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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网络
支持可靠测量环境放射性的全球努力

概述

1.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ALMERA）

全球网络目的在于对样品中放射性核素提

供可靠和及时的测定，这些样品包括空气、

水、土壤、沉积物和植被，被成员国用来进

行日常和应急环境监测。

2. 原子能机构支持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

协助成员国提供可靠、可比对和符合目的的

结果，这些结果是根据分析测量为保护人和

环境做出决策所必不可少的。

3. 这包括组织对环境和食品样品中放射性核素

进行年度能力测试和实验室间比对，为协作

发展提供培训和支持，以及放射性分析方法

的验证。

导言

陆地、大气和水生环境受到人类活动产生的各

种污染物的影响。核技术和同位素技术可用于研究

这些污染物，特别是放射性核素在此类环境中的影

响和迁移。

了解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行为有助于估算其

在意外释放（例如核设施）时的分布。这为辐射安

全专家和决策者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以更好地评估

对人和环境的风险和潜在影响，然后采取措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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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辐射安全和治理工作。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网络帮助成员国确

保可靠和及时地测定环境中的放射性核素，并将世界

各地的环境放射性分析实验室集聚一起协同工作。

该网络成立于1995年，由设在奥地利和摩纳哥

的原子能机构环境实验室协调。2018年10月，它包

括89个成员国中的177个实验室，分为五个地区组：

非洲、亚太、欧洲、中东以及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每年组织的能力测试为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

的成员实验室提供检查和改进分析实绩的可能性。

图中，设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放射性分析参考实验

室正在制备稀释的核电厂一回路冷却剂的能力测试

样品。该实验室于2018年5月成为原子能机构的基准

产品协作中心。（图/原子能机构S.Tar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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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五年期的地区协调实验室与原子能机构密切

合作，协调网络活动。成员实验室由其政府指定，

预期在意外或有意释放放射性物质的情况下，对环

境样品提供可靠和及时的分析。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如何提供帮

助？

该网络帮助提供国际公认的放射性分析数据，

以支持各自国家当局和原子能机构的活动。例如，

这些数据将作为对受意外或故意放射性释放影响地

区进行放射性评估的基础。

原子能机构对该网络的支持包括组织能力测试

和实验室间比对练习、制定和验证环境放射性测量

分析程序，以及组织培训班和讲习班。核心目标是

提高参与实验室的能力和绩效，以便在日常监测和

紧急情况下提供及时可靠的测量结果。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是研究、评估和能

力建设方面的专家库。

加入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的好处

对于世界范围的环境放射性分析实验室来说，

参与该网络活动的重要性在于：

•  证明测量环境放射性的技术能力；

•  采用经推荐的验证过的方法，从而在方法上

协调一致，增强环境放射性测量结果的全球

可比性；

•  提高工作人员的分析能力，以满足全球标准；

•  与本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其他类似实验室开展

协作。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帮助应对的

挑战

各实验室假如不使用相同的设备和材料，就不

会有类似的分析程序。许多实验室更喜欢保留他们

使用了很长时间并被证明是可靠的分析程序，除非

有极充分的理由而不得不改变。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每年为成员实验室

提供一套能力测试样品，使其能够对他们的方法和

分析人员进行全面测验，并评估其测量结果的准确

性和精确度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可比对性。

经测试和验证分析程序的可用性对于产生有效

和可靠的分析测量结果极其重要。具体程序和方法

根据国际标准组织导则制定。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

效用，程序的制定应全面、清晰，随时可供分析人

员和数据最终用户参考。

活动范围

在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框架内开发和验

证的分析方法涵盖环境（气溶胶、土壤/沉积物、淡

水）、食品（牛奶）和技术成因（磷石膏）的样品中

的天然和人为放射性核素。例如，一种快速测量牛

奶中放射性锶的方法已经开发出来并得到验证。牛

奶是人类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放射性核素从环

境向人类转移的重要指标。这种方法可以快速确定

牛奶是否被放射性物质污染，以及是否需要采取对

策和干预措施来保护人民。

另一个快速的程序已经开发并得到验证，用来

测量饮用水中的镭同位素，能够让决策者准确筛选

饮用水水源，并在发现水源受到污染时快速实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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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

用于快速评估的能力测试，除了可检测测量结

果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外，还可检验快速响应。能力

测试的目标是提高成员实验室的分析实绩。

涵盖多年的能力测试结果、放射性核素和样品

类型凸显出网络的优势，使原子能机构能够评估方

法开发和培训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力测试结果

也是成员实验室之间协调水平的有用指标，并确定

该网络能够可靠和及时测量的环境放射性水平，为

环境和辐射评估中使用的数据提供了基准。

一些工业活动，例如石油开采、磷酸盐生产以

及铀、铜、铅和金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都是潜在的

污染源。这些活动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天然放射性核

素浓度水平，也称为“天然存在的放射性物质”，

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为了满足这

些监测需求，还研发了一种分析方法来测量磷石膏

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磷石膏是磷酸盐工业的副产

品，通常堆存在生产场址附近。该分析方法能让国

家当局监测堆存处天然放射性含量的增加情况，必

要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人和环境。

2011年3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网络成

员实验室对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的兴趣大幅增加。作

为回应，原子能机构通过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

室组织了专门的培训、方法开发和能力测试，以协

助成员实验室在辐射或核应急情况下准备并以高度

可靠性水平来实施。

原子能机构支持：能力建设

设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和摩纳哥的原子能机构

环境实验室负责协调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网

络，分发原子能机构的基准材料，组织用于分析基

质样品的实验室间比对和能力测试，并制定使用放

射性分析技术的样品分析程序。

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包括在成员国或原子能机构

的实验室举办培训教员讲习班、培训班和研讨会。

专门定制的培训班有助于解决一些实验室感兴趣的

方法学方面的问题，例如快速评估方法。

此外，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网络范围内

的应用性和适应性研究和开发还与原子能机构的协

调研究项目和技术合作项目相联系，它们是原子能

机构向成员国转让核技术的两个主要交付机制。

年度论坛：共享知识

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年度协调会议为参

知识共享和专门技能交流是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

验室网络的核心。在原子能机构摩纳哥环境实验室

主办的2015年协调会议上，日本化学分析中心的一

位与会者向其他与会者介绍其实验室是如何取得出

色的分析实绩的。（图/原子能机构S.Tar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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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验室的代表们在这一庞大的专家实验室网络中

共享他们的知识和专门技能提供了一个论坛。会议

由网络各地区组的全体会议和工作会议以及专题工

作组组成。还涵盖了核仪器仪表的发展、食品放射

性监测以及应急准备和响应等相关领域。

核心目标是：

• 评估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已计划的和

未来的活动，包括能力测试、方法开发和培

2017年在匈牙利举办的原子能机构现场伽马能谱测

量培训班的学员使用一种新型污染场地模拟技术进

行实践练习。学员所学的仪器校准以及伽马射线谱

的记录、分析和解读等技能，都是日常和应急情况

下所必需的，具有广泛的应用。

（图/原子能机构S.Tarjan）

训活动；

• 审查和推荐用于日常和应急环境监测和放射

生态评估的放射分析方法和程序；

• 促进讨论地区协调中心在推广网络经验方面

的作用；

• 交流专门技能和支持能力建设。

成员国可受益于原子能机构援助的领域

• 加强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网络的知识

及其提供的支持。

• 确定在监测环境放射性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具有适当能力的实验室，并支持将这

些实验室纳入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

网络。

• 参与实验室能力建设活动，以加强环境放射

性领域的研究、监测和评估，确保监测数据

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比性，并为应急准备建立

可靠的分析基础。

了解环境放射性测量分析实验室网络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nucleus . iaea .org / rps t /ReferenceProducts /

ALMERA/index.htm

电子信箱：almera@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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