.该调查是根据国家环保部的有关条例规

定应该进行的两次调查的第二轮调查.因此可借鉴第一轮调查[I]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做出

改造与补充.本调查特别聘请国家汁量科学研究院作为强立质保单位.本文着重介绍本

调查的悻品采集与制备.Y 谱测量系统.调查结果及英分析.

l 样品采集与制备

恨据本调查的佯品采集点的方案设计.大气飘尘和雨水采佯均选在鹏城、大田、惠东

三个共同的采样站.英中鹏城也是第一轮本底调查的采样站.官位于恢屯站西方约 4 km o

~然.鹏城站可以用于两轮调查的对照点.从而可以获得一些年变化的信息e

大气割尘采佯是用 HB-6A 型大气飘尘采佯器配以国产一号滤膜进行的.该采悻器采

怦头口径为 170 mm y. 200 mm.最大im.量为 107 m'/h.而且具有自动记录相显 iI，瞬时流量

和积累流量的功能。该装备经过计量部门技准.从而保证空气 in量的准确可靠 e

来惮头

圈 1 大气鼠尘采梓装贸示意图

国 I 是大气飘尘采梓装置简图，在三个采样点各安装两台采佯器.每月间 !p采佯 J

次.连续采集数天，每个样品累计空气流量达 10000 m3 后停机，取出滤瞧烘千至衡垂称蓝

蓝 IL).:r .将滤膜放入德膜保护袋中以便发 i差不同测量I贸日的实验室@其中--_....个滤膜佯 1111 月i

作 γ 他i普ifl~赞 z 另外.__.个锻对角线分害 IJ法分别m子90Sr .,t!. a 利，也 H 放射性规IJ量。在当地条

件 f.(E人-气刷~Hm:对滤艘过扭扭效率的膨响自1以忽略的假定 F.采用在1司 4台采样~!U:



同时安放二层撑腰的u.滤瘾技求，分别用iI!旗飘尘重量分布法相 y 能遭测量iJ!膜飘尘宇

宙成因"6t射性枝案?隘的活度分布法测量了大气飘尘的采悻效率.二者符合得很吁.均在

91%左右.用于 y能谱捕量的撞麟悻品认真折叠后被压入内在 40 mrn.高]8 llTol.壁厚 I

m 的无色透明的塑料盘中.用填塞固定厚度的低本底低密度介质的方法{如定量iJ!纸}

保证装悸厚度约为 5mm.从而使得连同样品几何因素在内的测量最率的总不确定度小于

玉%(]u).

国 2 为雨水苯集装置简固.雨水接收器是一个 ~Ocm 的塑料帽斗.盛接雨水的寄器

为 30 L 容量的聚{氯}乙烯罐，在上述三个来悻点分别安装南水来佯嚣.由专人看管.平时

元降水时用布盖严漏斗口.以免于沉降落下灰等的市裹a 每收集整一个月的雨水.攫均后

酒量样品总体权和真同值(20吃条件下技正>.雨水佯品总量受气候因素彭响显著，因此

绳定它们的发送优先等级依次为总 E 和总 ~(O. 5 L). 'H(2. 5 L) 、 y 能谱(20 L).MSc (20

L). 用于 y能谱分析的雨水佯品在70"C 下蒸发tt.缩至30 IT埠，后.装入外径..0 mm.高 80

mm的容量为60 g 的具有双重盖密封性好的聚乙烯塑料小瓶中.为了"'Ra与川阳的放射

愕平衡.悖品至少封存15 天以上方可进行测量.

图 2 雨水果梓装?i:示意图

2 y 能i普测量系统与样品测量

大气飘尘佯品及雨水样品均是用一台反符合屏蔽/靡普顿抑制低本底 y 谱仪与"单

品 fry 谱仪联合测量系统完成的。].图 3 是它的电子学框图，该测量系统的主探测器是

H陌e 探测器.M'·Co 的 1332.5 keY 的 γ 射线的相对探测效率为 25%.能量分辨率

(FWHM)约为]. R keY. jfl!iJ量系统在'并型反符合屏敲运行状态;-F.H阳e 主探测器对137(:且

l.i.源有高达!lOO: I 的峰康比;fR分廉普顿散射抑制系数为5. 趴在 100-2000 keY 能区

1'-1.帜分本底约为9cpm.与龙反符合屏蔽时相比.压缩因于~-j.J 6. 趴在 50-200f) keY 能阮.

帜分本底约为12 cpm. 由反符合屏敲yi普{义的主挥测器回路主放大器(Amp.3)的另一输

血端引出能i曹借号迭另外一台多道分析器(MCA2).UP构成通常的"单晶"y 谱仪.此种士

作方式下的相应能区内的积分本届分别为-58cpm和-82cpm.应该强调的是.由于实际

样品中既叮能含有适合反符合y 谱仪测量的发射非级联y 射线的核素.也可能含有j量合



~ 1'.品-"I 谱仪;明债的发财缀联 y 射线的核素.所以采用这里的联合测量方式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鄂半功倍的.

利用由标准物质制备的刻度谭和计量斜学研究院专门制备的刻度谭直打蕾仅系统进行

了精细的效率刻度.真间lt由出Eu等温合源求得的捺测效率用实验方法做了符合相加玫

1主修正.从而使得不易方便得到的TBe、 '"'Ru 等镀素的效率刻度有校小的系统误差.除用

于特殊目的?别悸晶的测量时间较长外.大多戴悻品的测量时间一般为 za.这利于消除

或减小.""Rn昼夜变化带来的本底波动，对于弱悸品盲目量是很有意义的.在活度计算的数

据处理中.对于小于探测限的核章.以小于挥测限的形式在结果中给出.

i 国十三~~mp.lH nCAK呈旦司E

i曰:王咽『:世丰
iFJ恒j面JEF
E于一」 |

也因
图3 反符合屠敲/1袭警领抑制低本底 y 谱仪与"单

品"y谱f服合测量恶统的电子学恒圈

...及:表示吻质房敲层

3 质量保证措施

为了使得调查结果对国家计量标准具有可靠的溯摞性，除了在本实验室之前的相关

丁-作环节采取质量保证措施外.在 yj蕾的湖量分析中还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质量保证措

施e

(1) 实验室内部措施

3. 仔细做好系绕娃率刻度，用两种不同方浩进行校验.且彼此在误差范围内符合z

b. 定期测量系统本底.~1监视可能发生的·污梅和效率失常z

C. 佯品词H量实行复检率20%的!l测制度。

(2) 实验室外面睛施

a 测试质最保iiEi担忧的考核(比对)样品;

岳



b 质量保证单位对部分悖品进行抽查剥试s

c 质量保证琅位不定期视察指导实验室工作.

执行以上措施的结果表明z重测佯品结果全部合格s卒庭稳定，抽查夏验的口'es iI':J挥

洒效率偏差小于士2%;考核佯品且抽查样品的分街结果合格.质量保证单位对本实验室

的工作表示满意.

4 结果与讨论

大气飘尘本底调查在三个采佯点分别按月采够 121、悻品.而雨水样品受各月降雨量

以及悸品分配优先等级(依次为z且~U 相总 β测量→·>H 测量→y谱分析__lOSt分析〉的影

响.则从各革悖点所得的悖品数不等.并由于有的月份无阵雨.故均未采够 12 个悴品.丧

1&表2 分别列出了兰?采悸点的大气飘尘和雨水的 y 能带分析的结果.四缸-----e表示了

大气飘尘中川助和'Be的含量水平在一年中的变化.回5a-c表示了雨水中主"阳lfI'Be的

含量水平在一年中的变化，英中小子探测限的测点未在田中给出.

寝 E 大气凰尘申 v撞射性穰霉含量水平 (XE-.盹/时〉

霞待证能量 月平均含量水平
含量题刚

(keV) 鹏撞 '京 大帽鹏峨·

O"Pb

:llll)

:""("c

;:eR.~

2'Sb

'Ilc

gJRu

13 4(",11

10l1Ru

:0‘Rh

~6. 5 1.33-::.6 ~. ·1:':1. 6 10. 1±5. 3 7.li-·1.8

9:.6 4号~O. 3·1

133.5 ..::-::tr.055 <0.77

3二1. 9 <:0.011…

127. 臼 <0. 0$9 <O.~l

.j77.6 ·1. 07-37. I 17. 1±9. 3 16.:士 7. 8 I~. 1±8. 6 12.·1士 12. I

197.1 '吃'0.010 〈且 13

60·1.7 <:0.017 <0.13

622.2 <0.18 <1.0·1

J10i

~'Mn

661.6 <:0. Oll …
83·1.8 芒。.011

<:0.15

<:0.13

:~叮'h 911.2 <:0. Il'J5

~ZilAc

相('0

"K

样品敬

1332. 5 <:0. 028

B60.8 <:0.36…
12 12 12

<0.15

々~2. 8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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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拦为 t一年的监测调查结果易

til • :因卒晦高而不能测量，

…，1(*干榨品的含量大于挪测限.M!:芭缸出现在'酝来娟的悍品;

'使年来列人监唰I宵曰，



寝 2 离本中 v撞射性辙蕾含量*平(".勺

月平均吉盐水平

事东 大圈 "攘·

<51.5

〈药.8....
<9.3
<9- 3

<14. 9

揭2士 190262士267

鹏 ..

2锦士132

含量范回

<83-5回…

<33
<6.4
<3. 2··'
<5. 3

<:1.6-708

<0.88

<1.6
<15

将证It量

(bVl

46.5
92.6

133.5
351.9

427.9

477. 6
497.1

604.7

622.2

筷熏

<10- 2
〈且8

<0- 97…

<0- 83
<:1.4

661.6

834.8

91l.2

<9.6
<112

<2.2
<27'·'

1332.5

1460.8

'''Pb
,.u
..句Coo

"'Rio
:丐;l)

'8旨

'咀Ru

:HQ.

""Ru
(':lIRh l

":n
$C","

'r'Jb

("'A川

·吃b

"K
悻~:，It 77

• :该芒为上一年的监测调查结果s

铮铮=阪本底高而不能稍撞z

• :百蓄干掉品的含量大于怪现眼.并且多I'l( 'I'l'bl出现在惠东来集的悻晶$

.. ,. .. ..;愤据捺测限相雨水的活度水乎估计.应能测出.来报数据原因不详s

…z该年来列入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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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气飘尘中"'Pb.'B.每顿壤的话 I茸水平的"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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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也---i:可以在出.大气飘尘中的2回阳!Be的活度水平髓季节而变化.在多雨的 6

-8 月份.由于雨水~t大气的淋洗作用.使得它们的比活度达到最低的水平F相反.在少雨

式无雨的季节，大气'民尘中职罩的2lGPb和?坠的含量水平部要比前者高近 10 倍.对于

"'Pb来说.除了雨季与旱季的障水淋洗强弱作用不同外.还由于雨季的跑去透气率比早季

时要低.因而作为大气中""Pb主要来源的·母体吧"Rn.向大气中的鼻tit率也相应地在雨

季比早季低.这是产生大气中的!IGPb吉量水平"旱高雨低"的又一?原因.虽然.同样由于

降雨量随早季与雨季显著变化而带来的Z扶气凰尘的讲i~作用的显著变化.因而'Be在大

气中的比rEi度水平随季节的变化也呈现出"早高雨低"的想律.然而.仔细观察比较ZI·Pb

与7险的"最高值"出现的月份，对于三个采样点来说.均表明了7Be的"最高值"出现在"春

季(2 月户，而'10怖的最高值出现在"秋季00 月)".这种二者不同步的现象很叮能是由于

它们在大气中不同的生成机制造成的.!IDPb主要来摞于低层大气中mRn的第五代衰变子

体.受炮袭2nRn释政率季节因素的影响£3: ;而7Be主要来瞟于宇宙射线与高层大气中的组

栩氧元素把钱相互作用产生的宇生放射性核京.受宇宙射线强度随时间的变化烧律及高

层大气活动规律等的影响.一些研究&Pq.平孟层中储留的高tlt度的宇生放射性核辈.可

以通过对流层顶的缝隙进入对流层.从而可以提高地面空气中的宇生放射性恢素的浓度

~!~Ifii .这种交换←·般tJ. ff季最为精繁崎J~!.正i靠在大气层核试验的静11:期监测地面气部胶

总 lL..~. t-l一样.在7险的监测中仿佛也存在蕾"春季高峰的飞fii j • 但是.与10c生成机制完全

不同的"'Pb在大气层中的分布'也完全不同.再母校mRn 的空气浓度有随高度 i二升而下降

的地律，开始减小较快.0.5 m 处比1. 5m 处高约 16%.随后减少较慢.在比较高的尚!芷

O:ZRn浓度蜡少一半的高度约为 700 mel]. 这佯.春季高峰的乎流层与对流层的空气介质的

主候就不能很本改变低层空气中2ZZRn 的浓度.因而也级联到210Pb的改度.虽然.在学(二

H)与锹季(10 月}在匀地娜是少丽的早季阳的将破2$4部比较高.但很 uf能是巾 1:-当

地 10 月份的地去士填温度或气温较高而f'.l!'·"Rn 有更高的挥自k字的缘故.

正如i国 1 厦表 l 所表明的.在兰个最样~~.除了每月均观测到士'OPb• 1R址，表中所列的

.tt它~然的或人工的放射性核素在大气中的活厦水平绝大多数低于测量系统的最小探浏

阳，然而.对于惠东采佯点来说.又在多数怦品中现洒到.OK 在少数佯品中观测妻IJmes 、

::'Ra等校素.惠东大气飘尘中含有比英它两?佯点偏高〈多}的核素含量的原因可能主要

是地去灰尘的再悬浮作用的结果(7] .某客观条件可能是.当地地丧植被相当是.裸露士嚷

而帜较大=当地局部小气候环撞雨少而风大F人类活动〈如建i.2:施D钢l起的地面扬尘较

大非因素，

与大气飘尘的观测结果相比，由回 53--τ 呵以看出，雨水东I在调查的佯品歌最显然显

得不足.然而 .11坛的活Il水平的按月分/tim怜l<现出"早高网低"的随t.. 并且.惠东:采悴

虫仍然表现出较强的再量i孚作用的影响.

J< 1 最后·t':'91]W 了对应虫鹏城?f，吹 iFi夜大气飘尘的潮i趾结果川，从 tt与本次调

育的结果比较 iJH:J.明显看出.对于大于测ff\:系统探浏阳的 11祀的分析，两者关于 11le 的的

度水平维本 a致z但是.对于~官核·素.本次调沓的报测 F限要比第一次 11i 5 到 10 倍.这

Jl由于本次 i周我所附的 y ~J曹仪系统具有且由于的抗康 Ff顿散射干扰及抑制本 I艇的fH蓝的缘

故 ;t·¥ )JIJ宿费.指出的是.本次测费成功地得到了 "OPb的:本!任敬饵i. jfli Ji:.商同 JII低能 V !lX: X

q-tt呈 i割草进行另外'次测毗.从I(rj取得 'J~丰功的的效果.1<.2 最后 ·tt.y，!的 Jl MI~"".~鹏城

8



骂:吹调1壁雨-水的酒量结果'!'与卒吹调查相比.不仅同样表明了卒次调查的非常大的捺

限的l"{善.而且1:17& &".冉的实精歇据作了证实.

!
帽
暨
曹
阜

2E.1‘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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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e
一
·

-3-z-··

咀or

....-飞 I ...,‘
飞且，

·、、 v ,-.--‘.i
;::丁!/?

c..~h 大回

南水.p:;oPb.'Be等领寰的活度水平的·月"变化

也饵'量

面 5

4>=工作作为该核电站整个第二轮环榄本底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有关方面

的 fflJ1J.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所悻采集了所有佯品外，还提供了经费支持.本所朱昌寿和

If.反山研究员给予了指导.于此一并玫i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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