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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静电消除装置辐射防护监测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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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能X射线照射消除静电逐渐成为静电消除的一种新方式，由于其能量低，一般的剂量率监测设备难以监测
到，因此其辐射防护监测问题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其豁免。本文通过现场对比监测，发现其辐射
危害是存在的，需要引起监管部门和使用单位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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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energy X-ray irradi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way to eliminate static electricity. Due to low
energy, it is difficult to be monitored by general monitoring equipment of dose rate. Therefore, its radiation protection
monitoring problem has not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and some people even propose to exempt it. In this paper,
through on-site comparison and monitoring, it is found that its radiation hazard exists and needs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regulators a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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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静电消除是许多工业领域的重要难题。目前，常见的
静电消除方式是使用离子风机，即利用高压电晕放电产生
正、负离子，再利用流动气流将离子吹拂到物体表面以中
和静电荷。随着技术的发展，利用低能X射线照射消除静
电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方式，它具有离子风机所不具备的一
些优势和特点 [1]。本文主要针对低能X射线静电消除装置
的辐射防护监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关的建议。

1

静电消除原理

当低能X射线（小于 10keV）照射到带电物体附近的空
气中时，由于电离作用，从而产生高浓度的离子。在产生
的离子中，带电物体附近极性与带电物体相反的离子将和
静电荷相结合，从而达到中和静电的目的。离子产生的范
围与X射线照射范围（130 度角的圆锥形区域）相当，因此可
以大范围地消除电荷。

2

监测对像

监测对象为静电消除器，该静电消除器生产企业为
Hamamatsu，产品型号为L9490，安装在某光电生产企业的
CELLODF工序中的RubbingCleaner，X射线管总数 52 根，
最大管电压 9.5kV，最大管电流 0.15mA。采用透明聚氯乙
烯 5mm厚作为屏蔽。具体布置位置如图 1。

3

监测设备

监测设备采用白俄罗斯ATOMTEX生产的AT1121 x,γ
辐射检测仪和AT1103M X射线剂量仪，设备均通过计量检
定/校准。设备参数如表 1。

图1

静电消除器布置图

表1
设备名称

仪器设备参数

能量范围

探测器

时间响应

AT1121

15KeV–10MeV

塑料闪烁体（重
金属混合物）

30ms

AT1103M

5KeV-160KeV
（5KeV-60 KeV）

NaI（Tl）
（Ф9*2mm）

不详

4

监测数据

在巡查的基础上，对剂量异常部位进行多点位监测，
具体数据见表 2。
AT1121 检测设备监测数据在 79nSv/h至 89nSv/h之间，
是室内空气剂量率正常值；AT1103M（本次测量采用 5KeV60 KeV档）检测设备在屏蔽体外，监测数据比AT1121 小很
多，主要高能宇宙射线以及建筑材料中能量较高的射线不

5

检验与认证

公路桥梁工程材料检测质量控制分析
Quality control analysis of material inspection in highway and bridge engineering
黄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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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道路桥梁工程的发展有了提升，路桥建筑对材料的要求很高，只有材料质量
合格，工程质量才能得到保证，但目前我国的建筑材料检测和控制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加强检测力度使其满足工
程需要。本文主要对公路桥梁材料检测和质量控制进行分析，以推动我国路桥工程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道路桥梁；材料检测；质量控制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n
China has been improved. The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re very high. Only when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is qualified,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an be guaranteed. As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detection and contro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esting force to meet
the engineering need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t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highway and bridge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n China.
Keywords: road and bridge; material testing;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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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桥梁工程中，材料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能影响
工程的总体质量，材料检测是对材料进行分析，包括它的成
分、重量、尺寸等，在施工前应做好有关材料的一系列准备，
只有保证施工材料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才能施工，可见工
程材料对路桥建筑的重要性。

1

材料检测的意义

1.1 发现更多新型材料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材料也在不断推
陈出新，越来越多的新材料被研制出来并且被应用到公路
桥梁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工作能够很好地甄
别这些材料，在开工前应对这些材料进行合理的选择，保

在其测量范围内，因此数据相差较大。门把手处有漏射线，
其监测数据最大值 70μSv/h，高于X射线机防护GBZ1302013 标准中 2.5μSv/h要求 [2]。
表2
部位
聚氯乙烯外 5cm

监测数据

AT1121（μSv/h）
0.83

AT1103M（μSv/h）
0.20

门把手外 5cm

0.86

70.0

门把手外 30cm

0.79

1.80

门把手外 100cm

0.89

0.15

5

结论与建议

对低能量X射线装置若采用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设备，
如AT1121、BH3013、451P等设备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将出
现严重偏离。低能量X射线装置危害的大小不是其管电压

6

证工程中选用合适的材料，提高工程的质量。选用合适的
材料是一个重要途径，而质量检测工作刚好为选用新材料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2 对材料进行合理的利用
目前我国建筑材料有很多种，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进
行划分可以分为很多项，这就给建筑材料的选择工作增加
了难度，因此想要选择质量达标的材料就应加强对材料的
检测，在保证其质量的同时能够起到优化工程、降低成本
的作用，检测过的施工材料能够为工程提供质量保障，技
术人员还能知道材料的主要应用范围，通过分类对其进行
合理的使用，既提高了工程质量，也达到了节约的目的。
1.3 对材料进行科学的配比

小危害就小，主要看其功率。根据监测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应该根据监测对象的特点，选择合适能量范围的仪
器进行监测，如果是瞬时曝光，还需要考虑仪器设备的响
应时间。
2）低能X射线静电消除器虽然其能量较低，但是不满
足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的豁免要求，不能豁免，将作为ш类射线装置进行管理，需
要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进行备案。
3）低能 X 射线静电消除器的使用单位需要定期对容易
造成漏射线的部位进行监测，防止出现空气吸收剂量率超
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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