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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nitoring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is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radioactivity level

research. In addition, it relates to the public health and radiation environment safety. The evaluation method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level are mostly based on expert experience knowledge, which cannot explicitly expres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γ Radiation dose rate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we proposed a new evaluation

method of reveal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Geogdetector). A total of 6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select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including the elevation, ecology, topography, climate, vegetation, and LUCC. Firstly,

we collected the data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 of national radiation environment in 2015, and calculated

the annual average value in each city. Then, we studi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in 44

cities to discover the spatial pattern. Finally, we used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to reveal th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in China has the following pattern: the low value distribute along the buffer zone from the city Heihe to

Nanning, the high value distribute on both sides of the buffer zone. (2)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s sorted into: Elevation (0.846)>Climate (0.741)>Vegetation (0.691)>LUCC(0.427)>Ecology (0.419)>

Topography (0.101). On the one hand, the elevation works through the appearance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to

influence the crust in the natural radiation level.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impac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elevation also deter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role of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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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izing radiation source. Therefore, the distribution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elevation classification, which is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as the human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factors.

Key words: γ radiation dose rate; influencing mechanism; geographical detector; elevation classifica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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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γ辐射剂量率的监测是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的重要部分，其关系到公众健康和辐射环境安全。目前中国环境γ辐射剂量

率的空间分布水平的评价多基于专家经验知识，该方法不能够定量化表达γ辐射剂量率与环境因子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了进

一步了解中国环境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分布水平及影响其分布的机理，基于地理探测器提出了定量表达γ辐射剂量率与环境

因子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方法。本文首先收集了2015年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的空气吸收剂量率的数据，并计算了44个地

级市的年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然后探索性分析了44个地级市的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分布的规律；最后结合环境要素指标，借

助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了全国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分布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 低值沿着中国黑河至南宁的沿线缓冲带分

布，高值在该缓冲带两侧扩散。② 环境要素中解释力由高到底排序为：海拔高程（0.846）>气候带（0.741）>植被覆盖（0.691）>

土地利用分类（0.427）>生态系统（0.419）>地形（0.101）。海拔高程一方面通过表观地球营力与地质构造，从而影响着地壳中

天然辐射水平；另一方面对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分布情况的影响，决定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分布，进而作用到人工电离辐射源。

因此影响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是综合了自然要素与人文经济活动的海拔高程。

关键词：γ辐射剂量率；影响机理；地理探测器；海拔高程分级

1 引言

人类的活动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环境辐射源的

照射，这些环境辐射主要来自宇宙射线、地壳中天

然辐射以及人类核能技术产生的人工电离辐射

源 [1]。由于宇宙射线到地面的辐射强度一般比较

低，对普通大众影响比较小，一般不考虑；地壳中的

天然辐射源主要存在于天然大理石和花岗岩中，其

变化一般是由降水、风和气压等气象因素引起的[2-3]，

是人类所受集体剂量的最大来源；人工电离辐射通

常指各种工业医用方面的电磁设备、大型核电站和

军事使用的核武器等产生的，随着近代核工业的发

展，一旦发生核泄漏事故，往往造成灾难性的核危

机，因此人工电离辐射源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受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发生

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对周围环境（如空气、水、土

壤、生物等）造成了严重的放射性污染[4]，对附近人

员的身体健康带来长期的影响，不同剂量的γ射线

照射后会导致骨髓、胸腺等淋巴细胞的凋亡，最终

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5]。

为了监测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确保公众健康

和辐射环境安全，联合国原子辐射科学效应委员会

与国家部门陆续开展了陆地γ辐射剂量率的测量工

作[6]。自1983年起，中国环保局相继组织开展了“全

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并基本建成了

覆盖全国的辐射环境检测网络系统，截至 2014年，

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已经覆盖了 94个地级以上的

城市[7]。

研究现状表明，γ辐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主要

与中国地质条件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6]：广东、福建

及浙江的南部有着大片酸性侵入岩，主要以燕山期

的花岗岩为主，此外还有火山岩；江西、湖南地区有

各种类型的变质岩系，还有部分花岗岩；西藏主要

是火山岩、花岗岩的分布导致该地区的γ辐射剂量

率远高于其他地区[8]。花岗岩地貌的分布与气候、

海拔高程、地形有很大关系，如中国东南地区年均

温在 0~20 ℃，年降水量约 800~2000 mm，该地的湿

热气候导致其地质地貌以花岗岩石林、峰林为主；

海拔高度在800 m左右普遍存在中新世夷平面和厚

层风化壳，海拔出现在 1500~2000 m之间容易出现

第四纪花岗岩造型地貌，在中高纬和高山地区，多

以寒冬风化的成群冰缘石柱花岗岩体为主[9]。分析

地质类型的形成与该地的海拔高程、气候带以及植

被覆盖类型是区分不开的。考虑到大比例尺地质

类型数据的保密性，所以拟用上述相关变量对γ辐

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根据环境保护部提供的辐射环境公开数

据，对 2015年全国 44个地级市的辐射环境自动监

测站的空气吸收剂量率检测结果进行数据整理、汇

总分析，进一步总结中国天然辐射水平及其分布规

律；采用的全国植被类型数据、土地利用覆盖数据、

地形数据、生态系统数据、气候带数据以及海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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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等用于分析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全国辐射

环境水平的分布机理分析，为全国各级环境部门的

辐射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中国疆域辽阔，地理位置特殊，地形复杂，有着

丰富的下垫面类型，使得气候类型多种多样[10]。气

候主要由气温、气压、日照、降水、风力等因素组成，这

些气象要素的相互组合发生转变时，陆地γ辐射剂

量率会很快随之变化，进而影响周围的环境辐射[11]。

由西北向东南的西高东低的地势变化与中国

人口分布的变化梯度相重合。随着海拔高度升高，

气候、生物、地形等自然环境逐渐变得不受人们社

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适宜人类生存[12]。海拔高度

一方面通过影响气候要素间接影响环境辐射，一方

面通过板块的挤压与扩张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貌

来间接影响的环境辐射[13]。

中国地貌多姿多态，是一个具有多种地质条件

的国家，各个时代的地层从老到新均有分布[14]。其

中岩浆岩分布十分广泛，中酸性侵入岩约占中国基

岩面积的 1/3-1/4，其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及东北

北部地区，该地区的γ辐射水平较高。在中部、北部

和西北部，则以沉积岩为主[15]。

核工业与同位素方面的应用在中国已经有了

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国的核工业体系与核企业布

局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西北部分省份[16]。浙江、

广东省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也开始建设核

电站。此外，伴有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稀土、有色金

属、盐矿、石煤等工业生产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方

各省[8]。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源

3.1 研究方法

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受自然要素分布的影响，

而地理探测器方法能够有效地诊断出，影响地理事

物空间分布因子的决定力大小，从而在机理上解释

其分布的特征。该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无需过多

的假设条件，可以有效克服传统统计方法在处理类

别变量的局限性[17-22]。地形分类、气候带、土地利用

分类、生态系统分类以及植被覆盖类型属于类别变

量，且对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适

合采用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来揭示其分布特征与影

响机理。海拔高程为定量变量，计算其与年平均γ

辐射剂量率值的相关性是显著的，并且相关系数高

达0.763，结合地理探测器的使用条件[23]以及相关文

献[12]，将海拔高程变量按照适宜人类居住的要求分

为5个等级。海拔高程转为等级变量后使用地理探

测器的方法来揭示γ辐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特征与

海拔高程对其的影响机理。

地 理 探 测 器 由 4 部 分 组 成 ：风 险 探 测 器

（Risk_detector）、因子探测器（Factor_detector）、生

态探测器（Ecological_detector）和交互作用探测器

（Interaction_detector）[24]。其中，风险探测器是通过

比较不同分类分区之间影响因子指标的平均值来

搜索影响因子的区域，即均值越显著大的分区，该

地理分区对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影响越大，可通过T

（式（1））检验来度量。

Ti, j =
Ai -Aj

σ 2
i /ni - σ 2

j /nj

（1）

式中：Ai、Aj分别为γ辐射剂量率在不同分类地区的

均值；σ 2
i 、σ 2

j 分别为γ辐射剂量率在不同分类地区

的方差；ni，nj分别为 i和 j分区的样本量。

因子探测器主要是调查不同变量的可靠性，检

验某地理因素是否为形成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布局

的原因，通过比较γ辐射剂量率在不同分类分区上

的方差和与地理因素在整个研究区的总体方差来

判断，即该比率P值越小，则该种因素对γ辐射剂量

率的分布影响越小。

PF,H = 1 - 1
nσ 2∑

h = 1

L

nhσ
2
h （2）

式中：PF,H 为影响因子D对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的解

释力；nh，σ 2
h 分别为h(h=1,2,…,L)层样本量和方差。

生态探测器则是要求比较各个要素间的健康

风险指标总方差的差异，来探究不同地理要素在影

响疾病的空间分布方面的作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

异，通过F（式（3））检验来度量。

F =
nc(nc - 1)σ 2

c

nd (nd - 1)σ 2
d

（3）

式中：nc，nd分别为影响因子 c和 d的样本量；σ 2
c 、σ

2
d

分别为影响因子c和d的方差。

3.2 数据来源

（1）全国γ辐射剂量率的监测数据源

为全面掌握中国的辐射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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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总局《全国辐射环境检测方案（暂行）》的

有关规定要求各检测单位结合辖区内辐射环境状况

以及自身的检测能力进行γ辐射剂量率的监测 [6]。

全国辐射环境监测数据中心，收集各地区的监测数

据，并进行标准化量化，建立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

络的管理平台。该辐射环境监测平台的主要目的

为：① 积累环境辐射水平数据，总结变化规律，为评

价辐射环境质量提供数据；② 及时发现异常数据，

预测可能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③ 事故情况下，为

应急指挥部门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7]。中国辐射环

境检测系统充分吸取了国外辐射监测经验，并在环

保部的数据中心（http://haq.mep.gov.cn/fshj/）发布自

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12小时均值。本文根据

该网站提供的陆地γ辐射剂量率的 12小时均值，获

得了2015年3-12月，全国44个地级市监测点的12

048条有效测量数据。

（2）相关地理因子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原野γ辐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规律：

中国华北、东部、东北及西北的大部分γ辐射水平较

低；而南部大部分省份的γ辐射水平较高的特点[8]，

本文采用的全国植被类型数据、土地利用覆盖数

据、地形数据、生态系统数据、气候带数据以及海拔

高度数据等用于分析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全国辐

射环境水平的分布机理分析。

中国海拔高度空间分布数据来源来自于美国

奋进号航天飞机的雷达地形测绘SRTM的 2000年

的数据，处理经过2年时间，最终获得全球数字高程

模型。根据杨海艳的海拔高程分级成果[12]，将海拔高

程变量按照适宜人类居住的要求分为 5个等级，Ⅰ
级（海拔0~800 m，很适宜）、Ⅱ级（海拔800~1800 m，

适宜）、Ⅲ级（海拔 1800~2800 m，有所不适）、Ⅳ级

（海拔2800~3600 m，对于一般人不适宜）、Ⅴ级（海拔

3600 m以上，对于大多数人不适宜）。温度带的分

布数据来自主要指标：气温≥10 ℃的天数以及积累

的温度值进行划分的，全国共分为11个温度带。植

被覆盖数据引自侯学煜院士主编的《1：100万中国

植被图集》，共有12个植被大类（本文采用该分类），

54 个亚类，反映了中国 2000 多种植物的实际分布

状况。土地利用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1：10万土地

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库的支持，其中，一级分类

有6个（本文采用该分类），二级分类有25个。生态

系统分类采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定义，具体划

分为 7大生态系统。地貌类型空间数据来源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貌图集（1：100万）》，该数据划分了

8大类（本文采用该分类），26亚类不同的地貌，全面

反映了中国地貌宏观规律、揭示了区域地貌空间分

异的基本规律 [23]。上述相关变量数据均来自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

cn/）。

3.3 样本基本属性统计分析

在2015年3-12月，全国44个地级市的瞬时γ辐

射剂量率范围在 66.3~192.896 nGy/h，平均值为

88.064 nGy/h（表 1）。与 2012年的部分辐射环境自

动监测站数据比较，差距不大[13]。在时间序列上，

全国 44个地级市的 10个月的γ辐射剂量率的平均

值差异较小，平均标准差为 2.5；在空间分布上，全

国 44个地级市的平均值最高的拉萨市与最低的地

区天津市相差 124.713 nGy/h，拉萨市的γ辐射剂量

率比全国平均值高 119.04%，差异非常明显。因此

本文采用每个地级市的 10个月的平均值进行地理

分布差异的机制分析（图1）。

4 结果与分析

4.1 γ辐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特点

从全国γ辐射剂量率地理分布图中可看出，中

国不同城市之间的γ辐射剂量率分布存在一定的连

续性，但不存在显著的经度地带性与纬度地带性。

观察低值的聚集区域可以发现，低值沿着中国北起

黑河，南至南宁的沿线缓冲带分布。该区域地势平

坦、海拔比较低，板块运动较少，地质构造以第四

系、古生界为主，很少有花岗岩等辐射强的岩石沉

积。在缓冲带的两侧，γ辐射剂量率出现非线性的

增加情况，两侧均有高值出现：如东南福州市与南

部广州市，虽然地势也比较平坦，但是该地区的γ辐

射剂量率明显比周围南方城市的值要高，主要是因

为该地区的地质类型以花岗岩为主；西部青海西藏

地区的高值出现，是因为地势高，少有人类社会活

动的影响，直接天然辐射较强。

结合不同地理分区图（图2（a））可以看出，大部

分γ辐射剂量率的低值分布在平原地区，其他地形

的分布特征不明显。图2（b）可以看出，农田生态系

统集中的样本所在地的γ辐射剂量率一般比较高，

取值范围在96.49~120.06 nGy/h之间。从土地利用

分类角度（图2（c））来看，61.36%的样本属于建设用

地，而该地区的γ辐射剂量率值在中下水平。植被

覆盖类型的分区图（图2（d））分类条目太多，分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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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的特征，并且不能直观地比较出某种分层与其他

分层的显著差异，但是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的植被

覆盖类型为栽培植被，该分区的γ辐射剂量率一般

比较低，取值范围在67.3~76.08 nGy/h之间。在高原

亚寒带与高原温带地区（图2（e）），由于地势较高，天

然辐射较强，导致该地区的γ辐射剂量率相对较高。

4.2 不同地理分区的解释力比较

因子探测器用于识别不同的地理分区对γ辐射

剂量率的分布差异的解释能力，以及揭示哪些区域

的解释力高。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图 3），大部分地

理分区都能够较好地揭示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差

异。其中，地理分区整体的解释力最强的是高程分

级，该分区的P值为0.846，能够较好地解释γ辐射剂

量率的分布差异规律；影响力其次的是气候带，该

分区的 P 值为 0.741；地貌分层的 P 值最低，为

0.101，说明该地理分区对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差异

的解释能力比较弱，只能解释 10.1%的数据分布情

况。γ辐射剂量率在气候带以及高程分级的分层内

部的差异最小，在海拔高、大起伏的地区，γ辐射剂

量率的值普遍较高，说明在各分层内部γ辐射剂量

率的分布较均一。

风险探测器可以具体到每个分层中，来计算每

个分层内部对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差异的解释能

表1 全国44个地级市的γ辐射剂量率描述性统计（nGy/h）

Tab.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in 44 cities of China (nGy/h)

地级市

北京市

天津市

石家庄市

太原市

呼和浩特市

沈阳市

大连市

丹东市

葫芦岛市

长春市

长白山管委会

长白县

珲春市

哈尔滨市

大庆市

佳木斯市

牡丹江市

黑河市

上海市

南京市

杭州市

合肥市

最小值

71.77

66.30

83.96

86.30

101.12

72.18

70.67

99.63

76.13

71.25

90.99

80.37

65.85

74.67

75.85

79.99

81.87

65.10

88.83

58.71

103.05

74.58

最大值

76.05

69.58

85.38

97.91

109.38

83.36

73.18

102.20

78.04

74.72

98.28

114.83

71.08

76.68

80.81

84.38

88.81

75.04

94.62

77.92

104.27

90.77

平均值

73.57

67.30

84.88

94.02

106.68

75.12

71.98

101.33

77.13

73.43

96.48

105.00

69.17

76.08

79.38

81.93

87.11

72.75

91.86

67.36

103.44

81.90

标准差

1.45

0.90

0.41

4.38

2.79

4.22

0.94

0.76

0.64

1.10

2.47

13.25

1.54

0.70

1.67

1.59

2.17

2.89

1.55

9.73

0.39

6.59

地级市

福州市

南昌市

济南市

青岛市

烟台市

威海市

郑州市

武汉市

长沙市

广州市

南宁市

海口市

重庆市

成都市

贵阳市

昆明市

拉萨市

西安市

兰州市

西宁市

银川市

乌鲁木齐市

最小值

111.99

74.75

82.50

87.62

69.24

95.14

80.35

69.33

70.53

102.07

71.46

71.01

77.26

83.42

68.81

85.20

191.05

86.65

96.49

119.25

86.20

75.34

最大值

113.80

102.33

84.07

88.76

72.35

96.40

89.38

72.69

72.81

108.89

75.44

73.51

83.21

92.15

106.41

100.85

194.95

97.44

110.74

122.99

88.89

81.83

平均值

112.81

88.54

83.65

88.37

71.29

95.70

85.14

71.05

71.84

106.42

73.60

71.85

80.03

89.55

86.83

94.64

192.35

93.48

100.70

120.06

87.50

79.60

标准差

0.51

10.60

0.47

0.35

1.10

0.41

2.90

1.02

0.72

2.07

1.28

0.91

1.87

2.82

15.40

5.20

1.12

3.23

5.36

1.36

0.85

2.48

图1 底图为海拔高程分级的全国γ辐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图
Fig.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based

on the classified ele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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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表 2 可以看出，在海拔高程分区里，大于

1800 m的地区其γ辐射剂量率的取值比低于1800 m

地区的值更能更有聚集特征；大部分样本集中在0~

800 m这一海拔分级内，但该分级内的均质性比较

差，风险探测器得分为79.55。在生态系统分区中，

大部分样本点分布在荒漠生态系统中，该分级内的

均质性要比 0~800 m的高程分级内的高，该分区的

风险探测器得分为 84.18。在气候带分区内，由于

高原温带只有一个样本数据，导致其在该分区的分

类得分很高。在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区里，草地的

分层能表现出γ辐射剂量率的地域分布特征；地形

分区，虽然整体得分很差，但是在平原地区聚集了

22个样本的数据，其分类得分高于90分，可见平原

地区的γ辐射剂量率具有较强的均一性。

生态探测器反映各环境因子对γ辐射剂量率的

空间分布上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解释力排在

前三位的海拔高程、气候带以及植被覆盖分区之间

的差异性不大，从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因此，该三者的区域划分方式是存在相关

性的。结合交互探测器的结果（表 3）可看出，不同

环境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后对γ辐射剂量率空间分布

的解释力都是提高的，其中，海拔高程 <800 m的区

域内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融合气候带分区、植被覆

盖分区等自然分区后，相互作用结果得分能够增强

其解释力。同理，其他因子也是由于在更细的区域

内γ辐射剂量率的值比较均质，才显著提高解释

力。但是不同自然分区叠加会产生过碎的区域，从

而导致某分区内可能只有一个站点分布，该情况的

出现对于分析全国性的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没有意

图2 全国γ辐射剂量率地理分布

Fig.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γ radiation dose rate

图3 因子探测器结果

Fig. 3 The results of factor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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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因此本文不再对高程做进一步的等级划分。

4.3 海拔高程对γ辐射剂量率的影响

根据上述的探测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解

释力最强的是海拔高程（84.6%），并且海拔高程与

植被覆盖分区、气候气象分层的相关性比较高，三

者区域划分的方式没有显著的差异。相对于其他

的自然因素，高程作为不同地形产生差异的基本指

标，包括不同地面高度与他们之间的起伏度，来描

述地貌形态 [25]。海拔高程通过影响各种气候要素

（如气温、气压、日照、降水等），从而在不同海拔高度

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综合地球内营力、

外营力的长期作用下，地下的地质结构不断发生变

化，从而形成了高低起伏的地形。内营力的作用是

加大地表起伏的形态与空间格局，外营力的作用是

对地表面进行剥蚀塑造，减小地表欺负。二者综合作

用，会在不同高程上产生不同的成分构造的岩性，

从而影响环境辐射水平。像西藏这种高海拔地区在

地质作用下主要形成的是火山岩、花岗岩，这两类

岩石导致该地区的γ辐射剂量率远高于其他地区[8]。

海拔高度不仅反映着自然环境的分布情况，而

且影响着人类生产活动。根据杨海艳的研究成

果[12]，其分析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海拔高程对人居

适宜性的影响：在低海拔地区，地形、气候、水文等

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合农业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

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人口会更多的集中在低

海拔地区；相反随着海拔的升高，农业的发展受到

必须的自然条件限制，同时较大的地形起伏也制约

了交通运输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高海拔地

区的人口承载力比较小。结合各城市人口密度与

人均GDP的分布情况来看（图4），该海拔高程分级

很好地反映了人类活动分布：人口密度高的部分主

要集中在高程为 0~800 m的东部沿海区域，同时该

地区的人均GDP也比较高，即人类生产活动比较密

集的区域；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集中在海拔高程大

于800 m，即整个西部地区加东北区域，考虑更细节

的人类生产生活区域，需要再叠加人均GDP因素，而

不同高程分级正好就区分了中高海拔地区的人群

分布。γ辐射剂量率的来源不仅取决于地表的地质构

造，其与人类的活动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因而沿海

地区的高密集生产活动区域的γ辐射剂量率比内陆

高[1]。在综合考虑了海拔高程对人居适宜性的影响

后，对海拔高程做出的分级既综合了自然要素对γ辐

射剂量率的影响，又结合了人文经济活动对γ辐射

剂量率的影响，其最终的分级区划作用是显著的。

风险探测器在探测海拔高程各个分区内的显

著性的时候，其表征出的γ辐射剂量率在每个分层

内都比较均一，层与层之间有较明显的差异性。结

表2 风险探测器结果

Tab. 2 The results of risk detector

影响因素

高程分级/m

生态系统

土地利用分类

地貌分类

植被覆盖分区

气候带分区

分类得分

0~800

79.55

森林生态系统

76.43

林地

76.43

其他

69.17

针叶林

72.90

边缘热带

71.85

800~1800

98.28

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

79.28

水体

79.28

丘陵

75.74

阔叶林

76.15

北亚热带

76.51

1800~2800

102.58

荒漠生态系统

84.18

建设用地

83.42

台地

80.00

草原

79.38

中温带

79.94

>3600

192.35

农田生态系统

90.74

旱地

93.38

中起伏山

81.93

其他

80.37

南亚热带

80.16

草地生态系统

140.71

草地

140.71

平原

92.25

栽培植被

83.40

暖温带

81.85

小起伏山

95.70

灌丛

177.96

中亚热带

86.54

高原温带

177.29

表3 交互探测器结果

Tab. 3 The results of interactive detector

气候带分区

植被覆盖分区

高程分级

生态系统分区

地形分区

土地利用分区

气候带

分区

0.74

0.83

0.87

0.77

0.80

0.79

植被覆

盖分区

0.69

0.87

0.72

0.73

0.73

高程

分级

0.85

0.87

0.87

0.87

生态系

统分区

0.42

0.49

0.43

地形

分区

0.10

0.50

土地利

用分区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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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γ辐射剂量率的地理分布图（图（1））可以看出，在

大于800 m的各个分层内，其γ辐射剂量率的值都是

比较均一。例如，1800~2800 m之间，γ辐射剂量率

的平均值普遍集中在 96.48~120.06 nGy/h 之间；大

于 3600 m的区域内，γ辐射剂量率的平均值集中在

120.07~192.35 nGy/h；只有在 0~800 m 区间内，γ辐

射剂量率的平均值相对于全国的比重频次来说，有

比较明显的异质性，即该分级内各城市的γ辐射剂

量率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如表 2 所示，分类得分最

低）；在地理探测器的风险探测中也可以看出，该区

间内探测得到的结果不能与800~1800 m的γ辐射剂

量率分布情况区分开，说明二者差异不显著。

5 结论

本文通过收集 2015年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

站的空气吸收剂量率的数据，总结了44个地级市的

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分布的规律：低值沿着中国黑

河至南宁的沿线缓冲带分布，高值在该缓冲带两侧

扩散。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对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

分布水平进行了特征总结与影响机理的分析，地理

探测器方法的优势在于定量揭示空间分区对研究

对象的影响。研究发现，本文使用的地理解释因子

中，按解释力强弱排序依次是：海拔高程>气候带>

植被覆盖>土地利用分类>生态系统>地形。这表明

影响γ辐射剂量率的分布关键因素主要为海拔高

程、气候带分布以及植被覆盖。根据杨海艳[12]的海

拔高程分级成果，再综合自然要素、人文经济活动

对γ辐射剂量率的影响，最终的结果显示该分级能

够合理的解释高程对γ辐射剂量率的空间分布水平

的影响显著：海拔>800 m的区域，各分级内的γ辐射

剂量率的分布是比较均质的，高值主要分布在高海

拔的青藏地区；海拔<800 m的区域，γ辐射剂量率的

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高值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

区人类生产生活比较密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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