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PA 新闻简报
第1期

2014 年 3 月

欢迎阅读 IRPA 新闻简报

我们很高兴地向国际辐射防护协会（IRPA）18000 余名会员介
绍第一期《IRPA 新闻简报》已正式发行。IRPA 致力于成为辐
射防护领域的国际先声。此次创办的《IRPA 新闻简报》为季
刊，主要面向 IRPA 会员，是 IRPA 实现辐射防护国际先声目标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期提要
1. 《IRPA 新闻简报》发刊词
2. IRPA 执委会简讯
3. 第 14 届 IRPA 国际大会通知

新一届 IRPA 出版发行委员会（CoP）努力通过多种途径帮助遍布世界的 49 个成员国
学术团体了解到更多在其本国、本地区以外的行业动态。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对协会网
站 irpa.net 进行了全面改版。改版后的网站使得访问者能够更便捷地获得所需信息。例
如位于网站首页显著位置的新闻速递栏目较之改版前具有了更强的时效性。此外，
IRPA 目前也正式登陆了各类社交软件平台，用户可以在 Facebook、twitter 上找到
IRPA 并添加关注，也可以订阅 IRPA 的 RSS 提要或者通过 irpa.net 网站订阅电子邮箱
推送信息服务。

4. IRPA 成员国学会新闻：喀麦隆
放射防护学会、日本保健物理学
上述这些新媒体渠道在实现信息的快速频繁传输方面效果显著，但其传递的内容篇幅相
会
对有限。我们的《新闻简报》正可以弥补新媒体在这方面的不足。虽然《新闻简报》发
5. IRPA 地区会议简介

IRPA 出版发行委员会
（音译）

刊频次有限，每季度一刊，但其在对于一些精选的重要新闻的报道方面较之于 twitte 最
长 140 字符的篇幅限制来说是具有明显优势的。《新闻简报》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将被
译成多国语言会使其具有广泛的读者群。虽然 IRPA 的工作语言为英语，但其对于我们
许多会员来说并非母语，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创办的这份《新闻简报》能够逐步突破语言
壁垒实现更广泛深入的交流目标。

主席: 克里斯托弗·克莱门特
副主席: 伯纳德·勒顾恩
《新闻简报》编辑
李春生, 阿里·苏塔瑞恩
成员国组织联络员
艾德琳·高
网络负管理员
安迪·卡拉姆, 克里斯·麦克姆森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会员志愿者中寻求帮
助。目前协会出版发行委员会由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的委
员组成。我们有一支优秀的媒体评论员队伍，他们关注着成员国学术团体的英语、法
语、德语、日语和韩语出版物及网站更新，并将了解到的各类信息传递给 irpa.net 的网
络编辑、社交账号，当然还有我们的《新闻简报》。
想要加入我们么?我们需要更多的不同语种媒体评论员和志愿者，帮助我们把这份季刊
翻译给不同语言区的读者们。如您有意请即与我联系： pub.dir@irpa.net.
克里斯托弗·克莱门特
IRPA 出版发行部主任

新媒体管理员
斯文·纳格尔, 克里斯•麦克姆森
媒体评论员
梅勒妮·理查德
拉尔夫·托马斯
斯文·纳格尔
林勇基
邓肯·麦克卢尔
杉山大介

国际辐射防护协会
https://www.facebook.com/IRPA0
https://twitter.com/IRPA
www.irp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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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PA 执委会简讯
• IRPA-FORO 双边合作协议签署
2013 年 12 月，在伊比利亚-美洲放射性和核监管
机构论坛(FORO)上各国首脑分别与国际辐射防护
协会（IRPA）签署了 IRPA-FORO 双边合作项目
实施计划。FORO 为非盈利性公益组织，旨在从
各成员国的放射防护与核安全监管当局这一最高
级别层面促进放射防护及核安全与核安保的发
展。FORO 成员国目前包括阿根廷、巴西、智
利、古巴、墨西哥、秘鲁、西班牙和乌拉圭。项
目实施计划的签署目的在于加强双方辐射防护组
织机构的合作，具体方式包括联合举办研讨活
动、在各自的主页上引导会员浏览阅读 FORO 和
IRPA 网页及相关活动通知和未来合作领域等。

• IRPA成员国学会间出版物共享计划
为了方便 IRPA 各成员国学术组织间的信息交
流，IRPA 目前正在尝试允许美国、加拿大、法
国、英国的会员能够获得互惠登陆权限浏览彼此
学会的出版物，包括《CRPA 通讯》、《保健物
理学会新闻》、《SRP 简讯》和《SFRP C.I.R.
新闻简报》等。若该项目进展顺利，该互惠登陆
浏览权限将会进一步拓展到更多的成员国学术组
织。

我们热忱邀请您参加 2016 年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
IRPA 国际大会，本次大会主题：

本次大会有两个独特的里程碑纪念意义，首先它标志着第一次 IRPA 国
际大会召开 50 周年（IRPA 成立于 1964 年，1966 年召开第一次国际大
会）；其次这是 IRPA 首次在非洲大陆召开的国际大会。
南非在医疗和工业放射源应用方面已有很长的历史，其核工业，包括铀
矿冶、核电和放射性同位素生产等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同时，
南非在非洲地区事务和世界众多的新兴经济体中扮演重要角色。南非的
这些特殊性为本届会议主题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她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
机遇，交流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辐射防护经验教训并共同研讨未来面临的
挑战。
大会将集科技交流、商业会展和传统、热情、活力、友好的非洲社会文
化活动于一体，热情期盼您 2016 年访问南非！

• 欧盟修订基本安全标准
2013 年 12 月 5 日，经过与议会及经济社会事务
委员会的磋商，欧盟理事会正式接受了欧盟委员
会关于辐射防护基本安全标准（BSS）的建议。
未来四年，各欧盟成员国将把上述标准纳入到各
自 国 家 法 律 中 。 http://eurlex.europa.eu/JOHtml.do?uri=OJ:L:2014:013:S
OM: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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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IRPA 新成员:
喀麦隆放射防护学会
很高兴向各位介绍IRPA大家庭的新成员—喀麦隆放射防护学会（CRPS）。（下图为CRPS主席及本文作者赛多先生）

喀麦隆放射防护学会（CRPS）于2013年7月在加拿大渥太华IRPA第65次执
行委员会会议上获准加入IRPA协会。其宗旨是要通过加强教育、信息和科
研交流以及为从业人员提供合作机遇从而推动辐射防护事业的发展。CRPS
所从事的工作包括鼓励辐射防护科学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和辐射安全信息发
布等。
CRPS 共有30多名会员，从事电离辐射应用以及核科技研发相关工作。他们中有些人是来自周边的乍得、刚果和中非共和国。环境调查是
CRPS与喀麦隆国家地质矿业研究院核技术研究所、雅温得大学理学院核物理实验室和杜阿拉大学原子与分子物理学及光量子研究中心共同
成功开展过的活动之一。CRPS研究活动的开展首先要感谢瑞士卢塞恩辐射物理研究院、日本千叶国家放射科学研究院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有如下研究课题得以开展：
-

喀麦隆Poli和Lolodorf铀矿区公众辐照水平调查；

-

喀麦隆Bakassi石油产区公众辐照水平调查；

-

Poli和Lolodorf铀矿区室内氡和钍射气水平研究；

-

喀麦隆Betaré Oya and Batouri金矿区光谱和伽马谱环境调查;

-

主管当局公众及环境放射防护建议值的制定;

-

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主办了“全国（放射性及重金属）环境调查会议”和“全国核仪器设备研讨会”；

-

协助喀麦隆雅温得大学理学院创办辐射防护硕士研究生课程；

-

协助喀麦隆雅温得大学进行核科学技术专业课程大纲改革。

在喀麦隆核设施的监督、安全以及安保由审管部门—国家辐射防护局负责，CRPS也为其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近期活动
2015 年主办一次关于环境放射性、辐射剂量学、氡及钍射气、辐射风险及核仪器设备的国际研讨会；
-

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室内氡及钍射气水平监测并协同确定该项目的喀麦隆参考水平

-

对辐射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电离辐射危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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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保健物理学会:关于福岛事故后辐射防护问题的讨论
继第 13 次 IRPA 国际大会上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后辐射防
护相关问题的建议报告的讨论之后，日本保健物理学会
（JHPS）也一直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完成 2014
年建议报告。欢迎世界各国辐射防护同行对第一版建议报告进行
评议，如有任何评价和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exec.off@jhps.or.jp。 查阅下载第一版建议报告请至:
http://www.jhps.or.jp/en/wpcontent/uploads/2011/12/53224f1dbbc1063ffff46bb5cc3fa01c.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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