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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朔州现代医院）创建于 2006年，是一所二级

综合医院，位于朔州市朔城区古北街，新院区坐落于朔州市朔城区张辽南路 67号。

该院已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晋环辐证[F0006]，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

类、Ⅲ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2025年 07月 13日。

本次验收 1台Ⅱ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4台Ⅲ类射线装置（DR机 1台、

移动 C型臂 1台、透视机 1台、车载 DR 1台）。血管造影机于 2019年 10月由山西

晋新科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朔州市生态环境局于 2019年

11月 26日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为朔环审﹝2019﹞46

号；4台Ⅲ射线装置（DR机 1台、移动 C型臂 1台、透视机 1台、车载 DR 1台）

于 2019年 10月 11日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山西省）”进行了备案，

备案号 20191406020000006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列》、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要求和规定，该

院核技术应用项目需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受该院委托，我公司组织了技术人员对

该项目所在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了现场调查和监测，并编制完成了《朔州现代医院有

限公司使用Ⅱ、Ⅲ类医用射线装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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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Ⅱ、Ⅲ类医用射线装置项目

建设单位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地 址
朔州市朔城区张辽南路

67号 邮政编码 036002

法人代表 崔香梅

联 系 人 刘元霞 联系电话 13703509140

核技术应用环境

影响报告表编制

单位

山西晋新科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核技术应用环境

影响报告表审批

部门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日期 2019.11.26

应用类型 使用Ⅱ、Ⅲ类医用射线装置

辐射安全

许可证

证书编号 晋环辐证[F0006]

使用种类

和范围
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

发证机关 朔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有效期至 2025年 07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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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依据

验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6号，2003年 10月 1号；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自 2017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709号，2019年 3月 2日；

（4）《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7号，2019年 8月 22日；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2017年 11月 20日；

（6）《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7）《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8）《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9；

（9）《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Ⅱ类医用射线装置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2019年 10月；

（10）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朔环审

﹝2019﹞46号；

（11）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Ⅲ类医用 X射线装置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9140602000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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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标准限值

验收

标准

限值

本次竣工验收原则上采用《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Ⅱ类医用射

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确定的环境保护标准限值。

1、剂量当量率约束值：

医用射线装置机房屏蔽体表面 30c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2.5μSv/h。

2、有效剂量验收执行标准：

（1）血管造影机手术医师有效剂量：≤5mSv/a；

（2）血管造影机控制室操作人员有效剂量：≤2mSv/a；

（3）血管造影机手术医师腕部有效剂量：≤200mSv/a；

（4）公众人员有效剂量：≤0.1mSv/a。

本次竣工验收对Ⅲ类射线装置依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

标准，并参照血管造影机机房确定验收指标。

1、剂量当量率约束值：

医用射线装置机房屏蔽体表面 30c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2.5μSv/h。

2、有效剂量验收执行标准：

（1）职业人员有效剂量：≤2mSv/a；

（2）公众人员有效剂量：≤0.1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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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项目建设情况

4.1地理位置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朔州现代医院）创建于 2006年，是一所二级

综合医院，位于朔州市朔城区古北街，新院区坐落于朔州市朔城区张辽南路 67号。

朔州现代医院地理位置见图 1。

本次验收Ⅱ、Ⅲ类射线装置分别位于：1台血管造影机位于新院区主楼五层介入

机房；1台透视机位于新院区主楼二层放射科；1台移动 C型臂位于新院区主楼八层

手术室；1台 DR机位于康复院区一层 DR室；1台车载 DR位于体检车上；共 5台。

图 1 朔州现代医院地理位置图

朔州现代医院新院区
朔州现代医院新院区

朔州现代医院康复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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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项目建设情况

4.2建设内容

该院现有 7台医用射线装置，详情见表 4.1、4.2。

表 4.1 直线加速器明细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台） 设备型号 最大能量（MeV）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直线加速器 Ⅱ 1 halcyon 10Mev（电子束） 治疗
新院区南楼一层直线加

速器机房
未安装

表 4.2 射线装置明细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台） 设备型号 管电压（kV） 管电流（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血管造影机 Ⅱ 1 Artis zee ceiling 125 1000 诊断/治疗 新院区主楼五层介入机房

本次

验收

2 DR Ⅲ 1 UDR590h 150 800 诊断 康复院区一层 DR室

3 移动 C型臂 Ⅲ 1 Arcadis varic 110 70 诊断 新院区主楼八层手术室

4 透视机 Ⅲ 1 北京京东 2Q16 125 200 诊断 新院区主楼二层放射科

5 车载 DR Ⅲ 1 深圳艾瑞克 150 400 诊断 体检车

6 骨密度仪 Ⅲ 1
Norland
XR-600

100 0.25 诊断 新院区主楼二层骨密度室
非本次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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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项目建设情况

4.3 污染源描述

4.3.1 正常工况下污染物及污染途径

X 射线装置是随着医用 X射线的开、关而产生和消失的。X 射线机只有在开机

并处于出线状态时才会产生 X射线。在开机工作时，产生的 X射线对受检者进行医

疗诊断，X射线会对环境产生 X射线能量流污染。X 射线是污染环境的主要因子，

污染途径为外照射，X射线装置在工作时无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产生。

4.3.2 事故工况污染物及污染途径

（1）门灯连锁失效，X 射线装置处于出线状态，人员误进入机房而受到误照射。

（2）血管造影机工作人员进入机房后，人员留在机房内未作防护，且没有采取

辐射防护措施，放射设备开始出线后，滞留人员受到不必要的照射。

污染因子主要为 X射线，污染途径为外照射。

4.4 项目定员定岗

该院核技术应用项目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7 人，均已通过初级辐射安全和防护专

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并取得了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辐射人员名

单及培训证明见资料汇编。

表 4.4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现有辐射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所在科室 培训记录 证书编号

1 年永忠 男 专科 肿瘤科 2019.4.25、26 初级 2019426032

2 杜明 男 专科 放射科 2019.4.25、26 初级 2019426034

3 刘彦 男 专科 放射科 2019.4.25、26 初级 2019426033

4 曹俊蓉 女 专科 介入 2019.10.9、10 初级 20191010010

5 李志敏 女 专科 介入 2019.10.9、10 初级 20191010009

6 李玉玲 女 专科 介入 2019.10.9、10 初级 20191010008

7 谷建强 男 本科 介入 2019.10.9、10 初级 201910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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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5.1血管造影机（DSA）

5.1.1 辐射防护屏蔽措施

本次验收的 1台血管造影机位于新院区主楼五层介入机房（DSA 手术室 2）。

机房北侧为户外、西侧为操作室、东侧为设备间、南侧为走廊，机房顶上为楼顶、

楼下为病房。

血管造影机机房平面布置图见图 2，面积相符性见表 5.1，机房屏蔽情况见表 5.2。

图 2 血管造影机机房平面布置图

控控
缓冲间

控

户

外控

走

廊

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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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表 5.1 血管造影机(DSA)机房面积相符性分析

机房所在场所 长（m） 宽（m） 面积（m2） 标准要求（m2） 符合性分析

血管造影机机房 8.55 8.0 68.4
面积要求 30m2

机房最小单边长 4.5m

符合

GBZ130-2020
要求

表 5.2 血管造影机(DSA)机房的屏蔽情况表

设备 机房 屏蔽墙 相邻场所 屏蔽层厚度（mm） 屏蔽材料

血管

造影

机

新院区主

楼五层

DSA 介

入机房

（手术室

2）

东墙 设备间 钢结构+3.5mm 铅当量 钢结构+铅板

南墙 走廊 钢结构+3.5mm 铅当量 钢结构+铅板

西墙 控制室 钢结构+3.5mm 铅当量 钢结构+铅板

北墙 户外 钢结构+3.5mm 铅当量 钢结构+铅板

大防护门 控制室 4.5mm 铅当量 铅

小防护门 设备间 4.5mm 铅当量 铅

观察窗 控制室 4.5mm 铅当量 铅玻璃

GBZ130-2020 标准对 C 形臂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有用线束方向 2mm
铅当量，非有用线束方向 2mm 铅当量。

5.1.2 辐射防护分区

血管造影机放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控制区是指以机房四周屏蔽体

为界的机房内部，此区域严格控制人员进入。监督区包括机房防护门外的控制室、

走廊及设备间，此区域内应尽量减少非工作人员的停留时间，避免受到可能产生的

不必要的辐射。血管造影机机房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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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备注：红色区域为控制区；蓝色区域为监督区。

图 3 血管造影机机房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

5.1.3监测仪器仪表及防护用品

表 5.3 已购买的监测仪器仪表及防护用品明细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工作场所

监测仪器 防护用品

1 血管造影机 1 台便携式辐射巡测仪

个人热释光剂量计 8个（铅衣内、铅衣外）、

腕部剂量计 4 个、铅衣 6 套，铅围脖 6 个，

铅帽 3个，铅背心 3 件，性腺防帘 2 件，

铅眼镜 3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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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5.1.4 DSA 机房污染防治和安全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DSA 自带铅玻璃DSA 自带铅帘

工作指示灯及警示牌标语 机房门灯联锁装置

机房门防夹装置 操作台及防护铅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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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续 5.1.4 DSA 机房污染防治和安全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便携式辐射巡测仪机房内通风设施

防护用品 个人热释光剂量计、腕部剂量计



12

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5.2 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机房

5.2.1 辐射防护屏蔽措施

本次验收的 4台Ⅲ类射线装置分别位于：1台透视机位于新院区主楼二层放射

科；1台移动 C型臂位于新院区主楼八层手术室；1台 DR机位于康复院区一层 DR

室；1台车载 DR位于体检车上。根据现场调查Ⅲ类医用射线装置均实现隔室操作，

根据现场监测及调查结果，机房面积及屏蔽情况能够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监测点位

见检测报告）。各机房平面及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见图 4～7，面积相符性见表 5.4，

机房屏蔽情况见表 5.5。

备注：红色区域为控制区；蓝色区域为监督区。

图 4 透视机机房平面及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

备注：红色区域为控制区；蓝色区域为监督区。

图 5 移动 C型臂所在手术室 2平面及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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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备注：红色区域为控制区；蓝色区域为监督区。

图 6 DR 机房平面及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

备注：红色区域为控制区；蓝色区域为监督区。

图 7 车载 DR机房平面及辐射防护分区布置图

表 5.4 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机房面积相符性分析

机房名称
长

（m）

宽

（m）

面积

（m2）
标准要求（m2） 符合性分析

透视机机房 5.3m 3.8m 20.14m2
面积要求 20m2

机房最小单边长 3.5m
符合 GBZ130-2020

要求
DR 机房 6.4m 5.1m 32.64m2

备注：依据 GBZ130-2020 标准，车载 DR、移动 C 型臂无机房面积相关要求。

操作区
候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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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表 5.5 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机房的屏蔽情况表

设备 机房 屏蔽墙
相邻

场所
屏蔽层厚度（mm） 屏蔽材料

标准

要求

透视机

新院区

主楼二

层透视

机机房

东墙 走廊
钢结构+2mmpb 钡板

（相当于 2mm 铅当量）

钢结构+钡
板

有用线

束方向

2mm 铅

当量，非

有用线

束方向

1mm 铅

当量。

南墙 控制室
37mm 实心砖

（相当于 3.5mm铅当量）

实心砖

西墙
总检室

内科
实心砖

北墙 走廊

钢结构+2mmpb 钡板

+2mmpb 铅板

（相当于 4mm 铅当量）

钢结构+钡
板+铅板

大防护门 控制室 4.5mm 铅当量 铅

小防护门 走廊 4.5mm 铅当量 铅

观察窗 控制室 4.5mm 铅当量 铅玻璃

DR

康复院

区一层

DR 机

房

东墙 控制室

37mm 砖墙+5mm 混凝土

+2mm 铅皮

（相当于 4mm 铅当量）

砖墙+混凝

土+铅皮+
铅窗

有用线

束方向

3mm 铅

当量，非

有用线

束方向

2mm 铅

当量。

南墙 厕所
砖墙+混凝

土+铅皮

西墙 办公室
砖墙+混凝

土+铅皮

北墙
室外院

子

砖墙+混凝

土+铅皮

防护门
室内走

廊
4.5mm 铅当量 铅门

观察窗 控制室 4.5mm 铅当量 铅玻璃

车载 DR 体检车

两侧车身

屏蔽体
/ 3.5mm 铅当量

钢结构+铅
板 有用线

束方向

3mm 铅

当量，非

有用线

束方向

2mm 铅

当量。

控制区屏

蔽体
控制区 3.5mm 铅当量 铅板

候诊区屏

蔽体
候诊区 3.5mm 铅当量 铅板

医生防护

门+观察窗
控制区 3.5mm 铅当量 铅+铅玻璃

患者防护

门+观察窗
候诊区 3.5mm 铅当量 铅+铅玻璃

备注：依据 GBZ130-2020 标准，移动 C型臂无机房屏蔽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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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监测仪器仪表及防护用品

表 5.6 已购买的监测仪器仪表及防护用品明细表

5.2.3Ⅲ类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序

号

设备名称/
工作场所

监测仪器 防护用品

1 Ⅲ类射线装置 /
个人热释光剂量计、每台设备配备一

套铅衣

DR机房防护铅衣 DR机

DR机操作台及防护铅窗DR机防护门及警示牌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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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5.2.3 Ⅲ类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透视机操作台、防护铅窗及医生防护门

移动 C型臂

透视机

透视机患者防护门、指示灯及警示标识

透视机房通风设施

移动 C型臂铅衣



17

续表 5 环境保护设施

续 5.2.3 Ⅲ类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措施现场照片

车载 DR医生防护门、防护铅窗及操作台、

工作指示灯及警示标识

车载 DR患者防护门、防护铅窗 车载 DR接收器

热释光个人剂量计

体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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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6.1血管造影机的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6.1.1 血管造影机房应补充完善的污染防治措施

（1）介入医师应穿戴好防护用品，认真佩戴热释光个人剂量计和腕部剂量计，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严防超剂量事故发生。

（2）血管造影机应配置 1台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器对作业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6.1.2 血管造影机房应补充完善的辐射安全管理措施

（1）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应制定辐射安全管理规定、血管造影机安全操作规程、辐射安全防护设施的维

护与维修制度、监测方案、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

训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其它

①增加的辐射工作人员应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

核后，方可持证上岗。

②完善 X 射线装置管理台帐内容。

③将个人有效剂量等相关信息录入全国辐射安全监管数据库。应建立辐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档案及健康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应当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剂

量监测结果等材料。对个人剂量档案应当终生保存。辐射工作人员有权查阅和复制

本人的个人剂量档案，辐射工作人员调换单位的，原用人单位应当向新用人单位或

者辐射工作人员本人提供个人剂量档案的复制件。

④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完成审批后应变

更辐射安全许可证内容。

⑤必须根据需要定期对所有的规章制度等文件进行修订，使其适时、完善和便于

实施。

⑥应加强核安全文化宣贯，宣贯内容核心为核与辐射安全法规基本要求及核安

全文化基本理念。主要内容应包括：

a.认真学习核与辐射安全法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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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b.全面、深刻知悉与业务相关的各项核安全法规要求，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诚信意识、敬畏意识和守法意识。

c.自觉应用核与辐射安全法规开展相关工作。

d.严格守法，维护核与辐射安全法规的权威和尊严。

e.提高辐射安全工作人员的认识水平，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强化核安全文化建

设，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

6.2血管造影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Ⅱ类医用射线装置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批复号为朔环审﹝2019﹞46 号。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你医院报送的《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使用Ⅱ类医用射线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经研

究，批复如下：

一、为提高诊疗水平，你医院拟在新院区南楼一层建设直线加速器机房，直线

加速器属于Ⅱ类医用 X射线装置；在新院区主楼五层已建成介入机房。根据《报告

表》结论，该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条件下，可保证放射工

作人员和公众受剂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限值内，正常运行和事故工况下对环境

影响处于可接受水平。我局同意你医院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

点、规模、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营。

二、在日常管理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

的各项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措施，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落实使用场所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按规范设置监测、报警、工

作指示装置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划定辐射工作场所控制区和监督区，加强管理，

防治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

（二）建立健全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岗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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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监测报警仪器，工作人员要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定期对个

人剂量、工作场所环境辐射水平进行监测，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三）认真落实从业人员培训教育制度，按时参加培训和复训，管理及操作人

员要做到持证上岗。

（四）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如活动种类、范围和建设地址改变，需另行申报。

三、项目建成后，你医院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自主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

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四、我局委托朔州市生态环境局朔城分局负责你医院的辐射安全防护日常监督

管理。你医院在收到本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报告表》送朔州市生态

环境局朔城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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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验收监测内容

7.1 监测项目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7.2 监测单位

委托山西晋新科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并出具报告。

7.3 监测仪器

监测使用仪器见表7.1

表 7.1 监测仪器参数及检定情况

序

号
仪器名称及编号 技术指标

计量检定证书及检定单

位名称
仪器所属单位

1
辐射检测仪

AT1117M
/BDKG-04

能量响应：15keV～10MeV
量程：0.05μSv/h～10Sv/h

检字第【2020】-R2620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山西晋新科源

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7.4 监测方法

按照《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的测定方法进行检测。

7.5 监测点位置

监测点位见检测报告。

7.6 质量保证措施

（1）监测使用的设备仪器经有相应资质的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

每次测量前、后，均对仪器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仪器是否正常。

（2）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监测仪器，并认真做好记录，专人负责质量保证和

核查、检查工作。

（3）监测人员经过技术培训合格上岗。

7.7 监测结果

根据检测结果可知：

（1）血管造影机曝光时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最大贡献值为 0.21μSv/h，换算成

最大工况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55μSv/h；

（2）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曝光时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贡献值为（0.01～1.31）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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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成最大工况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0.03～2.33）μSv/h。

检测结果见下表 7.2。

表 7.2 Ⅱ、Ⅲ类射线装置检测结果

序号 设备名称及型号
监测工况下辐射防护屏蔽体表面

最大周围剂量当量率值（μSv/h）
换算为最大工况下辐射防护屏蔽体

表面最大周围剂量当量率值（μSv/h）
标准限值 结论 备注

1 血管造影机（Artis zee ceiling） 0.21 0.55

≤2.5μSv/h

满足标准

表中检

测结果

已扣除

本底

2 透视机（北京京东 2Q16） 1.31 1.31 满足标准

3 DR 机（UDR590h） 0.44 1.41 满足标准

4 车载 DR（深圳艾瑞克） 0.01 0.03 满足标准

5 移动 C型臂（Arcadis varic） 0.01 2.33 满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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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保设施运行效果

根据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于 2020年 9月对本项目进行了

调查，现场调查情况及环保设施运行效果见表 8.1～8.5。

8.1辐射防护监测结果评价

（1）血管造影机曝光时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最大贡献值为 0.21μSv/h，换算

成最大工况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55μSv/h，满足机房屏蔽体外表面 30cm处的周

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的标准限值；

（2）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曝光时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贡献值为（0.01～1.31）

μSv/h，换算成最大工况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0.03～2.33）μSv/h，满足机房屏

蔽体外表面 3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的标准限值。

8.2环评要求执行情况

环评要求的验收一览表内容如表8.1，项目严格按环评要求采取了相应的环

保措施。

表8.1 环评要求与执行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验收对象 验收内容 执行情况

1
相关批复

文件

相关环评批复文件是否齐

备。
血管造影机环评批复文件已齐备。

2 相符性

本项目机房屏蔽及设备运

行参数与环评及环评批复

的一致性。

血管造影机房屏蔽、设备参数与环评及环

评批复一致。

3 达标排放

工作场所的贯穿辐射剂量

率和个人有效剂量满足标

准要求。

血管造影机工作场所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和

个人有效剂量均满足标准要求。

4 日常监测

核实医院是否按照环评要

求开展日常监测（包括工作

场所的贯穿辐射剂量率和

个人有效剂量）。

医院已配备辐射巡测仪进行日常监测。已

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了辐射工作人员个人

剂量检测。

5
辐射安全

管理

核实管理制度、设备档案及

人员档案的实际管理情况，

是否与环评要求一致。

医院已建立了辐射环境管理制度、设备和

人员档案。

6 事故应急
核实医院是否开展事故应

急学习及管理。

医院已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下发了

红头文件。

7
防护用品

或检测仪

器

核实医院是否配备了相应

的辐射防护用品或检测仪

器。

医院为辐射工作人员均配备了热释光个人

剂量计。Ⅱ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的辐射

工作人员还配备了腕部剂量计。



24

续表 8 环保设施运行效果

序
号

验收对象 验收内容 执行情况

介入科配备了便携式辐射监

测仪。

Ⅱ类、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机

房均配备了相应的防护用

品，包括铅衣、铅帽等，详

见上文表 5.3、表 5.4及现场

照片。

8
敏感目标

调查

本项目运行后，验收范围内的敏感目标

与环评阶段相比，是否有变化。

本项目环评范围内敏感目标

未发生变化。

9 人员要求

Ⅱ类血管造影机辐射工作人员分别是曹

俊蓉（20191010010）、李志敏

（20191010009）、李玉玲

（20191010008）、谷建强

（20191010007）；Ⅲ类医用射线装置辐

射工作人员分别是年永忠

（2019426032）、杜明（2019426034）、

刘彦（2019426033），辐射工作人员的

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均在有效期内。

辐射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培

训合格证均在有效期内。

10
辐射安全

防护措施

报告表10中所列的辐射防护措施均已落

实到位。

报告表中所列辐射防护措施

均已落实。

8.3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射线装置(DSA) 监督检查技术程序执行情况

（1）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

表 8.2 血管造影机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

序

号
检查项目 本项目落实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1

A
场所

设施

单独机房 本项目血管造影机机房为单独机房 符合

2
操作部位局部

屏蔽防护设施

本项目血管造影机设备操作部位自带有铅帘

和铅玻璃
符合

3
医护人员的个

人防护

医院为医护人员配备有铅围裙、铅颈套、铅

帽、铅防护眼镜等
符合

4 患者防护
医院为患者配备有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铅

颈套、铅帽等
符合

5 机房门窗防护
本项目血管造影机机房设置有铅防护门及铅

玻璃窗
符合

6 闭门装置 本项目血管造影机机房防护门有防门夹装置 符合

7
A

场所设施

入口处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

本项目血管造影机机房入口处防护门上设置

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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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2 血管造影机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

序号 检查项目 本项目落实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8
A

场所设施

入口处机器工作

状态显示

本项目血管造影机机房入口处防护门上方

设置有工作状态指示灯
符合

9 B

其他

监测仪器 医院配备了 1台便携式辐射监测仪 符合

10 个人剂量计
每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 1个热释光个人剂

量计，介入手术师配备腕部剂量计
符合

（2）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表 8.3 血管造影机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序号 检 查 项 目
成文制度

执行情况 备注
有 无

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 已成立辐射安全防护领导组
并出红头文件

2 操作规程 √
有血管造影机操作规程，辐
射工作人员根据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

3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与
维修制度（包括机构人员、维

护维修内容与频度)
√ 制定了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

维护维修制度

4 场所及环境监测方案 √ 制定了监测方案

5 监测仪表使用管理制度 √ 建立了监测仪表使用管理制
度

6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
制度

√ 制定了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7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
度

√
制定了放射工作档案管理制

度、个人剂量监测制度

8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 建立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8.4Ⅲ类医用射线装置监督检查技术程序执行情况

（1）辐射安全防护设施与运行

表 8.4 Ⅲ类射线装置辐射安全防护措施与运行

序号 检查项目 本项目落实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1
A

场所

设施

单独机房 单独机房 符合

2 机房门窗防护 采取铅防护门及铅玻璃窗 符合

3 候诊位设置 患者防护门外设置候诊区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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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4 Ⅲ类射线装置辐射安全防护措施与运行

序号 检查项目 本项目落实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4 闭门装置 患者防护门设计有电动闭门装置 符合

5 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用品设施 各工作场所均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 符合

6 入口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入口处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符合

7 入口处机器工作状态显示 入口处设置有工作状态指示灯 符合

8 B其

它

监测仪表
医院介入科配备有 1台便携式辐射

监测仪可共用
符合

9 个人剂量计 工作人员配备有个人剂量计 符合

（2）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表 8.5 Ⅲ类医用射线装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序

号
检查项目 本项目落实情况

是否符

合要求

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该医院已设置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组 符合

2 操作规程 医院编制了Ⅲ类射线装置操作规程 符合

3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维修

制度
医院编制了射线装置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符合

4 场所及环境监测方案 医院制定了监测方案 符合

5 监测仪表使用管理制度 医院制定了监测仪表使用管理制度 符合

6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度 医院制定了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符合

7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
医院制定了放射工作档案管理制度、个

人剂量监测制度
符合

8 X射线诊断中受检者防护规定 按照该规定采取了提示受检者等措施 符合

9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医院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符合

医院制定的各项档案详细内容见《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验收资料汇编》。

8.5环保设施运行效果总结

（1）血管造影机（DSA）

根据现场调查及屏蔽防护监测可知，该院使用的 1台血管造影机（DSA）机房屏

蔽防护满足标准要求，配备了相应的防护器材，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环保设施运

行能够满足环评及批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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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Ⅲ类医用射线装置

根据现场调查及屏蔽防护监测可知，该院使用的 4台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机房屏蔽

防护满足标准要求，配备了相应的防护器材，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

8.6有效剂量评价

8.6.1血管造影机有效剂量评价

朔州现代医院为介入医师配备了个人热释光及腕部剂量计，但由于朔州现代医院

首次开展使用Ⅱ类血管造影机项目，截止目前手术数量少，介入医师个人剂量数据报

告结果很小，无验收参考性。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可知：

（1）血管造影机现场监测工况为（管电压 77kV，管电流 380mA），铅衣内周围

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为 0.31μSv/h，折算至最大工况下，铅衣内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82μSv/h。介入医师年工作时间取 T=1000h/a，经过计算介入治疗医师最大个人有效

剂量为 0.82mSv/a，满足 5mSv/a的标准要求；

（2）血管造影机现场监测工况为（管电压 77kV，管电流 380mA），介入医师腕

部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为 51μSv/h，折算至最大工况下，介入医师腕部周围剂量

当量率为 134μSv/h。介入医师年工作时间取 T=1000h/a，经过计算介入治疗医师腕部

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134mSv/a，满足 200mSv/a的标准要求；

（3）血管造影机现场监测工况为（管电压 77kV，管电流 380mA），控制室操作

位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为 0.06μSv/h。折算至最大工况下，控制室操作位周围剂

量当量率为 0.16μSv/h。控制室操作人员年工作时间取 T=1000h/a，经过计算控制室操

作人员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0.16mSv/a，满足 2mSv/a的标准要求。

8.6.2Ⅲ类医用 X射线装置有效剂量评价

根据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 2019年和 2020年 3个季度个人热释光剂量计检验检

测报告可知：

Ⅲ类医用 X射线装置控制台职业人员所致最大个人年有效剂量为 1.40mSv/a，满

足 2mSv/a的标准要求。

8.6.3 公众人员有效剂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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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人员有效剂量计算模式

根据本次检测血管造影机现场监测曝光时机房四周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最大贡献

值为 0.21µSv/h，折算至最大工况贡献值为 0.55µSv/h，公众成员受照时间选取 10小时。

经计算公众成员所致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5.5×10-3mSv/a，低于本次验收执行的公众成员

0.1mSv/h的剂量限值。

计算模式

E= H×WT×T

式中：E—射线所致的有效剂量当量，Sv/a；

H—有效剂量率，Sv/h；

T—受照时间，h；

WT—组织权重因数，偏安全考虑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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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验收监测结论

9.1 验收基本情况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本次验收 5台Ⅱ、Ⅲ医用射线装置项目内容：Ⅱ类血管造

影机 1台、Ⅲ类射线装置 4台（1台透视机、1台 DR机、1台移动 C型臂、1台车载

DR）。

9.2 现场调查情况

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本次验收核技术利用项目工作场所，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及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提出的要求，现场调查的情况为：

（1）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该医院污染防治措施已按相应要求落实。

（2）环境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该医院环境管理制度已按相应要求落实。

9.3 监测结论

（1）血管造影机曝光时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最大贡献值为 0.21μSv/h，换算成最

大管工况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55μSv/h，满足机房屏蔽体外表面 30cm处的周围剂量

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的标准限值；

（2）Ⅲ类医用射线装置曝光时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贡献值为（0.01～1.31）μSv/h，

换算成最大工况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在（0.03～2.33）μSv/h，满足机房屏蔽体外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μSv/h的标准限值。

9.4人员吸收剂量结论

根据血管造影机房现场监测及计算结果，以及 2019年和 2020年 3个季度个人热

释光剂量计检验检测报告可知：

（1）血管造影机介入治疗医师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0.82mSv/a，满足 5mSv/a的

标准要求；

（2）血管造影机介入治疗医师腕部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134mSv/a，满足

200mSv/a的标准要求；

（3）血管造影机控制室操作人员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0.16mSv/a，满足 2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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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要求；

（4）Ⅲ类医用 X 射线装置控制台职业人员所致最大个人年有效剂量为

1.40mSv/a，满足 2mSv/a的标准要求；

（5）根据计算，公众人员所致最大个人年有效剂量为 5.5×10-3mSv/a，满足

0.1mSv/a的标准要求。

9.5总结论

本次验收朔州现代医院有限公司核技术应用项目，该院环境管理制度基本齐全，

安全防护措施到位，辐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通过现场调查及监测，基本按照环评文

件及批复要求进行了落实管理，建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9.6建议与要求

（1）新增辐射工作人员应按要求进行考核，持证上岗。

（2）要在整个运行期间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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