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Basic standard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ionizing
radiation and for the safety of radiation source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以下简称”防护与安全”)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践中源的安全。

本标准不适用于非电离辐射(如微波、紫外线、可见光及红外辐射等)对人员可能造

成的危害的防护。

2 定义

本标准所采用的术语和定义见附录 J（标准的附录）

3 一般要求

3.1 适用

3.1.1 实践

适用本标准的实践包括：

a) 源的生产和辐射或放射性物质在医学、工业、农业或教学与科研中的应用，包括

与涉及或可能涉及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照射的应用有关的各种活动；

b）核能的产生，包括核燃料循环中涉及或可能涉及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照射的各种活

动；

c) 审管部门规定需加以控制的涉及天然源照射的实践；

d) 审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实践．

3 .1. 2 源

3.1.2.1 适用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的源包括：

a）放射性物质和载有放射性物质或产生辐射的器件，包括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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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源、非密封源和辐射发生器；

b) 拥有放射性物质的装置、设施及产生辐射的设备，包括辐照装置、放射性矿石

的开发、或选冶设施、放射性物质加工设施、核设施和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c）审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源。

3.1.2.2 应将本标准的要求应用于装置或设施中的每一个辐射源；必要时，应按审管部

门的规定，本标准的要求应用于被视为单一源的整个装置或设施。

3.1.3 照射

3.1.3.1 适用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的照射，足由有关实践或实践中源引起的职业照射、

医疗照射或公众照射，包括正常照射和潜在照射。

3.1.3.2 通常情况下应将天然源照射视为一种持续照射，若需要应遵循本标准对干预

的要求。但下列各种情况，如果未被排除或有关实践或源未被豁免，则应遵循本标准对

实践要求。

a)涉及天然源的实践所产生的流出物的排放或放射性废物的处置所引起的公众照

射；

b)下列情况下天然源照射所引起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

1）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或因与其工作直接有关而受到的氡的照射，不管这种照

射是高于或低于工作场所中氡持续照射情况补救行动的行动水平（见附录 H（提示的附

录））；

2）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受到氡的照射虽不是经常的，但所受照射的大小高于工作

场所中氡持续照射情况补救行动的行动水平（见附录 H（提示的附录）

3）喷气飞机飞行过程中机组人员所受的天然源照射；

c）审管部门规定的需遵循本标准对实践的要求的其他天然照射。

3.1.4 干预

3.1.4.1适用本标准的干预情况是：

a）要求采取防护行动的应急照射情况，包括：

1）已执行应急计划或应急程序的事故情况与紧急情况；

2）审管部门或干预组织确认有正当理由进行干预的其他任何应急照射情况；

b）要求采取补救行动的持续照射情况，包括：

1)天然源照射，如建筑物和工作场所内氡的照射；

2）以往事件所造成的放射性残存物的照射，以及未受通知与批准制度（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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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4.2.2）控制的以往的实践和源的利用所造成的放射性残存物的照射；

3）审管部门或干预组织确认有正当理由进行干预的其他任何持续照射情况。

3.2 排除

任何本质上不能通过实施本标准的要求对照射的大小或可能性进行控制的照射情

况，如人体内的 40K、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所引起的照射，均不适用本标准，即应

被排除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之外。

3.3 实施的责任方与责任

3.3.1 责任方

3.3.1.1 对标准的实施承担主要责任的责任方（以下简称“主要责任方”）应是：

a）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

b）用人单位。

3.3.1.2 其他有关各方应对本标准的实施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其他有关各方可以包括：

a）供方

b）工作人员；

c）辐射防护负责人；

d）执业医师；

e）医技人员；

f）合格专家；

g）由主要责任方委以特定责任的任何其他方。

3.3.2 责任

3.3.2.1各责任方应承担本标准有关章、条所规定的一般责任和特定责任。

3.3.2.2主要责任方应承担的一般责任是：

a）确立符合本标准有关要求的防护与安全目标；

b）制定并实施成文的防护与安全大纲，该大纲应与其所负责实践和干预的危险的

性质和程度相适应，并足以保证符合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在该大纲中，应：

1）确定实现防护与安全目标所需要的措施和资源，并保证正确地实施这些措施和

提供这些资源；

2）保持对这些措施和资源的经常性审查，并定期核实防护与安全目标是否得以实

现；

3）鉴别防护与安全措施和资源的任何失效或缺陷，并采取步骤加以纠正和防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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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发生；

4）根据防护与安全需要，做出便于在有关各方间进行咨询和合作的各种安排；

5）保存履行责任的有关记录。

3.4 实施的监督管理

3.4.1本标准的贯彻和本标准实施的监督管理由审管部门负责；对于干预情况，干预组

织应对本标准有关要求的贯彻负主要责任。

3.4.2主要责任方应接受审管部门正式授权的人员对其获准实践的防护与安全的监督，

包括对其防护与安全记录的检查。

3.4.3发生违反本标准有关要求的情况时，主要责任方应：

a）调查此违反行为及其原因与后果；

b）采取相应的行动加以纠正并防止类似的违反事件再次发生；

c）向审客部门报告违反标准的原因和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的纠正行动或防护行动；

d）按照本标准的要求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3.4.4主要责任方应及时报告违反本标准的事件。如果因违反标准已经演变成或即将演

变成应急照射情况，应立即报告。

3.4.5发生违反标准的事件后，如果主要责任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国家有关法规

采取纠正或改进行动，则审管部门应修改、中止或撤销原先已颁发的注册证、许可证或

其他批准文件。

4 对实践的主要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任何实践的引入、实施、中断或停止，以及实践中任何源的开采、选治、处理、

设计、制造 、建造、装配、采购、进口、出口、销售、出卖、出借、租赁、接受、设

置、定位、持有、使用、操作、维护、修理、转移、退役、解体、运输、贮存或处置，

均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进行，除非有关实践或源产生的照射是被排除的或有关实践

或源是被本标准的要求所豁免的。

4.1.2 对于适用本标准的任何实践、实践中的任何源或 4.1.1所规定的任何活动，本标

准各项有关要求的实施应与该实践或源的特性及其所致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并

应符合审管部门规定的有关要求。

4.1.3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应遵循国家有关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法规与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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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要求

4.2.1 通知

4.2.1.1 拟进行某项实践或本标准 4.1.1中所规定的任何活动的任何法人，均应向审管部

门提交通知书，说明其目的与计划；对于含放射性质物质消费品，只要要求说明有关制

造、装配、进口和销售等方面的计划。

4.2.1.2 如果实践或活动满足下列各项条件，并经审管部门确认，则可只履行通知程序，

否则，还应按 4.2.2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

a）所引起的正常照射不大可能超过审管部门规定的有关限值的某一很小份额；

b）所伴随的潜在照射的可能性与大小可以忽略；

c）所伴随的任何其他可能的危害后果也可以忽略。

4.2.2 批准：注册或许可

4.2.2.1 对任何密封源、非密封源或辐射发生器负责的任何法人均应向审管部门提出申

请，以获得批准，除非其所负责的源是被豁免的。这类批准是采用注册的方式还是许可

的方式，应由审管部门根据源或利用该源的实践的性质及所致照射的大小与可能性决

定。适于以注册方式批准的实践应具有如下特征：

a) 通过设施与设备的设计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安全；

b) 运行程序简单易行；

c) 对安全培训的要求极低；

d) 运行历史上几乎没有安全问题。

4.2.2.2 对下列任何源负责的法人均应向审管部门提交申请以获得批准，对这类源的批

准应采取用许可的方式：

a) 辐照装置，

b) 放射性矿石的开采或选冶设施；

c) 放射性物质加工设施；

d) 核设施；

e) 放射性矿物管理设施;

f) 非豁免的、审管部门尚未指明适于以注册方式批准的其他任何源。

4.2.2.3 任何申请者均应：

a)向审管部门提交支持其申请所需要的有关资料；

b)在所提交的申请资料中，说明对其所负责的源所致照射的性质、大小和可能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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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分析，并说明为保护工作人员、公众及环境所采取的或计划采取的各种措施。

c)如果照射可能大于审管部门规定的某种水平，则进行相应的安全评价和环境影响

评价，并作为其申请书的一部分提交给审管部门。

d)在审管部门颁发注册证或许可证之前，不进行本标准 4.1.1 中所规定的任何活动。

4.2.2.4 医疗照射实践及其用源的申请者在申请书中还应：

a)说明执业医师在辐射防护方面的资格：或

b)承诺只有具备有关法规规定的或许可证中写明的辐射防护专业资格的执业医师，

才允许开具使用其源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

4.2.3 获准的法人：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

4.2.3.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对制定和实施各项必需的技术与组织措施负责，确保

其获准的源的防护与安全；它们可以委托其他方完成某些有关的活动或任务，但它们自

己仍应对这些活动和任务承担主要责任。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需要选聘合格人

员，负责确保符合本标准。

4.2.3.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如果拟对其获准的实践或源进行修改，并且拟议中的修

改对防护或安全可能具有重要影响，则应将其修改计划通知审管部门；在获得审管部门

认可前，不应进行这类修改。

4.2.4 豁免

4.2.4.1 如果源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经审管部门确认和同意，则该源或利用该源的实

践可以被本标准的要求所豁免：

a)符合本标准附录 A（标准的附录）中所规定的豁免要求；

b)符合审管部门根据本标准附录 A(标准的附录)规定的豁免准则所确定的豁免水

平。

4.2.4.2 对于尚未被证明为正当的实践不应予以豁免。

4.2.5 解控

4.2.5.1 已通知或巳获准实践中的源(包括物质、材料和物品)，如果符合审管部门规定

的清洁解控水平，则经审管部门认可，可以不再遵循本标准的要求，即可以将其解控。

4.2.5.2 除非审管部门另有规定，否则清洁解控水平的确定应考虑本标准附录 A（标准

的附录）所规定的豁免准则，并且所定出的清洁解控水平不应高于本标准附录 A(标准

的附录)中规定的或审管部门根据该附录规定的准则所建立的豁免水平。

4.3 辐射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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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实践的正当性

4.3.1.1 对于一项实践，只有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和其他有关因素之后，其对受照个人

或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足以弥补其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时，该实践才是正当的。对于不具

有正当性的实践及该实践中的源，不应予以批准。

4.3.1.2 涉及医疗照射的实践的正当性判断应遵循第 7章所规定的详细要求。

4.3.1.3 除了被判定为正当的涉及医疗照射的实践外，在下列实践中，通过添加放射性

物质或通过活化从而使有关日用商品或产品中的放射性活度增加都是不正当的：

a）涉及食品、饮料、化妆品或其他任何供人食入、吸人、经皮肤摄人或皮肤敷贴

的商品或产品的实践；

b）涉及辐射或放射性物质在日用商品或产品（例如玩具等）中无意义的应用的实

践。

4.3.2 利量限制和潜在照射危险限制

4.3.2.1 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除本标准 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

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量剂

量不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值应用于获准实践

中的医疗照射。

4.3.2.2 应对个人所受到的潜在照射危险加以限制，使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所有潜在照

射所致的个人危险与正常照射剂量限值所相应的健康危险处于同一数量级水平。

4.3.3 防护与安全的最优化

4.3.3.1对于来自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源的照射，应使防护与安全最优化，使得在考虑

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个人受照剂量的大小、受照射的人数以及受照射的可能性均保

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这种最优化应以该源所致个人剂量和潜在照射危险分别

低于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为前提条件(治疗性医疗照射除外）。

4.3.3.2 防护与安全最优化的过程，可以从直观的定性分析一直到使用辅助决策技术的

定量分析，但均应以某种适当的方法将一切有关因素加以考虑，以实现下列目标：

a）相对于主导情况确定出最优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确定这些措施时应考虑可供

利用的防护与安全选择以及照射的性质、大小和可能性；

b）根据最优化的结果制定相应的准则，据以采取预防事故和减轻事故后果的措施，

从而限制照射的大小及受照的可能性。

4.3.4 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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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 除了医疗照射之外，对于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的源，其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

危险约束应不大于审管部门对这类源规定或认可的值，并不大于可能导致超过剂量限值

和潜在照射危险限值的值；

4.3.4.2 对任何可能向环境释放放射性物质的源，剂量约束还应确保对该源历年释放的

累积效应加以限制，使得在考虑了所有其他有关实践和源可能造成的释放累积和照射之

后，任何公众成员(包括其后代)在任何一年里所受到的有效剂量均不超过相应的剂量限

值。

4.3.5 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应制定供执业医师使用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这类指导水平应：

a）根据第 7章的详细要求并参照附录 C(提示的附录)制定；

b）对于中等身材的受检者，是一种合理的剂量指征；

c）为当前良好医术(而不是最佳医术)可以实现的医疗实践提供指导；

d) 在可靠的临床判断表明需要时，可以灵活应用，即允许实施更高的照射；

e）随着工艺与技术的改进而加以修订。

4.4 营运管理要求

4.4.1 安全文化素养

应培植和保持良好的安全文化素养，鼓励对防护与安全事宜采取深思、探究和虚心

学习的态度并反对固步自封，保证：

a）制定把防护与安全视为高于一切的方针和程序；

b）及时查清和纠正影响防护与安全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应与问题的重要性相适

应；

c）明确规定每个有关人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对防护与安全的责任，并且每个

有关人员都经过适当培训并具有相应的资格；

d）明确规定进行防护与安全决策的权责关系；

e）做出组织安排并建立有效的通信渠道，保持防护与安全信息在注册者或许可证

持有者各级部门内和部门间的畅通。

4.4.2 质量保证

应制定和执行质量保证大纲，该大纲应：

a）为满足涉及防护与安全的各项具体要求提供充分保证；

b）为审查和评价防护与安全措施的综合有效性提供质量控制机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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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人为因素

应采取措施确保符合下列要求，以尽可能减小人为错误导致事故和事件的可能性：

a）所有防护与安全有关人员均经适当培训并具有相应的资格，使之能理解自己的

责任，并能以正确的判断和按照所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b）按照行之有效的人机工程学原则设计设备和制定操作程序，使设备的操作或使

用尽可能简单，从而使操作错误导致事故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并减少误解正常和异常工

况指示信号的可能性；

c）设置适当的设备、安全系统和控制程序，并做出其他必要的规定，以：

1）尽可能减小人为错误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照射的可能性；

2）提供发现和纠正或弥补人为错误的手段；

3）便于安全系统或其他防护措施失效时进行干预。

4.4.4 合格专家

4.4.4.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需要选聘合格专家，为执行本标准提供咨询。

4.4.4.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选聘合格专家的安排通知审管部门。通知时所提供

的信息应包括所聘用专家的从业或专业范围。

4.5 技术要求

本条所规定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所有实践和源。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其实践

和源的防护与安全符合本条中的有关要求。应用这些要求的严格程度应与注册者或许可

证持有者的实践和源所引起的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对于该设施和放射性废物管

理设施，除本条中规定的这些基本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所规定的

更为专门的技术要求和其他要求。

4.5.1 源的实物保护

应按照下列要求，使源始终处于受保护状态，防止被盗和损坏，并防止任何法人未

经批准进行本标准 4.1.1所规定的任何活动：

a）确保源的实物保护符合注册证或许可证中规定的所有有关要求，并保证将源的

失控、丢失、被盗或失踪的信息立即通知审管部门；

b）不将源转让给不持有有效批准证件的接收者；

c）对可移动的源定期进行盘库，确认它们处于指定位置并有可靠的保安措施。

4.5.2 纵深防御

应对源运用与其潜在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的多层防护与安全措施（即纵深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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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以确保当某一层次的防御措施失效时，可由下一层次的防御措施予以弥补或纠正，

达到：

a）防止可能引起照射的事故；

b）减轻可能发生的任何这类事故的后果；

c）在任何这类事故之后，将源恢复到安全状态。

4.5.3 良好的工程实践

实践中源的选址、定位、设计、建造、安装、调试、运行、维修和退役，均应以行

之有效的工程实践为基础，这种工程实践应：

a）符合现行法规、标准和有关文件的规定；

b）以确保源全寿期过程中的防护与安全为目的，有可靠的管理措施和组织措施予

以支持；

c）在源的设计、建造及运行中留有足够的安全裕量，以确保可靠的正常运行性能；

预留安全裕量时着眼于预防事故、减轻事故后果和限制照射，并考虑质量、多重性和可

检查性；

d）考虑技术标准的发展，以及防护与安全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与经验教训。

4.6 安全的确认

4.6.1 安全评价

应在不同阶段（包括选址、设计、制造、建造、安装、调试、运行、维修和退役）

对实践中源的防护与安全措施进行安全评价，以：

a）在分析外部事件对源的影响和源与其附属设备自身事件的基础上，鉴别出可能

引起正常照射和潜在照射的各种情形；

b）预计正常照射的大小，并在可行的范围内估计潜在照射发生的可能性与大小；

c）评价防护与安全措施的质量和完善程度。

4.6.2 监测与验证

4.6.2.1应确定用以验证是否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所需要的参数，并对这些参数进行监测或

测量。

4.6.2.2应为进行所需要的监测与验证提供适当的设备和程序。应对这类设备定期进行维

修和检验，并定期用可溯源到国家基准的计量标准进行校准。

4.6.3记录

应保存监测与验证的记录，包括设备检验与校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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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干预的主要要求

5.1 基本原则

5.1.1在干预情况下，为减少或避免照射，只要采取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是正当的，则

应采取这类行动。

5.1.2 任何这类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的形式、规模和持续时间均应是最优化的，使在通

常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下，从总体上考虑，能获得最大的净利益。

5.1.3 在应急照射情况下，除非超过或可能超过旨在保护公众成员的干预水平或行动水

平（见附录 E（标准的附录）的 E2），否则一般不需要采取防护行动。

5.1.4 在持续照射情况下，除非超过有关行动水平（见附录 H（提示的附录）），否则一

般不需要采取补救行动。

5.1.5 对于适用本标准的任何特定干预情况，本标准各项有关要求的应用应与该干预情

况的性质、严重程度和所涉及的范围相适应。

5.2 管理要求

5.2.1 应急照射情况

5.2.1.1 每一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如果其所负责的源可能发生需要紧急干预的情况，

则应制定相应的应急计划或程序，并经审管部门认可；应急计划应规定注册者或许可证

持有者的场内应急职责，并考虑与其所负责的源相适应的场外应急责任；同时注册者或

许可证持有者应为实施所规定的各种防护行动作好准备（详细要求见标准第 10章）。

5.2.1.2 有关干预组织应根据可能出现的紧急干预情况的严重程度和可能涉及的场外

范围制定相应的总体应急计划(以下称为场外应急计划)，据以协调场区内、外的应急行

动和实施所需要的场外防护行动，以支持和补充根据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急计划实

施的各种防护行动。场外应急计划应由相应的干预组织负责实施。

有关干顶组织还应为应付其他各种可能要求紧急干预的意外情况(如源非法入境、

带源的卫星坠入境内或境外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境内等）做出安排。

5.2.2 持续照射情况

对于超过或可能超过有关行动水平的持续照射情况，有关干预组织应按需要制定通

用或场址专用补救行动计划，并经有关部门认可。采取补救行动时，负责实施的法人应

确保按照经认可的补救行动计划进行。

5.2.3 工作人员与公众的保护

5.2.3.1 对于工作人员因实施干预而受到的职业照射，应按审管部门的要求，由注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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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持有者、用人单位或有关干预组织承担本标准 10.5所规定的各项防护责任。

5.2.3.2 对于干预情况下的公众照射，应按政府根据实施有效干预所确定的各种组织安

排和职能分工，由国家、地方有关干预组织以及导致干预的实践或源的注册者或许可证

持有者承担各项公众保护责任。

5.2.4 报告要求

发生或预计可能发生需要采取防护行动的应急照射情况时，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

应立即报告有关干预组织和审管部门，并应随时向它们报告：

a) 事态的发展和预计的发展趋势；

b) 为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所采取的措施；

c) 已经造成的和预计可能造成的照射。

5.3 辐射防护要求

5.3.1 只有根据对健康保护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综合考虑，预计干预的利大于弊时，

干预才是正当的。如果剂量水平接近或预计会接近附录 E(标准的附录)的 E1所给出的

水平，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几乎总是正当的。

5.3.2 在干预计划中，应规定最优化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这种最优化干预水平和行

动水平的确定应以附录 E(标准的附录)的 E2和附录 H（提示的附录）所给出的准则为

基础，并应考虑国情和当地的具体条件，如：

a) 通过干预可以避免的个人和集体剂量；

b）干预本身所伴有的放射和非放射健康危险，以及干预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利益。

5.3.3 在对事故进行响应的过程中，应根据下列因素对干预的正当性和预定的干预水平

的优化程度重新加以考虑：

a）实际情况特有的因素，如释放的性质、气候条件和其他有关非放射性因素；

b）未来条件不确定时，防护行动带来净利益的可能性。

6 职业照射的控制

6.1 责任

6.1.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对工作人员所受职业照射的防护负责，并遵

守本标准的有关要求。

6.1.2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向所有从事涉及或可能涉及职业照射活动的

工作人员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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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照本标准附录 B(标准的附录)的规定限制职业照射；

b) 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使职业防护与安全最优化；

c）记录职业防护与安全措施的决定，并将此类决定通知有关各方；

d) 建立实施本标准有关要求的防护与安全方针、程序和组织机构；并优先考虑控

制职业照射的工程设计和技术措施；

e）提供适当而足够的防护与安全设施、设备和服务，它们的种类与完善程度应与

预计的职业照射水平和可能性相适应；

f）提供相应的防护装置相监测设备，并为正确使用这些装置和设备做出安排；

s) 提供必要的健康监护和服务；

h）提供适当而足够的人力资源，为防护与安全培圳做出安排，并根据需要安排定

期再培训，以更新知识和保证工作人员达到所需要的适任水平；

i）按照本标准的要求保存有关的记录；

j）就如何有效地实施本标准和所采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等问题与工作人员或他们

的代表进行协商和合作：

k）为促进安全文化素养的提高提供所需条件。

6.1.3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聘用新工作人员时，应从受聘人员的原聘用单

位获取他们的原有职业受照记录及其他有关资料。

6.1.4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要求工作人员遵守本标准，必要时应采取行

政管理措施，确保工作人员了解他们负有保护自己及他人免受或少受辐射照射以及保持

源的安全的义务和责任。

6.1.5 工作人员的义务和责任应是：

a）遵守有关防护与安全规定、规则和程序；

b）正确使用监测仪表和防护设备与衣具；

c）在防护与安全(包括健康监护和剂量评价等)方面与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

单位合作，提供有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与信息：

d）不故意进行任何可能导致自己和他人违反本标准要求的活动；

e）学习有关防护与安全知识，接受必要的防护与安全培训和指导，使自己能按本

标准的要求进行工作。

6.1.6 工作人员发现违反或不利于遵守本标准的情况，应尽快向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

或用人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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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职业照射的剂量控制

6.2.1 正常照射的剂量控制

正常照射的剂量控制应符合 4.3.2的规定，并应遵循 4.3.3中对辐射防护最优化的有

关要求。

6.2.2 特殊情况的剂量控制

6.2.2.1 如果某一实践是正当的，是根据良好的工程实践设计和实施的，其辐射防护已

按本标准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而其职业照射仍然超过正常照射的剂量限值，但预计经过

合理的努力可以使有关职业照射剂量处于正常照射剂量限值之下，则在这种情况下，审

管部门可以按照附录 B（标准的附录）B1.1.2的规定，例外地认可对剂量限制要求作某

种临时改变。

6.2.2.2 剂量限制要求的临时改变应由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向审管部门提出正式申

请，经审查认可后，方可进行；未经审管部门认可，不得进行这种临时改变。

6.2.2.3 在申请临时改变剂量限制要求时，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应在申请文件中对需

要进行这种临时改变的特殊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

a) 已尽了一切努力减少照射，并已按本标准的要求使防护与安全措施最优化；

b) 已与有关用人单位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协商，并就临时改变剂量限制要求的需要

和条件取得了共识；

c）正在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改善工作条件，直到满足附录 B（标准的附录）B1.1.1

所规定的剂量限制要求；

d）工作人员个人受照的监测与记录足以证明已遵守了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的

有关要求，并为受照记录在有关用人单位之间进行转交提供了方便；

6.2.2.4 对剂量限制要求的任何临时改变均应：

a）按照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给出的适用物特殊情况的剂量限制要求进行；

b）限定改变的期限；

c）逐年接受审查；

d）不再延期；

e）仅限于规定的工作场所。

6.2.3 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工作人员体表、内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

制应遵循附录 B（标准的附录）B2所规定的限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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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从事工作的条件

6.3.1 工作待遇

不得以特殊补偿、缩短工作时间或以休假、退休金或特种保险等方面的优待安排代

替为符合本标准的要求所需要采取的防护与安全措施。

6.3.2 孕妇的工作条件

女性工作人员发觉自己怀孕后要及时通知用人单位，以便必要时改善工作条件。孕

妇和授乳妇女应避免受到内照射。

用人单位不得把怀孕作为拒绝女性工作人员继续工作的理由。用人单位有责任改善

怀孕女性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以保证为胚胎和胎儿提供与公众成员相同的防护水平。

6.3.3 未成年人的工作条件

年龄小于 16周岁的人员不得接受职业照射。年龄小于 18周岁的人员，除非为了进

行培训并受到监督，否则不得在控制区工作；他们所受的剂量应按附录 B（标准的附录）

中 B1.1.1.2的规定进行控制。

6.3.4 工作岗位的调换

审管部门或健康监护机构认定某一工作人员由于健康原因不再适于从事涉及职业

照射的工作时，用人单位应为该工作人员调换合适的工作岗位。

6.4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应把辐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制。

6.4.1 控制区

6.4.1.1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把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区域定

为控制区，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并预防潜在照射或限

制潜在照射的范围。

6.4.1.2 确定控制区的边界时，应考虑预计的正常照射的水平、潜在照射的可能性和大

小，以及所需要的防护手段与安全措施的性质和范围。

6.4.1.3 对于范围比较大的控制区，如果其中的照射或污染水平在不同的局部变化较

大，需要实施不同的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则可根据需要再划分出不同的子区，以

方便管理。

6.4.1.4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应：

a）采用实体边界划定控制区；采用实体边界不现实时也可以采用其他适当的手段；

b）在源的运行或开启只是间歇性的或仅是把源从一处移至另一处的情况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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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导情况相适应的方法划定控制区，并对照射时间加以规定；

c）在控制区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符合附录 F（标准的附录）规

定的警告标志，并给出相应的辐射水平和污染水平的指示；

d）制定职业防护与安全措施，包括适用于控制区的规则与程序；

e）运用行政管理程序（如进入控制区的工作许可证制度）和实体屏障（包括门锁

和联锁装置）限制进出控制区；限制的严格程度应与预计的照射水平和可能性相适应；

f）按需要在控制区的入口处提供防护衣具、监测设备和个人衣物贮存柜；

g）按需要在控制区的出口处提供皮肤和工作服的污染监测仪、被携出物品的污染

监测设备、冲洗或淋浴设施以及被污染防护衣具的贮存柜；

h）定期审查控制区的实际状况，以确定是否有必要改变该区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

施或该区的边界。

6.4.2 监督区

6.4.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下述区域定为监督区：这种区域未被定为控制区，

在其中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监督和

评价。

6.4.2.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采用适当的手段划出监督区的边界；

b）在监督区入口处的适当地点设立表明监督区的标牌；

c）定期审查该区的条件，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防护措施和做出安全规定，或是否

需要更改监督区的边界。

6.4.3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应按附录 C（标准的附录）的规定进行。

6.5 个人防护用具的配备与应用

6.5.1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为工作人员提供适用、足够和

符合有关标准的个人防护用具，如各类防护服、防护围裙、防护手套、防护面罩及呼吸

防护器具等，并应使他们了解其所使用的防护用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6.5.2 应对工作人员进行正确使用呼吸防护器具的指导，并检查其配戴是否合适。

6.5.3对于需要使用特殊防护用具的工作任务，只有经担任健康监护的医师确认健康合

格并经培训和授权的人员才能承担。

6.5.4个人防护用具应有适当的备份，以备在干预事件中使用。所有个人防护用具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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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管，并应对其性能进行定期检验。

6.5.5对于任何给定的工作任务，如果需要使用防护用具，则应考虑由于防护用具的使

用使工作不便或工作时间延长所导致的照射的增加，并应考虑使用防护用具可能伴有的

非辐射危害。

6.5.6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通过利用适当的防护手段与安全措施（包括

良好的工程控制装置和满意的工作条件），尽量减少正常运行期间对行政管理和个人防

护用具的依赖。

6.6 职业照射监测和评价

6.6.1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根据其负责的实践和源的具体情况，按照辐

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制定适当的职业照射监测大纲，进行相应的监测与评价。应将监测

与评价的结果定期向审管部门报告；发生异常情况时应随时报告。

6.6.2 个人监测和评价

6.6.2.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负责安排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监测和评价。

对职业照射的评价主要应以个人监测为基础。

6.6.2.2 对于任何在控制区工作的工作人员，或有时进入控制区工作并可能受到显著职

业照射的工作人员，或其职业照射剂量可能大于 5mSv/a的工作人员，均应进行个人监

测。在进行个人监测不现实或不可行的情况下，经审管部门认可后可根据工作场所监测

的结果和受照地点和时间的资料对工作人员的职业受照做出评价。

6.6.2.3对在监督区或只偶尔进入控制区工作的工作人员，如果预计其职业照射剂量在

1mSv/a~5mSv/a范围内，则应尽可能进行个人监测。应对这类人员的职业受照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应以个人监测或工作场所监测的结果为基础。

6.6.2.4 如果可能，对所有受到职业照射的人员均应进行个人监测。但对于受照剂量始

终不可能大于 1 mSv/a的工作人员，一般可不进行个人监测。

6.6.2.5 应根据工作场所辐射水平的高低与变化和潜在照射的可能性与大小，确定个人

监测的类型、周期和不确定度要求。

6.6.2.6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对可能受到放射性物质体内污染的工作人

员(包括使用呼吸防护用具的人员)安排相应的内照射监测，以证明所实施的防护措施的

有效性，并在必要时为内照射评价提供所需要的摄人量或待积当量剂量数据。

6.6.3 工作场所的监测和评价

6.6.3.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在合格专家和辐射防护负责人的配合下(必要时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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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单位的配合下，制定、实施和定期复审工作场所监测大纲。

6.6.3.2工作场所监测的内容和频度应根据工作场所内辐射水平及其变化和潜在照射的

可能性与大小来确定，并应保证：

a) 能够评估所有工作场所的辐射状况；

b）可以对工作人员受到的照射进行评价；

c）能用于审查控制区和监督区的划分是否适当。

6.6.3.3 工作场所监测大纲应规定：

a) 拟测量的量；

b) 测量的时间、地点和频度；

c）最合适的测量方法与程序；

d）参考水平和超过参考水平时应采取的行动。

6.6.3.4 应将实施工作场所监测大纲所获得的结果予以记录和保存。

6.6.4 监测的质量保证

应将质量保证贯穿于从监测大纲制定到监测结果评价的全过程。监测大纲必须包含

有质量保证要求．以确保：测量设备具备所要求的计量特性（如准确度、稳定性、量程

和分辨能力等）并得以适当的维护。测量与分析程序得以正确地建立和执行，监测的结

果得以正确地记录、评价和妥善保管。

6.7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的职业照射管理

6.7.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制定和实施用以控制和管理本单位职业照射

的书面规则和程序，以确保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防护与安全水平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6.7.2 应在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中包括有关调查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具体数值，以及超过

这些数值时应执行的程序。

6.7.3 应加强防护与安全培训和安全文化素养的培植，提高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对所制

定的规则、程序和防护与安全规定的理解和执行的自觉性。应将所有培训记录妥善存档

保管。

6.7.4 应建立监督制度和按照审管部门的要求聘任辐射防护负责人，对所有涉及职业照

射的工作进行充分监督，并采取合理步骤，保证各种规则、程序、防护与安全规定等得

到遵守。

6.7.5 应向所有工作人员提供：

a）他们所受职业照射(包括正常照射和潜在照射)的情况及可能产生的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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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适当的防护与安全培训与指导；

c）他们的行动对防护与安全的意义的信息。

6.7.6 应向可能进入控制区或监督区工作的女性工作人员提供下列信息：

a）孕妇受到照射对胚胎和胎儿的危险；

b）女性工作人员怀孕后尽快通知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的重要性；

c）婴儿经哺乳食入放射性物质的危险。

6.7.7 应向可能受到应急计划影响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信息、指导和培训；

6.8 职业健康监护

6.8.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安排相应的健康监护。

6.8.2 健康监护应以职业医学的一般原则为基础，其目的是评价工作人员对于其预期工

作的适任和持续适任的程度。

6.9 职业照射的记录

6.9.1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必须为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保存职业照射记录。

6.9.2 职业照射记录应包括：

a）涉及职业照射的工作的一般资料；

b）达到或超过有关记录水平的剂量和摄入量等资料，以及剂量评价所依据的数据

资料；

c）对于调换过工作单位的工作人员，其在各单位工作的时间和所接受的剂量和摄

入量等资料；

d）因应急干预或事故所受到的剂量和摄入量等记录；这种记录应附有有关的调查

报告，并应与正常工作期间所受到的剂量和摄人量区分开。

6.9.3 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

a）按国家审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报送职业照射的监测记录和评价报告；

b）准许工作人员和健康监护主管人员查阅照射记录及有关资料；

c）当工作人员调换工作单位时，向新用人单位提供工作人员的照射记录的复制件；

d）当工作人员停止工作时，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应按审管部门或审

管部门指定部门的要求，为保存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记录做出安排；

e）注册者、许可证持有者和用人单位停止涉及职业照射的活动时，应按审管部门

的规定，为保存工作人员的记录做出安排。

6.9.4 在工作人员年满 75岁之前，应为他们保存职业照射记录。在工作人员停止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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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其照射记录至少要保存 30年。

7 医疗照射的控制

7.1 责任

7.1.1 许可证持有者应对保证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负责。有关执业医师与医技人

员、辐射防护负责人、合格专家、医疗照射设备供方等也应对保证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

与安全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7.1.2 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只有具有相应资格的执业医师才能开具医疗照射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

b）只能按照医疗照射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对受检者与患者实施诊断性或治疗

性医疗照射；

c）在开具医疗照射检查单或治疗处方时，以及在实施医疗照射期间，执业医师对

保证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承担主要职责与义务；

d) 所配备的医技人员满足需要，并接受过相应的培训，在实施医疗照射检查单或

治疗处方所规定的诊断或治疗程序的过程中能够承担指定的任务；

e）制定并实施经审管部门认可的培训准则。

7.1.3 许可证持有者将电离辐射应用于治疗或诊断时，应注意听取放射治疗物理、核医

学物理或放射诊断物理等方面合格专家的意见，并应实施相应的质量保证要求。

7.1.4 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应将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与安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

需求及时向许可证持有者报告，并尽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受检者与患者的防护

与安全。

7.2 医疗照射的正当性判断

7.2.1 正当性判断的一般原则

在考虑了可供采用的不涉及医疗照射的替代方法和利益和危险之后，仅当通过权衡

利弊，证明医疗照射给受照个人或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可能引起的辐射危害时，该医

疗照射才是正当的。

对于复杂的诊断与治疗，应注意逐例进行正当性判断。还应注意根据医疗技术与水

平的发展，对过去认为是正当的医疗照射重新进行正当性判断。

7.2.2 诊断检查的正当性判断

在判断放射学或核医学检查的正当性时，应掌握好适应证，正确合理地使用诊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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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照射，并应注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对妇女及儿童施行放射学或核医学检查的

正当性更应慎重进行判断。

7.2.3 群体检查的正当性判断

涉及医疗照射的群体检查的正当性判断，应考虑通过普查可能查出的疾病、对被查

出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的可能性和由于某种疾病得到控制而使公众所获得的利益，只有

这些受益足以补偿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包括辐射危害）时这种检查才是正

当的。X射线诊断的筛选性普查还应避免使用透视方法。

7.2.4 与临床指征无关的放射学检查的控制

判断因职业、法律需要或健康保险目的而进行放射学检查是否正当，应考虑能否获

得有关受检者健康状况的有用信息及获得这些信息的必要性，并应与有关专业机构进行

磋商。

7.2.5 关于医学研究中志愿者的照射

对医学研究中志愿者的照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仔细进行审查（包括涉及人体生物

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等）；应将接受此类照射的可能危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并告知

志愿受照者；只能由具有相应资格又训练有素的人员施行这种照射。

7.3 医疗照射的防护最优化

医疗照射的防护最优化除了应符合本标准其他各章对防护最优化所规定的有关要

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7.3.1 设备要求

7.3.1.1 医疗照射所使用的辐射源应符合本标准其各章对辐射源的安全所规定的有关要

求；尤其应将医疗照射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成可及时发现系统内单个部件的故障，以使对

患者的任何非计划医疗照射减至最小，并有利于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人为失误。

7.3.1.2 在设备供方的合作下，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所使用的设备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及规定；

b）备有设备性能规格和操作及维修说明书，特别应备有防护与安全说明书；

c）现实可行时，将操作术语（或其缩写）和操作值显示于操作盘上；

d）设备辐射束控制装置，这类装置应包括能清晰地并以某种故障安全方式指示辐

射束是处于“开”或“关”状态的部件；

e）设备带有射束对中准直装置，以便于将照射尽可能限制于被检查或治疗的部位；

f）在没有任何辐射束调整装置的情况下，使诊治部位的辐射场尽可能均匀，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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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供方说明其不均匀性；

g）使辐射泄漏或散射在非诊治部位所产生的照射量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

水平。

7.3.1.3 对于放射诊断设备，许可证持有者在设备供方的合作下应保证：

a）辐射发生器及其附属部件的设计和制造便于将医疗照射保持在能获得足够诊断

信息的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b）对于辐射发生器，能清晰、准确地指示各种操作参数，如管电压、过滤特性、

焦点位置、源与像接收器的距离、照射野的大小，以及管电流与时间或二者的乘积等；

c）射线摄影设备配备照射停止装置，在达到预置的时间、管电流与时间的乘积或

剂量后该装置能自动使照射停止；

d）荧光透视设备配备某种 X射线管工作控制开关，只有将此开关持续按下时才能

使 X射线管工作，并配备有曝光时间指示器和（或）入射体表剂量监测器。

7.3.1.4 对于放射治疗设备，许可证持有者在设备供方的合作下应保证：

a）辐射发生器和照射装置配备有用于可靠地选择、指示和（必要并可行时）证实

诸如辐射类型、能量指标、射束调整因子、治疗距离、照射野大小、射束方向、治疗时

间或预置剂量等运行参数的装置；

b）使用放射源的辐照装置是故障安全的，即一旦电源中断放射源将自动被屏蔽，

并一直保持到由控制台重新启动射束控制机构时为止；

c）对于高能放射治疗设备，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用于终止照射的故障安全保护系

统，并配备安全联锁装置或其他手段，用以防止在工作条件不同于控制台上所选定的情

况下将设备用于临床；

d）执行维修程序时，如果联锁被旁路，安全联锁装置的设计能确保只有在维修人

员使用适当的器件、编码或钥匙进行直接控制的条件下照射装置才能运行；

e）不论是远距离治疗用的放射源或是近距离治疗用的放射源均符合附录 J（标准的

附录）中 J2.8所给出的对密封源的要求；

f）必要时，安装或提供能对放射治疗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给出报警信

号的监测设备。

7.3.2 操作要求

7.3.2.1 许可证持有者应：

a）在分析供方所提供资料的基础上，辩明各种可能引起非计划医疗照射的设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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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和人为失误；

b）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故障和失误，包括选择合格人员、制定适当的质量保证

与操作程序，并就程序的执行和防护与安全问题对有关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与定期再培

训；

c）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将可能出现的故障和失误的后果减至最小；

d）制定应付各种可能事件的应急计划或程序，必要时进行应急训练。

7.3.2.2 对于放射诊断，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开具或实施放射诊断申请单的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所使用的设备是合适的，

在考虑了相应专业机构所制定的可接受图像质量标准和有关医疗照射指导水平后，确保

患者所受到的照射是达到预期诊断目标所需的最小照射，并注意查阅以往的检查资料以

避免不必要的额外检查；

b）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应认真选择并综合使用下列各种参数，以使受检查所

受到的照射是与可接受的图像质量和临床检查目的相一致的最低照射，对于儿童受检者

和施行介入放射学更应特别重视对下列参数的选择处理：

1）检查部位，每次检查的摄片次数（或断层扫描切片数）和范围或每次透视的时

间；

2）图像接收器的类型；

3）防散射滤线栅的使用；

4）初级 X射线束的严格准直；

5）管电压，管电流与时间或它们的乘积；

6）图像存贮方法；

7）适当的图像处理因素等。

c）只有在把受检者转移到固定放射学检查设备是不现实的或医学上不可接受的情

况下，并采取了严格的辐射防护措施后，才可使用可携式、移动式放射学检查设备；

d）除临床上有充分理由证明需要进行的检查外，避免对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施

行会引起其腹部或骨盆受到照射的放射学检查；

e）周密安排对有生育能力的妇女的复部或骨盆的任何诊断检查，以使可能存在的

胚胎或胎儿所受到的剂量最小；

f）尽可能对辐射敏感器官（例如性腺、眼晶体、乳腺和甲状腺）提供恰当的屏蔽。

7.3.2.3 对于核医学，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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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开具或实施放射性核素显像检查申请单的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使受检者所

受到的照射，是在考虑了有关医疗照射指导水平后为达到预期诊断目的所需要的最低照

射，并注意查阅以往的检查资料以避免不必要的额外检查；

b)执业医师和有关医技人员针对不同受检者的特点，恰当地选用可供利用的适当的

放射性药物及其用量,使用阻断非检查器官吸收的方法(必要时实施促排)，并注意采用适

当的图像获取和处理技术，以使受检者受到的照射是为获得合乎要求的图像质量所需要

的最低照射；

c)除有明显临床指征外，避免因进行诊断或治疗让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服用放射

性核素；

d)哺乳妇女服用了放射性药物后，建议其酌情停止喂乳，直到其体内放射性药物的

分泌量不再给婴儿带来不可接受的剂量为止；

e)仅当有明显的临床指征时才可以对儿童施行放射性核素显像，并应根据受检儿童

的体重、身体表面积或其他适用的准则减少放射性药物服用量，还应尽可能避免使用长

半衰期的放射性核素。

7.3.2.4 对于放射治疗，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在对计划照射的靶体积施以所需要的剂量的同时使正常组织在放射治疗期间所

受到的照射控制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并在可行和适当时采用器官屏蔽措施；

b）除有明显临床指征外，避免对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施行腹部或骨盆受照射的

放射治疗；

c）周密计划对孕妇施行的放射治疗，以使胚胎或胎儿所受到的照射剂量减至最小；

d）将放射治疗可能产生的危险通知患者。

7.3.3 医疗照射的质量保证

7.3.3.1 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本标准所规定的质量保证要求和其他有关医疗照射质量

保证的标准制定一个全面的医疗照射质量保证大纲；制定这种大纲时应邀请诸如放射物

理、放射药物学等有关领域的合格专家参加。

7.3.3.2 医疗照射质量保证大纲应包括：

a）对辐射发生器、显像设备和辐照装置等的物理参数的测量（包括调试时的测量

和调试后的定期测量）；

b）对患者诊断和治疗中所使用的有关物理及临床因素的验证；

c）有关程序和结果的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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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剂量测定和监测仪器的校准及工作条件的验证；

e）放射治疗质量保证大纲的定期和独立的质量审核与评审。

7.3.3.3 许可证持有者应重视对照射剂量和放射性药物活度测定的校准，保证：

a) 对医疗照射用辐射源酌校准可追溯到剂量标准实验室；

b）按辐射的线质或能量，以及规定条件下预定距离处的吸收剂量或吸收剂量率，

对放射治疗设备进行校准；

c）按某一特定参考日期的活度、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或在规定介质中规定距离处

的吸收剂量率，对近距离治疗用密封源进行校准；

d）按应服用的放射性药物的活度以及服药时所测定和记录的活度对核医学中使用

的非密封源进行校准；

e）在设备调试时，在进行了可能影响剂量测定的任何维修之后，以及在审管部门

认可的时间间隔结束时，均进行有关校准。

7.3.3.4 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进行下列临床剂量测定并形成文件：

a)在放射学检查中，典型身材成年受检者的入射体表剂量、剂量与面积之积、剂量

率及照射时间或器官剂量等的代表值；

b）对于利用外照射束放射治疗设备进行治疗的患者，计划靶体积的最大与最小吸

收剂量，以及有关部位（例如靶体积中心或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选定的其他部位）的吸

收剂量；

c) 在使用密封源的近距离治疗中，每位患者的选定部位处的吸收剂量；

d）在使用非密封源的诊断或治疗中，受检者或患者的典型吸收剂量；

e）在各种放射治疗中，有关器官的吸收剂量。

7.4 医疗照射的指导水平与剂量约束

7.4.1 医疗照射的指导水平

7.4.1.1 对于常用的诊断性医疗照射，应通过广泛的质量调查数据推导，并根据本标准

的规定（见 4.3.5），由相应的专业机构与审管部门制定医疗照射的指导水平，并根据技

术的进步不断对其进行修订、供有关执业医师作为指南使用，以便：

a）当某种检查的剂量或活度超过相应指导水平时，采取行动改善优化程度，使在

确保获得必需的诊断信息的同时尽量降低受检者的受照剂量；

b）当剂量或活度显著低于相应的指导水平而照射又不能提供有用的诊断信息和给

患者带来预期的医疗利益时，按需要采取纠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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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 考虑到本标准 4.3.5中 b)和 c）的规定，不应将所确定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视为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达到最佳性能的指南；实践中应用这些指导水平时应注意具体条

件，如医疗技术水平、受检者的身材和年龄等：

7.4.2 放射诊断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对于典型成年受检者，各种常用的 X射线摄影、X射线 CT检查、乳腺 X射线摄影

和 X射线透视的剂量或剂量率指导水平见附录 G(提示的附录)的 Gl。

7.4.3 核医学诊断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对于典型成年受检者，各种常用的核医学诊断的活度指导水平见附录 G(提示的附

录）的 G2。

7.4.4 其他有关的剂量约束

7.4.4.1 医学研究中志愿者所受的医疗照射不能给受照个人带来直接利益，审管部门或

其授权的机构应对这类人员的防护最优化规定相应的剂量约束。

7.4.4.2 许可证持有者应对明知受照而自愿帮助护理、扶持与慰问或探视正在接受医疗

照射的患者的人员的受照剂量进行控制。这类人员个人所受到的剂量应限制在附录

B(标准的附录)B1.2.2所规定的数值以下。

7.4.4.3 接受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患者应在其体内的放射性物质的活度降至一定水平后

才能出院，以控制其家庭与公众成员可能受到的照射。接受了碘 131治疗的患者，其体

内的放射性活度降至低于 400之前不得出院。必要时应向患者提供有关他与其他人员接

触时的辐射防护措施的书面指导。

7.5 事故性医疗照射的预防和调查

7.5.1 许可证持有者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包括不断提高所有有关人员的安全文化素

养，防止发生潜在的事故性医疗照射。

7.5.2 许可证持有者应对下列各种事件及时进行调查：

a）各种治疗事件，如弄错患者或其组织的、用错药物的．或剂量或分次剂量与处

方数值严重不符以及可能导致过度急性次级效应的治疗事件；

b）各种诊断性照射事件，如剂量明显大于预计值的诊断性照射，或剂量反复并显

著超过所规定的相应指导水平的诊断性照射；

c）各种可能造成患者的受照剂量与所预计值显著不同的设备故障、事故或其他异

常偶然事件。

7.5.3 对于 7.5.2所要求的每一项调查，许可证持有者均应：计算或估算受检者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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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到的剂量及其在体内的分布；提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需要采取的纠正措施；实

施其责任范围内的所有纠正措施；按规定尽快向审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说明事件的原

因和采取纠正措施的情况；将事件及其调查与纠正情况通知受检者与患者及有关人员。

7.5.4 许可证持有者应在审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保存并在必要时提供下列记录：

a）在放射诊断方面，进行追溯性剂量评价所必需的资料，包括特殊检查中荧光透

视检查的照射次数和持续时间等；

b）在核医学方面，所服用的放射性药物的类型及活度；

c）在放射治疗方面，计划靶体积的说明、靶体积中心的剂量和靶体积所受的最大

与最小剂量、其他有关器官的剂量、分次剂量和总治疗时间；

d）放射治疗所选定的有关物理与临床参数的校准和定期核对的结果；

e）在医学研究中志愿者所受照射的剂量。

8 公众照射的控制

8.1 责任

8.1.1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对他们所负责的源或实践所引起的公众

照射实施控制，除非这种照射是被排除的或引起这种照射的实践或源是被豁免的。对于

未被排除的天然源照射或未豁免的天然源，除了氡所致的照射低于审管部门所制定的持

续照射行动水平的情况以外，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照审管部门的规定实施本标准

的有关要求（见 3.1.3.2）。

8.1.2 对于其所负责的源，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负责：

a）制定和实施与公众照射控制有关的防护与安全原则和程序，并建立相应的组织

机构；

b）制定、采取和坚持相应的措施，保证：

1）受其所负责的源照射的公众成员的防护是最优化的；

2）受其所负责的源照射的关键人群组的正常照射受到限制，使组内成员个人的总

受照剂量（见 4.3.2）不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公众成员的剂量限值；

c）制定、采取和保持各种所需要的措施，确保源的安全，使对与公众有关的潜在

照射的控制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d）提供适当且足够的用于公众防护的设施、设备和服务，它们的性能和范围应与

照射的可能性与大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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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对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防护与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培训及定期再培训，确保他们始

终保持所需要的适任水平；

f）按照审管部门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公众照射监测大纲，并提供相应的监测设备，

以便对公众照射进行评价；

g）按照本标准的要求，保存有关监督与监测的详细记录；

h）按照本标准第 5章和第 10章的有关要求，制定与所涉及危险的性质和大小相适

应的应急计划或程序，并作好相应的应急准备。

8.1.3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负责确保所采取的放射性物质排放控制措施的最优化

过程遵循审管部门制定或认可的剂量约束，应考虑下列有关因素：

a）其他源或实践（包括实际上已评价过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源和实践）的剂量贡献；

b）可能影响公众照射的任何条件的可能变化，如源的特性和运行操作条件的变化、

照射途径的变化、居民习惯和分布变化、关键人群组的改变，或环境弥散条件的变化等；

c）同类源或实践的运行操作经验和教训；

d）照射评价中的各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当关键人群组与源在空间或时间上相距较

远的情况下照射评价的不确定性。

8.2 外照射源的控制

如果审管部门确认某种外照射源可能引起公众照射，则这种源的注册者或许可证持

有者应保证：

a）在调试之前，所有利用这种外照射源的新设施的平面布置与设备布置资料和现

有设施的全部重要修改均已经审管部门审评和认可，未经审评和获得书面认可之前，不

得进行调试或修改；

b）为这种源的运行制定专门的剂量约束，并报审管部门认可；

c）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提供最优化的屏蔽和其他防护措施。

8.3 非开放场所中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

a）按照本标准的要求，根据情况对其所负责的源采取最优化的措施，限制污染在

公众可达到区域内引起公众照射；

b）针对源的建造和运行，建立专门的包容措施，以防止污染向公众可达的区域内

扩散。

8.4 参观访问人员的控制



GB18871-2002

29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确保进入控制区的参观访问人员有了解该区域防护与安全措施的工作人员陪同；

b）在参观访问人员进入控制区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和指导，以确保他们和

可能受他们的行动影响的其他人员的防护；

c）在监督区设置醒目的标志，并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确保对来访者进入监督区

实施适当的控制。

8.5 放射性废物管理

8.5.1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确保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使其所负责实践和源所产生

的放射性废物的活度与体积达到并保持最小。

8.5.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照本标准和国家其他有关法规与标准的要求，对其所

负责实践和源所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实施良好的管理，进行分类收集、处理、整备、运输、

贮存和处置，确保：

a） 使放射性废物对工作人员与公众的健康及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降低到可以接受

的水平；

b）使放射性废物对后代健康的预计影响不大于当前可以接受的水平；

c）不给后代增加不适当的负担。

8.5.3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进行放射性废物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废物的产生与管理各

步骤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应根据所产生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含量、半衰期、浓度

以及废物的体积和其他物理与化学性质的差别，对不同类型的放射性废物进行分类收集

和分别处理，以利于废物管理的优化。

8.6 放射性物质向环境排放的控制

8.6.1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由其获准的实践和源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时符

合下列所有条件，并已获得审管部门的批准：

a）排放不超过审管部门认可的排放限值，包括排放总量限值和浓度限值；

b）有适当的流量和浓度监控设备，排放是受控的；

c) 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是采用槽式排放的；

d）排放所致的公众照射符合本标准附录 B（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剂量制要求；

e）已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使排放的控制最优化。

8.6.2 不得将放射性废液排入普通下水道，除非经审管部门确认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低放

废液，方可直接排入流量大于 10倍排放流量的普通下水道，并应对每次排放作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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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月排放的总活度不超过 10ALImin（ALImin是相应于职业照射的食入和吸入 ALI

值中的较小者，其具体数值可按 B1.3.4和 B1.3.5条的规定获得）；

b）每一次排放的活度不超过 1ALImin，并且每次排放后不少于 3倍排放量的水进行

冲洗。

8.6.3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在开始由其负责的源向环境排放任何液态或气载放射性物

质之前应根据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并将结果书面报告审管部门：

a）确定拟排放物质的特性与活度及可能的排放位置和方法；

b）通过环境调查和适当的运行前试验或数学模拟，确定所排放的放射性核素可能

引起公众照射的所有重要照射途径；

c）估计计划的排放可能引起的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

8.6.4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在其所负责源的运行期间应：

a）使所有放射性物质的排放量保持在排放管理限值以下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

平；

b）对放射性核素的排放进行足够详细和准确的监测，以证明遵循了排放管理限值，

并可依据监测结果估计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

c) 记录监测结果和所估算的受照剂量；

d）按规定向审管部门报告监测结果；

e）按审管部门规定的报告制度、及时向审管部门报告超过规定限值的任何排放；

8.6.5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运行经验的积累和照射途径与关键人群组构成的

变化，对其所负责源的排放控制措施进行审查和调整，但任何调整均需在书面征得审管

部门的同意后才能实施。

8.7 公众照射的监测

8.7.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照审管部门的要求，并结合其所负责实践和源的实际

情况：

a)制定并实施详细的监测大纲，以保证本标准中有关外照射源所致公众照射的各项

要求得以满足，并可对这类照射进行评价；

b）制定并实施详细的监测大纲，以保证本标准中有关放射性物质向环境排放的各

项要求和审管部门所制定的各项要求得以满足，使审管部门能够确认在推导排放管理限

值时的假设条件继续有效，并能依据监测结果估算关键人群组的受照剂量；

c）按规定保存监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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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按规定期限向审管部门提交监测结果的摘要报告；

e）及时向审管部门报告环境辐射水平或污染显著增加的情况；若这种增加可能是

由其所负责源的辐射或放射性流出物所造成的，则应迅速报告；

f）建立和保持实施应急监测的能力，以备事故或其他异常事件引起环境辐射水平

或放射性污染水平意外增加时启用；

g）验证对排放的放射性后果进行预评价时所作假设的正确性。

8.8 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的管理

8.8.1 任何人均不得向公众出售能够引起辐射照射的消费品，除非：

a）所引起的照射是被排除的；

b）消费品本身满足附录 A(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豁免要求，已被审管部门所豁免；

或

c）消费品本身是已由审管郎门批准销售的。

8.8.2 非豁免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保证其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特别应保证其

产品设计与制造中那些在正常操作和使用过程中或在误操作、误使用、事故或处置情况

下可能影响人员受照的特性均已实现最优化；在对这些特性进行最优化时，应执行审管

部门制定或认可的剂量约束，并应考虑下列因素：

a）所使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及其辐射类型、辐射能量、活度和半衰期；

b）所使用的放射性核素的化学和物理形态及其正常和异常情况下对防护与安全的

影响；

c）消费品中放射性物质的包容和屏蔽，以及在正常和异常情况下接触这些放射性

物质的可能性；

d）对售后服务的需求及提供服务的方式；

e）同类消费品的有关经验；

8.8.3 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保证：

a）在每件消费品的可见表面上以印刷、粘贴或其他方式牢固地固定一个醒目的标

签，说明该消费品含有放射性物质，并说明该消费品的销售已获得有关审管部门的批准；

b）在每个供应消费品的包装体上也清楚地标明 a)中所规定的信息。

8.8.4 消费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应随每件消费品提供—份说明书，就下列各个方面给出

明确而贴切的说明和指导：

a）该消费品的安装、使用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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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售后服务；

c）所包含的放射性核素及其在规定年月日的活度；

d) 正常使用过程和服务、修理期间的辐射剂量率；

e）推荐的处置方法。

9 潜在照射的控制——源的安全

9.1 责任

9.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对其所负责源的潜在照射的控制（即源的安全）负责，

应实施本标准第 3章所规定的一般要求和第 4章与第 5章所规定的主要要求，并应根据

其所负责源的实际情况实施本章所规定的详细要求。

对于获准营运核设施或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的许可证持有者，除了本标准的要求之

外，还应遵循国家有关核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的防护与安全的专门法规与标准所

规定的要求。

9.1.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通过与源的供方或设计者、建(制)造者以合同等法律上

有效的方式的合作，保证其实践中的源：

a) 是经良好设计和建(制）造的；

b）符合有关防护与安全要求及相应质量标准；

c）经过检查，确认符合相应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9.1.3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对其所负责源的运行操作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注册者和

许可证持有者可以把所负责的源的运行操作任务委托给其他方进行，但仍然要负责保证

源的所有运行操作符合本标准要求。

9.2 安全评价

9.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第 4章所规定的有关要求（见 4.2.2.3和 4.6.1），对

其所负责的源进行安全评价。对于结构、系统及部件设计一致的同类型源，如果已存在

对源的技术性能的安全评价，则经审管部门认可，可只对源在当地的设置、使用及运行

操作条件进行一般的安全评价。其他情况下，通常应进行全面详细的专门安全评价。

9.2.2 安全评价应视源的实际情况包括对下列问题的全面严格审查：

a）源的运行操作限值和运行操作条件；

b）潜在照射产生的可能性及其性质和大小；

c) 可能导致潜在照射或可能导致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构筑物、系统、部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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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单一失效或组合失效)的各种途径，以及这类失效可能造成的后果；

d）环境变化可能影响防护与安全的途径，以及这类影响的可能后果；

e）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运行操作程序可能出现错误的途径，以及这类错误可能造

成的后果；

f）听提出的任何设计修改或运行操作修改及其对防护与安全的意义。

9.2.3 在安全评价中，还应视源的实际情况考虑下述问题：

a）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突然大量释放的因素和可能释放的最大活度，以及为预防

或控制这类释放可以采取的措施；

b）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连续小量释放的因素，以及为防止或控制这类释放可以采

取的措施；

c）可能引起任何辐射束意外照射的因素，以及为防止、识别和控制此类事件的发

生可以采取的措施：

d）为限制潜在照射的可能性和大小所用的安全装置的独立性以及安全装置的冗余

性和多样性的适宜程度。

9.2.4 应将安全评价形成文件，如有必要，应由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依据有关质量保

证大纲组织对安全评价文件进行独立的审核。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审管部门规定的审管要求，将安全评价文件提交审管部

门进行审评。

9.2.5 在下列情况下，必要时重新或补充进行安全评价；

a）拟对源或与源有关的设施、运行操作程序或维修程序作重大修改；

b）运行操作经验或者引起或可能引起潜在照射的事故、故障、失识或事件的资料

表明现有的安全评价不当或无效；或

c）源的活度发生或可能发生显著改变，或有关安全导则或技术标准已经变更。

9.3 对设计的要求

9.3.1 一般要求

9.3.1.1 源的设计和建（制）造应保证源：

a）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防护与安全要求；

b）满足工程、性能和功能方面的技术规格书；

c）满足与部件和系统的防护与安全功能和性能相适应的质量标准；

d）便于将来在满足本标准规定的防护与安全与要求的前提下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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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2 对于简单的源，应备有关于正确安装、使用和安全注意事项的资料；对于复杂

和较复杂的源，还应备有详细的设计资料。所有资料的表述方式与表述语言文字均应易

于其使用者正确理解和执行。

9.3.2 源的选址或定位

9.3.2.1 为具有大量放射性物质和可能造成这些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的源选择场址时，

应考虑可能影响该源的辐射安全的各种场址特征和可能受到该源影响的场址特征，并应

考虑实施场外干预（包括实施应急计划和防护行动）的可行性。

9.3.2.2 在确定装置和设施（例如医院和制造厂）内的小型源的位置时，应考虑：

a）可能影响该源的安全和保安的因素；

b）可能影响该源引起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因素，包括诸如通风、屏蔽、距人员

活动区的距离等；

c）考虑了上述因素后工程设计上的可行性。

9.3.3 事故的预防和事故后果的缓解

9.3.3.1 源的各种与防护或安全有关的系统、部件和设备的设计与建（制）造应尽可能

有效地预防与该源相关的各种可能的事故、偶发事件或异常事件，将工作人员和公众成

员遭受照射的大小与可能性限制到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9.3.3.2 设计应依据纵深防御原则（见 4.5.2），设置与源的潜在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

适应的多重防护与安全措施，并使源的防护与安全重要系统、部件和设备具有适当的冗

余性、多样性和独立性，将可以预见的各种事故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降至足够低，并有

效地控制或缓解它们的后果。

9.3.3.3 设计应为识别可能显著影响防护或安全的非正常运行条件提供必要的系统和

设备，所提供的系统和设备应具有足够快响应，以便能及时采取纠正行动。

9.3.3.4 不管哪种源，只要需要均应设置适当的自动安全系统，一旦源的运行状态超出

规定的运行操作限制条件时，能自动将源安全地关闭或减少源的辐射输出量。

9.3.3.5 设计还应做出适当安排，以：

a）保证能对安全重要系统、部件和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检验，并为进行这类检查

和检验提供相应的方法和手段；

b）提供适当的方法和手段，确保遵循防护与安全规定进行维修、检查和检验时工

作人员不受到过量照射；

c）为对工作人员进行运行操作和维修方面的培训提供所需要的专门设备和手段；



GB18871-2002

35

d）为工作人员实施必要的应急响应计划或程序提供适度的手段。

9.3.4 设计的改进

9.3.4.1 对于已用于实践的源，如果由于安全评价的结果或任何其他原因，认为有必要

对这种源的防护与安全措施进行改进，则只有在对拟议中的改进的防护与安全含义进一

步作了适当的安全评价之后，特别是应在评价或排除了这种改进对防护与安全的可能的

负面影响之后，方可实施这种改进；如果拟议中的改进对防护与安全可靠可能具有重要

影响，则还必须上报审管部门，获得批准后方可实施（见 4.2.3.2）。

9.4 对运行操作的要求

9.4.1 一般要求

9.4.1.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建立明确的职责关系，对源整个运行操作寿期内的防护与安全实施管理，必要

时还应建立和健全防护与安全管理组织；

b）制定书面运行操作程序，保证按所制定的程序进行源的运行操作，并应按相应

的质保大纲定期对运行操作程序进行复查和必要的更新；

c）定期审查防护与安全措施的总体有效性，并定期或按需要对源的与防护和安全

有关的系统、部件和设备进行适当的检查、维修、试验和保养，以使源在其整个运行操

作寿期内均能满足其防护与安全设计要求。

9.4.1.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根据其所负责实践和源的实际情况，配备足够的合格

运行操作人员和必要的管理人员，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他们进行培训和考核，使他们具

备和保持所要求的适任能力。

9.4.2 源的盘查

9.4.2.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必须建立和保持严格的盘查制度，随时掌握源的数量、

存放、分布和转移情况，严防源被遗忘、失控、丢失、失踪或被盗。对于长期闲置的源

和已经不能应用或不再应用的源，更应坚持进行严格的盘查。

9.4.2.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对其所负责的源的盘查至少应记录和保存下列资料：

a）每个源的位置、形态、活度及其他说明；

b）每种放射性物质的数量、活度、形态、分布、包装和存放位置。

9.4.3 异常事件和事故的调查与跟踪

9.4.3.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本标准的要求和审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对异常

事件和事故进行调查、跟踪和报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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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2 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均应按审管部门规定的要求和

所制定的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踪；

a）防护与安全相关的量超过了规定的调查水平，或防护与安全相关的运行操作参

数超出了规定的运行操作条件范围；

b）发生了可能导致某个量超过有关限值或运行操作限制条件的设备故障、失误、

差错或其他异常事件；

c）发生了事故；

d）源的破损或泄漏超过了技术规格书的规定；

e）源丢失或被盗。

9.4.3.3 发生事件或事故后应尽快进行调查，并应提出包括下述内容的书面报告：

a）事件或事故的过程与原因；

b）所造成的辐射剂量和污染及其他后果；

c）防止类似事件或事故再次发生的措施和建议。

9.4.3.4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按审管部门的规定，将事故或应报告事件的正式调查

报告尽快报送审管部门，并送交其他有关各方。

9.4.4 事故处理准则

9.4.4.1 对于涉及其所负责源的可合理预见的运行操作错误或事故，注册者和许可证持

有者应事先作好准备，使一旦需要时能采取必要的行动进行响应和纠正。

9.4.4.2 对于可能造成异常照射的源，在有可能采取行动控制或影响事故进程和缓解事

故后果的场合，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

a)在考虑源的防护与安全装置对事故的预期响应的前提下，事先制定事故处理程序

或指南；

b）对运行操作人员和有关应急人员进行培训和定期再培训，使他们掌握事故发生

时需要执行的程序；

c）使控制事故进程及后果可能需要的设备、仪表和诊断辅助手段处于随时可用的

状态。

9.4.5 运行操作经验的反馈

9.4.5.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在其所负责源的正常、非正常运行操作和退役过程中，

特别应从所发生的事件和事故中，积累和总结对防护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和资

料，用以改进自己所负责源的防护与安全，并按审管部门的规定向审管部门提交和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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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关各方（如源的供方、设计者和同类源的注册者与许可证持有者等）提供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应包括与所给定活动相关的剂量数据、维修数据、事件描述和纠正措施等。

9.4.5.2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与源的供方或设计者协商，共同建立和保持一种机

制，使后者能将其所获得的有关源的防护与安全的资料及时反馈给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

者。

9.5 质量保证

9.5.1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负责制定和实施符合本标准 4.4.2所规定的主要要求的

质量保证大纲或程序。所制定和实施的质量保证大纲或程序的性质和范围应与注册者或

许可证持有者所负责源的潜在照射的大小和可能性相适应。

9.5.2 质量保证大纲应规定；

a）各项有计划的和系统的活动，以确保所规定的各项与防护和安全有关的设计及

运行操作要求(包括经验反馈要求)得到满足；

b）管理机制，使与源的设计和运行操作有关的各种任务分析、方法开发、标准制

定和技能鉴别等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和完成；

c）确认程序，用以对设计、材料的供应和使用，制造工艺、检查与检验方法以及

运行操作程序和其他程序等进行确认，

10 应急照射情况的干预

10.1 责任

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以及有关干预组织和审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标准

的要求承担对应急照射情况下干预的准备、实施和管理方面的责任。

10.2 应急计划

10.2.1 应根据源的类型、规模和场址特征制定应急计划，将场内、场外应承担的应急

干预的准备、实施和管理责任规定清楚并做出相应的安排。场内应急计划和场外应急计

划相互衔接和协调。

10.2.2 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和相应的于预组织及审管部门应保证：

a）对可能需要进行应急干顶的任何实践或源均已制定应急计划，并履行了相应的

批准程序；

b）干预组织参与相关应急计划的制定；

c）确定应急计划的性质、内容和范围时，不但考虑了对该源进行事故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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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考虑了由同类源运行操作和发生过的事故所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d）对应急计划定期进行复审和修订；

c）对参与实施应急计划人员的培训做出规定，并对以适当的间隔进行应急响应演

习做出安排；

f）向预计可能会受到事故影响的公众成员提供早期信息。

10.2.3 应急计划应根据情况包括下列内容：

a）在报告有关负责部门和启动干预行动方面的责任的划分与安排；

b) 对可能导致应急干预情况的源的各种运行操作条件和其他条件的鉴别；

c）根据附录 E(标准的附录)E2中给出的准则并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故或紧急事件的

严重程度所确定的有关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及它们的适用范围；

d）与有关干预组织进行联系的程序(包括通信安排)和由消防、医疗、公安和其他有

关组织获得支援的程序：

e）用于评价事故及其场内、外后果的方法与仪器的描述；

f）事故情况下发布公众信息的安排；

g）终止每种防护行动的准则。

10.2.4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保证为迅速获得并向有关应急组织传递足够的资料做

出适当安排，以便：

a) 对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任何事故性排放的范围和严重程度进行早期预测或评

价；

b）随着事故的发展对事故进行快速和连续的跟踪评价；

c）确定对防护行动的需求。

10.3 干预的决策与干预水平

10.3.1 一般要求

10.3.1.1 应依据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来实施应急照射情况下的干预。干预水平用干预

中采取某一特定防护行动时预计可以防止的剂量来表示；行动水平则用放射性核素在食

品、水和农作物等中的放射性活度浓度来表示，有时也可用预期剂量率或预期剂量来表

示。

10.3.1.2 相应于有关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应是最优化的，但不允许超过附

录 E(标准的附录)El所给出的任何情况下均要求进行干预的急性照射剂量行动水平。应

急计划中所确定的干预水平值只应作为实施防护行动的初始准则；应在对事故进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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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在考虑当时的主导情况及其可能的演变的基础上对有关于预水平值进行相应

的修改。

10.3.2 干预的正当性

如果任何个人所受的预期剂量(而不是可防止的剂量)或剂量率接近或预计会接近可

能导致严重损伤的阀值(如附录 E(标准的附录)El所列），则采取防护行动几乎总是正当

的(见 5.3.1)。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不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决策，必须对其正当性进行

判断。

10.3.3 防护行动的最优化：紧急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

10.3.3.1 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决策应以事故时的主导情况为基础。实际可行时，则应

根据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预计情景来做出，但不能为了要验证释放而推迟到根据释

放开始后的测量结果来做出。除了这些紧急防护行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在特定情况下

可能实行的防护行动，如人员去污或简易的呼吸道防护等，但本标准未对这类防护行动

规定专门的干预水平。

10.3.3.2 应在应急计划中根据附录 E(标准的附录)E２.1所给出的准则明确规定相应于

紧急防护行动（包括隐蔽、撤离和碘预防）的干预水平；不管什么群体，当其可防止的

剂量预计会超过所规定的干预水平时，则应考虑实施相应的防护行动。

10.3.3.3 需要时，应在应急计划中规定用于停止和替代特定食品与饮水供应的行动水

平。

10.3.3.4 如果不存在食品短缺和其他强制性的社会或经济因素，则停止和替代特定食

品与饮水供应的行动水平应根据附录 E(标准的附录)E2．2所绐出的准则确定。应将所

确定的行动水平应用于可直接食用的食品和经稀释或恢复水分后再食用的干燥的或浓

缩的食品。

10.3.3.5 某些情况下，如果食品短缺或有其他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因素考虑，可以采用

数值稍高一些的优化的食品与饮水行动水平。但是，当所使用的行动水平高于附录 E(标

准的附录)所给出的行动水平时，则采取行动的决策必须经过干顶的正当性判断和行动

水平的最优化分析。

10.3.3.6 对于消费数量很少(如少于每人每年 10kg)的食品，如香料，由于它们在人们

的全部膳食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使个人照射的增加也很小，因此，可以采用比主要食品

高 10倍的行动水平。

10.3.4 防护行动的最优化：较长期防护行动的干预水平和行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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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1 应根据事故后土壤或水体的污染情况考虑农业、水文和其他技术或工业方面

的防护行动。

10.3.4.2 受放射性核素污染食品的国际贸易应遵循附录 E（标准的附录）E2.2中所规

定的准则。

10.3.4.3 应在应急计划中根据附录 E（标准的附录）E2.3所给出的准则规定适用于受

照人员临时避迁和返回的干预水平。

10.3.4.4 干预组织应使临时避迁人员了解他们回家园的大体时间和他们的财产和保护

状况。

10.3.4.5 下列情况下，应根据附录 E（标准的附录）E2.3所规定的准则考虑受照人员的

永久再定居：

a）预计临时避迁的时间会超过所约定的期限；或

b）根据可防止的剂量，判定永久再定居是正当的。

10.3.4.6 在开始实施永久再定居计划之前，应与可能受影响的人们进行充分的协商。

10.4 事故后的评价和监测

10.4.1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对事故使公众成员受到的照射进行评价，并应通过适

当的方式将评价结果向公众公布。

10.4.2 评价应以已获得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为基础，并应根据实质上能产生更准确结果

的任何新资料及时加以修改。

10.4.3 应将各项评价和它们的修改以及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监测的结果进行全面

记录，并予以妥善保存。

10.4.4 如果评价表明，继续实施防护行动已不再是正当的，则应停止所实施的防护行

动。

10.5 从事干预的工作人员的防护

10.5.1 除下列情况而采取行动以外，从事干预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照射不得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所规定的职业照射的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

a）为抢救生命或避免严重损伤；

b）为避免大的集体剂量；

c）为防止演变成灾难性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从事干预时，除了抢救生命的行动外，必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将工

作人员所受到的剂量保持在最大单一年份剂量值的两倍以下；对于抢救生命的行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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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各种努力，将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保持在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的 10倍以下，以

防止确定性健康效应的发生。此外，当采取行动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可能达到或超过

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的 10倍时，只有在行动给他人带来的利益明显大于工作人员本

人所随的危险时，才应采取该行动。

10.5.2 采取行动使工作人员所受的剂量可能超过最大单一年份剂量限值时，采取这些

行动的工作人员应是自愿的；应事先将采取行动所要面临的健康危险清楚而全面地通知

工作人员，并应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就需要采取的行动对他们进行培训。

10.5.3 应在应急计划中明确规定负责确保 10.5.1和 10.5.2所规定的要求得以满足的法

人。

10.5.4 一旦应急干预阶段结束，从事恢复工作（如工厂与建筑物修理，废物处置，或

厂区及周围地区去污等）的工作人员所受的照射则应满足本标准第 6章所规定的有关职

业照射的全部具体要求。

10.5.5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为应急干预提供适当的防护，并对参与应急干预的工作

人员的受照剂量进行评价和记录。干预结束时，应向有关工作人员通告他们所接受的剂

量和可能带来的健康危险。

10.5.6 不得因工作人员在应急照射情况下接受了剂量而拒绝他们今后再从事伴有职业

照射的工作。但是，如果经历过应急照射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剂量超过了最大单一年份

剂量限值的 10倍，或者工作人员自己提出要求，则在他们进一步接受任何照射之前，

应认真听取合格医生的医学劝告。

11 持续照射情况的干预

11.1 责任

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以及有关干预组织和审管部门，应按国家有关法规和本标准

的要求承担其对持续照射情况下干预的准备、实施和管理方面的责任。

11.2 补救行动计划

11.2.1 干预组织应根据情况制定通用的或场址专用的持续照射情况补救行动计划。该

计划应在考虑下列因素后规定正当的和最优化的补救行动及相应的行动水平：

a）个人照射和集体照射；

b）辐射危险和非辐射危险；

c）补救行动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利益及所需经费的支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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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补救行动的正当性判断

11.3.1 在持续照射情况下，如果剂量水平接近或预计会接近附录 E（标准的附录）表

E1.2所列出的值，则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采取补救行动几乎总是正当的（见 5.3.1）。在这

种情况下，对任何不采取补救行动的决策，则应进行正当性判断。

11.3.2 对下列两类情况采取补救行动不具有正当性：

a）污染和剂量水平很低，不值得花费代价去采取补救行动；

b）污染非常严重和广泛，采取补救行动花费的代价太大。

11.3.3 与特定实践有关的补救行动的正当性判断应考虑该实践的注册或许可情况：

a）对于已注册或许可并处于辐射防护体系控制下的实践，在考虑与该实践有关的

持续照射的补救行动时，其正当性判断应是该实践正当性判断的组成部分，不应单独考

虑补救行动本身的净利益；

b）对于未履行注册或许可程序的以往的实践，可以只根据与补救行动直接有关的

各种因素（如厂址开放的价值、去污可避免的健康危害、投资以及公众的接受程度等）

来判断补救行动的正当性。

11.3.4 对于一种已确定为正当的补救行动，即通过检验确认其能带来净利益而认为有

理由实施的补救行动，应在实施过程中对其详细特征不断加以调整，以使获得的净利益

达到最大。

11.4 持续照射情况的行动水平或剂量约束

11.4.1 应以适当的量规定通过补救行动实施干预的行动水平，如考虑采取补救行动时的

年剂量率或所存在的放射性核素的适当平均的活度浓度。

11.4.2 氡持续照射情况的行动水平

11.4.2.1对于住宅和工作场所内的氡持续照射情况，最优化的行动水平处于附录 H（提

示的附录）中所规定的水平范围之内。

11.4.2.2审管部门或干预组织应在考虑有关社会或法律情况后，对住宅内氡持续照射情

况的补救行动是强制实施还是推荐实施做出决策。

11.4.3 放射性残存物持续照射的剂量约束

11.4.3.1 对于获准的实践或源退役所造成的持续照射，其剂量约束应不高于该实践或源

运行期间的剂量约束。使用这类剂量约束的典型情况有：

a）核设施退役后厂址的开放；

b）以往实践所污染的场区或土地的重新开发或利用，并且这种重新开发或利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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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公众照射的增加。

11.4.3.2 剂量约束值通常在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10%~30%（即 0.1mSv/a~0.3mSv/a）的范

围之内。但剂量约束的使用不应取代最优化要求，剂量约束值只能作为最优化值的上限

（见 4.3.4）。

11.4.3.3 如果不存在其他照射的可能性，并且降低照射的经济代价太大，则在这种情

况下经审管部门认可，可将剂量约束值放宽到 1mSv/a。

11.4.3.4 如果剂量约束已超过 1mSv/a，并且为进一步减小持续照射而采取技术性措施

的经济代价太大，则在这类情况下应采用行政手段对持续照射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应对

有组织控制的严格程度进行决择，使之适应当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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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豁 免

A1 豁免准则

A1.1 如果审管部门确认某项实践是正当的，并确认该实践中的源满足本附录所规定的

豁免准则或豁免水平，或满足审管部门根据这些豁免准则所规定的其他豁免水平，则该

实践和该实践中的源可以被本标准的要求所豁免。

A1.2 豁免的一般准则是：

a）被豁免实践或源对个人造成的辐射危险足够低，以至于再对它们加以管理是不

必要的；

b）被豁免实践或源所引起的群体辐射危险足够低，在通常情况下再对它们进行管

理控制是不值得的；

c) 被豁免实践和源具有固有安全性，能确保上述准则 a)和 b)始终得到满足。

A1.3 如果经审管部门确认在任何实际可能的情况下下列准则均能满足，则可不作更进

一步的考虑而将实践或实践中的源予以豁免：

a）被豁免实践或源使任何公众成员一年内听受的有效剂量预计为 l0uSv量级或更

小；和

b)实施该实践一年内所引起的集体有效剂量不大于约 1人·Sv，或防护的最优化评

价表明豁免是最优选择。

A2 可豁免的源与豁免水平

A2.1 根据 A1.1~A1.3规定的准则，下列各种实践中源经审管部门认可后可被本标准的

要求豁免：

a)符合下列条件并具有审管部门认可的型式的辐射发生器和符合下列条件的电子

管件(如显像用阴极射线管)：

1）正常运行操作条件下，在距设备的任何可达表面 0.1m处所引起的周围剂量当量

率或定向剂量当量率不超过 1uSv/h；或

2）所产生辐射的最大能量不大于 5KeV。

b）符合以下要求的放射性物质，即任何时间段内在进行实践的场所存在的给定核

素的总活度或在实践中使用的给定核素的活度浓度不超过表A1所给出的或审管部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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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豁免水平；

A2.2 表 Al给出的放射性核素的豁免活度浓度和豁免活度，是根据某些可能还不足以

可无限制使用的照射情景和模式、参数推导得出的，仅可作为申报豁免的基础。考虑豁

免时，审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逐例审查，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要求采用更为严格的豁

免水平。应用表 A1所给出的豁免水平时，还应注意以下各点：

a）这些豁免水平原则上只适用于在组织良好、人员训练有素的工作场所对小量放

射性物质和源的工业应用及实验室或医学应用，例如，利用小的密封点源校准仪器，将

小量非密封放射性溶液装进容器，工业示踪，一瓶低活度气体的医用等；

b）对于未被排除的天然放射性核素豁免的应用，仅限于引入到消费品中的天然放

射性核素、或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放射源使用(如 226Ra，210Po)、或是利用它们的元素特性

(如钍、铀)等情况；

c）如果存在一种以上的放射性核素，仅当各种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或活度浓度与其

相应的豁免活度或豁免活度浓度之比的和小于 1时，才可能考虑给予豁免；

d）除非有关的照射已被排除，否则，对于较大批量放射性物质的豁免，即使其活

度浓度低干表 A1给出的豁免水平，也需要由审管部门作更进一步的考虑；

e）严禁为申报豁免而采用人工稀释等方法来降低放射性活度浓度。

A2.3 遵循审管部门规定的条件（例如与放射性物质的物理或化学形态有关的条件和与

放射性物质的使用或处置有关的条件等）时，可以给予有条件的豁免。

对于符合下列条件的内装按照 A2.1中 b）项未予豁免的放射性物质的设备，可以

给予这种有条件的豁免：

a）具有审管部门认可的型式；

b）其放射性物质呈密封源形式，能有效地防止与放射性物质的任何接触或能有效

地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c）正常运行操作条件下，在距设备的任何表达面 0.1m处所引起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或定向剂量当量率不超过 1uSv/h；

d）审管部门已明确规定了处置必须满足的条件。

表 A1 作为申报豁免基础的豁免水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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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剂量限值和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1 剂量限值

本附录所规定的剂量限值适用于实践所引起的照射，不适用于医疗照射，也不适用

于无任何主要责任方负责的天然源的照射。

本附录所规定的剂量限值与潜在照射的控制无关，也与决定是否和如何实施干预无

关，但实施干预的工作人员应遵循第 11章中的有关要求。

B1.1 职业照射

B1.1.1 剂量限值

B1.1.1.1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平均），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c）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150mSv；

d）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0mSv。

B1.1.1.2 对于年龄为 16岁~18岁接受涉及辐射照射就业培训的徒工和年龄为 16岁~18

岁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使用放射源的学生，应控制其职业照射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6mSv；

b）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50mSv；

c）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150mSv。

B1.1.2 特殊情况

在特殊情况下，可依据第 6章 6.2.2所规定的要求对剂量限值进行如下临时变更：

a）依照审管部门的规定，可将 B1.1.1.1中 a)项指出的剂量平均期破例延长到 10个

连续年；并且，在此期间内，任何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应超过 20mSv，

任何单一年份不应超过 50mSv；此外，当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自此延长平均期开始以来

所接受的剂量累计达到 100mSv时，应对这种情况进行审查；

b）剂量限制的临时变更应遵循审管部门的规定，但任何一年内不得超过 50mSv，

临时变更的期限不得超过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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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公众照射

B1.2.1 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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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

有效剂量可提高到 5mSv；

c）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15mSv；

d）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mSv。

B1.2.2 慰问者及探视人员的剂量限制

B1.2.1所规定的剂量限值不适用于患者的慰问者（例如，并非是他们的职责、明知

会受到照射却自愿帮助护理、支持和探视、慰问正在接受医学诊断或治疗的患者的人

员）。但是，应对患者的慰问者所受的照射加以约束，使他们在患者诊断或治疗期间所

受的剂量不超过 5mSv。应将探视食入放射性物质的患者的儿童所受的剂量限制于 1mSv

以下。

B1.3 遵守剂量限值情况的确认

B1.3.1 本附录所规定的剂量限值适用于在规定时间内外照射引起的剂量和在同一期

间内摄入所致的待积剂量的和；计算待积剂量的期限，对成年人的摄入一般应为 50年，

对儿童的摄入则应算至 70岁。

B1.3.2 为确认是否遵守剂量限值，应利用规定期间内贯穿辐射所致外照个人剂量当量

与同一期间内摄入的放射性物质所致的待积当量剂量或待积有效剂量的和。

B1.3.3 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确定是否符合有效剂量的剂量限值要求：

a）将总有效剂量与相应的剂量限值进行比较；这里，总有效剂量 ET按下式计划：

 
j j

inhjinhjingjingjpT IgeIgedHE ,,,, )()()(

式中：Hp（d）——该年内贯穿辐射照射所致的个人剂量当量；

e（g）j，ing和 e（g）j，inh——同一期间内 g年龄组食入和吸入单位摄入量放射性

核素 j后的待积有效剂量；

Ij,ing和 Ij,inh——同一期间内食入和吸入放射性核素 j的摄入量。

b）检验是否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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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L——相应的有效剂量的年剂量限值；

Ij,ing和 Ij,inh——食入和吸入放射性核素 j的年摄入量限值（ALI）（即通过有关途径摄入

的放射性核素 j的量所导致的待积有效剂量等于有效剂量的剂量限值）。

c）通过任何其他认可的方法。

B 1.3.4 除氡子体和 气子体外，表 B3和 B6、B7分别对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给出了

食入和吸入单位摄入量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 e（g）j，ing和 e（g）j，inh 。利用下列关系式，

可以由相应的单位摄入量的待积有效剂量的值得到放射性核素 j的年摄入量限值，Ij,L：

j
Lj e

DLI ,

式中： DL——相应的有效剂量的年剂量限值；

ej——表 B3和 B6、B7中给出的放射性核素 j的单位摄入量所致的待积有效剂

量的相应值；

B1.3.5 对于职业照射，表 B3给出了食入和吸入放射性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即食入

和吸入单位摄入量的待积有效剂量；前者是相应于元素的各种化学形态的不同肠道转移

因子 f1（即转移到肠道体液中的摄入份额）给出的；后者是相应于新呼吸道模型中给出

的缺省肺吸收类别（F、M和 S）并引入摄入核素自肺廓清到消化道的合适份额 f1给出

的。表 B4给出了 f1值；表 B5给出了元素的各种化学形态的肺吸收类别。对于职业照

射，在一定的假设下，可将 Ij,L用作 ALI。

B1.3.6 对于公众照射，表 B6给出了在不同肠道转移因子 f1的情况下公众成员食入放

射性核素后的剂量转换系数。计算中所使用的 f1值也示于该表。表 B7相应于各种肺吸

收类别（F、M和 S）给出了公众成员吸入放射性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表 B8列出了

下述计算所依据的肺吸收类别和载有生物动力学模型和吸收类别详细资料的 ICRP出版

物的编号；对于其肺吸收情况已知的 31种元素，给出了与 3种吸收类别相应的剂量转

换系数，同时，还推荐了仅当放射性核素的化学形态未知时才可使用的缺省值。对其余

60种附加元素，相应于 F、M和 S三种肺吸收类别，给出了其放射性核素的剂量转换

系数；计算其放射性核素的剂量时，考虑了体重、几何尺寸和排泄率与年龄相关的改变，

但对用于计算全身活度的生物动力学模型未作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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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7 表 B9给出了婴儿、儿童和成人的气体和水蒸气剂量转换系数。成人的数值既

适用于工作人员也适于公众成员。表 B10给出了成人暴露于惰性气体时的有效剂量率。

这些值对工作人员和公从成员中的成年人都适用。

B1.3.8 对于氡子体的照射，如果利用的转换系数为 1.4mSv/（mJ·h·m-3），则 B1.1.1中

的剂量限值可解释为：20mSv相当于 14mJ·h/m3（4个工作水平月）；50mSv相当于 35mJ·

h/m3(10个工作水平月)。对于氡子体和 子体的照射，如果利用表 B1和表 B2中所规

定的相应限值，则 B1.3.3公式中的 Ij,inh和 Ij,inh,L可用α潜能摄入量来表示；或者，采用

表 B1和表 B2中规定的相应限值时，Ij,inh和 Ij,inh,L可用α潜能照射量（常用WLM表示）

来替代。

B1.3.9 任何一种放射性核素通过某一给定途径被摄入后，所引起的器官或组织的待积

当量剂量可通过下述方法来确定：

a）将通过这一途径所摄入的该放射性核素的估计摄入量乘以相应于该组织或器官

的单位摄入量的待积当量剂量值；或

b）采用其他认可的方法。

B2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2.1 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如表 B11所列。应用这些控制水平时应注意：

a）表 B11中所列数值系指表面上固定污染和松散污染的总数。

b）手、皮肤、内衣、工作袜污染时，应及时清洗，尽可能清洗到本底水平。其他

表面污染水平超过表 B11中所列数值时，应采取去污措施。

c）设备、墙壁、地面经采取适当的去污措施后，仍超过表 B11中所列数值时，可

视为固定污染，经审管部门或审管部门授权的部门检查同意，可适当放宽控制水平，但

不得超过表 B11中所列数值的 5倍。

d）β粒子最大能量小于 0.3MeV的β放射性物质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可为表 B11

中所列数值的 5倍。

e）227Ac、210Pb、228Ra等β放射性物质，按α放射性物质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执行。

f）氚和氚化水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可为表 B11中所列数值的 10倍。

g）表面污染水平可按一定面积上的平均值计算：皮肤和工作服取 100cm2，地面取

1000cm2。

B2.2 工作场所中的某些设备与用品，经去污使其污染水平降低到表 B11中所列设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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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水平的五十分之一以下时，经审管部门或审管部门授权的部门确认同意后，可当

作普通物品使用。

表 B1 ～表 B10略。

表 B11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单位：Bq/cm2

表面类型
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

墙壁、地面

控制区 1） 4 4×10 4×10

监督区 4×10-1 4 4

工作服、手套、

工作鞋

控制区

监督区
4×10-1 4×10-1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2 4×10-2 4×10-1

1）该区内的高污染子区除外。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C1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应按表 C1将非密封源工作场所按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的大小分级。

表 C1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级 别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Bq

甲 >4×109

乙 2×107~、4×109

丙 豁免活度值以上~2×107

C2 放射性核素的日等效操作量的计算

放射性核素的日等效操作量等于放射性核素的实际日操作量（Bq）与该核素毒性

组别修正因子的积除以与操作方式有关的修正因子所得的商。放射性核素的毒性组别修

正因子及操作方式有关的修正因子分别见表 C2和表 C3。放射性核素的毒性分组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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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D（标准的附录）。

表 C2 放射性核素毒性组别修正因子

毒 性 组 别 毒性组别修正因子

极毒 10

高毒 1

中毒 0.1

低毒 0.01

表 C3 操作方式与放射源状态修正因子

操作方式

放 射 源 状 态

表面污染水平较

低的固体

液体，溶液，

悬浮液

表面有污染

的固体

气体，蒸汽，粉

末，压力很高的

液体，固体

源的贮存 1000 100 10 1

很简单的操作 100 10 1 0.1

简单操作 10 1 0.1 0.01

特别危险的操作 1 0.1 0.01 0.001

附录 D（放射性核素的毒性分组）略。

附录 E（任何情况下预期应进行干预的剂量水平和应急照射情况的干预水平与行动水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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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标准的附录）

电离辐射的标志和警告标志

F1 电离辐射标志

电离辐射的标志如图 F1所示。

图 F1 电离辐射的标志

F2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电离辐射的警告标志如图 F2所示。警告标志的含义是使人们注意可能发生的危险。

其背景为黄色，正三角形边框及电离辐射标志图形均为黑色，“当心电离辐射”用黑色

粗等线体字。正三角形外边 a1=0.034L，内边 a2=0.700a1，L为观察距离。

图 F2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附录 G（放射诊断和核医学诊断的医疗照射指导水平）略。

附录 H（持续照射情况下的行动水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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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标准的附录）

术语和定义

J1 基本定义

J1.1 （电离）辐射(ionizing)radiation

在辐射防护领域，指能在生物物质中产生离子对的辐射。

J1.2 （辐射）源 (radiation)source

可以通过发射电离辐射或释放放射性物质而引起辐射照射的一切物质或实体。例

如，发射氡的物质是存在于环境中的源，γ辐照消毒装置是食品辐照保鲜实践中的源，

X射线机可以是放射诊断实践中的源，核电厂是核动力发电实践中的源。对于本标准的

应用而言，位于同一场所或厂址的复杂设施或多个装置均可视为一个单一的源。

J1.3 照射 exposure

受照的行为或状态。照射可以是外照射(体外源的照射)，也可以是内照射(体内源的

照射)。照射可以分为正常照射或潜在照射；也可以分为职业照射、医疗照射或公众照

射；在干预情况下，还可以分为应急照射或持续照射。

J1.4 实践 practice

任何引入新的照射源或照射途径、或扩大受照人员范围、或改变现有源的照射途径

网络，从而使人们受到的照射或受到照射的可能性或受到照射的人数增加的人类活动。

J1.5 干顶 lntervention

任何旨在减小或避免不属于受控实践的或因事故而失控的源所致的照射或照射可

能性的行动。

J1.6 防护与安全 protection and safety

保护人员免受电离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照射和保持实践中源的安全，包括为实现这

种防护与安全的措施，如使人员的剂量和危险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并低于规

定约束值的各种方法或设备，以及防止事故和缓解事故后果的各种措施等。

J2 辐射与源

J2.1 氡 radon

原子序数为 86的元素的同位素 222Rn，是铀系衰变的中间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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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2 氡子体 radon progeny

氡的短寿命放射性衰变产物。

J2.3 气 thoron

原子数为 86的元素的同位素 220Rn，是钍系衰变的中间产物。

J2.4 气子体 thoron progeny

气的短寿命放射性衰变产物。

J2.5（氡子体和 气子体）α潜能 potential alpha energy（of radon progeny and thoron

progeny ）

氡(222Rn)的子体完全衰变为 210Pb（但不包括 210Pb的衰变）和 （220Rn）的子体完

全衰变到稳定的 208Pb时，所发射的α粒子能量的总和。

J2.6 平衡因子 equilibrium factor

氡的平衡当量浓度与氡的实际浓度之比 F。这里，平衡当量浓度是氡与其短寿命子

体处于平衡状态、并具有与实际非平衡混合物相同的α潜能浓度时氡的活度浓度。

J2.7 天然源 natural sources

天然存在的辐射源，包括宇宙辐射和地球上的辐射源。

J2.8 密封源 sealed source

密封在包壳里的或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并呈固体形态的放射性物质。密封源的包

壳或覆盖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使源在设计使用条件和磨损条件下，以及在预计的事件

条件下，均能保持密封性能，不会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出来。

J2.9 非密封源 unsealed source

不满足密封源定义中所列条件的源。

J2.10 含放射性物质消费品 consumer product

因功能或制造工艺需要将少量放射性物质加入其中或以密封源形式装配在内或因

所采用的原材料与生产工艺而具有一定放射性物质活度的消费品，如烟雾探测器、荧光

度盘或离子发生管等；在本标准中有时简称“消费品”。

J2.11 显像设备 imaging devices

放射诊断和核医学显像用电子设备（例如图像转换器、γ照相机等）。

J2.12 辐射发生器 radiation generator

能产生诸如 X射线、中子、电子或其他带电粒子辐射的装置，它们可用于科学、

工业或医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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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13 高能放射治疗设备 high energy radiotherapy equipment

放射性核素远距离治疗机，以及能在高于 300kV的工作电压下工作的 X射线机和

其他类型的辐射发生器。

J2.14 辐照装置 irradiation installations

安装有粒子加速器、X射线机或大型放射源并能产生高强度辐射场的一种构筑物或

设施。正确设计的构筑物提供屏蔽和其他防护，并设有用以防止误入高强度辐射区的安

全装置（如联锁装置）。辐照装置包括外射束辐射治疗用装置，商品消毒或保鲜用装置，

以及某些工业射线照相装置等。

J2.15 核燃料循环 nuclear fuel cycle

与核能生产有关的所有活动，包括铀或钍的采矿、选冶、加工或富集，核燃料制造，

核反应堆运行，核燃料后处理，退役和放射性废物管理等各种活动，以及上述各种活动

有关的任何研究与开发活动。

J2.16 放射性矿石的开采选冶设施 mine or mill processing radioactive ores

开采、选冶或处理含铀或钍系放射性核素矿石的设施。

开采放射性矿石的矿山，是指任何开采含铀系或钍系放射性核素数量充足、品位值

得开采的矿石的矿山，或者当铀系或钍系放射性核素与被开采的其他矿物共生时其数量

或品位要求按审管部门的规定采取辐射防护措施的矿山。

放射性矿石选冶厂是指任何处理这里所定义的矿山所开采的放射性矿石以生产某

种物理或化学浓缩物的设施。

J2.17 核设施 nuclear installation

以需要考虑安全问题的规模生产、加工或操作放射性物质或易裂变材料的设施（包

括其场地、建（构）筑物和设备），如铀富集设施，铀、钚加工与燃料制造设施，核反

应堆（包括临界和次临界装置），核动力厂，核燃料后处理厂等核燃料循环设施。

J2.18 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facility

专门设计的用于放射性废物操作、处理、整备、临时贮存或永久处置的设施。

J2.19 放射性物质加工设施 installation processing radioactive substances

加工放射性物质并且其放射性物质年通过量超过表 A1 所给出的豁免活度水平

10000倍的任何设施。

J2.20 放射性流出物 radioactive effluents

放射性排出物 radioactive dis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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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源所造成的以气体、气溶胶、粉尘或液体等形态排入环境的通常情况下可在

环境中得到稀释和弥散的放射性物质。

J2.21 放射性废物 radioactive waste

来自实践或干预的、预期不再利用的废弃物（不管其物理形态如何），它含有放射

性物质或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其活度或活度浓度大于规定的清洁解控水平，并且它所

引起的照射未被排除。

J2.22 （放射性）污染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材料或人体内部或表面或其他场所出现的不希望有的或可能有害的放射性物质。

J3 辐射的生物效应

J3.1 随机性效应 stochastic effects

发生几率与剂量成正比而严重程度与剂量无关的辐射效应。一般认为，在辐射防护

感兴趣的低剂量范围内，这种效应的发生不存在剂量阀值。

J3.2 确定性效应 deterministic effect

通常情况下存在剂量阈值的一种辐射效应，超过阈值时，剂量愈高则效应的严重程

度愈大。

J3.3 危害 detriment

因受某一辐射源的辐射照射，受照组及其后代最终所经受的总的伤害。

J3.4 危险 risk

一个用于表示与实在照射或潜在照射有关的危害、损害的可能性或伤害后果等的多

属性量。它与诸如特定有害后果可能发生的概率及此类后果的大小和特性等量有关。

J4 辐射量和单位

J4.1 活度 activity

在给定时刻处于一给定能态的一定量的某种放射性核素的活度 A定义为：



式中：dN——在时间间隔 dt内该核素从该能态发生自发核跃迁数目的期望值。活

度的 SI单位是秒的倒数（S-1），称为贝可[勒尔]（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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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2 比释动能 kerma

比释动能 K定义为：



式中：dEtr—不带电电离粒子在质量为 dm的某一物质内释出的全部带电电粒子的

初始动能的总和。比释动能的 SI单位是焦耳每千克（J·kg-1），称为戈[瑞]（Gy）。

J4.3 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 reference air kerma rate

源的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是在空气中距源1m参考距离处对空气衰减和散射修正后

的比释动能率，用 1m处的μGy·h-1表示。

J4.4 剂量 dose

某一对象所接受或“吸收”的辐射的一种量度。根据上下文，它可以指吸收剂量、

器官剂量、当量剂量、有效剂量、待积当量剂量或待积有效剂量等。

J4.5 吸收剂量 absorbed dose

是一个基本的剂量学量 D，定义为：

dm
dD 



式中：dε——电离辐射授与某一体积元中的物质的平均能量；

dm——在这个体积元中的物质的质量。

能量可以对任何确定的体积加以平均，平均能量等于授与该体积的总能量除以该体

积的质量而得的商。吸收剂量的 SI单位是焦耳每千克（J·kg-1），称为戈[瑞]（Gy）。

J4.6 当量剂量 equivalent dose

当量剂量 Ht,R定义为：

HT，R=DT，R·ωR

其中：DT，R——辐射 R在器官或组织 T内产生的平均吸收剂量；

ωR——辐射 R的辐射权重因数。

当辐射场是由具有不同ωR值的不同类型的辐射所组成时，当量剂量为：

 
R

RTRT DH ,

当量剂量的单位是 J·kg-1，称为希[沃特]（Sv）。

J4.7 辐射权重因数 radiation weight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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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辐射防护目的，对吸收剂量乘以的因数（如下表所示），用以考虑不同类型辐射

的相对危害效应（包括对健康的危害效应）。

如果需要使用连续函数计算中子的辐射权重因数，则可使用下列近似公式：
/6))(2ln( 2

175 E
R e

式中：E——中子的能量（以MeV为单位）。

对于未包括在上表中的辐射类型和能量，可以取ωR等于 ICRU球中10mm深处的

值，并可由下式求得：






式中：D——吸收剂量；
DL——D随 L的分布；
Q（L）——ICRP-60号出版物中规定的水中非定限传能线密度为 L时的辐射品

质因数。

按照 ICRP的建议，Q—L关系式如下表所示。

水中的非定限传能线密度 L/（keV·μm-1） Q（L）1）

≤10 1
10~100 0.32L—2.2

≥100

1）L的单位是 keV·μm-1

辐射的类型及能量范围 辐射权重因数  R

光子，所有能量 1

电子及介子，所有能量 1） 1

中子，能量<10keV

10keV~100keV

>100keV~2MeV

>2MeV~20MeV

>20MeV

5

10

20

10

5

质子（不包括反冲质子），能量>2MeV 5

α粒子、裂变碎片、重核 20

1）不包括由原子核向 DNA发射的俄歇电子，此种情况下需进行专门的微剂量测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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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8 有效剂量 effective dose

有效剂量 E被定义为人体各组织或器官的当量剂量乘以相应的组织权重因数后的
和：   

式中：HT——组织或器官 T所受的当量剂量；

ωT——组织或器官 T的组织权重因数。
由当量剂量的定义，可以得到：

   ,

式中：ωR——辐射 R的辐射权重因数；

DT，R——组织或器官 T内的平均吸收剂量。有效剂量的单位是 J·kg-1，称为希[沃

特]（Sv）。

J4.9 组织权重因数 tissues weighting factor

为辐射防护的目的，器官或

组织的当量剂量所乘以的

因数（如下表所示），乘以

该因数是为了考虑不同器

官或组织对发生辐射随机

性效应的不同敏感性。组织

或器官

组织权重因数ωT 组织或器官 组织权重因数ωT

性腺 0.20 肝 0.05

（红）骨髓 0.12 食道 0.05

结肠 a） 0.12 甲状腺 0.05

肺 0.12 皮肤 0.01

胃 0.12 骨表面 0.01

膀胱 0.05 其余组织或器官 b） 0.05

乳腺 0.05

a）结肠的权重因数适用于大肠上部和下部肠壁中当量剂量的质量平均。

b）为进行计算用，表中其余组织或器官包括肾上腺、脑、外胸区域、小肠、肌肉、胰、脾、

胸腺和子宫。在上述其余组织或器官中有一单个组织或器官受到超过 12个规定了权重因数

的器官的最高当量剂量的例外情况下，该组织或器官应取权重因数 0.025，而余下的上列其

余组织或器官所受的平均当量剂量亦应取权重因数 0025。

J4.10 集体剂量 collective dose

群体所受的总辐射剂量的一种表示，定义为受某一辐射源照射的群体的成员数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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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受的平均辐射剂量的乘积。集体剂量用人-希[沃特]（人·Sv）表示（见集体有效剂

量）。

J4.11 集体有效剂量 collective effective dose

对于一给定的辐射源受照群体所受的总有效剂量 S，定义为：

i
i

i NES 

式中 Ei——群体分组 i中成员的平均有效剂量；

Ni——该分组的成员数。

集体有效剂量还可以用积分定义：





0

dE
dE
dNES

式中： ——所受的有效剂量在 E和 E+dE之间的成员数。

J4.12 待积剂量 committed dose

待积有效剂量和（或）待积当量剂量。

J4.13 待积吸收剂量 committed absorbed dose

待积吸收剂量 D（ ）定义为：

dttDD )()(
0

0





 

式中：t0——摄入放射性物质的时刻；

)(tD ——t 时刻的吸收剂量率；

 ——摄入放射性物质之后经过的时间。

未对 加以规定时，对成年人 取 50年；对儿童的摄入要算至 70岁。

J4.14 待积当量剂量 committed equivalent dose

待积当量剂量 HT（ ）定义为：

dttHH t
t

t
T )(

0

0
)( 







式中：t0——摄入放射性物质的时刻；

HT（t）——t时刻器官或组织 T的当量剂量率；

 ——摄入放射性物质之后经过的时间。

未对 加以规定时，对成年人 取 50年；对儿童的摄入要算至 70岁。

J4. 15 待积有效剂量 committed effective dose

待积有效剂量 E（ ）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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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T（ ）——积分至 时间时组织 T的待积当量剂量；

WT——组织 T的组织权重因数。

未对 加以规定时，对成年人 取 50年；对儿童的摄入则要算至 70岁。

J4.16 器官剂量 organ dose

人体某一特定组织或器官 T内的平均剂量 DT，由下一式给出：


Tm

TT DdmmD )/1(

式中：mT——组织或器官 T的质量；

D——质量元 dm 内的吸收剂量。

J4.17 剂量当量 does equivalent

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ICRU）所使用的一个量，用以定义实用量一周围剂量

当量、定向剂量当量和个人剂量当量。组织中某点处的剂量当量 H是 D、Q和 N的乘积，

即：

H=DQN

式中：D——该点处的吸收剂量；

Q——辐射的品质因数（见 J4.7）；

N——其他修正因数的乘积。

J4.18个人剂量当量 personal does equivalent

人体某一指定点下面适当深度 d处的软组织内的剂量当量 Hp（d）。这一剂量学量

既适用于强贯穿辐射、也适用于弱贯穿辐射。对强贯穿辐射，推荐深度 d=10mm；对弱

贯穿辐射，推荐深度 d=0.07mm。

J4.19周围剂量当量 ambient dose equivalent

辐射场中某点处的周围剂量 H*（d）定义为相应的扩展齐向场在 ICRU球内逆齐向

场的半径上深度 d处所产生的剂量当量。对于强贯穿辐射，推荐 d=10mm。

J4.20定向剂量当量 directional dose equivalent

辐射场中某点处的定向剂量当量 H’（d,Ω）是相应的扩展场在 ICRU球体内、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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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方向Ω的半径上深度 d处产生的剂量当量。对弱贯穿辐射，推荐 d=0.07mm。

J4.21工作水平（WL）working level

氡子体或 子体所引起的α潜能浓度（即空气中氡或 气的各种短寿命子体（不

论其组成如何）完全衰变时，所发出的α粒子在单位体积空气中的能量的总和）的非

SI单位（WL），相当于每升空气中发射出的α粒子能量为 1.3×105MeV。在 SI单位中，

1WL对应于 2.1×10-5J·m-3。

J4.22 工作水平月（WLM） working level month （WLM）

一种表示氡子体或 子体照射量的单位，

1WLM=170WL·h

一个工作水平月相适当于 3.54mJ·h·m-3。

J5 实践中的防护与安全

J5.1 剂量约束 dose constraint

对源可能造成的个人剂量预先确定的一种限制，它是源相关的，被用作对所考虑的

源进行防护和安全最优化时的约束条件。对于职业照射，剂量约束是一种与源相关的个

人剂量值，用于限制最优化过程所考虑的选择范围。对于公众照射，剂量约束是公众成

员从一个受控源的计划运动中接受的年剂量的上界。剂量约束所指的照射是任何关键人

群组在受控源的预期运行过程中、经所有照射途径所接受的年剂量之和。对每个源的剂

量约束应保证关键人群组所受的来自所有受控源的剂量之和保持在剂量限值以内。对于

医疗照射，除医学研究受照人员或照顾受患者的人员（工作人员除外）的防护最优化以

外，剂量约束值应被视为指导水平。

J5.2 纵深防御 defensein depth

针对给定的安全目标运用多种防护措施，使得即使其中一种防护措施失效，仍能达

到该安全目标。

J5.3 包容 containment

防止放射性物质穿确定的边界向外界转移或扩散的方法或实体结构，即使在一般事

故情况下这类方法或实体结构也能阻止放射性物质的外泄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

J5.4 故障安全 fail-safe

安全设计原则之一，按照这一原则完成的设计可以保证当某一部件或系统发生任何

故障时源均能建立起一种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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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5 控制区 controlled area

在辐射工作场所划分的一种区域，在这种区域内要求或可能要求采取专门的防护手

段和安全措施，以便：

a）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展；

b）防止潜在照射或限制其程度。

J5.6 监督区 supervised area

未被确定为控制区、通常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但要不断检查其职业

照射条件的任何区域。

J5.7 安全文化素养 safety culture

存在于单位和人员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它确立安全第一的观念，使防护与

安全问题由于其重要性而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规。

J5.8 安全评价 safety assessment

对源的设计和运行中涉及人员防护与源安全的各个方面所进行的一种分析评价，包

括对源的设计和运行中所建立的各种防护与安全措施或条件的分析，以及对正常条件下

和事故情况下所伴有的各种危险的分析。

J5.9 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对源的利用或某项实践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进行的预测和估计，包括对源或实

践的规模与特性的慨述，对厂址或场所环境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正常条件下和事故情况

下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分析。

J5.10 职业照射 occupational exposure

除了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所排除的照射以及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予以豁免的

实践或源所产生的照射以外，工作人员在其工作过程中所受的所有照射。

J5.11 公众照射 public exposure

公众成员所受的辐射源的照射，包括获准的源和实践所产生的照射和在干预情况下

受到的照射，但不包括职业照射、医疗照射和当地正常天然本底辐射的照射。

J5.12 医疗照射 medical exposure

患者(包括不一定患病的受检者)因自身医学诊断或治疗所受的照射、知情但自愿帮

助和安慰患者的人员(不包括施行诊断或治疗的执业医师和医技人员)所受的照射，以及

生物医学研究计划中的志愿者所受的照射。

J5.13 潜在照射 potential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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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把握预期不会受到但可能会因源的事故或某种具有偶然性质的事件或事件

序列（包括设备故障和操作错误）所引起的照射。

J5.14 正常照射 normal exposure

在设施或源的正常运行条件下，包括在可能发生的能够保持在控制条件之下的小的

意外事件情况下受到或预计受到的照射。

J5.15 照射途径 exposure pathways

放射性物质能够到达或照射人体的途径。

J5.16 关键人群组 critical group

对于某一给定的辐射源和给定的照射途径，受照相当均匀、并能代表因该给定辐射

源和该给定照射途径所受有效剂量或当量剂量最高的个人的一组公众成员。

J5.17 公众成员 member of the public

广义而言，在本标准中是指除职业受照人员和医疗受照人员以外的任何社会成员。

但对于验证是否符合公众照射的年剂量限值而言，则指有关关键人群组中有代表性的个

人。

J5.18 限值 limit

在规定的活动中或情况下所使用的某个量的不得超过的值。

J5.19 剂量限值 dose limit

受控实践使个人所受到的有效剂量或当量剂量不得超过的值。

J5.20 摄入 intake

摄入量

指放射性核素通过吸入、食人或经由皮肤进入人体内的过程；也指经由这些途径进

入人体内的放射性核素的量。

J5.21 年摄入量限值(ALl) ；annual limit on intake（ALI）

参考人在一年时间内经吸入、食入或通过皮肤所摄入的某种给定放射性核素的量，

其所产生的待积剂量等于相应的剂量限值。ALI用活度的单位表示。

J5.22 参考水平 reference level

在本标准中，指行动水平、干预水平、调查水平或记录水平。对辐射防护实践中可

测的任何一种量都可以建立参考水平。

J5.23 记录水平 recording level

审管部门所规定的剂量或摄入量的一个水平，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剂量或摄入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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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超过这一水平时，则应记入他们的个人受照记录。

J5.24 调查水平 investigation level

诸如有效剂量、摄入量或单位面积或体积的污染水平等量的规定值，达到或超过此

种值时应进行调查。

J5.25 清洁解控水平 clearance levels

审管部门规定的、以活度浓度和（或）总活度表示的值，辐射源的活度浓度和（或）

总活度等于或低于该值时，可以不再受审管部门的审管。

J5.26 指导水平 guidance level

指定量的一个水平，高于该水平时应考虑采取适当的行动。某些情况下，在指定量

实际上低于其指导水平时，亦可能需要考虑采取某些行动。

J5.27 医疗照射指导水平 guidance level for medical exposure

医疗业务部门选定并取得审管部门认可的剂量、剂量率或活度值，用以表明一种参

考水平，高于该水平时则应由执业医师进行评价，以决定在考虑了特定情况并运用了可

靠的临床判断是否有必要超过此水平。

J5.28 计划靶体积 planning target volume

放射冶疗中制定治疗方案时所用的一种几何概念。它考虑了患者与受照组织的移

动、组织大小和形状的变化以及射束大小和射束方向等射束几何条件的变化所产生的净

效应。

J5.29 剂量与面积之积 dose-area product

辐射束的横截面积与所致平均剂量的乘积。在放射诊断中用作所授与能量的一种量

度。

J5.30 入射体表剂量 entrance surface dose

在辐射射入受检者的体表处照射野中心的吸收剂量，用考虑反散射后空气中的吸收

剂量表示。

J5.31 多层扫描平均剂量(MSAD) multiple scan average dose(MSAD)

表征 X射线 CT多层扫描所致受检者剂量的量。其表达式为；







式中：I——逐层扫描之间的距离增量（即扫描断层间隔）；

n——X射线 CT扫描总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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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垂直于断层面方向（z轴）上 z点的吸收剂量。

J5.32 乳腺平均剂量 average mammary glandular dose

乳房 X射线摄影中所致受检者的乳腺平均吸收剂量 Dg，可由下式计算：

Dg=DgNXa

式中：Xa——空气中的入射照射量；

DgN——空气中的入射照射量为 2．58×10-4C·kg-1时乳腺所受的平均吸收

剂量。

对于钼靶和装有钼过滤片的乳腺 X射线摄影装置，工作于半值层为 0.3mm铝的条

件下，若乳房组织由 50%的脂肪和 50%的腺体构成，则 DgN可由下表查得：

乳房厚度/cm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DgN 2.2 1.95 1.75 1.55 1.4 1.25 1.15 1.05 0.95

DgN以 mGy每 2.58×10-4C·kg-1表示。

J5.33 监测 monitoring

为评价或控制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照射，对剂量或污染所进行的测量及对测量结果

的解释。

J5.34 剂量标准实验室 standards dosimetry laboratory

由国家有关机构指定的研制、保持或改进辐射剂量测定用基准或副基准的实验室。

J5.35 参考人 reference man

由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提出的、用于辐射防护评价目的的一种假设的成年人模型，

其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并不是实际的某一人群组的平均值，而是经过选择，作为评价内

照射剂量的统一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

J5.36 健康监护 health sureillance

为保证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时及参加工作后都能适应他们拟承担或所承担的工作任

务而进行的医学监督。

J5.37 去污 deconatmination

通过某种物理或化学过程去除或降低污染。

J6 干预中的辐射防护

J6.1 事故 accident

从防护或安全的观点看，其后果或潜在后果不容忽视的任何意外事件，包括操作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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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设备失效或损坏。

J6.2 应急 emergency

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

态，有时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程序的行动。

J6.3 持续照射 prolonged exposure

没有任何不间断人类活动予以维持而长期持续存在的非正常公众照射，这种照射的

剂量率基本上是恒定的或者下降缓慢。

J6.4 防护对策 countermeasure

旨在缓解事故后果的一种行动。

J6.5 农业防护对策 agricltural countermeasure

在消费者获得之前，为降低食品、农业或林业产品的污染水平而采取的措施。

J6.6 防护行动 protective action

为避免或减少公众成员在持续照射或应急照射情况下的受照剂量而进行的一种干

预。

J6.7 补救行动 remedial action

在涉及持续照射的干预情况下，当超过规定的行动水平时所采取的行动，以减少可

能受到的照射剂量。

J6.8 预期剂量 projected dose

若不采取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预期会受到的剂量。

J6.9可防止的剂量 avertable dose

采取防护行动所减少的剂量，即在采取防护行动的情况下预期会受到的剂量与不采

取防护行动的情况下预期会受到的剂量之差。

J6.10 干预水平 intervention level

针对应急照射情况或持续照射情况所制定的可防止的剂量水平，当达到这种水平时

应考虑采取相应的防护行动或补救行动。

J6.11 行动水平 action level

在持续照射或应急照射情况下，应考虑采取补救行动或防护行动的剂量率水平或活

度浓度水平。

J6.12 应急计划 emergency plan

为应付应急照射情况所制定并实施的一种经审批的文件或一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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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7 防护与安全管理

J7.1 审管部门 regulatory authority

为实施对防护与安全的监督管理，由政府指定或认可的一个或几个机构。

J7.2 干预组织 intervening organization

政府指定或认可的、负责管理或实施某一方面干预事宜的组织。

J7.3 法人 legal person

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对其按照本标准的要求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承担义务和享有权

利的任何企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

J7.4 通知 notification

法人以一种书面文件的形式向审管部门说明其拟进行某项实践或活动的目的与计

划。

J7.5 申请者 applicant

向审管部门提出申请，要求获准从事某项实践的任何法人。

J7.6 批准 authorizaton

审管部门以书面文件形式，准许已提出申请的法人进行某项实践。批准分注册和许

可两种方式。

J7.7 注册 registinon

对低、中等风险实践的一种批准方式。进行这种批准的前提是，对该实践负责的法

人已按要求编制并向审管部门提交了关于设施和设备的适当的安全评价报告和必要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准时将视情况附以的相应的条件或限制。适用于该类批准方式的

实践的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以及批准时可能附加的条件或限制，应低于以许可方式

批准的实践。

J7.8 注册者 registrant

已获准注册某一实践或源的申请者，它已承诺了对该实践或源的权利和义务，特别

是有关防护与安全的权利和义务。

J7.9 许可 licensing

对具有较高风险实践的一种批准方式。进行这种批准的前提是，对该实践负责的法

人已按要求编制并向审管部门提交了关于设施和设备的详细的安全评价报告和适当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准时还会附以特定条件或限制。适用于该类批准方式的实践的安

全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以及批准时可能附加的条件或限制，应严于用注册方式批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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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J7.10 许可证 license

审管部门在安全审评基础上颁发的、并附有其持有者要遵守的特定要求和条件的许

可证书。

J7.11 许可证持有者 licensee

持有为某一实践或源所颁发的当前有效许可证的法人，它已承诺了对该实践或源的

权利和义务，特别是有关防护与安全的权利和义务。

J7.12 用人单位 employer

依据相互同意的关系，对受聘用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受聘用期间负责有确定的责任、

承诺和义务的任何法人（自聘人员被认为既是法人又是工作人员）。

J7.13 工作人员 worker

受聘用全日、兼职或临时从事辐射工作并已了解与职业辐射防护有关的权利和义务

的任何人员（自聘用人员被认为同时具有法人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J7.14 供方 supplier

受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委托，承担了与源的设计、制造、生产或建造有关的全部

或部分任务的任何法人(源的进口商应被视为源的供方)。

J7.15 辐射防护负责人 radiation protection officer

技术上胜任某一给定类型实践的辐射防护业务，受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聘任对防

护与安全法规和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的人员。

J7.16 合格专家 qualified expert

根据相应机构或学会所颁发的证书或所持有的职业许可证或根据学历和工作资历

被确认为在相关专业领域（例如医学物理、辐射防护、职业保健、防火安全、质量保证

或任何有关的工程和安全专业）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

J7.17 执业医师 medical practitioner

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a）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被确认为具有相应的资格；b）在

开具涉及医疗照射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方面，满足国家规定的培训和经验要求；c）

是一个注册者或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一个已注册或许可的用人单位指定的可以开具涉

及医疗照射的检查申请单或治疗处方的人员。

7.18 医技人员 health professional

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准许其从事某种与医疗保健（例如内科、牙科、医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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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学和核医学技术、放射药剂学、职业保健等）有关的职业的技术人员。

J7.19 豁免 exemptions

指实践和实践中的源经确认符合规定的豁免要求或水平并经审管部门同意后被本

标准的要求所豁免。

J7.20 解控 clearance

审管部门按规定解除对巳批准进行的实践中的放射性材料或物品的管理控制。

J7.21 获准的 authorized

获得审管部门批准的。

J7.22 认可的 approved

由审管部门认可的；

J7.23 被排除的 excluded

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之外的，持指那些本质上不能通过实施本标准的要求对照射的

大小或可能性进行控制的照射情况，如人体内的 40K、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等所引

起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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