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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放射性污染

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
一、核武器的定义
核武器是利用核反应瞬间放出的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
用的武器。按结构原理，可分为原子弹、氢弹和特殊性能核武
器；按作战使用范围，分为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按配用的
武器，分为核导弹、核炸弹、核炮弹、核地雷、核鱼雷和核深水炸
弹。核武器包括核弹头、弹头运载工具和其他部分。一般说的
原子弹、氢弹是指弹头部分。运载工具是用来发射或投射核弹
头的工具，有导弹、火箭、飞机、火炮、潜艇、鱼雷等。核武器的
射程和命中精度与运载工具有关。

二、核武器的特点
杀伤破坏因素多、程度重、范围广、时间长。

三、核武器的爆炸方式及外观景象
核武器可用导弹、火箭、火炮、飞机、舰艇等运载工具发射、
投掷，还可制成地雷、鱼雷使用。其爆炸方式有空中爆炸、地面
（水面）爆炸、地下（水下）爆炸几种。不同的爆炸方式，杀伤破
坏效果不同，外观景象也不同。一般是依次出现闪光、火球、尘
柱、蘑菇状烟云，并在一定范围内能听到巨大的响声。

四、核武器威力的表述单位
核武器威力用“TNT 当量”
（简称“当量”）来表述。TNT 当量
是指核武器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多少吨 TNT 炸药爆炸
时所释放的能量。

五、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因素
核武器爆炸后，能产生五种杀伤破坏因素：光辐射、冲击
波、早期核辐射、核电磁脉冲、放射污染。前四种杀伤破坏因素
一般只出现在爆炸后几十秒钟时间内，因此统称为瞬时杀伤破
坏因素。放射性污染持续的时间较长，可持续几天或更长时
间，称缓效杀伤破坏因素。
五种杀伤破坏因素在能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冲击波约
占 50%，光辐射约占 35%，放射性污染约占 10%，早期核辐射约占
5%，核电磁脉冲所占比例很小，可忽略不计。
（一）光辐射
光辐射（又称热辐射）是爆炸后 1 秒至 10 秒时间内的闪光
及几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火球辐射出来的强光和热，其杀伤
破坏因素包括“烧”
“爆”。光辐射直接照射无隐蔽的人员会造
成烧伤。如果用眼睛看核爆炸的火球，会产生闪光盲或造成眼
底烧伤，在爆炸中附近人员吸入被光辐射加热的空气，会造成
呼吸道烧伤。光辐射能引起大面积火灾，引燃、引爆其他易燃
易爆物，同时造成人员的间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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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冲击波
冲击波是核爆炸时（几十秒种内），高温高压火球猛烈膨胀
压缩周围空气而形成的高速高温高压气浪。它对人员、物体能
够造成挤压、抛掷作用。挤压作用造成严重内伤，如肺、胃、肝、
脾等出血；抛掷作用造成外伤，如皮肉撕裂和骨折。冲击波可
造成建筑物倒塌，砖瓦抛掷造成人员间接伤害及堵塞交通。
（三）早期核辐射
早期核辐射（又称贯穿辐射），是核武器所特有的一种杀伤
破坏因素。早期核辐射是核爆炸最初十几秒种内放射出来的
人眼看不见的射线，作用于人体时无特殊感觉，能破坏人的组
织细胞，使人得急性放射病。早期核辐射会使光学玻璃变暗、
胶卷曝光、化学药品失效，并能影响电子仪器性能。
（四）核电磁脉冲
核电磁脉冲是核爆炸瞬间产生的一种强电磁波。其作用
半径可达几千千米，对人员没有直接的杀伤力作用，但能消除
计算机上存储的信息，使自动控制系统失灵，家用电器受到干
扰和破坏。
（五）放射性沾染
放射性沾染是核爆炸后，从蘑菇状烟云中散落下来的放射
性物质。它像尘埃一样，随风漂移，逐渐沉降，使爆心周围和下
风方向地区的物体、空气和地面等受到沾染，并形成不同程度
的放射性沾染区。
放射沾染的程度和分布情况与天气、地形、爆炸方式有关。
地面爆炸时，地面沾染严重，范围大，作用时间长，对人员
行动影响大。空气爆炸时，地面沾染轻，范围小，作用时间短，
对人员行动影响小，甚至可能没有影响。
风速大、风向不稳定，沾染范围就大。下雨下雪，放射性灰
尘可随雨雪迅速沉降，加重地面沾染。
山谷、凹地、有植物的地面易滞留放射性灰尘，可加重地面
沾染。
放射性沾染通过射线起杀伤破坏力作用，作用时间比早期
核辐射要长，在沾染较严重的地区，通常在几个月以上。
放射性灰尘的沉降，会造成三种伤害：当放射沾染随空气、
水、食物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伤口进入人体时，可引起内照射
损伤；人员处在被沾染的环境中，人体周围被沾染的物体向人
体发出的射线会造成外照射损伤；皮肤落上放射性灰尘，或接
触沾染严重的物体会引起皮肤灼伤。

六、核武器的防护
一旦发现爆炸闪光、烟雾聚起，遭遇核武器袭击时，室内室
外人员必须在杀伤破坏因素到达之前，迅速准确地做完防护动
作，以求生存机会。那么，什么样的防护动作才是迅速、准确、
有效的呢？
（一）室外人员防护原则和方法
室外人员应从防护较严重的瞬时杀伤因素着眼，防护的原
则是减少暴露表面，争取重型屏障、重点保护头部、减少碎片杀
伤。
正确的方法是：发现爆炸闪光，应忌看火球，迅速进入各种
人防工程防护，并不要随意进出或走动，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
时，迅速（2 秒内）利用三五步内的地形物就地卧倒。遇到较大
的地形物，横向卧倒；地形地物较小时，面向爆心卧倒；无地形
地物可利用时，背向爆心卧倒。
核爆时，如果身边有江河、湖泊或池塘，应立即潜入水中防
护。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浅色衣物覆盖身体，尤其是
皮肤暴露部位。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防护时应注意：必须利用地
形地物背向爆心的一侧，尽量利用坚固、稳定的地形地物，避开

（建议选择无核设计、
可以吹出高频求救信
号）

应急物品
毛巾、纸巾、
湿纸巾

易倒塌、易燃烧、易爆炸的物体，以免间接伤害。
（二）室内人员防护原则和方法
室内人员防户原则是：利用坚固的建筑部位和家具，减少
暴露，设置屏障，保护重点部位，减少碎片杀伤。
正确的方法是：发现闪光后应立即利用墙角卧倒，最好在
靠近墙角的桌下或床下卧倒。应避免开门窗和易燃易爆物，以
免玻璃碎片使人员击伤或造成其他间接伤害。冲击波过后，应
立即抖落身上的尘土，迅速进入人防工程进行防护。若没有人
防工程 ，也可以进入冲击波袭击后未倒塌的建筑内，关闭门
窗，防止放射性灰尘进入室内。
（三）在放射性沾染区的人员防护方法
人员在沾染区行动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或面具、扎
三口（领口、袖口、裤脚口）、穿雨衣或斗篷、戴手套、穿雨靴；不
要随便接触沾染物品，不要坐卧和脱下防护器材；严禁在沾染
区吃东西、吸烟和饮水。
行进时，应按照专业人员设置的标志，避开沾染程度较高
的地域。应选择路面结实、街道较宽的背风墙侧行。人与人之
间要保持适当距离，脚步要轻，尽量减少灰尘扬起，快速行进，
尽量缩短在沾染区的时间。
乘车时，除应做好个人防护外，要关闭车窗，盖严棚布，加
大车距，车上人员不要随便下车，上下车要尽量不接触车轮和
挡泥板。
（四）在安全区转移人员的防护方法
转移安全区的人员，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多种措施，消
除身上的沾染。例如：人员应侧风站立，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
的距离，将服装一件一件的脱下消除，消除后，有顺序地放在上
风方向。对服装消除的方法通常有拍打法、扫除法、抖拂法、洗
涤法。
人员皮肤受沾染用毛巾或纱布擦拭。擦拭时应从上到下，
顺着一个方向进行。擦一次，将毛巾翻叠一次，防止已消除部
位重新沾染。误食了沾染食物和水，可采取催吐、洗胃、多喝
水、利尿法排出，有条件时，可按照医生要求服吸附剂、缓泻剂
加快放射性物体排出。

1、衣服：自己或与他人相互拍打和抖动
衣服。小心解开“三口”(领口、袖口、裤脚
口)，脱下外罩衣裤，不摘面具，人员背风而
立，抓住受沾染服装的两肩或裤腰，上提要
轻，下甩要重，用力向下抖动。然后挂在树
上，
按照自上而下，
先外后里的顺序拍打。
2、靴子：用抹布或旧衣服蘸水擦拭，用刷
子刷，
胶鞋可以用水洗。
3、人员皮肤受沾染后，要尽快洗消。头、
颈部要用清水和肥皂进行擦拭，还要清洗鼻
腔、
漱口、
擦洗耳窝。
4、条件允许时，严重沾染的人员，应利用
肥皂、洗涤剂等进行全身淋浴。无水时，可用
干净毛巾、纱布等干擦，从上到下，顺一个方
向进行。擦拭一次将毛巾、纱布翻一次，防止
已消除部位被重复感染。
5、误食受沾染的食物和水时，可遵医嘱
尽快采取催吐、
洗胃、
利尿等消除方法。

七、核事故的防护
（一）掩蔽。有重大事故发生时，一般人员应立即停止户外
活动，迅速进入室内或地下室。要关闭门窗，堵住通风孔，防止
放射性物质进入室内。
（二）交通管制。禁止人员、车辆进入危险区，防止放射性
物质在更大范围内扩散。
（三）服用碘片。在必要时，政府会向市民发放碘片，以防
止和消除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损害。
（四）临时疏散人员。这是放射性物质在本地区超过一定
程度时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市民应在统一安排下，有组织、有秩
序地撤离到安全区。
（五）做好个人防护。外出时要戴好口罩、风镜、帽子、面纱
巾，扎好领口、袖口和裤脚口，以免暴露部位和空隙处遭受污
染。
（六）做好食品和饮用水的管理工作。在还未受到污染时，
及时把堆放在室外的粮食、蔬菜、
水果等食品收藏到室内，水井用
塑料布等包住井口后再加盖。对
可能受到污染的食品和饮用水不
能随便食用，须经卫生监测部门
检测，并经清洗、存放及其他方法
处理合格后才能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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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定义：核电站等核设施，由于技术和责任等原因，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致使人员受到超过规定限值照射的事件，称为
核泄漏事故。
1、
人员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区，
来不及撤离人员不要外出，
要关闭门窗，
堵塞通气孔，
停止一切户外活动，
视情形开窗通风。
2、
外出要配戴口罩、
风镜、
帽子、
面纱巾等。扎好“三口”(领口、
袖口、
裤脚口)，
减少暴露部位，
免受污染。
3、
及时服用碘片，
防止放射性碘在人体甲状腺汇集。

（用于个人卫生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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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空袭与平时灾害有哪些共同特点
战时空袭，包括常规空袭和核、化、生武器袭击。自然
灾害，包括地震、洪水、泥石流、滑坡、雪崩、火山爆发、台
风、干旱等。人为灾害，如交通、工业突发事故、火灾等，其
中，工业突发事故的潜在威胁主要来自化学工业、核工业、
冶金工业等部门的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战时空袭与平时
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对城市造成的破坏，有许多共同的特
点。

一、突发性强
就是在人们意料不到的时间、地点，遭到敌空袭或自然、
人为灾害的突然破坏，使人防不胜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用不到 100 分钟的时间突袭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
几乎全军覆没。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28 分，发生在四
川汶川的里氏 8.0 级大地震，顷刻之间将周围城市变成一片
废墟。

二、杀伤破坏性严重
无论战时空袭还是平时重大灾害，都会产生巨大的杀伤
破坏作用。1945 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强大
的光辐射和冲击波，使市区出现了大火与暴风，全市 5 万多
所建筑物中 81%被完全摧毁；71379 人死亡，占留城人数的
35.7%，68023 人受伤，许多人得了放射性疾病，一直遗传到
子孙后代。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各种灾害几乎年
年都有。突发事故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1984 年，印度
博帕尔市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事故，造成 2892 人中毒死亡，
5 万人眼睛失明，
15 人致伤致残，
20 万人逃亡外地。

三、危害地域广泛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洲际导弹可以打到世界任何一个
角落。航天兵器和分式导弹的出现，更使全球性攻击具备了

条件。不论位于战争前沿还是后方城市，从战争一开始，就
面临着空袭的威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许多局部战
争中，后方居民死亡人数与前方军人死亡人数的比例在逐年
上升。1987 年，我国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
1 万多平方公里。

四、救援工作艰巨
城市一旦遭到空袭或自然、人为的重大灾害破坏，都是
多种灾害交织在一起，并且是连续发生的。如：空袭，往往是
一批接着一批地轰炸；地震，往往还会发生一系列余震；化学
事故，也往往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次生灾害、三次灾
害（停工、停产、秩序混乱）和四次灾害（如灾后瘟疫等），造成
整个城市瘫痪、人心恐慌、指挥失灵。抢救工作是在极其错
综复杂的情况下和抢救人员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条件
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