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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故的防止対策与核灾难对策
（核能管制委员会）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核灾难对策（因应事故的万一发生）

重大事故的防止対策（防患于未然）

强化灾难对策（核灾难对策准则）

强化核设施的安全管制（新管制标准）

为因应核灾难的万一发生，我们假设将会发生与福岛第一核电站
事故相同规模的重大事故，预先订定了紧急时的因应对策。

・为防止严重事故而强化标准
・为因应严重事故和恐怖攻击的发生而新设标准
由于上述措施，发生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相同规模之重大事故的可能性极低。



核灾难对策准则的构想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因应设施的状态，以及空间放射剂量率，采取各种防护措施。
・距核电厂大约５ｋｍ圈（ＰＡＺ）内：避难

・ 距核电厂大约３０ｋｍ圈（ＵＰＺ）内：退避至室内

事 故 的 发 展事故等
之发生

警戒情况
发生异常情况

设施厂区紧急情况
有演至重大事故的可能性

全面紧急情况
重大事故发生，放射性物

质排放的可能性高
放射性物质排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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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厂区紧急情况
须避难者准备避难

・设施厂区紧急情况
须避难者避难

・居民等准备避难

・须关照人员准备退避至室
内

・居民等准备退避至室内

・须关照人员退避至室
内，准备避难
・居民等准备退避至室
内

以空间放射剂量率的测定结果来因应
・超过500微希沃特／时的区域于1天
之内避难等

・超过20微希沃特／时的区域于1星期
之内暂时迁出

居民等避难

所在市町村里发生地
震烈度低６弱以上之
地震等

核冷却材料发生泄漏状况，
无法立即藉高压或低压注水
等

无法藉所有的紧急用炉
心冷却装置等来注水等



核灾难对策准则的构想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ＵＰＺ（30km）

ＰＡＺ（5km）

退避至室内

●5km圏内 全员避难
●30km圏内 退避至室内

5km圏内 准备避难

5km圏内 避难 5km圏内 准备避难

避 难



Q:为什么要事先发放稳定性碘剂？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为了能在此时立即服用稳定性碘剂，所以预先发
放。

稳定性碘剂是一种医疗用医药品，可以减少核设
施重大事故排放的放射性物质之一，即放射性碘
被甲状腺吸收，能有效预防、减低甲状腺遭到放
射线照射。

当核灾难发生，必须避难时，离核设施大概5km
圏内的人员，须在放射性物质排放前避难。



Q：什么时候该服用稳定性碘剂呢？

指示将以防灾行政无线、电视、收
音机、互联网等方式传达。

［依据指示服用］

须服用时，会由中央、县、市町村政府发出服用
指示。

请绝对不要自行判断服用。

 如果因为根据指示服用稳定性碘剂而发生副作用等状况，
将由中央政府补偿医疗费用。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Q：核灾难发生时，为防止放射线照射，重要的
是？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遭受放射线照射称作“放射线被曝” 。

外部被曝 内部被曝

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

自体外遭受放射线照射称作“外部被曝”。

若是吸入了飞散在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吞进遭到放射性物质污染
的饮料和食物，体内就会遭受到放射线照射。有时放射性物质也会
经由伤口进入体内。这称作“内部被曝”。

吸入
饮食

伤口



Q：核灾难发生时，为防止放射线照射，重要的
是？

核灾难发生时，必须同时防止外部被曝和内部被曝。

防止外部被曝 防止内部被曝

远离
阻断

及早离开
↓

避难或退避至室内

限制摄取食品
漱口、洗手

服用稳定性碘剂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核灾难对策



稳定性碘剂的作用与效果

“放射性碘”被体内吸收后，不
能否定在甲状腺若有一定量以上
的累积，将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癌。

预先让甲状腺充满“稳定性碘剂”，
将能够减少“放射性碘”的累积。

甲状腺

稳定性碘剂放射性碘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不服用时 预先服用时

甲状腺的主要作用是以碘为材料，分泌甲状腺荷尔蒙。
甲状腺荷尔蒙的作用是促进新陈代谢等。



稳定性碘剂的作用与效果

藉由在放射性碘被体内吸收前先服用稳定性碘剂，
可以减少在甲状腺累积之放射性碘的量。

（即使吸入后也可期待具一定程度的效用）

⇒能够减低甲状腺的内部被曝。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稳定性碘剂只能有效预防、减低由放射性
碘造成的内部被曝，无法抑制放射性物质
以外之碘的被曝。



稳定性碘剂的服用量
［碘化钾锭（50㎎）］

［碘化钾锭］

写真提供 日医工（株）

13岁以上 ：2片

3岁以上不满13岁：1片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不满3岁：1包
（因年龄而异）

［碘化钾口服冻］

［碘化钾内服冻］
（参考图示）※服用量请确认检查表背面。



稳定性碘剂的副作用①
过去曾有发生下列症状的案例。
 过敏症状・・・发疹等

 消化器官症状・・・恶心・呕吐、胃痛、腹泻等

 其他・・・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头疼、心悸等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服用后必须留意身体的异常变化，但在案例上仅服
用１次会引发副作用的可能性极低。



稳定性碘剂的副作用②
［车诺比核电厂事故时波兰的案例］
• 针对实际服用稳定性碘剂人员实施追踪调查的结果。
• 有4.6％的幼儿曾发生呕吐、皮肤发疹等症状。
• 案例上无法确实判定是稳定性碘剂副作用所造成，且无残留
于日后的副作用。

［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等时的案例］
• 事故后约7个月间，约2,000名作业人员服用稳定性碘剂。
• 部分服用数次的人发现有一次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无法服用稳定性碘剂的人

【不适服用项目】
您过去是否曾被诊断过对稳定性碘剂的成分或碘有过敏症状？

是否曾於使用优碘液、优碘漱口水、卢戈氏碘液，或是服用
碘化钾锭后，出现过荨麻疹、呼吸困难、血圧降低等过敏症状？

⇒ 符合的人请在检查表的“是”栏位打勾。

是否符合检查表中的下列项目？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曾对稳定性碘剂的成分，或是对于碘曾有过敏症状病历的
人不能服用，无法发给稳定性碘剂。



必须谨慎服用的人
符合下列疾病时，请在检查表上该疾病栏的“是”打勾，然
后在通知发放有稳定性碘剂的药局或发放会上问询。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謹慎投与項目】

（1）被诊断过有碘造影剂超敏反应（造影剂过敏）的人
（2）被诊断过有甲状腺疾病（甲亢、功能减退）的人
（3）被诊断过有肾脏疾病或有肾功能障碍的人
（4）现有先天性肌肉僵直症的人
（5）现有高钾血症的人
（6）现有或曾罹患过低互补性荨麻疹样血管炎的人
（7）有肺结核（含牙髓坏死、胸膜炎等在内）的人
（8）现有或曾罹过疱疹性皮炎的人



正服用合并使用时应注意之药剂的人
正服用下列药物的人员，请於发放时问询。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稳定性碘剂的服用规定原則上是1次，因此由于合并使用而对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的可
能性不高。

■补充钾
・含有钾的制剂

■高血压症
・血管张力素II型拮抗剂 ・降压剂（结合剂）
・ＡＣＥ拮抗剂 ・储钾利尿剂

血液中钾浓度
可能上升

■双极性障碍（躁郁症）
・锂制剂

■甲亢症治疗
・抗甲状腺药

甲状腺功能作用
可能减退



钾的含有量

30%苹果汁 24ｍｇ
（1/2杯）

碘化钾锭 2片之中 钾 24ｍｇ

烤甘薯540ｍｇ
（1/2～1/3条）

鳄梨720ｍｇ
（1个鳄梨的可食用部分

吐司面包97ｍｇ
（6片约2片）

金枪鱼(红肉) 380ｍｇ
（约10片）

香蕉 360ｍｇ
（1根香蕉的可食用
部分）

（ ）内为各食品100ｇ的标准量

2片药锭所含有的钾量，并不比食品的含有量多。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出处：日本食品标准成分表2015年版（七订）

【食品每100ｇ钾的含有量】



未成年者、怀孕中女性、哺乳中女性

稳定性碘剂的效用、留意点

母体服用1次规定用量的稳定性碘剂时，转移至母
乳的稳定性碘剂对於乳儿甲状腺功能所造成的健康
影响很小，因此母乳营养持续，而婴儿自身也会服
用到规定用量的稳定性碘剂。（以母体遭受放射性
碘内部被曝可能性低为前提）

这些人士敬请优先服用。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领取后的注意事項①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领取后的注意事项

领取稳定性碘剂后，若是罹患检查表上所列之疾病，
或是新开始服用资料上所列药物时，请向经常受诊
的医师或药剂师寻求谘询。



领取后的注意事項②

稳定性碘剂请保管于不会直接受到日光照射且较不
易受潮的位置。

请将药箱或紧急时携出的防灾袋等，保管于容易找
到的位置，以便需要时能够立即取用。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领取后的注意事项

本日所发放的稳定性碘剂服用量，因年龄而异。
（敬请确认检查表背面的记载内容。）



领取后的注意事項③

稳定性碘剂有有効期限。
（期限记载于装入药剂并交于的药袋上）
有效期限将至时，政府单位会另行通知，请依照通知
换成新的药剂。

若因搬迁等原因而不需要时，请连同检查
表一起归还给药局、市政府或村政府。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领取后的注意事项

请务必也将注意事项传达给您的家人。

稳定性碘剂绝对不能交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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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事先发放稳定性碘剂的必要性等
确认检查表（药剂师）

问诊
（医师）

发放碘剂

事先发放 ①药局发放方式

可发放

可发放 在起初挂号的
药局领取

回家

不可发放

不可发放

回家

发放方式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在药局确认后，需由医师问诊的人，
将介绍至医疗机关
（在电话上事先协调）

挂号



事先发放 ②[集中型]发放会方式
※举办时将另行通知。

确认检查表（药剂师）

问诊
（医师）

发放碘剂

说 明 会

需有医师问诊的人士

发放方式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领取表（面向ＰＡＺ内居民）
※位于号码票右上方。

填 写 范 例

稳定性碘剂事先发放 领取表填写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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