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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权益



现行重要的法律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法律

•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法规

•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 GBZ98

•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235

•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规范 GBZ128

•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总则） GBZ112

•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程序和要求 GBZ109

•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格式与内容 GBZ156

标准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放射工作人员

1. 是指在放射工作单位从事放射职业活动中受到电离辐射的人员。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2. 是指受聘用全日、兼职或临时从事辐射工作并已了解与职业辐射防护有关
的权利和任务的任何人员。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GBZ 98—2017》



基本概念

职业健康：通过对工作场所内产生和/或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及

其健康损害进行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以期实现预防和保护从业者免

受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健康影响和危害，使工作适应从业者，促进和保

障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

最权威的是1950年由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职业委员会

给出的定义：职业健康应以促进并维持各行业职工的生理、心理及社交处

在最好状态为目的;并防止职工的健康受工作环境影响；保护职工不受健

康危害因素伤害;并将职工安排在适合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工作环境中。



基本概念

健康管理：对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危险因素的全面监测、

评估及干预、管理的全过程。以达到防治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

延长寿命的目的。

职业健康管理：对职业人群的职业健康状况及在职业活动中所接触

的职业性有害因素进行全面监测、评估及干预、管理的全过程。已达到防

治职业病、促进职业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延长寿命的目的。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对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及在职

业活动中受到电离辐射照射进行全面监测、评估及干预、管理的全过程。



职业健康权益

获得职业卫生教育、培训；

获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疗、康复等
职业病防治服务；

了解工作场所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危害后果和应当采取的职业病
防护措施；

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符合防治职业病要求的
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
用品，改善工作条件；

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危及生
命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
措施的作业；

参与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作的民主管理，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享有下列职业卫生保护权利 享有保健津贴 享有保健休假

放射工作人员的保健津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在国家统一规定的休假外，

放射工作人员每年可以享受

保健休假2~4周。享受寒、

暑假的放射工作人员不再享

受保健休假。

从事放射工作满20年的在岗

放射工作人员，可以由所在

单位利用休假时间安排健康

疗养。



放射工作人员的从业条件

和知识培训



从业条件

1.基本条件
（1）年满18周岁；

（2）经职业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人
员的职业健康要求；

（3）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
合格；

（4）遵守放射防护法规和规章制度，接
受职业健康监护和个人剂量监测管理；

（5）持有《放射工作人员证》（？）。

2.职业健康要求

（1）人体外形正常，不影响正常操作。

（2）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稳定的情绪，以及正常的语言

表达和书写能力；正常的神经 系统功能。

（3）内科、外科和皮肤科检查正常，不影响正常操作。

（4）正常的听觉功能。

（5）正常的视力，矫正视力不应低于5.0，无红绿色盲。

（6）正常的造血功能，血细胞分析（静脉血仪器检测）

各指标均在参考区间内（见 表１）。

（7）甲状腺功能正常。

（8）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和微核率在本实验

室正常参考值范围。

身心健康的基本原则

保证放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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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工作人员应具备在正常、异常或紧急情况下，
都能准确无误地履行其职责的健康条件。



从业条件

性别
血红蛋白

g/L
红细胞数

1012/L
白细胞总数

109/L
血小板数

109/L

男 120~175 4.0~5.8 4.0~9.5 100~350

女 110~150 3.5~5.1 4.0~9.5 100~350

高原地区应参照当地参考区间

表1      放射工作人员血细胞分析参考区间



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

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比一般职

业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危害和罹患职

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

加重，或者在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

致对他人生命健康构成危险的疾病的

个人特殊生理或病理状态。

1

（1）严重的视觉和（或）

听力障碍，例如：伴有明显视力

障碍的眼晶体混浊或高度近视、

色盲、立体感消 失、耳聋等。

（2）严重和反复发作的疾

病，使之丧失部分工作能力，例

如：严重造血器官疾病、 失代

偿功能的慢性肺部疾患、未能控

制的糖尿病、未能控制的癫捕和

暴露部位的严重皮肤疾病等。

2

从业条件——职业禁忌证



知识培训

• 就全国而言，上岗前培训率为65.9%，持证率为76.3%。

• 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管理较为规范，但也没有做到全部持证上岗。

• 需加强对基层一级如县、乡医院及非医用辐射单位的放射工作人员的
培训。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及在岗期间应接受放射防护培训，并依规

持有行政部门颁发的《放射工作人员证》，落实职业病危害告知义

务，旨在提高放射工作人员的认知水平和防护的主动意识，提升用

人单位的安全文化水平。

孙全富，牛昊巍，李小娟. 我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的几个问题.中华
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4,34（3）：161-163



要求

内容

其他

1.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
考核合格方可参见相应的工作。培训时间不少于4天。

2.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定期组织本单位的放射工作人员接受放射防
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放射工作人员两次培训的时间间隔不超过2
年，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2天。

1. 培训内容和深度应根据培训对象、工作性质和条件确定，医学
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培训强调受检者和患者的防护；

2.培训课程可分为基本放射防护知识和专题放射防护知识2个部分。

1.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建立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培训档案。培

训档案应当包括每次培训的课程名称、培训时间、考试或考核成绩等
资料。将每次培训的情况及时记录在《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2.放射防护及有关法律知识培训应当由符合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条件的单位承担，培训单位可会同放射工作单位共同制定培训计划，
并按照培训计划和有关规范或标准实施和考核。

知识培训

《医学放射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培训规范》GBZ/T 149



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

监测管理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定义

个人监测（individual monitoring）是利用工作人员佩戴的剂

量计进行的监测，或对其体内及排泄物中的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和

活度以及利用其所佩戴的个人空气采样器或呼吸保护器对吸入放

射性核素的种类和活度进行测量，并对测量结果做出的解释。

我国习惯上称为个人剂量监测，包括外照射个人监测、内照

射和体表污染的个人监测。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依据

开展个人剂量监测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

《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9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目的

个人监测目的

（1）是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

（2）是保障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的重要技术手段；

（3）长期连续个人剂量监测，是改善放射防护的重要科学依据；

（4）是诊断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重要依据；

（5）是职业风险评价、事故受照射剂量评价及放射流行病学研究的

重要基础数据。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方法

个人监测

1. 监测对象：

（1）对于任何在控制区工作的工作人员，或有时进入控制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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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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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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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Sv/a的工作人员、一般可不进行个人监测。

2. 监测周期：

（1）常规监测的周期应综合考虑放射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所受剂量的大小、剂量变化程度

及剂量计的性能等诸多因素。常规监测周期一般为1个月，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2）任务相关监测和特殊监测应根据辐射监测实践的需要进行。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

个人监测

3. 剂量计佩戴：

（1）对于比较均匀的辐射场，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量计应佩戴在人体躯干前方中部

位置，一般在左前胸；当辐射主要来自人体背面时，剂量计应佩戴在背部中间。

（2）对于工作中穿戴铅围裙的场合（如医院放射科），通常应根据佩戴在围裙里面躯干上

的剂量计估计工作人员的实际有效剂量。当受照射剂量可能超过调查水平时（如介入放射学操

作），则还需在围裙外面衣领上另外佩带一个剂量计，以估计人体未被屏蔽部分的剂量。

（3）对于短期工作和临时进入放射工作场所的人员（包括参观人员和检修人员等），应佩

戴直读式个人剂量计，并按规定记录和保存他们的剂量资料。

（4）当开展质量保证活动发放质量控制的个人剂量计时，放射工作人员应按要求将其与常

规监测的个人剂量计同时佩带在同一部位。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监管要求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要求

1.放射工作单位的责任

（1）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测管理

（2）安排本单位放射工作人员接受个人剂量监测

（3）建立并重视保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并将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及时记录在

《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4）允许放射工作人员查阅、复印本人的个人剂量监测档案。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监管要求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要求

2.放射工作人员的责任

放射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所时，应当遵循：

（1）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

（2）操作结束离开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时，按要求进行个人体表、遗

物及防护用品的放射性表明污染监测，发现污染要及时处理，做好记录并存档

（3）进入辐射装置、工业探伤、放射治疗等强辐射工作场所时，除佩戴常规

个人剂量计外，还应该携带报警式剂量计。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监管要求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要求

3. 监测技术服务机构资质与责任

（1）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应当具有资质的服务机构承担，其资质由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审定；

（2）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健

全监测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比对和规范监测程序与方法，保证监测质量；

（3）个人剂量监测报告应当在每个监测周期结束后1个月内送达放射工作单位；

（4）将监测数据及时准确地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监管要求

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要求

4.卫生行政及其他部门的责任

（1）负责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对已取得资质的机构要加强

管理，开展监督检查和定期复核；

（2）负责放射工作单位个人剂量监测工作的监督管理；

（3）将本行政区域内的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数据逐级上报到国家卫生

行政部门；

（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助国家卫生行政部门拟订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

务机构的资质审定程序和标准，组织实施全国个人剂量监测的资料控制和技术培

训，汇总分析全国个人剂量监测数据。



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

监护管理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定义

职业健康监护（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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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
监护管理1 2 3 4

评估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

提供事故照射的医学处理和职业

病诊断的健康本底（基础）资料

评价放射工作人员在特殊工作条件下从

事预定任务的适任性和持续适任的程度

保证放射工作人员身体和心理健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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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目的

内容：职业健康检查和评价、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1

上岗前

2

在岗期间

3

离岗时

4

应急或事故照射

放射工作人员

职业健康检查

医学随访观察

5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上岗前检查项目 在岗期间检查项目 离岗时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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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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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
心电图；腹部B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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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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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部X射线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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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必要的检查。

放射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项目

必
检
项
目

补
充
检
项
目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GBZ   96   放射性白内障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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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放射性皮肤疾病诊断标准

GBZ   11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总则）

GBZ   113  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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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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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6148 放射性核素摄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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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适用的相关标准

根据受照和损

伤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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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或事故照射检查项目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医学随访观察

1. 对受到过量照射的放射工作人员，应按照GBZ 215（过量照射人员医学检查与处

理原则）的规定进行医学随访观察。

2. 对确诊的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患者，应分别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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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63（外照射

急性放射病的远期效应医学随访规范）、 GBZ 215（过量照射人员医学检查与处理原

则）、 GBZ 219（放射性皮肤癌诊断标准）等适用标准的规定进行医学随访观察。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从事放射工作后的情况，应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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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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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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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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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可从事放射工作；
2. 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可从事放射工作；
3. 不应（或不宜）从事放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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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可继续原放射工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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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暂时脱离放射工作；

4.不宜再做放射工作而调

整做其他非放射工作。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放射工作的适任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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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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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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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工作需要穿戴呼吸防护装置，工作人员是否适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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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从事放射工作存在心理障碍的工作人员是否适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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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实施。

2. 委托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对本单位放射

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遵守：①
对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不得安排未经职业健康上岗前职业健康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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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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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放射工作人员脱离放射工作岗
位时，应当及时安排其进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检查；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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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当在7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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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业健康体检中发
现不宜继续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应
当及时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并妥善安
置；对需要复查和医学随访观察的放
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安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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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不得安排妊娠的妇女参与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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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终生

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包括：①职业史、既往史和职
业照射接触史；②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
见；③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疗、医学随访观察等健康资
料。放射工作人员查阅、复印本人档案时，放射工作单
位应当如实、无偿提供。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要求



①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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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具有与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和技术；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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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
体系和制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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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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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证配有具备下列基本条件的主检医师：

①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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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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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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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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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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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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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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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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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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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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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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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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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怀孕或可能怀孕的以及哺乳期的女性放射工作人员；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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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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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由于其他原因而要求咨询的放射工作人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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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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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职业健康检查

叶安芳，宣志强，倪倩影等，某省部分三甲医院放射工作人员职业性外照射剂量监测及健康状况分析。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17,10（33）：742-745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

与鉴定



GBZ96

GBZ 99

GBZ101

GBZ104

GBZ100
GBZ106

职业性放射疾病是指放射工作人员在职

业活动中由电离辐射所引发的损伤或疾病。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

1.外照射急性放射病

2.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

3.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4.内照射放射病

5.放射性皮肤疾病

6.放射性肿瘤（含矿工氡暴露所致肺癌）

7.放射性骨损伤

8.放射性甲状腺疾病

9.放射性性腺疾病

10.放射复合伤

11.根据《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总则）》可以
诊断的其他放射性损伤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基本原则

因果关系判定原则

时序性原则 生物学合理性原则 生物学梯度原则

危害因素判定原则

职业照射的受照史
累积受照剂量达到诊断的剂量

要求
各种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诊断

依据

疾病认定原则

主要依据临床表现和相应的辅助检查判定有无
疾病及其严重程度

遵循循证医学的要求做好诊断与鉴别诊断



诊断医师 诊断组诊断机构

（1）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具有相应的诊疗科目及与开展职业病

诊断相适应的职业病诊断医师等相关医疗
卫生技术人员;
（3）具有与开展职业病诊断相适应的场所

和仪器、设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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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综合分析和评估受照人员受照
剂量的能力；）
（4）具有健全的职业病诊断质量管理制度。

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得拒绝
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的要求。

（1）具有医师执业证书；
（2）具有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熟悉和掌握辐射剂
量学和辐射防护专业知识；）
（3）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职

业病诊断标准；（比如：熟悉和掌
握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和处
理原则；）
（4）从事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工
作三年以上；
（5）按规定参加职业病诊断医师相
应专业的培训，并考核合格。

（1）诊断组由3名以上成单数的职业性放射

性疾病诊断医师组成，诊断组长由高级技师
职称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担任
（2）聘请其他单位医师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次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的三分之一
（3）可聘请从事放射防护、物理和生物剂量

估算的相关人员参加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
组，其人员无诊断表决权
（4）对申请职业性放射性肿瘤诊断，应有一

名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医师掌握放射性肿
瘤病因概率计算技术
（5）诊断人员应遵循回避原则，诊断组成员

与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又利益冲突，或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要求回避，应予以回避。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的基本要求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程序

放射工作人员或代理人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
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提出职业病诊断申请

填写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就诊登记表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集体诊断

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将职业性放射性疾病报告上级单位

1.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
的基本程序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程序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诊断的申请

劳动者选择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职业健康体检没有发现异常

居住地为经常居住地

职业史、既往史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

职业健康体检结果

工作场所历年放射性监测、评价资料、个人剂量监测记
录、过量照射情况记录及其剂量

其他资料

申请提交材料

不予受理

没有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本人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程序

1.不能提供所需诊断资料时，应对放射工作人员所在的用人单位发放

《关于请提供职业性放射性诊断有关材料》的函；

2.用人单位不能按时提供诊断资料或对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料有异议或用

人单位因解散、破产，无用人单位提供上述资料的三种情况时，职业病诊

断机构可提请用人单位所在的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

3.放射工作人员和用人单位对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和在岗时间有

争议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程序

职业性放射性
疾病的诊断

职业病诊断机构
依法独立行驶诊断权

不是职业病

依据
职业病诊断标准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照射史

临床表现

工作场所历年放射
性监测、评价资料

医学检查结果

依据和因素

疑似职业病人

3名以上医师
集体诊断

对诊断结论承担责任

综合因素

医学检查

住院观察

具体方式
意见分歧

意见一致

综合分析

作出诊断

是职业病

按多数人意见

不同意如实记录
不是职业病

没有证据
否定职业
病危害因
素与病人
临床表现
间的联系，
在排除其
他致病因
素后

诊断职业病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诊断程序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诊断证明书

内容要求 没有患职业病

诊断机构审查盖章

职业病名称

用人单位安排复查

签章

格式

份数

向当事人出具

归入职业病诊断档案永久保存

参加诊断医师共同签署

患职业病

载明
程度（期别）

处理意见

复查时间

申请提交材料
国家统一规定

劳动者1份

用人单位1份

诊断机构1份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鉴定要求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诊断基本要求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
有异议

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日起30日内

首次鉴定

再次鉴定

鉴定次数

费用

向作出诊断的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地市级卫生部门申请

最终鉴定

用人单位承担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设区的市级职业
性放射性疾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负责职业病诊断争议的首次
鉴定，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鉴定程序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鉴定的申请与受理

申请的条件

前提条件
对诊断结论有异议

接受机构

申请部门

提交材料

其他有关材料

受理的条件

已经职业病诊断

时间要求 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30日之内

地市级卫生部门作出诊断的医疗机构所在地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申请书

5日内完成材料审核

受理之日起60日组织鉴定

职业病诊断鉴定办事机构

材料齐全

材料不全

发受理通知书

通知补充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鉴定程序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诊断的鉴定

收集分析证据
审查当事人提供的材料

运用科学原理与专业知识

对被鉴定人进行医学检查

对被鉴定人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向原诊断机构调阅有关诊断资料

专家职责

向用人单位索取有关资料

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鉴定

作出鉴定结论
依照有关规定和诊断标准

必要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认真审阅有关资料

以鉴定委员会成员过2/3通过

不参与鉴定结论表决

提供有关资料

提出技术意见

独立进行鉴定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鉴定程序

鉴定书与鉴定记录

鉴定书

内容

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鉴定时间

签章

鉴定结束之日起20日内发送当事人送达

鉴定记录

鉴定所用资料名称、数目

参加鉴定专家签字

鉴定专家情况

随同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一并存档

鉴定结论及其依据

参加鉴定的专家情况

劳动者、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及鉴定事由

专家意见

加盖鉴定印章

记录内容

存档

表决情况

鉴定结论

专家签字、鉴定时间

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

李小亮，苏垠平，雷淑洁等，2013-2017年我国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诊断情况分析.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8,38（10）：779-783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与鉴定

放射工作人员在职业过程中接受低剂量电离辐射照射，存在一定的辐射损

伤风险，因此，需对其进行职业健康管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是我国
放射卫生防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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