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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放射线LED照明的开发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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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科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  前言

诸如粒子加速器、核融合、原子炉等设施，均处于高

放射线环境下，故需具备不使放射线从外部泄漏的严格管

理。在这些放射线环境区工作的电气设备，由于放射线的

影响，其工作寿命会显著缩短，照明设备也不例外。迄至

目前，对放射线管理区间的电气设备，出于预防、保证安

全的目的，应在损坏前或者损坏后进行替换。但已经放射

后的电气设备，不能移置于外边，必须有其保管的场所。

因此，机器设备的长寿命化则成为必须研究的课题之一。

本公司一直致力于高放射线环境下，对有关电气设备长寿

命化的研究开发。例如，对长寿命化的照明灯具、感应（异

步）电动机、步进电动机、大电流信息传输通道、密封处

理工艺等，均进行了研发。

耐放射线 LED 照明灯具，作为 HID（水银灯）的替

代照明，对其进行了研究开发。采用 LED 元件的耐放射

线灯具（通过伽马线照射、评估）已着手开发，直至实现

其产品化。而且，批量生产后的耐放射线 LED，在大强度

的质子加速器设施（以下，称 J-PARC）中，也持续进行

了验证实验。

J-PARC 的放射线环境，不仅有伽马（gamma）射线，

而且还有质子、中子和 π 介子等放射线，是存在这些放射

线的一个复合环境，与单一伽马线照射试验的环境是有所

不同的。

除此试验验证工作以外，还藉助于实际加速器设施上

设置的试验，以便提升更高的可靠性。本文介绍了耐放射

线 LED 灯具的研发过程，并在现有的 J-PARC 环境下，

对有关验证试验的情况进行了报导。

2  经伽马线照射的耐放射性照明灯具的开发

2.1  耐放射线 HID 照明灯具的开发

对于耐放射线照明设备的研发，早在 1993 年以来就

已进行。将不同灯泡种类、规格的普通照明灯具，利用伽

马线进行照射，在伽马线吸收线量达到 100MGy 为止，

进行耐放射线试验，确认其劣化的状况。根据这些掌握的

信息，已开发出耐放射线的 HID 照明。

2.2  耐放射线 LED 照明灯具的开发

2.2.1  背景

LED 照明灯具对比 HID 照明灯具，具有节能性好、

长寿命、高演色性（灯光效果色好）等特点。因此，必须

快速的扩大照明市场及与其相关的各种 LED 灯具型式。但

是，一般的 LED 照明灯具并不具备耐放射性。耐放射性

LED 灯具的开发，按本公司所掌握的信息，迄今已经过

了几次实验。作为开发的规格，设定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废炉作业中使用，基本可保证耐放射性能（目标 2MGy），

并考虑到了防尘、防水的功能。

2.2.2  开发步骤

开发的步骤分三个阶段依序执行。

第 1 步  从目前见到的通用 LED 照明灯具中，即使被

认为已有耐放射性的灯具，选择几个进行伽马线照射。在

电源部的变换器（Converter）部，明确判定放射线特别弱，

但已确认其不能适用于通用灯具。

第 2 步  根据第 1 步的结果，选定具备耐放射性能的

材料，制作变换器并单独分开放置，进行了伽马线照射试

验和恒温、恒湿试验。按照这一理念设计制作的试制灯具

如图 1 所示。

图 1  试制的耐放射性 LED 照明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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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耐放射线性 LED 照明灯具的效果

对比原来的水银灯，本灯具的开发效果如下所列 ：（1）

为节能性提高的环保型灯具。（2）即使在放射线环境下，

也是长寿命化的产品，因此，实现了放射线废弃物的减轻化。

此外，因灯具的更换频度低，伴随着更替时对人体伤害的

次数也减少。（3）改善了显色性（从水银灯的 Ra14~40

提高到本灯具的 Ra82）。

3  照明设备的社会背景

3.1  近年来照明业界的动向

在日本，根据有关规定，在照明设备中，高压水银灯

（亦称汞弧灯）的制造、输出、输入，到 2021 年以后将被

禁止。而且，按照《新能源基本计划》等，照明制造的各

个厂商，已公布荧光灯类型的照明灯具（灯管可继续生产）

将终止生产。为此，必须有一种照明，不仅能取代水银灯，

同时也能取代其它的照明。

3.2  已有放射线管理设施的照明设备

有放射线管理区域的设施很多，都在使用着水银灯和

荧光灯。随着上述的水银灯停止生产，必须确保有取代水

银灯的替代品。

4  J-PARC 中的验证实验

4.1  关于 J-PARC

J-PARC 是日本原子能科研所内最大的国内质子加速

器设施。其建筑物（实验大楼），包含 1 个线性加速器设施，

大小 2 个园型加速器设施，以及 3 个实验设施。本实验是

用加速器设施之一的 Main Ring（MR）进行试验的。

4.2  验证试验的建筑物

建筑物是由加速器本体设置在内的主通道，为加速器

电源供电的电源部、供给冷却水的机械部、为人员进出和

物品搬运的搬运部，以及连接各个部与主通道的副通道所

组成。主通道与副通道结合，形成所谓的 MR 通道，主通

道的形状为一周长 1567.5m 的拐角倒园的三角形。

4.3  对设置场所的要求

设置场所要求降低人体被暴露部分受放射线辐射的影

响，以及操作时变换器、检测仪器不受放射线的影响等。

根据这些原则设置了以下场所。MR 通道与 DI 电源部平面

图如图 4 所示。

第 3 步  首先，应考虑灯具的形状结构紧凑化，改变元

件的配置，增大光束的照射力，还要考虑其经济性，然后制

作灯具。紧接着在产品化方面，通过适应电气用品安全法（标

识 PSE）的严格试验，最终实现批量生产。经过以上的开发，

已产品化的灯具外观示于图 2，灯具的规格参数列于表 1。

图 2  产品化耐放射性 LED 照明灯具

伽马线的吸收线量（剂量），为 2 兆戈瑞（2MGy），

即使在这样的放射线剂量下，也能保持初期照度的 70%

以上。由伽马线照射的验证实验已得到确认。试验的结果

如图 3 所示。

图 3  伽马线照射试验中的照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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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灯具部（光源部）设置于主通道内、加速器侧面

的电缆线架（Cable rack），在其下部安装了灯具（光源）部。

射线束（beam）试验中的射线剂量（Absorbed Dose）率高，

约为数 ，应尽量减少人体的被曝部分。

（2）测定变换器部输出数据的计算机（PC）及数字式

功率表等计测仪器，设置于 D1 副通道（双层门附近）。这

一区域是从主通道来的放射线不能达到的区域。将设置于

D1 副通道的 PC 所测定的数据集中汇总。为避免在光束运

行期间开闭双层门时收集数据，应进行远距离的遥控操作，

D1 副通道的双层门附近，须配置起到遥控作用的 PC，并

实现 WiFi 通信。因此，这一距离只能为短距离。

（3）输入的数据由电源品质分析仪收集，分析仪设置

于 D1 电源部的控制室内。

4.4  验证实验方法

在长期的验证实验中，必须确认数据的变化。本实验

进行的试验项目及其内容分述如下。

（1）照度测定试验

从 2016 年 9 月开始装设了耐放射线的 LED 灯具，

将当时的测定值作为初期值。照度测定时，对初期值的变

化率进行了评估，灯具在平时是处于点灯状态。此外，要

能对 LED 元件正下方的照度测定留出操作空间。灯具的

玻璃面正下方 225mm 处，应设置一块不锈钢板。在照度

作业台的不锈钢板上，要采取 LED 元件位置与照度计重

叠的型式，使可能进行定点的照度测定，且能在短时间内

图 4  MR 通道与 D1 电源部平面图

完成测定。这种试验方法，与在日本原子能研发机构试验

时所得到的数据是相同的。

（2）数据的计测

测量设备上所测定的数据如下所列，数据的收集间隔

都是以每 1 小时计。a/ 输出数据（输出功率、输出电流、

输出电压）；b/ 输入数据（输入功率、输入电流、输入电压）；

c/ 高次谐波成分。

（3）放射线的线量评估方法

灯具部放射线吸收线量的测定，以伽马线和中子线量

为对象。变换器部仅以伽马线作为对象。

a/ 灯具部  灯具部线量的测定 ：对于伽马线的测定，

采用 OSL（突出支杆）线量计 ；对于中子线量则用铝板作

为线量计，测定这块铝板内的钠 22 同位素。线量计测量使

用的 4 个 OSL 线量计和 4 块铝板，分别设置于灯具的上

部和侧面，定期累积测量出的线量。

b/ 变换器部  如前所述，D1 副通道不存在直接蹦出

来放射线的区域，因此，只进行了伽马线量的计测。在变

换器部，设置了 2 个 OSL 线量计。

4.5  验证实验的状况

从 2016 年 9 月以来，一直进行着验证实验。试验的

概念系统图与试验的状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试验的概念系统图与试验状况

（1）照度测定的试验状况

图 6 所示为照度测定的变化情况，离开始点灯不久测

定的照度，为初期照度的 90%，无外观的改变（变色、变

形等），现在仍处于正常的照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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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耐放射性 LED 照明灯具的照度变化

（2）输出数据的测量情况

输出数据的变化如图 7 所示。图中所示输出数据的变

化甚微，属于稳定状态。根据这些数据即使在射线光束试

验中，使用耐放射性灯具点灯也可得到确认。

图 7  输出数据的变化

格规制的“C 级”，其输入的有功功率属于超过 25W 的场合。

即使在放射线的复合环境下，高次谐波电流也是在 JIS 规

定的相对限度值以内。

图 8  输入数据与谐波电流测定（电源品质分析仪）

（4）放射线线量的测定

a/ 灯具部的线量评估

J-PARC 中放射线的线量评估，图 9 给出主通道

灯具部伽马线的吸收线量之变化过程。从图中见到，灯

具 部 伽 马 线 的 吸 收 线 量 为 600-800Gy， 中 子 束 密 度

)13(cm1.9 2
e

−+ 。这一测定值比预定的值约高 3 倍。设置

了灯具的区间附近形成中性线源，显示出有射线损耗点

（beam loss spot），试验过程如表 2 所列。

（3）输入数据及高次谐波电流的测量

输入数据与高次谐波电流，利用电源品质分析仪进行

测量。测定时的画面示于图 8。LED 照明用电源（变换器），

其高次谐波电流由 JIS（日本工业标准）予以规范。最严

图 9  由 OSL 线量计测得的伽马线吸收线量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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