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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2001年“9·11”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使核恐

怖主义幽灵有所抬头之前，防止非法使用核材料和放

射源就已是国际社会所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 ( I AEA )   通报 

        在涉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和放射源的场合，值得

考虑的危险是辐射和健康效应以及对财产和环境的

损害。这些危险可能是放射性材料用于放射学武器

（所谓“脏弹”）的后果。 



        核与辐射恐怖主义威胁现状 

 

非法获取（盗窃等）完整核武器，实现核爆炸； 

 非法获得（交易、盗窃、走私等）特殊核材料， 

   制造粗糙核装置实施核爆炸； 

 袭击/破坏核电厂与核设施造成核事故，导致大 

   量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 

 非法获得（交易、盗窃、走私等）放射性物质， 

   制造RDD（如“脏弹”）实施放射性布散。 

 国际公认的核恐怖主义四个方面 

        －美国Monterey国际研究所核不扩散研究中心专著 



     各国都在重要场所，装备大面积、高灵敏的  

伽玛辐射和中子辐射探测器（一次仪表） 

车辆通道辐射探测器                 行人通道辐射探测器 

这些设备虽能发现是否存在伽玛和中子辐射， 

        但是，不能识别是何种放射性核素以便正确处置。  



作为二次仪表的核辐射谱仪（核素识别仪），通过测

定伽玛辐射谱，可以识别辐射源自什么核素，从而判

断此核素的可能来源和危害程度。 

有辐射的箱包 
核辐射谱仪 

测出的伽玛辐射谱 

本例识别出的是穿透力很强的 Co-60  
（钴-60）放射源，应予扣留和追查。 
 



HANS-80  的性能和特色 

1    无源校正,  安全省事 
      

HANS-80采用无源校正技术，仪器本身不

含放射源；用户没有申报和管理放射源的

麻烦；也不用一直手握带放射源的设备，

完全“绿色环保”。 



   穿辐射防护服近距离检测，

铅当量达 0.5mm 的防护衣也不

能防护几百 keV 以上的核辐射。

95%会穿透防护衣。 

2. 蓝牙遥控遥测 

        HANS-80 的遥测遥控功能，可大大减少安检人员

吸收的辐射量。 



100 Sv/h 

             10 Sv/h 

                                                 1 Sv/h  

            

                   报警阈  

    在左图所示辐射强度下， 

对于非放射性专业人员，  

 每年只能工作 10  小时 

  每年只能工作  4    天                       

  每年可工作    40    天 

防护规程 对人身接受辐射量的限制 

离辐射源越远，辐射强度越小，

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离辐射源 5 米处的辐射强度， 

   只有离辐射源10 厘米处的 1 / 2500。 



     蓝牙遥测, 还可将 HANS-80 的探测器置于封

闭实验室，检测人员在室外PDA上遥看结果。 

      
       



     蓝牙遥测, 也可由各种机器人携带HANS-80的

探测器在辐射区巡查，检测人员在PDA上遥

看结果。 

      
       



     利用蓝牙, 还可将HANS-80的探测器固定在检

测点长时间监测，检测人员在PDA上遥看结

果。 

      
       



     蓝牙遥测, 也可使HANS-80的探测器伸到眼手

不及的区域进行辐射检测，工作人员在眼前

的PDA上看结果。 

      
       

PDA 



3. 网络化传输 

蓝牙遥控遥测， 5米 

无线局域网 (Wi-Fi)  

IEEE 802.11b/g   

100米 中央控制室 

  前端蓝牙遥控遥测， 5米。 

  后端Wi-Fi入网， 100米。      

   （选购，前端测量结果立 

     即传送到中央控制室。） 



待机校正         辐射搜寻          能谱测量         核素识别 

4. 大屏幕彩显，  

  触摸键轻松操作。 

 

 掌上的大屏幕彩显，无

需在辐射场盯住主机上

的小窗口显示。 

 一键操作，无需来回翻

查操作菜单 



绿色 

黄色 

 
天然的本底辐射约为 0.1微希沃/小时左右   

 
表示为 ～ 0.1  Sv/h  
 

 

环境辐射如果达到  0.3 Sv/h－10 Sv/h,   

 

      就有声音和屏幕摇钟报警， 

      并以黄色时间图和数字显示。  

 
 

5.  直观的分级辐射报警功能 

      
        

如果您将HANS-80的报警阈设为 0.3 Sv/h， 
 
环境辐射低于 0.3 Sv/h 时， 
 
      HANS-80 以绿色时间图和数字显示。  

 

在10 Sv/h的辐射环境下,公众每年不宜超过100小时！ 
                                           

（环境辐射强度以 希沃/小时（Sv/h)度量) 



橙色 

红色 

 

环境辐射如为 10 Sv/h－100Sv/h,   
 

       就有高频声音和屏幕摇钟报警， 

 

      并以棕色时间图和数字显示。  

 
 

在100 Sv/h的辐射环境下,公众每年不宜超过10小时！ 
                                           

 

环境辐射如大于100Sv/h,   
 

       就有更高频率的声音和屏幕摇钟报警， 

 

      并以红色时间图和数字显示。  
 

100 Sv/h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警戒线, 

 

公众不得滞留警戒线内！ 



6   环境适应快；环境温度突变 立即可以使用 

-20 ℃ +50 ℃ 



7   附带可独立使用的中子剂量计（选购） 

     为需要测量中子的用户提供精致的中子剂量计： 

 

 

 

 日本 ALOKA 公司原装袖珍中子剂量计，既可和 HANS-80一起使用，也可

单独使用；随身配戴帮您时时监视和避免中子辐射； 

 专用中子剂量计比一般谱仪附带的中子剂量计优越，有明确技术指标： 

        中子剂量测量范围：0.01 – 99.99 mSv 

        可测中子能量范围：0.025 eV – 15 MeV  (涵盖热中子和快中子） 



医用核素： 

锝－99m 176.9 KBq 

碘－131   59.4 KBq  

工业核素： 

铯-137    10 Sv/h   

 

  实例A：   检测箱包内的放射性 

                    

        本例发现的是工业核素 铯－137,  属最可能用

于制造“脏弹”的放射性物质，须扣留和追查。 

                    

HANS-80 辐射谱测量和核素识别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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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核素： 

锝－99m 176.9 KBq 

碘－131   59.4 KBq  

核材料核素： 

浓缩铀 U-235  1.12 Sv/h   

 

实例B：   检测箱包内的放射性 

                    

本例发现的是核素 铀－235,  属核材料，必须扣留
和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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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C：   检测人身上的放射性 

                    

医用核素： 

锝－99m 176.9 KBq 

碘－131   59.4 KBq  

医用核素： 

锝－99m   176.1 Sv/h 
碘－131     59.4 Sv/h  

本例识别出的是核素 锝－99m 和 碘－131 。 

    分别属于核医学诊断和治疗甲状腺亢进用的核素。有医疗证明可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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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80  有两种探测器供选择 

 碘化钠探测器 

 能量分辨率7.5% 

 溴化镧探测器 

 能量分辨率3.5% 

 

 能量分辨率好的 

 核素分得更清  

 



  HANS-80 手提核辐射谱仪（核素识别仪）  

  

            用户：北京2008奥运会(各地机场） 

北京人大会堂 

广州2010亚运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63973部队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广东防化团 

广东预备役部队 

佛山地铁 

东海舰队 

联合国维和部队 

 
 

 



 谢谢观看，欢迎联系 

 

北京睿思厚德辐射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10-8262 7179，Info @ risehood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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