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69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0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1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2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3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4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5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6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7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8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79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80 页/共 92 页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改建使用 II 类射线装置（血管造影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编号：0220200124HK01 

天津瑞丹辐射检测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第 81 页/共 92 页 

附件七  辐射防护措施 

 
 

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配备个人防护用品情况 

放射检查类型 
工作人员 受检者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放射诊断学用 X
射线设备同室透

射、摄影 

铅橡胶围裙（7） 
铅橡胶帽子（7） 
铅橡胶颈套（7） 
铅橡胶手套（7） 
铅防护眼镜（7） 

铅防护屏风（1） 
铅悬挂防护屏（1） 
铅防护吊帘（1） 
床侧防护帘（1） 
床侧防护屏（1） 

铅橡胶围裙（1） 
铅橡胶帽子（1） 
铅橡胶颈套（1） 
铅橡胶手套（1） 
铅防护眼镜（1） 

注：1，配置表中防护用品/设施后括号内容为配置数量； 
2，配置的个人防护用品的铅当量均为 0.5mmPb，铅防护屏风的铅当量为 2 mmPb 其余辅助防

护设施铅当量为 0.5mm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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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现场照片 

  

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                    控制室工作人员出入门及观察窗 

        

自主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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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铅帘 

   

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防护门工作状态指示灯、警示标识        患者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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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现有辐射监测仪器设备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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