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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章节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及

我省自筹资金建设的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2020 年湖北省辐射

环境质量监测主要按照环境保护部下达的《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要求开展，空气吸收

剂量率监测包括 15个电离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武汉、宜昌、襄阳、

黄石、黄冈、孝感、恩施、荆州、荆门、十堰、神农架、随州、鄂州、

潜江、咸宁）空气吸收剂量率在线连续监测，10个地级市陆地辐射

监测点（武汉、十堰、襄阳、荆门、孝感、宜昌、黄石、黄冈、荆州、

神农架）；空气监测包括气溶胶、沉降物、空气（水蒸气）和降水中

氚、气态放射性碘同位素监测；16个水体监测点（包括 2个地表水、

1个地下水及 13个饮用水源地）；14个土壤监测点（武汉、十堰、

襄阳、荆州、随州、荆门、孝感、宜昌、黄冈、鄂州、恩施、黄石、

咸宁、神农架）；2个电磁环境质量监测点及 15个电磁辐射环境自

动监测站（武汉、襄阳、宜昌、黄石、恩施、荆门、十堰、仙桃、荆

州、孝感、鄂州、咸宁、黄冈、潜江、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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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及方法

报告中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主要依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 18871-200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以及《电磁辐射控制限值》（GB 8702-2014）。辐射环境监测数据评价

分为三类，分别为：

1、天然本底水平判断；

2、人工放射性核素异常判断；

3、相关标准限值比较，评价方法见表 1。

1.1 自动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当自动站空气吸收剂量率小时均值超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对以

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调查：①监测和数据采集等设备故障、性能变

化或受外界干扰；②降雨（雪）、潮汐等自然因素引起的变化；③土壤、

道路、植被、水体和建筑物等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

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则进一步对以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排查：

①核设施运行状况；②核与辐射事件；③核试验、医疗照射、核技术应

用、NORM等其他人为活动。

如有必要，则开展专项调查监测，以评估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1.2 累积剂量

若累积剂量测得的空气吸收剂量率小时均值超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

围，对以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调查：①测量仪器的性能、测量方法

等测量条件的变化；②降雨（雪）、潮汐等自然因素引起的变化；③土



2

壤、道路、植被、水体和建筑物等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

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则进一步对以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排查：

①核设施运行状况；②核与辐射事件；③核试验、医疗照射、核技术应

用、NORM等其他人为活动。

如有必要，则开展专项调查监测，以评估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1.3 样品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当样品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高于本底水平、出现异常、或超相关

标准限值，对以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调查：①样品的采集与运输、

前处理方法、测量仪器的性能、测量方法等测量条件的变化；②雾霾、

沙尘、降雨（雪）、水文参数等自然因素引起的变化；③土壤、道路、

植被、水体和建筑物等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

排除上述因素的影响，则进一步对以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排查：

①核设施运行状况；②核与辐射事件；③核试验、医疗照射、核技术应

用、NORM等其他人为活动。

如有必要，则开展专项调查监测，以评估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1.4 环境电磁辐射

当综合电场强度监测值超《电磁辐射控制限值》中规定的控制限值，

对以下影响监测值的因素进行调查：①测量仪器的性能、测量方法等测

量条件的变化；②自然因素引起的变化；③周围环境条件的变化；④电

磁辐射设施运行状况等。如有必要，则开展专项调查监测，以评估对公

众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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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监测结果评价方法

评价结论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评价

对象

评价

结论

处于当地天然

本底涨落范围内

空气吸收

剂量率

连续空气吸收剂量率
小时

均值
①

累积剂量
小时

均值
②

处于天然本底水平

空气

总α、总β
样品

测量值
③天然放射性核素：7Be、210Pb、

210Po

水
总α、总β 样品

测量值

③

天然放射性核素：U、Th、226Ra ④

土壤
天然放射性核素：238U、232Th、

226Ra
样品

测量值
④

未见异常
空气、水体、

土壤

人工放射性核素：90Sr、137Cs 样品

测量值
③

其他核素：3H
除 137Cs外其他人工γ放射性核

素

样品

测量值
⑤

低于相关标准

的限值

饮用水水源地

水、饮用地下

水、自来水

总α、总β
样品

测量值
⑥

环境电磁

综合电场强度

频率范围为

30~3000MH
z的综合电

场强度测量

值

⑦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自动站）
每 15S
均值

⑧

表 1中所列的评价方法原则上分别为：

①排除降雨（雪）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低于该站点历年测量值的平

均值（M）＋3倍标准偏差（σ）。

②处于该点位历年测量值的平均值（M）±3倍标准偏差（σ）。

③处于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的历年测量值范围内。

④其中，地下水处于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的历年测量值范围内；

江河水处于 1983~1990年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所在江河流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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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量值范围内；湖库水处于 1983~1990年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

查全国范围湖库水的测量值范围内；土壤处于 1983~1990年全国环境天

然放射性水平调查所在省份土壤的测量值范围内。

⑤低于MDC。

⑥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规定的放射性指

标指导值：总α为 0.5Bq/L、总β为 1.0Bq/L。

⑦低于《电磁辐射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定的相应频率

范围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2V/m。

⑧环境工频（50Hz）电场综合场强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4000V/m。环境工频（50Hz）

磁场综合场强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

曝露控制限值 100μT。

上述评价方法在进行历年测量值统计时，因自然因素外各种原因引

起的高于本底水平的监测值不参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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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情况

根据《2020年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湖北）项目合同书》、《2020年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和《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维护合

同》，我省现有 72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其中电离辐射环境自动监测

站 15个、陆地辐射监测点 10个、土壤监测点 14个、水体监测点 16个

（含 13个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2个地表水监测点、1个地下水监测点）、

电磁环境质量监测点 17个（含 1个辐射环境质量监测点、1个污染源监

测点和 15个省控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具体见表 2。

表 2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监测内容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陆地γ辐射

和宇宙射线

γ空气吸收剂量率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黄石自动站

襄阳自动站

宜昌自动站

黄冈自动站

孝感自动站

恩施自动站

荆州自动站

荆门自动站

十堰自动站

神农架自动站

随州自动站

鄂州自动站

潜江自动站

咸宁自动站

连续监测

γ辐射累积剂量

十堰市罗家岗

襄樊市诸葛亮广场

荆门市牌楼村

孝感市人民广场

宜昌市共前新村

武汉大学

黄冈市康寿福利院

累积测量

1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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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荆州市农科院

团山开发区人民广场

神农架阳日镇

宇宙射线响应 梁子湖或漳河水库 1次/年

氡 氡 武汉自动站
累积测量

1次/季
空气中碘 131I 武汉自动站 1次/季

气溶胶

γ核素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1次/月
黄冈自动站

孝感自动站

恩施自动站

荆州自动站

荆门自动站

十堰自动站

神农架自动站

随州自动站

鄂州自动站

咸宁自动站

试运行后，

1次/月

黄石自动站

襄阳自动站

宜昌自动站

1次/季

90Sr、137Cs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黄石自动站

襄阳自动站

宜昌自动站

每月采集 1次，

累积 1年测量

210Po、210Pb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1次/月

沉降物

3H、γ核素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1次/季

90Sr、137Cs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1季采集 1次，

累积 1年测量

氚 氚化水蒸气 武汉东湖风景区自动站 1次/年

地表水

U、Th、226Ra、40K总α、

总β、90Sr、137Cs（枯水

期、平水期各一次）

长江三峡大坝

长江巴东黄腊石
2次/年

饮用水源地

水

U、Th、226Ra、
总α、总β、90Sr、137Cs

武汉宗关水厂

1次/半年

总α、总β

黄石长江凉亭山水厂

鄂州长江凤凰山水厂

黄冈长江二水厂

咸宁市赤壁陆水水库

荆州市西区水厂

荆门三水厂

宜昌官庄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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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孝感汉江三水厂

襄阳汉江火星观

十堰黄龙滩水库四水厂

随州涢水水厂

恩施州清江大龙潭三水厂

地下水
U、Th、226Ra、
总α、总β

咸宁通山官塘村 1次/年

土壤

γ核素

十堰市罗家岗

襄阳市诸葛亮广场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

荆州市农科院

随州市文峰西街

荆门市牌楼村

孝感市城肖县白沙村

宜昌市官庄水库

黄冈市赤壁桥村

鄂州市鄂州大道塔桥村

恩施州清江大龙潭

黄石市杭州东路物价局

咸宁市横沟桥镇围港郑

神农架阳日镇

1次/年

90Sr
1次/3年，

2019年测量

电磁辐射

综合场强、工频
武汉大学

龟山电视塔
1次/年

综合场强、工频

武汉自动站

连续监测

襄阳自动站

宜昌自动站

黄石自动站

恩施自动站

荆门自动站

十堰自动站

仙桃自动站

荆州自动站

孝感自动站

鄂州自动站

咸宁自动站

黄冈自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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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状况

3.1电离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湖北省内设有 15个电离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主要用于监测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其中正式运行的 4个，分别位于武汉、襄阳、

宜昌、黄石，数据获取率年均值在 95%以上，满足数据统计的有效

性规定；试运行的 11个，分别位于神农架、咸宁、黄冈、鄂州、十

堰、孝感、荆门、随州、荆州、恩施、潜江。监测结果表明各自动

站空气吸收剂量率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

各自动站年度空气吸收剂量率小时均值最大值和最大值测得时

间、小时均值最小值和最小值测得时间、月均值范围、年均值和标

准差见表 3。

图 1 空气吸收剂量率连续监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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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年年度湖北省自动站空气吸收剂量率月均值范围、年均值、标准差

自动站所在地及编号
年度小时均值

最大值（nGy/h）
年度小时均值

最小值（nGy/h）
月均值范围

（nGy/h）
年均值

（nGy/h）
武汉东湖风景区站 113.6 65.9 71.0-74.7 73.5
襄阳新华路站 112.3 74.0 77.1-78.5 77.8

宜昌胜利四路站 141.7 63.3 67.2-71.0 68.9
黄石苏州路站 126.2 53.2 57.2-62.6 59.3

神农架站（试运行） 235.8 89.9 100.0-124.9 114.9
咸宁市洋都大道站

（试运行）
104.5 59.7 64.6-80.8 70.1

黄冈市新港大道站

（试运行）
119.3 65.7 69.7-72.9 71.0

鄂州市文苑路站

（试运行）
125.0 77.3 82.8-86.8 84.9

十堰市东风水务公司

站（试运行）
144.3 68.7 74.8-79.2 76.3

孝感市槐荫大道站

（试运行）
109.6 59.4 63.4-65.6 64.6

荆门市水源保护研控

培训中心站（试运行）
128.2 47.2 51.2-55.5 52.9

随州市迎宾大道站

（试运行）
110.1 58.1 62.6-65.1 63.6

荆州市园林路站

（试运行）
104.0 57.2 60.6-63.0 61.7

恩施州腾龙大道站

（试运行）
134.2 66.6 73.0-77.2 75.4

潜江市潜阳中路站

（试运行）
109.1 53.3 58.4-59.4 58.7

3.2累积剂量

湖北省内设有 10个陆地辐射监测点，分别位于十堰、襄阳、荆

门、孝感、宜昌、武汉、黄冈、荆州、黄石、神农架，各点位每季

度的剂量牌（除荆门二季度、神农架四季度、孝感二季度剂量牌全

部丢失外）均至少收回 1个，数据统计有效。监测结果表明 10个累

积剂量监测点位的剂量率处于当地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均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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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3.2～110.0）nGy/h，具体见表 4。

图 2 累积剂量监测布点示意图

表 4 2020年湖北省γ累积剂量（未扣除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序号 地区（市） TLD布放地点
TLD剂量率均值范围

（nGy/h）

均值

（nGy/h）

1 十堰市 十堰市罗家岗 57号 80.3-100.0 86.0

2 襄阳市 襄阳市诸葛亮广场 72.7-102 84

3 荆门市 荆门市牌楼村 70.7-76.4 73.3

4 孝感市 孝感市人民广场 75.5-83.1 78.4

5 宜昌市 宜昌市共前新村 69.1-72.0 70.6

6 武汉市 武汉大学 56.1-90.5 68.6

7 黄冈市 黄州区康寿福利院 87.9-102 93.7

8 荆州市 荆州市农科院 69.4-77.7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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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黄石市 团山开发区人民广场 53.2-71.6 64.7

10 神农架 神农架阳日镇 96.7-110.0 101.9



12

3.3空气

3.3.1气溶胶中γ核素

气溶胶采样使用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内的气溶胶采样器，故监

测点位与电离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重合，正式运行的 4个监测点位

分别位于武汉、襄阳、宜昌、黄石，武汉每月采样一次，其余三个

点位每季度采样一次；试运行的自动站共有 11个，分别位于神农架、

咸宁市、黄冈市、鄂州市、十堰市、孝感市、荆门市、随州市、荆

州市、恩施州、潜江市。监测结果表明，气溶胶中天然放射性核素

活度浓度处于天然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具体见表 5
表 5 2020湖北省气溶胶中γ核素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n/m 范围

铍-7 mBq/m3 70/70 0.2-10

铅-210 mBq/m 3 11/11 0.42-5.15

铋-214 μBq/m 3 68/70 2.7-17.6

钾-40 μBq/m 3 64/70 10 .0 -159 .6

铯-134 μBq/m 3 0/70 /

铯-137 μBq/m 3 1/70 2.0

镭-228 μBq/m 3 7/70 2.6-9.3

钍-234 μBq/m 3 1/70 15.9

碘-131 μBq/m 3 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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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气溶胶中钋-210、铅-210

气溶胶采样使用电离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内的气溶胶采样器。

武汉每月采样一次，采用放化方法分析。监测结果表明，钋-210、

铅-210浓度未见异常，具体见表 6。
表 6 2020年湖北省气溶胶中钋-210、铅-210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n/m 测值范围 均值

武汉东湖

风景区站

钋-210 mBq/m3 11/11 0.15-0.68 0.35

铅-210 mBq/m3 11/11 0.55-3.06 1.22

注：n--高于探测下限样品数，m--总样品数。

3.3.3总沉降物

湖北省设有 1个总沉降物监测点，样品来源于武汉东湖风景区

自动站。每个季度采样一次，数据统计有效。监测结果表明，沉降

物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日沉降量处于天然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

日沉降量未见异常，具体见表 7。
表 7 2020年武汉东湖风景区站总沉降物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单位 高于MDC测值范围

铍-7

伽马能谱

物理分析

Bq/m2·d 0.17-0.31

镭-226

mBq/m2·d

1.7-3.6

钾-40 8.4-43.3

铯-134 -

铯-137 -

镭-228 -

钍-234 -

碘-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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氚 放化分析 Bq/L -

注：-表示探测结果均低于MDC

3.3.4空气中碘

湖北省设有 1个空气中碘监测点，样品来源于武汉东湖风景区

自动站。每个季度采样一次，数据统计有效。监测结果表明，空气

中气态放射性碘-131未见异常，具体见表 8。
表 8 2020年武汉东湖风景区站空气中碘-131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n/m 测值范围 均值 样品探测下限范围

武汉东湖

风景区站
碘-131 mBq/m3 0/4 / / 0.1

注：n--高于探测下限样品数，m--总样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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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空气中氚

湖北省设有 1个空气中氚监测点，样品来源于武汉东湖风景区

自动站。每年采样一次，数据统计有效。监测结果表明，空气中氚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具体见表 9。
表 9 2020年武汉东湖风景区站空气中氚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单位 n/m 测值范围 均值 样品探测下限范围

武汉东湖

风景区站
氚 mBq/m3 0/1 / / 15.7

注：n--高于探测下限样品数，m--总样品数。

3.4水体

全省水体监测点 16个，含 13个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2个地表

水监测点、1个地下水监测点。每年采样 2次（平水期和丰水期各 1

次，按国控点监测方案地下水每年只采样 1次，选在平水期）。

2个地表水监测点数据具体见表 4-1。13个饮用水水源地监测点和 1

个地下水监测点数据（按国控点监测方案，除去武汉宗关水厂需要

测量全核素以及咸宁官塘村地下水需要测量部分核素以外，其他剩

余的 12个点位只测量总α和总β，如有异常再测量其他核素）具体见

表 10-12。

监测结果表明，全省各水体监测点中总α和总β活度浓度，天然

放射性核素铀和钍浓度、镭-226活度浓度处于天然本底水平；人工

放射性核素锶-90和铯-137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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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水体监测布点示意图

表 10 2020年湖北省主要江河水系国控断面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监测项目 单位 n/m 范围

总α Bq/L 4/4 0.0265-0.0458

总β Bq/L 4/4 0.0928-0.111

铀 μg/L 4/4 1.06-1.25

钍 μg/L 4/4 0.0885-0.339

镭-226 mBq/L 4/4 1.615-7.27

锶-90 mBq/L 4/4 1.06-1.42

铯-137 mBq/L 4/4 0.30-0.37

注：n：高于MDC测值数，m：测值总数

表 11 2020年湖北省水源地饮用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监测项目 单位 n/m 范围

总α Bq/L 26/26 0.0056-0.0947

总β Bq/L 26/26 0.0585-0.1663

注：n：高于MDC测值数，m：测值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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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0年湖北省地下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监测项目 单位 n/m 范围

总α Bq/L 1/1 0.0267

总β Bq/L 1/1 0.141

铀 μg/L 1/1 0.3

钍 μg/L 1/1 0.188

镭-226 mBq/L 0/1 4.1

注：n：高于MDC测值数，m：测值总数

3.5土壤

全省土壤监测点 14个，其中武汉东湖风景区为平行样点，布点

示意图见图 4。每年采样 1次，数据统计有效。监测结果表明，全省

土壤监测点中天然放射性核素 U-238、Th-232、Ra-226、K-40活度

浓度处于天然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Cs-137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图 4 土壤监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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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监测数据见表 13。
表 13 2020年湖北省土壤中γ核素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 单位 n/m 范围

铀-238 Bq/kg 15/15 27.5-52.3

钍-232 Bq/kg 15/15 33.3-62.5

镭-226 Bq/kg 15/15 12.7-53.4

钾-40 Bq/kg 15/15 266-783

铯-137 Bq/kg 6/15 0.67-2.45

注：n：高于MDC测值数，m：测值总数

3.6电磁

3.6.1国控网辐射环境监测电磁监测点

国控网中电磁监测点有 2个，一个为环境中的综合场强，一个

为电视塔设施的综合场强。每年监测 1次，数据统计有效。监测结

果表明，2 个点位的综合场强均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12V/m。具体见表 14。
表 14 2019年湖北省环境中综合电场强度

地区

（市）
点位名 仪 器

仪器频率

响应（MHz）
频次

（次/年）

监测

项目

综合场强 E（V/m）

平均值 标准差

武汉

武汉

大学 非选频

式测量仪
0.1～3000 1/年

综合

场强

0.98 0.05

武汉市

龟山电视塔(9个测量点)
1.75-6.38 0.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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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

湖北省 15个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分别位于武汉、襄阳、

宜昌、黄石、恩施、荆门、十堰、仙桃、荆州、孝感、鄂州、咸宁、

黄冈、天门、潜江，布点示意图见图 5。监测结果表明，各点环境电

磁高频电场强度月均值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12V/m。各点环境工频（50Hz）电场强度

月均值远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

露控制限值 4000V/m。各点环境工频（50Hz）磁感应强度月均值远

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

值 100μT。

图 5 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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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变化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良好，与近几年相比无明显变化。

具体见表 15。
表 15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监测对象 与近几年监测结果对比

外照射

自动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测得的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与近几年相比，排除降雨等气象因素的影响，在天然本底水平涨落范围

内。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和

累积剂量

1、与近几年γ辐射累积剂量相比在同一水平范围内波动；

2、2020年全省各地市累积剂量测得的γ辐射累积剂量按小时平均测量结

果（含宇宙射线响应值）高于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扣除宇宙射线的

响应值），高出部分与宇宙射线的响应值相当。

空气

气溶胶
1、气溶胶、沉降物和空气中氚年际无明显变化；

2、气溶胶、沉降物中人工放射性核素未检出。
沉降物

空气中氚

水体

江河水 1、各水体的区域年度变化不明显；

2、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饮用水源地水总α、总β放射性活度

浓度均达标。

饮用水源地水

地下水

土壤

土壤
土壤的区域监测结果无显著变化，测量值与近几年相比在同一水平范围

内波动

电磁辐射

环境电磁辐射
对照《电磁环境控制限值》，各监测点位的综合场强、工频电场、工频

磁场监测结果均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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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结

2020年，湖北省辐射环境质量总体上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

保持稳定。环境电磁质量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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