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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工作人员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探究
翟霁月

（上海市辐射环境安全技术中心，上海 200065）

摘 要 为有效控制工作环境温度和时间，避免受到射线的直接影响，辐射监测人员要尽量避免其在日光下的曝晒，

以保证将人员的生命安全风险减至最低，甚至完全不受其他射线源的影响。一些企业射线质量监测技术在批量检

测产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射线放射性存在联系，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射线辐射性的风险并尽快实现有效率

的预防，以确保相关监测人员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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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核技术也和科技密切

相关，引起了社会和企业的广泛重视，并应用在了工

业生产、军事、农业、医疗等领域。但是，由于核技

术的不确定性影响，直接威胁放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所以，本文针对受照射的职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

安全，提出放射保护与安全措施的问题，旨在对保护

受照射影响职工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

1 辐射的概述

辐射泛指一种能量能够可以在原子长波运动辐射

和原子或是短波运动辐射过程之中以电子微粒方向移

动的某种形式进行传递的某种电子介质，又或者是泛

指能量可以把这种放射源以光线垂直方向辐射的某种

方法，向物体放射电子辐射的某种能力。而至于其中

的高速电子介质辐射，则按照辐射物质中的游离辐射

过程和电子辐射的各种形式，又大致可以划分成高速

电子辐射烟雾、高速电磁带电粒子和不带电粒子等三

种辐射形式。而其中的高速电子辐射烟雾，又可以称

为高速电磁辐射，由在光和空气中共同传递移动的各

种电子介质能和发射电磁波的能量所结合组成，用电

荷移动的方法放出电能。高速游离带电粒子，大多认

为包含了利用质子带电器官作为供体的高速自旋、α

旋转粒子和其他β自旋粒子等。而不稳定高速带电粒

子，被称为高速游离于带电射线，主要包含了带电中子、

γ射线辐射和其他χ离子射线。（如图 1）

在一个人体和机体完全接受了电离辐射后，人体

和机体的所有细胞组织、脏器等便有机会开始出现相

对细胞组织功能、生物化学分子水平等的明显反应变

化，即一种称为电离辐射性的生物效应，而如果辐射

对人体和机体的所有细胞组织等所吸收剂量均已经完

全达到了这种变化影响的最大作用限度，那么当人体

开始继续产生这种生物效应之时，也就将有机会开始

发生可能对人体的机体造成死亡甚至造成破坏的各种

情形，而对于人体，直到我们经过了生物化学分子浓

度水平等的改变、细胞组织功能水平变化、生物化学

分子浓度水平等的变化以及这些物质进行代谢的方式

改变以后，整个处于人体内的社会组织系统、集体社

会组织和生殖器官内部的相互关系才会开始产生明显

性的变化，进而最终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安全，

尤其是对在高浓度金属放射线污染环境下进行工作的

卫生环境监督工作人员，影响程度将十分严峻 [1]。

2 辐射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人们对电离辐射光的生理变化效应学的定义是：

当一个人体组织受到电离辐射光的照射后，其身体组

织和其他器官功能会随之发生巨大改变。而这种动物

生理化学效应的发生大小又会受到在人体整个组织中

能够吸收的电离辐射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所以当一个

身体组织吸收电离辐射产生能量的各种生物生理效应

一旦发生，或者导致身体组织死亡或其他器官组织受

损，必须经过各种生理变化，其中以分子结构的发生

变化、分子结构水平上的变化、代谢上的变化和人体

细胞生理功能上的变化，包括免疫系统和身体器官。

在这其中的各种变化通常涉及的化学反应处理过程也

比较复杂。简而言之，无论整个反应过程如何发生变化，

最终的反应结果可能都会对受害人的整个身体组织造

成巨大损伤，特别是对电离辐射生理监测技术操作人

员在其身体上的影响变得更为严重。

3 辐射防护与监测

辐射的生态防护环境监测这一概念主要就是指为

了准确控制、估算全体工作人员、公众环境所受由于

辐射和其他放射性有害物质的直接照射而需要进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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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测量的一个过程。该测量过程主要工作目的就是为

了有效保障人民群众与全体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对

于辐射的环境防护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全体工作人

员、群众可以随时在安全性的环境中自由生存、工作，

而对群众环境安全进行监督的另一种主要检测方法之

一便是环境监督。一般情况下，放射资源保护与环境

检测类的对象主要内容包括群众环境监测和工作人员

环境监测两大部分 [2]。而此类检测对象主要内容包括四

项：环境监测、个人剂量的检测、工作的场所检测和

流出物的检测。辐射的防护检测方案主要包括制定检

测方法、开展现场检测和取样、对监控点进行定位、

处理数据和评估后果等。另外，在质量检测的总体方

案中，必须对企业质量安全保证的具体措施、检测的

检查对象、检测的计量仪器、检测的时间地点和质量

检测的存续期限等等加以详细确定。其中，质量的安

全保证检测措施在企业辐射伤害防护的质量监测中更

是占据着重要性的地位，其主要内容强调：相关质量

监测工作人员只有在获得企业上岗证以后才可以正式

注册入职；同时定期将质量监测仪器样品送到相关计

量监测部门现场进行检定；还要建立对质量监测工作

全过程进行质量风险控制的管理体系。在整个质量监

测工作过程中，还要相应按照不同的监测措施项目与

检查对象分别选择各种相关需要监测的计量仪器。

4 对工作地区的辐射防护管理工作

1.对辐射相关安全设施的不断完善。在安全处理

含有大量辐射有害物质的过程中，人防、物防、技术

安全防控等各个方面都在我国已经有明确规定。国家

要求不断加强实施安全管理和严格执行实施方案。为

了确保核安全领域辐射物质防护安全管理工作长期、

稳步开展，有关处理辐射有害物质的安全防护管理职

责部门、管理人员档案、管理机制、责任追究体制和

辐射应急事件处理实施方案都已经制定了一定的管理

要求和执行标准。

2.场所要做到及时有效的环境监测辐射工作。在

没有工作过的场所，必须要做到满足各核反应堆临界

检测装置正常运行范围在温度限制阈值以下，反复组

织针对各类核事故情况进行应急演练，加强室内放射

源污染治理。在每个实验室中，对于其内部环境和卫

生设施都要有一定的安全要求和规定，避免发生可能

由此产生的内和外辐射危险，而外部的内辐射也要通

过使用有关辐射物质对其进行屏蔽。

3.由于实验室有辐射检测，所以做好防护辐射工

作是至关重要的。在卫生辐射工作区域里，为了能够

保证卫生物的辐射安全，就一定要做好其的防护以及

管理工作。而对于一些露天的卫生辐射工作区域或者

地点，通常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对

于卫生辐射工作的环境就需要更加严密的防护措施来

对其进行防护以及管理。比如，可使用一种相应强光

物质对户外照射光源进行屏蔽，以此起到强光屏蔽安

全防护的主要目的；在一些露天食品工作管理场所中，

可对食品门禁和门窗防盗等安全体系进行完善，并且

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检查管理系统来规范相关工作人

员的工作。

4.在进行露天工作时，要严格遵守有关实验室规

章制度和有关放射性物质工作管理场所及露天操作的

其他有关安全规定，违规的行为一定要严令禁止。

图 1 辐射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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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针对环保工作中可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我们

应事先设置专门的保存地方对其进行管理保存，依据

《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原则，委托给具有一定

资质的环保单位进行管理，并对废物保存管理机构的

环保服务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严格测定。

6.这些放射性废物不仅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

不良影响，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对所

有相关保存部位废物进行彻底的杀菌消毒和日常清洗。

7.相关单位应该尽量做到随时对整个实验室及其

周围环境中的放射性质量水平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每

年至少要以监测一次为最低标准，以此保证整个实验

室的环境辐射性和安全性。另外，对于样品进行环境

放射性水平监测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8.对于其他更高浓度放射源的检测工作，相关工

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品后才能开展工作，需要限制其

与其他放射源之间的辐射距离，并且要注意辐射剂量。

9.对各种未知放射样品的化学检测，首先要考虑

采用伽玛仪器直接进行化学检测，在必要时进行密封，

以避免其污染化学实验室和伤害化学检测工作人员。

5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辐射监测防护与安全建议

5.1 监测基本方法

游离辐射对人类组织的辐射，可以大致分为两种

方法：内照射和外照射。其中，外照射是指放射源向

外界放射出的γ辐射、χ射线、中子数和β射线等

对身体有害的辐射。而内射线辐射则泛指该放射线粒

子经由皮下、食管、咽喉等等进入人体后，所放射出

来的各种放射核素。而针对不同的人体游离离子放射

处理方法，所需要采用的游离放射物质保护措施也不

相同。对外辐射的防御措施，主要是采用距离、时间

和物质屏蔽的防御方式，来预防外界辐射对身体的影

响。至于内部的辐射，则分别采用了多种包容、密封、

稀释和空气净化的处理方法，来有效避免野外放射性

核素直接进入人体内。因此，在对野外以及城市公共

无线移动通信网络基站的定期检查中，为了能够确保

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并且保证其不受野外电磁辐射

的严重危害，所有基站巡检工作人员都必须系好安全

带，穿戴好贴身工作服、工作帽、太阳镜和运动雨靴；

在野外高温暴晒天气，还需要及时涂抹高温防晒霜等

其他个人人身防护用品，以确保在工作的各个环节中，

工作人员都能够保证自身安全 [3]。

5.2 加强监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检查

对长期从事职业放射检测工作的企业职工，要定

期做好对放射检测工作人员的职业身体健康管理检查。

企业每月或定期都要安排放射工作人员到经国家健康

管理行政卫生监管机关部门认可的放射医疗卫生检测

机构，开展一次具有放射性的职业健康管理检测检查

工作，要及时建立完善的放射职业健康管理监护信息

档案，认真如实填报职工有关健康信息，并按照规范

要求存档管理。另外，企业还可委托经政府授权的企

业技术主管机构部门定期组织有关员工进行具体个人

放射剂量健康检测，并认真检查每位长期从事高辐射

性污染工作企业职工的具体个人放射剂量检测上限平

均值。此外，还要对有关职工身体沾染状况检测、个

人健康状况监测和有关职工具体个人放射剂量等的定

期检查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调整、归档，以便引导职工

正确深入了解自己的日常身体健康管理状况 [4]。因此，

为有效提高物业公司对所有放射作业检查人员及对公

司放射作业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保护工作力量和管理

措施，为有效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某家企业供电

管理单位就针对公司放射源工作环境以及放射工作人

员的日常身体健康管理状况，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文件中的各项有关规定条

款，联系了相关符合为放射检查工作人员体检资格的

医务人员，并组织所有放射检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在每

年六月份进行一次身体检测，并建立了完整的个人健

康档案，如果工作人员体检结果不合格或未按照规定

时间完成体检，则不得参加放射性工作。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射线检测工作中，因为放射源会危

及射线检测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在检测

工作中，应当做好放射预防工作，减少检测人员被放

射源受照的剂量，保护工作人员的健康。本文认为，

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可控制随机性效应的发生率并

减少到人类能够承受的水平；保护从事放射性工作的

技术人员和公民及其他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安全，

保护自然环境，并鼓励放射性同位素和核技术的应用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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