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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下辖：新

乡市诚德环球贸易有限公司、新乡市锦诚科技有限公司和新乡市华

元诚德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公司座落于河南新乡市凤泉区产业集聚

区，北依太行，南临黄河，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公司一直致力于

压力容器、低温深冷设备和气体设备领域的研发、设计、制造、安

装。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

《压力容器设计许可证》、《压力管道设计许可证》、《压力管道

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先后荣获国家低温检测中心产品型式认证、

河南省名牌产品、河南省科技型高新技术企业；并具有对外贸易出.

口权；取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中国船级社产品认证等殊

荣。对外承接一、二、三类中低压压力容器制造和安装业务，压力

管道安装业务。

我公司的主要产品有：低温液体贮槽、大型低温液体平底贮槽、

低温液体泵、空浴式汽化器、水浴式汽化器、气体调压装置和非标

压力容器等。涉及在液氧、液氮、液氩、液体二氧化碳等工业气体

成套设备工程；LNG 加气站、LNG 汽化站成套设备工程；二氧化碳回

收液化工程等领域的设备制造、安装。我公司质保体系完善，加工

设备齐全，焊接工艺优良，依靠专业化人才组合的优势和科学的管

理手段，跻身于同行业的前列，；公司在能源、冶金、化工、食品、

医疗、装备制造、汽车工业等行业为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由于质量可靠，售后服务及时、完善，深受用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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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是一个充满生机和蓬勃发展

的企业，面对未来，诚德人坚信：只要本着“乐观、包容、创新、

奋进”的企业精神，弘扬“诚实守信，以德为先”的企业价值观，

秉承“专注、专业、共享、共赢”的经营理念，我们就一定会实现

“诚德百年，服务世界”的企业愿景。

因生产发展需要，该公司在新厂区建设一座 X射线探伤室开展

室内探伤，并在 9号车间开展室外探伤作业，公司不再购置新探伤

机，老厂区所使用的 3台探伤机与新厂区交叉使用，主要利用其开

展厂区管件的焊缝探伤工作。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委托河南省正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工业探伤应

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该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取得了原河

南省环境保护厅的环评批复，批复文号：豫环审[2017]234 号，范

围和种类：原许可和范围不变，内容为：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乡

市凤泉区鲁堡汽车站向北路东 50米，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

公司新厂区。在新厂区拟建一座探伤室 X 射线探伤室开展室内探伤，

在 9号车间开展室外探伤作业。探伤作业使用老厂区原有的 3 台探

伤机（型号分别 2台 XXG-3005、1台 XXH-2505），室内、室外探伤

作业均位于新厂区内东侧。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取得了

原新乡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豫环辐证

【10279】，批准使用：II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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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公司开始机房建设，2018 年 3 月公司完

成机房建设并投入使用，目前，项目及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均运行正

常，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已建成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

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本次验收

内容为：X射线室内探伤室一座，9号车间室外探伤。本项目基本情

况见表 1。

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

建设地点 新乡市凤泉区鲁堡汽车站向北路东 50米

项目性质 扩建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 新乡市凤泉区工业集聚区

法人代表 向文丽 联系人和电话 刘培根：13525007422

环评单位 河南省正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时间 2017年 11月

环评审批

部门
新乡市环境保护局

批复时间 2017年 11月 27日

环评批复文号 豫环审[2017]234号

验收监测

单位
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监测时间 2020年 3月

项目概况
建设时间 2017年 12月 竣工时间 2018年 3月

总投资 100万元 环保投资 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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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目的

2.1、通过对该项目区域环境的辐射环境现状监测和调查，检查

项目实际环境影响是否和预测评价结果一致，并评价污染防治措施

的有效性；

2.2、分析判断该项目自运行以来是否造成辐射污染，以及对周

围辐射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对存在或潜在的环境问题提出可行

的补救措施和应急措施；

2.3、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检查项目工程组

成，核实该项目所采取的辐射防护及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并提出

今后有关辐射防护的重点对象和建议，为建设部门和管理部门搞好

放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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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3.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号，2003年 10月 1日施行；

3.3《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第 682号令，2017年 10月 1日施行；

3.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

令第 18号令，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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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

3.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9年修

订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7号，2019年 8月 22日起施行；

3.7《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6年 3月 1日起施行；

3.8《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3.9《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量规范》（GB/T14583-93）；

3.10《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3.11《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6）；

《工业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250-2014）

3.12《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

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豫环审[2017]2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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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执行标准

4.1《工业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 X 射线探伤室探伤、工业X射线 CT探伤与

工业X射线现场探伤的放射防护要求。

4工业X射线探伤室探伤的放射防护要求

4.1防护安全要求

4.1.1探伤室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周围的辐射安全，操作室应与探伤

室分开并尽量避开有用线束照射的方向。

4.1.2应对探伤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一般将探伤室墙壁围成的

内部区域划为控制区，与墙壁外部相邻区域划为监督区。

4.1.3射线探伤室墙和入口门的辐射屏蔽应同时满足:

 人员在关注点的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 对职业工作人员不大

于 100μSv/周 , 对公众不大于 5μSv/周 ;

 关注点最高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不大于 2.5μSv/h。

4.1.4探伤室顶的辐射屏蔽应满足:

 探伤室上方已建、拟建建筑物或探伤室旁邻近建筑物在自辐射

源点到探伤室顶内表面边缘所张立体角区域内时, 探伤室顶的辐射屏

蔽要求同 4.1.3;

 对不需要人员到达的探伤室顶, 探伤室顶外表面 30cm处的剂

量率参考控制水平通常可取为 100μSv/h。

4.1.5探伤室应设置门-机联锁装置, 并保证在门 (包括人员门和货

物门 ) 关闭后X射线装置才能进行探伤作业。门打开时应立即停止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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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照射, 关上门不能自动开始X射线照射。门-机联锁装置的设置应

方便探伤室内部的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离开探伤室。

4.1.6 照射状态指示装置应与X射线探伤装置联锁。

4.1.7 探伤室防护门上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

5 工业X射线现场探伤的放射防护要求

5.1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分区设置要求

5.1.1探伤作业时,应对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并在相应的边界设

置警示标识。

5.1.2一般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μSv/h的范围划为

控制区。

5.1.3. 控制区边界应悬挂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X 射线区”警告牌,

探伤作业人员在控制区边界外操作,否则应采取专门的防护措施。

5.1.4. 现场探伤作业工作过程中,控制区内不应同时进行其他工

作。为了使控制区的范围尽量小,X射线探伤机应用准直器,视情况采用

局部屏蔽措施(如铅板)。

5.1.5. 控制区的边界尽可能设定实体屏障,包括利用现有结构(如墙

体)、临时屏障或临时拉起警戒线(绳)等。

5.1.6. 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

的范围划为监督区,并在其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

警告牌,必要时设专人警戒。

5.1.7. 现场探伤工作在多楼层的工厂或工地实施时,应防止现场探

伤工作区上层或下层的人员通过楼梯进入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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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探伤机控制台应设置在合适位置或设有延时开机装置,以便

尽可能降低操作人员的受照剂量。

5.2 X 射线现场探伤作业的准备

5.2.1. 在实施现场探伤工作之前,运营单位应对工作环境进行全面

评估,以保证实现安全操作。评估内容至少应包括工作地点的选择、接

触的工人与附近的公众、天气条件、探伤时间、是否高空作业、作业

空间等。

5.2.2. 运营单位应确保开展现场探伤工作的每台X射线装置至少

配备两名工作人员。

5.2.3. 应考虑现场探伤对工作场所内其他的辐射探测系统带来的

影响(如烟雾报警器等)。

5.2.4. 现场探伤工作在委托单位的工作场地实施的准备和规划,应

与委托单位协商适当的探伤地点和探伤时间、现场的通告、警告标识

和报警信号等,避免造成混淆。委托方应给予探伤工人充足的时间以确

保探伤工作的安全开展和所需安全措施的实施。

5.3 X 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安全警告信息

5.3.1. 应有提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

“预备”信号和“照射”信号应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应与该工作场所内使用

的其他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

5.3.2. 警示信号指示装置应与探伤机联锁。

5.3.3. 在控制区的所有边界都应能清楚地听见或看见“预备”信号

和“照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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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应在监督区边界和建筑物的进出口的醒目位置张贴电离辐

射警示标识和警告标语等提示信息。

5.4 X 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安全操作要求

5.4 .1. 周向式探伤机用于现场探伤时,应将X射线管头组装体置于

被探伤物件内部进行透照检查。做定向照射时应使用准直器(仅开定向

照射口)。

5.4 .2. 应考虑控制器与X射线管和被检物体的距离、照射方向、

时间和屏蔽条件等因素,选择最佳的设备布置,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5.5 X 射线现场探伤作业的边界巡查与监测

5.5.1. 开始现场探伤之前,探伤工作人员应确保在控制区内没有任

何其他人员,并防止有人进入控制区。

5.5.2. 控制区的范围应清晰可见,工作期间要有良好的照明,确保没

有人员进入控制区。如果控制区太大或某些地方不能看到,应安排足够

的人员进行巡查。

5.5.3. 在试运行(或第一次曝光)期间,应测量控制区边界的剂量率

以证实边界设置正确。必要时应调整控制区的范围和边界。

5.5.4. 现场探伤的每台探伤机应至少配备一台便携式剂量仪。开始

探伤工作之前,应对剂量仪进行检查,确认剂量仪能正常工作。在现场探

伤工作期间,便携式测量仪应一直处于开机状态,防止X射线曝光异常

或不能正常终止。

5.5.5. 现场探伤期间,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直读剂量计和

个人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报警仪不能替代便携巡测仪,两者均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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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6）

本标准适用于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外照射个人监测。

6.1.1对职业照射用年有效剂量评价，应符合 GB 18871-2002的

B1.1的规定。

6.1.2对于内、外照射并存的情况下，应按GB 18871-2002的B1.3

的规定来确定是否符合有效剂量的剂量限值要求，其中内照射待积有

效剂量按GBZ 129的要求进行评价。

6.1.3当职业照射受照剂量大于调查水平时，除记录个人监测的剂

量结果外，还应作进一步调查。本标准建议的年调查水平为有效剂量

5mSv/a。

6.1.4当放射工作人员的年个人剂量当量小于 20mSv时，一般只需

用将个人剂量当量视为有效剂量进行评价；否则，应估算人员的有效

剂量；当人员的晶状体、皮肤和四肢的剂量有可能超过相应的年当量

剂量限值时，不仅应给出年有效剂量，还应估算其年当量剂量。

4.3《工业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250-2014）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 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500kV以下的工业X射线探伤装置的探伤室。

4.3.1需要屏蔽的辐射

（1）相应有用线束的整个墙体均考虑有用线束屏蔽，不需考虑进

人有用线束区的散射辐射。

（2）散射辐射考虑以“00”入射探伤工件的 900散射辐射。

4.3.2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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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伤室一般应设有人员门和单独的工件门。对于探伤可人工

搬运的小型工件探伤室，可以仅设人员门。探伤室人员门宜采用迷路

形式。

（2）探伤装置的控制室应置于探伤室外，控制室和人员门应避开

有用线束照射的方向。

（3）屏蔽设计中，应考虑缝隙、管孔和薄弱环节的屏蔽。

（4）当探伤室使用多台X射线探伤装置时，按最高管电压和相应

该管电压下的常用管电流设计屏蔽。

（5）应考虑探伤探伤室结构、建筑费用及所占空间，常用的材料

为混凝土、铅和钢板等。

4.4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B1.1.1.1条规定：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

之不超过下属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

追溯性平均），20mSv，本项目取其四分之一，即 5mSv作为职业工作

人员的剂量管理约束值；

B1.2.1规定：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

剂量估算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本项目取其三分之一即 0.3mSv作为公众

人员的剂量管理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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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5.1 项目基本情况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新厂区位于新乡市凤泉区鲁堡

汽车站向北路东50米，该公司东侧为空地，南侧为空地，西侧为西玛

大道，北侧为厂房。公司地理位置图见图1。

图1 公司地理位置图

5.2 建设项目内容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持有新乡市环境保护局颁发

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豫环辐证[10279]，批准使用：II类

射线装置，有效期至 2023年 10月 23日。公司老厂区现有探伤室一

座，X 射线探伤机 3 台，其中 XXG-3005 探伤机 2 台，XXH-2505

探伤机 1台。公司不再购置新探伤机，老厂区所使用的 3台探伤机

与新厂区交叉使用（详见表 2公司探伤机参数一览表），主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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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展厂区管件的焊缝探伤工作。该公司探伤作业每次只使用一台

探伤机，不存在同时使用多台探伤机的情况。探伤机在非工作状态

下贮存在公司操作间内，房间上锁，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探伤机

基本参数见表 2。

表 2 公司探伤机参数一览表

型号 台数
管电压

kV
管电流

mA
射线装

置类别
出束方向 生产厂家 备注

XXG-3005 2 300 5 Ⅱ 周向机 丹东
3台探伤机室内、室

外均使用，但在一辐

射场所不同时使用2

台探伤机。
XXH-2505 1 250 5 Ⅱ 周向机 丹东

5.2.1 X射线探伤室及室外探伤概况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探伤室位于新厂区内东侧。

探伤室东侧为 9号车间，探伤室南侧为操作室、评片室、晾片室及

暗室，探伤室西侧为厂区内路，路西侧为 7号车间，探伤室北侧为

8号车间。周围 50m内无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选址合理。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在新厂区内9号车间内进行室

外探伤作业，9号车间位于新厂区内东侧，9号车间东侧为公司外道路，

9号车间南侧为公司存放容器的空地，9号车间西侧为办公楼、探伤室

及8号车间，9号车间北侧为空地。周围50m内无居民区等环境敏感点，

选址合理。公司厂区平面图及外环境关系图见图2，探伤室平面图见

图3。探伤车间位置及控制区监督区分区情况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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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司厂区平面图及外环境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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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探伤室平面图

图4 探伤车间位置及控制区监督区分区情况

公司探伤室安装有两个工件门，建有一个曝光间，一个操作室，

一个暗室，一个评片室。公司探伤工件最长尺寸为 16m，最短为 4m，

工件最大直径为 2.7m ，最小直径为 1.4m，公司超过 12米的管件，

探伤工作均在室外进行，小管件在探伤室内进行。公司工件从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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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通过工件车沿轨道送至曝光室内。探伤室防护一览表见表 3。

表 3 探伤室防护一览表

项目 环评情况 探伤室现场情况
环评情

况对照

曝光间尺寸

（长×宽×高）

13.8m×4.8m×4.6m

（内径）

13.8m×4.8m×4.6m

（内径）
一致

探伤室面积 66m
2

66m
2

一致

四周屏蔽墙厚

度
600mm 混凝土（2.35g/cm

3
） 600mm混凝土（2.35g/cm

3
） 一致

顶棚厚度 400mm 混凝土 400mm 混凝土 一致

防护门 20mmPb 20mmPb 一致

防护门尺寸

（高×宽）
4.2m×4m 4.2m×4m 一致

排风装置

曝光间西墙北 侧离地

4.3m 处设计安装排风扇，

每小时通风换气次数 4次

以上

曝光间西墙北侧离地

4.3m 处设计安装排风扇，

每小时通风换气次数4次

以上

一致

电缆管道
电缆通过地下 30cm 处“U”

型预埋管进入探伤室

电缆通过地下30cm处“U”

型预埋管进入探伤室
一致

门机联锁 设计有门机联锁装置 安装有门机联锁装置 一致

报警装置 设计有声光报警装置 安装有声光报警装置 一致

警示标志 张贴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现场张贴有电离辐射警

示标志
一致

5.2.2 现场情况

公司探伤室安装有声光报警装置、门机联锁装置，且都能正常

使用；现场张贴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各种规章制度健全，电缆线

通过地下“U 型”通道进入探伤室，曝光室内安装有紧急停机开关；

操作室内安装有视频监控系统。

公司在 9号车间内开展探伤作业。室外探伤工作过程如下：

1. 确定探伤时间（晚上 8点后），并告知公司各部门；

2. 确定好探伤工作作业场所，并清理作业场所无关人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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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线和警示标志，工作人员巡视探伤作业场所，确认作业场所内

人员全部离场；

3. 工作人员将 X 射线探伤机对准探伤工件的需拍片部位，贴

好片子后离开；

4. 工作人员按防护要求，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用铅屏风遮挡在

探伤机控制台前，接通电源，操作探伤机，进行曝光拍片；

5. 曝光结束后，工作人员按操作方法关机，取回已经曝光的片

子；

6. 重复多次，直至完成室外探伤作业。

工艺流程详见图 5 。

图 5 工艺流程图

公司探伤现场安装有报警灯；现场张贴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100m警戒带 3 盘，划有警戒线，各种规章制度健全，部分上墙；

并配备有辐射检测仪器 1台；个人剂量报警仪 2个，个人剂量仪 4

个，铅屏风 3块，铅衣 2套，。现场照片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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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门防辐标志 工件门处声光报警灯

警戒线 控制台停机开关

曝光室停机开关 排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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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规章制度 辐射监测仪器

铅屏风 个人剂量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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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衣 个人剂量计

图 6 现场照片

5.3 项目运行情况

该项目自运行后，运行正常，公司超过 12米的管件，探伤工作

均在室外进行，小管件均在探伤室内进行，主要用于公司管件焊缝

焊接情况检测。根据该公司 X射线探伤机的实际工作量，每天探伤

累计曝光时间约 40分钟，每周工作 6 天，一年按 50周计算，年累

计工作时间为 200小时。

5.4 项目主要污染因素

该项目为使用工业 X射线探伤机，X射线探伤机主要由操作

箱和机头组成，用专用电缆将二者连接，探伤时将机头按规定布置

在管道、容器等的焊缝附近，由操作箱控制曝光时间、电压等参数，

进行 X射线曝光，X光管产生稳定的 X射线对受检工件焊缝处所帖

贴的 X射线感光片进行照射，由于缺陷部分内部介质对射线的吸收

能力和周围完好部位不一样，因而透过缺陷部位的射线强度不同于

周围完好部位。当 X射线在穿过裂缝时其衰减明显减少，胶片接受

的辐射增大，在显影后的胶片上产生一个较黑的图像显示裂缝所在

位置，评片人员就可以根据影像来判断物体内部是否有缺陷以及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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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性质，探伤机关闭后就不再产生射线，且被照射物体也不会残

留射线。

X射线是随设备的开、关而产生和消失。因此，在 X射线成

为污染环境的主要因子。探伤拍片产生的洗片废显（定）影液（含

重金属）及废胶片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感光材料废物 HW16，

并无放射性，集中收贮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同时探伤过程会

产生极少量的臭氧和氮氧化合物，不具备放射性，对周围环境的影

响很小，可以忽略。

5.5 工程变更情况

经现场检查，本次委托进行验收监测的工程建设内容与《新乡

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的探伤机型号及数量一致，无变更。

表 4 验收与环评建设内容对照表

序号 环评 验收 变更情况

1

环评批复：在新厂区拟建一座

X 射线探伤室开展室内探伤，

在9号车间开展室外探伤作业。

新厂区一座 X射线探伤室开展

室内探伤，9号车间开展室外探

伤作业。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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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回顾

本次验收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由河南省正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

6.1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建议

6.1.1 结论

1.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新厂区投入使用的 X 射线探

伤机，主要用于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管件焊缝探伤工

作，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有效减少产品破损，提高产品质量，符

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

于辐射防护“实践的正当性”的要求。

2.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新厂区位于新乡市凤泉区鲁

堡汽车站向北路东 50米，该公司东侧为空厂房，南侧为空厂房和菜

地，西侧为西玛大道，北侧为公路。公司拟建探伤室及室外探伤作

业均位于新厂区内东侧，拟建探伤室四周为车间、办公楼、路，进

行室外探伤作业的拟建 9号车间四周为公司围墙、车间、办公室、

拟建探伤室、空地，选址合理。根据现场监测数据可以看出，公司

工业探伤应用项目周围辐射环境处于当地正常水平，无异常。

3. 经预测分析，该公司工业探伤项目竣工后，探伤作业致辐射工作

人员年附加剂量及公众人员年附加剂量均低于本项目的剂量管理限

制（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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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新厂区拟建探伤室设计为

13.8m×4.8m×4.6m，各屏蔽墙拟采用混凝土材料，厚度设计为

600mm，密度为 2.35g/cm3；顶棚拟采用混凝土材料，厚度设计为

400mm，密度为 2.35g/cm3，工件防护门设计为 4.2m×4m(高×宽)，

东、西工件门厚度均为 20mmPb，设计探伤室工件门的底边低于地

面 200mm，与四周防护墙搭接宽度为 200mm；公司进行室外探伤

时，工作前先设置控制区和监督区，区界设警戒线、警示灯和警示

标志，探伤必要时安排专人管理；公司配备了辐射监测仪器，铅屏

风，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铅衣等

防护用品，其室外探伤现场防护措施能够满足要求。

5.室外探伤时，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μSv/h以上的

范围内划为控制区，控制区边界悬挂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 X射线

区”警告牌，在第一次工作开始前要根据估计和经验划定并标志出控

制区边界，在第一次工作期间要借助剂量率测量仪进行检测或修正；

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的范围划为

监督区，并在其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

必要时设专人警戒。探伤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探伤机操作人员延

时开机后退至控制区外操作。该布局基本满足《工业 X射线探伤放

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中现场探伤的分区设置要求。

6. 今后，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只要严格按照设计方案

施工，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辐射防护规定执行，采取切实措施做好辐

射防护管理工作，保障人员安全，该项目的辐射环境影响就可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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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国家允许的标准范围之内。因此，从辐射环境保护的角度认为，

该项目是可行的。

6.1.2 建议和要求

1.该项目运行中，应严格遵循操作规程，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

杜绝麻痹大意思想，以避免意外事故造成对公众和职业人员的附加

影响，使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2.探伤室内不得堆放与探伤作业无关的物件；

3.继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使各项管理制度职责明确，措施具体，

便于执行和监督落实；

4.加强探伤室防护门的检修、维护工作、严禁带故障运行；

5. 应定期或不定期针对射线装置的各种管理、操作、保安措施的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设备的正常。

6.公司应将废显、定影液及废胶片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并签

订回收协议。

7.各项环保设施及辐射防护设施必须正常运行，严格按国家有关规

定要求进行操作，确保其安全可靠。

8.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第 18

号令）的要求，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

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0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

度的评估报告。

9.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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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报告。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6.2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2017年 11月 27日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对《新乡市诚德能源科

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豫

环审[2017]234号）有关要求如下：

一、项目性质：扩建。

二、审批内容

（一）范围和种类：原许可种类和范围不变。

（二）项目内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新乡市凤泉区鲁堡汽车

站向北路东 50米，，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新厂区。在

新厂区拟建一座 X射线探伤室开展室内探伤，在 9号车间开展室外

探伤作业。探伤作业使用老厂区原有的 3台探伤机（型号分别为 2

台 XXG-3005/1 台 XXH-2505），室内、室外探伤作业均位于新厂

区内东侧。

总投资：100万元，环保投资：25万元。

三、你单位应在项目建成后 30日内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本项目环评

及许可情况，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同时，应将经批准的《报告表》

报送当地市、县（区）环保部门，并接受监督管理。

四、有关要求

（一）你单位应将《报告表》中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工程

建设中，切实加强施工监督管理，确保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

（二）你单位应设置辐射环境安全专（兼）职管理人员，建立

并落实辐射防护、环境安全管理、事故预防、应急处理等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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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辐射工作场所须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和中文警示说

明。配备相应辐射监测仪器，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

辐射监测，监测记录长期保存。

（四）射线装置安装、调试、使用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操作人员必须经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合格后上岗，并定期进行

个人剂量监测，建立和完善个人剂量档案。

（五）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工作，发现

安全隐患的，应立即进行整改，年度评估报告每年 1月 31日前报送

我厅，同时抄送当地环保部门。

（六）按规定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报当地环保部门。

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后，该项目方可投入运行。

（七）该项目建成后，其配套建设的放射防护设施经验收合格，

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

（八）本批复有效期为 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应重

新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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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监测

7.1 验收监测单位和监测仪器

2020年3月30日，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新乡市诚德

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进行了现场监测。此次验

收监测内容、验收监测工况、验收监测分析方法和监测所有仪器、

验收监测时间及环境条件、监测布点图等内容参见附件：新乡市诚

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检测报告。

监测仪器为便携式辐射检测仪，型号为AT1121，监测仪器参数

见表5。

表 5 便携式 X -γ辐射剂量仪相关情况

仪器名称 便携式辐射检测仪

仪器型号 AT1121

出厂编号 44878

能量响应 能量响应：15keV～10MeV

检定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有效日期 2020年 03月 17日至 2021年 03月 16日

证书编号 DLjl2020-01307

检定依据 JJG393-2018

检定结论 合格

7.2 验收监测项目

验收监测项目为探伤机在探伤室内正常运行状态下，探伤室防

护墙（防护门）外30cm处X射线所致空气吸收剂量率；探伤机在室

外正常运行状态下，探伤场所控制区监督区边界周围X-γ辐射剂量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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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验收监测工况

本项目验收监测工况见表 6。

表 6 项目验收监测工况

型号 管电压 管电流 出束方向 验收监测工况

XXG-3005 300kV 5mA 周向 260kV，5mA

该公司现有 2台型号为 XXG-3005的周向探伤机，1 台型号为

XXH-2505的周向探伤机，本次验收监测时开机电压为 260kV，满

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7.4 验收监测分析方法

《工业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 117-2015）。

7.5 验收监测质量控制措施

为了保证验收监测工作的准确性，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7.5.1、所有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我公司要求进行质量控制。

7.5.2、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

检测人员经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

7.5.3、所用检测仪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7.5.4、所有记录及分析结果经过三级审核。

7.6 验收监测结果与分析

7.6.1 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的详细监测数据见验收监测报告，数据汇总统计见下

表 7、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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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室内探伤检测分析结果

装置名称 探伤机 技术参数 300kV/5mA

检测工况 260kV/5mA 工作状态

探伤机为周向机，东

西放置（容器内），

曝光时间持续 5min

编号 检测点描述 检测结果（μSv/h）

V001 操作位 0.176

V002 探伤室西侧防护门左侧外 30cm 0.183

V003 探伤室西侧防护门中部外 30cm 0.153

V004 探伤室西侧防护门右侧外 30cm 0.166

V005 探伤室北墙左侧外 30cm 0.152

V006 探伤室北墙中部外 30cm 0.164

V007 探伤室北墙右侧外 30cm 0.154

V008 探伤室东侧防护门左侧外 30cm 0.134

V009 探伤室东侧防护门中部外 30cm 0.148

V010 探伤室东侧防护门右侧外 30cm 0.130

V011 操作位楼上空房间 0.124

/ 开机前探伤室周围辐射剂量率巡测平均值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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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室外探伤检测分析结果

装置名称 探伤机 技术参数 300kV/5mA

检测工况 260kV/5mA 工作状态

探伤机为周向机，东

西放置（容器内），

曝光时间持续 5min

编号 检测点描述 检测结果（μSv/h）

V012 探伤机南侧 40m铅屏风后（操作位） 0.361

V013 西南侧办公室（探伤机西南侧 45m） 0.194

V014 门岗（探伤机西南侧 110m） 0.172

V015 西侧 70m车间内 0.172

V016 西北 35m车间内 0.817

V017 控制室内（探伤机西侧 40m） 0.204

V018 控制室楼上空房间（探伤机西侧 40m） 0.184

V019 西侧 45m探伤室防护门外 0.144

V020 北侧 30m车间外空地 0.605

V021 东侧 100m车间外道路 0.224

/ 开机前探伤周围辐射剂量率巡测平均值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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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探伤室监测布点图

图 8 室外探伤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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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验收监测结果分析

由表 7 监测数据可知: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

探伤应用项目探伤室周围X-γ辐射剂量率开机值在（124～183）nSv/h

之间，满足《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中

规定的关注点最高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不大于 2.5μSv/h

的标准限值。

由表 8监测数据可知：探伤机正常运行情况下，探伤机周边环

境 X射线辐射剂量率为（144-817）nSv/h，监测数据满足《工业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 中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

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的限制要求。

公司环评监测结果，本底值在（71-90）nSv/h之间，本次验收

厂区内本底监测值为 109nSv/h，与本底值相当。综上所述，项目运

行期间，周围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均满足《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卫

生防护标准》（GBZ117-2015）中规定的关注点最高周围剂量当量

率参考控制水平不大于 2.5μSv/h的限值，表明本次验收的项目屏蔽

能力符合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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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剂量评价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制定了本次验收辐射剂量目

标管理限值：职业工作人员 5mSv/a，公众 0.25mSv/a。

8.1 对工作人员（职业）所致年剂量评价

根据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提供的河南普华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2019年第一季度至 2019年第四

季度的个人剂量统计见表 9。

表 9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统计表（单位：mSv）

姓名 性别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年剂量 备注

李岩 男 0.01 0.01 0.22 0.09 0.33 探伤工

赵伟 男 0.01 0.01 0.25 0.07 0.34 探伤工

由表 9可知，2019年第一季度至 2019年第四季度公司两名探

伤工作人员的年剂量分别为 0.33mSv和 0.34mSv，满足本次验收公

司制定的职业工作人员年剂量 5mSv的限值要求。

8.2 对公众成员所致年剂量评价

公众成员主要为在探伤车间附近的经过或居住的非辐射工作人

员。

剂量估算公式：按照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

（UNSCEAR）--2000年报告附录 A，X-γ射线产生的外照射人均年

有效剂量当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61 10 ( )E r rH D t mS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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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HEr: γ射线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 mSv；

Dr: γ射线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t: γ射线年照射时间，小时；

1: 剂量换算系数, Sv/Gy。

由表 8可知，2F办公楼办公室的辐射剂量率为 0.194μSv/h，按

全居留计算，工作时间为 200h（每天探伤累计曝光时间约 40分钟，

每周工作 6天，一年按 50周计算）按公式（1）计算可得，公众成

员年剂量为 0.0388mSv，满足本次验收公司制定的公众年剂量

0.25mSv的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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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辐射防护安全设施落实情况

9.1 辐射工作人员情况

截止至本次验收，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辐射工作

人员 4人，已经通过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取得了培训证书，辐射工

作人员培训情况见表 10。

表 10 工作人员培训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文化

程度

工作

单位
培训机构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备注

1 李岩 男 本科

新乡市诚

德能源科

技装备有

限公司

河南工程

学院
2019316906 2019.11.12 探伤工

2 赵伟 男 本科

新乡市诚

德能源科

技装备有

限公司

河南工程

学院
2019316905 2019.11.12 探伤工

3 刘培根 男 本科

新乡市诚

德能源科

技装备有

限公司

河南工程

学院
201739423 2017.10.24 管理人员

4 岳学有 男 大专

新乡市诚

德能源科

技装备有

限公司

河南工程

学院
201739424 2017.10.24 管理人员

公司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有个人剂量卡 1个、个人剂量报警仪

1台及辐射监测仪器 1台。工作人员在进行管件焊缝检测时，佩戴

个人剂量计，并定期送检。公司配备的监测设备、防护用品满足《工

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中的要求。

9.2 辐射工作场所防护情况

公司探伤室安装有声光报警装置、门机联锁装置，且都能正常

使用；现场张贴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各种规章制度健全；探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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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室装有排风设施，电缆线通过地下“U型”通道进入探伤室，曝

光室内安装有紧急停机开关。室外探伤时探伤工作人员控制箱操作

位置有移动铅屏风，现场张贴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探伤车间外有

警戒带，可有效的提醒人员禁止接近正在运行的曝光间。公司为工

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 1个、个人剂量报警仪 1台及辐射监测仪器

1台。

经现场监测，探伤室防护体外最大剂量率为 183nGy/h，低于《工

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中规定的关注点最

高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不大于 2.5μGy/h的限值，表明其四

周防护墙体和防护门均能满足射线防护要求。室外探伤时操作位处

剂量率为 0.361μSv/h，满足《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Z117-2015）中规定的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

率大于 2.5μ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的限值要求。

9.3 辐射环境管理及辐射监测措施

9.3.1 辐射环境管理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要求，成立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工作领导小

组”，小组以霍勇为组长，李岩为副组长，赵伟为成员，负责公司射

线探伤检验和射线安全防护工作。

此外公司还制定了相关的管理措施、操作规程和岗位职责、应

急预案。操作规程和岗位职责包括：《工业用 X线探伤机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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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人员职责》、《辐射工作岗位职责》；应急

预案包括：《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此外公司还制定了《射线装置

设备检修和维修制度》、《辐射环境和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计划

方案》、《辐射工作场所防止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辐射工作

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计划方案》、《辐射事故管理规定》。

9.3.2 辐射监测措施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是环境管理规范化的基

本手段和信息基础。通过环境辐射监测，可以及时发现和修正设计

中辐射防护设施的不足，通过建立辐射监测技术资料档案，也为上

级环保部门进行环境管理和监督提供依据。

公司已配备了辐射监测仪器，制定有《辐射环境和工作人员个

人剂量监测计划方案》，每年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年度辐射安全与

防护监测。公司应对探伤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按照监测制度定

期对探伤室周围进行常规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建立监测记录档

案。

9.4 环评文件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文件中提及的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11环评文件污

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

表 11 环评文件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

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 现场落实情况

探伤室的设置必须考虑周围环境

的安全，探伤室必须与控制室分开，探

伤室的墙壁必须达到防护要求。

公司探伤室的设计严格按照分区管

理的原则，曝光室、控制室、暗室、

晾片室均已分开管理，从监测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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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探伤室四周墙体外辐射剂量率均

满足防护要求。已落实。

探伤室内不得堆放与探伤作业无

关的物件。

探伤室内没有堆放与探伤作业无关

的物件。已落实。

继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使各项管

理制度职责明确，措施具体，便于执行

和监督落实。

公司已制定相关辐射管理制度，并细

化完善到具体措施的实施和执行。已

落实。

曝光室内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工作

人员可在操作台处清楚的观察到曝光

室内部。

曝光室安装有视频监控装置，工作人

员在操作台可以清楚的观察到曝光

室内部。已落实。

公司应购置辐射监测仪器、个人剂

量报警仪等监测设备，为辐射工作人员

配置个人剂量计，并定期送检。

公司配备了个人剂量报警仪 1台，辐

射监测仪器 1台，公司为辐射工作人

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按季度定期

送检。已落实。

公司应尽快安排工作人员参加环

保部门组织的最新一期的辐射安全与

防护培训，并参加考核，取得合格证书，

上岗后将根据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定

期体检，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公司现有 4名辐射工作人员，已经取

得了合格培训证书。公司安排辐射工

作人员定期体检，建立个人健康档

案。已落实。

由表 11可知，公司对环评文件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均已落实

到位。

9.5 环评批复文件落实情况

环保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中要求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12 环

保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中要求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

表 12 环保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中要求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对照表

环保主管部门审批意见中要求的环保措施 现场检查情况

你单位应将《报告表》中各项污染防

治措施落实到工程建设中，切实加强施工

监督管理，确保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

已落实。公司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基本落实到位。

你单位应设置辐射环境安全专（兼）

职管理人员，建立并落实辐射防护、环境

安全管理、事故预防、应急处理等规章制

度。

已落实。已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

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并设置了专

职管理人员。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辐射工作场所须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

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配备相应辐射监测

仪器，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

已落实。现场张贴有电离辐射警

示标志；配备有辐射监测仪器，

定期会对工作场所及周围进行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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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辐射监测，监测记录长期保存。 射环境监测，监测记录均已保存。

射线装置安装、调试、使用时，应由

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辐射

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合格后上岗，并定期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和完善个人剂量

档案。

已落实。X射线装置安装、调试、

使用时，均由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操作人员取得了辐射安全和防护

知识培训证，并定期进行个人剂

量监测，建立有个人剂量档案。

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

度评估工作，发现安全隐患的，应立即进

行整改，年度评估报告每年 1月 31日前报

送当地环保部门备案。

已开展年度评估工作，未出现过

安全隐患，年度评估报告已按时

上报。已落实。

按规定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报

当地环保部门。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后，

该项目方可投入运行。

已落实。已申领，并上报了当地

环保部门。该公司取得了辐射安

全许可证后，项目才投入了运行。

该项目建成后，其配套建设的放射防

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未经验收或是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已落实。开展自主验收

由表 12可知：公司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基本环保措施，能

够满足环保部门的要求。

9.6 辐射安全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公司应用的 X射线探伤机属于 II类射线装置，本次验收对照环

境保护部辐射安全与防护监督检查技术程序（第三版）相关内容进

行了现场核查，具体落实情况见表 13。
表 13 辐射安全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序号 项目 检查内容 现场落实情况

1

场所设施

入口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工件门入口张贴有电离辐射警

示标志

2 入口工作状态显示 工件门入口有声、光报警装置

3 门机联锁、视频监控
工件门安装有门机联锁装置、安

装有视频监控系统

4 紧急开关
控制室、曝光室内安装有紧急停

机开关

5 警戒线及警示标志 工件门前 2米处划有警戒线，现



40

场张贴有警示标志

6 声光报警 安装有声、光报警装置

7

监测设备

便携式辐射监测仪 有 1台辐射监测仪

8 个人剂量计 有 4个个人剂量计

9 个人剂量报警仪 有 2台个人剂量报警仪

由表 13可知，公司对辐射安全管理要求已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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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建议

10.1 结论

10.1.1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布置合

理，环境保护设施基本配套齐全，达到国家有关标准、环境主管部

门和环境影响评价中提出的环保要求。根据现场监测，项目及其周

围环境辐射剂量水平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满足相关辐射防护要

求。

10.1.2项目运行期间，对职业工作人员及公众年人员造成的年有效

剂量均低于本项目的剂量管理限值（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

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

10.1.3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各项辐射环境管理措施完

善，辐射制度健全，试运行期间未发生辐射安全事故，区域辐射环

境影响符合国家辐射环境保护方面有关规定。

10.1.4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取得环保主管部门颁发的

辐射安全许可证，并在许可范围内开展核技术应用项目；成立辐射

安全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相应的辐射管理制度；具备

相应专业知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经过辐射安全培训持证上岗；配

备相应的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环境辐射监测仪器以及辐

射防护用品等。

综上所述，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具备开展工业探

伤应用项目的技术能力和辐射安全防护措施。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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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辐射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故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

证，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因此，建议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

公司工业探伤应用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0.2 建议和要求

10.2.1今后要严格按照辐射防护的要求和环境保护的规定，对项目

加强管理，防止各类辐射事故的发生。

10.2.2公司应利用配备的辐射监测仪器，定期对探伤室周围进行监

测，建立监测数据档案，对公司辐射环境进行自检。

10.2.3积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辐射安全培训。

10.2.4积极接受省、市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管理。定期与省、市环

境保护部门联系，及时向各级部门上报项目运行情况并记录备案。

10.2.5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

第 18号令）的要求，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和

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

年度的评估报告。



附件一：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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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辐射安全领导小组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工作领导小组及岗位职责

为加强我公司射线装置的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保护环境，保障

工作人员和公众身体健康，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放射性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成立公司辐射安全与防护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霍勇

副组长：李岩

成 员：赵伟

一、领导小组职责

主要工作时贯彻执行国家级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辐射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规章，制定和完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负责单位放射源

安全与防护工作的额日常工作。

二、成员职责

1.组长：负责单位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的全面工作，组织人员制定辐射

安全与防护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措施的编写和落实工

作。负责辐射事故案件的处理工作。

2.副组长：受组长领导，协助组长工作。主要负责辐射安全与防护的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措施落实，以及辐射环保手续的办

理。建立放射源管理台账；负责辐射安全生产和技术管理工作。



3.成员：受组长和副组长领导，主要负责本单位辐射安全防护和相关

管理的现场工作，执行辐射安全与防护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辐射环

境监测工作。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四：规章制度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人员职责

一、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职责

1、 在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的领导下，负责公司

的辐射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工作。

2、 认真学习有关辐射安全和防护的法律法规，组织公司辐

射工作人员按时参加环保部门举办的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班。

3、 负责辐射安全和防护宣传教育工作，并积极参加有关培

训，了解有关知识。

4、 负责公司辐射工作场所安全和防护监督检查工作，对存

在问题督促有关科室部门整改到位。

5、 负责本公司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总结，并

报市县环保部门备案。

6、 自觉接受市县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科室兼职辐射安全防护管理人员工作职责

1、在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的领导下，负责本科室的

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工作。

2、认真学习有关辐射安全和防护的法律法规，积极组织本科室

辐射工作人员按时参加环保部门举办的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班。

3、负责本科室辐射安全和防护宣传教育工作，负责本科室有关

安全和防护制度的落实，督促有关科室对存在问题整改到位。



4、负责本科室辐射工作场所安全和防护设备设施安全性能的监

督检查工作，发现违章操作行为或防护设施不能正常工作运行时及时

向公司辐射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报告。

5、负责本科室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总结，并上报

公司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

6、自觉接受本公司和市县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制度

为了促进我公司射线装置的合理利用，保护环境，保障工作人员

和公众身体健康，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

性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制定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制度如下：

一、公司设立辐射环境安全防护领导小组和专（兼）职辐射安全

防护管理人员，指定专人负责，实行辐射安全和防护责任制，采取有

效措施，使本单位的辐射安全和防护工作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要

求，并自觉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建设和使用辐射工作场所前，按有关规定向环保部门办理辐

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辐射安全许可手续。对新改扩建辐射工作场所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管理规定的“三同时”制度，经验收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

三、单位法人和辐射安全防护负责人应积极参加环保部门组织的

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对辐

射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熟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和要求并考核合格，经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和管理。

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四、辐射工作场所设置防火、防盗设施，落实辐射安全保卫措施。

在辐射工作场所出入口显著位置设置电力辐射警示标志、工作信号指



示和必要的门机连锁装置，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

外照射。

五、按照国家辐射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和健康管理

规定，制定本单位的辐射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和健康体

检工作方案计划，定期组织进行辐射环境监测、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

测和健康体检，并建立相关管理档案。

六、辐射工作操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本岗位的操作规程和程序进行

操作，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个人剂量报警仪和个人剂量监测元

件 。

七、单位组织有关人员定期对防护设备设施进行检查，按规定要

求进行年度辐射安全防护状况评估，发现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并向

环保部门报告备案。

八、参观学习人员要在科室辐射安全防护管理人员的指导下，在

做好个人辐射防护的前提下，方可进入辐射工作场所，任何人不得私

自进入。

九、一旦发生辐射事故，立即启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向环保、

卫生部门报告。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工业用 X 线探伤机操作规程

一、工业用 X 射线探伤机属于射线装置，使用不当具有一定危险

性，操作人员首先要从思想上强化安全意识,严格按照本操作规程使

用机器。

二、操作人员熟悉所操作装置的性能、原理、用途、操作方法等

知识，由专人操作。

三、操作前对各项辐射安全和防护设备设施进行检查，保证其正

常工作。

四、探伤工作前清理现场无关人员。

五、操作人员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个人剂量报警仪和个人

剂量监测元件 。

六、操作完毕后让机器及各附件复位，关闭电源开关，复查无误

后方可离开。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辐射工作岗位职责

一、在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的领导下，认真履行有

关辐射安全防护法律法规和辐射工作岗位职责。

二、认真学习本岗位的有关业务知识，熟悉掌握本岗位工作的

操作规程和程序。

三、定期对辐射安全和防护设备设施性能进行检查和维修，并

做好记录资料管理，确保辐射安全和防护设备设施性能良好和正常运

行。

四、积极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工作，掌握本岗位

安全防护的方法和要求。

五、每年参加职业健康体检检查。

六、严格执行公司辐射安全和防护规章制度，工作时按要求佩

戴必要的铅衣防护用品、个人剂量报警仪和个人剂量监测元件 。

七、自觉接受本公司和市县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射线装置设备检修和维修制度

一、定期对射线装置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性能进行检查，确

保射线装置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二、工作人员发现射线装置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故障不能正

常工作时，必须立即向公司辐射安全防护管理领导小组和科室辐射安

全防护管理人员报告，不得使射线装置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带病

工作。

三、对射线装置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的检维修必须有专业人

员进行，并保证在断电状态下进行。检维修时操作时必须有专人看管，

限制无关人员进入并在明显位置悬挂“设备检维修”警示标志。

四、对射线装置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的检维修完毕调试时，

要按辐射安全和防护规定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无关

人员误入。

五、射线装置检维修完毕投入使用前，要经环保部门、卫生部门

对设备防护性能和周围环境监测，确认安全后，方可投入使用。

六、定期对辐射防护监测仪器进行刻度比对，确保监测仪器正常

使用。

七、建立设备检维修记录，并归档管理。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辐射工作场所防止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

一、在辐射工作场所出入口明显位置设置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工作信号指示。

二、射线装置操作室由专人管理，并悬挂“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警示标志。

三、设置门机连锁装置，保证工作时防护门安全到位。

四、在辐射工作场所，按规定要求划定监督区和控制区，加强

控制区管理。

五、工作时，工作人员要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个人剂量

报警仪和个人剂量监测元件 。

六、定期对辐射防护监测仪器进行刻度比对，定期对辐射安全

防护设施性能进行检查，确保监测仪器和辐射安全防护设施正常使

用。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辐射环境和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监测计划方案

为加强辐射源的安全使用，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环境，特制定本

监测计划和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辐射环境监测

为保障人体健康，保证辐射环境安全，特制定本监测计划和方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辐射环境监测

1.组织实施：辐射环境监测由辐射安全与防护领导小组组织领导

小组成员（至少两名人员）实施。

2.监测项目：工作场所空气吸收剂量率。

3.监测频次：每周使用监测仪器对工作场所进行监测。每年委托

资质单位进行年度辐射安全与防护评估监测。

4.监测点位：主要为防护设施墙、门外 30cm，工作人员操作位

及其他公众容易到达的位置。实际点位可由监测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监测布点要求进行增减。

5.监测记录分析：依据国家标准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价，若发现监

测数据异常，调查原因，查看工作场所是否存在泄漏现象，上报领导

小组，及时整改。

6.监测记录存档要求：自行监测结果应留存备查。年度评估监测

应保存 5年。



二、个人剂量监测

1.辐射工作人员必须配备个人剂量计。

2.个人剂量计按规定定期送检。

3. 建立并保存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和健康档案。

4.人员变更时，新进人员建立个人剂量和健康档案。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辐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计划方案

一、按有关规定，每年组织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健康体检。

二、按有关规定，定期组织辐射管理人员和辐射工作人员参加环

保部门举办的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班。

三、辐射工作人员经培训考核，体检合格后，方可从事辐射工作。

否则，不得上岗从事辐射工作。

四、建立辐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和辐射安全防护培训管理档案，

做好培训记录，并将每次体检合培训结果归档管理。

五、健康体检和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对象是本公司所有辐射工作人

员。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辐射事故管理规定

为及时有效处理射线装置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辐射事故，控制和减

轻事故后果，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

务院令第 449 号）和《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

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等规定，制定辐射事故管理规定如下：

一、本规定所指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异常

照射的事故。

二、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

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含 3 人）

急性死亡。

重大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 人以下（含 2人）急性

死亡或者 10人以上（含 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较大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人）急性

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一般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

的照射。

三、本规定适用于本公司所有从事辐射工作的科室。



四、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辐射事故

应急方案，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并立即向总经理和公司辐射安全防管

理领导小组报告。

五、事故对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必须采取断电措施；撤离人员；对

射线装置失控可能受到导异常照射人员立即安排健康体检，进行医学

观察治疗。

六、公司辐射安全防管理领导小组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必须按

照辐射事故分级和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在 2 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

初始报告表》，并向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

七、公司和辐射事故单位必须自觉接受和配合市县环境保护部

门、公安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对辐射事故的调查处理。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为及时有效处理射线装置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辐射事故，控制和减

轻事故后果，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

务院令第 449 号）和《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

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等规定，制定本预案如下：

一、本预案所指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异常

照射的事故。

二、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

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

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含 3 人）

急性死亡。

重大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 人以下（含 2人）急性

死亡或者 10人以上（含 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较大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人）急性

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一般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

的照射。

三、本预案适用于本公司所有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辐射事故的调

查和处理。



四、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实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指挥、

部门协作；高效应对，科学处置”的原则。

五、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公司辐射环境安全和防护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是公司辐射事故应急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事件应急处置指挥机构

（以下简称指挥机构）机构。主要职责是：

（1）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必须按照辐射事故分级和报告制度

的有关规定，在 2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并向市县环

境保护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

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的，还应同时向市县卫生行政部

门报告。

（2）组织协调发生辐射事故有关人员接受市县环境保护部门、

公安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处理。

（3）组织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的培训和演练。

（4）负责起草辐射事故总结并报有关部门。

六、辐射事故的预警和应急响应

领导小组接到辐射事故报告后，发布本单位辐射事故预警。进入

预警状态后，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 立即启动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对超剂量受照人员或可能受到超剂量照射人员立即进行医

疗救治和医学观察，并对事故辐射源采取应急安全处理措施。

（3）迅速初步确定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辐射污染范围



和程度，上报市县环境保护部门、公安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

七、指挥和协调

应急响应时，在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指挥下，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各

相关人员，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应急和紧急处置行动。

应急状态时，领导小组和各科室有关人员要保持通信联系，及时

主动向调查部门提供有关资料，供研究救援和处置方案时参考并自觉

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

八、应急处置

在环境保护部门、公安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有关技术专家的指导

下，根据事故类型、级别、估算受照剂量以及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及

现场情况，对超剂量受照人员或可能受到超剂量照射人员立即进行医

疗救治和医学观察，对失控的辐射装置实施断电处置。

事故处置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应向环保部门局报送辐射事故事

故处置工作报告。由公安、卫生部门按相关规定向省有关部门报送辐

射事故后续报告。

九、应急终止和恢复

（一）应急终止条件

（1）事故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2）采取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污染，并使事故的

长期后果可能引起的照射剂量符合国家标准水平。

（二）应急终止程序

未产生辐射污染的辐射事故应急状态的终止，应由处理事故的环



保、卫生、公安部门提出批准。

放射性污染事故所导致的应急状态的终止，由事故责任单位提出，

经现有关部门批准。

（三）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应急工作结束时，各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措施，做好善后工

作，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应急终止后，事故单位还应执行

下列行动：

（1）评价所有的应急日志、记录、书面信息等；

（2）评价造成应急状态的事故，找出原因，防止重复出现类似

事故；

（3）评价应急期间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4）汲取实践经验，修改现有的应急计划和程序。

（5）在应急终止 5 日内向市环保部门提交总结报告。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五：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书





附件六：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附件七：检测报告



























附件八：危险废物处置协议





附件九：辐射剂量目标管理限值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辐射剂量目标管理限值

为加强本公司放射防护管理，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健康与安全，根据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及《工业 X射线探伤

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的要求以及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我公司设定相应

辐射剂量目标管理限值，具体内容如下：

表 1 职业人员及公众年剂量目标管理限值

对象 标准要求 目标管理限值

职业工作

人员

①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

(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
②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5.0mSv/a

公众

①年有效剂量，lmSv；
②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

不超过 l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效剂量可提

高到 5mSv。

0.25mSv/a

新乡市诚德能源科技装备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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