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輻射偵檢儀器基本架構
與偵測原理

輻射和物質作用後會產生離子
對、閃爍光或電子電洞等現
象，經過收集、放大及處理，
最後藉由顯示器顯示，即為輻
射偵測的基本方式。

偵檢器 放大器
訊號處理器

記錄器

數值顯示器
(指針或數位式)

荷電粒子

χ、γ

繪圖器



輻射偵檢儀器基本架構
與偵測原理

當輻射進入偵檢器與物質作用，產生離子對，再

收集離子（電子）成電流或電壓訊號，透過前置

放大器／放大器整形放大，而後經由微處理器轉

換類比／數位訊號並加以計數，最後由數值顯示

器（指針或數位）顯示出來。若針對某一能量度

量之需求可配以脈衝高度鑑別器達此目的。

MCA / Counter

Detector

Source



常用偵檢器介紹與偵測原理

游離式(充氣式偵檢器、半導體偵檢器)
輻射與物質作用產生正、負(電子)離子對，
再收集正、負離子之信號，以評估輻射之質
與量。

激發式(閃爍偵檢器、熱發光劑量計)
輻射與物質作用，使原子軌道上之電子由低
能階跳至高能階後，高能階之電子呈激發態
而降回至基態，此過程中產生了光子，配合
光電管，這些光子射入光陰極中而發射電
子，收集電子信號可以度量活度和能量。



常用偵檢器介紹與偵測原理

化學劑量計
物質吸收輻射能量引起化學變化，此變化可
用來標定輻射劑量。如：硫酸亞鐵水溶液
Fe2+          Fe3+；膠片佩章AgBr Ag+

熱卡計
度量輻射與物質作用產生之熱量來標定輻射
劑量。

核反應
如: 6Li+1n         3H+4He

10B+1n         7Li+4He
23Na+1n         24Na



常用偵檢器介紹與偵測原理

常用之偵檢器有下列幾種：

游離腔偵檢器（Ion Chamber Detector）

比例計數器（Proportional Counters）

蓋革計數器（Geiger-Mueller Counters ）

閃爍偵檢器（Scintillation Detector）

半導體偵檢器（Semiconductor Detector）

游離腔、比例、蓋格計數器屬充氣式偵檢器其輻射效

應－游離方式，閃爍偵檢器－激發能階，半導體偵檢

器其輻射效應－游離方式。



游離腔偵檢儀器

游離腔型儀器游離腔型儀器
高壓游離腔高壓游離腔



比例計數器偵檢頭

MylarMylar薄膜薄膜

((高強度多元酯的商標名高強度多元酯的商標名))
陽極金屬絲陽極金屬絲((接正高壓接正高壓))



比例計數偵檢儀器

人員全身、物品（工具）污染監測儀



蓋格計數器特性

蓋格計數器具有簡單、廉價、易於操作的優
點，其構造為密封金屬筒或餅形型態，腔壁鍍
石墨作為陰極，內部充氬氬氣或氦氣，且小於一
大氣壓。
只要有輻射粒子進入偵檢器內，內部氣體即全
部游離，並產生一個脈衝，脈衝信號具相同高
度，其與入射粒子的種類及能量無關，因此僅
能計數輻射量，而不能鑑別輻射之能量。
蓋革計數器可設計成簡易計數器以度量放射活
度，或設計成偵檢儀器以量測輻射劑量，或個
人警報器以偵測人員劑量等



蓋革偵檢頭

陽極金屬絲陽極金屬絲((接正高壓接正高壓))各式蓋革偵檢頭各式蓋革偵檢頭



蓋革偵檢儀器

RM-20                          Inspector(SE)                      FH40F4

M-375
6112 B



閃爍偵檢器

有機閃爍體:

有機體的螢光乃由於分子內能階轉換

反應時間很快

光的產率較少

純晶體、有機液體及塑膠等

無機閃爍體:

取決於物質晶格的能態

有較好的光輸出與線性

反應時間較慢

鹵化鹼金屬晶體：NaI(Tl)等



閃爍晶體與光電倍增管

閃爍晶體閃爍晶體
((NaI(TlNaI(Tl))))

光電倍增管光電倍增管 信號輸出端信號輸出端分電壓器分電壓器



閃爍偵檢儀器

WCM-10PC           GAMA-60            RTM-910



半導體偵檢器

高純度鍺(HPGe)偵檢器是目前常用的半導體偵檢器

使用時為減少漏電流發生，偵檢器需冷凍至液態氮

溫度(-196℃)才能正常工作。

偵測效率不如同體積的 NaI閃爍計數器，但能量解

析度高，能分辨NaI閃爍計數器無法分辨之能峰。

高純度鍺(HPGe)偵檢器不易製作，成本昂貴，使用

不便(需冷凍至液態氮溫度)，故主要用於核種分
析。而一般單一核種的偵測或 γ 射線的強度偵測，
仍以閃爍計數器為主。



MCA 多頻道能譜分析儀 (一)

High High EffEff %%

Low Low 
ResolutionResolution

Field and LabField and Lab

NaI
Detector



MCA 多頻道能譜分析儀(二)

Low Low EffEff %%

High High 
ResolutionResolution

LabLab

HPGe Detector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由上述輻射特性，儀器偵檢方式可依據所量不同種類輻

射，加以設計不同型式或結構的偵檢器，為使輻射偵測

儀器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則針對各式不同偵測目的而設

計製造之輻射偵測儀器其特有性質，使用者必須有所評

估和了解才能將儀器使用於最適當。



A：薄窗型的充氣偵檢器

B：管壁型充氣偵檢器

【可度量α、β、γ輻射】

【可度量γ、χ輻射】

AA

BB



儀器度量範圍檔位切換



靈敏度及偵測限度：

己知活度的輻射源照射，由儀器量得計數率的比值
即為靈敏度（靈敏度＝儀表讀數/真正的曝露率），

所以靈敏度與偵檢器對輻射作用的機率有關。偵測

限度即儀器可測得輻射之最低極限的度量能力，即

所謂MDA(Minimum Detectable Activity)值。

能量依存性：

相同劑量率下，偵檢儀器讀數會隨輻射能量不同而
改變，儀器對能量的依持性要越小越好，輻射儀器
能依性高、低能間最好在±30%內。參看附圖。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automess 6150 AD2/AD4/AD6

偵檢頭：蓋格管

能量依持曲線(1/2)



ATOMTEX AT1121

偵檢頭：塑膠閃爍體

能量依持曲線(2/2)



準確度：

指儀器的讀數與真正的劑量率之比值（校正因子＝

劑量率/讀數）真正的劑量率由標準射源計算或由標

準游離腔標定射源於某距離之劑量率，儀器讀數與

真正劑量率越接近越佳。

再現性：

儀器對固定的輻射強度在相同的條件下，讀數之比

較，讀數越接近越好。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角度依存性：
偵檢器幾何形狀不同（非圓形），在不同角度上亦
會產生儀器讀值之差異，因此，在偵測時須注意儀
器度量位置，尤其有開窗偵檢器，如窗不能正對輻
射源方向，讀數會明顯偏低。一般輻射儀器的角度
依存性0°－45°最好在±20％內。
對非偵測輻射的反應：
有些偵檢器度量只針對某一種輻射，因此，對於不
想度量的輻射最好沒有反應如偵測X or γ－ray最
好對中子沒有反應，測中子的最好對光子不要有反
應。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依型態區分：

手提式：

體積小、重量輕便於攜帶做移動偵測度量者。

固定式：

體積較龐大、重量重不易隨意移動，或須固定於某

一特定埸所（如區域環境監測器），做偵測度量者

。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依度量性質不同區分：
輻射劑量度量儀器：

用以評估輻射與物質作用的量，82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
準修訂後，現行儀器使用單位皆以等效劑量(西弗)表示。

表面活度量測儀器

可以度量物體表面，在某一特定面積內的污染活度，此類

儀器皆搭配一組計數器或指示計數值之錶頭，在使用時會

有效率因子修正（未知活度=計數值/效率），此類儀器可

配合SCA或MCA來作輻射定性與定量的分析。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依功能及使用目的不同區分：
手提式輻射偵測儀器

廢料活度偵測儀

門框監測器

人員全身、物品（工具 ）污染監測儀

區域輻射監測器

連續空浮監測器

劑量筆及人員劑量警報計

車輛污染偵測儀

表面活度計測儀器

輻射偵檢儀器偵測特性與種類說明



此類儀器由於結構輕便，操作容易且易攜帶做移

動式偵測最為理想，可測工作區內的輻射強度，

工作人員在工作區域內所受到的劑量或劑量率以

及度量人員或物體表面所受到的污染程度等。

手提式輻射儀器



各式常用的手提式偵檢器
RM-19RO-2A PNR4

6150ADX DG-5A6112B



核能作業場所除產生放射性廢料外，工作現埸所

帶出之物料或管制區之廢棄物（擦拭紙、棄置之

附屬配件等）皆須經偵測以決定是否符合各種不

同的放行與管制限值，其偵檢項目包括總活度及

比活度兩種同時進行偵測，任一污染出現皆須加

以管制處理。

廢料活性偵測儀器



廢料活性偵測儀



工作人員於核能作業場所工作完成，欲離開工作

場所管制站時或廠區人員欲離廠時，皆須通過門

型監測器偵測身體表面是否有貝他或加馬輻射物

質之附著污染，以避免將污染物質攜出或使之擴

散。

門型偵測儀器



門框監測器 GAMA-60 移動式門框監測器 PRM-100

門框偵檢器



此類儀器主要偵測工作人員離開污染管制區時，

其全身及所攜帶之物品（安全帽、工具等），是

否有貝它和伽瑪輻射物質之表面污染尤其偵測高

放射性微粒（Hot Partical）時，全身污染監測

器更能迅速發揮功能。

人員全身、物品污染監測儀器



人員全身、物品（工具）污染監測儀



一般安裝於輻射較易發生變化的區域，主要偵測

某些定點或固定區域的輻射變化狀況，儀器上皆

有警報裝置，當該偵測點輻射強度高於警報設定

點時，監測器發出會警報聲響，予以預警。

區域環境監測儀器



區域環境監測器



主要針對易於產生空浮污染的地區做長期持續性

監測，一般皆與空氣抽氣機搭配，當污染活度值

超過警報設定值監測器會發出警報，予以預警。

亦有以空氣取樣器抽取空氣吸附於濾紙，再以偵

測器加以計測其活度，以判斷空氣污染活度。

連續空浮監測器



連續空浮監測器



進入輻射管制區內工作，為了避免工作人員接受

過量輻射劑量及配合人員劑量管制，工作人員必

須隨身攜帶此類儀器，以便在工作時可隨時觀察

自己所受的輻射劑量，而人員警報劑量計還可設

警報值當人員累積輻射劑量或工作區域輻射強度

超過警報設定值時，劑量警報計即會發出警報，

加以預警。

劑量筆及人員劑量警報器



劑量筆

人員劑量警報器



裝置於核能工作場所管制區大門。進出管制區之

車輛皆須通過車輛污染偵測儀器，確保其所載入

或運出之物品與廢棄物符合放射性污染進出之標

準，以避免將污染物質攜出或使之擴散。

車輛污染偵測儀器



車輛污染偵測儀



此類儀器主要度量放射性活度與輻射能量。核能

工作場所空浮取樣及擦拭之濾紙或工作場所週遭

環境（土樣、水樣等)，常用MCA搭配閃爍或半導

體偵測器度量放射性活度，並可分析核種與能

量。一般工作現場只度量放射性活度則常用蓋革

及閃爍偵測器搭配一計數器，經效率轉換可得欲

量測物質的實際活度。

表面活度計測儀器



表面活度計測儀器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選擇適用的輻射偵檢儀器，才能取得正確的度量
數據，以作為評估工作環境及人員防護所需。
如何選用：
決定所要偵測輻射種類、性質及偵測目的
估計所要偵測的劑量率範圍
考慮偵測的工作環境
溫濕度太高（低）一選擇較耐溫、濕度變化的儀
器
環境照明不佳一選擇有夜光顯示的儀表
高噪音一選擇偵檢器附喇叭或耳機裝置（可從聲
音的疏密判斷劑量高低）
高輻射一選擇遙測型式或長桿型儀器



偵測前：

儀器是否在校正有效期限內。

儀器電池電力是否足夠、機械歸零

（指針型）是否無誤。

開機後其背景值是否正常。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偵測時：

將度量範圍切換最高檔，若指示太低再逐

次往下切換至適當指示位置。

輻射場偵測時須針對人員工作位置做度量

，儀器的方向性須正確。（某些儀器偵檢

器在儀器內部，偵檢器位置外殼皆有所標

示）

偵測時由離射源位置較遠處開始量起。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各式儀器反應時間不同，尤其低劑量率偵

測，儀器反應時間較慢，計讀時須待其穩

定。

有些偵測儀器其工作高壓為緩升方式，偵

測使用時需充分暖機。

對於表面污染偵測，附著性污染採用擦拭

法，固著性則採直接偵測但偵測時儀表應

距樣品一公分處偵測。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人員劑量計：

筆型劑量計與電子式人員警報器，佩帶時應

避免掉落或重摔而導致劑量之誤判，筆型劑

量計屬游離腔型易受溫、濕度影響，不用時

應置於乾燥櫃中。

工作人員使用劑量佩章應佩帶於胸前衣著上

，如穿防護衣物，則應佩帶於防護衣著內。

使用人必須使用自己的佩章，不得轉借或與

他人交換使用。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工作人員不得私自將佩章打開，或故意曝露

輻射，工作完畢後，應將佩章置於佩章架上

不得私自攜離或任意放置。

佩章架應至於不易受潮及正常使用輻射源時

，不至受到輻射照射之處所。

工作人員接受醫療輻射暴露時，不得佩帶佩

章。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輻射偵檢儀：
偵測儀器長時間不用，應取下電池，並擺置
乾燥櫃中存放。
定期校正與測試。儀器故障立即送修並校正
游離腔偵測器易受溫、濕度影響，使用後須
置於除濕櫃。
比例式計數器 mylar薄膜、蓋革餅型薄膜皆
易受尖銳物品刺破，偵測時須特別注易度量
距離。
度量高污染區儀器必須作包封處理，以避免
遭受輻射污染。

輻射偵檢儀器的操作使用及注意事項



輻射儀器校正實務

輻射儀器偵測大體分成兩類：

劑量偵測：人員劑量計（人員劑量）

輻射偵測儀（劑量、劑量率）

污染偵測：污染偵測器（手、足、皮膚等）

生物鑑定、全身偵測（體內污染）

輻射儀器校正是一種比對與調整的過程，亦即

針對輻射強度與活性作調校。為維護輻射儀器

度量的品質，定期校正是必須的。



輻射儀器校正實務

校校 正正 報報 告告：儀器之校正均須合格人員，射源之操儀器之校正均須合格人員，射源之操

作更須持有作更須持有輻射安全證書輻射安全證書方可執行，校正報告之內方可執行，校正報告之內

容應包括：容應包括：

送校單位。送校單位。

待校儀器名稱、型式、序號。待校儀器名稱、型式、序號。

校正日期、有效日期。校正日期、有效日期。

校正數據校正數據 、、 標準值、儀器指示值標準值、儀器指示值、、誤差，校正因誤差，校正因

子、效率等。子、效率等。

校正時之溫度、氣壓、溼度。校正時之溫度、氣壓、溼度。



輻射儀器校正實務

輻射偵測儀器校正時機輻射偵測儀器校正時機

依據規定之定期校正。

新購之偵測儀器。

偵測儀器故障經檢修後。

偵測儀器使用單位之要求。

設置偵測儀器之環境或輻射背景有重大改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