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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气候变化
同位素研究打开丁解过去的科学之窗

JOHN GIBSON 和 PRADEEP AGGARWAL 

A7 、年早些时候，政府间气 很难预测的。 不可预测的。地球气候的严

候变化小组 CIPCC)第 3 IPCC 报告得出结论，近 重变化过去已发生多次，将

份评估报告得出结论说"愈 些年来，由于全球变暖，地球 来也可能发生。

来愈多的观测结果显示，世 上的降水模式已发生改变。 IPCC 报告中确定的高

界在日益变暖，并且气候系 20 世纪在北半球大陆的大 度优先行动领域之一是，必

统出现其他变化。" 多数中高纬度区，降水可能 须改善重建过去气候时期的

目前，广泛接受的看法 每 10 年增加 o. 5%~1%;在 工作。因为了解过去气候变

是，最近气候的变暖主要是 热带(北纬 10。到南纬 100 ) 陆 化的原因是气候变化研究的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高的 地地区，降水每 10 年增加 一个重要部分，并且是把工

结果。温室气体浓度增高，可 o. 2%~0. 3% 。另一方面，亚 业化前后的气候控制分离开

归结到化石燃料和生物能源 洲和非洲的若干地区近几十 来的唯一捷径。这样，了解过

的工业燃烧。不过，在特定参 年发生了多次更加严重的干 去是现气候变化研究的关

数与气候现象间的因果关系 旱。这些表明地区变化模式 键。

以及气候变化对地球水循环 更复杂和多变。 由于所涉及的时期长和

的影响方面，还存在很大的 为了理解复杂的变化， 空间范围大，因此对过去气

不确定性。 我们首先必须懂得，地球的 候变化的研究很难进行。在

水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 气候和水循环从根本上是相 某种程度上，气候变化一直

本需要，甚至在目前的气候 互联系的。大气的热发动机， 是借助温度、湿度、温室气

条件下，淡水是地球上很有 主要是由与水冷凝相关的能 体、水平面以及冰川和海冰

限的资源。在地球全部的水 量交换驱动的。水蒸气也是 等测量结果的仪器记录加以

资源中，只有不足 0.01%的 大气中最丰富的重要温室气 研究的。这些纪录虽然重要，

水是可供人类消费的淡水。 体之一。属于温室气体的还 但它们只能提供有限的视

气候变化对地球上淡水资源 有更直接受人类活动影响的 角。在经选定一直进行认真

的影响将对可持续的人类发 其他少量气体，例如二氧化 监测的地区，也很少能提供

展产生深远影响。 碳。 超过 100 年时期的环境变化

虽然在更暖的气候中， 我们还必须懂得，缓解 信息。由于地球气候系统本

大量的环境问题一二例如海 或扭转复杂的变化可能很 身在不断变化并且存

冰和冰川不断融化、地面空 难。这是因为气候变化的种 在已久，人们难以弄清与长

气温度升高、天气模式加强、 种过程是相互依赖的，它们

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不 在人类工业活动以前运作已 Gibson 先生是 IAEA 同位素水

断上升-一预期将影响淡水 久。气候变化不是新的现象， 文科职员， Aggarwal 先生是科

国际原于融机构通报， 43/2/2ωl 资源，但这些变化的幅度是 尽管目前的变化范围似乎是 长。



地球的水循环
本图所示为目前条件下的

水循环和同位素分布。力口圈数

字表示的是水循环中这样一些

结点 :在那里，能够测定年代的

同位素档案保存完好，可用于

重建过去的同位素组成和相关

的气候变化。这样的档案有许

多，包括: (1)海洋沉积物 ;(2)

湖泊沉积物 ;(3)树木年轮中的

木纤维素 ; (4)雪和冰川冰川5)

深地下水 ;和 (6) 洞穴沉积物。

期趋势的偏差，尤其是确定

人类活动的后果。

同位素是用来扩大相关

气候过程的空间与时间分析

的重要工具。 放射生成的和

稳定的同位素都是研究气候

相关参数的重要资源。 这些

参数包括地表空气温度、大

气相对温度以及降水量。

此外，支配气候条件和

空气-海洋相互作用的大气

动力学、输送和混合过程，可

以借助于同位素测量结果加

以研究 。 同位素像是存在于

水分子以及溶于水中的化学

物质和痕量金属中的自然数

据记录器。

水分子中所含的氧和氢

的同位素，属于最重要的示

踪剂之列 。 这些同位素种类

在水中比率的变化，能够用

来提供有关一个水体历史的

信息，例如有关该水体是否

已发生过蒸发、混合或冷凝

的信息 。 人们发现，今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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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素模式与今天的水文学过 变的，出现若干个周期性的

程相关。 这种分析所用数据 变暖期和变冷期 。 气候的易

的主要来源一直是全球降水 变性看来是在几十年到几年

同位素网 (GNIP) 。 它是 的范围内很快发生的 。

IAEA 与世界气象组织 不过，这种气候变化和

(WMO)的一个联合计划 。 易变性的起源和原因仍有待

在水循环的特定结点 充分认识。 冰芯以及海洋和

上，同位素特性及其最终变 湖泊沉积物中的同位素记

化保存在各种沉积档案中 录，是有助于了解 LGM 时

(见图示)。这些档案的同位 期气候变化与易变性的最重

素组成变化，提供了一个了 要的代表记录之一。

解过去水文和气候系统的窗 地球的水文学循环与气

口 。 海洋和湖泊沉积物、树木 候系统深深缠结的证据，能

年轮、冰川和冰盖、洞穴沉积 够从冰芯和湖泊沉积物的同

物以及地下水中的同位素， 位素记录中看到 。 来自格陵

都提供了有关水文系统和气 兰的一个冰芯和德国一些湖

候系统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 泊沉积物中的同位素信号表

的信息 。 明，在过去 16 000 年中，地

地球历史中最近的那次 球水循环有过很长的变动历

气候变化与约 21 000 年以 史(见第 4 页困) 。

前发生的末次大冰川期 这些变动给我们讲述了

(LGM)有关 。 虽然在 LGM 地球的各种过程的相互依赖

期间，地球表面温度到处都 性，改善了我们对气候变化

曾下降，但是在 LGM 期间 的认识。 具体地说，这些记录

及其以后，气候却是相当易 揭示了约 11 000年以前气 国际居于拉机构通罩 ， 43/2/2∞l 



国际原子拉机构通报， 43/2/ 2∞l

冰芯和湖泊档案中的同位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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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示出 过去 16 000 年期间一个格陵兰冰芯 CGRIP)和一个湖泊档案(德国阿默湖〉中的同位素变化实
例。这些变化主要是作为温度信号加以解读的。氧-18 的 8 值越高，说明气候条件越热。

来 源 :基于 U. v Grafenstein , H. Erlenkeuser , A. Brauer , J. Jouzel , S. Johnsen (999): A mid-European decadal iso
tope-climate record from 15 500 to 5000 years B. P.. -Science 284 ， 1654~1657 . 

候条件比现在更加易变和更 织的 150 位专家出席，是介 在气候的易变性的最重要因

冷(更大的 8 负值) ，并且在 绍成果、讨论想法和概念、建 素之一。

格陵兰和德国的总趋势非常 立国际合作以及确定未来研 · 正在利用取自欧洲、

一致。据推断，较稳定和较暖 究途径的重要论坛 。 亚洲、澳大利亚、非洲以及美

的气候条件出现在 8000 年 所讨论问题的要点包括 : 洲的地下水蓄水层中的同位

前以后，当时斯堪的纳维亚 · 正在利用同位素作为 素，来研究过去的气候。

冰盾和洛朗蒂德冰盾几乎完 预测亚马逊河流域森林砍伐 基于同位素研究在了解

全后退。 影响和研究厄尔尼诺事件过 过去的气候变化中起着重要

气候变化的科学是发展 去同位素信号的确认工具。 作用 。 对过去气候变化的理

变化的 。 IAEA 通过协调气 · 从低纬度环境取得的 解是预测未来变化的关键 。

候研究、参与和支持国际科 冰芯同位素的特征，显示出 这些变化不仅会影响全球的

学计划以及推广同位素技术 与极地冰芯相似的温度信 温度，还能影响能源需要、饮

和应用，为这种科学研究做 号，表明过去发生过广泛的 用水的可获得性以及食品供

出贡献 。 2001 年 4 月 23~27 (全球的)变化。 应的充分性。 在这种意义上，

日在维也纳 IAEA 总部举行 · 正在利用同位素进行 同位素是非常宝贵的，有助

了有关同位素技术用于环境 世界海洋环流实验，以追踪 于科学家"追溯过去，展望未

变化研究的第 3 次四年一次 海洋环流的运动、混合以及 来"，以制定方案，尽量减少

的科学会议 。 这次会议有来 海洋环流模式的停留时间 。 因世界气候的不断变化而带

自 38 个国家和 7 个国际组 海洋环流中的变化是制约现 来的不利影响。 口



向海洋要淡水
核能海水淡化项目在不断发展

T. KONISHI 和 B.M.MISRA

世界的淡水需求在不断增 传统化石燃料通常一直 替代的能源供应方案的经济

加。 2000 年世界水论坛 被用做一次能源。但是，它们 竞争性，以及那些急需水和

在其最新的预测中，特别强 的大量使用，正在加重环境 能摞的国家的市场需求。

调了到 2025 年世界不断发 问题。 长期以来， IAEA -直

展的城市对淡水的日益需 由于海水淡化是一个能 通过自己的相应计划，使来

求。 源密集工艺过程，使用核能 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共同研究

?炎水的可再生资源约为 大规模谈化海水的前景是诱 核谈化畴的技术、经济和其他

40000 立方千米。其中，仅提 人的。因此，一座核反应堆产 方面。所开展的活动包括编

取了 10% ，消费 5% 。原因 生的热和/或这种设备产生 写和出版技术文件《核淡化

是，这些资源在地理上和季 的电力能够供应若干淡化设 论证方案确定计划》

节上分布不均。 施。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一 ( TECDOC-898 )以及 1997

显然，为了实现谈水资 座纳冷核动力堆<BN-350) 年海水核谈化国际学术会议

糠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应 的成功运行，已经证明这种 的论文集(论文集丛书 STI/

该使用所有可供使用的适当 热电联供的核反应堆的技术 PUB/102日。这些成果极大

技术，包括核技术和相关技 可行性、与安全要求的符合 地促进了对评价、计划或启

术。一种具体方案是海水淡 性以及可靠性。此外，在较小 动核淡化项目感兴趣的许多

化。一些国家正在增强其从 规模上，约 10 个与压水堆 IAEA 成员国的努力。

海洋获取泼水的能力(见第 (PWR)相结合的淡化设施 一切核反应堆都能够提

6 页图)。运行谈化设备所需 已经在日本成功运行。核淡 供淡化工艺过程所需要的能

的能量，一般以蒸汽或电力 化的大规模商业应 量，因而能够被用于基于应

形式供应。 用，将主要取决于它相对于 用时间范围的谈化工艺过

程。人们已从用于地区集中

骨核淡化定义为 z在以核反应堆为淡化工艺过程的能量(电能和/或热 供热系统的核动力堆中获得

能〉来源的设施中，用海水生产饮用水。这种设施可以专门用于饮用水

生产，也可以用于发电和生产饮用水。对后一种情况，反应堆总能量输

出中只有一部分用于水生产。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核淡化概念都指这 Konishi 先生是 IAEA 核动力处

样的一体化设施 z其中，反应堆和淡化装置都设在-个共同场地上，场 核技术发展科职员。 Misra 先生

内生产的能量供应淡化装置。它还涉及至少是一定程度的共同或共用 是印度巴巴原子研究中心淡化部

的设施、工作人员以及构筑物。 主任。 国际雇于拉机构通报， 43/2/2001 



点提供所规定数量的脱盐水

和/或电力迅速确定最低成

本方案。

已运用这个软件，相对

于化石方案对核海水淡化进

行全面的经济评估。评估结

果一一发表于 IAEA

TECDOC-1l86 普遍表

明，核淡化能够以与化石方

案同样的成本提供饮用水;

因此，这两种方案在许多地

区都可以视为是有生命力的。

IAEA 的一种新的出版

物即《核淡化入门:指南)) c技

术报告丛书 STI!DOC/010/

400)概述了核淡化。它还提

了某些相关的经验。地区集 "淡化经济评价程序"或 出了决策中要做的一些特别

中供热是 IAEA 已在技术文 DEEP 的软件包，对许多国 考虑，并就核淡化方案决定

件 CTECDOC-1056) 中介绍 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个 做出后应该采取的步骤提供

过的一个课题。核淡化中的 软件包的输出包括:与每个 指导。

安全、监管和环境问题是与 选定方案相应的水和动力的 国际合作为促进开发

核动力堆直接有关的问题， 归一化成本 F成本构成明细 活动， IAEA 一段时间以来

同时要适当考虑核动力堆与 表;能量消耗;以及可出售的 一直在有正在运行、设计、规

淡化设施相结合的过程。现 净动力。通过调整包括设计 划核淡化设施或对其感兴趣

有的国际安全标准和导则， 功率、功率循环参数和各种 的成员国的专家出席的各种

似乎适当涵盖了这种谈化设 费用在内的输入数据，人们 技术会议上，收集和传播有

施。 可用这个软件包模拟具体的 关的信息。

IAEA 的一个有关"核 动力堆。 除在日本和哈萨克斯坦

反应堆与淡化系统结合的最 DEEP 服务于 3 个目 取得的运行经验外，预计若

优化"的协调研究计划于 的。它使人们能够将电力和 干个国家将建造一些新的用

1998 年开始实施，有 9 个国 脱盐水的归一化成本作为数 于论证目的的核淡化设施。

家的研究机构参加。研究工 量、场地特有参数、能源以及 例如，大韩民国在利用称为

作涉及:适合于与谈化系统 淡化工艺技术的一个函数加 SMART 的 330 兆瓦(热)反

结合的反应堆设计的评述; 以计算。第二，它使人们能够 应堆的水、电并供核谈化设

这种结合的最优化;设备性 在一个涉及若干共同假设的 施中已经取得进展。俄罗斯

能改进;以及用于核淡化的 一致的基础上，对大量的设 联邦已经开始实施一个使用

谈化系统的先进工艺技术。 计方案进行平行比较。第三， 一系列 KLT-40C 驳船机组

国际肘机构酬• 43/2/2001 IAEA 的一个称为 它使人们能够为在一给定地 的核谈化项目。印度通过把

淡化设施能力的预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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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淡化设备与现有的

170 兆瓦(电)加压重水反应

堆 (PHWR ) 相结合，已经成

为核淡化论证方面的一个领

先者。建造工作已经在钦奈

(Chennai)南部的卡尔帕卡

姆开始。

为促进工艺技术持有者

和潜在的最终使用者之间的

合作， IAEA 于 1999 年开始

实施-个名为"一体化核电

和淡化系统设计"的地区间

技术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

为工艺技术的供应者与潜在

的接受者联合开发旨在论证

核淡化在具体地区的可行性

的一体化核淡化概念提供一

个机会。

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巴

基斯坦和伊朗已在这一框架

下提出具体技术援助要求，

印度的核淡化论证项目

在印度的卡尔帕卡姆，上图所示的核淡化论证项目的

建造工作已经开始。正如工艺流程图所示，两个淡化系统

被结合到 一座 170 兆瓦(电)PHWR 上。流程图中的数字表

示 PHWR (1) ;高压汽轮机 (2); 汽水分离器/再热器 (3); 低

压汽轮机 (4); 电厂冷凝器 (5);慢化剂-水冷却回路 (6); 水

海水冷却回路(7);发电机 (8); 多级问蒸 (MSF)设施化学

预处理段 (9) ;MSF 设施盐水加热器(10) ;MSF 设施热回

收段 (11) ; MSF 设施排热段(12) ;反渗透 (RO)设施(13) ; 

RO 设施能量回收汽轮机(14) ;中间热交换器(15) ;和产品

以便在当地具体条件下开始 |贮槽(1 6) 。
国际居于能机构U.43/2/2∞l



或计划可行性研究。预计会 兆瓦(电 )PHWR 堆相结合 候开始进行。调试一旦完成，

遇到更大的能源和水问题的 (见第 7 页方框)0 NDDP 便将开放，供感兴趣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已对参 这个核谈化论证项目 的成员国在 IAEA 保护伞下

加该项目表示强烈兴趣。 CNDDP) 将包括一个日产 进行国际参与，以便共享有

参与国际合作努力的潜 4500 立方米饮用水的 MSF 关核谈化设施运行与维护的

在工艺技术供应者包括:大 设备和一个日产 1800 立方 信息。

韩民国、俄罗斯联邦、阿根 米饮用水的 RO 设备。这两 根据项目经验估计，到

廷、加拿大、法国和中国。

和这些 IAEA 活动相配

合，一些国家已在规划和评

价论证项目，以论证在特定

的条件下，利用核能进行淡

化的可行性。

摩洛哥于 1998 年与中

国联合完成一项项目前研

究。该项目将利用一座 10 兆

瓦(热)供热反应堆，并借助

多效蒸馆方法，在坦坦每日

个设备合在一起，将提供足 2005 年，将建成一些日产

够的脱盐水，从而满足该核 1000万加仑饮用水的标准化

电站对工艺用水和附近人民 设施。这些设施将采用 MSF

对饮用水的两种需求。 和 RO 工艺方法，并将在印

这个论证项目的目标 度投入商业使用。

是: 共享经验对核淡化的

·建立本地设计、制造、 大规模应用而言，最有决定

安装和运行核淡化设备的能 性的因素之一(即使不是唯

力; 一的因素)是经济竞争性。哈

·为大规模的核淡化设 萨克斯坦和日本取得的运行

备提供必要的设计输入和最 经验，在现正考虑核淡化的

生产 8000 立方米饮用水。埃 优工艺参数; 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也许不

及于 1999 年开始为在地中 ·对感兴趣的 IAEA 成 能有力地证明经济可行性。

海海岸的达巴建造一座电力 员国起到一个示范项目的作 人们强烈需要的是，在

与饮用水并供工厂进行可行 用。欢迎感兴趣的成员国参 更多国家的当地条件下，论

性研究。 与该项目。 证核谈化的经济可行性。印

印度的论证项目 为增 卡尔帕卡姆的这个项目 度卡尔帕卡姆设施成功的调

加缺水地区的水摞，巳巳原 启动于 1998 年。起草了初步 试和运行，将加深人们对核

子研究中 'L' CBARC) 自 20 安全分析报告 CPSAR)和初 淡化的技术信心和经济信

世纪 70 年代起，一直从事淡 步设计基准报告。主要设备 心。重要的是，印度和其他感

化研究与开发工作。结果，靠 现在处于采购或制造阶段。 兴趣的国家将共享该设施的

本地力量开发出来多级闪蒸 土木工程正在取得进展。 运行和维护经验，。

CMSF)技术和反渗透 CRO) MSF 和 RO 设备厂房以及 IAEA 正计划在 2002

技术。 办公楼都将竣工。 PSAR 己 年举办一个国际学术会议，

为有效益地利用谈化活 获得认可。正在编写最后安 审视核淡化的全球状况，并

动各方面的经验和专门知 全分析报告CFSAR) ，以便提 探讨使之适应新要求的途

识， BARC 正在设法建造一 交。 径。随着更多经验的取得和

套混合的 MSF-RO 淡化论 大部分设备将于 2002 共事，各国将能够更充分地

证设备，并将其与在印度东 年运到现场，届时安装工作 评估这种多功能的核技术在

南部卡尔帕卡姆的马德拉斯 将能够开始。试运行和调试 满足日益增加的电力与水需

国际肘机构通报， 43/的ωl 核电站 CMAPS)运行的 170 工作预计于 2002 年晚些时 求方面所能起的作用 o 口



波罗的海不断变化的水体

IAEA 项目帮助评估该海的海洋环境

IOLANDA OSVATH ,MASSOUD SAMIEI ,L. VALKUNAS 和 JOZEF ZLATNANSKY 

在山EA 的各种计划中， IAEA 的关注。与此同时，披 冬季，冰覆盖了波罗的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 罗的海国家对波罗的海环境 海大部分海面，进一步减弱

增加，尤其是在欧洲地区。该 状况的了解和担忧也在不断 了本来就比较缓慢的由风驱

地区的许多国家正在忍受严 增加。波罗的海环境状况，在 动的水循环，并降低了污染

重的环境退化带来的痛苦。 过去 30 年中己成为一个重 物分散的可能性。由于与世

着重于解决环境问题的 大问题。 界海洋其它部分的水交换有

IAEA 技术合作项目几乎占 波罗的海是世界上最大 限以及泼水大量流入，使波

到针对欧洲的总计划的 的微咸(低盐)水体，几乎为 罗的海一直保持着特定的水

15% 。 陆地环抱。它通过众多的河 文条件。这种条件促使水体

根据其成员国的要求， 流，接纳来自占欧洲总面积 底部持续缺氧，不利于海洋

IAEA 参与了→些与欧洲几 1/5 的地区的水。波罗的海 生物的生存。与较浅的水体

个地区的陆地、大气和海洋 通过浅而狭窄的丹麦海峡与 以缓慢但持续的速度进行更

环境评估以及恢复和补救活 北海相连。它们之间的水交 新相反，波罗的海最深的水

动有关的重大项目。它们的 换很慢，使得水在波罗的海 体仅定期更新，其变化频率

重点是: 的停留时间长达 25~40 年。 取决于复杂的气象过程。 20

·能力建设; 这为污染物的积累提供了便 世纪，北海水约每隔 11 年

·在与切尔诺贝利事故 利条件。 大量流入波罗的海一次，但

以及其官核设施风险相关的

各种污染物中，优先评估放 Osvath 女士是 IAEA 摩纳哥海洋环境实验室职员。 Samiei 先生是

射性核素可能造成的污染; IAEA 技术合作司欧洲、拉丁美洲和西亚处欧洲科科长，Zlatnansky 先

·促进与国际环境项目 生是该科职员。 Valkunas 先生是立陶宛维尔纽斯物理研究所所长。致

的协调和参与这种项目。
谢:本文部分信息取自赫尔辛基委员会出版物，例如《波罗的海地区海

洋环境保护公约》、《波罗的海联合环境行动综合计划》、《波罗的海污

波罗的海地区-直不 染负荷汇编》以及《波罗的海放射性报告， 1984-1991 年 ))(BSEP 61, 

是例外，多年来一直受到 1995) 。 国际犀于能机构通报， 43/2/2∞1



波罗的海及其集水流域

波罗的海是一个半封闭式的浅海，面积为 415 000 

km2 ，最大深度 460 m，其流域面积超过 170 万 km2。平均

每年有 480 km3 淡水注入波罗的海，其中约 50% 的流入量

来自 7 条最大河流:涅瓦河、维斯图拉河、道加瓦河、涅曼

河、凯米河、奥德河和约塔河。

Bös二匾。如丽丽匾ay
BOS-So甘、nlan Sea
ARC=AIcI啕B幅go Sea
GUF= Gulf of FinIar咀
GUR= Gulf of Rlga 
且þ，p-Baltlc 间。per
WEB= We副em BaIIiC 
SOU= Sound 
坐E坐坐旦

Z且 虫x> .. 响
Source: Helsinki Commission 

的深海生物或较高级生命形

式的"死底"区域可能出现，

有时可能覆盖海底总面积的

1 /3 。

人为影响加在这种自然

脆弱性上，导致环境进一步

改变和退化。有 1600 多万人

生活在波罗的海沿岸，约

8000 万人生活在其集水流

域。濒临波罗的海的国家有

9 个: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

兰、俄罗斯和瑞典。不过，其

集水流域还延伸到自俄罗

斯、捷克共和国、挪威、斯洛

伐克共和国和乌克兰的部分

地区。工业和农业废物以及

各个社区产生的经过很少甚

至未经处理的废水通过其支

流或直接被排放到波罗的海

中，造成波罗的海许多区域

的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船舶和船舶事故、与捕

鱼和鱼类养殖相关的活动造

成的污染，以及更重要的是

通过大气输入的污染物，也

进一步干扰了波罗的海的生

态平衡。有害或有毒的持久

性物质(例如多氯联苯

CPCB)、二氯二苯三氯乙皖

CDDT) 、多环芳炬CPAH) 、多

氯化物、杀虫剂、水银)、营养

素(造成富营养化的含磷和

是这个周期在过去的几十年 水体可能发生缺氧现象，导 含氮化合物)、重金属、放射

中已发生变化。在两次水体 致对有机体有害的硫化氢的 性核素以及碳氢化合物，己

国际肘机构通报 . 43/2/2∞l 更新期间，披罗的海的近底 形成 。 因此，不存在任何形式 成为担忧的主要原因。



到达波罗的海的污染物 为观察员出席了 1992 年召 以及环境宣传和教育等内

类型和数量以及受影响区域 开的这次重要的外交会议。 甘k鸟， 。

的范围随着时间而变化。但 本次会议还签署了新的《赫 环境监测和评估在地区

专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 尔辛基公约》。该公约在经所 合作中起重要作用。它为

已经认识到，波罗的海的污 有缔约方批准后于 2000 年 HELCOM 提供了可靠数据，

染己对其生活资摞造成威 初生效。该公约新增了以下 使该委员会能够制订环境政

胁，并将最终威胁到依靠其 内容:缔约方的内部水体和 策，并对减轻污染的措施的

资源生活的人群的健康和福 预防原则、最好的环境实践 有效性进行评估。前不久已

利。 以及最好的可利用技术的概 启动一个广泛的监测和评估

念。它表明了各缔约方确保 计划。 HELCOM 定期发表有

地区合作
披罗的海生态恢复的坚定决 关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的综合

心，认识到有效地完成保护 报告和污染负荷汇编。《第 4

仿效 1972 年的联合国 和改善波罗的海地区的海洋 次有关波罗的海海洋环境状

人类环境会议，波罗的海沿 环境的任务不能仅靠国家的 况的定期评估， 1994~ 1998 

岸各国政府于 1974 年签署 努力，而且靠密切的地区合 年》已经定稿，将于近期发

了《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 作。 表。

公约》即《赫尔辛基公约》。该 该公约为采取防止和消 在 2001 年 3 月的一次

公约于 1980 年生效，指导机 除污染的法律、行政及其它 新闻发布会上，HELCOM 报 回
构是赫尔辛基委员会-一波 相关措施以恢复和促进波罗 告了其最近的研究成果。它

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的海地区的生态平衡建立了 说，研究虽然表明波罗的海

(HELCOM)。其缔约方包括 框架。行动计划通过确定波 国家所采取的海洋环境保护

波罗的海沿岸 9 国和欧共 罗的海集水流域内所有国家 行动正在沿着正确方向前

体。 中的问题和需采取的优先行 进，但是仍需继续并加强努

1990 年于罗纳比(瑞 动，来处理这些问题。行动计 力，而且要特别注意可持续

典)召开的波罗的海环境会 划包括旨在促进波罗的海环 的经济增长。

议上，在总理一级通过了《波 境可持续利用的预防性行动

罗的海宣言》。它规定了确保 和旨在恢复由点源和扩散源
波罗的海放射性研究

波罗的海环境恢复并保持其 造成的环境退化的补救行

生态平衡的长期目标。 2 年 动。该战略基于下述 5 点:制 波罗的海的人为放射性

后，波罗的海地区海洋环境 订适当的环境政策和法律 F 核素的主要来源是核武器试

保护外交会议通过了《波罗 改革规章制度 z 采用经济刺 验所产生的全球落下灰、塞

的海环境宣言》。该宣言赞同 激的方法，来鼓励使用环境 拉菲尔德后处理厂(联合王

《波罗的海联合行动综合计 友好的技术 p加强机构能力 国)和阿格后处理厂(法国)

划》的战略方案和原则。 和人力资源;以及增加当地 的释放物以及 1986 年切尔

包括 IAEA 在内的许多 为环境措施提供资金的能 诺贝利事故产生的落下灰。

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应邀作 力。计划包括支持应用研究 比较而言，来自波罗的 国际犀于能扭构通握， 43/2/2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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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海洋水中铠-137 的平均浓度

(对数尺度， 1990 年)

一 一声极地区

南大西洋

南太平洋

!大西洋东部和北部
大西洋中部

太平洋中部

冰岛

印度洋

大西洋西北部

:j~太平洋

地中海

格陵兰海

挪威海

北极地区

巴伦支海

北海

黑海

爱尔兰海

波罗的海

1000 100 10 

Bq/m3 

0.1 

来源 :IAEA 有关"海洋环境中的放射性来源及其对来自海洋放射性的

总剂量的相对贡献一-MAROOS"的协调研究计划给出的估计值。 IAEA

TECDûC-838 cl 995 年)公布的结果 。

海集水流域内的 9 座核电厂 1999 年)和前苏联( ((Yablokov 

以及研究中心、医院和其它 报告))， 1993 年)以前进行的

设施的污染物极少。位于西 小规模倾倒活动，以及帕尔

拉马耶( Sillamäe) (爱沙尼 迪斯基(爱沙尼亚)前苏联海

亚)的前海岸露天垃圾场是 军训练基地退役后经允许的

用于处置含有铀址矿渣的场 液体排放。迄今为止，波罗的

所，后来被扩大成废物处置 海最重要的人为放射性核素

场。对它的评估表明，其放射 污染源是 1986 年发生的切

学影响可忽略不计。其它相 尔诺贝利事故。最显著的污

对不重要或可能的释放源包 染来自铠-137和铅-134。由

括已公开报道的由瑞 于已经证实这两种核素在切

典CIAEA - TECDOC - 1105 , 尔诺贝利落下灰中的初始同

位素比约为 2: 1 ，所以比较

容易量化和眼踪。切尔诺贝

利事故后，水中的钝 137 存

量从 1985 年的 325 TBq 增

加到 1986 年的 4300~ 5000 

TBq 。

在污染后数日和数月

内，还在海洋环境中探测到

其它短寿命放射性核素。但

是，这些短寿命放射性核素

和银 90 或坏的长寿命同位

素都被认为不会对海洋环境

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些物

质或者很快衰变，或者水平

极少升高。

钝-137 在波罗的海海面

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主要原

因是，当放射性烟羽在事故

后的最初几日经过海面时，

切尔诺贝利落下灰直接沉

降;以及来自邻近污染区河

流的径流污染。 1986 年 5~6

月，水中铠-137 浓度的变化

范围跨越了 2 个数量级，从

南部的 50 Bq/m3 以下到芬

兰湾中的超过 5000 Bq/m3 。

1989 年和 1994 年的调

查表明，测得的最大值仍是

在表层水中。但是，污染已经

明显渗透到深层，存量的大

部分已转移到沉积物中。调

查表明波的尼亚海和北波罗

的海为浓度最高区域，尽管

其水平在事故发生后 8 年已

下降到 140 Bq/旷。虽然这些

水平不会造成辐射问题，但



相对而言，波罗的海仍然是

世界上钝-137 浓度最高的海

洋环境(见第 12 页图) 。

波罗的海放射性的测量

和评估已经成为该地区关注

的问题，且已经成为许多国

家和国际研究计划的主题。

IAEA 早在 1980 年就启动

了名为"波罗的海放射性物

质研究"的协调研究计划

CCR凹，以评价进入波罗的

海的放射性核素的长期行

为，包括它们向人体的转移。

1981 ~ 1984 年，来自波罗的

海沿岸所有国家和 IAEA 摩

纳哥海洋环境实验室(当时

的名称是国际海洋放射性实

验室)的科研人员参与了该

计划的实施，获得了有关波

罗的海的人为放射性核素水

平及其最终去向的有价值数

据，并提供了切尔诺贝利事

故之前的重要基线评估。 拟以及海洋照射途径对人类 评估波罗的海立陶宛所属部

1985 年初， HELCOM 的放射剂量评估。 分的放射性所需的能力 。 具

决定继续实施这项由 IAEA 通过欧洲委员会的 体地说，要了解的是海洋环

启动的工作，并组建了波罗 MARINA BALT 项目 0996 境中与输入源有关的以及与

的海放射性物质监测专家组 ~ 1998 年) ，这些问题也得 波罗的海地区特有的重要海

CMORS) oIAEA 通过提供强 到详细评价。 该项目的重点 洋学过程有关的放射性核素

化的质量保证计划继续参与 是估计波罗的海的放射性对 浓度的变化。 其最终目的是

这项工作。 MORS 已发表有 欧洲共同体人群的放射照 优化监测计划和基于确认的

关下列内容的综合报告:海 射。 模型建立可靠的预测能力 。

水、沉积物和生物群中人为

放射性核素的水平及其变化
IAEA 技术合作

趋势、海水中放射性核素的 照片:连接科罗尼安泻湖和波罗

存量、集水流域内核装置的 1998 年，立陶宛政府请 的海的克莱佩达海峡景色。 (来源:

排放、放射性核素迁移的模 求 IAEA提供支持，以建立 Valkunas/立陶宛)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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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河流流入跟踪
下列各图示出用模型模拟的在涅曼河口以恒定速率持续释放的一种保守性示踪剂的

浓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形。它对影响波罗的海的跨界污染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数值实验是在

1999 年 4 月 1 日 ~6 月 1 日期间进行的。这些标有日期的"快照"示出示踪剂的路径，并指

明流的方向和速度。(来源:L. Davul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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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这项研究:物理研究所、

Vilnius Gediminas 工业大

学、环境部实验室和地球科

学研究所。此外，来自立陶宛

卫生部辐射防护中心的工作

人员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

这些对应方与 IAEA 合

作，规划该项目和确定工作

计划 。 自项目启动以来，由来

自丹麦里索国家实验室和德

理

o iI • "… ð • 8 11 ~ 

哥

型，并辅以现场监测 。 该项目

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并被

宣布为优先取得 lAEA 在

2001 ~ 2002 年技术合作计

划框架内提供的援助的一个

国家项目 。

对该项目与其他有关波

罗的诲的国家和国际项目的

关系进行了很好的协调。 与

4 家立陶宛研究机构合作开

=DAZAZ 

oõll"8Sltð8SS O< 

这涉及开发和建立高分辨率

三维流体动力循环模型、确

认的扩散模型以及确认的剂

量计算模型。

1999 年，设计了 一个预

算为 36 万美元的技术合作

项目，以开发用于评估波罗

的海立陶宛所属部分、涅曼

河和科罗尼安泻湖支流水体

中放射性核素分散情况的模

dd3A-eoo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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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邦海事和水文机构 浆和造纸厂) ，且污水处理设 证。通过向涅曼河输入一种

(FMHA)的专家组成的工作 施和工业废物向城市污水系 保守的示踪剂，模拟了各种

组提供了许多建议。这些长 统的排放引起人们担忧。 不同情景，并研究了示踪剂

期参加波罗的海放射性研究 由于涅曼河水带来了自 在几个月的时段内的分散情

和 MORS 计划的研究所，还 俄罗斯的污染物，由切尔诺 况(见第 14 页围)。

接待了立陶宛专业人员的 8 贝利事故引起的落下灰放射 在 MORS 和 HIROMB

次进修培训和科学访问。培 性核素的流入也引起人们的 (波罗的海的高分辨率运行

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其放射 关注。流入波罗的海的污染 模型〉的小组会议上，介绍了

分析和建模的技能。在德国 物在科罗尼安泻湖区域的淡 项目的计划和成果。鉴于污

卡尔斯鲁厄的先进技术和环 水和盐水?昆合区中，一般要 染物分散预测模型的多种潜

境培训中心举办的-个 发生一系列转化。与水文学、 在用途，立陶宛主管机构对

IAEA 培训班，还讨论了在 水化学和地球化学方法的测 它们表示了极大兴趣。

环境中应用核分析技术的质 量结果相结合，有关环境放 正在进一步开发循环模

量保证管理问题。通过提供 射性核素的数据能够被用于 型，并将研究的区域扩大到

取样和辐射测量设备以及帮 跟踪这些过程以及核实或确 包括 1 条以上的重要河流

助组织科学巡查，为该项目 认迁移和传递模型。 (道加瓦河)的流入以及大气

的实施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参加该示范项目的立陶 输入。 IAEA 项目的第二阶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开 宛各研究所联合在沿海地区 段涉及一系列相关联的主 圄始深入研究涅曼河对波罗的 和科罗尼安泻湖实施了 2 次 题:调查涅曼河口、呈扇形的

海立陶宛所属部分的影响。 取样巡查和几次现场考察。 近海克莱佩达海峡、科罗尼

涅曼河通过科罗尼安泻湖和 通过这些活动，收集了水和 安泻湖浅水区;培养分析其

克莱佩达海峡流入波罗的 沉积物的样品，并送到实验 它放射性核素的技能;开发

诲，是其第三大支流(见照 室进行分析。对取样、样品处 钝-137 和镖、-90 的分散模

片)。 理和放射分析方法都进行了 型;以及评估剂量。

在跨界污染评估方面， 评价和协调。各研究所间对 通过评价放射性核素的

立陶宛特别关注涅曼河，因 所获得的最终数据进行了相 分散和迁移以及开发正常和

为该河的上讲河段及其约 互比较，以确保其可比性。 事故条件下的预测模型，预

60%的流域面积在立陶宛境 从 FMHA 水域规模的 计该项目将会有助于波罗的

外。该河也同样引起波罗的 运行循环模型开始，己开发 海环境的综合评估。通过支

海各国的较广泛关注，因为 出针对波罗的海立陶宛所属 持正在进行的国家和国际计

其 45%以上的流域面积在 部分和科罗尼安泻湖的高分 划，还可以预计该项目将获

HELCOM 范围外，因此不受 辨率(网格间距为 1 海里)模 得可靠的数据和资料，从而

该委员会环境政策的管辖。 型。对该模型进行了灵敏度 为立陶宛作出波罗的海环境

搜罗的海周围有许多污 研究，以实际输入数据进行 管理决策、提高该地区的环

染工厂(食品加工、纺织品和 了诊断模式测试，并使用不 境质量、健康水平和安全水

制革厂、炼油厂、化工厂、纸 同时段的测量结果进行了验 平提供良好的基础。
国际犀于tl:机构ì{掘. 43/2/2001 



人道主义排雷

核技术可帮助搜寻地雷

ULF ROSENGARD , THOMAS DOLAN ,DMITRI MIKLUSH 和 MASSOUD SAMIEI 

约有 60川枚废弃的地 地雷公约》。后来又有 16 个 嗅探犬。金属探测器利用随

雷分布在世界各地 70 国家签署该公约。 时间而变化的电磁场在目标

多个国家中。它们是上个世 除其他事情外，该公约 中感生出润流，涡流则产生

纪发生的、常被遗忘的武装 还要求"每个能够为扫雷和 可探测到的磁场，从而找到

冲突的致命残留物。这些地 相关活动提供援助的缔约国 含金属的目标。老式地雷含

雷每年炸死约 26 000 人，致 必须提供这种援助。"鉴于一 金属部件(例如撞针) .而现

残人数更多。被炸伤的受害 些国家没有这样做的能力， 代地雷金属含量极少或根本

者需要大量的医疗保健和康 该公约还规定"缔约国可以 没有。

复治疗。 要求联合国、其他缔约国、地 为探测到少量金属而提

受害者→般是发展中国 区组织或其它有能力的国际 高探测器的灵敏度，还会使

家的妇女、儿童和农民。例 政府间组织或非政府间组织 它对在地雷所在区域常常找

如，安哥拉每 334 人中就有 1 帮助其主管部门精心制定一 到的金属碎片非常敏感。另

人是困地雷而截肢者;柬埔 个国家排雷计划。" 外，金属探测器尽管很尖端，

寨有 25 000 多人由于地雷 但仅能成功地发现地下的异

爆炸而截股。另外，地雷问题
探雷方法

常，而不能提供是否存在炸

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后 药的信息。

果，因为它迫使居民转移并 在军事排雷中，目标是 人道主义排雷的一个主

阻止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从 用强力尽快清除雷区，通常 要难题是，区别"假"目标和

而削弱了整个地区的和平与 80% ~ 90%的清除率是可 地雷。识别并清除无害日标

稳定。 2200 多万人的日常生 以接受的。 是一个费时又费钱的过程。

活直接受到废弃地雷的影 而人道主义排雷更困难

响。 且更危险，因为它要求彻底
Rosengard 先生是 IAEA 物理和

1997 年 12 月，共有 123 清除所有的地雷，并将清理 化学处物理科职员。 Dolan 先生

个国家在加拿大渥太华签署 后的雷区恢复正常使用。现 是该科科长。 Miklush 先生是

了《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 在，最人道主义的排雷方法 IAEA技术合作司欧洲科职员。

国际原于能机构通报 .43/2/2∞l 转让人体杀伤性地雷及消除 是用手持金属探测器和/或 Samiei 先生是该科科长。



狗的嗅觉非常灵敏，经训练 对隐藏目标进行元素表征的 型密封管式静电 D-T 中子

能探测到痕量炸药。不过，该 几种方法之-。由于中子不 发生器。在该方法中，中子是

项技术要求对狗及其管理人 带电，所以甚至低能量的中 以 10 微秒短脉冲群发射的。

员进行大量的训练，另外狗 子也能穿透厚层物质，与原 在这些短脉冲群中，瞬发 Y

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难 子核直接相互作用。中子与 射线是从对碳和氧的非弹性

以持续作业。 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大地依赖 散射反应中发射出来的。在

还使用了模仿狗的自然 其功能。快中子被原子核散 短脉冲群间隔约 100 微秒

感觉的电子化学嗅探器。然 射掉(弹回) ，慢中子被原子 内，记录下热中子反应产生

而，雷区常常充满炸药爆炸 核吸收，这两种情况都能使 的 Y 射线。

后产生的蒸汽，这就限制了 原子核能量增加("激发勺， 使用尖端的能谱分析软

用嗅探器方法探测地雷。 导致发射 Y 射线。在某些入 件，可以确定碳/氮、碳/氧和

射中子能量下，中子与原子 碳/氢之类的元素比率。这就

可供人道主义排雷使用 核相互作用的几率(俘获截 能够通过比较计算机中储存

的新技术 面)非常大。对于每种元素来 的参考数据实时地识别爆炸

说，这些能量是特有的。 性物质。另外，对反散射中子

正在出现-批新的探雷 探测散装炸药用的大多 的探测可以指示土壤中氢的

技术，作为对目前使用方法 数中子技术，靠的是探测这 密度。这可用于进一步提高

回的补充。新技术包括地面贯 些受激核发射的特征 Y 射 探雷概率。

穿雷达、红外热敏成像法和 线。通过测量 Y 射线的能量 该技术通过使用静电中

先进的金属探测器。这些技 和强度，可以确定被询问目 子发生器，将放射性物质向

术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 标的元素组成，而大多数元 环境的事故释放风险降到最

虽能探测到地下的"异常" 素的特征γ射线谱是已知的。 低限度。小型手提式静电中

但不能指出是否存在炸药。 按照这些思路，开发了 子发生器，可从几家公司购

基于贯穿辐射的方法， 几种不同技术。 得。

具有能用于地雷探测和识别 ·热中子分析 (TNA) 通过使用中子方法对埋

的特点 o 但是，与传统的射线 利用的是，所有爆炸性物质 藏目标进行元素表征，排雷

照相法大不相同的是，我们 都含有大的氮成分。热中子 过程可以大大加快，而且更

没有办法利用辐射透射这个 被氮核俘获后，导致发射能 有效。这是因为大多数警报，

过程，因为这需要接触被调 量为 10.8 MeV 的 Y 射线。 例如金属探测器发出的警

查物体相对的两侧。相反，要 由于这是天然存在同位素发 报，是无害的金属碎片发出

使用询问辐射的次级辐射发 射的最高能量的 Y 射线，由 的，而这些碎片在从前的战

射或散射。 此给出了存在氮的非常明确 场上相当多。

指示。 TNA 应用常常使用

利用中子做元素分析
铜-252等同位素中子源。

IAEA 的活动
·脉冲快中子和热中子

中子辐照分析是可用来 分析CPFTNA) 技术使用小 许多国家组织、国际组 国际原于t机构通报 ， 43/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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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在波斯尼亚和黑山哥维那一一又一个遭受地雷之苦的国家，→

枚 PMN 地雷在陡峭岩石山坡被暴露出来。(来源·澳大利亚西部大学
James Trevelyan 教授) 。

在阿富汗这个深受战争和地雷影响的国家，一名排雷人员在探霄，他每隔 3
厘米用金属探梅探一下地面 。 (来源:澳大利亚西部大学 James Trevelyan 教
j圭)。

美国研制的小型 PELAN 系统，正被考虑用于 IAEA 支助的现场
测试计划。(来源:美国西肯塔基大学 George Vourvopoulos 教授) 。

织和非政府间组织正在投入

数千万美元清除地雷并帮助

地雷受害者。根据一个国际

咨询小组的建议下， IAEA

核科学和应用司已启动一项

"利用核技术识别人体杀伤

地雷"的协调研究计划

CCRP)。来自发达和发展中

成员国的 12 个研究小组正

在参加该 CRP 。

该 CRP 已经显示，以中

子询问为基础的方法能够识

别所埋地雷的炸药。几种以

TNA 、 PFTNA 技术和中子

反散射为基础的装置正在研

制中。随着这些及其它适用

于人道主义排雷的核技术的

成熟，定期对它们加以评价，

以便采用一种灵活的方法。

尽管几个方法有发展潜力，

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任何

实际的排雷作业都将需要一

整套传感器。

研制更好的排雷仪器是

一项要求高的任务，因为这

些仪器必须是灵敏、快速、可

靠、费效比好的，并且无论在

世界任何地方都易于操作和

维修。例如，它们必须在包括

炎热的沙漠和温润的稻田在

内的各种类型的地带可靠地

工作。单一技术是不会满足

所有这些要求的。基于中子

的技术，作为排雷者工具箱

中众多工具之一，可以成为

传统技术的补充。 口



通过 IAEA 技术合作项目为人道主义排雷进行现场测试

IAEA 是旨在促进核能和平利用的科 训开始。在来自成员国的专家完全熟悉

学技术合作的主要国际机构之一，并且在 PELAN 的每个部分的操作后，他们将能就

向世界发展中地区传播核技术以解决重大 硬件和软件的改动提出建议，使该仪器适合

问题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IAEA 向成员国 地雷识别。

传播技术，主要通过其技术合作计划进 在下一阶段，将把 PELAN 转移到一个

行。这些项目经常利用作为 IAEA 参与的 有合适研究实验室的欧洲成员国，将用各种

协调研究工作成果而成功开发出来的核技 类型的土壤、假的地雷和爆炸物进行实验室

术。 测试。随后，现场试用将在模拟雷区和真实

然而，对于人道主义排雷技术，正在使 雷区量化该仪器的速度、灵敏度、准确度和

用一种新方法，因为预计研究成果能用于实 可靠性。

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考虑到地雷识别 如果改进结果是肯定的，预计 PELAN

工作的复杂性及地雷问题的严重程度。欧洲 合作为多传感器系统的一部分广泛用于人

的一个新的地区技术合作项目一"用于人 道主义排雷。为此，正在通过克罗地亚的一

道主义排雷的脉冲中子发生器的现场测试 个国家技术合作项目-一"地雷和未爆炸军

和使用"，是向实际应用和传播所需专业知 火探测和识别核方法试验设施"，补充该

国识方向迈出的一步。为更便于管理和更现实 IAEA地区项目。

起见，该项目仅专注于一种技术和一个地理 克罗地亚是正处于欧洲中部的一个特

区域。该项目所选技术是脉冲快中子和热中 殊情况。估计有 6900 平方公里或者说克罗

子分析(PFTNA) 。 地亚领土的 13%被地雷和 UXO 站污。政府

首次项目规划和协调会议于 2001 年 2 通过克罗地亚排雷中心 (CROMAC)运作一

月 12 - 14 日在维也纳举行，有 20 多个成 个大规模国家排雷计划，但进展相当缓慢，

员国的专家参加。会议考虑了各种选择方 并且费用高。萨格勒布 Rudjer Boskovic 研

案，最后得出结论，应在该项目名下采购称 究所长期以来取得了许多核科学技术成果，

为 PELAN 的 PFTNA 型仪器，并在一个大 准备成立一个测试众多有助于探测和识别

规模现场测试计划中使用。 PELAN 已在美 地雷和 UXO 核方法的实验室，从而加速该

国研制出来，并成功用于探测未爆炸的军火 计划的实施及降低费用。 IAEA 将支助该研

(UXO)、化学战剂和现凑的爆炸装置。但它 究所和 CROMAC 的与测试排雷用核技术

需要改造以适合用于地雷识别并适合当地 有关的工作。

条件，而这就是一个技术合作项目的价值所 IAEA 的这些国家及地区项目如获成

在。 功，将有助于显著提高人道主义排雷的效率

PELAN 系统的采购已经启动。该项目 和速度，从而能使埋有地雷的土地尽早恢复

从 2001 年在美国肯塔基州的鲍灵格林应用 正常生活，减少被仍未发现的废弃地雷致死

物理研究所对 PELAN 系统进行熟悉和培 或致残的人数。
国际雇于最扭构通矗 • 4312/2∞l 



环境补救

放射性污染场地的清理战略和技术

W. EBERHARD F ALCK 

也~...几年，为使环境更清洁 结果 P 以及按国际建议的安 定性影响。补救的基本理由

和更安全需采取的行动 全准则对其进行清理的适用 和动机也许带有经济性质，

已经提到社会和政治议程。 方法。其总体目标是使世界 如为了将来利用土地，或出

它们包括对那些给人类及周 上资源有限、技术欠发达的 于道德考虑，也需要包括在

围环境造成放射学危险的受 地区在消除或排除辐射照射 评估中。

污染场地进行补救的措施。 方面，能够集中精力并选择 补救活动决寇的影响因

放射学危险可能来自各 适当战略。为了包括核动力 素放射学相关污染场地补

种核活动或非核活动。其中 在内的可持续能源发展，使 救的正当性，一般要在IAEA

包括: 核燃料循环形成"封闭回路" 和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核或放射学事故; 的意图是一个重要方面。 (ICRP)制定的导则和标准

·核武器生产和试验; 此类活动涉及许多互相 的基础上加以判定。在此框

·差的放射性废物管理 关联的因素，包括法律和体 架内，可获得大量的技术方

和处置活动; 制框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案，从"什么也不做"方案到

·涉及放射性物质的工 经济条件，以及在固定和有 完全移除污染物，这取决于

业制造; 限的预算资源内平衡技术性 受污染的程度。

·导致天然存在的放射 能和降低风险的必要性。关 适当考虑影响环境补救

性物质(NORM)浓度增高的 键方面是:补救项目的总体 项目结果的所有因素，可在

常规采矿和水冶以及其他生 效率尤其重要，而不仅仅 给定的知识基础上找到既满

产工艺过程，例如:石油和天 是实体补救工作本身的效 足社会目标又增加项目本身

然气生产。 果。 价值的最佳解决办法。评估

IAEA 已为补救受放射 公众对补救过程及其结 可用技术及其适用性一→以

性污染的场地建立一项综合 果的种种认识在项目制定中 及考虑技术选择中影响决策

计划。该计划整理和传播:有 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总是影 过程的变量和因素一-的正

关受污染场地的知识;这些 响战略和技术决定。相对于

场地的适当表征方法;其潜 不同时间的资源可获得性进 Falck 先生是 IAEA 核燃料循环

国际雇于融机构通报， 43/2/2001 在环境和放射学影响的评估 行的费用一效益评估有着决 和废物管理处废物技术科职员。



IAEA 环境补救文件和活动

安全 管理 数据库 技术 专题

《过去活动和事故 《影响环缆恢复战 《环咙恢复信息资 《放射性污染场地 《铀水冶尾矿长期

污染地区的清理》 略帝l订的因素》 源指南》 的补救技术》 稳定和隔离技术》

安全要求文件， TECOOC-I032 TECOOC-841 TECOOD-I086 TECOOC 

编写中 编写中
《为补救目的对受 《放射性污染场地 《地.下水补放技术

《采矿和水冶放射 放射性污染场地 指南》 方案》 ((NORM 造成的

性废物管理》一安 的表征》 TECOOC TECOOC-I088 环境污染及相应

全导则，编写中 TECDûC-I017 编写中 消除措施》

《环境恢复中使用 TECOOC 
《为确保铀/仕开 《补救场地，的达标 《场地恢复成本》 的场地表征方法》 编写中

采和水冶中的残 监测》 TECOOC TECDOC-1l48 
留物放射安全而 TECDOC-1 1l8 编写中 有害物质和放射

进行的监测和监 低水平放射性污 性物质污染场地

督》一安全报告， 《影响环境恢复活 染场地的补救 的补救

编写中 动的因素》 TECOOC TECOOC 

TECOOC 计划中 计划中

编写中

用楷体表示的 IAEA 出版物可从 IAEA 会议与文件服务处获得。电子信箱: sales. publications@iaea. 

org。亦请金"WorldAtom"网站 (http://www.iaea.org/programmes/ne/nefw/nefwpubl. htm) 。

规方法将增加透明度，从而 成数字类型，以便于比较。对 有关受放射性污染场地的大

增大所有干系人接受其结果 于可接受的转换方法存在大 量基础数据外， DRCS 还将

的可能性。该过程也是确保 量争论，主要原因是通常不 依靠成员国的贡献来提供有

最先进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 可避免地把道德价值"货币 关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的信息。

证程序不可或缺的。这样做 化"。 界定"污染"是由什么构

的结果是，所选择的技术和 影响环境补救技术选择 成的，仍然是编制这种指南

战略从纯技术角度看不但不 的决策过程的因素是 IAEA 的主要障碍。由于各国立法

一定是最佳的，而且考虑了 项目的重点，在计划出版的 迥然不同，很难统一界定什

社会和经济因素。 一份技术文件中，将概要介 么是"受污染的"。

不过，在用怎样的方法 绍可能的方法和概念。 除基于浓度/放射性活

正式纳入所有这些因素方 污染场地问题的界定 度数据或剂量率的科学界定

面，人们的想法有很大分歧。 尽管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外，可能会做出出于管理目

所使用的方法从简单地依赖 IAEA仍在设法建立一个《世 的的界定或分类，在这种场

专家意见，定性排列，到复杂 界放射性污染场地指南》 合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

的、定量的多变选择评估。定 (DRCS) 0 DRCS 旨在成为一 等广泛因素。将一个场地列

量评估通常要求一个共同的 个通过国际互联网收集和传 入国际指南中可能有多种不

标准，并把非数字属性转换 播此类信息的主要载体。除 可忽视的含意，这也是成员 国际雇于拉机构通报 .43/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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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时不情愿的原因。因此，

为使 DRCS 进一步发展，采

取了这样一种机制，即只把

成员国正式提供信息的场地

列入指南。

该指南的目的不仅是单

单列出受污染的场地，而且

要作为适当补救措施的一个

信息源。它还可以作为在国

家一级采取类似行动的行为

榜样。

提倡高效低费的方法

IAEA 成员国在受放射性污

染场地的补救方面的经验和

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环境补

救领域在过去十年发展迅

猛，因此，传播有关适宜的、

高效的和经济的清理方法显

得尤为重要。

由于放射性核素造成的

环境污染的原因和形式多种

多样，因此技术解决方法也

不尽相同。每种受污染的环

境介质都要求有其自己的解

决方法。恰如其分地说，

IAEA 已经处理的是受污染

的土壤和地下水问题，并监

测是否与专门技术文件中的

预定标准和所接受的残留物

污染水平相符(见第 21 页才

框) 。

对于明确界定为受到相

对较高浓度水平污染的场

地，补救方法现在已经相当

成熟。而对分散的和相对水

平较低的污染的清理和补

支持保加利亚的行动

许多中东欧国家有规模各异和重要程度不同的铀矿

开采活动。尽管许多国家的活动仅限于勘探性采掘，但保

加利亚的矿石质量和储量使它建了几个矿厂和两个水冶

厂。但受政治波动和铀市场价格下滑的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保加利亚放弃铀矿的开采和水冶。 IAEA 已通

过一个技术合作项目帮助保加利亚主管部门建立辐射监

测基础设施 ，并为采矿和水冶厂的退役和环境补救提供建

议。大部分工作集中在布霍沃的几个尾矿池。它们不稳定

并且向下方的洪泛平原排放污染物。培训和建议包括就具

体课题(如流出物的处理)派遣专家工作组，以及组织了一

个为期两周的铀矿开采和水冶风险评估方法讲习班。学员

不仅有来自负责部、局的工作人员，还有来自主管实际补

救行动的以前矿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IAEA 的支助和培训

有助于该国主管部门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根据 CEC

PHARE 计划等一揽子计划所提供的援助。现正在执行的

大多数实际补救工作得到 CEC PHARE 计划的支持。

救，考虑到诸如成本及对环 |照片沃土)1 995 年布雀沃现场的采矿废渣堆。(下)1995 年在布磊沃

境最小的额外干扰等因素， I 现场建设的吸附设施。



应用德国的经验教训
直至 1990 年，前东德一直是世界的一个主要铀供应者和第二大生产者。前苏联解体

和德国统一后，做出停止维斯穆特公司所有开采活动的政治决定。自 IAEA 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技术援助以来，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就受益于德国在关闭、退役和补救维斯穆特公司

旗下许多采矿和水冶厂方面的经验。例如，维斯穆特公司派人员参加 lAEA 的专家组服

务，并接受来自 lAEA 有类似问题成员国的学员。因此，IAEA 的计划有助于传播从补救

大量的露天矿山和深矿井以及从采矿和水冶残留物处置设施中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照片:哈默堡海德(Hammerberghalde)废矿堆的补救。(土)1960 年情景。(中)1 993 年情景。(下)1997 年
情景。(来源:维斯穆特公司)。

仍是一个挑战 。 从而低成本的解决办法。 即 和适宜性以及它们的先决条

同样的考虑适用于采取 将出台的有关此课题的技术 件。

了其他补救措施后进一步降 文件将整理和评述有关适宜 许多场地同时遭受常规

低残留污染的情况，因为大 的技术和战略(如植物和生 有害污染及放射性污染。一

多数技术的效率是随残留污 物补救或监控下的自然衰 般来讲，此类情形包括某且

染按指数律下降的。可能的 减)的信息和实绩数据。该文 以前的工业场所(如作为

答案是采取低强度、低技术， 件将探讨这也技术的适用性 副产品和残留物中的

国

国际矗于民扭构n.43/2/2∞l



NORM) ，民用和军用相关核 IAEA就发起了一个涉及中 素和其他有害成份(如重金

研究机构(如工艺溶剂) ，采 东欧大多数国家、旨在评价 属和碑)的残留物。

矿和水冶场地(如重金属和 辐射有关环境问题的大小和 地质力学方面，如堆坡、

碑)及以前的低放废物处置 程度的地区技术合作项目。 围堤和挡坝的稳定性是标准

活动(如联合处置有害废物 这项工作有助于查明有问题 的工程问题，大多数成员国

和低放废物)。具体的环境问 的地区，并更好地理解各国 为此在有关的建筑或采矿条

题主要源自各种污染物的相 的需求。 例里做出明文规定。但环境

互作用以及不同的化学性质 有两大问题区过去一直 和放射学影响常常被忽视。

和行为，如重金属和放射性 是，而且现在仍是引人注目 典型的环境问题有氧的发散

核素，它们都是在现有条件 的焦点，即受切尔诺贝利事 和污染物向地表和地下水的

下适用于补救的。 故影响的土地，以及受铀矿 浸滤。根据把环境影响保持

一种给定的补救技术可 开采和水冶影响的土地。 长期最小的目标，CRP 的任

能会对一种污染物的现场固 对成员国的直接援助一 务是帮助获得下述概念和技

定或排除起作用，但同时也 般是通过技术合作项目提供 术解决方法:使尾矿在长时

可能导致另一种污染物活跃 的。例如，通过派专家组、组 段里更稳定;使蓄收的物质

起来。补救行动造成的废物 织培训班以及提供监测和分 和工程结构在长时段里更牢

1昆合会带来额外的技术和管 析设备在解决铀矿开采的遗 固;使经常性维护需求降到

理问题。要么必须找到一条 留问题上给捷克共和国、斯 最小;以及技术和经济上都

适用于各种污染物并满足适 洛文尼亚和保加利亚提供了 可行。

用于它们的法律要求的处置 援助(见第 22 页方框)。正在 合作网 IAEA 环境补

路线，要么必须把各种污染 通过一个新项目给葡萄牙提 救活动的成果己在各种技术

物相互分离。 供类似援助。 文件中公布，在大大小小的

这些问题将在即将开始 成员国还参与把研究类 国际会议中展示。这些活动

的旨在为相关污染物案例做 似问题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 尤其强调那些一般来讲资源

示范并描述所采取的补救行 的协调研究计划 CCRP) 。最 更匮乏、通常几乎没有什么

动的 IAEA 项目中得以解 近刚刚完成一个关于场址表 经验解决旧的政治和管理体

决。将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 征方法的 CRP ，并在 2000 年 制下遗留问题的欠发达成员

以鉴定制约因素和过程。还 启动了一个有关铀水冶尾矿 国的需求。

将开发一个程序，帮助识别 稳定技术的新的 CRP 。 通过研究和技术合作项

构成潜在问题的污染物泪 在矿厂或水冶厂附近建 日把世界各地的专家聚集在

合，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 近地表蓄收设施，是处置铀 一起的努力，促进了知识交

指导。 水J台尾矿的常见方法。此类 流，从而确保了适当的战略

援助成员国的努力 蓄收设施通常利用下凹地形 和技术的执行。同样重要的

IAEA以各种形式援助其成 随意安排。其结果是没有人 是，知识传播可以帮助发展

员国为评估放射性污染问题 或很少有人去关心尾矿与环 中国家更好地理解并严格地

并清理此类场所所做的努 境的隔离问题。这些尾矿的 评价捐助机构和政府提供的

国际原于能机构通报， 43/2/2001 力。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危害来自于长寿命放射性核 援助。 口



改进癌医疗
发展中国家对放射疗法的需求增加

VIC LEVIN ,AHMED MEGHZIFENE ,JOANNA IZEWSKA 和 HIDEO TATSUZAKI 

d固古·并非现代社会才有的现 人每年的病例数表示的话， 深影响对特定放射治疗资源

象，曾在一个 14 岁去世 年轻人的癌发病率低，还管 的需求。这些区别加上发展

并被制成木乃伊的法老身上 是富人还是穷人。 中国家发现癌较晚，对放射

发现骨瘤，只是 3000 年后的 发展中国家癌发病率快 治疗设备的选择和使用提出

今天才得到准确诊断。中国 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预期寿 了不同的要求。由于财政限

和阿拉伯的医疗文献也详细 命不断延长。人口的日益老 制和缺少合格人员，那些模

地记载了一些临床病例，其 龄化更可能患上癌症。发达 仿最发达国家的治疗方案和

国中某些病例根据描述今天可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患癌症的 设备很少能直接用于发展中

以明确地诊断为癌。 可能性确实有差别，但这种 国家。

统计显示，癌成为发展 差别远远低于通常所认为的 实施综合的国家癌控制

中国家日益严重的问题。癌 (见第 26 页圈)。 计划，包括预防措施和早期

病例已从 1985 年的 200 万 所观察到的是富人中的 检测措施，与明智的外科手

上升至 2000 年的 500 万，预 癌症范围与穷人的不同。在 术、放疗和化疗治疗的综合

计到 2015 年将达到 1000 发展中国家的男性中，肝部 措施相结合，目前使发达国

万。而在发达国家， 1985 年 和食道肿瘤是第 3 和第 4 位 家所有癌的治愈率达到

和 2000 年的病例都是 500 的最常见癌。这些癌在发达 45%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渴

万，预计到 2015 年也不会增 国家中相对而言是不常见 望达到的目标。

加。 的，排在第 10 位以后(见第

尽管发展中国家肺结 26 页表)。 全球趋势与合作

核、症疾等传染病的发病率 同样，在女性中，乳腺癌 核技术最早的应用是放

很高，但癌发病率的快速增 是两组人群中是最常见的

加己促使各国越来越认识到 癌。不过，贫穷人口中女性宫
Levin 先生是 IAEA 应用辐射生

需要辐射肿瘤学的临床和医 颈癌也几·乎同样常见，占所
物学和放射治疗科科长，

学物理方面的指导，以改进 有女性癌的 17%。在较发达 Tatsuzaki 先生是该科职员。

其癌医疗标准。癌不再被认 国家，宫颈癌仅占女性癌的 Meghzifene 先生和 Izewska 女士

为是富人的疾病。各年龄组 4% 。 是剂量测定与医学辐射物理学科

的癌发病率按各组每 10 万 癌的种种相异模式，深 职员。全部参考资料可向作者索取。 国际草于能扭构通l.43/2/2001



一一即在肿瘤附近应用密封

放射性物质。

放射疗法作为癌处理的

→种标本治疗方法，己被全

世界迅速接受。很多被认为

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在上

世纪初在普通放射学下开始

了辐射治疗，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将这门不断发展的学科

从诊断放射学中分离出来。

不过，可与最发达国家

相比的设备严重短缺。因此，

在过去 10 年中，发展中国家

加快了获取设备的步伐。例

如， 1991 年整个非洲拥有 63

台兆伏级远距治疗机;到

1998 年底，这一数字己增至

155 台(见第 31 页方枢)。

近几年中， IAEA 成员

国越来越多地要求通过技术

合作项目帮助为癌症患者治

疗建立放射治疗计划，包括

提供辐射源和设备。活动范

围包括在以前没有任何相关

设施的国家开展放射肿瘤学

以及改进现有放射治疗中心

的不足。其目标是扶持放射

治疗技术，直到在适合使用

这种技术的成员国中，胜任

中心达到和保持国际认可的

标准。

IAEA 一直采用系统化

的方法提供这种援助和设

备，以确保临床、剂量测定、

安全和维护诸方面都得到考

虑，否则它们可能危及患者

治疗结果，或者酿成事故。所

有在IAEA援助下执行的技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年龄组癌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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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X 射线技术发展成

称作"远距疗法"的放射疗法

学科。高能远距疗法引入后，

临床结果显著改善。钻-60 远

距疗法的首次使用是在近

50 年前的 1951 年 10 月。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用于产

生高能 X 射线的兆伏级加速

器越来越可靠。

错于 1898 年被发现并

分离，但有文献记录的首次

成功用于癌治疗是在 1903

年于圣彼得堡。锚的应用逐

步演变为"近距疗法"学科

射诊断学和使用辐射治疗癌

症。 1895 年 11 月发现 X 射

线后，首批诊断性"X 射线照

片"于 1896 年 1 月问世。与

此同时，即 1896 年 1 月， 2 名

患者，其中 1 名患乳腺癌，在

芝加哥开始接受治疗; 2 月，

1 名鼻咽癌患者在汉堡接受

治疗; 7 月， 1 名胃癌患者在

里昂接受治疗。 1896 年 11

月， 1 名 4 岁儿童首次在维

也纳接受治疗。更为惊人的

是，她以后 70 年接受临床眼

踪观察，健康状况一直极好。国际犀于能机构通报. 43/2/2∞l 



术合作项目，都贯彻了《国际

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

基本安全标准 ))(BBS) 。已通

过非洲、亚洲、东欧和拉丁美

洲的国家和地区项目传播放

射治疗技术。

非洲: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尽管加纳取得了成功

(见第 28~29 页方框) ，但非

洲在高效处理癌方面仍然大

量缺少放射治疗服务。非洲

任何国家都未达到每 25 万

人即可享受到 1 台远距治疗

机服务的欧洲标准(见地

因)。

建立新的放射治疗部门

是一项重大任务，要求投入

大量资金，并需要技术使用

经验。在一个以前没有任何

经验的国家完成这项任务，

还需要国际专门知识。

IAEA 已支持若干国家

建立起第一个放射治疗中

心。首先，要根据向 IAEA 的

请求，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

重要的是，卫生部一开始就

参与这项工作，因为他们要

长期负责支持将开发的服

务。确定对应的医疗部门，并

估计可能享受这些服务的患

者数目。在这一初始评估基

础上，估计所需要的人员培

训、设备和专门知识。此外，

还要提出需要在医院场地建

造的建筑物的平面图。

合作各方一一成员国和

IAEA-可根据这些结果，

非洲的放射治疗服务
(一台远距治疗机服务人数)

确定需要承担的义务。在医 里亚是过去几年中在IAEA

学物理学家、临床和辐射安 的支持下投入使用的第二个

全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编写 放射治疗中心的实例。

了一份 IAEA 技术文件 根据付卡洲地区协定 》

(TECDOC-1040 ，((放射治疗 (AFRA) ，已有 18 个国家参

计划的设计与执行:临床、医 加一个改进临床放射治疗的 国
学物理学、辐射防护和安全 项目。其重点是提供地区培

方面)))。该文件为制订一个 训班和专门知识以及小的设

前后一致的和全面的启动或 备物项。

扩大放射肿瘤学服务方案提

供了框架和指导。 欧洲:改进放射疗法

过去 7 年中，现代放射 虽然普遍接受的估计显

疗法己在埃塞俄比亚、加纳、 示，在 45%的病例中癌是可

蒙古、纳米比亚和乌干达成 以治愈的，但是只有在保持

功地开始。 IAEA 正参与也 放射治疗服务的高度准确性

门的一个新项目。 和可靠性的情况下才能达到

在一个国家启动第二个 这个标准。对患者治疗的临

放射治疗中心，工作复杂程 床方面(诊断、确诊、治疗指

度只稍稍低一些。当地对应 示、后续观察〉以及与实体和

部门比较清楚自己正在从事 技术方面有关的程序，必须

的工作，在派学员到他国接 进行仔细的控制和规划。长

受全面培训和获得学位之前 期以来人们已认识到放射疗

可以进行某种当地培训。苏 法中质量保证的实体方面至

丹的杰济拉和尼日利亚的扎 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认 国际矗于ft扭构通报. 43/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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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阿克拉现代化放射疗法的持续发展
1993年， IAEA在有 1400万人口的

加纳启动一项放射治疗服务项目。加纳

过去没有任何癌登记处，也缺乏公开的

癌数据。不过，机构与 WHO 日内瓦和里

昂办事处合作，根据人口数字估计加纳

每年有 1 万多癌症病例。此外，邻国科

特迪瓦、布基纳法索和多哥也没有治疗

设施。该项目得到了总统夫人 Rawlings

夫人和卫生部、外交部以及原子能管理

照片 :1996 年刚刚竣工的阿克拉 Korle-Bu 医院放射 局的大力支持。加纳大学医学院的
治疗科正门。当时，尚无花草，大型治疗设备及患

Korle-Bu医院被选定为开发场地。
者未到。

IAEA 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培训机

构。对一名医学毕业生的放射疗法培训通常为期 4 年，以便达到放射治疗医师能够在没有

指导下实施治疗的标准。需要考虑的事项之一是临床材料和治疗设备必须类似，以便学

员返回工作岗位时可将培训l 成果直接用于临床工作。此外，加纳的医学学位必须得到东

道国医学委员会的承认，否则学员不能接触病人一一有点象坐在乘客座位上学习驾驶一

辆 10 吨卡车。南非的一所大学满足了这些标准，因而被选中。 1995 年有 5 名医生被送去

培训。一些物理学家被派往南非和联合王国接受医学物理学培训。此外，放射诊断技术人

员被派往南非、中国和美国接受为期 2 年的培训，成为放射治疗技术人员一一即操作放射

仪器的技师。 4 名肿瘤学护理人员在联合王国接受培训，学习护理癌患者的各方面知识。

同时， 1994 年，专家们仔细审查了规划图。发现了明显缺陷并做了修正。为审查提供

的辐射防护，曾要求加纳方面提供结构图。经过专家对建设细节的多次考察， 1995 年，一

座功能齐全且有中央空调的建筑物得到了大幅度改进，并于 1996 年作好接收设备准备。

设备类型作为通用物项选定之后，中国政府于 1994 年底提供的慷慨捐助为该项目带

来进一步的巨大动力。关于机器的决定得以最终完成，并将 1 名工程师派往中国学习钻机

器和模拟器的建造与维护，因为这 2 个重要的物项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1996 年到 1997 年底是极其令人兴奋的时期;许多国家提供的设备运抵加纳，等待

安装、验收测试和调试。必须提供综合的剂量测量设备，以便对这些治疗机器进行

为，为达到安全且有效的治 究工作组 0991 年)表示: 包括新独立的国家中，癌的

疗，放射治疗计划的临床和 "通过提高放射治疗的质量 范围几乎与西欧的一样，病

技术方面内的所有阶段都需 水平，估计西欧癌患者存活 例发生频率也是如此。尽管

要一种系统化的方法。 率会明显增加(5%) 。对于东 这些国家拥有基本的放射治

改进放射肿瘤学方面的 欧国家，这种增加甚至可能 疗基础设施和经过培训的人

质量控制能够提高癌患者的 高达 15% 0" 员，但经济困难和冲突的影

存活率。欧共体委员会癌研 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 响在可供利用的治疗设施和



调试 。 得出的数据则加载到要调试的治疗计

划系统。为此，派去了大量专家帮助这些培

训归国的实习医学物理学人员。

1997 年 10 月，第一位放射治疗医师

Francis Durosinmi-Etti 博士开始履行职

责。他是在 IAEA 工作过的首位放射肿瘤

学家。他启动了文件系统;治疗单、治疗机

器日志;并就放射疗法的作用及涌入的患

者的治疗向当地医院医疗人员传授知识。

10 月到 12 月期间，有 70 名患者接受治疗。

1998 年第一个星期，中国的 Wu Jindong 

教授接任治疗中心代理主任，因为加纳学

员尚未完成其学业和考试。他加快了接受

照片 g 罗林斯总统(中)在加纳放射治疗中心正式

开放典礼中参观钻治疗机。当时 Wu Jindong 博士

正在对患者进行治疗。

患者的步伐，在随后的6个月内，又治疗 320名患者，主要为女性 (72%) ，而病例数大致相

等的乳腺癌和宫颈癌患者占患者总数的 50%。自那时起，已有 3 名合格的加纳放射肿瘤

学家回国，从而保持了这一势头。

1998 年 4 月，在该放射治疗中心为 AFRA 参加者举行了一个培训班。其主题，非常

确切地说是放射肿瘤学的质量保证 (QAL 3 位国际知名医学物理学家、 3 位放射肿瘤学

家、 2 名 IAEA 工作人员和很多学生汇集到这个尚缺乏经验的中心。对所有能操作的东西

进行了拨弄、剌激、测量或检验，以便有助于开发可能的最佳 QA 体系。最终，该中心因达

到可与非洲最佳标准相比的水平而受到称赞。

1998 年 5 月 26 日该中心在加纳环境、科学与技术部部长 Afful 先生主持下，举行正

式开放典礼。加纳总统发表了讲话，作为国家放射治疗和核医学委员会赞助人的第一夫

人到场祝贺。加纳卫生部部长 Brookman Amissal 博士和加纳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Allotey

教授也出席了典礼。

对该中心的援助在继续。正在按初始计划所预计的安装一台中压治疗机，以治疗浅

表肿瘤一一满足一些治疗的特殊要求，并减轻患者对现已超出其承受能力的钻放射治疗

机的压力。 IAEA 还与国际癌研究机构 CIARO一道参与国家癌登记处的建立工作，该登

记处将为合理拓展这些服务提供所需的信息。

设备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 能 。 共和国、格鲁吉亚以及摩尔

IAEA 最近通过 2 个有 这些项目帮助 7 个肿瘤 多瓦等国政府共同分担。 它

密切联系的地区项目，向东 学中心在放射治疗设备和仪 们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通过

欧和东南欧的一些国家提供 器仪表方面进行升级，所用 一揽子进修和培训班向放射

了广泛且有重点的援助 。 这 费用与阿尔巴尼亚、亚美尼 治疗临床医生和医学物理学

些援助的目的是提高放射治 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家提供高质量的培训 。

疗水平和改进医学物理学技 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 与欧洲治疗放射学和肿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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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 对萨拉热窝放射治疗升级的支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医疗研究

机构情况已恶化。建筑物和设备已在

1992~1995 年的冲突中被毁。 1992 年

前，萨拉热窝肿瘤学研究所的放射治疗

部是个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小型省级医

院，每年治疗约 1200 名癌患者。这里的

员工保持着在战乱期间仍继续提供治

疗的骄人记录，尽管在最危急的时期每

年仅有约 100 名患者能够使用这一设

施。该部门战后仅有 1 台有 17 年历史的

钻-60 治疗机、 1 个有 9 年历史的辐射源

和 1 台受损的近距治疗机。既没有足够

的剂量测定设备，也没有计算机化的治

疗方案制定系统。

目前尚无可供利用的国家癌发病率数据，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是现在才着手

建立国家癌登记处。不过，估计的数字显示，约有 5000 名癌患者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接

受放射治疗。

1996 年，在卫生部支持下，实施了一项重建萨拉热窝肿瘤学研究所的全面计划。该研

究所是该国惟一的放射治疗中心。相关部门利用此机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放

射治疗部，以便为未来设施提供充足的准备工作。

IAEA 的首项任务是在更新老机器和接收一台带辅助设备的新的钻-60 治疗机之前，

提供一整套经过适当校准的剂量测定设备。受损的近距治疗机已被修复。利用国家资金

采购了 1 台新的直线加速器和 1 台模拟机，IAEA 派遣了 1 名专家对它们进行调试。通过

实施计算机化治疗方案制定示范，提高了治疗质量。已获得 2 套治疗方案制定系统，并有

专家被派到现场来协助当地工作人员测量钻-60 束、高能光子和直线加速器的电子束所

造成的辐射剂量的分布，并将这些数据输入治疗方案制定系统。 IAEA 还为在该部门工作

的 11 名放射肿瘤学家、3 名医学物理学家和 10 名放射技师的强化培训提供了支持。萨拉

热窝肿瘤学研究所的放射治疗部于 1999 年 5 月举行正式开放典礼。

IAEA 工作人员 2001 年 3 月完成一次出访，他们发现凤凰从灰烬中再生。该研究所

已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一个组织完善的放射治疗部门，宽敞的建筑物中有足够的设施，还

拥有现代化的治疗机器，固定和成像设备由一支有敬业精神的优秀放射治疗队伍操作。

该中心目前治疗 1100 名患者。这仍未达到国家对放射治疗的需求。研究所所长 Mirza

Musanovic 教授、首席放射肿瘤学家 Nermina Obralic 博士和首席医学物理学家 Advan

Drljevic 先生正在考虑进一步开发的措施并提供额外设备，以满足国家 410 万人口中约

5000 名癌患者将接受放射治疗的需求。



瘤学学会 CESTRO)签订的

协议，使IAEA支持的参与者

能够参加 ESTRO 定期教学

班，包括每年一次有同声俄

语翻译的培训班。这使IAEA

能够在欧洲培训几百名放射

肿瘤学和医学辐射物理学领

域的专业人员。尽管取得这

一进展，影响放射疗法治疗

的安全、效率和有效性水平

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不

足仍然存在。

目前的欧洲地区项目寻

求通过巩固己确认处于计划

阶段的潜在胜任中心，来解

决其中一些问题。该项目主

要向这些放射治疗中心的临

床医生、医学物理学家和辐

射技术专家提供培训，以确

保放射疗法治疗的所有阶段

能够适当和安全地完成。

未来的一个主要要求是

在放射治疗部门更广泛地引

入质量审核，以最终确认其

为胜任中心。为此，放射治疗

中心本身必须实施内部质量

保证和控制计划。它还必须

通过外部鉴定机构的审核与

核对，进行定期进展情况审

查。要请国家和国际的机构

帮助确保剂量测定和治疗剂

量投入的准确性。

DIRAC:<<放射治疗中心指南》
1959 年， IAEA 开始编寨使用放射性核素或高能远距

治疗设备提供放射治疗的医院和临床机构的登记名录。

《高能放射治疗中心指南》第一版于 1968 年出版，最后修

订版于 1976 年发行。 1995 年以来，IAEA-直在致力于建

立计算机化国际放射源登记名录，命名为《放射治疗中心

指南 ))CDIRAC) 。世界卫生组织 CWHO)一直参与了该项目

工作。

DIRAC 包含 1995-2000 年收集的关于远距治疗机、

近距治疗使用的装置和放射源以及用于剂量测定、患者剂

量计算和质量保证的设奋的数据。还包括这些设施的工作

人员(放射肿瘤学家、医学物理学家、技术人员等)数目。

DIRAC 现行版本中包括 160 多个国家的 5300 多个放射

治疗中心以及安装的约 6300 台放射治疗机和 2500 台近

距治疗机。不过，这仍未全面描述世界放射治疗的现状。

DIRAC 电子版正在根据分发的调查问卷答卷不断更新。

除列出拥有放射治疗机的各研究机构外，DIRAC 还

提供了当前和未来对放射治疗设施需求的全球估计。尽管

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85% ，发达国家(北美、西欧、澳

大利亚和日本)却拥有全部放射治疗设施的 2/3 以及 85%

的电子加速器和超过 30% 的钻治疗机。发展中国家只有约

2100 台远距治疗机，其中主要是钻-60 治疗机，距离满足

当前人口的需求还很远。在目前每年 500 万新的癌病例

中， 50%需要放射治疗。假设每 500 个新病例的治疗要求 1

台治疗机，那么当前的需求是 5000 台。到 2015 年，估计发

展中国家每年将有 1000 万新病例，需要总计 10 000 台治

疗机提供治疗。

DIRAC 数据因不断更新肯定会有变化。该数据库将

很快在因特网 C http://www. iaea. org/programmes/ 

nahunet/)上查到。

通过选定的 ESTRO 培 者定位再现性上。 射源实施治疗。据估计，目前

训班完成培训，再由 IAEA 发展中国家装备了 2100 多

就具体明确规定的课题提供 今后的道路 台兆伏级远距治疗机。这一
的培训予以补充。少量的设 放射疗法是一门多学科 数字大大低于近 5000 台

备提供集中在剂量测定和患 专业，使用复杂的设备和辐 的当前估计需求。保守的估 国际属于能机构酬， 43/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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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是到 2015 年约需要 发展。 超出了 IAEA 的手段和目

10000台远距治疗机。尽管 IAEA 与其成员国一起 标。在一个国家内，一个胜任

这一数字看上去可能难以实 对于在纳米比亚和埃塞俄比 的放射治疗部门将成为未来

现，但像近距治疗装置的数 亚各建一座单独的放射治疗 发展的样板。

目一样，发展中国家治疗设 中心的支持，使这两个国家 还有少数几个国家尚未

备数量已大幅度增加。 得到了相同水平的技术转 采用这一技术，而随着今后

在这一前景下，除大量 让。不过，在拥有 4000 万人 10 年内癌数量的增加，这些

需求能够操作新型放射治疗 口的埃塞俄比亚，这几乎不 国家必将会优先考虑这项技

设备的专业人员(包括放射 能即便是表面上满足对治疗 术。

肿瘤学家、医学物理学家、放 设施的需求。在仅有 150 万 建立一项持续的、强有

射治疗技术人员、辐射防护 人口的纳米比亚，这项工作 力的放射肿瘤学和医学物理

官员和维护工程师) ，发展癌 意味着从一无所有开始到实 学计划，为改进放射疗法的

治疗的医学基础设施看来也 现非洲最好的服务。 标准提供手段和指导，将激

是今后数年内的一项重要工 IAEA 在这种医学技术 励今后更好地实践。一个重

作。此外，这一核技术还获得 的转让及其安全利用方面发 大的成果将是发展中国家将

了公众的普遍接受，因此各 挥着作用。承担让公众普遍 不断向前发展，达到发达国

种支节因素不大可能阻止其 用上这些服务的国家责任， 家治疗癌的标准。 口

放射学安全

IAEA 最近对巴拿马一座放射治疗中心的放射应急事件的响应，突出了将既定的安

全标准用于涉及电离辐射的医疗中的重要性。此次应急事件对 28 名癌患者产重影响，截

至 2001 年 6 月， 8 人已死亡。巴拿马国家主管部门于 2001 年 5 月 22 日将该事件通知

IAEA，并要求根据《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获得援助。一个由包括放射学、放射

治疗学、放射病理学、辐射剂量测定和辐射防护专业人员在内的 6 名国际专家组成的

IAEA工作组，从 5 月底到 6 月初访问了巴拿马。

根据专家们的咨询信息，工作组确定患者受到过剂量照射的原因在于巴拿马国家肿

瘤学研究所使用的计算机化治疗方案制定系统的数据输入。在这里，通常使用屏蔽物，以

保护患者的健康组织。将有关屏蔽物的数据输入计算机，由计算机计算出患者体内的剂量

分布和治疗时间。而对于这 28 名受影响的患者，有关几个屏蔽物的数据是一下子作为一

批输入的。不过，这一方式很明显引起治疗方案制定系统计算出不正确的辐射剂量以及随

后的不正确的治疗时间。

IAEA 工作组向巴拿马主管部门简要介绍了其结论，巴拿马政府同意将这些结论与

国际社会共享。该专家组特别强调，要遵循书面质量保证规程。这包括确保这些规程要求

在第一次治疗之前对计算机计算出的每一名患者的治疗点的剂量进行人工核查;并利用

人体模型对新程序进行验证测量，特别是在复杂的治疗中，因为人工计算可能不是切实可

行的。 IAEA 根据该工作组出访的结果，正在计划出版一份有关这起应急事件和教训的详

细报告。



利用核技术防治症疾
辐射和分子技术能发挥预期作用

STEFFEN GROTH , BALDIP KHAN , ALAN ROBINSON 和 JORGE HENDRICHS 

~卢E 疾是最严重的昆虫传播 充办法的可行性。 尼亚获得的初步数据表明，

疾病。全世界每年有 3 在某些地区，寄生虫甚至对

~5 亿起症疾临床病例，导
检测抗药性症疾

一些较新药物也有高达

致每年有 200 万人死亡(每 30%的抗药性。

30 秒 1 人) ，其中 90%以上 用药物治疗茫疾是患者 通过应用分子方法，极

发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处理的基础，并且很可能在 大地促进了对抗药性疤疾的

地区。 90%以上感染者是 5 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这样 诊断。聚合酶链反应CPCR)

岁以下儿童。这种疾病对贫 做。在某些地区，传播疤疾的 是一种可用来显示是否己具

穷家庭造成的经济影响更 寄生虫已经具有抗药性。因 有抗药性的分子方法。在与

大，他们往往要拿出年收入 此，氯哇这种便宜的治疗疤 PCR 方法结合使用的 DOT

的1/4 用于预防和控制措 疾药品对这种寄生虫的许多 污斑杂化方法中，利用同位

施。症疾是由疤原虫这种寄 亚种而言己经不再有效。寄 素会提高抗药性检测的灵敏

生虫引起的，它们只通过雌 生虫通过膜的变化具备了抗 度和特异性(见第 34 页方

性按蚊传播。 药性，这样，一旦接触到氯 框)。

控制疤疾的重要战略包 哇，膜就会持续地把它排出。 用这些分子方法，可以

括通过监测抗药性来检查抗 在对氯喳产生抗药性的 在数小时内显示出对某些治

疤疾药的药效以及减少蚊子 地区，疤疾感染者就需要使 疗疤疾药品的抗药性。而传

虫口。在防治疤疾的努力中， 用其它贵一些的药物进行治 统方法则需要 28 天才能得

核技术能发挥重要作用。本 疗。由于新的症疾寄生虫变 出相同结论，并且需要大的

文报道 IAEA 针对抗药性疤 种不断地产生，并对目前使 现场工作组。

疾所采取的行动，描述利用 用的药物具有越来越强的抵 向成员国传播分子方法

放射性同位素的分子方法如 抗力，因此，对抗药性变化的 IAEA 在肯尼亚、马里、苏

何为诊断抗药性带来巨大便 例行检查是所有疤疾控制计 丹、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

利。本文还介绍 IAEA 为起 划中的一项基本工作。从肯 布韦和乌干达实施的一个3

动一项研究计划而制订的那

些计划。该研究计划旨在评 Groth先生是IAEA人体健康处处长 .Khan女士是该处职员。Robinson

估研制昆虫不育技术 CSIT) 先生是 IAEA 塞伯斯多夫实验室昆虫学部门负责人.Hendrichs先生是

作为控制疤疾载体的一种补 FAO/IAEA 食品和农业核技术联合处虫害控制科科长。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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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方法在症疾防治中的应用

聚合酶链反应(PCR) 在诊断中应用 PCR 的基本原

理是，如果有一个给定的 DNA 片段，通过这种反应，它可

能会增加 100 万倍，产生多得易被探测到的这种物质。这

个过程是，先加热 DNA 片段，使它分成两股。接着，加一

种能够复制 DNA 的、被称为 DNA 聚合酶的酶，生成原始

片段的两个完整的复制品。通过重复这一过程，在短时间

里，原始 DNA 片段数以百万计的复制品就产生了。附着

在 DNA 片段上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核酸探针可用来识

别 DNA 片段。这是一种灵敏度和特异性都很高的方法，

只需一份小的血样。

基于 PCR 的 DOT 污斑杂化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可

以表征寄生虫的 DNA 突变。将症疾感染血液滴在滤纸

上，并且用 PCR 放大后，从中提取 DNA o DNA 被直接

"点"到尼龙膜上。利用杂化和自动射线照相方法使结果直

观化。杂化使用放射性标记 DNA 探针。自动射线照相方

法系指使 X 射线胶片暴光并且观察结果。使用这种方法

的好处是，可以同时分析从众多血样中得到的点状物。另

一个好处是，可替换这种放射性探针来探测不同的突变，

因此可以按次序筛选若干种突变。这种方法可用来从患者

血样中检测出这样一个少数抗药群体:其中的一大部分感

.染有既抗药又敏感的寄生虫。

现场实际结果在马里

的一次症疾流行期中进行了

氯喳和 fansidar 的分子实

验。在没有显微镜分析设施

的情况下，对收集在滤纸上

的指尖血样进行了快速分

析。在几天的时间里(常规试

验需要 28 天)就有结果显

示，血样中抗氯喳的突变为

75% ，而抗 fansidar 的突变

则为零。因此，使用 fansidar

来控制传染病蔓延，并且非

常有效。

这项工作的-个成果

是，现在有了一个快速而强

有力地大规模检测氯喳抗药

性的工具。这种检测以前是

不可能的事，因为要投入大

量的时间、费用和工作人员

来进行氯喳抗药性的标准临

床研究。但现在可以从大量

患者处取样，为症疾项目管

理者提供更准确的资料，而

这些在以前都是无法实现

的。

年期的技术合作项目，最近

向这些国家引入核技术来检

测与抗药性有关的寄生虫突

变。

这些数据的分析显示，寄生 扩大服务范围这项计

虫突变的流行程度与寄生虫 划除向非洲国家传播技术以

对凡西达 (fansidar) 和氯哇

等治疗疤疾药品的抗药性之

这个项目也为制定和实 间成正比关系。

外，还与其它国际和地区性

的症疾计划有联系。这些计

划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施抗药性检测计划提供了支 分析结果显示，在对 (WHO)的消灭症疾倡议，有

持，后者是有效控制疤疾所 fansidar 抗药性低(2.5%)的 关疤疾的多边倡议 (MIM)

必需的。在这个项目的实施 国家(马里和苏丹) ，突变频 以及东非症疾治疗监测网络

过程中， 10 000 名症疾患者 率也非常低。而对氯喳的抗 (EANMAT) 。

得到治疗。其中，对 3000 名 药性，据报道，在肯尼亚、马 作为-项副产品，IAEA

患者进行了研究，对收集在 里和坦桑尼亚这些国家中， 的坦桑尼亚对口单位已被指

滤纸上的 1500 名患者的指 突变频率高，随之而来对氯 定对来自参与一个多中心项

抽肘机制扎 43/212001 尖血样进行了分子分析。对 喳的抗药性也高。 目的 9个非洲国家的症疾患



者样品进行基因型分类。这
昆虫不育技术 (SIT)

个项目重点是研究疤疾多渠

道疗法的效能。这种疗法正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实践一直证明可以通过 SIT 这

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疤疾药品
种"生育控制"方法，来控制害虫的繁殖或使之灭绝。应用

抗药性和方法特别工作组的
SIT 的关键是将目标昆虫集中移到大型生物工厂并大规

支持。希望这两种抗疤疾药
模饲养，通过电离辐射使之不育，然后在持续的基础上将

品 fansidar 和阿尔特弥
它们空投现场，所投数量足以使不育昆虫与野生昆虫的比

斯宁 Cartemisnin) 的结合使
率达到远大于 1 的数值。野生的雌性昆虫与经过 SIT 处理

的雄性昆虫交配后将不产生后代，这样一来就使这个天然
用能够延缓对这两种药品的

昆虫种群减小。
抗药性的出现。这个非洲地

应用 SIT 的核心是全区概念，即必须控制目标昆虫在
区项目所产生的这项分子技

一个区域或地区的总的种群。 SIT 也不是一项可独立应用
术正被用于样品的基因型分

的技术。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它必须与其它的昆虫控制
类。 方法结合使用。但 SIT 有其独特性 z其效率随目标虫口密
下几步在成功建立分 度降低而增加，如果在全区连续对许多代昆虫应用这种技

子生物学设施的基础上， 术，可以最终灭绝这种昆虫。 SIT 还是对环境最有利的一
IAEA于 2000 年 12 月决定 种昆虫控制方法，因为它是完全因昆虫而异的，只使目标

扩展并拓宽项目的范围，并 昆虫不能繁殖，从而仅起到控制其虫口的作用。

使新的非洲国家参与一项扩 用 SIT 治蚊现场实验 过去，曾几次尝试开发用于治

大后的地区工作。这项决定 蚊的 SIT，并取得程度不一的成功。这些尝试包括下述现

是广泛根据非洲成员国(乌 场实验:

干达、赞比亚和苏丹)提交的 致乏库蚊 印度， 1962 年

建议以及包括尼日利亚和加 致乏尖音库蚊 美国佛罗里达州，1970 年

纳在内的其它成员国的共同 致乏尖音库蚊 印度， 1975 年

兴趣做出的。制定这个项目 E付斑库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1965 年

的意图是，让该地区较 E时斑库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80 年

为先进和有经验的研究机 埃及伊蚊 美国佛罗里达州， 1962 年

构帮助缺少经验的研究机 四斑按蚊 美国佛罗里达州， 1962 年

构。 白魔按蚊 萨尔瓦多， 1975 年

尽管很多永久根除疤疾

的方法正处于研发阶段，如 决策者提供可靠信息的机 达到一个更加可靠和更有能

疫苗和载体控制，但是这些 制，以便卫生主管部门能够 力的水平，以解决主要的公

拟定的高效检测抗药性的方 制定适当的控制和监视战 众健康问题。为强化这方面

法将有助于有效的病例管 略。 的工作，这个项目将在与

理，它是 WHO 消灭疤疾倡 这个项目的总目标是， WHO 的密切合作下运转。

议的首要控制战略之一。这 将几种基本的同位素分子技

个项目符合阿布贾宣言的要 术作为基本手段，使各研究
控制症蚊

求。该宣言尤其要求建立有 机构在使用更先进、自动化

利于为不同流行病学层次的 和可能的非同位素技术方面 SIT 已被证明是一种能 国际原于能机构通报， 43/2/2001 



够有效控制和/或根除某些 外。对按蚊而言，最需要改进 • SIT 和其它按蚊控制

主要害虫(如动物锥虫病的 的是幼虫的饲养和踊的收 方法结合 SIT 并不是一个

载体采采蝇)的技术。因此， 集。这两个阶段都是在水上 可独立应用的技术，它必须

在过去的 10 年里，成员国不 作业，较难应用大规模生产 与其它虫口控制方法结合使

断要求研制这项技术来控制 技术。维持大量长成的蚊子 用。 WHO 正在提倡使用的

疤蚊。 来产卵不存在大问题，膜喂 经杀虫剂处理的床网，目前

人们已有几次试图开发 养的体系也已成形。 被广泛用于控制蚊子，并且

用来消灭按蚊的 SIT，并且 ·绝青、饲养和释放方 正在其使用的有效性和成本

已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或失 法的改进 需要开发多种辐 上进行重大改进。这种网为

败。开发任何新方法的人，都 射方法，来生产质量合乎需 雌按蚊进攻人类竖起了一个

能从这些早期经验以及这些 要的不育雄蚊。过去，这方面 致命的障碍。由于这种方法

早期现场试验以来所取得的 一直存在困难，需要用改进 针对雌蚊，因此它对于同时

重大 SIT 技术改进中学到很 的方法来有效地使雄蝠或成 释放不育雄蚊毫不妨碍，这

多。 IAEA 委人编写的两份 蚊不育。开展全区性蚊子 样一来，目标种群便受到两

咨询报告为 SIT 试验建议了 SIT 计划，将需要用飞机大 种干预。甚至屋内喷雾方法

几种候选蚊种，并建议在几 面积投撒这种不育昆虫。有 也是针对雌蚊的。所以这里

个可能的目标地区进行 SIT 待观察的是，投撤蚊子这样 也有与不育雄蚊释放相结合

初步现场试验。但是它们强 的脆弱昆虫是否可行，或者 的可能性。

圄
调说，在开始这一阶段工作 是否需要考虑涉及不育蝠投 未来方向 包括 WHO

前，必须首先排除与 SIT 几 撒的技术。 在内的许多机构非常重视设

个关键部分相关的重大技术 ·设计雄蚊生产的遗传 法从基因上去控制蚊子，使

障碍。 和分子方法 任何针对蚊子 其不能传播疤疾，以便达到

为此，正如许多成员国 的 SIT 计划都需要仅释放雄 种群置换的目的，尽管一些

以及 2000 年 9 月大会的一 蚊，以免释放出不育的雌蚊 医学昆虫学家不以为然。有

项决议(GC-44/24)所要求 后会更广泛地传播疤疾，因 人建议，先往一个目标种群

的那样， IAEA 已决定开展 为只有雌蚊才能传播疤疾。 中加入相对少量的遗传控制

对茫疾的一种重要载体使用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利用 的蚊子，让其在这个种群中

SIT 技术的可行性研究。这 传统的孟德尔式遗传学理论 积极传播这种不育特性，从

项研发工作将首先着重于阿 为多种按蚊开发出遗传性别 而实现种群置换。

拉伯按蚊。它是传播疤疾的 鉴定方法，而且与地中海果 由于目前还没有成熟的

一种主要蚊种，是非洲有按 蝇有关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 机制可完成这种置换，因而

蚊分布的一些大的地区的惟 作法对于大规模饲养雄性昆 可以想象将需要大规模释放

一疤疾载体。 虫是可行的。尽管目前许多 不育蚊子。所以，本文所概述

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 实验室正在借助分子技术开 的饲养和释放方法届时将非

究将针对以下几点技术障碍: 发按蚊遗传性别鉴定方法技 常重要。

·研究大规模饲养的高 术，但现在还没有已被证明 对于用不育雌蚊传送疫

效方法 SIT 的应用要求大 的成熟方法。没有强有力的 苗，人们也在予以认真考虑。

规模高效饲养质量好的昆 性别鉴定方法， SIT 的使用 这里，也将需要使用大规模

国际犀于能扭构ìi掘. 43/2/2001 虫，对其进行绝育后放入野 将大打折扣。 饲养和释放技术。 口



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

辐射技术成为及时的答案

PAISAN LOAHARANU 

食品安全已成为许多政府 (WHO)报道，每年世界各地 使食品传播的疾病的问题变

高度优先考虑的一个问 有 40 多亿起腹泻事件发生， 得复杂。由于现代化运输系

题。一些广为宣传的情况表 并且绝大部分在发展中国 统速度的加快，在一个国家

明，食品传播的重大疾病的 家。工业化国家的统计数字 生产的食品在数小时或数天

爆发，能够产生健康、政治和 显示，这些国家中 10%以上 内就可以在另一些国家消

经济的后果。随着人们兴趣 的人口每年可能染上食品传 费。由一个大食品公司集中

的增加和媒体的宣传，公众 播的疾病。 生产的食品被污染的话，很

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和关注达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最 快会扩散到进口这些食品的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疯牛 近爆发的一些食品传播的疾 国家。此外，可获得的食品种

病、转基因食品有关的问题 病表明，禽肉、肉和肉产品、 类不断增加，其速度大大超

己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担忧。 海产品、水果和蔬菜等生食 过进口国家实施检查的能

过去 10 年中，对食品微 品经常受到一种或好几种病 力。例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生物污染的危险的认识显著 菌(沙门氏菌、空肠弯曲菌、 理局 (FDA)估计，美国进口

增加。己爆发过几起由各种 耶尔森氏鼠疫杆菌、李斯特 的食品从 1997 年的 270 万

病菌和寄生虫引起的食品传 杆菌、志贺氏菌、弧菌、大肠 项增加到 2000 年的 410 万

播的疾病，媒体对其进行了 杆菌 0157 :H7 等)和寄生虫 项。但由于资糠的限制，美国

广泛报道。 (原生动物、线虫类和吸虫)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只能对所

这些疾病的爆发使人们 的活染。这些传染病除造成 有进口食品的不到 1%进行

更加关注食品加工技术，以 经济生产率下降外，还常常 检查。

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有 40 导致严重的慢性或致命后

多个国家已批准用辐照技术 果。美国疾病防治和预防中
食品安全和质量

进行食品加工，本文报道这 心提供的数据表明，美国每

方面的进展情况。 年由于食物中毒，造成 5000 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

人死亡、 325 000 人住院和

食品传播的疾病
7600 万人生病。 Loaharanu 先生是 FAO/IAEA

食品贸易的全球化和大 粮食和农业核技术联合处粮食与

据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生产商的合并，有可能 环境保护科科长。 国际原于tt机构通报， 43/2/2∞ 



科学界就达成一种共识，即 制计划得到食品安全和检查 至今天，常常被沙门氏菌和

可以利用辐照技术有效地使 局的批准。 空肠弯曲菌等病菌污染的、

食品传播的各种病菌和寄生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未辐照的禽肉依旧是不经任

虫灭活。 20 世纪 80 年代中 一些欧洲国家为确保固体食 何处理进行出售。

期，国际食品辐照咨询组 品-一尤其是香料、虾和田 大肠忏菌的危害 20 

OCGFI)特别工作组进行了 鸡腿 的卫生质量而开展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科技

→次详细的危险评估，并发 了辐照的小规模商业应用， 文章开始报道，若干新生病

表一份报告，支持上述共识。 而批准将辐照用于鸡肉则为 菌，其中包括大肠杆菌

该咨询组是在 IAEA、粮农 应用该技术确保全球食品微 0157 :H7和单核细胞增多性

组织CFAO)和 WHO 的支持 生物安全建立了一系列里程 李斯特杆菌，可能尤其在老

下于 1984 年建立的。特别工 碑。 人、儿童和免疫力差的人群

作组 1986 年的结论是"在 碰巧， 1992 年初第一台 中引起食品传播的重大疾

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没有 用钻-60 作为辐射源的商用 病。这些科学家的预测终成

任何技术能够保证用尤其是 食品辐照装置在佛罗里达州 现实一-1993 年初，包括若

禽肉和猪肉等源于动物的东 坦帕附近的马尔伯里开始运 干 5 岁以下儿童在内的数百

西生产的生食品没有沙门氏 行。一些消费者集团出于观 人因为在美国西海岸的一家

固
菌、空肠弯曲菌、旋毛虫、号 念上的原因对它的建造和运 连锁饭店吃了烤得欠火候的

形体等某些致病微生物和寄 行表示反对，媒体进行了广 汉堡包而染上重病; 4 名儿

生虫。因此，这些食品对公众 泛的相关报道。这向公众提 童因感染大肠杆菌0157:H7

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在 供了很多关于食品辐照的优 而死亡。研究结果表明，做汉

这些食品对食品传播疾病的 缺点的信息。 堡包用的肉馅受到这种致死

流行病学有重要影响时，必 幸运的是，新闻组织正 细菌的污染，由于这家连锁

须认真考虑利用辐照消除污 确对待了这些安全和技术问 饭店在烤制过程中烤得欠火

染/传染。" 题。美国的-个大众调查电 候，没有把这些细菌完全杀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 视系列片 "20/20"在马尔伯 死。

和检查局 CFSIS)有效地采纳 里辐照装置审批之前，于 媒体在全国报道了这一

了这些建议，并于 1988 年请 1991 年 12 月播出一个称作 不幸事件后，公众第一次开

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 "恐惧的力量"的节目，对反 始意识到这种新生病菌在其

准利用辐照控制禽肉和肉产 对者的声称的真实性提出了 日常食品中的危害。这家连

品中的病菌。 1992 年，美国 质疑。 锁饭店受到多起起诉，私了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禽肉的 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 的结果估计是该饭店赔了几

辐照结果详细评估后，批准 一家食品公司决定使用辐照 百万美元。

将辐照用于此目的，同时规 来确保禽肉的微生物安全， 自那之后，媒体又报道

定最大剂量为 3kGyo 1994 主要原因是尽管科学数据令 了若干起因大肠杆菌

I际居于jt轧构通报 ， 431212∞1 年，关于禽肉辐照的质量控 人信服，但没有动力去做。甚 0157:H7而致病和致死事



件。其中一次大事件是 1996 品和药物管理局 1996 年宣 菌 0157 :H7 爆发的新闻后，

年夏天在日本，许多学校午 布，火腿、香肠、腊肠、奶酷等 科学家、食品专业协会和一

饭吃的萝卡芽色拉造成数千 现成食品不应被单核细胞增 些媒体代表就已提出利用辐

人生病和 11 名在校儿童死 多性李斯特杆菌污染，因为 照确保肉馅的卫生质量。不

亡。另一起是 1996 年 12 月 这些细菌会对孕妇和免疫力 过，它们的要求未引起很多

在苏格兰，因为吃了从当地 差的人群造成严重病状。因 的注意，因为 20 世纪 90 年

一家肉店买的受污染的肉， 此，这种细菌被列为这些食 代中期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导致 16 位老人死亡。 品中的另一种"掺杂物"。 局还未批准将辐照用于肉和

因大肠杆菌 0157: H7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肉产品。

引起的疾病爆发，促使美国 食品收回是在 1997 年 8 月 1997 年大规模收回肉

新泽西一家大型辐射加工公 当时美国爱荷华的一家大型 馅后，媒体开始发表要求使

司即 Isomedix 有限公司于 肉加工商生产的肉馅发现被 用辐照的强烈声明。要求使

1995 年请求美国食品和药 大肠杆菌 0157:H7 污染。该 用辐照来确保食品卫生质量

物管理局批准辐照肉和肉产 公司立即收回己销往美国好 成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

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几个州的重达 10 000 多吨 报》、《今日美国》、《华尔街日

用了两年的时间评估这一请 的产品。结果，该公司被宣布 报》和《芝加哥论坛》等美国

求，于 1997 年予以准许。 破产，停止营业。 大报的头条新闻。

1999 年 12 月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食品安全和检查

局批准了另一项有关辐照肉

另一次大规模收回产品 这些措施把食品辐照安

的原因是， 1998 年 12 月/ 全和好处的准确信息迅速传

1999 年 1 月伊利诺斯州的 播，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辐照

和肉产品的质量控制计划条 一家大型肉加工公司生产的 在确保食品卫生质量中能够

例。 香肠被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 起到的作用。接着采取了积

收回的力度 1993 年 特杆菌污染。当时，这家大型 极的监管行动，消费者似乎

造成儿童死亡的大肠杆菌 食品公司生产的香肠己销往 在选择时更愿意买辐照食品。

0157 :H7 的爆发，促使美国 全国，造成数百人生病和几 消费者的力量任何技

采取了一项重大监管行动。 名消费者死亡，而这些死亡 术，不管多安全和多有效，消

食品安全和检查局 1994 年 者均为免疫力低下者。该公 费者不接受的话，它就没用。

宣布，有病菌的肉馅不管是 司决定通过其销售渠道收回 起初，食品业和一些政府普

生肉、冻肉还是熟肉，都被认 其重达 13 000 吨的全部香 遍认为，消费者不会愿意买

为是"掺假货"。尽管在爆发 肠。结果，有 21 名消费者因 辐照食品，因为他们对辐照

的食品传播的疾病(包括死 食用这种被污染的香肠而死 技术的安全和好处及其与

亡)中，有许多事件涉及到病 亡。对该公司进行了共同起 "核"的联系有着错误的认

菌，但这是第一次监管机构 诉，但案件仍悬而未决。 识。

宣布一种病菌为"掺杂物"。 媒体的力量 1993 年 尽管对辐照食品仍有广

圄

出于同样原因，美国食 美国媒体在全国报道大肠杆 泛的错误认识，但是在几个 国际肘机构通报.4的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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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辐照加工的食品
(1999 年估计量 ;总计 243 000 吨)

阿根廷:香料、脱水蔬菜、大蒜、蛋产品、脱水牛血 伊朗 z香料。

清。 740 吨。

孟加拉国: 干鱼 、冷冻食品、豆子。 229 吨。

比利时 z 实验室动物饲料、香料、冷冻田鸡腿、虾、香

草和茶。 15 000 吨。

巴西 :香料。

以色列 :香料、调味品和香草。 1000 吨。

日本 z 土豆。 20000 吨。

大韩民国 z 土豆、洋葱、大蒜、栗子、蘑菇(鲜蘑和干

蘑〉、香料 、干肉、贝壳粉、红胡椒粉、酱油粉、调味淀

粉、脱水蔬菜、酵母/酶产品、芦萎粉、人参产品、无

加拿大 z香料。 3000 吨。 菌粗粉。 2500 吨。

智利:香料和调味品，脱水蔬菜 、 冷冻食品(海产 马来西亚:香料、香草和干食品配料。

品). 635 吨。 墨西哥 :干食品。 4600 吨。

中国 2香料、蔬菜调味品(大蒜， 32 000 吨)、红薯酒、 荷兰:未说明。 30000 吨。

土豆、洋葱、脱水蔬菜、冷冻肉、保健食品、大米、谷 挪威:香料。

物 、 面粉、香料。 72 000 吨。 秘鲁 : 香料、食品添加剂 、动物饲料。

克罗地亚:罄粟籽、红辣椒粉、蜀葵根、蜀葵叶、桦树 波兰:香料、脱水蘑菇和蔬菜。 300 吨。

叶、薄荷叶、廉香草叶、甘菊花、圣约翰草本植物提 南非:谷物、脱脂牛奶、干璐粉、脱水食品、脱水蔬菜

取液、薄荷提取液、缀草提取液。 37 吨。

古巴 :豆、洋葱 、 土豆。

捷克共和国: 干食品配料 、香料。 850 吨。

丹麦 :香料。

和鲜蔬菜、干果、蛋产品 、 鱼、大蒜 、保健配制品、蜂

蜜产品、脆泡汁、果冻、保鲜食品、大豆混合剂 、香料

和香草 、 圆酵母 、 蔬菜粉。 11 492 吨。

泰国:发酵猪肉香肠(纳姆)、汤和其他产品用香料。

芬兰 2 香料。 880 吨。

法国 2香料和植物调料、冻虾 、 田鸡腿、禽肉(冷冻无 联合王国=香料。

骨鸡). 25 000 吨。

德国 :香料。

匈牙利:香料、脱水蔬菜。 800 吨。

印度尼西亚 2未说明。 4015 吨。

美国:香料 、鲜产品、鸡肉。 50000 吨。

越南 z香料、干香草。

南斯拉夫:香料。

注:有的国家未提供估计量。

辐照香料和干调味品全球产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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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市场测试和零售记录 未辐照的，比例为 10: 1 至 品总量近几年已猛增到每年

显示，低估了消费者对辐照 20:1 ，取决于采购时间。情况 近 250 000 吨(见第 40 页方

食品的接受能力。 再一次表明，对消费者来说 4匡)。

在几个国家对辐照食品 质量是决定性因素。辐照草 最初，食品配料，尤其是

(均贴上明显标签，注明经过 莓可保鲜两个多星期，而未 香料、脱水蔬菜调料，对食品

这种处理)进行了一系列市 辐照草莓几天后就开始变坏。 业很有吸引力。这些产品必

场测试，以估计消费者对这 在其他一些国家一→包 须符合现成食品或罐头食品

种食品零售的接受能力。 括比利时、智利、中国、印度、 加工所需的微生物标准。发

1986 年，在泰国对辐照的发 印度尼西亚、法国、荷兰和南 展中国家通常采用传统加工

酵猪肉香肠(当地叫做纳姆 非，辐照食品的市场测试和 方法生产的香料和脱水蔬菜

(Nham) ，常被沙门氏菌等病 零售显示了同样结果。辐照 调料，由于各种腐败和微生

菌污染，通常生吃)进行了市 食品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 物病菌而被严重污染。含这

场测试，结果显示，消费者很 为市场测试还是商业目的拿 种污染成份的食品如果不经

欣赏辐照过的纳姆的微生物 出来销售，消费者出于安全 过化学、热或辐照处理，很快

安全，其销量超过未辐照的 或质量考虑都选择辐照产 就会变坏，如果是罐头食品，

纳姆，比例为 11:10 在曼谷 口口口。 就要再加热处理，这样就降

经常销售辐照纳姆，并且自 影响消费者接受经辐照 低了食品质量。

回那时到现在，己被消费者广 的食品的关键因素似乎是适 1991 年以来，欧洲联盟

泛接受。 当的信息和国家卫生主管机 (EU) 由于担心致癌物和工

1987 年在加利福尼亚 构的认可。事实上，没有数据 作人员的安全，禁止使用环

对辐照过的夏威夷番木瓜果 资料支持这种看法，即在给 氧乙:院和环氧丙烧来杀死香

进行了市场测试，结果显示， 消费者提供了选择和信息的 料和食品干调料中的微生

其销量超过经热水处理过的 情况下，消费者不愿意买辐 物。辐照作为一种适用的选

番木瓜果(美国大陆检疫时 照食品。 择脱颖而出。不过，自 1995

采用上述两种处理方法，杀 年中以来，欧洲经辐照的香

死夏威夷果蝇虫卵) ，比例为
食品辐照的商业应用

料和其他食品配料量没有显

13 =1。经证明，辐照过的番木 著增加，因为欧盟对辐照食

瓜果质量上优越于用热水处 目前，有 40 多个国家己 品和食品配料实施了严格的

理过的番木瓜果，消费者喜 批准将食品辐照用于一种或 标签管理条例，不管量多小

欢这种好处。 多种食品或食品系列， 30 多 都得加标签。食品业不得不

在第一台商用食品辐照 个国家正在将其用于商业目 采用其他效果差且费用高的

装置在美国投入运行后， 的(见方枢)。自 20 世纪 80 不要求加标签的方法，来确

1992 年开始在芝加哥地区 年代初以来，有几个国家一 保其产品的微生物安全。

出售辐照的佛罗里达草莓 直采用辐照来确保不同类型 相反，对辐照食品配料

时，辐照过的草莓销量超过 食品的微生物安全。辐照食 标签作法没有做出这种严格 国际原于能机构通报， 43/2/2∞l 



规定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自 菌法和微波烹调法的发现给 证明，辐照是能够确保固体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人类提供了增强牛奶和果汁 食品卫生质量的一种有效方

经辐照的香料、脱水蔬菜调 等掖体食品的微生物安全和 法，就像巴氏灭菌法成功地

料和其他食品配料-直显著 质量的技术，同时也增加了 确保液体食品的质量一样。

增加。 2000 年，经辐照的香 人类制作食物的便利。对利 越来越需要将冷巴氏灭菌法

料和其他食品配料数量约为 用食品辐照确保食品安全和 或辐照等去污处理方法作为

90 000 吨，其中绝大部分来 质量的担心，在许多方面类 HACCP 的一部分，尤其是用

自食品加工业，以确保其产 似于引入巴氏灭菌法和微波 于将作为生食品、现成食品

品的微生物安全和质量。 炉时引起的担心。甚至早些 或微加工食品消费的产品。

欧洲也→直坚持对源于 时候对这两种技术的一些批 不久的将来，还可能出

动物的食品进行商业辐照， 评，也用来对付食品辐照的 现未辐照食品的产品赔偿责

以确保微生物安全。自 20 世 发展。 任问题。随着辐照成为人们

纪 80 年代初以来，比利时、 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 更加普遍接受的一种确保食

法国和荷兰定期对进口的冷 认识到因消费用动物、鲜水 品微生物安全的方法，因食

冻虾和田鸡腿进行辐照。如 果和蔬菜一一整个或先切好 用被某种病菌污染的食品而

前文所述，泰国自 1986 年以 的一一制造的食品和微加工 生病的人或幸存者有可能因

来一直出售经辐照的纳姆， 食品而引发食品传播疾病的 食品生产商或零售商忽略使

并得到普遍接受。 危险。因此，预计更加需要能 用现有的安全而有效的灭菌

在美国，正在出售辐照 够保证我们的食品供应质量 方法而对其加以起诉。他们

肉。辐照肉是在 1997 年被美 并增强其安全的技术。 的可能观点是，食品到消费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 人们认为，在病菌去活 者手中之前，就该用辐照杀

1999 年被食品安全和检查 和延长食品保质期的同时又 死病菌。食品生产商或许会

局认可后上市的。 2000 年 5 不明显改变食品的口感方 发现出于安全、健康和法律

月，一台商用电子加速器在 面，辐照具有明显优点。加上 原因，认为辐照食品比不辐

爱荷华州苏城一家食品加工 对化学防腐剂和熏蒸剂用于 照食品更合理和更经济。

/贮存企业开始运行。大量辐 食品的监管制越来越严，因 经过在许多国家几十年

照冷冻肉，尤其是牛肉馅，现 此，辐照将满足消费者对食 的研究、发展、公众辩论和消

在美国约 20 个州销售，确保 品卫生和检疫的日益要求， 费者接受情况测试，辐照己

没有大肠杆菌 0157:H7。此 即提供新鲜或像新鲜的食品 成为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以

外，用 γ 辐照的鲜肉馅和冻 和少含或不含化学品的食品。 及预防食品传播疾病的一种

肉馅 2000 年 7 月开始在美 世界各地的卫生主管部 安全、可靠的技术。由于辐照

国东部的几个州销售。 门正在采用称作危害分析和 的领域广泛，因此，它作为确

关键控制点 (HACCP) 的高 保固体食品微生物安全的一

食品安全的新趋势
效低费方法，重新评估确保 种方法，比 100 多年前引入

食品安全的现有方法。过去 的巴氏灭菌法会具有更多的

国际犀于i拉机构通报. 43/2/2ωI 在上 2 个世纪，巴氏灭 40 年进行的科学实验充分 影响。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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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IAEA 保障审议

重新任命 IAEA 总干事

2001 年 6 月 14 日， IAEA 理

事会继续任命穆罕默德·埃勒巴

拉迪博士为 IAEA 总干事，其第

二个 4 年任期自 11 月底其第一个

任期结束时开始。

埃勒巴拉迪博士自 1984 年

以来一直是IAEA秘书处的一名高级职员，担任若干高级

决策职位， 1997 年 12 月开始任 IAEA 总干事。他任对外关

系处处长前是该处的一名法律顾问， 1993 年成为主管对外

关系的助理总千事。

埃勒巴拉迪博士 1942 年出生于埃及， 60 年代在开罗

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后于 1971~1974 年间在纽约大

学法学院获国际法博士学位。他曾作为埃及外交部大使在

埃及驻纽约和日内瓦常驻团工作。埃勒巴拉迪博士已婚，

有一儿一女。

6 月 11~14 日， IAEA

理事会召开会议，审议了

2000 年 IAEA 保障执行情

况。

国际原于能机构ìl报， 43/2/2ω 

核实需要 DPRK 加以保存

的一些文件。

DPRK 仍不履行其保障

协定。尽管 DPRK 与机构之

间的保障协定依然具有约束

力和有效，但机构只能在该

国实施部分所需的保障措

施。不过，机构一直能够监视

对 DPRK 石墨慢化反应堆

和相关设施的"冻结"。这种

冻结是联合国安理会所要求

的，也是 1994 年 10 月美国

与 DPRK 间的"框架协议"

所预见的。

(下转第 46 页)

申报的核材料或活动的迹

象。对于其他 12 个全面保障

协定和附加议定书均已生效

的国家，机构的评价尚未达

到可以得出结论的阶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 (DPRK) 机构仍不能核

实 DPRK 提交的核材料初

始报告的E确性和完整性，

因而，不能得出该国核材料

被转用的结论。 2000 年 11

月，机构更详细地阐明了它

对核实 DPRK 初始报告的

正确性和完整性的一般要

求。这一年，机构得到 DPRK

的许可，鉴定了为进行这种

IAEA 的结论是， 2000

年，在保障协定已生效的

140 个国家(和中国台湾省)

中，置于保障下的核材料和

其它物项继续用于和平核活

动或另有充分说明。得出这

一结论的基础是，评价了从

执行保障协定中获得的所有

信息和机构获得的其它信

息，尤其是有关 70 个有重要

核活动国家(和中国台湾省)

的信息。

在评价过程中，机构未

发现置于保障下的核材料被

转用或置于保障下的设施、

设备或非核材料被滥用的迹

象。

2000 年，对于 7 个缔结

了全面保障协定并且附加议

定书已生效或正在临时适用

的国家，机构的结论是，这些

国家的所有核材料己置于保

障下并一直用于和平核活动

或另有充分说明。得出这一

结论的基础是，评价了从执

行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中

获得的所有信息以及机构获

得的有关上述每个国家的其

它信息。在评价过程中，机构

未发现这些国家置于保障

下的核材料被转用或存在未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能源问题

获得性、节能、可再生能源、

先进化石燃料技术、核能、乡

村能源以及能源和运输。

有关各种沟通问题、地

区合作和国际合作的几节论

述了融资、市场开放、研发、

能力建设以及信息共享和传

播等更广泛的问题。

核能是比较有争议的问

题之一。要在 CSD-9 上讨论

的相关文本是经能惊和可持

续发展人数不限特别政府间

专家组两次内部预备会议辩

论起草的。对于该文本没有

取得任何一致的支持，即用

外交的话来说，它"全在括号

中"。在 CDS-9 上，一些国家

的部长在开幕会议上发言认

为，核动力与可持续发展不

相容。较少发言则认为是相

容的，还有几个强调，可持续

发展的技术选择属国家主权。

这种多样性的观点在三

个大的国家集团(欧盟，

G771中国和 JUSCANZ(包

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中都有体

现。因此，在总的谈判开始之

前，各集团要先解决支持和

反对将核动力作为可持续发

展一部分的国家间内部分

歧。谈判一开始，各集团便相

当迅速地赞同欧盟提出的一

项建议，即该文本应限于只

陈述有关不同观点的事实，

际合作"以及运输。这是 CSD

处理能源问题的第一次会

议。

能源问题为期两周的

CSD-9 会议包括 2 天有科学

界、商界、工会、非政府组织

以及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代表

参加的"多方干系人对话";3

天的高级政府声明和对话;

以及 1 周的最终文本谈判。

能源问题讨论始终强调

下面几个关键主题: (1)可持

续发展概念对根除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中的贫困现象给予

的优先考虑， (2)世界各地的

经济发展将需要比我们目前

使用的多得多的能源的事

实， (3)能源资源不是-个迫

切限制的结论，尽管不同资

源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同和不

均。

最后达成的17页共识文

本中，列出了供各国政府考

虑的各种方案，其中包括各

种技术可能性(可再生资源、

节能、核动力和先进化石燃

料技术等先进能源技术，以

及"传统能源资源的可持续

使用")以及吸引私人投资、

放开市场、改革补贴、促进国

际合作、使消费合理化、传播

信息和提高环境意识等政

策。最长的一节确定了下面

7 个"关键问题"所面临的具

体挑战和解决建议:能惊可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CSD)是为贯彻 1992 年联

合国环发大会(UNCED)商

定的(( 21 世纪议程》而建立

的。此次大会还产生了《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后者于 1997 年

促使《京都议定书》的缔结。

(( 21 世纪议程))"制定了

对付环境恶化和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战略和纲领"，它

们涉及从农业、生物技术、商

业到有毒化学品、工会和妇

女等广泛课题。 CSD 每年召

开一次会议，审议进展情况，

并提供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指导和方案，增进对话和

建立伙伴关系。

CSD 通常提出一些方针

草案或决定草案，供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COSOC) 审议，推动各种

政府行动。与 UNFCCC 建立

的缔约方大会 (CoP) 不同，

CSD 可能产生的成果不包括

有约束力的承诺或资金筹措

机制。相反，它们起告诫和劝

说的作用。但是，官们可以创

造重要的条件，引导随后达

成真正建立具有约束力承诺

和财务规则的协定。 2001 年

4 月 16~28 日在纽约召开

的 CSD-9 的议程包括大气、

能源、"决策和参与信息"、

"为建立良性环境而进行国国际犀于能扭构il掘， 43/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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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气候变化会谈

核电在限制二氧化碳的环境排放斗争中能够起到什

么作用，这个问题成为拟订于 7 月 16~27 日在波恩恢复

的气候变化会谈中讨论的问题之一。这种会谈一一正式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1叫FCCC) 缔约方第六次会

议 (CoP-6) 的恢复一一曾在 2000 年 11 月被推迟。 CoP-6

旨在为根据 1997 年《京都议定书》做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承诺以及为 1998 年通过的《布直诺斯艾利斯行动计

划》的实施规定操作细节。

根据《京都议定书))，工业化国家同意对其 2008~1013

年间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有约束力的限制。它们还同意将

为温室气体的减少建立"市场"的 3 种"灵活性机制"，并将

制定详细规则。在 3 种机制中，清洁发展机制 (CDM)是面

向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这种机制，任何工业化国家都可以

以支助发展中国家旨在减少温室气体的工作(例如资助一

项符合条件的项目，即否则就不会发生的项目)得到破减

少抵免作为回报。有争议的一点是，核能项目是否归入

CDM 名下。除大规模水电项目和清洁煤电项目外，还将核

能项目排除于灵活机制的努力在 CoP-6 上发生动摇。

今秋恢复该会谈时，除其他关键问题外，还要确立国

际排放贸易体系和一种 CDM o UNFCCC 执行秘书

Michael Zammit Cutajar 说"由于《京都议定书》初始排放

目标定在 2008 年开始生效，各国政治领导人该是响应科

学家的警告制定及早、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时

候了"。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该组织网址 http://www.

unfccc. int 。

国际原于能机构通报， 43/2/2∞ 

新的实况小册子，在纽约召

开的 CSD-9 上组织了两次

"补充活动"。一次是关于"可

持续发展与核动力"，另一次

是关于由 IAEA 牵头的"可

持续能源发展指标"项目。后

者是与 OECD 国际能源机

构(IEA) 联合组织的(该项

目详细情况，见 2000 年

((lAEA通报 ))Vol. 42 , No. 2 , 

第 14~18 页)。

议"更加符合，还有待观察。

IAEA 在 CSD-9 方面的

作用主要是提供信息。机构

是能摞特别机构间工作组的

15 个联合国实体和机构之

一。在过去的两年里，为能源

和可持续发展人数不限特别

政府间小组提供了大量投

入。 IAEA 工作人员还在维

也纳向成员国介绍了 CSD-9

的准备情况，出版和分发了

并且不要试图加以解决。这

样， CSD 基本上以从特别专

家组继承的案文草案(加括

号的)为工作对象，做出的主

要改动是增加了几个详细说

明选择核动力国家的理由的

句子，以便与阐明不选择核

动力国家的理由的案文相对

比。因此，最终案文表示，一

些国家认为核动力与可持续

发展是相容的，而另一些国

家则认为是不相容的。案文

总结了每种情况的理由，接

着列出为进一步促进反应堆

运行、乏燃料管理和处置以

及放射性物质运输的安全而

商定的建议。

这将为拟订于 2001 年 7

月 16~27 日恢复在波恩召

开的气候谈判会议"CoP-6"

(见方框)上解决核争论做出

多少前期工作，尚不清楚。

CoP-6 主席、荷兰的 Jan

Pr。此己提出附件 I 中的各

方应不利用核设施产生

CER(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实

现经证明的排放量减少)和

ERU(通过联合实施机制实

现排放量减少)的建议，供 7

月讨论。 Pronk 先生利用各

部长到纽约出席 CSD-9 的

机会召开了一次简短的非正

式部长会议，期间讨论了他

的继续推动 CoP-6 谈判的新

建议(仍包括上述建议)。他

的建议最终是否被修改成与

CSD-9的"未取得一致的协



2000 年 IAEA 保障审议

(土接第 43 页)
保障统计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与 140 个国家(和中国台湾

省)缔结的保障协定生效。不过， 54 个 NPT 无核武器缔约

国尚未根据此条约与机构缔约保障协定或使之生效。

这一年，机构在 70 个有重要核活动的国家(和中国

台湾省〉实施了保障视察，大多数视察活动按照全面保障

协定进行。接受视察的国家中，4 个缔结有涵盖规定的核

材料或非核材料、设施和设备的 INFCIRC/66 型保障协

定。对 5 个核武器国家的一些视察是按照其与机构缔结

的自愿提交保障协定进行的。

到 2000 年底，理事会已核准与 57 个国家缔结的附

加议定书，其中包括 51 个全面保障协定已生效或等待批

准的无核武器国家，一个缔结有 INFCIRC/66 型保障协

定的国家和 5 个均与机构缔结了自愿提交保障协定的核

武器国家。在核准的议定书中，18 个已生效。在加纳，附加

议定书正在临时适用，等待生效。

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缔结和生效的总体进展情况

仍然令人失望地缓慢。这一年中，只缔结了 3 个新的保障

协定，没有新的保障协定生效。只有 11 个国家的附加议

定书得到理事会的核准。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有 902 个设施和其他场所

处于 IAEA 保障下。总计在 584 座设施进行了 2467 次视

察，该领域视察工作量为 10264 人·日。

2000 年，来自经常预算的保障支出为 7060 万美元。

此外，成员国捐助的预算外资金为 1030 万美元。这些预

算外资金主要用于设备开发和采购。经常预算资金依然

短缺和依靠自愿捐款一直并继续十分令人关注，尽管采

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提高管理效率。但是，与为维持可靠

的保障和使加强机构的保障体系进展持续下去所需的无

资金资源相比，采取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好处甚微。因此，

维持可靠的保障变得越来越难。

实物模型并制定其使用方

针，进一步加强国家评价过

程。为确保始终如一地、客观

地执行补充接触，制订了内

部执行方针，并正在临时实

议数据信息系统，采用新软

件组织从公开来源获得的信

息，以及建立一个核场址商

业卫星图像数据库。通过正

式建立国家评价组以及扩大

伊拉克 1991 年至

1998 年，机构根据联合国安

理会第 687 号决议及相关决

议在伊拉克执行了保障义

务。但是，自 1998 年 12 月以

来，机构一直不能执行这些

决议为其规定的任务，因而

仍不能提供伊拉克己履行这

些决议为其规定的义务的保

证。

不过，机构鉴于其保障

体系的要求，并按照其与伊

拉克的保障协定，于 2000 年

1 月对位于图瓦塔贮存设施

的受保障核材料进行了实物

存量核实。机构视察员核查

了所涉核材料的现状。

加强保障 2000 年，机

构继续加强保障体系的有效

性并提高其效率。工作集中

于 6 个主要领域: (a)获得并

评价比机构以前可获得的多

得多的有关一个国家核活动

和核相关活动的信息 ;(b)增

加机构视察员对一个国家有

关场所的接触; (c)推动保障

技术和核查方法的发展川d)

加强与国家和地区核材料

衡算和控制系统的合作F

(e)保障培训川f)一体化保

障。

为有效地处理和利用成

员国提交的信息和机构收集

的信息，加强了计算机化协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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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非法使用核材料和放射源

IAEA 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勒巴拉迪在会

上代表个人发言时说"展望未来，明显需要广

泛的国际合作，以增强安全措施，提高拦截和对

付非法贩卖的能力，以及加强保护设施免受恐

怖主义的危害和破坏" "最困难的挑战将是把

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整合成一体化的、有效的

国家体系，确保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保

安编入核安全和保安基础设施中"。

IAEA 制订了一些基本导则，并且已证明

这些导则在发展国家实物保护体系和国际协定

中具有重要意义。 IAEA 启动了若干活动，包括

培训11 、技术传播和同行评审，以支持成员国改善

其国家级和设施级的核材料衡算和实物保护系

统。机构还维持着一个有关已报道的事件的数

据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和会议的

主旨发言人之一 Rolf Ekeus 呼吁，将 IAEA 标

准和导则纳入国家法规中并在各国间加以协

调。他说"应给 IAEA 一个领导角色"，"一个国

家单独做不成这件事"。

预防井打击核材料和放射源的非法使用是

国家和国际安全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

个越来越大的挑战。 2001 年 5 月 7~1l日于瑞

典首都召开的旨在审查加强保护系统的方法和

手段的为期一周的会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约 300 名与会者。

会议的正式题目是"材料保安一一对非法

使用核材料和放射源的预防、拦截和对付措

施"，由 IAEA 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协办，由瑞典

核动力检查机构、国际刑警组织 CINTERPOL)

和欧洲警察局主办。

瑞典外交部国际安全司司长 Lars-Hjalmar 

Wide 在致欢迎词时说"此领域的国际合作之

所以必要，是因为预防核扩散以及保护环境和

人民健康是我们的共同利益。这些是任何国家

边界所挡不住的问题。"

1993 年以来，已发生 370 多起确凿的非法

贩卖事件。尽管这些事件中大多数不涉及可用

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但是它们促使人们加大

预防和打击贩卖的力度。

国际犀于能机构通报， 43/2/2( 

燃料的轻水堆、研究堆和乏

燃料贮存设施 准备了一

体化保障方案。

进一步阐明了与一体化

保障实施有关的其他方面。

它们包括设施类保障方案的

相关准则，有效实施不通知

视察的条件，以及随机选择

设施进行视察的程序。此外，

为澳大利亚制定了第一个针

对附加议定书己生效成员国

的国家级一体化保障方案，

准备在 2001 年临时实施。

障信息和保安要求等新课程。

2000 年，继续把发展一

体化保障作为机构的一项高

度优先计划。制订了一批导

则，其中规定了为足以得出

一个国家没有未申报的核材

料和活动的结论而需要一个

国家满足的条件和机构执行

的活动，它们是在该国执行

一体化保障的一个前提。这

些导则正在临时应用。

这一年，为 3 种一般设

施类型一←没有混合氧化物

施。在 3 个成员国的贮存设

施试验了乏燃料转移无人值

守监视系统，取得了积极成

果。

到 2000 年底，有 18 个

监视系统安装在 7 个成员

国，并正在以远程监视方式

运行。正在 2 个成员国的 5

个燃料加工设施执行临时随

机视察。

进一步强化了保障培训

计划，增加了有关补充接触、

卫星图像应用、扩散指标、保



IAEA 网页综合新闻

对于核领域或 IAEA 、

NEA 和其他组织的计划来

说， SMR 并不是新东西，这

方面的相关活动早在 20 世

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 。 尽管一

些 SMR 正在世界各地运行，

但目前的大部分核电是由

1000 MW 级或更高级的大

型机组生产的 。 这些机组建

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在

工业化国家，是为适用于不

同的市场条件。

尽管许多新的 SMR 设

计不是针对近期的商业市

场，但是那些深入开发的且

建造周期短的SMR可能在

引许多国家的兴趣，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的兴趣，那里城

市地区迅速增加，对能源的

需求急剧增长 。

此次研讨会由 IAEA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

构 (NEA) 和世界核协会

(WNA)联合组织，由埃及核

电厂管理局主办 。 来自 35 个

国家的 230 多名能源决策

者、电厂管理者、设计者、建

造者和供应者出席了会议 。

研讨会从国家、地区和全球

面临的能源挑战的角度，讨

论了 SMR 开发的技术、社

会、经济和环境问题 。

照片:开罗 SMR 研讨会与会者向 IAEA 总干事穆罕默德·埃勒巴拉迪

(中)和埃及电力和能源部长 Ali F. EI Saiedi 博士(右〉简要介绍情况 。

〈来源:Wedekind /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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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安全公约 》生效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

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 》于

2001 年 6 月 18 日在第 25 个

国家即爱尔兰批准此国际上

第一个致力于乏燃料和放射

性废物安全管理和贮存的文

书后 90 天开始生效。

本公约缔约国包括阿根

廷、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

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

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

利、爱尔兰、拉脱维亚、摩洛

哥、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

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瑞士、乌克兰

以及联合王国 。

该公约为这些国家和今

后的缔约国解决履行公约规

定的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建立

了有约束力的报告系统。 预

期年底之前将召开若干次预

备会议，将报告系统确定下

来 。 尽管放射性废物管理是

国家的责任，但也涉及一些

国际问题。

中小型核动力机组: 开

罗研讨会在 2001 年 5 月

27~ 31 日于埃及开罗召开

的 IAEA 研讨会上，重点讨

论了中小型反应堆

(SMR)-其规模为目前运

行中的大多数核反应堆的十

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它们的

技术特性和多功能性正在吸

国
际
简
明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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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有利需求时较早被采

用。 IAEA 大会期间的科学论坛

IAEA 大会第 45 届常会将于 9 月 17 日星期一在维也

纳召开，审议机构的计划，确定通过 IAEA 进行的全球核

合作的未来方向。临时议程项目包括进一步加强与技术合

作、保障、安全以及核科学、技术和应用有关活动的措施。

9 月 18~19 日的科学论坛将使科学、技术和人文发展

方面的一流国际专家汇聚一堂。论坛的题目是"服务于人

类的需求:核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包括 5 个专题会议，其

中一次是一流专家进行小组讨论。其他 4 次会议的重点是

科学、技术和发展;促进食品安全;水资源管理 p 以及改善

人体健康。具体题目包括非洲采采蝇防治;植物育种中的

诱发突变影响;改善水资源管理的国家战略;地下水的冲

污染;可医先天疾病新生儿筛选;癌症的放射治疗 z 以及利

用同位素改善人体营养状况。 IAEA 总干事穆罕默德·埃

勒巴拉迪将致开幕词，哈佛大学国际贸易教授 Jeffrey

Sachs 先生和巴西科学和技术部前部长 Jose Vargas 先生

将做主旨讲话。

有关大会和科学论坛的详细情况将载于 IAEA 的

"WorldAtom"网页 (http://www. iaea. org/worldatom) 。

是，请若干成员国和观察国

直接对 INPRO 最终报告做

贡献。这些国家将协调其各

自专家对 INPRO 报告的科

学投入。

国际犀于it机构通报， 43/2/20 

INPRO 的一个主要步

骤是， 2001 年 7 月 2~6 日在

意大利科摩召开工作会议。

此次会议将由意大利Landau

网络中心主办，由意大利外

交部和 IAEA 协办。会议议

程集中于"创新型反应堆和

燃料循环的防扩散性"。

IAEA 新的成员国 中

非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最近正

式加入 IAEA。截至 2001 年

7月，机构共有132个成员国。

国家关于可能正式成为会员

的讨论情况。

指导委员会核准了有关

INPRO 的一项经修改的工

作计划、预算和状况报告提

纲。按照计划，INPRO 需要

15~16 名免费专家(CFE)和

若干预算外资金。所需要的

CFE 主要由来自有关国家在

维也纳工作的 CFE 或

INPRO成员允诺的 CFE 满

足:阿根廷、巴西、中国、欧洲

委员会、德国 (2) 、印度、大韩

民国、荷兰、俄罗斯联邦 (3) 、

西班牙和土耳其。

指导委员会对目前预算

外资金有限做出的主要反应

IAEA 刨新型反应堆项

目(INPRO) IAEA 的创新

型核反应堆和燃料循环国际

项目 CINPRO)指导委员会在

2001 年 5 月 23~24 日于维

也纳举行的成立会上，根据

成员国表达的专门兴趣，敞

开大门，请成员国和观察国

向最终 INPRO 报告提供科

学论文。成员国还强调相对

于其他国家和国际的创新型

核动力技术倡议，INPRO 的

独特作用是: (1)确定不同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需要

和需求; (2) 明确推动有关

核动力的全球可接受性辩

论。

出席会议的有 INPRO

目前 9 个成员国中的 7 个

(中国、德国、印度、大韩民

国、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土

耳其) ，以及来自 10 个国家

(澳大利亚、白俄罗斯、加拿

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

法国、日本、哈萨克斯坦、摩

洛哥、联合王国)和驻巴黎

的 OECD 核能机构的观察

员。未出席的两个成员国是

阿根廷和巴西。 INPRO 成员

国是那些向该项目提供现金

或免费专家的国家。所有

IAEA成员国也可以作为观

察员自由参加指导委员会。

在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一些观察员报告了其



建造中的反应堆

机组数 总净装机容量 (MWe)

状现

运行中的反应堆

机组数 总净装机容量 (M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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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亚美尼亚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捷克共和国
芬兰
法国
德国
匈牙利
印度
伊朗
日本
大韩民国
立陶宛
墨西哥
荷兰
巴基斯坦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南非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联合王国
乌克兰
美国

世界总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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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计中包括中国台湾省正在运行的 6 台机组(其总装机容量为 4884 MWe)和 2 台正在建造中的机组。表反映截至 2001 年 4 月向 IAEA

报告的情况。

31 351 327 438 

核电占总发电量的份额
截至 2001 年 4 月数据

176.4% 
173. 7% 

156.8% 
153.4% 

法国
立陶宛
比利时

斯洛伐克
乌克兰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7.3% 

保加利亚c:=====;~========================~J45.0%
匈牙利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42.2% 

大韩民国 C============::::::::::::::::::::::::::::::::::::::::::::;;;;;JJ 40. 7 % 

瑞典C:::===========================:JJ 39. 0% 斯洛文尼亚 C====~~~~;;;;;;;;;;;~J 37.4% 
瑞士 C====================:::::::::::::::::::::::JJ 35. 5 %幡
日本 C====================::::::::::::::::::JJ 33. 8% 

亚美尼亚 C========================::::::J.I 33. 0 % 
芬兰 C========:::::::::::::::::::::::::::::::::::::;;::::::::;JI 32. 1 % 
德国 C======================:J130.6%
西班牙C= 127.6% 

联合王国 E===~:::::;;;;~， 21.9% 
美国 C========;;;;;=:::J1 19.8% 

捷克共和国 C======:::::::::::::=::JI 18. 5 % 
俄罗斯 C==::::::::::::;;::::JI 14. 9 % 
加拿大--------，1 11. 8 % 
罗马尼亚c==二二=:J 10.9% 
阿根廷C:::==:JI 7. 3 % 
南非 E二~6.7% 膏
荷兰 E二:::J 4.0% 
墨西哥 E三::J 3.9% 
印度 E二::J 3.1% 

巴基斯坦口1. 7%
巴西口1. 4%
中国口1. 2%

注 2 中国台湾省 2000 年核电份额为 23.64% • 
餐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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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DSP Power 
Into the Hands of 

Safeguards 
Inspectors 

Canberra Industries, Inc. 
800 Research Parkway 
Meriden, CT 06450 U.S.A. 
Tel: 203-238-2351 TolI Free: 1-800-243-4422 
Fax: (203) 235-1347 

Forinte"咀画。n剧。m田S， VJS拢。ur叭陆b S~eor∞n恒d 甘、eCan国rra U.S.A 。而ce
M434S 

Powerful- Safeguards inspectors need superior count rate and 
resolution pe付ormance in 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al condi
tions. The InSpector 2000 meets these requirements by providing 
an ultra-stable and high throughput spectroscopy system. 

Flexible - The InSpector 2000 is compatible with virtually every 
detector technology used by safeguards and features a built-in 
multi-range and multi-polarity High Voltage power supply. The 
InSpector 2000 also supports Multichannel Scaling (MCS) appli
cations. 

Small- The InSpector 2000 puts a full featured advanced spec
troscopy system into a tiny and lightweight package. It is operated 
by a single Li-Ion ba忧e叩 for more than a day's worth of inspection 
work.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to get your hands on an InSpector 2000, 
contact your local Canberra oftice or visit our web site today. 

雷噩
l hltp://www.canberra.com 







INIS PRI DIS 

INTERNATIONAL NUCLEAR POWER REACTOR NUCLEAR DATA ATOMIC AND MOLECULAR 
。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lON SYSTEM DATA INFORMATION SYSTEM 

(lNIS) (PRIS) (NDIS) (AMDIS) 

TYPE OF DATABASE TYPE OF DATABASE TYPE OF DATABASE TYPE OF DATABASE 
Bibliographic Factual Numerical and bibliographic Numerical and bibliographic 

PRODUCER PRODUCER PRODUCER PRODUCER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co-operation with Agency in cooperation with Agency Agenc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103 IAEA Member States and 32 IAEA Member Stat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International Atomic and 

1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ates National Nuclear Data Molecular Data Centre network, 
IAEA CONTACT Centre at the Brookhaver飞 National a group of 14 national data 

IAEA CONTACT IAEA, Nuclear Power Laboratory, the Nuclear Data Bank centres from several countries. 
IAEA, INIS Section Engineering Section 。f the Nuclear Energy Agency, 

P.O.Box 100 P.O. Box 100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IAEA CONTACT 
A-1400 Vienna, Austria A-1400 Vienna, Austria ζ。-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AEA Atomic and Molecular Data 
Tel.: (43-1) 2600-22842 Tel.: (43-1) 2ω。 Paris, France, and a network of over Unit, Nuclear Data Section 

Fax: (43-1) 26007-22842 Telex: (1 )-1264 5 20 other nuclear data centres E-mail:j.a.stephens@iaea.org 
E-mail: Fax: (43-1) 26007 worldwide More information over 

INIS.CentreServicesUnit@iaea.org E-mail: IAEA主 internet 5ervice at 
More informotion 0ν'er r.spiegelberg-planer@iaea.org IAEA CONTACT hnpj/www-amdis.iaea.org 
IAEA主 internet 5ervice ot More information over IAEA Nuclear Data Section, 

h忧p:/lwww 旧ea 。可/i nis/inis.htm IAEA吉 internet5e阿'ice50t P.O.Box 100 SCOPE 
http://www.iaea.org/ A-1400 Vienna, Austria Data on atomic, molecular, 

To subscribe to the INIS Database prog日mmes/a2/ Tel.: (43-1) 2600 plasma-surface interaction,and 
。n the Internet go to Telex (1)-12645 material properties of interest t。

hnp://www.iaea.org/ inis/inisdb.htm SCOPE Fax: (43-1) 26007 fus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mo database available cost free. Worldwide information on power E-mail: o.schwerer@iaea.org 

reactors i 同 operation ， under More information over COVERAGE 
川 IAEA主 internet 5ervice at Includes ALADDIN formaned 
FROM JANUARY 1970 TO DATE I shutdown, and data on operat- hnp:/ /www-nds.iaea.org/ data on atomic structure and 

。ver 2 million ing experience with nuclear spectra (energy levels, wave 
power plants in IAEA Member SCOPE lengths, and transition 

SCOPE States. Numerical nuclear physics data probabilities); electron and 
Worldwide information on the files describing the interaction of heavy particle collisions with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science COVERAGE radiation with ma忧er， and related atoms, ions, and molecules (cross 
and technology; economic and Reactor status, name, location, bibliographic data sections and/or rate coe肝ìcients，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other type, supplier, turbine generator including, in most cases, analytic 
energy sources supplier, plant owner and DATATYPES fit to the data); spu忧ering of 

。peratoιthermal power,gross Evaluated neutron reaction data in surfaces by impaá of main 
COVERAGE and net electrical power, date of ENDF format; experimental nuclear plasma constituents and self 

The central areas of coverage are construction start, date of first reaction data in EXFOR format, for sputtering; particle reflection 
nuclear reactors, reactor safety, criticality, date of first reactions induced by neutrons, from surfaces; thermophysical 
nuclear fusion, application of synchronization to and, date of charged particles, or photons; andthermom旺hanical

radiation or isotopes in medicir晤， commercial operation, date of nuclear half-lives and radioactive properties of beryllium and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pest shutdown, and data on reaáor decay data in the systems NUDAT pyrolytic graphit自.

control. Also covered are related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plant and ENSDF; related bibliographic 
fields such as nuclear chemistry, systems; energy produced; information from the IAEA data- Note: Off-Iine dota and 

nuclear physics, and material planned and unplanned energy bases ClNDA and NSR; various bibliographic retrievol5, a5 well a5 
science.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losses; energy availability and other types of data. ALADDIN software ond manual, 
。n th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unavailability factors; operating 。150 may be obtoined from the 

and health e忏'ects of nuclear factor and load faáor. Note: Off-line data retrievols from producer on diskette5, magnetic 
energy as well as on the economic NDIS olso may be obtained from the tape, or hord copy. 
and environmental aspeás of non- producer on diskettes, CD-ROM5 ond 
nuclear energy sources. Legal and 4mm DAT tape cortridge. 

social aspeás associated with 
nuclear energy are also covered. 

For access to these databases, please contact the producers. Information from these databases also may be purchased from the producer in printed 
form. INIS additionally is available on CD-ROM. For the full range of IAEA databases, see the Agency's WorldAtom Internet services at 
hnp://www.iaea.org/database/db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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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DART™ Portable MCA 

ORTEC@ d甸'iDART...The next Evolutionary Leap 
forward for Portable HPGe Gamma Spectrometry 

• Built-in display and spectral analysis, 
operates without a PC. 

• Digitally stable 

• Longer battery life 

• Robust and easy-to-use 

• Smart-l detector technology authenticates 
and ensures spectral data quality every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ORTEC digiDART. contact your local ORTEC sales office or visit the ORTEC Web 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ORTEC-online.com. 

，~ 
PerkinElmer-

instruments 

Order.. 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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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c-online.com 

801 South Illinois Avenue , Oak Ridge , TN 37831-0895 USA (865) 482-4411 ext. 343 Toll Free: 800-251-9750 



IAEA 协调研究计划

利用辐照方法确保新鲜预切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植物型微加工食品的卫生质量

这个协调研究计划将由机构和泛美卫生组织 (PAHO)共同发起，旨在评价

辐照作为确保新鲜的预切产品和其他植物型微加工食品的微生物安全的一种才

法的有效性，并且鉴定接受丁足以控制这些致病菌感染的辐射剂量的产品质量。

它将于最近开始实施，以响应人们对新鲜的预切产品以及其他植物型微加工食

品不经烹调或细菌去活就作为现成食品加以消费的日益关切。新鲜的预切产品

被污染，在生产和销售过程的任何环节都可能发生。食品贸易的日益全球化，加

土通过冷冻和真空包装延长新鲜的预切产品的保存期，使这种产品对消费者构

成很大健康危险。过去 10 年中，一些国家曾报道过许多因消费新鲜的预切食品

而爆发的大规模食品传播疾病;有善事件涉及数千名患者和若干例死亡。引起这

些疾病爆发的是几种病菌和寄生虫，其中包括大肠杆菌 0157:H7、单核细胞增多

性李斯特杆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嗜水气单月色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Cyc!ospora cayetanensis 等。这些菌中有些能够在冷冻贮藏条件下繁殖。虽然加

强实施新鲜的预切产品管理计划将降低知萄污染和食品传摇疾病的危险，但是

缺少终端杀灭手段和食品销售商与消费者滥用温度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加大来

自食品传播疾病的危险。

为非临床应用开发放射免疫分析方法和药盒

放射免疫分析 (RIA)方法，当初主要是为临床应用而引入的。现在，这种方

法已经扩大应用.f'1许多别的领域，其中包括环境监视、工业卫生、药物相关研究、

很畜改良以及法医应用。在这些应用中，所要测定的分子与临床应用中的相比是

比较小的，因此，为这些小的分子开发可靠的放射免疫分析方法成为相当艰巨的

任务。为加强从事 l恪采用放射免疫分析药盒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国家研究中心的

能力，以逐渐满足这些新出现的应用的需求，该协调研究计划将着重为笛族化，合

物、真菌毒素、三嗓衍生物之类的小分子开发放射免疫分析/免疫放射测定药盒。

预计通过该协调研究计划的一系列活动，参加者将得到在其当地制备测定黄体

嗣、黄曲霉毒素 Bl 和阿特拉津测定用放射免疫分析/免疫放射测定药金的主要

试剂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与技术。

这是两份精选的清单，可能会有变动。有

关 IAEA 会议更完整的资料，可向 IAEA 维也

纳总部会议服务科索取，或参阅 IAEA 新闻处

编写的 IAEA 期刊 Meetings on Atomic 

Energy ，或访问 IAEA 因特网网站 WorldAtoni

(http://www. iaea. org)。有关 IAEA 协调研

究计划的更多资料，可向 IAEA 总部的研究合

同管理科索取。这些计划旨在促进有关各种领

域的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的全球合作，其范围

从辐射在医学、农业和工业中的应用到核动力

技术及核安全。

IAEA 学术会议

和研讨会

9 月 2001 年
国际核、辐射与放射性废物安全中
的当前有关问题会议
奥地利，维也纳(9 月 3-6 日)

10 月
国际保痒、核查和核材料保安学术
会议
奥地利，维也纳 00 月 29 日 11 
月 1 日)

11 月
国际非动力应用产生的放射性废
物会议一←经验共享
马尔他01 月 5-9 日)

国际加速器利用学术会议
巴西，圣保罗Cl 1 月 26-30 日)

2002 年

s 月
国际心血管核医学学术会议
中国，北京(5 月 27-31 日〉

6 月
国际放射性废物管理问题和趋势
会议
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

国际突变基因用于作物改良和功
能基因组学学术会议
奥地利，维也纳

7 月
国际职业辐射防护会议
瑞士，日内瓦

9 月 /10 月
国际涉及放射性物质应用的实践
安全终结会议
德国

国际核动力堆寿期管理学术会议

第 19 次 IAEA 聚变能会议
法国，里昂

国际核淡化进展会议
奥地利，维也纳

所有信息可能有变动。见左边

方糙。

00-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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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now,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with reading personal 
exposure doses has been the size of 
the monitoring equipment. Which is 
precisely why we're introducing the 
Electronic Pocket Dosimeter (EPD) 
"MY DOSE mini™'' PDM-Series. 

These high-performance 

Model Energy Range 

dosimeters combine an easy-to
read digital display with a wide 
measuring range suiting a wide 
range of needs. 

But the big news is how very 
small and lightweight they've 
become. Able to fit into any pocket 
and weighing just 50-90 grams, 

Application 
PDM-101 60 keV- 0.01 - 99 . 99μSv High sensitivity, photon 
PDM-102 40 keV- 1 - 9,999 J1Sv General use, photon 
PDM-173 40 keV- 0.01 - 99.99 mSv General use, photon 
PDM-107 20 keV- 1 - 9 ，9991βv Low energy, photon 
PDM-303 thermal - fast 0 .01 句 99 . 99 mSv Neutron 
ADM-102 40 keV- 0.001 - 99.99 mSv With vibration & sound alarm, photon 

the Aloka EPDs can go an沪Nhere
you go. Which may prove to be 
quite a sizable improveme时， indeed. 

AL 
SCIENCE AND HUMANITY 

ALOKA CO., LTD. 

6-22-1 Mure, Mltaka-shi， 而kyo 181, Ja阳n

M叩hone:(阳22)45-5111

Facsimlle: (倒22)45-4国8

lèlex: 02822-344 

To: 3rd Exp。同Section
Overseas Ma rketing Oept. 

A忧n: N.Odaka 

Safety, convenience and a variety 
of styles to choose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