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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S: 放射踉加工也理亿扣付毛高跟量σ〉摞率化

银量言十测ω国隙陈力对品寅保自Eω向上亿役立?τu 毛

J. W. 步b.*

重离佳放射锦眩，化学反lIGω加速，天然.tò本 lf人工材料

ω改置，食品ω保存， ð 6 亿以医擦品ω毅菌ω t::. 协ω助

果的忿手段L';1í)毛。放射锦加工组理ω工棠利用牛造儿把

研究l主技衔的忿利点毫也 t::. 6 1...， τ 扣切，与?ω安全性平程

演性记 "?Pτ 也丁「飞~'Iζ知 6n"?"? ;1í) 态。放射锦加工地理

亿.tò I} 毛品黄保IDH主主 f第一亿信赖?兰毛锦量测定毫基

睫亿 Lτu苍白寸，高棉量利用白增加倾向毫考文毛杠，

世界的亿辗量测定去摞擎化T~ ζ 主力f必要?岛~。

ζ 乡1...， t::.峙期汇合甘τ国牒原子力楼阁 (IAEA) 到高锦

量槽擎{~:1'口 :/'7.Þ. 去阔始1...， t::. ζk 眩，高操量白lIG用研

究牛放射锦加工组理tζ扫吵毛信赖性ω高〈如?正E在t:t锦

量测定』ζ对?毛切迫L， tζ需要 tζ 店、文 ~ζ 之老可能1::1...，

元。 ζω 7'口乡''7.Þ. 白主忿目的陆最泉量ω槽擎化.tò点 σ保

ID[-Ij-- 1:"又去国隙的规模?粗融1..."放射锦加工组理tζ .tò

I} 毛 -"?ω品黄管理白尺度之 Lτω锦量测定老普及3 位

毛 ζ I::L'连;~。

1977 年亿 ζ 白:1'口~/'7 .þ.安阔始 L τ以来，银量测定己/

又尹 þ、白改且主新1...， ~ ~技街ω阔凳tζ-"?白力店、加置如n

τ 差元。锦量测定二/又尹AωlIG答以高棉量?们<"?如白

琛境要因亿影警号E受时毛 ζ l:: iß ;1í) 毛。 ζ 白 t::.~ ， ζω罔

题l主注意深〈研究主 nτ \，~毛。锦量相互比较ω研究陆 10

夕 ν 千 (Gy) 如马 100 年口夕ν 寸. (KGy) 白银量能因k

bt二力 τ行怒bnτ 运 τ .tò 1), 14 力国， 19 研究楼阁扣点

。、一台ω国隙楼阁♂参加L元。:1'口~/'7 .þ. ω特黄T'飞羞

成果以放射锦亿二t -::J τ7 '7二二/中亿嚣起ðn~7 口一步

Y力 lν 老雹子又已二/共唱法 (ESR) 去用\， ~τ测毛手段

7 步二二，/ESR 锦量测定一一去成功主过允 ζ I::l"+每

毛。 ζ 白方法以高锦量域用1::1...，τ西 F 千 γω放射锦漂境

研究所 (GSF， 三工 :;.. u\ 二/)气?阔亮 ð 才1.， tζ 也白?且;~。

*]. W. Nam 国隙原子JJ楼阁(JAEAl 予千 7 什干工〉又部银ID:

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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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锦源用白银量测定槽虫在化扫本 lf锦量保在白突理代白

国隙的忿努力去桔突3 甘毛式:份， IAEA ω高棉量襟擎化

工f口夕t '7 .þ. (J)梓粗办白忿如L'(J)重要忿廿-e又1::1...， τ国

陈锦量保证-Ij--I:'^ (IDAS) 到 1985 年如 b始豪气〉元。

IDASω筒果怯放射锦技街ω品贸管理t!. 时?忿< ，锦量

测定白罹韶、ω元 ~Iζ利用?运斗5 1:: p 乡 ζ 之也注目 ðnτ

\，~恙。吝 61ζ，锦量测定ω穰擎化以照射掣晶ω规制 tζ罔

T~韶可ω立在牛自由贸易ω国朦的壮手航运1::1...， τ 也役

立"?o IDAS 1主高锦量ω町、用研究.tò主 σ放射锦加工如理

忆扫旷~品贾保IDE 老 ð61ζ改善T~ 元协白一里靡之也忿

切之毛。

研究扣在σ罔逗活勤

IAEA 眩，高锦量测定7口夕'7.þ.白阔始以来，全部专

39ω高棉量测定亿阕?毛研究活勤老援助Lτ 当元。二 n

6 (J)活勤亿以 15 白独立L 丈二研究之 24ω研究活勤老有?

毛 2"?归路力研究工f口夕'7.Þ.剖含主 nτu毛。悔力研究

工f口 ~''7.þ. 白主公成果 1:: 1主次白 ζ 主力宝舍去 n毛。

.7 '7二 ν/ESR 测定己/只尹 A 毫基主在卡'7 "/77 一艘

量言t 1:: 1..., τ遵捉1...， t::. ζ 之

·相互比较研究白忿如?用~~ 6nt二艘量测定三/叉子.Þ. Iζ

"? ~~τ信赖性白玫虽平技俯阔凳任行-::Jt.二 ζ 主

.锦量辞而 tζ .tò \, ~τ避吵醒It~璋境要因(元之之晖，温度，

湿度，氮候，光t:t 1::') θ影警白程度去明 b如亿?毛之

k 毛亿，哥?白楠正法毫泱占b 式:ζ 主

.锦量校正争相互比鞍白手JI固有E政且 L丈:二之

·槽温f七 ðnt.ζ校正横器任言童音1..."哥?白手JI圄毫整偏L 丈:

ζk 

信赖性ω高U锦量测定亿对?毛需要到高主毛忆之也忿

?τ，急速亿凳展 L τ~~ <ζ 白分野?ω最新ω研究阔凳

tζ"?Pτω凳表哥b 言才声援 ωfζ 占bω塌会提供T~己 fζ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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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I主 1984 年忆'7 1-/'L'高锦量测定忆罔?毛第 1

回国陈二//，~己/'7 Á老粗黯L元。第 2 回二/二/~ÿ '7 Áli 

1990 年忆'7 1 一 ν?罔力~n~ ζk 力吉普十圃 ðnτ ，，~;，己。 ζ

n汇点。τ，国朦的忘情丰民争意克白交换剖促造吝杠，银

量测定?共通』ζ阕心别也 t.:nτU毛罔题记"?"~τ新\..，，， ~ 

如~毛 "~I主徒来点切改善 ðnt.:解决策到引运出吝nτ 〈

毛 ζt二刑期待ðn~ 。

7号?二二"/ESR Q)遣扳

，，~<"?如白候楠忆态力~"?元锦量言十会用U元一连白躁量

相互比较~è :tò\..， τ.7步二二//ESR V又尹 Átß 也 "?è

也通当 t:t 也白L'~~ζk 力宝b如7 元。 ζ 白二/叉子 ÁI主放

射辗加工她理 t乙用 μ ðn~ 10Gy 如 ð 100 kGy 京 ?ω

丈t/'7锦ω锦量能圄全体忆bt.: "?τ，里突飞?安定 L式:性

能老毛 ?τU 斗己。 ζ 白 ζèl主己/叉子 Á白银量Jt:;答力~，，~志

们毛主主保存条件白毛主L'bf如忿奕ft \..，如号文 t:t 如一":d.:

ζè~ζ 二~"?τ示ðn元。锦量白在办取')1ζ 』主化学的操作

牛银量轩素子之ω物理的接触毫幸亏 Tζ 〈必要 è \..，忿，，~。

ESR 分折法力浮在破壤的手段?每毛 ζ 主也 ζ 白银量青十ω

利点 è t:t "? τ ，，~ ~。商办取。 ω精密度 l主 ð ð ~ζ安定忿

ESR 又叫夕卡口」过一夕一牛均-t:t磁塌分布毫也"? ESR 

午气. c+ 子 1~用，，~~ζè fζ 尘 "?τ可能 t:t 限 P 改善T 意

毛。 ζ n幸?到逮 L丈:精密度怯 1%以内L'~;'己。 77 二

二//ESR v又尹 ÁI主能力 è \..， τ 怯 ðð 忆{l&"~锦量.T fJ

b~主数 Gy 程度~L'澳I~ζ 主力主专~~丈:tr L'忿<. ð ð 

亿单辑ft \..，先在必取。装置ω罔凳汇点 ?τ专白景所去伸

liT ζ 之别可能吃:'~毛。踉量轩素子白掣造』ζ"?" ~τ 陆，

川 γ 子罔L'均-L'~~丈:~:t L'忿< .素子罔白 li ð "? ~力击

运 bðb τ小 ð ，， ~ζ 之力去景U阔亿b 式:"?τ强翻 ðnτ~

元。 GSF L'指定 ð 杠，掣造ðni:ζ锦量音素子怯普通?忿

U璋境条件白色 è L'僵n式:性能任示丁「。

ζ 白7'口:77Á臼目摞老造成丁「毛式: ðb ~ζ 陆，号~n汇率

?τ芙用锦量击力f规则正 \..，<-f- 工 γ 夕 ðn. 正碴?相互

比较可能t:t锦量测定在E提供丁I~ 本当 fJ. 国朦的忆受妙λ

n i? n毛摞擎的忿卡 7/' 又 77-艘量轩ω遣捉币基本的

忆必要?易~。世界的规模?白银量基擎ω廿- c+又有?成

功忆莓 qζ蚀，去T锦量测定三/又尹L、白性能力§数多〈 ω

要求条件老满允吝忿〈 τ怯 t:ti? 忿 "~o 数为月白期罔』ζb

光 ?τ照射前妇二UJ照射後白高ν/'{Jνω安定性毫也 "?è

同峙忆，璋境条件忆影警ðn忿U扣. ~;，己 "~I主影警力~~

号5 l二 L τ 毛，司?ω捕正却可能吃?兹〈 τl主 t:ti? 忿 "~o ζ 乡

\.., t.:半u定基擎毫也之 tζ \..， t二遵定记本 ?τ，研究施鼓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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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毛 "~I主二~ ~制限ðn光锦量能圆白毛 è L' I主受时λn

i? n~"~<"?扣白银量测定己/又尹 L、加除外ðn~桔果之

忿"?元。

基驾皇卡 7/' :7.. 77 一艘量言tè \..， τ必要 k 吝 n~嚣条件

毫横自\..，式:梧巢.IAEAI主 77 二二//ESR V又尹A 任国

朦的fJ锦量分- c+又白7'口 ÿ 工夕卡亿用，，~~ζ 之去诀定

\..， t.: 。 ζ n毫也 è ~ζ臭 t:t 毛地理的位置如 b遣linl己 15ω

施鼓tζ 主毛川l'口 γ 卡-Ij-- c+又 7口~工夕卡白蜡果，国

朦的吵- c+又白必要性到立在ðnt.: o 突施白桔果，粗黯

上白罔题毛主主 <. ~ t.:寞瞟白塌L'也 77二二//ESR V又

尹 Áfζ t:t 人I i? 罔题以生巳忿如7 元。

IDAS "1'口扩予A

IDAS I主参加国ω照射施鼓忆对丁I ~ IAEA 汇点毛锦

量保在分- c+又 ω规定忆罔丁I~悔定毫也 èfζLτ提供吝

n毛。吵- c+又怯 1985 年 6 月 12 日如包寞施ðnτ ，，~~。

7 步二二//ESRω基擎艘量测定施鼓白菜藉怯 IAEA è 

GSF è 白罔白契的白毛主?遂行ðnτ ，，~恙。 10Gy 如 b

100 kGy fζ bt.: ~ il/'7艘:tò点 ff雹子银白摄量毫扳乡高

锦量利用研究楼阁陆也 t玉石 Iv白 ζ 杠，商棠的:tò二~ff弃商

棠的照射施鼓也 ζ白廿- c+又』ζ参加?毛 ζ 之力)L'意恙。

IAEA 加盟国怯兮- c+又亿参加7毛照射施鼓白指名之悔

定ω承菇♂求ðb i? n毛。

各参加樱罔忆对Lτ.IAEAI主参加白通知主主也忆吵

- c+又 θ规定』ζ罔逼T~技衙情事挂号'::>7一夕毫提供?毛 ζ

k 老依赖丁「恙。 t.: 丈:\..，.吵- c+又白能力记陆限界力)~~

ωL'.指名 ðn~施鼓陆蕃查汇点 P 遣lin毛 ζk 也忘~。

参加ω通知毫受时取"? t.: ~ è. 各参加樱罔亿对Lτ遁切

忿吵- c+只 θ群制力去泱定吝机，必要 èðn;'己数白银量轩

素子别合意ðni:ζ 又 7ÿ ，:I. -Jl."fζ \..， t.: 力)"?τ 专白施鼓tζ

董事送ðn~。银量轩素子ω照射』ζ罔丁n己~i? 1φ 毛必要忿

倩辗陈锦量毫言平倔丁「毛施鼓』ζ送 P 逗ðn~。锦量子工 γ

夕-Ij-- c+又 1 回忆"?" ~τ. -"?白银量哥/{γ 7-ÿω中

tζ温度指示七二/吵-付运白77二 y为 7斗:Uv剖 3 锢λ?

τ \，)~。

言平牺描果 t主基建皇施鼓如照射吝 nt之艘量音素子毫受。取

"? t.:後. 20 日以内忆哥~n哥~n白施最J\证明蕾付运?知b

ðn~。参加者以所定ω锦量白照射毫彼b剖使用 LτU

~锦量言十 k 专盯摞擎为 7也 Jv~ζ"?" ~τ任意ω条件白毛主

?同峙忆行乡。-Ij-- c+又白规定亿\..， t.: 力)"?τlAEA ~ζ知

i? ðn~~ i? 盼~于一夕陆棋密忆保存ðn~。主〈忆，

吵- c+又ω黯果陆横密』ζ保元n公表ðn;'己 ζèl主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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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榷限外白者tζ知 Gðh~ζ è: I主ì'd: ~)。

罔心老毛 ?τ~) 毛施鼓加哥?白有用性看E十分tζ 言式丁「 ζ 之

力~"e 意毛本乡亿， 18 力月白黛料-lj--I:.又白期罔去打~) 1:ζ 

後， IAEA 1主 1987 年以降白银量子工 γ 夕分-1:.又亿?们

τl主料金老è: ~ζ 之毫凳袤 L 元。 ζω料金以 1 回ω银量

子工 γ 夕革;t::. 1J 100 米 r Jv -e态切，注文ðh丈:锦量子工

γ 夕白全回数分去主è: ~τ年末tζ各参加者tζ对Lτ需求

主 h~ (支弘~)I主送。状去受旷取切次第米 r Jv -e行乡扣，

ìb~~)I立工本又 3 夕-~/才J: è:.到用~) Gh~) 。 ζ 白求乡

tζL τ，参加施鼓l主分-1:'又白规定记 LJ::.剖?τIAEA

耐受11~直接的支出去分担?毛 ζ 主力主求~Gh毛。

IDAS (J)役割

IDASω突施後 3 竿罔亿 250 回以上ω锦量子工 γ 夕力2

18 力国， 27 施鼓记对Lτ行bhτ 差元。艘量ω最大偏差

ω压力; IJ 1主 -29%~+24%如马 -15%~+19% ;:J; -e著 L

〈向上L元。高锦量子工 γ 夕回数白雪宅， :t 5%以内θ俑

差I主 51%，士 10%以内白俑差以 86% 亿也遣 LJ::. 。

IDAS 1主安全专程湃的力)-::J容易ì'd:品黄管理去促造T~

ζ 之毫意图 Lτ们恙。法的:tô主 σ品黄的ì'd:保IDEIζ必要之

ðh斗己也白以信赖性ωìb~艘量测定亿二l: '?τ容易tζ满丈:

ðh~ω寸，照射ðh丈:掣品ω国朦的忿商取引怯 ζω

IDAS 1ζ 止台 τ可能è:ì'd:~。先把L-，商取引白韶可老目的

è:L-式:切， ìb ;，己 ~)I立专白取 P 精;:J; IJω榷限毫授 11 毛 t::.~

白独占的司主基主在安与之毛 ζ 之毫意国 L丈:也白-e l主ì'd: ~)。

IDASI主照射施鼓专用pGhτU毛锦量言十白正罹 ð 老保

证?毛毛白-eìb lJ， ìb;.己特定ω掣品力;ìb~特定ω银量老

吸收L 丈: è: ~)当 ζ 之毫保在?毛毛白?以ì'd: ~)。

IDAS 1主多数θ参加国如 b 白横撞的ì'd:支持忆迎之 Gh

τ 又夕一卡L- t::. 。吵-1:-7- 1主参加者比止一2τ 二l: <受忖λ

hGhτ扣。，粗撒上亿:tô ~) τ 也技衔的ì'd:面亿:tô ~)τ 也

罔题l主生 Uτ~) ì'd: Po IDAS 1主 IAEA tß照射i!t囊括二l:lf

科学ω分野亿:tô 11 毛锦量测定ω黄白向上亿寅献?毛最重

要结手段ω--::J亿成景 L τ 运元。 3 年罔ω廿-1:.又白程

肤白忿办-e，锦量青十ω校正tζ限 G -f放射艘加工姐理ω品

贸管理记 IDAS li潜在的亿贡献老 L τp 毛 ζ 之到本〈

理解ðh~ 点乡亿忿 ?τ 主元。

放射锦加工姐理锦量测定老促Tð GIζ 罔接的ì'd:剌激

剖，照射施鼓如马棵擎测定施鼓J\白银量测定ω校正管理

亿罔T~ 要言青别增之τM毛事突K 点 ?τ才?如毛止台亿忿

毛 ζu主注目 L τ 本 U。世界中亿散在T~数多〈 θ棋国

亿:tô ~)τ7 步二二//ESR 己/叉子 A 老用U光耀量测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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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乡 ωtζ必要ì'd:锦量装置仨技街去罹立?毛努力别忘 ðh

τ~) 毛。本三/叉子 .L-d主 yν- 于二/:tôJ: U基擎锦量测定ω t::.

lsòlζ理在通用 ðhτ~) 毛方法白忿如飞?最具怒也 ω è:h-ì'd:

ðhτ :tô IJ ，新L- P技街到利用?若~点乡忆之E 毛主-e，

信赖?运毛锦量测定法è:L-τ--::J白重要ì'd:手段之怒。得

毛。

高锦量ω世界的规模?穰渠化白先吟，今後以 ζω 7'口

j''7.À老一庸凳展吝甘τ，高锦量利用研究牛放射艘加工

崖棠汇:tô旷毛品寅保IDEIζ对?毛差 L迫'? t::. 要言青 tζ JIC;之 τ

们〈 ζ è: Iζ ì'd:石步。

IDASω科学的成果

IDAS 7'口夕'71>.ω阔始以来，研究ω籍果得 6ht::.

科学的忆重要i;t成果陆次ω è::tô 1) L';6.:, 

新l.， \. \粮量测定乞，又予A仍阔凳

.77二二//ESR 银量测定

.7 千才 Jν 王永 γ 斗~::.<^银量测定

.7:/才夕口三 γ 夕 71 )ν 1>. 

粮量测定手，又T b..的改良

.力r"/ "'i" 自泉:tòJ: lf雹子银塌?ω校正ω方法

.77二 "//ESR 银量针θ素子~造，尹-夕解折，

精密度

.~)v夕 ξ 二/ • '7千才 Jνξ 寺、 γ 七二/又锦量言f素子

.七口。1>.银量苛ω雹氮化学的忿雹位差测定

.工夕 /-)V夕口加代二/-t!"/粮量音十亿扫吵.:，才二/口

~77测定

.7:/才夕口三 γ 夕 71 JνAω包装:tò二l: lf取 P 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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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银量域 (0.01-3 kGy-lO kGy) 

- 47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