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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针对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中的 

职业照射与废弃物管理调查问卷 

营运单位 

设施基本信息 

设施名称: 

邮寄地址: 

邮编: 

城市/城镇: 

省(如果适用): 

国家: 

联络信息 

姓名: 

称谓: 

职位: 

电话: 

电子邮件: 

我同意将本次调查的数据*用于修订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

物管理的安全报告中 (SR-34) 

签字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对所有的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仅会公布匿名和汇总的数据。 

设施基本信息 
（在合适的位置打 ）

请列出主要的流程 陆上勘探

海上勘探

开发井

生产

维护

关闭/废弃井 

溢出和井喷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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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址废弃 

 场址退役 

 天然放射性废物/天然放射性废弃物的管理 

 使用/未使用的密封放射源和射线发生器的管

理 

 使用/未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源管理 

 其它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为运行的所有阶段制订和维护辐射防护方案？  是 

 否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比如内容和

结构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制订和维护废弃物管理方案 (例如, 危险材料的管理)?  是 

 否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比如内容和

结构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制订和更新退役方案？  是 

 否 

如果是，请详细说明，比如内容和

结构 

 

 

用于勘探的钻机类型和钻井方法  常规垂直钻井 

 水平钻井 

 多边钻井 

 大位移钻井 

 复杂路径钻井 

 非常规钻井 

 其它 

密封放射源、射线发生器和非密封

放射源的使用 

 工业探伤 

 安装的仪表 

 移动测量设备和物品 

 测井 

 上游使用的放射性示踪剂和标记物 

 下游使用的放射性示踪剂和标记物 

 其它/额外使用的放射源 

在工业探伤（包括水下探伤）中最

常用到的密封话筒源有哪些？ 

 伽玛射线探伤 

 170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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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Ir  

 75Se  

 60Co 

 169Yb  

 X 射线探伤 

核仪表（液位计）最常使用的密封

放射源有哪些？ 

 137Cs  

 60Co  

用于移动（便携式）测量仪中最常

见的密封放射源有哪些？  

 241Am (γ)  

 241Am/Be (n)  

 137Cs (γ) 

 252Cf  

测井中最常用的密封放射源有哪

些？ 

 137Cs () 

 241Am/Be (n) 

 252Cf (n)  

上游和下游最常使用的放射性示踪

剂和制造商有哪些？ 

  3H  

  14C  

 58Co, 60Co 

  85Kr () 

天然放射性废弃物1管理 
（在合适的位置打 ） 

贵国是否对天然放射性物质进行监管？  是 

 否 

在贵国的立法中对天然放射性物质

是怎么定义的？ 

 

天然放射性物质的标准有哪些（例

如，特定的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

度）？ 

 

是否对残渣的剂量率或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进行测量？  是 

 否 

在贵国的立法中是否对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进行定义？ 
 是 

 否 

如果是，请列出其定义  

在贵国的立法中是否对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废物进行定义？ 
 是 

 否 

如果是，请列出其定义  

贵国是否允许将含有放射性核素的材料排放到环境中？ 
 是 

 否 

 
1 参考IAEA词汇表（2018）：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次调查。 

天然放射性废弃物： 天然放射性物质处理过程中残留的材料或是被天然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材料，以及 预计不会再进一步使用的天
然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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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活度浓度水平是多少？ 
 

 

产生的废弃物类型 

 液体 

 固体 

 组合/其它 

固态废弃物的类型 

 污垢 

 污泥 

 污染物 

 组合/其它 

液态废弃物的类型 

 采出水 

 反冲洗水 

 冲洗水 

 组合/其它 

请在下方列出最新的可用数据(包括单位) ↓ 

每年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 

 污垢  

 污泥  

 采出水  

 反冲洗水  

 冲洗水  

 去污后的残渣/废物  

 组合/其它  

请在下方列出最新的可用数据(包括单位) ↓ 

产生的废弃物中的放射性核素的活

度浓度  

 污垢  

 污泥  

 采出水  

 反冲洗水  

 冲洗水  

 去污后的残渣/废物  

 组合/其它  

废弃物管理方案 

 贮存 

 直接排放 

 再循环 

 地下注入 

 填埋 

 焚烧 

 蒸发池 

 地表蓄水池 

 污泥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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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铺垫 

 土壤混合处理 

 土壤混合再循环 

 组合/其它 

废弃物再循环 

 熔炼 

 生产水泥和砖 

 生产料粒 

 道路建设 

 废水处理的沉淀剂 

 农业和林业 

 组合/其它 

 不循环 

您是否需要得到许可才能将放射性物质排放到环境中？ 
 是 

 否 

如果是，请阐述 

 

 

 

您是否对意外排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有处理方案？ 
 是 

 否 

如果是，请阐述 

 

 

 

密封/非密封放射源和射线发生器管理 
（在合适的位置打 ） 

您是否需要得到授权才能将非密封放射源排放到环境中？ 
 是 

 否 

如果是，请阐述 

 

 

 

 

例如：通知/注册/许可 

您是否有针对放射性核素意外释放到环境中的特定应急响应计划？ 
 是 

 否 

如果是，请阐述 

 

 

 

例如：溢出 

对于涉及密封放射源的事故，您是否有具体的应急预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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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请阐述 

 
例如：丢失/错放放射源； 高暴露/过度暴露放射源；在井里/物理损坏导

致放射源断开等。 

处置方案 

 直接排放 

 贮存 

 其他 

如是其他方案，请阐述  

工作场所监测 
（在合适的位置打 ）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对工作区域进行分类？ 
 是 

 否 

区域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对分类的区域制定和维护辐射监测计划? 
 是 

 否 

辐射监测计划中规定了哪些监测条

款？  

 人员剂量  

（个人剂量测量） 

 工作场所监测 

（剂量率测量、气溶胶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氡

监测、区域监测和预估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周边监测 

（剂量率测量、气溶胶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不

同类型环境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 

 组合/其它  

工作场所监测: 

 

辐射监测计划中都设置了哪些测量

值? 

 

 剂量率 

 氡 

 气溶胶活度 

 工作时间 

 无 

 组合/其它 

职业照射 
（在合适的位置打 ）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为工作人员制定和维护辐射监测方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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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请阐述  

监管机构是否要求对工人进行归类或分类？ 
 是 

 否 

工人归类或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请说明根据上述标准归类/分类的工

作人员数量的最新数据 

 

上述人员不包括流动工作人员2 
 是 

 否 

流动工作人员的归类或分类标准是什么？  

 

 

请说明根据上述标准归类/分类的流动工作人

员数量的最新数据 

 

未分类的工作人员数量  

工作人员总数  

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中的主要照射途

径是什么？ 

 外照射  

(伽玛辐射) 

 吸入 

(在设备操作或维护过程中吸入含有长寿命α 

或β 核素的气溶胶) 

 食入  

请列出在分类区域采取的限制伽玛

辐照的保护措施 

 控制工作时间 

 屏蔽 

 增加更换可以浓缩放射性核素的设备的频率

（以限制活度浓度） 

 阻止和减少访问 

将材料存放在大部分无人居住的区域 

 物理屏障 

 警示标识 

 组合/其它 

请列出在分类区域采取的限制吸入

的保护措施 

 控制空气质量 

 通风系统 

 阻止或限制工人进入任何非通风区域 

 个人防护装备（如呼吸器） 

 在回风通道中放置固定工作站 

 真空除尘换气 

 
2 可能接触到天然放射性物质辐射的合同工作人员（也称为临时工或外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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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清洁打扫，防止沾污 

 个人卫生 

 组合/其它 

请列出在分类区域采取的限制食入

的保护措施 

 个人卫生 

 监测相关工作区域土地的放射性 

 监测饮用水 

 组合/其它 

个人剂量: 

 

辐射监测计划中设定了哪些个人剂

量测定方法？ 

 选定人员 

 工作组平均 

 区域监测 

 所有人员 

 组合/其它 

使用的个人剂量计的类型 

 热释光个人剂量计(TLDs) 

 电子个人剂量计(EPDs) 

 光致发光个人剂量计(OSLs) 

 无 

 组合/其它 

剂量评估  有效剂量 

 当量剂量(皮肤) 

 当量剂量(四肢) 

 无 

您是否有向监管机构或国家剂量登记部门报告职业剂量的任何安排？ 
 是 

 否 

如果是，请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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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剂量数据直方图 [mSv/y] 

 剂量范围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总剂量) 
[mSv/y] 

工作组3 < 0.5 0.5-1.0 1.0-1.5 1.5-2.0 2.0-2.5 2.5-3.0 3.0-3.5 3.5-4.0 4.0-4.5 4.5-5.0 5.0-5.5 5.5-6.0 6.0-6.5 6.5-7.0 7.0-7.5 

                

                

 

 剂量范围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总剂量) 

[mSv/y] 

工作组 7.5-8.0 8.0-8.5 8.5-9.0 9.0-9.5 9.5-10.0 10.0-10.5 10.5-11.0 11.0-11.5 11.5-12.0 12.5-13.0 13.0-13.5 13.5-14.0 14.0-14.5 

              

              

 

 剂量范围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总剂量) 

[mSv/y] 

工作组 14.5-15.0 15.0-15.5 15.5-16.0 16.0-16.5 16.5-17.0 17.0-17.5 17.5-18.0 18.0-18.5 18.5-19.0 19.0-19.5 19.5-20.0 > 20 

             

             

  

 

 

 

 

 

 

 
3 请列出选定工作组的主要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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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剂量数据直方图[mrem/y] 

 剂量范围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总有效剂量) 

[mrem/y] 

工作组4 < 50 50-100 100-150 150-200 200-250 250-300 300-350 350-400 400-450 450-500 500-550 550-600 600-650 650-700 700-750 

                

                

 

 剂量范围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总有效剂量 ) 

[mrem/y] 

工作组 750-800 800-850 850-900 900-950 950-1000 1000-1050 1050-1100 1100-1150 1150-1200 1250-1300 1300-1350 1350-1400 1400-1450 

              

              

 

 剂量范围内的工作人员数量(总有效剂量 ) 

[mrem/y] 

工作组 1450-1500 1500-1550 1550-1600 1600-1650 1650-1700 1700-1750 1750-1800 1800-1850 1850-1900 1900-1950 1950-2000 > 2000 

             

             

  

 

 

 

 

 
4 请列出选定工作组的主要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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