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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技术应用项目工程概况 

1.1 概述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法定代表人

赵瑞林，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主要从

事油田石油测井、钻井、井下作业、试油、试气工程及技术服务，公司员工

素质高，技术力量强。员工大专以上学历占员工总数的 85%。公司成立以来，

为了扩大业务和更好的为油田用户服务，在延安增设了专业服务联络点，先

后成立了测井服务队、钻井服务队；具有专业测井技术人员 6 名。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内容包括：三枚Ⅴ

类密封源137
Cs应用项目。 

西安蓝祥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加强石油工程队

伍监管的会议情况》的通知，于2014年11月在延安注册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其与西安蓝祥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同一法人（通知见

附录3），其放射源贮存于陕西省放射性废物收贮管理中心，临时贮存场所位

于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环评中密封源项目地点未发生变更且目前该项目中

所涉及放射源为自用状态，未进行销售。 

2010 年，西安蓝祥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核工业二 O 三研究所对其

密封放射源应用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2010 年 6 月 30 日陕西省环境保

护厅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编号：陕环批复〔2010〕286 号），批复意见见

附件 1。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根据环评要求和陕西省环境保护

厅环评批复意见对该项目进行了整改，目前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安全措施运

行正常，已具备了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监测条件。 

1.2 项目建设情况 

1.2.1 项目名称、地点  

项目名称：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 

项目地点：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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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项目环评、审批及建设情况 

核技术应用项目环评审批及建设情况见表1-1。 

表1-1  核技术应用项目环评审批及建设情况一览表 

应用

类型 
项目环评内容 环评审批情况 实际建设情况 

密封

放射

源测

井 

  Ⅳ类 137
Cs

 3.7×10
9
Bq 

（10枚/年） 

详 见 附 件 1 ： 陕 环批 复

„2010‟286号《陕西省环境保

护厅关于西安蓝祥石油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

和密封源应用销售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 

 

经现场检查

核实，延安蓝祥石

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核技术

应用项目中密封

放射源为Ⅴ类比

环评建设项目中

密封放射源Ⅳ类

较小。 

1.2.3 项目基本情况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项目参数见表1-2。 

表1-2  密封放射源参数表 

密封放射源名称 出厂活度(Bq) 分类 放射源编码 
验收监测

数量(枚) 

出厂 

日期 
备注 

137
Cs 

5.55×
810 Bq 

Ⅴ 

0210CS003855 1 2011.6.27 

/ 7.40× 810 Bq US12CS010855 1 2012.12.30 

7.40× 810 Bq US12CS010865 1 2012.12.30 

1.3 工艺过程及产生的主要污染物 

1.3.1 工艺及流程 

1.3.1.1 工艺原理 

    γ 测井 

γ 测井是在钻孔中用 γ 射线照射岩层，然后用 γ 探测器记录被岩层中的电

子所散射的 γ 射线。由于 γ 射线的强度与岩石密度有关，故 γ 测井又称为密度

测井。 

组成造岩矿物的元素大多是原子序数较小的轻元素，它们与中等能量

（0.25～2.5MeV）的 γ 射线作用主要是发生康普顿散射。散射几率取决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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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电子的密度，而电子密度又与岩石密度成正比。当用 γ 源照射岩壁时，

被照射岩石的密度愈大，康普顿散射的几率也愈大，表明原子壳层吸收 γ 射

线多，因而散射的 γ 射线弱。反之，岩石密度愈小，散射的 γ 射线愈强。因此

在 γ 测井曲线上，对应于低值部分的是密度大的岩层，而对应于高值部分的

是密度小的岩层。 

井下装臵包括 γ 源、探测器及电子线路。γ 源一般采用 γ 射线能量为

0.66MeV 的 137
Cs 源。 

 

图 1  γ 测井装臵示意图 

γ 测井用 137
Cs 源性状：铝硅酸铯（铯榴石）源芯用氩弧焊密封在双层不

锈钢（1Cr18Ni9Ti）源壳内。 

 

图 2  
137

Cs 源结构示意图 

 

 

1-γ 源； 

2-铅屏； 

3-探测器； 

4-弹簧片； 

5-短源距探测器； 

6-长源距探测器； 

7-泥饼； 

8-地面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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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工作流程 

⑴ 发布测井通知，将钻杆、监测仪器、放射源准备到位； 

⑵ 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设臵安全警戒措施； 

⑶ 工作结束后，清理现场，测井工作人员离场； 

⑷ 测井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持辐射检测仪对被测井及其周边场所进行检

测，在确定放射源收回放射源容器内后方可解除警戒撤离现场。 

1.3.2 污染因素分析 

根据对该项目的工作原理及辐射分析，其对环境的主要影响为密封放射

源运输过程中和使用密封性放射源测井时产生的 γ 射线，γ 射线即为该项目的

污染因子，造成环境中电离辐射污染，该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废

水和放射性固体废物。 

密封放射源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事故工况主要为： 

(1) 因火灾等恶性事故造成源屏蔽体损坏，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对周

围活动人员造成内、外照射； 

(2) 137
Cs 放射源在运输中因意外事故等造成的各种辐射污染； 

(3) 使用和检修人员未按规范要求操作，如铅罐射线口未关闭，进行近

距离仪器检修，射线口对向人体，所造成的γ射线外照射等； 

(4) 停产（特别是较长时间停产时）放射源未存放于暂存库严加保管，

造成放射源失控、丢失，对不明真相人员造成外照射，一旦被当作废旧金属、

被破坏、被熔炼则会造成放射物质泄露，造成内、外照射，造成气、液、固

接触物的污染。 

(5) 如发生放射源失窃，应及时向公安、环保、卫生等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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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 相关法律、法规和环评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臵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 18

号令；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臵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臵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 31

号令； 

（6）《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 号文； 

（7）《关于西安蓝祥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和密封源应

用销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陕环批复［2010］286 号，2010 年 6 月 30 号）

及其批复意见； 

（8）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竣工验收委托

书。 

2.2 验收标准 

（1） 执行环评文件中采用的评价标准，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并按照标准的评价原则，职业人员与公众

的年有效剂量须满足表 2-1 中的限值。 

表 2-1  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剂量限值 

照射类别 剂 量 限 值 环评管理目标 

职业照射 连续 5 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应超过 20 mSv 5 mSv/a 

公众照射 关键人群连续 5 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应超过 1 mSv 0.25mSv/a 

（2）《油（气）田测井用密封型放射源卫生防护标准》(GBZ142-2002) 

“3.4.2 运源车内外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得大于表 2 的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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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运源车内外空气比释动能率控制值 

测量位臵 
运源车空气比释动能率（μGy·h

-1） 

专用 兼用 

驾驶员座椅 2.5 20 

车厢外表面 25 200 

车厢外 2m 处 2.5 20 

注：在对驾驶员的年个人剂量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空气比释动能率可以适当放宽，但不得

超过其 2 倍。 

（3）《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室外操作放射源时的附加要求。 

室外操作放射源时，须在空气比释动能率为 2.5μGy·h
-1处的边界上设臵警

告标志（或采取警告措施），防治无关人员进入边界以内的操作区域。” 

（4）《陕西省环境伽玛辐射剂量水平现状研究》（1988 年 11 月）陕西

省延安市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天然辐射水平 

表 2-3  延安市环境天然放射性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调查结果（nGy/h） 

                                             原   野 道   路 室   内 

范围 0.041～0.113 0.034～0.114 0.064～0.157 

均值 0.057 0.057 0.091 

（5）《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3 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 

3.1 辐射防护措施 

⑴ 工作人员工作时配备个人剂量计或携带射线报警器，定期对个人剂量

计进行监测，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⑵ 工作人员均取得相应的培训检测资格证，进行了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

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及考核，考核合格方能上岗；上岗后根据国家标

准的相关规定定期体检，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⑶ 完善了各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对事故的预防、处理等措施； 

⑷ 培养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安全意识，做好放射源的保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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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放射源存放、使用场所设臵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⑹ 放射源由专车运送，车厢外设臵醒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做好 γ 射线

的防护工作，配备专人携带 γ射线监测仪器进行押运； 

⑺ 运输过程中严禁疲劳驾驶，避免一切交通事故的发生。 

⑻运输时有单车并有专人押运，驾驶员、押运员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并且具备放射性操作上岗资格。 

3.2 辐射安全管理措施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

小组，负责其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制定了《个人剂量计监测制度》、《放射源操作

规程》、《辐射监测计划》、《放射源暂存服务协议》、《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应急联络、报警、现场指挥程序》《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人员岗位职责》、

《放射源出入库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和使用制度，对其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4 验收监测内容与结果评价 

4.1 质量保证措施 

本项目监测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和陕西省辐

射环境监督管理站编制的质量体系文件的要求，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⑴ 专人负责查清该项目污染源项及污染物排放途径，保证验收期间工况

负荷符合核技术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⑵ 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比

性； 

⑶ 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方法，监测人员持证上

岗； 

⑷ 所用监测仪器全部经过计量部门鉴定，并在有效期内； 

⑸ 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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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验收监测内容和日期 

4.2.1 监测内容 

密封放射源源罐表面，测井装源操作，运源车辆和放射源暂存场所室内

及室外空气吸收剂量率。 

4.2.2 监测日期  

2015 年 8 月 18 日 

4.3 验收监测方法和仪器 

表 4-1  监测方法、仪器及检出限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检出限 

检定单位及证

书编号 
检定有效期 

γ辐射空

气吸收剂

量率 

《环境地表 γ 辐射

剂量率测定规范》
(GB/T 14583-1993) 

《辐射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

（HJ/T61-2001） 

FH40G 型便携

式 

X、γ 剂量率测量

仪 

FSZ-YQ-B099 

10nSv//h～
1nSv//h 

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
GFJGJL10051500

00450 

2015.3.23 

～ 

2016.3.22 

4.4 验收监测期间工况 

2015 年 8 月 18 日，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宝塔区川口乡

进行模拟测井，现场模拟操作 1 枚 137
Cs 放射源。模拟测井完毕后，将放射源

运回源库进行存放。 

4.5 验收监测结果与评价 

源库环境本底及源库外、源罐表面及四周、放射源操作人员位臵、源车

及驾驶室辐射水平监测结果详见表表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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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环境本底辐射水平测量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监测结果（nSv·h
-1） 备注 

1 操作现场（环境本底） 95.2～98.4 
延安 

2 库房厂区（环境本底） 101.0～117.4 

注：1、表中结果未扣除宇宙辐射响应值。Gy/h与 Sν/h换算系数为 1。 

表 4-3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现场与源库辐射水平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监测结果（nSv·h
-1） 

备注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nSv·h
-1） 

3 15 

Ci   

137
Cs 外表面 5cm 处 6452.4~8709.6 

/ 

4 137
Cs 外表面 1m 处 356.8~368.2 

5 

20 

Ci 

137
Cs 外表面 5cm 处 19380.0~19950.0 

6 137
Cs 外表面 1m 处 1080.7~1254.0 

7 137
Cs 操作前操作位 1140.0~1379.4 

8 137
Cs 装源过程操作位 124260.0~165300.0 

9 

放射源贮存

柜 

顶部 5cm 749.0~1493.4 

10 前部 5cm 4001.1~7033.8 

11 后部 5cm 5848.2~17898.0 

12 左部 5cm 1881.0~8584.2 

13 右部 5cm 1151.4~7296.0 

14 
源车前部 

外表面 30cm 94.2~103.1 

15 外表面 2m 87.2~97.0 

16 
源车后部 

外表面 30cm 476.5~866.4 

17 外表面 2m 176.7~304.4 

18 
源车左部 

外表面 30cm 119.7~282.7 

19 外表面 2m 97.7~155.0 

20 
源车右部 

外表面 30cm 139.1~205.2 

21 外表面 2m 110.7~215.5 

22 源车驾驶室处 86.2~95.3 

23 

放射源临时

贮存场所 

东墙 187.0~206.3 

24 南墙 148.2~159.6 

25 西墙 155.0~168.7 

26 北墙 134.5~160.7 

27 

贮存库防护

门 

上缝 148.2~160.7 

28 下缝 233.7~420.7 

29 左缝 165.3~183.5 

30 右缝 189.2~242.8 

31 表面 133.4~150.5 

32 库房内巡测 433.2~1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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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场源车、换装源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4 厂区源库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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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放射源临时贮存场所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宝塔区川口乡厂区辐射环境剂量

率本底测值范围为 101.0～117.4 nSv//h，与 1988 年延安市环境天然放射性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调查结果为同一水平。 

⑵ 放射源运输 

专用运输车外表面 30cm 空气吸收剂量率测值范围 94.2~866.4nSv/h，专用

运输车四周 2m 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值范围 87.2~304.4 nSv/h。 

以上监测结果均符合《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 11806-2004）规

定的限值要求，即：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应不超过

2mSv/h；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下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或者就敞

式车辆而言，在那些由车辆外缘延伸的铅直平面上、装运物的上表面上以及

车辆下部外表面上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均应不超过 2mSv/h；在距由车辆外侧面

延伸的铅直平面 2m 处的任一点的辐射水平，或者就敞式车辆而言，在距由车

辆外缘延伸的铅直平面 2m 处的任一点的辐射水平，均不得超过 0.1mSv/h。 

5 辐射工作人员与公众剂量 

5.1 职业照射 

根据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年工作量最大证明可

得：放射安装操作人员累积剂量为：0.167 mSv/h 与运输操作人员均低于放射

性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控制目标 5mSv，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B1.1.1.1 规定，即“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

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平均

有效剂量 20 mSv。” 

5.2 公众照射 

由于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井工作地点周边无居民密集

地，且在测井工作时指派专人在监督区四周警戒，以保证测井现场无公众人

员进入，且监督区边界辐射剂量与当地本底处于同一水平，能够满足《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对公众受照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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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报告中目标管理值要求，其放射源临时贮存场所处室外周围空气吸收剂

量率为：133.4~420.7 nSv/h，与室外周围环境处于同一波动范围。 

6 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及环境影响评价要求落实情况 

本次验收根据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对《西安蓝祥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放射

性同位素应用和密封源应用销售项目》批复意见以及环评报告提出的环境管

理要求，对该企业具体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结果见表 6-1。 

表 6-1  环评、批复意见及其落实情况 

检查内容 环评报告结论、建议及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管理体系、制度、机

构设立情况 

环评报告要求：建立建全各项辐

射管理制度，严格遵循安全操作

程序，制定相应的辐射环境管理

程序和辐射环境监测计划。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

保护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其辐射安

全管理工作。制定了《个人剂量计

监测制度》、《放射源操作规程》、

《辐射监测计划》、《放射源暂存

服务协议》、《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应急联络、报警、现场指挥程序》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人

员岗位职责》、《放射源出入库管

理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和使用制度，

对其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辐射防护与安全措

施 

环评报告要求：配备足够的辐射

防护用品，操作放射源时必须穿

戴符合要求的专用工作服、帽子、

口罩和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佩

戴个人剂量计和剂量报警仪，操

作放射源必须使用专用源枪，不

得徒手操作。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在工作场所设臵醒目电

离辐射警示标志，警示人员不得

靠近；工作人员已配备专用铅衣

等个人防护用品且全员均已建立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配备了个人

剂量计。 

辐射环境监测 

环评报告要求：购臵必要的辐射

剂量监测仪器，定期对工作现场

进监测。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配备了一台 FJ-347A 型

X-γ剂量率仪； 

已制定监测计划，定期监测

并做好监测记录，发现监测结果

异常点位，及时查明原因，并采

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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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环评报告结论、建议及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人员培训情况 

环评报告要求：放射性工作人员

必须经过有资质单位核安全与辐

射防护知识培训，并取得放射性

工作人员培训证；放射源操作人

员必须经过放射源操作业务培

训，熟练掌握放射源操作方法后

方可进行放射源操作。放射性工

作人员上岗前应先进行身体检

查，体检合格后方能上岗，上岗

后要根据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定

期体检，建立个人剂量档案盒健

康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应至少保

存 30 年或保存工作人员年龄满

75周岁。 

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放射性工作人员均参加

由陕西省核安全协会举办的辐射

安全与防护培训班学习班，并取

得培训合格证书。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1、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按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

法规的要求，对其核技术应用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批复，相应的

环保设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运行正常。 

2、经现场监测，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均

满足《密封放射源及密封 γ 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14-2006、

《油(气)田测井用密封型放射源卫生防护标准》GBZ142-2002 中相关要求，密

封源运输满足《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11806-2004 中相关要求。 

该项目所涉及的职业人员及公众产生的个人年有效剂量均符合《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限值要求。 

3、经现场检查表明，该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室外操

作放射源时，须在空气比释动能率为 2.5μGy·h
-1处的边界上设臵警告标志（或

采取警告措施），防治无关人员进入边界以内的操作区域。 

综上所述，延安蓝祥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符合竣

工环境保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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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议 

1、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

断提高企业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确保放射源的使用安全； 

2、严格执行各项辐射管理制度，坚持对操作人员进行辐射安全和防护专

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3、测井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必须穿着防护服，佩戴个人剂量计和报警仪；

针对可能出现的辐射事故，细化各项目的辐射应急措施，确保辐射安全； 

4、应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与放射源临时贮存场所外周围环境水平进行监

测并完善日常监测数据。 

5、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每年进行一次操作场所周围及邻近区域的辐射水平

测量，根据测量结果提出评价或改进意见；并编制辐射项目安全和防护状况

年度评估报告，于次年 1 月 31 日前报陕西省环境保护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