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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原称“北京原子高科核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原子高科”）是经原国家经贸委批准，由中国核工业发祥地—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简称“原子能院”）为主发起人，联合北京首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原子高科于 2017 年 11 月 07 日取得

国家环境保护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附件 1）。 

原子高科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操作量已无法满足当前市场需求，需要将非密

封放射性物质乙级工作场所升为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甲级工作场所。 

根据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标

准中的相关规定，原子高科锝即时标记药物生产中心辐射工作场所升级后，99Mo 

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1.11E+09Bq，99mTc 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9.25E+09Bq，

辐射工作场所等级为甲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按照国家环保部发布的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要求，辐射工作场所等级为甲级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工作场所，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因此，原子高科委托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对其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2018

年 2 月 7 日获得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京环审[2018]25 号）（附件 2）。 

目前该项目已投入试运行，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条件。项目建设基

本信息详见表 1-1。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的规定，原子高科对本项目开展竣工验收，根据现场调查和监测情况，编制

了本验收监测报告。 

表 1-1 本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 

建设单位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崔海平 项目联系人 乔海涛 

联系电话 010-69357845 邮编 10241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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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内 

建设性质 新建□    扩建R    迁改□ 

环评单位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环评报告名称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环境影响

报告书》 

环评审批部门 北京市环保局 批复时间 2018 年 2 月 7 日 

竣工验收单位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总投资 110 万元 

核技术项目投资 110 万元 核技术项目环保投资 60 万元 

2 验收依据及内容 

2.1 验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03 年 10 月；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 号令，199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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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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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3号，2008 年 12

月；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发

[2000]38 号，200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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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183 次常务会议通过，2011 年 11 月。 

（2）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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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 

—《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GB11930-2010）；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开放型放射性物质实验室辐射防护设计规范》（EJ-380-1989）；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定》（GB11806-2004）； 

—《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收贮准则》（DB11/639-2009）。 

（3）项目环评文件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2017 年 12 月；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京环审[2018]25 号）。 

2.2 验收标准 

（1）安全管理要求 

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许可管理

办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安全和防

护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剂量限值和剂量约束值 

A.剂量限值 

本项目执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规定，

剂量限值如下：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以下限值： 

a) 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20mSv； 

b) 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c）四肢或皮肤的当量剂量，500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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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限值： 

a) 年有效剂量，1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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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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剂量约束值 

结合本项目的特点，本项目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为 5mSv/a；事故时，工

作人员剂量控制值取 5mSv。本项目公众照射的剂量约束值取上述限值的 1/10，

为 0.10 mSv/a，事故时，公众剂量控制值取 0.1mSv。 

2.3 调查内容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为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项目。通过该项

目的环评、批复等技术文件，现场检查环境保护和安全相关设施设备和措施的有

效性，开展现场验收监测。通过现场验收监测，给出放射性工作场所及周围的辐

射剂量率水平，评估辐射工作人员与公众可能受到的辐射剂量水平，最终得出该

项目是否满足验收标准的结论。 

3 工程调查 

3.1 项目建设情况 

（1）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及环境概况 

项目名称：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 

建设地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研生产区内。项目位置图见图 3-1。 Un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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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环境概况：本项目位于房山区原子能院工作区

的实体边界外 500m 的区域内无常住居民点

萌兴种植中心（距离本项目约

除本项目外的工作人员和北京萌兴种植中心工作人员

（2）项目建设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委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编制了

有限公司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环境影响报告书

日获得了北京市环保局的批复

本项目环评报告一致。 

3.2 工程分析 

3.2.1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简述：钼锝发生器由专用放射性物质运输车运到锝标记药物生产中

心，从物流入口进入到清洗间

闸 2进入 GMP 生产车间，由 GMP

锝发生器放置在净化工作台通风柜中

消毒，用淋洗剂发生器制得淋洗液

5 
 

1 本项目在原子能院的位置示意图 

本项目位于房山区原子能院工作区，以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

的区域内无常住居民点，主要企事业单位为原子能院和北京

距离本项目约 500m）。本项目的环境保护目标为：原子能院内的

除本项目外的工作人员和北京萌兴种植中心工作人员。 

日委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原子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8 年

日获得了北京市环保局的批复（京环审[2018]25 号）。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内容于

钼锝发生器由专用放射性物质运输车运到锝标记药物生产中

入到清洗间，经去污除尘并脱除外包装后，由传递窗传递到气

GMP 生产车间进入洁净级别为 C级的高活室间

锝发生器放置在净化工作台通风柜中，并开启通风。正式生产时，将发生器针头

用淋洗剂发生器制得淋洗液，淋洗液经质检检验合格后标记，标记后的药

 

以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

主要企事业单位为原子能院和北京

原子能院内的

原子高科股份

年 2 月 7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内容于

钼锝发生器由专用放射性物质运输车运到锝标记药物生产中

由传递窗传递到气

级的高活室间，将钼

将发生器针头

标记后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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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检验合格后分装至一次性注射器中，然后放入铅罐内。分装后的产品检验合格

后送至外包间贴上标签后装入铁盒，成为成品发货。 

 

图 3-2 生产放射性标记药品工艺流程图 

3.2.2 污染分析 

（1）放射性废气 

99mTc 标记药物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操作除锝甲氧异晴注射液药物生产外，

大都为简单操作， 且 99mTc 不是易挥发物质，不会产生气溶胶和蒸汽，即使在

高活室的通风橱内有蒸煮环节（常压下操作），但蒸煮时装药物的药瓶是负压且

密封的，产生气溶胶的量很小。而且这些气溶胶先排风再经高效过滤器过滤后

才排入环境。 

（2）放射性废液 

生产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手臂可能会沾污一些放射性废液，经

冲洗后排入衰变池中。 

（3）放射性固体废物 

废物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的一次性用具（口罩、手套）、从医院回收的针剂、

过滤器材及发生滴落等意外事件时产生的少量擦拭废物等。 

3.3 污染防治和安全管理措施 

3.3.1 污染防治措施 

（1）放射性废气 

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设有排风机 3台，风量 5400 m3/h；回风量 5400m 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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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量 5400 m3/h。放射性工作场所的通风与非放射性工作场所分开，排气烟囱

位于建筑物楼顶并高于本栋建筑的屋脊 3m。 

（2）放射性废液 

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少量放射性废液经收集后排入衰

变池，待贮存衰变后，经环保部门检测合格后排放到工业下水中。 

（3）放射性固体废物 

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少量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于暂存间，

由公司统一向北京市环保局提出清洁解控申请，清洁解控审批后按一般废物处理。 

3.3.2 辐射安全管理措施 

原子高科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为首要安全负责人，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主任、总经理、安全主管副总经理为副

主任，纪委书记、总会计师、公司工会主席、安全环保部部经理、各事业部经理

为安委会成员，下设安全环保部，具体负责日常辐射安全和一般安全工作监督管

理工作，事业部设有主管安全的副经理，对本部门安全负责，各班组设有安全员，

负责日常安全工作。 

本项目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参加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均通过考核获得

了培训合格证书。公司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与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签订关联协议，委托其对辐射工作人员开展个人剂量检测，并委托

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职业病门诊部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4 核与辐射安全措施及环评要求落实情况 

4.1 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回顾 

本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完成了环评报告编制，并于 2018 年 2 月 7 日获

得了北京市环保局的批复（京环审[2018]25 号）。环评报告与环评批复主要内

容见表 4-1 和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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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环评报告主要内容总结表 

类别 主要内容 

项目选址 
本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的实体边界外 500m 的区域内无常

住居民点，项目选址可行。 

辐射环境

质量现状 

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的 γ剂量率范围 116—199 nSv/h 之间，其

环境辐射水平略高于北京市本底，是因为厂房西南侧约 10 米处原

子能院建有放射性废物库，导致厂房周边辐射水平偏高。 

环境辐射

影响分析 

本项目中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辐射工作场所升级后，99mTc 的日

等效操作量增加 5倍，年实际操作量也增加 5倍，参考已往工作人

员人均有效剂量 0.68mSv 来看，工作人员所受剂量一般不会等比例

增加。另外，在辐射安全措施中增加了屏蔽厚度，报告书中，对升

级后工作人员所受剂量进行了评估，正常情况下，工作人员的年剂

量不会超过剂量约束值。 

公众的所受剂量主要来自淋洗锝液过程，房间采用 24cm 的混

凝土，经过房间屏蔽及距离衰减，生产车间外的附加剂量率为

9.04E-04mSv/h，则公众所受附加年剂量很小（可以忽略），低于公

众的年剂量约束值。 

污染防治

措施 

在人员出口处设卫生通道，设置了表面污染监测设备，用于工

作人员离开退出放射性区域时，对其全身各部位表面放射性污染进

行监测，以便及时发现污染和防止污染转移； 

设置β气溶胶连续监测系统，在锝即时标记药物生产中心的

高活室、标记/分装间设置气溶胶取样点，对房间内的气溶胶水平

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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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锝标记药物生产过程中，每组工作人员操作时，工作人员的总

剂量约为 2.86mSv，工作人员每年操作所受的手部总剂量约为

549mSv/a,本工号操作分两组，每组 7 人操作，保守考虑对于每个工

作人员，承担总剂量的 80%计，每个工作人员的最大个人剂量为

2.3mSv,不会超过 5mSv/a，小于工作人员年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

手部剂量不会超过 500mSv/a，小于工作人员手部年剂量限值。 

公众的所受剂量主要来自淋洗锝液过程，生产车间外的附加剂

量率为 9.04E-04mSv/h，则公众所受附加年剂量很小（可以忽略），

低于公众的年剂量约束值 0.1mSv。 

建议 

保证各项环保设施及辐射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严格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要求进行操作，确保其安全可靠；定期维护通风系统，保证

辐射工作场所内的通风设施安全有效运行，保护工作人员健康；加

强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合理安排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本项

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国家相关规定

的要求及时组织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编制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确保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后，主

体工程方可投产运行。 

 

表 4-2 环评批复主要内容总结表 

序号 内容 

1 

拟建项目位于房山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研生产区内，内容为

将已有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改造升级为甲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场所，改

造后，该场所 Tc-99m 的日等效操作量 9.25E+9Bq，日最大操作量

9.25E+11Bq，年使用量 2.30E+14Bq；Mo-99 的日等效操作量 1.11E+9Bq，

日最大操作量 1.11E+12Bq，年使用量 2.80E+14Bq。主要环境问题是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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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安全和防护问题，在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的各项环保措施后，从环境

保护角度分析可行，同意实施。 

2 

你单位须加强辐射安全管理，完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14 名辐射工作人员须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进行个人剂量监测。规

范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落实安全责任制。放射性废气须经高

效过滤器过滤后，由排风管道送至楼顶排放。产生的放射性废物须分类

暂存于相应的废物桶内，产生的放射性废液须进入专用衰变池，经贮存

衰变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和

环评报告书预测，本项目公众和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分别执行 0.1mSv/h

和 5mSv/h。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工作场所气溶胶浓度水平控制值为不大

于 3.52E+5Bq/m3。 

3 

你单位须对辐射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和

中文警示说明。项目设计的淋洗、标记、分装等过程须在专用的洁净工

作台和通风柜中进行。配备固定式剂量率仪、便携式γ剂量率仪、个人

剂量报警仪、表面污染监测仪、气溶胶连续监测系统等与辐射类型和辐

射水平相适应的监测仪器和防护用品。定期开展场所辐射水平监测，采

取各种有效的防护和安全措施做到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收

到意外照射。 

4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你

单位须根据此批复文件并满足有关条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增项手续

后，方可从事相关使用活动。项目竣工三个月内须办理环保验收手续。 

4.2 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通过现场调查，将本项目实际采取的环保措施，与环评报告要求的“三同时”

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见表 4-3、表 4-4。 

现场检查表明：公司对本项目的环评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均逐一做了落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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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后总体能满足环评报告要求的“三同时”措施及环评批复要求。 

表 4-3 本项目中环评“三同时”措施落实一览表 

序号 项目 “三同时”措施 落实情况 结论 

1 
辐射安全

管理机构 

建立辐射安全与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公司设立安全部负责公司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 

符合

要求 

2 

辐射安全

和防护措

施 

 

屏蔽措施 

配备有以铅和钨钢为屏蔽

材料的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 

符合

要求 

 

3 

   

   

 

 

 

 

人员配备 

辐射防护与安全培训

考核 

本项目所有工作人员均参

加了环保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

训并考核合格取得培训证书 

 

 

 

符合

要求 

个人剂量监测 所有工作人员均委托原子

能院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个人职业健康监护 

所有工作人员均委托北京

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职业病门

诊部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

健康检查 

  

4 

 

 

监测仪器 

 

 

辐射监测仪表 

本项目配置了1台χ-γ剂

量率仪、1台表面污染仪、一

台手脚污染仪、1套四道γ剂

量率仪、一套放射性气体 Tc 在

线监测仪和 2台个人报警仪 

符合

要求 

    公司编制有《安全管理文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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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辐射安全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岗位职责、

操作规程、应急管理

等 

件汇编》，其中辐射安全管理

制度包括《辐射防护大纲》、

《辐射防护监测计划编制规

范》、《放射性工作场所安全

管理规定》、《放射性工作场

所安全监督管理规程》、《放

射源与放射性物质安全管理规

定》、《放射性“三废”安全

管理规定》、《放射性物品运

输人员要求规定》、《员工培

训管理办法》、《现场辐射监

测季报制度规定》、《废旧放

射源回收管理规定》、《放射

性污染去污操作规程》等，并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 

要求 

 

表 4-4 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结论 

1 

拟建项目位于房山区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科研生产区内，

内容为将已有锝标记药物生产中

心改造升级为甲级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场所，改造后，该场所Tc-99m

的日等效操作量 9.25E+9Bq，日

最大操作量 9.25E+11Bq，年使用

量 2.30E+14Bq；Mo-99 的日等效

操作量 1.11E+9Bq，日最大操作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地点、

规模、性质等）完全符合环评

及其批复情况。 

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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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11E+12Bq，年使用量

2.80E+14Bq。项目总投资 110 万

元。 

2 

你单位须加强辐射安全管

理，完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

应急预案。14 名辐射工作人员须

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进行

个人剂量监测。规范编写、按时

上报年度评估报告，落实安全责

任制。放射性废气须经高效过滤

器过滤后，由排风管道送至楼顶

排放。产生的放射性废物须分类

暂存于相应的废物桶内，产生的

放射性废液须进入专用衰变池，

经贮存衰变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处置。 

原子高科有制定完善的规

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14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参加了辐

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取得证

书，均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每

年按照规范及时编写上报年度

评估报告，落实安全责任制。

产生的放射性废气经高效过滤

器过滤后排入环境，放射性废

液经收集后排入衰变池中，经

环保部门检测合格后排放到工

业下水中。 

符合

要求 

3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和环评报告书

预测，本项目公众和职业照射剂

量约束值分别执行 0.1mSv/h 和

5mSv/h。锝标记药物生产中心工

作场所气溶胶浓度水平控制值为

不大于 3.52E+5Bq/m3。 

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要求进行操作，保证各项环保

设施及辐射防护设施正常运

行，确保其安全可靠；定期维

护通风系统，保证辐射工作场

所内的通风设施安全有效运

行，保护工作人员健康；加强

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合

理安排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

确保公众和职业照射剂量不超

约束值，工作场所气溶胶浓度

水平低于 3.52E+5Bq/m3。 

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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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环境问题是辐射安全和

防护问题，在落实报告书和本批

复的各项环保措施后，从环境保

护角度分析可行，同意实施。 

报告书和本批复的各项环保措

施均已落实。 

符合

要求 

5 

你单位须对辐射工作场所实

行分区管理，设置明显的放射性

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项目设计

的淋洗、标记、分装等过程须在

专用的洁净工作台和通风柜中进

行。配备固定式剂量率仪、便携

式γ剂量率仪、个人剂量报警仪、

表面污染监测仪、气溶胶连续监

测系统等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

相适应的监测仪器和防护用品。

定期开展场所辐射水平监测，采

取各种有效的防护和安全措施做

到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

公众收到意外照射。 

根据 GB18871-2002《电离辐射

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规定和依据本项目特点及建筑

物结构特点，本项目辐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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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控制区包括：高

活室、标记/分装间；监督区包

括：包装间、清洗间、仓储间、

人员通道、更衣间（一更、二

更）、缓冲间和过度间、废物暂

存库、包装间、清洗间、仓储

间质检间等。本项目的淋洗、

标记、分装等过程均在专用的

洁净工作台和通风柜中进行。

本项目配备 WF-1000-4B 固定

式四道γ剂量率仪、个人剂量

报警仪、451Pχ-γ 剂量率仪、

Como170 表面污染测量仪、

WF-6130 放射性气体 Tc 在线监

测仪等监测仪器，配备有以铅

和钨钢为屏蔽材料的防护设施

和防护用品。工作场所辐射水

平监测每周 2-3 次，每天生产

完成后进行表面污染监测，每

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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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1 次空气污染监测。公司制

定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做

到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

和公众收到意外照射。 

6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规

定，你单位须根据此批复文件并

满足有关条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

证增项手续后，方可从事相关使

用活动。项目竣工三个月内须办

理环保验收手续。 

公司正在根据生态环境部相关

要求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增项

手续，项目正在办理环保验收

手续。 

正在

办理

相关

手续 

5 现场验收监测 

5.1 监测内容 

根据项目污染源特征，本次环保竣工验收监测项目为 X-γ 辐射剂量率和 β 表

面污染。 

5.2 监测方法与布点 

本次监测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和《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1993）的要求进行监测。 

监测点位：锝标记药品生产过程中工作人员操作位、本项目建筑物边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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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 本项目厂房周围环境监测点位布设图          

5.3 监测仪器及运行工况 

    本项目使用的监测仪表的性能参数见表 5-1。 

表 5-1 监测中使用的仪表及其主要性能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451P 辐射剂量

率仪 
1073 

测量范围：1µSv/h-50mSv/h 
校准因子及不确定度：参考辐射：137Cs 
校准因子 N=1.21,Urel=6%（k=2） 

COMO170 表面

污染仪 
3965 

表面活度响应： 
Rα=36.80(cm2/s/Bq) (对 Am-241) 
Rβ=59.34(cm2/s/Bq) 对 Tl-204） 
基本误差： 
Eα=9.4%(对 Am-241) 
Eβ=7.0%（对 Tl-204） 

运行工况：对正常工作状态进行监测。 

5.4 质量保证措施 

本次监测使用方法、仪器及人员均符合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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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要求： 

——监测方法严格遵循《原子高科辐射防护监测计划》和《原子高科厂区

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所用仪表均经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检定，并在检定

有效期内。 

——监测人员均取得环保部颁发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证书》，并在有效

期内。 

5.5 监测结果与评价 

监测结果见表 5-2。 

           表 5-2 放射性药物生产过程中剂量估算参数及结果（实际测量值推算） 

操作方式 淋洗

（99Mo） 

标记

（99mTc） 

分装（99mTc） 质检

（99mTc） 

Tc-99m 包装外表面 

（99mTc） 

药物活度，Bq 1.07E+12 

（20Ci） 

8.88E+9 

 (240mCi) 

1.85E+09 

 (50mCi) 

7.4E+7 

(2mCi) 

1.85E+10 

(500mCi) 

操作位剂量率，µSv/h 46.7 3.9 0.5 0.13 1 

每年操作时间，h 12.5 37.5 175 37.5 125 

所受剂量，mSv/a 5.8E-01 1.5E-03 8.7E-02 4.8E-03 1.25E-01 

合计，mSv/a 0.80 

    根据实测数据推算出工作人员受到的外照射剂量 0.80 mSv/a，低于环评报告

理论计算出工作人员受到的外照射剂量 2.3mSv/a，正常情况下，工作人员的年剂

量不会超过剂量约束值。 

                 表 5-3 厂房周围环境γ剂量率监测结果（nSv/h） 

序号 监测点位 γ剂量率 

1 厂房东侧 151±4 

2 厂房北侧 116±2 

3 厂房西北角，杂物库外 123±1 

4 厂房南侧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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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厂房西南角，废物库外 197±1 

从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厂房及周围环境的 γ剂量率范围116—199 nSv/h之间，

生产过程为 2 个小时，则公众所受外照射剂量 0.099mSv/a，低于公众的年剂量约

束值。 

6 安全管理制度调查分析 

《许可管理办法》和《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从管理角度对从事辐射工作的

单位提出了安全管理要求，要求制定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

安全保卫制度、设备应用和维护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以及要求完善的

辐射事故应急措施等。 

原子高科根据上述要求，结合公司辐射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辐射安

全防护管理制度。本节将根据上述条例办法的要求对原子高科建立的管理制度进

行分析，对其是否满足辐射防护安全管理要求进行评估。 

6.1 组织机构 

原子高科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为首要安全负责人，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主任、总经理、安全主管副总经理为副

主任，纪委书记、总会计师、公司工会主席、安全环保部经理、各事业部经理为

安委会成员，下设安全环保部，具体负责日常辐射安全和一般安全工作监督管理

工作，事业部设有主管安全的副经理，对本部门安全负责，各班组设有安全员，

负责日常安全工作。 

6.2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公司编制有《安全管理文件汇编》，其中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辐射防护

大纲》、《辐射防护监测计划编制规范》、《放射性工作场所安全管理规定》、《放射

性工作场所安全监督管理规程》、《放射源与放射性物质安全管理规定》、《放射性

“三废”安全管理规定》、《放射性物品运输人员要求规定》、《员工培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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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辐射监测季报制度规定》、《废旧放射源回收管理规定》、《放射性污染去污

操作规程》等，并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 

6.3 辐射工作人员 

与本项目相关的工作人员有 14 人,其基本情况见表 6-1。 

表 6-1 辐射工作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学历 岗位 证书编号 培训时间 培训机构 

1 董文毅 高中 操作/运输 B1647014 2016.9 

中国原子能

科学研究院 

2 范建东 高中 操作/运输 B1813188 2018.6 

3 冯  波 本科 操作 B1647011 2016.9 

4 高建民 高中 操作 B1647012 2016.9 

5 李  超 大专 操作 B1646090 2016.9 

6 李伟 专科 操作 B1911037 2019.5 

7 李志华 初中 操作 B1646097 2016.9 

8 曲晓明 本科 操作 B1911036 2019.5 

9 吴京波 高中 操作 B1646100 2016.9 

10 尹会鹏 大专 操作 B1647013 2016.9 

11 袁荣玺 中专 操作 B1646091 2016.9 

12 张健 本科 操作 B1646098 2016.9 

13 邱志刚 本科 操作 B1736062 2017.10 

14 王建鑫 本科 操作 B1736061 2017.10 

6.4 辐射监测 

为了保证本项目运行过程的安全，为控制和评价辐射危害，设置了相应的辐

射剂量监测手段，主要包括外照射监测、表面污染监测、空气污染监测和个人剂

量监测，使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照射尽可能低。原子高科制定了锝药标记生产车

间的工作场所监测方案及监测计划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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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本项目监测计划 

监测项目 主要设置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外照射监测 
高活室、标记/分装间、清洗间、包装间、

储藏间、废物库 
监测 2-3 次/周 

表面污染监测 
辐射工作场所的台面、地面、墙壁、设备

及表面  
每天生产完成后 

空气污染监测 高活室和标记/分装间 1 次/周 

个人剂量 每个工作人员 1 次/季度 

6.5 应急管理 

原子高科设有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当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事件）时，

启动公司应急管理机制，组织事故抢险救灾和协助事故调查处理。 

公司设有安全生产管理技术机构，负责在公司生产、研发工作中宣贯落实

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定的安全生产和研发工作计划，指导各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中的专业技术问题、辐射安全问题、危化品、特种设备、防火、防汛、防盗、交

通安全等问题的解决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原子高科辐射应急组织机构

见图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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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7 结论 

经现场检查表明，原子高科升级场所按照

防护管理办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和环评批复要求落实了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

1、建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部参与并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2、本项目配备WF-1000-4B

剂量率仪、Como170 表面污染测量仪

测仪器，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

查，并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以及职业健康档案

3、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

4、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正常情况下

21 
 

1 原子高科辐射应急组织机构 

 

原子高科升级场所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以及环评报告

和环评批复要求落实了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 

建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辐射管理人员及辐射操作人员全

部参与并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4B固定式四道γ剂量率仪、个人剂量报警仪、451Pχ

表面污染测量仪、WF-6130 放射性气体 Tc 在线监测仪

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委托开展个人剂量检测以及职业健康检

并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以及职业健康档案。 

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基本满足法规标准要求

正常情况下，根据实测数据推算出工作人员受到的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以及环评报告

辐射管理人员及辐射操作人员全

451Pχ-γ

在线监测仪等监

委托开展个人剂量检测以及职业健康检

基本满足法规标准要求； 

根据实测数据推算出工作人员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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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照射剂量 0.8 mSv/a，低于环评报告理论计算出工作人员受到的外照射剂量

2.3mSv/a，工作人员的年剂量不会超过剂量约束值。则公众所受外照射剂量

0.099mSv/a，低于公众的年剂量约束值。 

5、通过此次调查可见，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还是支持的，对环境的关切度

也非常高，但对本项目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后续工作中可以加大对该领域的科普

宣传力度，更好的让公众融入到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中来。 

综上分析，原子高科升级场所竣工验收结果满足环评报告中辐射安全管理要

求以及环评批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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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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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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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药物生产工作场所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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