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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原子核稳定，核内的中子和质子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否则，原子核将

经历一系列衰变，通过失去多余的粒子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原子核将产生辐射，如果辐射剂量高，将会对未加保护的活体组织造成损害。每

个放射性核具有独特的辐射性质和能量特征以及特定的放射性活度。 

1. 原子核：从稳定到放射性 

 

图 1. 四种物态   [来源：B. Saoutic, CEA] 



固体、液体、气体[1]（图 1）是由原子直接组成或是由原子先相互结合形成

晶体、分子再组成的。原子由原子核和带负电的核外电子组成，其中原子的质量

大部分集中在原子核上。实际上，原子内部十分空旷：如果把原子放大到一个教

堂中殿那么大，原子核相当于一只在唱诗班中间巨大的嗡嗡作响的雄蜂。 

原子核也是由许多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叫做核子，其质量是电子的 1800

多倍。核子还可以分为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核中质子的数量决定了这

个原子是哪种化学元素（例如：1 个质子=氢，2 个质子=氦，6 个质子=碳）。这

个质子数就是原子序数，记为 Z；而核子的总数量也就是原子质量，记为 A。Z

相同而 A 不同的原子叫做同一种元素的同位素，它们的化学性质（与质子数有

关）几乎完全一样，但它们的核性质可能天差地别。同位素通常用在其元素符号

上标注其原子质量的方式来标记，如：1H，4He，12C，16O，235U。 

电子或近或远地分布在原子核外的各层上。外层的电子在化学反应中起着重

要作用。在分子中，原子不同程度地共享着这些外围电子。原子的质子数和电子

数相等，是电中性的。如果这两个数不相同，这个原子就被电离了，但它仍保留

着原有的化学性质。如果电子数大于质子数，它就是负离子，也叫做阴离子（例

如：Cl-，O--）；若电子数小于质子数，它就是正离子，也叫做阳离子（例如：H+，

Ca++）。 

 

图 2. 黑色（稳定谷）的为稳定核，不稳定核的衰变方式由不同颜色标明。 

在原子核中，中子确保了核子们能够结合在一起，不至于因为带相同电荷的

质子们互相排斥而解体。原子核中，核子越多，中子数就要超过质子数越多，这

样核子们才能稳定地结合。因此，在对比原子核中质子数和中子数的图表上，自

然界中原子的原子核落在所谓的“稳定谷”中（图 2）。 



如果原子核的中子太多或太少，它就会不稳定，会或快或慢地向稳定谷移动，

并按照下一章我们所讲的机制中的一种进行分解。分解的同时发射出能量和辐射，

所以也叫做放射性。 

天然放射性常常被当成与人工放射性相对的概念，但这只是语言的滥用。放

射性就是放射性，不过是可以由地球上自然存在的原子核产生（尤其是在人体内，

天然地存在着钾 40K 和碳 14C），和由粒子加速器或核反应堆中人工制造的的原子

核产生的区别罢了。天然放射性元素可以直接从恒星和超新星的核合成中产生，

例如钾 40K 和铀 238U，也可以从现有的原子核和宇宙辐射粒子的相互作用中产

生，例如碳 14C。此外，它们也可以从另一种放射性原子核的衰变中产生，例如

镭就是铀衰变的产物。 

每种放射性同位素，也称为放射性核素，其特征是衰变速率。这个速率以周

期来量化，有时也叫半衰期，记为𝐓𝟏 𝟐⁄ ，即给定数量的原子核在经过这么长时

间后正好有一半衰减了。衰变的周期是一种统计特征，对于单个的放射性原子核，

我们无法预测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衰变，但如果有十亿个这样的原子，我们能极

其精确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将剩下五亿个原子。不同原子核的这种特征周期可以是

几毫秒到几十亿年不等......（参见表 1） 

表 1：一些放射性原子（N=天然，A=人工） 

 

在媒体口中，衰变周期一般被叫做“寿命”，而且相关评论认为放射性原子的

寿命越长就越危险。实际上恰恰相反，衰变周期越长，衰变速率就越低，从而其

放射性活度就越低！ 

名称 周期 N/A 应用

氚 12.3年 A 聚变燃料
碳14 5730年 N 测定年代
氧15 2.02分 A 医学影像学
钴60 5.27年 A 伽马射线照相术
铯137 30.2年 A 居里疗法
氡222 3.82天 N
镭226 1600年 N
铀235 7.04亿年 N 核能
铀238 44.7亿年 N 核能
钚239 24100年 A 核能



2. 辐射、活度、剂量 

放射性原子具有通过产生辐射回到稳定谷的趋势。它们的辐射有以下不同的

方式（见图 3）。 

2.1 阿尔法辐射（α） 

如果原子核因为有太多核子而不稳定（通常是发生在重元素上），这个放射

性原子将分解并发射出一个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粒子，称为 α 粒子，也

就是一个氦核。在这种辐射中，衰变后的剩余核与衰变前的原子核相比，原子序

数减少了 2，质量数减少了 4，例如：钚 239Pu 变为铀 235U，铀 235U 变为钍 231Th。 

2.2 贝塔-辐射（β-） 

 如果放射性原子因为有太多中子而不稳定，它将使自己的一个中子将转变

为质子，同时发射出一个电子以保持电中性，以及一个称为反中微子的微小粒子

（记为 ν）。这样，原子质量数不变原子序数增加 1，我们称之为 β-辐射。例如，

碘 135I 变为氙 135Xe，镎 239Np 变为钚 239Pu 

  



2.3 贝塔+辐射（β+） 

 

图 3. 放射性的主要类型 [来源： http://www.mesure-radioactivite.fr, IRSN, © Copyright 2010 

National Network] 

在较为少见的情形下，原子核可能会缺少中子。此时核中的一个质子将会变

为中子同时发射出一个正电子（带正电的电子）和一个中微子。这样，原子质量

数不变的同时，原子序数减少 1，我们称之为 β+辐射。 

2.4 γ 辐射 

即使核子的数量都合适，原子核也能被激发而不得不失去多余的能量：通过

发射波长很短的电磁辐射，一个光子 γ（参见“天空的颜色”）。β 衰变通常伴随 γ

辐射。 

还有一些更罕见放射性形式，例如，发射中子（见文章“利用核能”的“缓发中

子 delayed neutrons”部分）。 

衰变之后，产生的原子可能仍不稳定且能继续衰变。在达到稳定状态之前，

连续的衰变将会像“链条”环环相扣。这样，238U 经历 16 次衰变后，最终变成了

稳定的 208Pb。 

2.5 放射性的单位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colours-sky/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physique-zh/controlling-nuclear-energy/


放射性原子的活度指的是其衰变的速率，单位是贝可[勒尔]（Bq）：1Bq=每

秒发生 1 次衰变。贝可是一个非常小的单位，前一章提过的人体的天然放射性大

约是 8000Bq。当然还没有到为了不辐射你的邻居而去穿铅外套的程度！这也是

为什么放射源活度的单位常常是千兆（十亿）甚至太（万亿）贝可，也就是 GBq

和 TBq 的原因。活度只度量放射的节奏，而不度量放射的效果。试想你被乒乓

球和法式滚球以相同的节奏轰击，效果自然不同！因此我们下面将提出剂量的概

念。 

当辐射照射到物质时，其部分或全部的能量将逐渐失去并被物质吸收。一定

质量的物质所吸收的能量的量称为剂量。剂量的单位是戈瑞（Gy）：1Gy=1 焦耳

每千克。与贝可不同，戈瑞是非常巨大的单位，所以通常使用的主要是微戈瑞（百

万分之一）和毫戈瑞（千分之一）这样的分数单位。 

在生物组织内（见下文），辐射造成的伤害不仅取决于剂量，也取决于辐射

的性质，以及被辐射组织的性质。如果说剂量是一个物理量，那么当量剂量就是

一个生物量。当量剂量通过把戈瑞数乘上一个合适的系数来体现这些额外因素的

影响。当量剂量的单位是希[沃特]（Sv），常用的是毫或微沃特（mSv，μSv）。 

剂量率度量的是单位时间吸收的剂量（例如：μSv/h，mSv/年等等）。 

3. 辐射对生物体的影响 

3.1 如何保护你自己 

辐射很可怕，因为我们的感官感觉不到它——它无形无味无声，也因为高剂

量的辐射能引发癌症。 

另一方面，即便我们感知不到辐射，辐射在很小的剂量下也是很容易被发现

的：当我们做 PET 检查时[2]，我们可以记录下每一个单次的衰变！相比之下，

当化学毒物的分子数不到几百亿亿时，人类并没有任何仪器能够检测出来！ 



 

图 4 不同类型辐射的穿透性 [来源：: laradioactivite.com ©IN2P3] 

此外，如果你知道了辐射源，要保护好自己还是很容易的：首先，不要靠近

辐射源；如果你不得不接近它，也不要久留；最后，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长期待

在辐射源附近，你可以设置一个屏蔽层来防止辐射。如图 4 所示。 

 一张卷烟纸、一小层我们表皮上的死细胞就足以阻挡 α 射线。 

 几毫米的铝板就可以阻挡 β 射线。 

 1.5 米的混凝土，或 5 米厚的水可以阻挡伽马射线和中子。 

 

图 5 奥西里斯反应堆，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萨克雷（Saclay）研究中心 [来源：

Photo CEA] 



因此，一些实验性的核反应堆建在了水池底部（见图 5）。操作员可以待在水

池上方同时让反应堆满载。由于水阻挡了所有反应堆的辐射，而包裹着反应堆的

厚厚的建筑物又保护着操作员免受宇宙射线的辐射，所以操作员们受到的辐射比

常人还少。 

3.2 辐射的生物效应 

因为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具有较高的能量，在进入物质的时候，它可以电离原

子（吸走电子）。这也是为什么它们被归类为“电离辐射”，与可见光和长波长

电磁辐射相对应（参见“天空的颜色”）。电离辐射引发的电离能够破坏分子并

引发化学反应。宇宙射线——太阳或是更远的天体所发射的高能粒子，以及医学

影像中使用的 X射线，也都是电离辐射。 

我们体内的大部分分子都在不断地循环再生，所以电离辐射的影响是可逆的。

然而，因为我们细胞中的 DNA在携带遗传信息的工作中起着主要作用，所以保护

好 DNA 是至关重要的。DNA 是一个由几十亿原子组成的双链形成的双螺旋：电

离辐射可能会伤害其中一条链，甚至两条。 

 

图 6 DNA 面临的不同压力源 [来源：Dr D. Averbeck [Source : CNRS, Institut Curie) and Dr 

Flüry-Hérard, CEA] 

如图 6所示，电离辐射不是 DNA 面临的唯一问题。长远来说，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呼吸、消化，都会让我们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尤其是氧气，

仗着自己强大的化学活性就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 DNA。我们体内每个细胞里

的 DNA 每天要被新陈代谢的产物攻击 10000 到 30000 次！ 

另一方面，我们身体的修复机制极其高效迅速。相比之下，天然放射性一年

也就攻击我们每个细胞几次而已。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colours-sky/


 

图 7 细胞 DNA 被伤害后可能发生的演变 来源：CEA/ Direction des Sciences du Vivant 

如果我们的 DNA 被伤害会怎么样呢？可以参见图 7（参见“太阳光中的紫外

线对细胞的影响”）。大多数情形下，DNA都能被修复，然后细胞继续过完正常的

一生。如果细胞检测到修复没有进行或是出错，它一般会自杀，这是一种称为“细

胞凋亡”的机制，这种机制在胚胎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如果被破坏的

细胞很少，就不会有影响。但在一些罕见的情形下，异常细胞会开始增殖，这就

是癌症的开始（癌细胞只有得到足够的营养，且摆脱了组织和身体的诸多控制机

制时才会引发癌症，前者是因为它们十分贪婪，后者是因为它们在此产生）。 

可以看出，单次辐照确实能引发癌症，但概率极其低。 

3.3 国际辐射防护规则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成立于 1955 年，周期性地

对其职能领域内的所有国际科学数据进行总结[4]。从一开始，UNSCEAR 就在

进行“同层人”的流行病学研究。“同层人”指遭受了重大辐射和污染的群体：

广岛长崎的幸存者、前苏联玛雅克（mayak）设施的工人、特查（Tetcha）河两岸

的居民、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空中原子弹爆炸现场附近的居民、美

国的放射学研究人员、飞机上的机组成员（飞行时会暴露在宇宙射线中）等等。

正是基于这些研究，人们制定了辐射防护的规则，以保护公众和工作人员免受辐

射危害。总的来说，辐射的影响基本上是辐射剂量的函数，但也体现剂量强度 

“剂量率”影响。 

3.4 高剂量 

 如果一个人受到了高剂量（1Sv 以上）的辐射，会有很多细胞死亡，其影响

将是肉眼可见的：皮肤、血液、肠道都会出现病变......剂量越高，病变就

越严重。这是“急性辐照综合征”中的确定性效应。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vivant-zh/cellular-impact-of-solar-uv-ray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vivant-zh/cellular-impact-of-solar-uv-rays/


 此外，如果一群人被高剂量辐射照射，他们比没有被辐射照射的人更容易得

癌症。得癌症的概率与辐射剂量有关，但癌症的严重性与之无关。这种因人

而异的效应称为“stochastic”效应，意为随机性效应。 

3.5 低剂量  

尽管高剂量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但我们仍不清楚低剂量的危害。一方面，

除了电离辐射，还有许多其他的致癌因素；另一方面，在天然放射性的背景噪声

中，我们辨别不出低剂量的辐射。而且，我们很难找出个体差异只存在于辐射剂

量上的同层人：比如，对于一个不吸烟的人，需要非常大的辐射剂量才能使其癌

症风险与吸烟者相同！虽然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在 100 mSv (0.1Sv)以下的剂量中，没有观察到癌症病例的增加，但如果受辐

射且被观察的人群数量更大的话，也许能观察到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ICRP，为了确定剂量限制，将高剂量下

观察到的影响线性外推到低剂量范围。根据预防原则，这种保守的“无阈值

的线性关系”的假设，被用来制定辐射防护规则。这么做可能会忽略了可能

存在的阈值效应，从而过高地估计平均发病率：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修复机制

在低剂量时更高效，而在高剂量时饱和了。此外，高剂量辐射对一群人的影

响可以极大地掩盖他们的个体差异，出现的癌症病例数呈现出这种罕见事件

固有的随机波动：这个数字接近平均值，仅仅超过约一百例。 

 

图 8 巴黎居民的平均辐照量 来源：IRSN Newsletter, September 2016 

在法国，核活动不得使公众受到超过 1mSV/年的辐射，相关工作人员不能

超过 20mSv/年。 

作为对比，法国的天然放射性产生的剂量在 2.4 到 10mSv/年之间，在世界

上的一些有特殊放射性土壤的地区，天然辐射的剂量能超过 100mSv/年。法国人



均在医用和牙科 x光片上受到 1mSv/年的辐射。图 8展示了巴黎盆地居民受到的

平均辐照量。 

3.6 污染  

 

图 9 受辐射的三种模式。（a）外照射，重要的因素是受辐射的时间、距离、以及辐射源的

强度，图为可能的后果。（b）接触照射，这是一种罕见的情况，是由和被放射性污染的物

质接触造成的。（c）内照射，最危险的情况，取决于吸收（摄入或吸入）的途径、放射性

原子、被伤害的器官以及这些原子在器官中的有效停留时间。 [来源： laradioactivite.com, 

©OMIRIS] 

前文讨论的是辐照，或者说是外照射。图 9 展示了其他可能的受辐射模式。

如果吸收了放射性元素，就是内照射或者叫污染了。这时能做的就不再是离开辐

射源或者设置屏障了。即使是几厘米厚的空气或是表皮就能阻挡的阿尔法射线现

在也能把它所有的能量打进组织和器官中。 

内照射有三种发生的形式：吸入放射性物质或粉尘；摄入，食物中含有放射

性或是将有放射性的物质放入口中；放射性物质造成外伤或是现有伤口被污染。

人体内被污染是很难[5]净化的。不过，它的后果有时可以被减轻，例如被氚污染

时，可以大量喝水。 



 

图 10 用于操作放射性物品的手套箱，莫克斯（Mox）燃料制造厂 来源： 102723 © 

LARRAYADIEU Eric / AREVA 

工作人员通过穿特殊的工作服、手套和面罩（这些将成为放射性垃圾）来保

护自己免受污染。存有放射性物质的房间要密封，房间里换气时要过滤掉放射性

粉尘。高放射性物体通过远程操纵器隔着屏蔽来操作，或者有时用机器人。 

例如，钚燃料的制造步骤与浓缩铀燃料的相同（很微弱的放射性，参见“控

制核能”），但操作必须在被叫做手套箱的密闭罩中进行（如图 10所示）。 

本章的最后，我们不能要提一下特高剂量的辐射在医学上的应用：放射治疗

和近距离放射治疗。辐射治愈的癌症远比它引起的多。 

 

 

参考资料及说明 

封面图片：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与亨利·贝克勒尔一起因为发现放射性而获得 1903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 

[1]. 第四种物态：等离子体，它构成了宇宙的 99%。等离子体中没有原子，原子核们在电

子的海洋中“遨游”。 

[2]. 正负电子层析 （Positon Electron Tomography）医学成像技术，可以显示诸如被特定活

动激活的大脑区域。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physique-zh/controlling-nuclear-energy/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physique-zh/controlling-nuclear-energy/


[3]. 例如，在手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手指长出来，而是手指间的细胞自杀了... 

[4]. 可以在 IRSN 报告 2006 年第 74 期上找到一篇 UNSCEAR 报告的法文摘要 

[5]. 这是可能的。例如，使用螯合剂（钳子形状的特殊分子）洗肺来去除吸入的钚粒子，

但过程十分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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