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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制定和执行核设施流出物和环境放射性监测质量保证计划的一般要求 制定环境非

放射性监测质量保证计划亦可参考使用本标准的原则

名词术语

质量保证

是为提供足够可信度使监测结果达到规定要求所采取的一切有计划的 系统的和必要的措施

质量控制

是质量保证的一部分 是为控制 监测过程和测量装置的性能使其达到预定的质量要求而规定的方

法和措施

流出物

是释放到环境中的气载或液态废物

监测

为了估计或控制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照射而对辐射或放射性活度进行的测量 该术语还包括对测

量结果的分析

编制文件

是叙述 定义 说明 报告或证明有关质量保证活动 要求 程序或结果的任何书面或图表资料

不确定度

是表示由于监测中存在误差或可变性而对被测量值不能肯定的程度 不确定度可按误差的性质分

为系统不确定度和随机不确定度 或者按对其数值的估算方法分为 类分量 对多次重复测量用

统计方法计算出的标准偏差 类分量 用其他方法估计出的近似 标准偏差 类分量与 类分量

通常可用合成方差的方法将其合成为合成不确定度

准确度

是指测量结果与所测定量的约定真值或正确值的一致程度

精密度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进行多次分析测量时 所得测量结果围绕其平均值的离散程度

质量控制样品

是为了确定和控制分析测量中的不确定度而专门制备的样品 主要是指平行样品 掺标样品和空白

样品



平行样品

是指同时在同一地点采集 制备的具有相同组成和物理 化学特性的一组样品

空白样品

是除了不包含被测定的成分以外 其他都与待测样品完全相同的样品

掺标样品

是指在空白样品中加入了已知量的待测放射性物质的样品

仪器本底

是在没有待测样品时仪器的响应

计量标准

是按国家规定的准确度等级作为检定依据用的计量器具或物质

标准源

是准确已知其放射性核素含量 放射性衰变率或光子发射率的放射源

检验源

是具有高的核素纯度 但不必准确知道其活度 被用来确定测量仪器是否正常工作的放射源

标准参考物质

是在规定条件下 具有高稳定的物理 化学或计量学特性 并经检定和正式批准作为标准使用的物

质或材料

刻度

是确定一个测量系统的观测输出值与相应标准特征之间的数值关系

校准

是确定计量器具示值误差 必要时也包括确定其他计量性能 和进行校正的全部工作

检定

是为评定计量器具的性能 准确度 稳定度 灵敏度 探测效率 仪器本底等 并确定其是否合格所进

行的全部工作

检验

是用仪器测量一个检验源所产生的响应来确定该仪器是否正常工作

能量刻度源

是含有发射两条以上准确已知能量的 或 射线的一种放射性核素或几种放射性核素的源

质量控制图

是描绘测量仪器或样品性能参数测量结果的图 用以确定仪器或样品的性能是否处于统计控制的

正常状态

核查

是指根据对客观证据的调查 检查和评价 确定所制定规程 指令 说明书 规范 标准 行政管理和

运行大纲 以及其他应用文件是否适当和完备 并确定它的执行有效性而进行的有计划和编制文件的工

作

样品采集 运输 贮存中的质量控制

采样计划和程序主要是要保证采集到具有代表性样品并保持放射性核素在分析之前的原始浓度

必须制定一个科学的采样计划 包括选择合适的采样地点和位置 避开一些有干扰的 代表性差

的地点 选择合理的采样时间 采样频率和采样方式

必须制定和严格遵守各类样品的采样 包装 运输和贮存的详细操作程序 该程序除了规定技术

方法 要求以外 还应包括具体的操作步骤 记录内容 格式 标签设置 避免样品中放射性核素通过化

学 物理或生物作用损失和偶然沾污等预防措施 一般要求采用国家或国际标准程序



对于流出物样品 除在物理 化学特性上要与所排的流出物相同以外 在数量上也要正比于流出

物中放射性的含量 即使在特殊释放条件下 也要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应该准确地测量样品的质量 体积或流量 其误差一般应控制在 以内 对空气和水的采样装

置的流量计应至少每年校准一次 对于流出物采样系统应在系统运行的温度和压力下确定采样器的实

际流量和对流量进行校准

采样装置对放射性核素的收集效率应有编制文件 一般应根据使用的实际条件用实验测定收集效

率 如果使用条件与采样装置的生产厂家的测定条件相同或相近 也可采用厂家给出的数据

为了确定采样的不确定度 应该定期采集平行的瞬时样品 采集平行样品的数量约占常规样品总

数的

原始样品或经过预处理的样品应该保存备查 对于核设施运行前环境本底调查的样品应保存到该

设施退役后十年 对可保存的各类常规样品数的百分之一保存十年 强沾污样品及有特殊情况的样品应

保存到处理后作出结论

分析测量中的质量控制

样品预处理和分析测量方法必须有完备的书面程序 样品的预处理和分析测量方法应采用标准方

法 或者经过鉴定和验证过的方法 任何操作人员均不得擅自修改常规采用的方法或程序

在分析测量的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防止样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分析测量实验室和仪器设备 应按

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种类及其浓度大小分级使用

为了确定分析测量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度以便采取相应的校正措施 应该分析测量质量控制样品

平行样品 掺标样品和空白样品

为了确定分析测量的精密度 应该分析测量平行样品 平行样品由尽可能均匀的样品来制备

为了确定分析测量的准确度应该用与待测样品相同的操作程序分析测量相应的标准参考物质

或掺标样品 并且一般希望被分析测量的掺标样品不被分析者所知道 对分析测量中的已定系统误差必

须进行修正

为了发现和量度样品在预处理 分析过程中的沾污和提供适当扣除本底的资料 应该分析测量

空白样品 空白样品应与待测样品同时进行预处理和化学分析

分析测量的每种质量控制样品数分别约占分析测量总样品数的 而且应该均匀地分

布在每批样品之中

应该准确地配制载体和标准溶液 并根据其稳定性确定出使用期限或重新标定的期限 在采购 领

用试剂时 要注意检查质量 不合格者一律不得使用

为了发现和确定本实验室分析测量所产生的系统不确定度 必须参加国家和本系统主管部门组织

的实验室之间分析测量的比对及主管部门安排的国际比对 如果所进行的分析没有正式比对样品 可与

其他实验室定期交换样品进行互换分析测量 对存在系统误差的结果应该分析 查明原因并采取校正措

施

对分析测量装置的性能应该进行检定 校准和检验

所有分析测量装置都应有性能和详细的操作说明书

新的分析测量装置或经过维修的分析测量装置 在常规使用以前必须进行性能的调试 检定和

校准 以后的定期校准频率取决于仪器的类型和稳定性 更换旧的测量仪器时 新旧两种仪器应进行比

对测量 并应有足够多的有代表性的重叠测量数据 以使得新旧两种仪器的测量数据有可比性

检定或校准所采用的标准源 标准参考物质或标准计量器具 应该根据国家规定的准确度等级

正确的使用

对常规使用的分析测量装置应进行常规检验

对常规使用的测量装置的主要性能应进行常规检验 对自动和手动固定式计数测量装置 应



在测量每批样品时测量一次本底和探测效率或检验源的计数率 对于测量装置的坪特性 应每半年检验

一次

对 能谱测量装置 应定期用能量刻度源进行能量刻度检验 其频率取决于谱仪系统的稳

定性 通常是在测量每批样品时进行能量刻度检验和测量检验源特征峰的计数率 每月应检验一次能量

分辨率 若采用区段计数的方法 对谱仪的稳定性应每周检验一次

对可携式测量仪器应在每次使用前用检验源检验其工作参数是否正常

对分析测量仪器的最小可探测限应每年核实一次

对流出物连续测量系统必须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所有流出物监测装置都应有详细的性能 操作和维修说明书

对流出物连续测量系统进行检定 校准的计量标准应可追溯到国家标准

对流出物连续测量系统进行刻度的计量标准应对仪表所测量的整个量程和能区或核素都能

建立起刻度关系

只要切实可行 对流出物直接连续测量系统的定期检验应该采用遥控检验源

检定 校准的频率应根据连续测量系统的种类 稳定性和检定 校准的复杂程度来确定 通常

是每半年进行一次校准 每周用检验源检验一次

应该用定期从流出物中取样 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测量来检验 校正流出物连续测量系统的

测量结果

对流出物连续测量系统的设备要定期维修 保养 对易损坏的重要设备要有备份 维修后应重

新检定

如果用检验源检验测量装置的性能时 发现其性能有了变化或者在测量装置发生了影响工作参

数的变化以后 例如 更换流气式计数管的气体 更换 修理了探测器或测量仪器的重要部件以后 应该

对测量装置进行重新校准或检定 如果仪器是运到外单位进行校准 检定或维修 那么该仪器在运回实

验室后应进行检验

对分析测量装置的性能进行检定 校准和检验的方法及操作步骤等应编写出专门的书面程序并

应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分析测量装置性能检验的结果应该在质量控制记录本上记录下来 并画在质量控制图上 质量

控制图的上下警戒限和控制限一般可取该参数单次测量值的正负二倍和三倍标准偏差 当测量值落在

三倍标准偏差的控制限以外或两次连着落在二倍标准偏差的警戒限以外时 应进行研究 查明原因并采

取校正措施 一系列测量结果虽然在控制限以内 但显示出了有偏离控制限的倾向时 也需要研究确定

发生这种倾向的原因并加以校正

对每个样品进行测量都要有足够的精密度 一般测量的相对标准偏差应控制在 左右

数据的记录处理和管理的要求

每个样品从采样 预处理到分析测量 结果计算全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有清楚 详细 准确的记录

对每个操作步骤的记录内容和格式都应有明确 具体的规定 并且在每个样品上都应贴上相应的不易脱

落和损坏的标签或标记 为了追踪和控制每个样品的流动情况 还应该有随样品一起转移的样品记录

单 记录每个操作步骤的有关情况 有关工作人员应在记录单上签名

监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情况 包括采样和分析测量仪器性能检定 校准 检验 维修情况 质量控制

样品分析情况 实验室间分析测量的比对情况 标准计量器具 标准源 标准参考物质的使用情况和掺标

样品 载体及标准溶液的配制情况等均应有详细 准确的记录

对计算机程序的验证书和证明文件 监测人员的资格以及质量保证计划核查的结果也应有详细的

记录

对所有的监测记录和质量保证编制文件都应妥善的保存 而且对其保存期限应该作出规定 一般



应保存到该设施停止运行后十至几十年 环境监测的结果应永久保存

数据处理应尽量用标准方法 减少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 对数据处理 计算结果中的假设 计算

方法 原始数据 计算结果的合理性 一致性和准确性必须进行审核 对计算结果的审核 可以由两人独

立地进行计算或者由未参加计算的人员进行核算 如果是用计算机计算 则应对计算机方法和程序进行

审核并进行运行检验 正式审核通过的原程序必须有编制文件 对每次输入的数据应进行独立的核对

审核人必须在审核报告上签字

对于偏离正常值的异常结果 应及时向技术负责人报告 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核查

环境监测报告中所采用的量 单位和符号等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标准

监测数据的正式上报或使用必须经负责监测的技术负责人签发

人员资格和培训

由于监测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度也与操作人员的经验 知识和技术水平有关 所以对从事监测的

人员在文化程度 专业知识 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等方面的资格应该给予规定 他们应该通过考试或考

核取得相应的技术合格证

为了保持从事监测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和使其适应不断发展的技术水平 应该根据相应情况 对

他们进行反复的技术培训 考核 鉴定以及定期的技能评审

核查

为了检查质量保证计划的执行情况 确定其是否恰当和完备以及执行的有效性 必须进行有计划

的 定期的核查 一般应每季核查一次

核查应该由在被核查方面没有直接职务的有资格的人员来进行

核查人员应对核查结果写出书面报告 并经对核查工作负责的管理单位复审 对存在的问题应该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包括再次核查

组织管理

流出物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活动中 合适的组织和管理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管理和实施质量保证

计划的组织结构 人员设置及其职责 权力等级应有明文规定

执行质量保证计划的组织和人员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才能 以便发现 鉴别质量问题 推荐 提供

解决办法并核查解决办法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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