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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 0.15 

中部 0.15 

5 号检测点位 
(杂物间门) 

上侧 0.15 

下侧 0.15 

左侧 0.15 

右侧 0.15 

中部 0.15 

6 号检测点位 
(污物间门) 

上侧 0.15 

下侧 0.15 

左侧 0.15 

右侧 0.15 

中部 0.15 

7 号检测点位 
(楼梯间门) 

上侧 0.15 

下侧 0.15 

左侧 0.15 

右侧 0.15 

中部 0.14 

8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9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10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11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12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13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14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4 

15 号检测点位 墙体 0.15 

16 号检测点位 楼上 0.15 

17 号检测点位 楼上 0.15 

18 号检测点位 楼上 0.15 

备注 
1、 表内检测数据均未扣除本底。 
2、 环境放射性本底水平范围：0.12μSv/h ~0.13μSv/h；平均值：0.12μSv/h。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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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透视功能的 X 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2.5μSv/h。 

三、 近台同室操作防护区域空气比释动能率检测结果(μGy/h) 

检测条件: 
有悬吊铅屏风，床沿悬吊铅屏风，移动铅屏风，电压：88kV，电流：18mA，时间：持

续曝光，自动曝光。照射野：250mm×200mm 

测试平面 足部 下肢 腹部 胸部 头部 

第一术位 107 120 156 116 119 

第二术位 93.1 98.4 106 95.2 99.5 

标准要求 

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不大于 400μGy/h。 

由上表监测结果可知，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机房外关注点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

果为 0.14~0.15μSv/h，符合《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中“具有透视

功能的 X 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2.5μSv/h”规

定的要求；近台同室操作防护区域空气比释动能率监测结果为 93.1~156μGy/h，符合《医

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中“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的空气比释动能

率应不大于 400μGy/h”规定的要求。 

9.3 个人剂量监测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委托天津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对其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其中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配置放射工

作人员 8 人。 

根据现场调查，2020 年度相关人员个人剂量第一季度检测报告尚未完成，因此参考

2019 年第三季度个人剂量检测报告，检测结果详见表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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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页/共 92 页 

表9.3-1     个人剂量检测结果 

人员 
检验日期/结果（mSv） 

2019.6.14-2019.9.11 

张福刚 0.05 

曹艳君 0.18 

张红雨 M 

朴雪莲 M 

王亚军 0.04 

张玉新 0.03 

史春利 0.03 

王宝雄 M 

备注：M 表示低于检出限。 

由上表个人剂量检验报告可知，单季度监测结果为低于检出限至 0.18 mSv 之间。 

根据放射工作场所防护检测报告推算，放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能够满足管理目标

值（2mSv/a）要求；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机房外关注点处剂量率水平与环境本底水平

相当，周边公众在设备正常运行时基本不会受到附加照射的影响，年受照剂量可满足

0.1mSv/a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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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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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射线设备）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

批手续。  

（2）现场监测结果表明，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机房外关注点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

结果为 0.14~0.15μSv/h，符合《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中“具有透

视功能的 X 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2.5μSv/h”

规定的要求；近台同室操作防护区域空气比释动能率监测结果为 93.1~156μGy/h，符合《医

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中“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的空气比释动能

率应不大于 400μGy/h”规定的要求。 

（3）根据放射工作场所防护检测报告和 2019 年第三季度个人剂量结果推算，该单位

辐射工作人员 2019 年度所接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2mSv/a，公众所接受的年有效剂量不

超过 0.1mSv/a。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

及医院管理目标值要求（放射工作人员剂量约束值为 2mSv/a，公众人员的剂量约束值为

0.1mSv/a）。 

（4）现场检查结果表明，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机房门外已安装工作状态指示灯，

机房受检者防护门已安装门灯联动装置和闭门装置；在控制区和监督区界限明显位置处

设置了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在控制室内设置了提醒受检者使用防护用品标识，在机房受检

者防护门外设置了孕妇、儿童慎行放射性检查警示标识。 

成立了以门学博为组长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小组，负责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同

时建立并落实了辐射防护等规章制度，包括《导管室技术操作常规》、《放射防护检测与评

价制度》、《放射防护器材和防护用品采购、检测和使用制度》、《人员职业健康管理规程》、

《人员资质及培训管理规程》、《卫生防护管理规程》、《辐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医学影

像科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计划》、《介入诊疗科职业安全防护制度》、《介入诊疗科仪器

设备管理制度》、《介入诊疗科器械管理制度》等。 

（5）现场检查结果表明，该单位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的要求，各项管

理制度及环保措施情况已基本落实。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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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射线设备）

项目基本落实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护等各项措施，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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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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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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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血管造影机 X 射线设备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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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环评批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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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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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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