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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四个星期

Zbigniew Jaworowski 

1986年 4 月 28 日(星期一)清晨，波兰放射性污染测

量处 (SPSP)的一个常设监测站，测到空气的放射性活度

增加到700倍，环境 'y ìl1J量率增加到10倍。该站位于波兰东

北部的米柯拉基，是SPSP的140个常设监测站之一。

按照 .SPSP规程这些异常读数立即通过电话传

送到位于华沙的放射性防护中心实验室 (CLOR) ，该实验

室是波兰全国Spsp系统的一个协调中心。米柯拉基常设站

将其工作方式从正常状态改为应急状态，即将每天更换一

次空气气溶胶过榕器( 1 小时后进行一次放射性测量，然

后在120小时后再进行一次放射性illJ量) ，改变成每两小时

更换一次过榕器并立即进行放射性测量。每隔一小时报告

一次。这些测量结果和y 剂量率读数。4 月 28 日上午9 时左

右，米柯拉基常设站获得的首批数据到达CLOR。稍后， CLOR

从Spsp设在波兰北部和华沙的几个大气和剂量率监视IJ站获

得了类似的情报。 CLOR于当天上午10时，使24个站进入紧

急状态，并于 4 月 29 日清晨，使SPSP系统的所有140个站进

入紧急状态。

4 月 28 日(星期一)上午，大量报告陆续到达CLOR，为

分析收到的资料，成立了 6 人工作小组。当天下午，一个

类似的小组在国家原子能机构组成。从13: 00在华沙收集

的一个空气过滤器的y 谱分析结果看来，空气中放射性核

素的组成属于反应堆裂变类型而不属于核爆炸类型，其中

放射性映和币帝-132提供了放射性活度的80%。在20:00，该

小组为国家原子能机构主席拟定了第一份关于该国辐射状

况的初步报告，并在21:00 拟定了第二份报告。

星期一下午，在波兰北部和中部测得若干个总自放射

性浓度数据。其中，在米柯拉基为550贝可勒尔每立方米

(B币1- 3 ) (即比前两天高15∞0倍)，在格丁尼亚为 170

Bqm -3，在华沙为87B币1-3，在波兹南为o. 79Bqm-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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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点， 'Y 剂量率在0.1至2.5毫伦琴每小时 (mRh- 1 )之

间(后一数值后被修正为o. 45mRh 1 )。当时，设在波兰南

部的常设监测站的报道是空气中总自放射性没有任何大的

增加，只有设在波兰西南部的斯徨日卡山(海拔1602米)

的气象站测得当地空气中总自放射性活度为1. 8Bqm- 3 。

但是，在这个星期一晚上已经发现，放射性活度有南迂趋

势。

由于放射性活度的初始沉降值表明，牛奶中放射性膜

的浓度可能达到干预水平 0000贝可勒尔每升) ，国家原

子能机构在 4 月 29 日下午 1: 40 建议，从那天以后，在全

国禁止消费用青饲料喂养的奶牛产的奶。这种牛奶只有经

过工业处理才能饮用。这个机构还建议将奶牛圈养在牛棚

中，而且不要用青词料喂养。建议把事故前生产的奶粉分

配给 3 岁以下儿童，禁止消费活度水平超过5000Bqkg-l 的

青菜、肉和鱼。这个机构建议在11个北部和中部省份，将

稳定的映分配给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早在 4 月 29 日(星

期二)上午建立的政府核辐射评价和预防措施委员会，采

纳了这些建议。该政府委员会考虑了气象条件、由切尔诺

贝利反应堆辑放物造成的沾污以及社会心理因素，决定必

须将稳定的旗分配给全国16岁以下儿童。

卫生和社会福利部接过稳定礁预防工作。该部决定，

殃剂为溶液刑型，其配制方法为将 2 克碾化仰和 1 克殃溶

于1∞克蒸锢水中。给 1 岁以下儿童每人分配15毫克(mg)

礁 2 至 6 岁儿童分配3臼吨 7 至16岁儿童分配6臼吨。

供给稳定映是在 4 月 29 日晚从比亚韦斯托地区开始，

4 月 30 日遍及全国其余地区。估计约有1000万儿童和少年，

即16岁以下居民组的98%收到了稳定礁预防剂。此外，虽

然管理部门没有提出建议，但几百万成年人也得到了这种

待遇。规模这样大的稳定映预防工作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由于做出分发溶解映的决定，波兰快速而有效地完成了这

个任务。全国3348家药店都配制和分配这种形式的腆。医

院、学校和托儿所等单位也分发殃溶液。

据初步估计，波兰大约50%的居民接受的平均外部y

辐射剂量为0.15mSv ，在高污染地区(约占波兰国土的25%)

为0.44mSv。测量了大约 1200人的甲状腺剂量。初步估it，

平均剂量负担为 1 至1伽1SV。在高污染区数目有限受检入中，

测得成人甲状腺剂量约为10仇nSv，儿童甲状腺剂量约为蝴

mSv。在成年入身上发现的最高甲状腺剂量为23伽1SV。这些

高剂量都是在消费了受严重污染牛奶的入中发现的，这种

牛奶来自草场上放牧的奶牛。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波兰辐射监测系统是一次严

重考验。事实说明，该系统的规模是足以经得起这种考验

的。从事故发生的最初几天起，我们的实验室就有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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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类似研究所以及原子能机构交换情报的机会。在我

们看来，后者起了国际情报中心的作用。由于这些应急情

况，使我们有可能将波兰境内的放射性水平及污染范围和

其它国家做一些比较。这是很有用和使人安心的。

如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一个中心，作为有关放射

性事故&..早通报、警报和潜在环境影响评价的世界体系的

-个集中点，垒球核能系统的安全性就会加强。该中心的

任务也可以是处理和协调那些要求援助的申请，增强国家

应付核事故的能力以及由核安全和辐射防护领域最高水平

专家立即就核事故的处理提出建议。

此外，看来有必要针对能够导致超过国界和长期污染

的大规模辐射事故，建立一些国际上可接受的辐射剂量干

预水平和环境与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导出干预水平。

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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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L'Jj~测量:处 (SPSP) [1 1大致均匀分布在全[f[
的各种类咛l监测站组成，它们分属于几个部目 49 个站属

j 环挽保J.，咔111'1!然资源音[\; :~9个站属于卫生和社会福利

部 30个Hi属 j 农业、林、11:仙似食管理-部 II 个站属 f
建筑、[><:J.，戎相社会信二理部.两个站属1 外贸部 3 个站

国f[Ej家以{-能机构初 6 个.!I，li属 j 各种抖研机关c 所有
达2匕监圳站都lilCLOR 用尽牛;辐射测量仪器进行装备，

人 Î;l ?::i立系统 t;";iJI[ ， r.f1: llICLOR 管理仨这叫ì~i {必然 (1
ff;;!'.1j( LOR1l-{;t;-;则与~}，ti *. jl\'(d il段七受有关部的领':-古
它们的J".1i二安有关部资助

SPSP r: ~j'l;'ii"lJ.，lij ,t' .fj 1) 个设在大气气象站内，.(J:JE常

状态 F完成&续毛气取.f)'乎口总β 放射'因 i舌度的捐IJ~: r:作L
j主内Hi进hr 刺;零七丰\iMIJ 量， 并不断进行记录。:1t它站迸
11 总 iíLP幸物、 'l.qJi、肉、农1tilli 、 tA 、 f..填表而、 !'I未

水和工业设备的液体废物付品的收集 L件。在.JE瑞状况
l'"，测量远比怦 l\b/jl(I'~总β 放射'问活度. /8J隔时的l 沟句

月测量·次全IJ í，j 年 i"IJ 旨( "1欠， 视n .l.'，.~~'!副主主。
SPSP(I(j所有监测站t5j装备 .H 基本辐射测虽设备

ZAPKS -- 1 (波、专制j主) .供连续进行y 剂量:率计数

用(闪烁ìI数吉普刷q:~ ~ri国是().OlmRh I yIJI (jORh- 1 复设
备带有f结果l年1 .r\:记录机构和印!置 !\;U~.、水半信号装置)。这
t;设备还 nJ 片j 放 {f t:}于f~ð- 'I'il(j 句l料闪划、 i I 数器测量T{-J克

样品中的βif 数 大多数Jii .if ;采用了问种其它类刑的IIJ

'ï 说;勒 if 数，~仙闪烁iI数器。监控牛奶中放射怜的j()
个.l}i都是沟月j快速放射化学 Ìj l~去圳过缺一 131浓度Ihi i茸川

的 A 切习;而川平!J核电站字放 JVJlìil，还完成了液体 'HJ7
!I(j 单纯 r i~IJ ~:: 

.(U]今年';拉伯况下，环挠忏川.食物和人体组织 rfl 的知[i

141、饨 1:17、惚日o以攻1(:它人工和天然放射'/'1:核东，

Jtl!ICLOR f!J j(j个 H:它监测站用放射化学打法测定的「

环境们川 l J'.j r i普 i"IJ 泣，是也!!JlLtICLOR 完成的c .(1 

切尔诺贝乎IJt主'l!. ì~i 'Jt占~期间 5 个外部的研究所将他们

的r I普给析11 凶:投入 [SPSP系统c fi乱的分析由两个另外
研究所定期进衬，而碳 14的分析付I -个研究所完成。
时~L( 中的放射性水平是用两个全身计数器和通过对f'体
解剖材料进h放射化学分析来iMIJ 过 (110 对于可能造成锹

131内部污染的事故还可以用于拢式闷烁计数器进行简单

的7 测量e 在CLOR 和其它两个研究所，己有
式 i叩jI状 1版草计数器在 1.作。

在波气伫空的对流屋相同i且层放射性浓度的需Jl$)

布是在(人 3 、 6. 9. 12和 15km 高度上按月进行常
规tillJ定的。沟了取得分布数据，用飞机收集空气样品，

并用放射化学打法和 r 普法测定放射作核亲。 tt，切尔诺
贝利l核屯灿事故期闹 4 月 29 日开始在 i皮气尔部七空，
每日 1欠地监测放射刊的手 (1 纱布，Jl主IJ 5 月 2 日。后

来， 监 i涮M圳u山怕i怕闹自词l 隔时|闹闯随气象i悄肖况有所变化。此外，睦由JCLOR
相武装郎队的航空人 b悦i 组成自的内心江
H晚免开始奋在:全国监4报涮H曲则IJ川开剂1];量#注4率， í也面 j冗降物和'1 1~k腺中放射
.['1:俄的累积情况c

在事故情况下. SPSP 的各个监测站饪隔-小时用

电传、 I l!. -IH戎电话 ríl]CLOR 报告他们的编码监测结果。

使用每次测量的 11\位数'{编码可以节省信息传送时间。

曾经烦i十禾用这种组织形式，能够确{呆在大面积放

射件 j'l; ~杂情况下的快速含霄，迅速估计居民所受的放射

性辐用情况，盘;~于1变SPSP 系统所有监测站正常监测
立即转沟 J，:i.急!监测。石-米，在切尔诺贝手IJ 核电站事故Jt!l
raJ , SPSP 系统是满足了远比划j哩的。该系统的监 iWJ能力

乐于附表。

波兰SPSP系统在1986年 4 月 28 日到 5 月 31 日期间的取

样点数和测量样品数

n~b类咛l 取付点数 测量样品数

总沉降 67 1374 
.:UK 79 1172 

一f.o:t 93 14抖 l

J也表水 126 LIl 6 

自来水 70 1\39 

蔬朵 11\6 2456 

牛奶 193 2393 

肉 36 515 
街 19 144 

主旨 11 122 

高空气的胶 50 

地面气 i削主 9 3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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