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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
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伴生的放射性核素可能伴随着三

废流入到环境，导致环境中辐射水平升高，影响环境安全和人类健

康。国务院高度重视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辐射环境

安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7〕82号）中明确将稀土、铌/钽、锆石和氧化锆、锡、

铅/锌矿、铜、镍、铁、钒、磷酸盐、煤、铝、钼、金、锗/钛等15

类矿产纳入伴生放射性矿普查范围。《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要求：“加强对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活动的辐射安全监管，有关企业每年要对本矿区土壤进行辐

射环境监测”，《国务院关于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

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的批复》（国函〔2017〕29号）要求：“督促伴

生放射性矿开采、利用企业加强周边辐射环境监测和流出物监测”。

为了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抑制我国土壤污染加

重的趋势，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规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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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指导地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对相关企业开展辐射环境安全监管，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组织研究制定《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

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

二、编制过程

2016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

知》（国发〔2016〕31号）中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开展土壤辐

射环境监测的要求，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委托环境保护部

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承担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土壤辐射

环境监测相关配套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成立了课题组，讨论了编制内容和技术路线。

2017年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

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的批复》（国函〔2017〕29号）中关于伴

生放射性矿开采、利用企业辐射环境监测和流出物监测的要求，环

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委托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承担

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辐射环境监测和流出物监测相关

配套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与环境保

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课题组经过研究，决定将两个课题合并。课

题组讨论了该课题的编制内容和技术路线。

2017年3月—4月，课题组调研了国内外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和铀矿冶的流出物和辐射环境监测相关法规标准、伴生放射

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管相关法规，以及我国关于企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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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法规标准。

2017年4月—6月，课题组调研了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地

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管

方面的经验，以及部分稀土、石煤、磷矿、铁矿等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企业的辐射环境管理现状和监测能力。

2017年7—9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经过多次内部讨

论修改，编写了《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

及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草稿）》（以下简称草稿）。

2017年9月—10月，课题组将草稿发送给江西、湖南、浙江、广

西、四川、山东、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环境保护厅，以及中国

辐射防护研究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

究院、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课题组根据各单

位反馈意见对草稿进行了修改。

2017年9月27日，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开展专家咨询

审议，四川、湖南、山东、广西和浙江等省环境保护厅辐射处和辐射

站、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核工业北京

地质研究院等单位参加了讨论，课题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

2017年10月17日，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再次对附录中

的监测技术规范和监测报告的格式与内容组织开展专家咨询审议，

部分省辐射站和从事辐射监测的单位参加了讨论。

在上述调研和讨论的基础上，课题组对草稿进行修改完善后形

成《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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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三、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3.《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6〕31号）

4.《国务院关于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

2025年远景目标的批复》（国函〔2017〕29号）

5.《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 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

（厅字〔2017〕35号）

6.《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1号）

7.《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环发

〔2013〕81号）

8.《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第一批）》（环

办〔2013〕12号）

9.《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格式与内容（试

行）》（环办〔2015〕1号）

10.《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环发〔2015〕

20号）

（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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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GB2372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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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1216）

3.《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16157）

4.《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

5.《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494）

6.《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

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373）

四、主要内容说明

（一）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

公开管理办法

1.关于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对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目前有不同的说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采用“伴生放射性矿”这个术语，

只说明伴生放射性水平较高，并没有定量的界定方法，在实际应

用中也不好把握，而且很容易误导为采矿、选矿活动；国际上通

用的提法是“NORM”，但实际的范围更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

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第一批名录）采用的

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术语，但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范围太

广，也容易引起误解，准确地说应该是伴生放射性的矿产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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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本管理办法采用“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术

语，并对物料中的放射性水平进行明确的规定。

2.关于环境辐射监测企业范围的确定原则及判断依据

第一批名录要求:“已纳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

理名录（第一批）》，并且原矿、中间产品、尾矿（渣）或者其他残

留物中铀（钍）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1贝可/克（1Bq/g）的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核工业类评价范围的环境影

响评价机构编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

环境影响评价专篇格式与内容（试行）》中包括流出物和辐射环境监

测内容。为了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按照第一批名录

中开展辐射环境监管的条件确定环境辐射监测的企业范围，符合这

些条件的企业为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

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的判断依据是：企业在生产

经营过程中或监管部门对原矿、中间产品、尾矿（渣）或者其他残

留物的任一批次中任一物料进行检测，铀系中
238
U、

230
Th、

226
Ra、

210
Po、

210
Pb核素超过1贝可/克（1Bq/g），钍系中

232
Th、

228
Ra核素超过1贝可/

克（1Bq/g），或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经过试验或理论计算预计

相关核素可能超过1贝可/克（1Bq/g）。如果在环境影响评价阶段预

计核素会超过1贝可/克（1Bq/g），但在实际生产中连续五年发现低

于1贝可/克（1Bq/g），经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核实同意后，可以

不再进行环境辐射监测。

3.关于环境辐射监测企业名录的制定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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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是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辐射环境监管

的主要力量，应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环境辐射监测企

业名录并向社会公布。鉴于目前除了对第一批名录中企业的放射

性水平基本掌握外，对其他种类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中的放

射性水平尚不十分清楚，因此，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各地省级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在2018年对第一批名录中符合条件的企业编

制需要开展环境辐射监测的名录，待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结果出来后

再完善名录。所有名录应该向社会公开，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名录

进行动态更新。

4.关于信息公开的平台和方式

企业环境辐射监测相关信息公开是参照《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有关规定制定的，信息公开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企业应该在监

测结果出来后五个工作日自行公开监测数据；考虑到一些小型企业

没有自己的网站，在媒体上公开相关信息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因此，

也可以在省、市级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开相关信息。公开的

内容除了监测数据外，也需要公开年度监测报告。

5.关于环境辐射监测的主体及资质

开展环境辐射监测的主体是相关的企业，鼓励企业可依托本企

业人员、场所、设备开展自主监测，但鉴于目前绝大部分伴生放射

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不具备环境辐射监测的条件，允许企业委

托通过计量认证的第三方进行监测，监测机构计量认证的范围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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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流出物和辐射环境监测的项目。出于鼓励企业逐步开展自主监

测的考虑，现阶段对自主监测的企业不做资质要求。

6.关于监督检查

考虑到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缺少相关的辐射环境监管专业

技术人员，环境辐射监测的监督检查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环保主管

部门实施。参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及信息公

开办法（试行）》，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对环境辐射监测企

业开展流出物和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监督性监测的频次为每年

不少于一次。监督性监测的监测方案应该涵盖企业的环境辐射监

测方案。

（二）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技术规范

1.关于环境辐射监测方案的一般要求

企业在开展环境辐射监测前，要先针对每个企业的特点编制环

境辐射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该上报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编制环境辐射监测方案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要考虑该项目伴生的放射性元素是铀还是钍，或者两种都

有。如果仅仅是伴生钍（即钍系的相关核素高于1贝可/克），铀系的

相关核素低于1贝可/克（1Bq/g），则不需要监测铀系的相关核素，

反之亦然。同时伴生铀和钍的项目，则均需要监测。

（2）要结合监测技术规范和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监测

技术规范是一个指导性文件，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监测方案是

根据项目的特点制定的，在制定环境辐射监测方案时，要结合两部



— 23 —

分进行考虑。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没有考虑流出物和辐射环

境监测方案的，则根据监测技术规范、项目特点和环境气候特征制

定。

（3）环境辐射监测方案应该进行动态管理，当监测方案发生改

变时，应该及时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如项目的原料、工

艺发生重大改变可能导致流出物中放射性核素发生改变，企业新建、

改扩建可能导致放射性核素的释放量和位置发生改变时，都应调整

监测方案。

（4）如果项目在建设前进行过辐射环境本底监测，则制定环境

辐射监测方案时，所设置的监测点位应该覆盖辐射环境本底监测点

位，以便与辐射环境本底进行比较，判断辐射环境质量是否发生变

化。

2.关于流出物监测方案

流出物监测方案主要是参照《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

（GB23726），并考虑到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放射性

与铀矿冶设施的差距等因素。总体上没有超过铀矿冶设施流出物监

测的要求。

（1）监测项目

排风井监测氡及其子体（钍射气）：矿井氡及其子体（钍射气）

是采矿活动放射性污染的主要源项，对其进行监测有利于了解矿石

中伴生放射性水平的高低，可以促进井下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工作，

保护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同时为评价采矿活动所致公众剂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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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废水的监测项目按照不同的点位分别设置。废水监测项目按

照废水处理车间、总排放口和尾矿（渣）库渗出水分别设置不同

的监测项目。《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中有总α、总β的排

放限值，因此，在总排放口和尾矿（渣）库渗出水处理排放口监

测总α、总β。考虑到210Po和210Pb对剂量的贡献很大，因此，在废水

的监测项目中监测
210
Po和

210
Pb，有利于评价通过废水排放途径所致

的公众剂量。

（2）监测频次

废水监测的频次根据不同监测点位和项目分别设置。在含放射

性废水处理车间的排放口，铀、钍和镭-226按照1次/月监测，与铀

矿冶的非工艺废水的监测频次一致，考虑到210Po和210Pb监测的难度

大、费用高，监测频次为1次/季。其他废水排放口为1次/季，与常

规污染物排放非国控点的监测频率一致。

3.关于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参照《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GB23726）

和《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制定。

（1）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主要是参照HJ/T61，增加了氡及其子体和钍射气的监

测，减少了地表水中总α、总β和土壤中40K的监测。增加氡及其子体

和钍射气的监测是考虑到氡及其子体和钍射气是公众剂量的主要

贡献者，因此，有必要对排放点附近及居民点的氡及其子体和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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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浓度进行监测。地表水中没有总α和总β指标，特别是总β，与项

目的废水排放没有直接关系，监测出来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没有

必要监测地表水中总α和总β。40K属于排除范畴，40K的浓度也与项目

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没有考虑40K的监测。

（2）监测点位

监测技术规范仅对监测点位的原则进行了规定，在能够掌握环

境中放射性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设置较少的点位，减少企业的负

担，具体的点位应该结合项目周边的环境特点确定。氡浓度和土壤

监测的范围为500米是根据铀矿冶实践经验确定的，氡浓度在排放源

300～500米外的浓度基本与环境本底一致，通过气载途径和固体废

物的流失，以及二次扩散途径进入土壤环境的距离也不会超过500

米。地下水监测点位中尾矿（渣）库、采场、堆场及工业场地周边

居民饮用井水监测范围为200米，是根据铀矿冶设施核素进入地下水

的迁移速度和距离确定的。

（3）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主要参考HJ/T61，同时考虑被监测项目在环境中的变

化大小。在环境中可能变化大的，如空气中氡及其子体和钍射气、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和地表水中放射性元素（核素），监测频次按2

次/年，变化不大的，如土壤、地下水等监测频次按1次/年。

（4）关于样品管理和质量保证

很多国家和行业标准规定了核设施和铀矿冶设施流出物和辐射

环境样品的采集、管理和监测的质量保证要求，伴生放射性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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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利用环境辐射监测样品的采集和管理参照相关要求进行即

可，监测技术规范中对标准中未规定的或者几个标准不一致的要求

进行了规定，如水样的保存期等。

（三）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报告格

式与内容

《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报告格式与

内容（试行）》主要依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结合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流出物和辐射环境

监测的特点制定。主要包括单位概况、生产工艺、厂址辐射环境本

底、监测依据和执行标准、质量保证、流出物监测和辐射环境监测

以及必要的附件（如委托监测单位的资质和监测报告等）。由于伴生

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行业多，各单位情况不一样，所以只是对

格式和内容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

1.关于生产工艺中要求说明“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开展环境辐射监测的企业都是因为原矿、中间产品、尾矿（渣）

或者其他残留物中铀、钍系单个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超过了1贝可

/克（1Bq/g），因此，在生产工艺章节中应说明本项目哪些物料中的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超过了1贝可/克（1Bq/g），核素的活度浓度是

多少。

2.关于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超过本底三倍的情况说明

由于环境质量中没有放射性指标，因此，没有办法确定环境辐

射水平是否超标。环境中辐射水平低，受方法的检测下限、取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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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可能导致环境中辐射水平监测结果的波动较

大，从统计的意义上说，如果监测结果超过了本底水平的三倍，可

以判定该结果与本底水平相比应该属于异常情况。出现辐射环境监

测结果异常后，自主监测单位应该分析查找原因，包括检查仪器是

否正常、是否属于操作引起的偶然误差，或者有证据说明是由于排

放引起的环境辐射水平升高，应从污染物排放管理查找原因，并采

取相应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