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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规范γ射线

移动探伤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

各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γ射线移动探伤辐射安全管理，切实保障

我省辐射环境安全，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条例》，原环保部《关于γ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管

理要求》（环发〔2007〕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γ射线移动

探伤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环办函〔2014〕1293 号），以及

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移动放射源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闽

环保辐射〔2014〕8 号）等法规文件，我厅制定了《福建省

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指南》（以下简称《工

作指南》，见附件 1），以指导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以下简

称“探伤单位”）进一步明确辐射安全管理责任和措施，推

进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提升我省γ射线探伤行业辐射安全

水平。现就进一步规范我省γ射线移动探伤辐射安全监管工

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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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探伤单位要高度重视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由本

单位辐射安全负责人牵头负责，对照《工作指南》，查找辐

射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隐患和漏洞，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

度，加强内部培训和考核，确保各项规范化管理要求得到严

格执行，切实提升辐射安全管理水平，防范发生辐射安全事

故。

二、规范移动源管理系统应用，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为提升γ探伤放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我厅组织开发了

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省内各探伤单位要按照《工作

指南》及《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说明》（附件 2），

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系统使用和维护，运用系

统加强放射源出入库、运输、作业等环节辐射安全管理，及

时核实、处理系统预警信息。

三、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能力

各探伤单位要根据我厅印发的《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事

故/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大纲》（试行），完善本单位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或事件，如探伤机出现

卡源等设备故障、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人员误照射事

故、运输车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质泄露等，制定针对性处置措

施，明确应急报告程序和详细的联络报告电话，配备足够的

应急设施、设备，定期组织探伤人员开展处置演练，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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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评估交流，共同提升安全水平

请各探伤单位对照《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

全规范化管理评估表》（附件 3），对本单位辐射安全规范化

管理状况开展自评，查漏补缺，及时整改完善。2019年 6月

30日前，请各单位完成自查评估工作，并将评估表提交我厅。

我厅将结合年度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组织探伤单位辐射

安全管理人员开展评估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升管理水平。

附件 1：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

指南

附件 2：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附件 3：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全规范化管

理评估表

附件 4：放射源领用记录表等 4 个参考记录表

附件 5：放射源探伤装置台帐等 5 个参考台账表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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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全

管理工作指南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原

环保部《关于γ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管理要求》（环发

〔2007〕8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γ射线移动探伤辐射安全

管理的通知》（环办函〔2014〕1293 号），以及我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移动放射源辐射安全管理的通知》（闽环保辐射

〔2014〕8 号）等法规文件，为指导省内各γ射线探伤单位

进一步规范辐射安全管理，特制定《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

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指南》。

一、建立辐射安全管理体系

1.建立辐射安全管理体系，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为辐射安全第一责任人。

2.建立或明确辐射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确定专职辐射

安全管理人员。

3.明确单位内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辐射

安全管理及辐射事故应急职责。

二、建立健全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按照辐射安全许可证申领要求及实际工作需要建立完

善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γ射线探伤装置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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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

射防护设备检修维护制度、放射源领用登记制度、工作场所

监测制度、辐射工作人员人员培训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剂量

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部分重要制度应当包括以

下具体内容：

1.放射源领用登记制度：放射源领用有明确的内部审批

流程，有相应的领用审批表；按要求开展放射源出入库登记，

做到一源一机一档（登记本）。登记内容包括：探伤装置型号、

出厂编号，放射源的核素名称、活度、测量日期、编码、标

号，移出时间、返回时间、使用的地点、使用管理人员姓名，

领取、归还时的监测检查结果，领用班组安全员和源库管理

员签字等。

2.工作场所监测制度：出入库监测记录（在放射源出入

库登记表中记录）、现场探伤作业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监测

记录、现场作业结束后环境监测记录、放射源运输前探伤机

表面监测记录、源库周围定期辐射监测记录。

3.定期检查和运维制度：每个月对探伤装置的配件进行

检查、维护，有相应记录；每 3个月对探伤装置的性能进行

全面检查、维护，有相应记录；每年按要求向生态环境部门

提交年度辐射安全自查评估报告。

4.跨省跨市作业备案报备制度：出省作业前按要求办理

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跨市作业按要求告知移入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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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5.放射源转让、回收备案制度：放射源购入后 20 个工

作日内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放射源回收后 20 个工作日内

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6.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制度：明确应急处置的机构、人员

及其职责；明确应急报告程序和详细的联络报告电话；针对

至少包括放射源丢失、被盗、卡源、源脱离、非工作人员误

照射、运输车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质泄露等情景的应急处置程

序和措施；明确应急物资、设备的型号（名称）、存放地点，

物资应包括：长杆钳、屏蔽容器、监测仪器、通讯器材、相

关记录等；预案内部培训的频次、修订间隔、应急演练的频

次要求等。

三、探伤机、辐射工作人员及防护设备相关管理要求

1.γ射线探伤单位应配备 5台以上功能正常的γ射线探

伤机，且均在 10 年的使用期限内，探伤装置表面铭牌、源

编码等清晰，按要求定期对探伤装置的配件进行检查、维护。

2.有足够的探伤工作人员和安全员（每台探伤装置至少

对应有 2 名探伤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专职管理人员、从事

γ射线探伤的工作人员和安全员须取得辐射安全与防护中

级培训合格证书；落实内部人员培训制度，培训、考核记录

完整；操作人员、安全员、库管员全部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并

建立个人剂量档案，有剂量超标情况及时报告并附有本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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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确认的情况说明。

3.每枚探伤源配备 1 台辐射剂量率仪，每名现场辐射工

作人员配备 1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每枚探伤源配套一组警示

灯、警戒线、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等现场隔离警示用品。

四、移动探伤放射源贮存要求

1.建有满足安防要求的放射源库，放射源库应具备防

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露等安全防护

措施；设置红外和监视器等安保设施；源库大门实行双人双

锁管理；安装、使用福建省移动放射源安全管理系统源库终

端，做好平时运行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2.γ射线探伤单位应确定专职人员负责场所的安保工

作，做好放射源的领用和归还登记，每次含源设备出入放射

源库应进行辐射监测并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进行扫

描探伤装置固定位置，核实装置中的放射源状态，并按规范

登记。

3.放射源确需在野外临时贮存的，应当使用保险柜贮存

在相对封闭的场所内，贮存场所应当由专人 24 小时看管，

并采取防盗、防射线泄漏等安全防护措施。对于有多家移动

放射源使用单位共用放射源贮存场所的，场所内应设置足够

的独立贮源位，每个贮源位应设置独立锁，钥匙由贮源单位

专人管理。

五、探伤作业现场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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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台γ射线探伤装置应至少有 2名具有中级或中级以

上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同时在场进行操作，并有 1

名专职安全员（或明确 1 名现场探伤人员为安全员）负责现

场辐射安全管理。

2.作业现场边界外公众可达地点应设置面积不小于 2平

方米的安全信息公示牌。

3.开始现场作业前，操作人员应检查确认探伤装置、辐

射监测仪器设备、个人剂量报警仪等配件性能运行正常，并

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进行作业前扫描。按要求设置控

制区（边界外空气比释动能率低于 15 微戈瑞/小时）和监督

区（边界外空气比释动能率低于 2.5 微戈瑞/小时），控制区

边界设置警戒线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4.作业时，安全员负责探伤区域周边全过程警戒、巡检，

监测控制区边界的辐射剂量水平，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

场。

5.作业结束后，必须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对作业现

场和源容器进行监测，确定放射源收回源容器后，由安全员

在检查记录上签字，方能携带含源装置离开现场。

6.从出库到作业结束返回源库的全过程，必须确保探伤

装置在工作人员的视线及管控范围内，防止放射源丢失、被

盗、失控事故发生。

六、放射源运输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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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输放射源必须使用专用车辆，并取得交通部门核发

的非营运放射性物品运输许可证（可委托有放射性物品运输

资质的单位负责运输）。

2.运输车辆配备防盗、防破坏储源箱，储源箱应与车辆

固定，箱体外表面也应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箱体

存放含放射源装置时应实行双人双锁管理。

3.放射源运输前，辐射工作单位须对存放含放射源的运

输容器进行辐射水平监测并记录，监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放射

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不得启运；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

持机扫描并启动运输监控模式。

4.放射源运输途中，除车辆驾驶人员外，还应配备经辐

射安全防护培训合格的专人押运，配备个人剂量报警仪及剂

量率仪，并做好全程监护探伤装置的工作。中途停靠休息时，

应保证有人在车辆上守卫。重新行驶前，应确定放射源处于

正常状态。

七、放射源审批、备案管理要求

1.按要求办理放射源转让审批手续，放射源到货后及时

向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并在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

中将放射源与相应的探伤机绑定，完成入库工作。

2.放射源回收后及时向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办理回

收备案手续，并在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中更新放射源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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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省作业备案要求：我省探伤单位出省作业前,必须

在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向移入

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提交《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辐射

安全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等材料，其中，提交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应包括放射源运输、

贮存、现场作业等环节的事故应对处置措施，并明确作业工

程业主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应急

联系方式。《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表》经移入地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及我厅备案确认后，方可启运放射源。

作业结束后，探伤单位应提前告知移入地省级生态环境

部门放射源计划离开日期，放射源安全返回后及时办理备案

注销手续。

4.跨市作业报备要求：在省内不同设区市之间转移使用

移动放射源且当天不返回原源库的，探伤单位在转移活动实

施前和活动结束后 5 个自然日内告知移入地设区市生态环境

局，报备内容包括作业地点、作业时间、放射源存放场所情

况，辐射安全负责人、现场负责人联系方式，现场作业人员

名单及培训证明等。

八、辐射事故应急相关要求

1.各探伤单位要根据我厅印发的《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

事故/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大纲》（试行），完善本单位辐射事

故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或事件，如放射源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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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被盗、卡源、源脱离、非工作人员误照射、运输车事故

造成放射性物质泄露等情景，制定针对性处置方案，明确应

急报告程序和详细的联络报告电话。

2.每年至少开展 1 次辐射事故应急演练，辐射安全第一

责任人、辐射安全专职管理人员、探伤操作人员和安全员等

关键岗位人员须根据各自职责参与演练，并使用文字、图片、

视频记录演练过程，总结演练情况，提升应急能力。

3.一旦发生辐射事故，发生事故的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

位的应急预案，并按规程处理和控制辐射事故，尽量把影响

控制在最小范围，最大限度减少对人员安全和周围环境的影

响。在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等事故的初始阶段，发生事故单

位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公安、卫

健等行政部门，并在 2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报送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二是做好现场保卫工作，必要时做

好人员疏散和现场管控工作。

九、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要求

1.探伤单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系统使用和维护工作。

2.制定单位内部管理规范，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确保源

库管理人员、现场探伤安全员及操作人员能够按规范使用系

统。

3.放射源出入库、运输、作业等关键环节按规范使用手

持机扫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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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异地作业时，按规范使用临时源库功能开展出入库扫

描登记。

5.及时处理系统异常告警信息，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定

期分析异常告警原因，举一反三查进行改进，促进系统规范

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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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说明

第一条 为推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精细化、信息化，我

厅建立了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为进一步规范系统使

用，提高移动放射源安全管理水平，特制定本说明。

第二条 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主要用于省内γ射

线移动探伤单位、源库管理单位（以下简称移动源单位）规

范移动放射源使用、储存、运输等环节，提升规范化管理水

平，防范发生辐射事故；亦用于辅助生态环境部门强化对探

伤企业的辐射安全监管。

第三条 省内各移动源单位必须指定专人负责系统使用

和维护工作。

省、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指定相关监管人员负责系

统的运行使用。

第四条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指导、督促省内移动源

单位，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做好管理系统的使用工作。

第五条 各移动源单位是移动放射源安全管理的责任主

体，负责本单位管理系统使用和管理工作，制定单位内部管

理规范，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确保源库管理人员、现场探伤

安全员及操作人员能够按规范使用系统，及时处理异常告

警，切实保障放射源安全。

第六条 移动源单位使用管理系统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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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射源库：在移动源库安装源库监控终端，完成

与手持终端联调；

（二）探伤机：在探伤机上安装RFID标签，并录入系统；

（三）管理员电脑：登陆“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

完成管理员账号配置，录入完善企业相关信息（可使用手机

APP 登录）。

第七条 移动源单位管理系统使用操作说明：

操作步骤分为：出库扫描监测→探伤机装车后的运输前

扫描监测→现场作业前扫描→现场作业结束后扫描→探伤

机装车后的运输前扫描监测→入库扫描监测。

（一）出库扫描监测

出库扫描监测分为固定源库和临时源库两种：

1.固定源库（装有源库监控终端）：在放射源仓库管理

系统的配合下：用手持终端扫描移动放射源标签（同时检测

源容器表面辐射剂量率，直至扫描完成），完成出库登记、

辐射剂量率校核。之后手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语音提示，

确定本次操作是否完成。

2.临时源库（无源库终端，有临时库标签）：在临时库

标签的配合下：先用手持终端扫描临时库标签（作为位置标

识，手持终端在扫描标签的同时进行定位，若定位结果与上

次相差 1 千米以上，则提示放射源临时存放点更新），再用

手持终端扫描放射源标签（同时检测源容器表面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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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直至扫描完成），完成出库登记、辐射剂量率校核。之

后手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语音提示，确定本次操作是否完

成。

（二）运输前监测（出发环节）

运输前主要进行辐射防护监测，监测两项内容：

1.放射源运输车厢辐射剂量

放射源运输前工作人员用手持终端扫描车厢位置标签，

同时启动 5秒辐射剂量监测，之后手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

语音提示，确定本次操作是否完成。

2.驾驶室辐射剂量

放射源运输车厢辐射剂量监测结束后，提示驾驶室辐射

剂量监测，工作人员用手持终端扫描驾驶室标签，开始 5 秒

辐射剂量率监测，之后手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语音提示，

确定本次操作是否完成。

（三）作业前及作业结束扫描监测

作业开始前，工作人员用手持用手持终端扫描移动放射

源标签（同时检测源容器表面辐射剂量率，直至扫描完成），

完成作业前剂量率和位置信息确认工作。

放射源作业结束后工作人员用手持用手持终端扫描移

动放射源标签（同时检测源容器表面辐射剂量率，直至扫描

完成），之后手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语音提示，确定本次

操作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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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输前监测（返回环节）

操作内容与出发环节相同。

（五）入库扫描监测

入库扫描监测分为固定源库和临时源库两种：

1.固定源库（装有源库监控终端）：在放射源仓库管理

系统的配合下，使用手持终端扫描移动放射源标签（同时检

测源容器表面辐射剂量率，直至扫描完成），完成入库登记、

辐射剂量率校核。手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语音提示，确定

本次操作是否完成。

2.临时源库（无源库终端，有临时库标签）：在临时库

标签的配合下，先用手持终端扫描临时库标签（作为位置标

识，手持终端在扫描标签的同时进行定位，若定位结果与上

次相差 1 千米以上，则提示放射源临时存放点更新），再用

手持终端扫描放射源标签（同时检测源容器表面辐射剂量

率，直至扫描完成），完成入库登记、辐射剂量率校核。手

持终端给出必要文字和语音提示，确定本次操作是否完成。

第八条 省、市、县生态环境部门管理系统使用操作说

明：

使用有环保专网的电脑登陆福建省生态云平台，或直接

登陆福建省核与辐射环境监管系统，进入移动放射源监管模

块，根据工作需要查询、调取相关数据，并对需要处理的申

请表单、异常报警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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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异常报警处理：

异常告警按照严重程度高低分为一级告警、二级告警、

三级告警。

系统告警通过短信发送到辐射安全管理员、分管领导、

企业法人，相关人员应及时处理告警信息，发现违规操作或

安全隐患应立即整改。

在企业未处理告警信息的情况下，告警短信将发送到省

核与辐射应急值班手机，值班人员应及时通知企业进行核实

处理。

第十条 系统运维管理

移动源单位负责对本单位使用的源库终端、手持终端和

RFID 标签进行日常维护，对于需要系统维保单位解决的问

题，及时告知省辐射站并通知维保单位处理，确保系统处于

可用状态。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收集省辐射站，市、县生态环境部门，

移动源单位反馈的系统问题，及时组织改进完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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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全

规范化管理评估表

序

号
管理要求 分值

评估

得分
备注

1 辐射安

全管理

机构和

职责落

实情况

建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明确辐射安全第一责

任人
10

2
建立或明确辐射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确定专

职辐射安全管理人员
10

3
明确单位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辐射安全

管理及辐射事故应急职责
10

4

规章制

度建立

情况

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

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探伤放射源领用登记

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剂量管理制度、监测制度、

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齐全

10

5
放射源领用登记制度：明确内部审批流程和领

用审批表、出入库登记表内容完整
10

6

监测方案：明确出入库监测记录、现场探伤作

业控制区监测记录、现场作业结束后环境监测

记录、放射源运输前探伤机表面监测记录、源

库周围定期辐射监测记录

10

7
定期检查和运维制度：明确探伤装置定期检查

维护
10

8
跨省跨市作业备案报备制度：明确出省备案、

跨市报备要求
10

9
放射源转让审批、回收备案制度：明确转让审

批及备案、回收备案要求
10

10

探伤

机、辐

射工作

人员及

防护设

备情况

配备 5台以上探伤机，探伤机均在 10年的使用

期限内
10

11
探伤机安全锁等功能正常，表面铭牌、源编码、

电离辐射警示标示清晰

12
每个月对探伤装置的配件进行检查、维护，有

相应记录
10

13
每 3个月对探伤装置的性能进行全面检查、维

护，有相应记录
10

14
有足够取得中级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

的探伤工作人员和安全员

15 内部人员培训制度，培训、考核记录完整 10

16
操作人员、安全员、库管员全部开展个人剂量

监测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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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每枚探伤源配备 1台辐射剂量率仪，每名现场

辐射工作人员配备 1台个人剂量报警仪
10

18
警示灯、警戒线、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等现场隔

离警示用品齐全
10

19

探伤放

射源贮

存要求

建有满足安防要求的放射源库，放射源库应具

备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

线泄露等安全防护措施

10

20
设置红外和监视器等安保设施，监控视频至少

能保存 90天
10

21
源库大门实行双人双锁管理，有专人 24小时值

守
10

22
放射源贮存场所安装、使用福建省移动放射源

安全管理系统源库终端
10

23
放射源领用内部审批流程合理，有相应的领用

审批表
10

24

按要求开展放射源出入库登记，记录有时间、

辐射监测数据、去向、领用班组安全员签字、

源库管理员签字等内容

10

25

作业现

场管理

每台γ射线探伤设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中级或

中级以上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同时在

场进行操作，并有 1 名专职安全员（或明确 1

名现场探伤人员为安全员）负责现场辐射安全

管理

10

26
作业区域公众可达地点应设置面积不小于 2平

方米的安全信息公示牌
10

27

开始现场作业前，操作人员检查确认γ探伤设

备、辐射监测仪器设备、个人剂量报警仪等配

件性能运行正常

10

28
作业前有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进行作业

前扫描
10

29
按要求划定监督区和控制区，控制区边界设置

警戒线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10

30

作业时，有安全员专门负责探伤区域周边全过

程警戒、巡检，监测控制区边界的辐射剂量水

平，防范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10

31

作业结束后，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对作

业现场和源容器进行监测，确定放射源收回源

容器后，由安全员在检查记录上签字，方能携

带含源装置离开现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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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放射源

运输管

理

有专用的探伤放射源运输车辆 10

33

车辆取得交通部门核发的非营运放射性物品运

输许可证（出省作业必须委托有放射性物品运

输资质的单位负责运输）

10

34
车上有双人双锁的贮源金属箱体，且箱体与车

辆固定
10

35
每次运输前开展辐射监测并记录，途中停靠后

开展辐射监测确认放射源安全状况
10

36
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扫描并启动运输监

控模式
10

37

放射源运输途中，除车辆驾驶人员外，还应配

备经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合格的专人押运，配备

个人剂量报警仪及剂量率仪

10

38
放射源

审批、

备案管

理

按要求办理放射源转让审批、备案手续 10

39 放射源回收后及时申请办理回收备案手续 10

40 出省作业按规范开展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 10

41 跨市作业按要求告知移入地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10

42

辐射事

故应急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内容完整，针对可能发生的

辐射事故或事件有针对性处置方案
10

43 应急报告程序合理，应急报告电话准确 10

44
每年至少开展 1 次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关键岗

位人员参与演练，并有记录和总结
10

45

福建省

移动放

射源管

理系统

使用

有专人负责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 10

46 有对探伤人员、安全员开展系统使用培训 10

47
源库终端、手持机、RFID标签等设备运行正常，

维护良好
10

48
放射源出入库、运输、作业等关键环节按规范

使用手持机扫描确认
10

49
放射源异地使用时按规范使用临时源库功能开

展出入库扫描登记
10

50 及时处理系统异常告警信息 10

合计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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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放射源领用记录表等 4 个参考记录表（供参考，各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增删改）

放射源领用记录表

设备编号

放射源编码

领用人
作业班组其

他人姓名

是否装源 □是 □否 项目名称

出入情况 □出库 □入库

设备管理

员
日期：

领导审批 日期：

使用期限 201 年 月 日到201 年 月 日

作业的工

程名称及

地点

备注 1：A联由设备管理员保存；B联由源库门卫保存。

备注 2：该表为内部审批流程使用。



22

***放射源（出厂活度、出厂日期）出入库记录表

探伤机型号及编号：******* 放射源编码及标号：******

序号
领用时间（年月

日，X点 X分）
项目名称、地点 领用人

领出时剂

量率μSv/h

出库

确认人

归还时间（年月

日，X点 X分）
归还人

归还时剂量

率μSv/h

放射源是否

正常

入库

确认人

备注：1.该表为放射源出入库时登记使用。领用人和出（入）库确认人必须为不同，出（入）库确认人可以相同；

2.领出（归还）剂量率检测点为探伤装置把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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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探伤作业监测记录表

设备编号： 放射源编码：

日期及

时间
项目名称 作业地点

装车后容器

表面 5cm处

最大值

（前往

作业地）

现场探伤作业监测结果
作业结束后，

源探伤位 5米

范围环境监

测

运输前监测

（返回源库）
安全员签字

点位 1

（该点位距放射

源距离： 米）

点位 2

（该点位距放射

源距离： 米）

点位 3

（该点位距放射

源距离： 米）

点位 4

（该点位距放射

源距离： 米）

μGy/h μGy/h μGy/h μGy/h μGy/h μGy/h

□ 是 □否

μGy/h

附：监测位置示意图（根据现场情况画）



24

放射源暂存库检测记录表

监测时间

序号 监测点描述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

监测结果

（μGy/h

）

监测结果

（μGy/h

）

监测结果

（μGy/h

）

监测结果

（μGy/h

）

监测结果

（μGy/h

）

监测结果

（μGy/h

）

1
库内储源位外侧

30cm

2 暂存库铅门外 30cm

3
暂存库东侧墙体外

30cm

4
暂存库西侧墙体外

30cm

5
暂存库南侧墙体外

30cm

6
暂存库北侧墙体外

30cm

备注：该表为放射源暂存库或者放射源库周边辐射剂量率检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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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放射源探伤装置台帐等 5 个参考台账表（供参考，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放射源探伤装置台帐

序号 装置名称 探伤机编号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 年 月）

设计装源

类型（核素）

设计装源

活度(TBq)

开始使用日期（

年 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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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源台帐

序

号

核素名

称
生产单位

出厂

日期

出厂

活度

(TBq)

标号

(源辫)

放射源

编码

批准

文号

探伤机

编号

来源 去向

备注交接

日期

交接

单位

转让备案时

间

交接

日期

交接

单位

回收备案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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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 年度辐射工作人员台帐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

月
学历

开始从事放

射工作日期

职业

分类

辐射防护培训 个人累积剂量(mSv) 职业健康检查

备注末次培

训日期
培训单位

培训合格证

编号
一 二 三 四

末次体检

日期
体检单位

体检结

果

注：职业分类中填写“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保管人员”、“运输人员”和“其他人员”；个人累积剂量中“一、二、三、四”分别代表四个季度，

如单个季度超过 5mSv，在备注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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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监测仪台帐

序号 设备名称及型号 生产厂家 购买日期 设备编号 检定（比对）日期 检定（比对）单位 刻度系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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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报警仪台帐

序号 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购买日期 设备编号 检验日期 检验人 检验结果 备注

注:检验结果填写“正常”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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