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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编制所依据的起草规则为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第1章、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为强制性内容，其余为推荐性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

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吉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长安、陈尔东、钱叶侃、张照辉、姜恩海、贾廷珍、王可心、赵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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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接受电离辐射职业照射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95        放射性白内障诊断标准 

GBZ 96        内照射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97        放射性肿瘤病因判断标准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 

GBZ 99        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100       外照射放射性骨损伤诊断标准 

GBZ 101       放射性甲状腺疾病诊断标准 

GBZ 104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105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诊断标准 

GBZ 106       放射性皮肤疾病诊断标准 

GBZ 107       放射性性腺疾病诊断标准 

GBZ 11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总则) 

GBZ 113       核与放射事故干预及医学处理原则 

GBZ/T 151     放射事故个人外照射剂量估计原则 

GBZ/T 163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的远期效应医学随访规范 

GBZ/T 164     核电厂操纵员的健康标准和医学监督规定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91     放射性疾病诊断名词术语 

GBZ 215       过量照射人员医学检查与处理原则 

GBZ/T 216     人体体表放射性核素污染处理规范 

GBZ 219       放射性皮肤癌诊断标准 

GB/T 16148    放射性核素摄入量及内照射剂量估算规范 

GB/T 18197    放射性核素内污染人员的医学处理规范 

GB/T 18199    外照射事故受照人员的医学处理及治疗方案 

3 术语和定义 

GBZ/T 191和GBZ 2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www.bzfxw.com

GBZ 235—2011 

2 

3.1  

放射工作人员  radiation worker 

在放射工作单位从事放射职业活动中受到电离辐射照射的人员。 

3.2  

职业健康监护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为保证放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时及参加工作后都能适任其拟承担或者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而进行的

医学检查和评价。 

4 总则 

4.1 对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总的原则是，保证其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体质能力足以胜任正常和异常

情况下的工作，不至于引发导致危害工作和公众安全与健康的误操作。 

4.2 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应以职业医学的一般原则为基础，主要目的是评价放射工作人员对

于其预期工作的适任和持续适任的程度, 并为事故照射的医学处理和职业病诊断提供健康本底资料。 

4.3 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评价，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 

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受到应急照射或者事故照射时的健康检查，以及职

业性放射性疾病患者和受到过量照射放射工作人员的医学随访观察。 

4.4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本单位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保证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实施。 

放射工作单位的职业健康监护责任和义务、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权利和义务应同时符合

GBZ 188的相关要求。 

4.5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工作程序应同时符合 GBZ 188 的相关规定。 

4.6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在收到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的 7 日内，如实告知放射工作人员，并将检查结论记

录在《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4.7 放射工作单位对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者，应当按规定期限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按照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安排其进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 

4.8 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标准按照 GBZ 98 执行。 

核电厂操纵员的健康标准应符合GBZ 98和GBZ/T 164的要求。 

4.9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的格式与内容按照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5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5.1 从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的医疗机构应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定、批准，获得放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检查资格，并在其获批准的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5.2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a) 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b) 具有与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和评价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c) 具有与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和技术； 

d) 具有辐射细胞遗传学检验设备和用生物学方法估算受照人员剂量的能力； 

e) 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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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只能由具有医疗执业资格的医师和技术人员担当。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保证配有具备下列基本条件的主检医师： 

a) 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b) 熟悉和掌握放射医学、放射生物学、辐射剂量学和辐射防护专业知识； 

c) 熟悉和掌握职业病防治法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d) 熟悉放射工作场所的性质、操作方式、可能存在的职业健康危险和预防控制措施； 

e) 有评价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与其所从事的特定放射工作的关系、判断其是否适合从事该工

作岗位的能力。 

5.4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中涉及的医学常规检查方法（眼科检查除外）要求按 GBZ 188 的相应

规定执行，眼科检查按 GBZ 95 的相应规定执行，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和外周血淋巴细胞微

核试验技术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5.5 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应填写《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 

对每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表》，应由主检医师审核后填写检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并签名。

处理意见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按照GBZ 98和GBZ/T 164（如果适用）提出对受检者从事放射工作

的适任性评价意见；检查时发现单项或者多项异常，需要复查的，应明确复查的内容和时间；发现疑似

放射损伤的，应予以载明,并提示受检者提交职业病诊断机构，进一步明确诊断。 

5.6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自体检工作结束之日起 1 个月内，将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提交放射工作单位。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应当客观、真实，并对职业健康检查报告负责。 

5.7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发现有可能来自放射性因素导致健康损害的，应当通知放射工作单位，并及时

告知放射工作人员本人。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发现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病人，应当通知放射工作人员及其所在放射工作单

位，并按规定向放射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5.8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应遵守职业健康监护的伦理道德规范，保护放射工作人员的隐私，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被用于不正当目的。 

5.9 职业健康检查专业人员有义务接受放射工作人员对健康检查结果的质疑或咨询，要如实地向放射

工作人员解释检查结果和提出的问题，解释时应考虑放射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 

主检医师应当向下列放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职业健康咨询和医学建议： 

a) 怀孕或可能怀孕的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放射工作人员； 

b) 已经或可能受到明显超过个人剂量限值照射的放射工作人员； 

c) 可能对自己受到辐射照射的情况感到忧虑的放射工作人员； 

d) 由于其他原因而要求咨询的放射工作人员。 

5.10 在保护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的广义的职责范围内，必要时，主检医师可以向用人单位建议增加

除国家法规和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之外必要的健康检查项目。 

6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 

6.1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6.1.1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的，方可参

加相应的放射工作。对需要复查确定其放射工作适任性的，应当予以及时安排复查。 

6.1.2 放射工作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不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的人员从事

放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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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应评价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对预期从事工作的适任性，还应确定哪些工

作人员需要在工作过程中采取特别防护措施。应系统、仔细、准确地询问职业史和进行医学检查并详细

记录，以便为上岗后定期健康检查或者事故健康检查提供基础信息。 

6.1.4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见附录 A，需要复查时可根据复查要求增加相应的检查项目。 

6.1.5 在上岗前（和上岗后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中，需要考虑下列三种特殊情况： 

a) 如果工作需要穿戴呼吸防护装置，工作人员是否适宜； 

b) 如果工作涉及非密封源，患有严重皮肤病的工作人员是否适宜； 

c) 对从事放射工作存在心理障碍的工作人员是否适宜。 

在确定是否适宜穿戴呼吸防护装置时，应进行肺功能检查。 

对于患有皮肤病的工作人员，应根据所患皮肤病的性质、范围和发展情况以及工作的性质，来判断

其是否适宜。如果放射性活度水平较低，而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例如，遮盖住病灶表面），可不必

排除患有这类皮肤病的工作人员从事涉及非密封源操作的工作。 

对于存在心理障碍的工作人员，判断其适任性时，应特别考虑心理障碍的症状性偶发是否会对该工

作人员本人或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 

6.1.6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中，对受检者的放射工作适任性意见，由主检医师提出下列意见之一： 

a) 可从事放射工作； 

b) 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可从事放射工作（例如，不可从事需采取呼吸防护措施的放射工作，不可从

事涉及非密封源操作的放射工作）； 

c) 不应（或不宜）从事放射工作。 

6.2 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检查 

6.2.1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6.2.2 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周期为 1 年～2 年，但不得超过 2 年。核电厂操纵员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每年一次。必要时，可适当增加检查次数。 

6.2.3 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见附录 A。如发现异常，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检查频度

和必要的检查项目。需要复查时可根据复查要求增加相应的检查项目。 

从事放射工作后的情况，应记录： 

a) 从事放射工作的工种、起始时间、操作方式和工作量； 

b) 对放射工作的适任情况； 

c) 从事放射工作后，患过何种疾病及治疗、转归情况； 

d) 有无受到医疗照射、过量照射、应急照射、事故照射等情况； 

e) 上岗后至本次检查期间的累积受照剂量。 

6.2.4 根据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史、医学史、症状及体征、放射工作类型、方式及靶器官的不同，在

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检查时应适当增加有针对性的检查项目。例如，疑有内污染可能，可根据放射性核

素的理化性质和代谢特点进行相关的器官功能检查和核素测定；对于长期吸烟而且在粉尘和（或）放射

性气体、微粒暴露环境作业的放射工作人员可进行痰细胞学检查；对于所受辐射照射或者其他危险因素

超过相关限值的工作人员应安排特殊检查和评价。 

6.2.5 上岗后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应考虑 6.1.5 所列的三种特殊情况。 

6.2.6 应将在岗期间定期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与上岗前进行对照、比较，以便判断放射工作人员对其工

作的适任性。 

6.2.7 上岗后定期职业健康检查中，对受检者的放射工作适任性意见，由主检医师提出下列意见之一： 

a) 可继续原放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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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可从事放射工作（例如，不可从事需采取呼吸防护措施的放射工作，不可从

事涉及非密封源操作的放射工作）； 

c) 暂时脱离放射工作； 

d) 不宜再做放射工作而调整做其他非放射工作。 

对于暂时脱离放射工作的人员，经复查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的，主检医师应提出可返回原放

射工作岗位的建议。 

6.2.8 放射工作单位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认定不宜继续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应及时调离放射工作岗

位，并安排合适的非放射工作岗位；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放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安排。 

6.2.9 放射工作单位不得安排怀孕的妇女参与核或放射应急处理和有可能造成职业性内照射的工作，

哺乳期妇女在其哺乳期间应避免接受职业性内照射。 

6.3 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6.3.1 放射工作人员脱离放射工作岗位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其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以评价其停止放射工作时的健康状况。 

6.3.2 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见附录 A，需要复查时可根据复查要求增加相应的检查项目。 

6.4 应急照射或事故照射的健康检查 

6.4.1 对受到应急照射或事故照射的放射工作人员，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及时组织健康检查和必要的医

学处理。 

6.4.2 应急照射或事故照射的职业健康检查的基本项目见附录 A。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可根据受照和损

伤的具体情况，参照 GBZ 96、GBZ 99、GBZ100、GBZ 101、GBZ 104、GBZ 106、GBZ 112、GBZ 113、GBZ/T 

151、GBZ 215、GBZ/T 216、GB/T 16148、GB/T 18197、GB/T 18199 等适用的标准，选择增加必要的检

查项目，估算受照剂量，实施适当的医学处理。 

6.5 医学随访观察 

6.5.1 对受到过量照射的放射工作人员，应按 GBZ 215 的规定进行医学随访观察。 

6.5.2 对确诊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患者，应分别按照 GBZ 95、GBZ 96、GBZ 97、GBZ 99、GBZ 100、

GBZ 101、GBZ 104、GBZ 105、GBZ 106、GBZ 107、GBZ/T 163、GBZ 215、GBZ 219 等适用标准的规定

进行医学随访观察。 

7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 

7.1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7.2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职业史、既往病史、职业照射接触史、应急照射、事故照射史； 

b) 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 

c)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诊断鉴定、治疗、医学随访观察等健康资料； 

d) 怀孕声明，如有； 

e) 工伤鉴定意见或结论。 

7.3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妥善保存。应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放射工作人

员的职业健康隐私权和保密权。 

7.4 放射工作人员有权查阅、复印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放射工作单位不得拒绝或者提供虚假档

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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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放射工作人员在离开放射工作单位时，有权向放射工作单位索取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复印

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7.6 放射工作单位停止涉及职业照射的活动或发生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情形的，应按审管部门

的规定，为保存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作出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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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A.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见表A.1。 

表A.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上岗前检查项目 在岗期间检查项目 离岗时检查项目 应急或事故照射检查项目 

必检项目： 

医学史、职业史调查；

内科、外科、皮肤科常规检

查；眼科检查（色觉、视力、

晶体裂隙灯检查、玻璃体、

眼底）；血常规和白细胞分

类；尿常规；血糖；肝功能；

肾功能；甲状腺功能；外周

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

析；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

验；胸部 X 射线摄影（在留

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

后）；心电图；腹部 B超。 

必检项目： 

医学史、职业史调查；

内科、外科、皮肤科常规检

查；眼科检查（色觉、视力、

晶体裂隙灯检查、玻璃体、

眼底）；血常规和白细胞分

类；尿常规；血糖；肝功能；

肾功能；外周血淋巴细胞染

色体畸变分析或外周血淋巴

细胞微核试验；心电图；腹

部 B超。 

 

必检项目： 

医学史、职业史调查；

内科、外科、皮肤科常规检

查；眼科检查（色觉、视力、

晶体裂隙灯检查、玻璃体、

眼底）；血常规和白细胞分

类；尿常规；血糖；肝功能；

肾功能；甲状腺功能；外周

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

析；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

验；胸部 X 射线摄影（在留

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

后）；心电图；腹部 B超。 

补充检查项目
a
： 

耳鼻喉科、视野（核电

厂放射工作人员）；心理测试

（如核电厂操纵员和高级操

纵员等对心理素质有较高要

求岗位人员）；肺功能（放射

性矿山工作人员，接受内照

射、需要穿戴呼吸防护装置

的人员）；其他必要的检查。

补充检查项目a
： 

胸部X射线摄影
b
（在留

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

后）；甲状腺功能；血清睾丸

酮；痰细胞学检查（放射性

矿山工作人员）；肺功能检查

（接受内照射、需要穿戴呼

吸防护装置的人员）；其他必

要的检查。 

补充检查项目a
： 

其他必要的检查。  

根据受照和损伤的具体

情况，GBZ 96、GBZ 99、

GBZ100、GBZ 101、GBZ 104、

GBZ 106、GBZ 112、GBZ 113、

GBZ/T 151、GBZ 215、GBZ/T 

216、GB/T 16148、GB/T 

18197、GB/T 18199 等适用

的相关标准，有针对性地选

择必要的检查项目，估算受

照剂量，实施适当的医学处

理。 

a   
根据职业受照的性质、类型、剂量等和受检者的健康损害状况选检。 

b   
在岗期间的胸部 X射线摄影检查，对铀矿井下工作人员每半年至一年一次；对其他工种，主检医师可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但间隔时间不宜过长(不长于 2 年～3 年)。对于放射工龄长，年龄大的工作人员，应每年进行胸部 X 射

线摄影检查一次，并进行早期发现癌症的必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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