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江核电站运营前附近海域总β放射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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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昌江核电站运营前，研究人员对其附近海域做了水质、沉积物和海洋生物总 β 放射性调查，并

与我国其他海域及昌江核电站周围的陆地环境做了对比。结果表明：（1）海水样品总 β 比活度范围

为 0.040～0.074 Bq/L，平均值为 0.054 Bq/L，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近海、大亚湾核电站等海域相比，

昌江核电站海域海水中总 β 放射性水平相对较低；（2）表层沉积物中总 β 比活度范围为 257～925 Bq/kg，

平均值为 653 Bq/kg，研究海域沉积物中总 β 放射性水平与香港、青岛、阳江等海域水平相当；（3）海洋

生物样品中总 β 比活度范围为 8.7～63.8 Bq/kg，平均值为 48.0 Bq/kg，海鱼类、虾类和贝类体内总 β 平均

值分别为 56.7 Bq/kg、63.4  Bq/kg 和 24.0 Bq/kg，鱼类和虾类明显大于贝类。本研究可为今后科学、合理

地评价核电站运行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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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beta radioactivity in the sea area near Changjiang
nuclear power plant befor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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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operation of Changjiang nuclear power plant (CNPP), gross beta radioactivity in seawater,
marine sediments and marine organisms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coastal area near CNPP. Our observation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vestigated  in  other  terrestri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1) Gross beta in seawater ranged from 0.040 to 0.074 Bq/L with the mean value of 0.054 Bq/L, which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ose near Daya bay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offshore Bohai sea, the Yellow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2) Gross beta in marine surface sediment ranged from 257 to 925 Bq/kg, with the mean
value  of  653  Bq/kg,  which  was  at  the  same  level  as  those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Hongkong,  Qingdao  and
Yangjiang. (3) Gross beta in marine organisms ranged from 8.7 to 63.8 Bq/kg. The mean value of gross beta in
sea  fishes  (56.7  Bq/kg),  shrimps  (63.4  Bq/k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hellfishes  (24.0  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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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were expected to provide important baseline values and help to assess the radioecological risk from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operation on the c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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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β 放射性因其测量周期较短，成本低，能

够快速评价样品的总放射水平，故在辐射环境评

价中被广泛采用，这对积累环境辐射水平数据、

总结环境辐射水平变化规律和判断环境中的放

射性污染具有重要意义[1]。总 β 是核与辐射应急

监测的首选指标，在核武器试验和核事故监测中

被用作放射性污染的信号和程度指标，同时也是

放射卫生检验过程中首先考虑的筛选项目[2]。

国际上对于辐射安全与环境问题的注意力

已从核武器试验导致的环境污染转向核电站等

核动力设施的正常运行与事故情况下对环境和

公众健康所带来的有害影响。特别是 2011年日

本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至今仍有大量的放射

性物质源源不断地排入海洋，这愈加引起人们对

放射性污染的密切关注。

我国在建和已建的核电站近年呈增加趋势，

核电站运行特别是温排水和低放废水的排放，使

近海海洋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加。对核电站周边

海域进行放射性本底调查极为关键，是科学评估

核电站环境影响的必要措施。本文基于现场调

查和历史数据，对昌江核电站（CNPP）附近海域

总 β 放射性水平进行了调查与分析，这为我们了

解核电站运行后的环境变化提供了基础资料，对

防治海洋放射性污染和保护海洋环境具有重要

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海域

昌江核电站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镇，濒临北部湾，其东南距昌江县 27  km。

核电站地处北热带，太阳辐射富足，气候暖热，长

夏无冬，属于北热带海洋季风型气候[3]。2015年

11月 7日，海南昌江核电站 1号机组实现并网投

运。2016年 8月 15日，昌江核电站 2号机组进

入商业运行。 

1.2    采样站位与测定方法

昌江核电站采用明渠取水，排水形式为管排

且为深排，取水明渠与排水管间距约 500 m，排

水口离岸距离约 2.2 km，取、排水口之间布置有

防波堤 [4]。站位布设以昌江核电站入水口和排

水口为基准点，在核电站排污口方位加密布设监

测站点。共设置海水站位 12个，沉积物站位

12个，生物站位 2个（站位布设如图 1所示）。

CJ-01－CJ-12为海水和沉积物站位，CJ-B1和

CJ-B2为生物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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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水、沉积物和生物样品采集站位

Fig. 1    Seawater,  sediments  and  organisms  sampling

stations        
 

本研究采样时间为 2013年 7月 14－15日。

样品采集和测定方法按《海洋监测规范》[5] 和《海

洋放射性监测技术规程 (暂行)》[6] 执行。用有机

玻璃采水器采集表层 (0～2 m)海水 5 L，聚丙烯

桶储藏，每升海水加 2 mL盐酸稀释（1∶1），使水

样 pH≤2。沉积物样品均用抓斗式采泥器采集，

取样量不少于 1 kg，用塑料袋封装，冷冻保存。

生物样品在设定站位附近海域采集或购买，样品

须为本地物种，每站位采集鱼、虾、贝 3个类型

的代表性物种，鱼、虾类采样量为 10.0 kg（鲜重），

贝类采样量为 30.0 kg（去壳鲜重），冷冻保存。

海水中总 β 的测量采用铁明矾−氯化钡法，

即用氢氧化铁吸附和硫酸钡共沉淀富集海水中

大部分放射性核素，本法针对大部分的放射性核

素，但如 137Cs、 40K、 3H等某些核素并未包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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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海水放射性污染程度的

指标。天然海水中的总 β 放射性 90%以上都是

由40K提供，实际上，在核应急监测中，海水中去
40K后的总 β 能更好地反映核事故中总 β 放射性

水平。

沉积物和生物样品中总 β 的测定均采用直

接铺样法，其总 β 放射性水平理论上包含所有可

放射 β 粒子的核素，沉积物样品经烘干、研磨、

过筛后上机测量，测量结果为样品干样的比活

度。生物样品的放射性分析对样品的需求量比

较大，现场采集同种足量的样品存在一定的难

度，本次生物样品采集方式为在设定站位的附近

码头向渔船购买，生物样品的取样部位鱼类和虾

类为全样，贝类为去壳肉质样品，样品冷冻保存，

然后烘干、灰化、研磨后上机测量，测量结果为

样品鲜样的比活度。

本研究海水样品采用 LB 4008型四路低本

底 a/β 测量仪（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测量，沉积

物和生物样品采用流气式低本底 a/β 测量仪

（CanberraLB4200型, USA）测量。参考标准物质

采用优级纯 KCl（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 

2   结果与讨论
 

2.1    海水中总 β 放射性水平

海水样品采集期间，天气晴，表层海水未受

降雨因素的影响。表 1给出了研究海域海水

中总 β 和盐度的检测数据。图 2和图 3分别给

出了研究海域表层海水中总 β 和盐度的分布情况。

海水总 β 放射性随盐度的变化会有一定的

波动范围，并与盐度间存在相关性 [7]，昌江核

电站附近海域表层海水盐度范围为 28.838～
30.550，平均值为 30.146；总 β 比活度为 0.040～

表 1       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海水中总 β和盐度检测数据

Tab.1    Gross beta and salinity in sea waters near CNPP

站位 总β/Bq·L−1
实用盐度 站位 总β/Bq·L−1

实用盐度

CJ-01 0.049 30.057 CJ-07 0.056 30.179

CJ-02 0.058 30.194 CJ-08 0.062 28.838

CJ-03 0.045 30.550 CJ-09 0.054 30.131

CJ-04 0.040 30.490 CJ-10 0.051 30.512

CJ-05 0.074 30.136 CJ-11 0.041 30.293

CJ-06 0.053 30.169 CJ-12 0.066 30.202

平均值 总β：0.054；实用盐度：30.146

范围 总β：0.040～0.074；实用盐度：28.838～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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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海水中总 β 分布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gross beta in sea waters near CN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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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海水中盐度分布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salinity in sea waters near CN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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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Bq/L，平均值为 0.054 Bq/L。由图 2和图 3
可以看出，海水总 β 放射性水平和盐度之间在总

体趋势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即盐度偏高的

区域总 β 放射性水平会相对略低，盐度偏低的区

域总 β 放射性水平略高。

表 2给出了我国部分海域表层海水中总

β 的分布情况。与表 2所列海域相比，昌江核电

站附近海域表层海水总 β 放射性水平相对略低，

与 2005－2010年大亚湾核电站西部海域放射性

水平相当，均处于我国近海本底水平范围内。
 
 

表 2       我国部分海域表层海水中总 β放射性水平（Bq/L）

Tab.2    Gross beta in surface sea water in some sea areas of China (Bq/L)

调查海域（调查时间） 平均值 范围 文献

渤海（1980.5－1981.10） 0.0999 0.056～0.163 [8]

东海大陆架（1978.7－1978.8） 0.062 0.017～0.0999 [9]

胶州湾海域（1989） 0.085 0.056～0.142 [10]

东海近海（1988－1991） 0.104 0.072～0.146 [11]

南海近海海水 0.074 0.044～0.189 [12]

粤东海区（1979－1980） 0.085 0.063～0.190 [13]

粤西海区（1979－1980） 0.067 检不出～0.182 [14]

厦门港和九龙江口（1981.1－1981.4） 0.070 0.052～0.122 [15]

大亚湾西部核电站海域（2005－2010） 0.051 0.029～0.073 [16]

吕宋海峡及其周边海域0~600 m（2014－2015） 0.053 0.041～0.064 [17]

南海东北部（2011.3－2011.5） 0.033 0.017～0.042 [17]

昌江核电站海域（2013.7） 0.054 0.040～0.074 本研究
 
 

昌江核电站附近饮用水的总 β 比活度为

0.014～1.103 Bq/L，平均值为 0.107 Bq/L[18]。但

其测量方法按《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放射

性指标》（GB/T5750.13-2006）进行，并不适合含

盐体系，其结果包含40K等核素[19]。 

2.2    沉积物中总 β 放射性水平

沉积物样品的采集站位与水质采集站位相

同，表 3列出了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沉积物的粒

度情况和总 β 放射性水平，图 4给出了昌江核电

站附近海域沉积物中总 β 的分布。

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沉积物中总 β 比活度

范围为 257～925 Bq/kg，平均值为 653 Bq/kg，据
文献报道，香港海域沉积物总 β 比活度范围为

940～1360 Bq/kg，平均值为 1120 Bq/kg[20]。青岛

近海沉积物总 β 比活度范围为 820～1080 Bq/kg，
平均值为 930 Bq/kg[21]。阳江核电站附近海域

2012年沉积物总 β 比活度范围为 641～1125 Bq/kg，
平均值为 829 Bq/kg[22]。相对而言，本研究沉积

物总 β 放射性水平相对较低。

2013－2014年，昌江核电站周围陆地土壤中

总 β 比活度范围为 32.8～679 Bq/kg，平均值为

(254±152) Bq/kg[23]。
沉积物中的总 β 放射性主要是由40K、铀、钍

 

表 3    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海洋沉积中粒度与总 β水平

Tab.3    Particle size and gross beta radioactivity of Marine sediment
near CNPP

站位
粒级含量/(%)

名称代号 总β/Bq·kg−1
砾 砂 粉砂 黏土

CJ-01 7.5 92.5 0.0 0.0 S砂 455

CJ-02 8.2 91.8 0.0 0.0 S砂 349

CJ-03 7.8 92.2 0.0 0.0 S砂 281

CJ-04 0.0 3.7 86.1 10.2 T粉砂 823

CJ-05 7.8 92.2 0.0 0.0 S砂 257

CJ-06 0.0 4.9 86.8 8.3 T粉砂 597

CJ-07 0.0 4.2 86.8 9.0 T粉砂 925

CJ-08 0.0 4.0 86.8 9.2 T粉砂 863

CJ-09 0.0 3.9 86.7 9.4 T粉砂 905

CJ-10 0.0 4.2 86.3 9.5 T粉砂 809

CJ-11 0.0 3.6 86.2 10.2 T粉砂 755

CJ-12 0.0 3.7 85.8 10.5 T粉砂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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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β 衰变子体等天然放射性核素和少量人工

β 放射性核素（如90Sr和137Cs）组成的 [24]，其放射

性水平、分布与沉积物的矿物组成、有机质含

量、源生物质的放射性以及人工放射性污染源

等紧密相关[15]。在核电站以及其他核设施和核

事故区域，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对沉积物中总 β 放

射性的含量有显著影响；在远离这些区域的地

方，沉积物中总 β 的含量主要受天然放射性同位

素的制约。根据有关海域沉积物中总 β 放射

性的变化，可以快速监测海洋环境的放射性

污染[25]。

沉积物中的黏土对放射性核素有很强的吸

附作用[25]。由表 3可以看出，昌江核电站附近海

域沉积物中总 β 的放射性水平与沉积物粒级含

量有较大的关系，总 β 放射性水平低的区域，沉

积物以砾、砂为主；总 β 放射性水平高的区域，沉

积物以粉砂、粘土为主，从总体趋势上来看，粒

度与总 β 放射性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

粒度越小，总 β 放射性水平越高，吸附放射性核

素的能力随之越强。 

2.3    生物体中总 β 放射性水平

放射性核素在海洋中随海流、风浪等因素而

扩散，易被海洋生物累积在体内，进而通过食物

链传递，进一步在高营养阶段生物中富集[20]，对

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的危胁。国际上

对食品放射性安全问题日益关注，日本福岛核电

站事故发生后，全球共 54个国家和地区对日本

水产品施行了进口禁令，海洋生物样品的放射性评

估对海洋生态保护和人类健康安全有重要意义。

表 4给出了昌江海域生物样品中总 β 放射

性水平。研究海域海洋生物样品总 β 的比活度

为 8.7～63.8 Bq/kg，平均值为 48.0 Bq/kg，其中，

鱼类的总 β 平均值为 56.7 Bq/kg，虾类的总 β 平均

值为 63.4 Bq/kg，贝类的总 β 平均值为 24.0 Bq/kg，
呈现鱼类、虾类大于贝类的分布趋势。昌江核

电站 2013 年－2014年海鱼体中总 β 比活度为

20.8 Bq/kg，海虾体中总 β 比活度为 18.6 Bq/kg[26]。
与之相比，本研究结果稍高，这可能是鱼和虾的

样品种类或前处理（全鱼/去骨，或全虾/去头）方

法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差异。此外，本研究与

2013年阳江核电站海域生物体中的总 β 放射性

水平大致相当（阳江附近海域鱼类、虾类和贝类

的总 β 比活度分别为 64.6 Bq/kg、36.8 Bq/kg和

16.7 Bq/kg）。
 
 

表 4       昌江海域生物中总 β放射性水平（Bq/kg）

Tab.4    Gross beta in marine organisms near CNNP (Bq/kg)

站位 类群 中文学名（拉丁名） 灰鲜比/（%） 总β/Bq·kg−1

CJ-B1 鱼类 叫姑鱼 Johnius sp. 34.6 58.7

CJ-B1 甲壳类 中华管鞭虾 Solenocera crassicornis 41.9 63.0

CJ-B1 贝类 薄片牡蛎 Dendoserea folium 6.8 8.7

CJ-B2 鱼类 中华小公鱼 Stolephorus chinensis 33.8 54.7

CJ-B2 甲壳类 中华管鞭虾 Solenocera crassicornis 41.9 63.8

CJ-B2 贝类 毛蚶 Scapharca subcrenata 18.0 39.4
 
 

灰鲜比是生物样品鲜样比活度计算的关键

要素，本研究贝类样品的取样部位为去壳肉质样

品，贝类样品的含水率普遍较高，灰鲜比较低，这

也造成了鱼类和虾类体中的总 β 放射性水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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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昌江核电站附近海域海洋沉积物中总 β 分布

Fig. 4    The  distribution  of  gross  beta  in  marine  sediment

near CN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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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贝类的总 β 放射性水平。 

3   结　语

本研究测定了昌江核电站运行前附近海域

海水、海洋沉积物、海洋生物的总 β 放射性水

平，并与我国渤海、东海、南海、大亚湾核电站、

阳江核电站等海域进行了比较，且与昌江核电站

附近陆地相关环境进行延伸讨论。研究海域的

总 β 放射性水平在我国海洋环境放射性本底范

围之内。本研究初步掌握了昌江核电站附近海

域的海洋环境总 β 放射性本底背景，期望能够为

昌江核电站运行后海洋环境辐射监测与评价工

作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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