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1

1、项目基本情况

1.1 项目由来

2016年，根据医院总体规划和临床工作的需要，将原有1台DSA搬迁至内科病

房楼二楼介入中心使用，拟购Ⅲ类射线装置1台（64排CT机1台），医院委托核工

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编制《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环评文件由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进行审批，批复文号为豫环审【2016】295

号。机房于 2016年7月开工建设，2020年5月正式投入运行。

医院目前持有河南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豫环辐

证【10516】，有效期至 2024年11月26日，许可的活动种类和范围：使用Ⅱ、Ⅲ类

射线装置、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乙级、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1.2 项目建设过程简况

2016年 4月，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编制了《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年 6月，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以豫环辐表【2016】295 号文件对《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2016年 7月，该项目开始建设施工；

2020年 11月，投入运行。

1.3 规模及投资

本次对医院使用的 2台医用射线装置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具体包括：1台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额定管电压：125kV，额定管电流：1000mA）、1台 64排

CT（额定管电压：140kV，额定管电流：600mA）。

工程实际总投资 1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0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 6.7%。

1.4 工程变更情况

本次委托进行验收监测的射线装置型号与数量与环评文件中的一致，其工程

建设内容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进行比

较，建设地址、面积与防护设施均未变更，其环境保护目标也未改变。

2、项目环保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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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评及批复

本次验收项目涉及环评及批复情况如下：

2016年 4月，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编制了《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年 6月，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以豫环辐表【2016】295 号文件对《郑州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2.2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郑州新知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原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以豫环辐表【2016】295号文件

中的内容进行对比，环境保护设施均已落实。对比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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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项目环评内容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名称 环评内容 验收情况 检查结果

项目

规模

①搬迁Ⅱ类射线装置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机 1台（最大管电压

125kV，最大管电流 1000mA），

机房位于新建内科病房楼 2楼

介入中心，②拟购Ⅲ类射线装

置 6台（胃肠 1台、牙科 X光

机 1台、乳腺机 1台、64排 CT1

台、移动 DR2台），机房均位

于新建内科病房楼 1楼，③开

展 125I粒子植入治疗项目（丙级

工作场所）

本次验收①Ⅱ类射线装置 DSA1

台（型号：infinix-IINFX-8000F，

设备参数：125kV/1000mA），

机房位于新建内科病房楼 2楼介

入中心，②Ⅲ类射线装置 64排

CT 1台（型号：SCENARIA，设

备参数：140kV/600mA）

本次验收的设备

型号、参数及建

设地点与环评文

件一致。

机房

屏蔽

①DSA机房四周墙体为 24cm

实心砖+4mm铅皮，顶棚地板为

200mm 混凝土，机房防护门、

观察窗为 4mmPb。②64排 CT

机房四周墙体为 37cm实心砖，

顶棚地板为 200mm 混凝土，机

房防护门、观察窗为 3mmPb。

（实心砖密度约为 1.6g/cm3，混

凝土密度约为 2.35g/cm3。）

DSA及 64排 CT机房屏蔽与环

评一致，根据第八章验收检测结

果，DSA及 64排 CT机房墙外、

防护门外、观察窗外表面、电缆

孔等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

小于 2.5μSv/h。

机房屏蔽与环评

一致，验收检测

显示屏蔽体外辐

射剂量率能够满

足环评文件及相

关法规要求。

辐射

安全

设施

机房设计有观察窗，机房安全

联锁、工作状态指示灯，紧急

停机按钮。

①DSA机房西墙与控制室操作

位相接处有铅玻璃观察窗，设置

门灯联动，病人防护门设置有工

作状态指示灯，张贴有电离辐射

警示标志及中文警示说明，操作

间设置有紧急停机按钮。②64排

CT机房南墙与控制室操作位相

与环评一致，能

够满足法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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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处有铅玻璃观察窗，设置门灯

联动，病人防护门设置有工作状

态指示灯，张贴有电离辐射警示

标志及中文警示说明。

辐射

安全

管理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

构：

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

领导小组；

人员培训：项目正式运行前组

织相关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

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规章制度：制定《辐射防护和

安全保卫制度》、《射线装置

检修维护管理规定》、《放射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及场所监测

工作方案》、《监测仪表使用

与检验管理制度》、《从业人

员培训计划》、《个人剂量和

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等。

应急预案：制定《辐射事故应

急预案》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院字【2015】21号红头文件通知

成立了放射防护领导小组作为

建设单位放射防护管理组织，由

组长 1人、副组长 1人及成员 14

人组成，并规定有领导小组职

责。详见附件 5。

人员培训：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

均已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

且取得证书，辐射工作人员证书

见附件 6。

规章制度：医院已制定了《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介入

诊疗室岗位职责》、《设备使用

制度及维修保养制度》、《介入

诊疗室管理制度》、《放射法律

法规与防护培训制度》、《个人

剂量监测管理制度》、《辐射监

测方案》、《DSA操作规程》，

制度较为全面，可操作性强，能

够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中要求及

日常工作指导需要，详见附件 5。

应急预案：医院已制定应急预案

为《郑州大学第二辐附属医院放

能够满足环评文

件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也能

够满足日常开展

项目的辐射安全

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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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

故应急预案》，成立了应急处理

小组，规定了小组职责，明确了

事故应急原则及应急处理程序，

具备实施的可行性，详见附件 5。

监测

计划

监测仪器：应配备一台 X、γ

辐射监测仪，对医院射线装置

工作场所进行常规监测；

人员剂量限值：所有辐射工作

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并定期

送检，建立有个人剂量检测档

案，职业工作人员的年剂量约

束值 5mSv/a。

监测仪器：已配备 1台 X-γ辐射

剂量率检测仪（型号：FJ1200）

进行自主检测，每年委托有资质

的监测公司开展辐射环境监测。

人员剂量限值：

已为在职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

人剂量计，每三个月由河南省职

业病防治研究院检测并出具个

人剂量检测报告，建立有个人剂

量档案。

能够满足环评文

件及相关法规要

求。

3、需要整改内容及落实情况

经验收组现场调查与会议讨论，建设单位现有辐射防护设施的运行及安

全管理措施的实施满足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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