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清单：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学历 

工作 

岗位 
培训时间 培训证号 

1 郭作梁 男 1977.07 本科 

副主任医

师、放射科

副主任 

2015年 11.27日-11

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17号 

2 马兴灿 男 1981.01 本科 主治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18号 

3 林少彬 男 1971.04 本科 副主任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19号 

4 胡辉 男 1976.10 硕士 副主任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0号 

5 范怀周 男 1977.09 本科 副主任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1号 

6 谭相广 男 1981.07 大专 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2号 

7 许允 男 1984.02 大专 技士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3号 

8 谢忠 男 1984.07 本科 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4号 

9 林灿源 男 1989.09 大专 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5号 

10 黄卫臣 男 1976.11 本科 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6号 

11 陈巍岚 男 1984.10 本科 主治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7号 

12 马树华 男 1965.05 博士 

主任医师、

教授、执行

院长兼放射

科主任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28号 

13 潘润彬 男 1982.09 本科 主治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30号 

14 张友强 男 1986.10 本科 主治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50031号 

15 林运全 男 1972.01 本科 副主任 
2017年 3月 29日-4

月 1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1号 

16 王文峰 男 1975.11 本科 副主任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2号 

17 吴纯娜 女 1985.07 大专 主管护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3号 



18 王玩萍 女 1962.01 中专 介入护士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4号 

19 陈壮雄 男 1985.08 本科 主治医生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5号 

20 张楠 男 1987.10 本科 主治医生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6号 

21 潘文香 女 1982.02 本科 护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7号 

22 周实 男 1971.02 本科 

主任医师、

放射科副主

任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8号 

23 陈宁 男 1980.03 本科 主治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09号 

24 罗波 男 1985.03 本科 住院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0号 

25 林立鹏 男 1985.02 本科 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1号 

26 李辉煌 男 1989.03 本科 住院医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2号 

27 刘伯鑫 男 1987.06 大专 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3号 

28 周乐冬 男 1979.02 本科 主管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4号 

29 曾庆文 男 1982.11 本科 主管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5号 

30 尚爱军 男 1982.08 本科 主管技师 
2015年 11月 27日

-11月 30日 

粤辐防协第

D170016号 

 



部分工作人员培训证： 

 

 

 



 

 

 

 

 



附件 5  规章制度 

汕 头 潮 南 民 生 医 院 文 件 
 

汕潮民医[2009]37 号 

 

 

关于成立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 

为了加强对放射诊疗工作的管理，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经

医院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成立医院辐射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刘元生 

副组长：陈潮文   

组  员：马树华  周  实  张  炜  林  丹  吴  杰   

林少彬  刘骏达  赵琼芝  

辐射安全员：（兼职） 

        范春梅  陈巍岚  徐文锋  潘慕文 

         

附件：1、《汕头潮南民生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职责》 

  2、《汕头潮南民生医院辐射安全管理员职责》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二○○九年三月九日 

 

 



汕 头 潮 南 民 生 医 院 文 件 

汕潮民医[2018]2号 

 

 

关于调整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及 

辐射安全意外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科室： 

为加强对医用射线装置使用的安全防护和监督管理，保证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保障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及时有效的

预防、控制和处理辐射安全意外事故，经研究，决定调整医院辐射安

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及辐射安全意外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成员，现将

名单公布如下： 

组  长：马树华（院长，主任医师） 

副组长：李绍金（副院长，主任医师） 

徐文辉 （书记） 

组  员：熊建平（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主管医师）    

马  驰（医务科科长）    

汪  淼（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周  实（放射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刘骏达（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姚  鹏（设备科主管） 

吴映龙（保卫科保安队队长） 

陈巍岚（放射科主治医师，兼辐射安全员）   

郑佩青（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管，兼辐射安全员）   

                                 

 



一、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职责： 

1、认真学习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放射防护法规和标准,负责对医

院放射安全与防护工作的管理,检査和监督医院放射安全与防护制度

及措施的贯彻落实,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障放射诊疗工作人

员、患者和公众的权益。 

2、建立和健全放射诊疗以及放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保证放射

安全与防护以及放射诊疗质量符合有关规定、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3、组织和协助有关监督部门做好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体检、

个人剂量监测、专业技术和防护知识培训以及有关放射防护的各项工

作。 

4、制定和修订放射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演练的实施。如果发生突

发放射事故,立即启动放射事故应急预案,并会同有关部门按有关规

定调査和处理放射事故,并对有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5、制订全院放射安全与防护的工作计划,定期总结,并对放射安

全控制效果进行评议。 

6、定期召开辐射安全与防护工作会议,讨论并制定或修订辐射安

全与防护工作计划和总结、放射人员职业危害控制等。对全院辐射安

全与防护工作的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及时督

导。 

7、建立健全放射卫生防护档案,加强对放射卫生防护档的管理。 

8、加强对防护设备的配套、防护设施使用的检查和受检者的防

护监督工作。定期组织对放射诊疗工作场所、设备和人员进行放射安

全防护的检测、监测和检查。 

9、监督并落实新建、改建、扩建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

危害放射防护评价与卫生审查及竣工验收工作。 

10、定期检查放射工作人员和受检者个人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情

况。 

11、制定、修订和落实医院放射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和放射事故

应急预案,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严格执行放射事故报告制度。 

12、做好年终总结和填报有关报表,按期上报。 

 

二、辐射安全管理员职责 

1、在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协助做好辐射安全 

保障工作，及时发现辐射安全隐患并及时予以整改，积极向辐射安全



领导小组提出解决事故隐患的合理化建议，有权制止违反安全操作规

程的行为，负责辐射安全泄漏事故的报告。 

2、协助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制定、修改辐射安全的规章 

制度、防护措施、放射事故应急预案等。 

3、及时传达贯彻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种辐射安全文件及 

通知。 

4、督促放射性工作人员佩戴个人放射剂量监测章，有责任 

向放射管理部门提供正确的个人辐射剂量数据。  

     5、做好辐射安全知识培训， 组织放射相关工作人员学习 

有关辐射安全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使医务人员熟悉有关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6、组织放射相关工作人员的健康体检。 

7、协助开展辐射安全应急演练。 

8、建立放射相关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和健康档案。 

9、完成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交代的其他事务。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二○一八年三月五日 

 

 

 

 

 

 

主题词：辐射安全  领导小组  调整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3月 5日印发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保证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维护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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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管理制度。 

一、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和感染管理科应加强对全院辐射防护

和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 

1、定期组织对辐射诊疗工作场所、设备和人员进行放射安全防

护的检测、监测和检查。 

2、定期组织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建立健康档案。 

3、定期组织放射工作人员接受专业技术、放射防护以及有关法

律法规等知识的培训。 

4．修订和完善医院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规章制度和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促进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工作。 

二、充分发挥辐射安全员的作用，辐射安全员必须严格履行岗位 

职责。 

1、负责本科室的日常放射安全检查工作，督促、检查放射防护



用具的正确使用。 

2、及时正确的领会并贯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

制度。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 

3、定期组织本科室的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知识培训。  

4、督促本科室放射工作人员正确佩戴放射剂量监测章。 

5、定期组织对本科室的放射设备、防护装置进行稳定性检测、

校正和维护保养。 

6、记录、整理本科室放射安全管理资料。 

三、落实放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安全。 

1．放射诊疗过程应规范使用放射防护用具。 

2．遵守医疗照射正当化和放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明确医疗目

的，严格控制受照剂量；对邻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

护，并事先告知患者和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影响。 

3．不得将 X 射线胸部检查列入对婴幼儿及少年儿童体检的常规

检查项目。 

4、对育龄妇女腹部或骨盆进行 X射线检查前，应问明是否怀孕；

非特殊需要，对受孕后八至十五周的育龄妇女，不得进行下腹部放射

影像学检查。 

5、尽量以胸部 X射线摄影代替胸部荧光透视检查。 

6、实施 X 射线照射操作时，禁止非受检者进入操作现场；因患

者病情需要其他人员陪检时，应严格对陪检者采取防护措施。 

四、规范使用警示标志，正确发挥警示作用。 

1、放射诊疗工作场所的入口处，应规范设置辐射警示标志。 

2、放射诊疗工作场所应当按照要求分为控制区、监督区，在控

制区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设有辐射警示标志和工作指示灯。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6年 5月 3日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X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制度 

    

1、放射工作人员要熟悉 X 射线装置操作的基本知识，认真阅读

X射线装置操作规程，认真学习和执行安全和防护管理各项规章制度

和放射事故应急预案。 

2、使用前应详细了解机器的性能特点，熟练掌握操作规程及注

意事项，保证正确安全使用机器设备。 

3、开机前必须检查电源质量及设备外观是否正常，严禁机器带

病使用。使用过程中要求认真细心，准确操作，如果发现故障等问题

立即停止操作。 

4、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实保障机器安全运行及被检者的人身

安全；严禁过载使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曝光。 

5、对新上岗医技人员应先进行设备操作培训，熟练后方可上机

操作。 

6、机器设备开机后，操作人员不得擅离岗位。 

7、机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时，操作人员应立即关机，

关闭电源，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以便及时组织检修。 



8、病人检查结束后及时清洁和清理设备及机房的污物，保持设

备的整洁。 

9、X射线工作人员每日应如实记录设备的运行情况，检查期间

应对水电、门窗、安全、卫生等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6年 5月 3日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为加强对医学影像设备质量的管理，确保使用安全有效，保障人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特制订本制度。 

1、医学影像设备使用科室应配备具有相应技能和资格的人员，

严格按照大型医疗器械的操作规范进行操作和质量管理。 

2、医学影像设备在使用前必须进行质量状况常规检查，在确定

各项性能指标合格后方可进行检查治疗。 

3、首次安装的医学影像设备，必须经调试或性能检测，确保计

（剂）量准确、防护安全、性能指标合格。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

用。 

4、设备科对正在使用的的医学影像设备要定期进行检修和保养，



发现疑似质量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做好相关记录，及时进行检测校

准。 

5、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范

围的医学影像设备，必须向当地计量行政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

请周期检定，并取得检定证书和检定合格证。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

的，严禁使用。 

6、放射诊疗设备，应每年委托具有资质认证的检测机构进行一

次状态检测；新安装、维修或更换重要部件后的设备也应经具有资质

认证的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启用。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1月 22日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为了提高我院放射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工作技能，加强辐

射安全管理，根据《放射工作卫生防护管理办法》和《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的要求，制定本制度。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相关法律法规和

防护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并通过健康查体后，方能持证上岗。 

二、放射工作人员每 2年参加省市有关部门举办的放射防护和相

关法律知识培训，全员参加并考核合格，持《放射工作人员证》上岗。 



三、放射工作人员每 4年参加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举办的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学习班，培训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四、放射科和科教科每年举办一至两次关于新仪器、新设备的使

用培训，要求相关放射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并认真学习，尽快熟练掌

握各种新仪器设备的使用。 

五、根据各岗位任职条件的要求，科室负责人拟定各层次工作人

员的继续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六、科内定期举办的业务学习活动，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安全防

护知识、卫生法律、法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 

七、科室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外出进修、短期专业培训、学

术交流会等，不断提高放射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防护意识。 

八、辐射安全管理员建立培训档案、培训记录、培训教案、培训

考核试卷，并要妥善保管和存档。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1月 22日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个人剂量和辐射监测方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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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放射工作卫生防护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为进一步加强我院放射卫生管理,保证

放射安全，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 个人剂量监测 

1、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教育，提高对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的认

识，加强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工作，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做好放射防护工作。 



2、切实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和《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的规

定，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应当由具备资质的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承担。 

3、提高放射职业病防治的责任意识，做好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监测工作，建立并终生保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每季度登记剂量数

据并向相关人员公布，准许放射工作人员和职业健康监护主管人员查

阅、复印其个人剂量档案。异常剂量时按规定处理。 

4、放射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全年连续不间断的个人剂量监测。每个季度监测 1次。

由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收集并统一送往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 

5、放射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必须连续佩带卫生防护部门所规定的个人剂量计，

其他人员必要时临时佩带个人剂量计。 

6、个人剂量计对号使用，1人 1号 1个剂量计，不得混淆。 

7、个人剂量计佩带在被监测人员的胸前。DSA操作人员应配备 2枚个人剂量计，

一枚在铅衣内，一枚在铅衣外； 

8、剂量计不得私自拆卸、有意损坏。 

9、当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受到误照、遗失时，必须向医院感染管理科报告，

并填写书面说明，以便正确评估个人受照剂量和向监测机构说明。 

10、医院感染管理科定期和不定期对放射工作人员的剂量计佩戴情况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11、放射工作人员的受照记录（包括个人剂量档案，监测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和事故受照的详细说明，应当保存足够长的时间，通常在放射工作人员脱离放射工作后

还应保存 10年，由于技术上的需要可以保存 30年。 

二、工作场所的监测 

1、验收监测：本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需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对射线装置监督区域（距离观察窗 30cm，机房门

口左、右 30cm，机房墙体外 30cm，控制室操作位等位置）进行全面



的辐射水平巡测，做出辐射安全状况的评价；监测因子为环境 X-γ

辐射剂量率。 

2、年度监测：需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辐射场所监督区域（距离

观察窗 30cm，机房门口左、右 30cm，机房墙体外 30cm，控制室操作

位等位置）进行年度例行监测，每年 1次。 

3、日常监测：此外，医院拟配备 X-γ 剂量率仪，每季度对射线

装置使用场所周围包括机房的四面墙体、顶棚、机房的门、观察窗、

管线洞口等进行监测。 

三、异常照射剂量监测 

当发生辐射事故或一般应急受照需要时，立即进行剂量监测，根据事故性质或监测结果

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或启动应急预案，将损害降低到最低水平。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1月 22日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DSA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一、介入室设备使用制度 

1、使用前应详细了解机器的性能特点，熟悉掌握操作规程及注

意事项，保证正确安全使用机器设备。 

2、 开机前必须检查电源质量及设备外观是否正常，严禁机器 

带病使用。 

3、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实保障机器安全运行及被检者的人身



安全；严禁过载使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曝光。 

4、使用过程中要求谨慎细心，准确操作，不可粗枝大叶、草率

从事。发现问题立即停止。 

5、对新上岗医技人员及进修、实习人员应先进行设备操作培训，

由技师长考核合格后方可上机操作。 

6、非本科室人员使用机器设备需经科主任同意，并有本科室技 

术人员在场，方可使用。 

7、机器设备开机后，操作人员不得擅离岗位。 

8、 机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故障时操作人员应立即关机、关

闭电源，及时向技术组长和科主任汇报，以便及时组织检修。 

9、每日手术结束后，需将设备恢复至初始状态，及时清洗设备

上脏物和血迹，对各种设备连线进行完整性检查并擦拭，最后检查设

备电源是否关闭，确认无误后方可离开。 

10、每日记录机器设备的运行情况。 

二、介入室影响设备定期检测、维护制度 

1、新安装、维修或更换重要部件后的医学影像设备，应当经省

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证的检测机构对其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启用。

介入科设备保养和维修工作必须由介入科专职的维修工程师负责。 

2、定期进行稳定性检测、校正和维护保养，由省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资质认证的检测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状态检测。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检验或者校准用于放射防护和质量控制的

检测仪表。 

4、放射诊疗设备及其相关设备的技术指标和安全、防护性能，

应当符合有关标准与要求。 

5、不合格或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淘汰的放射诊疗设备不得购置、

使用、转让和出租。 

6、在维护与检修过程中应注意人体与机器的安全，必须有两人

在场。 

7、每天早晨上班时先巡查每台机器情况，若有问题及时维修。

平时坚守工作岗位，机器有故障，随叫随到，在允许的情况下，尽快

修复，使之正常运转。 

8、定期维修，调试设备主要参数，使之达到最佳状态。 

9、使用者必须熟练掌握机器的使用程序，精心操作。 

10、工作中如果机器出现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做好记录，报

告维修人员。 

11、每天工作结束后，打扫机器卫生，检查有无异常情况。 

三、设备维护保养制度 

（一）定期维护 



1、每日设备机械性能维护：安全装置检查，各机械限位装置有

效性检查，各种运动运转检查，操作完整性检查。 

2、每日设备电气性能维护：各种应急开关有效性检查，曝光参

数（KV、MA、MAS）检查。 

3、每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和常规小保养，减少机器故障的发生

并及时掌握机器的运行情况。主要为机器清洁、安全装置、运转部件

检查保养。 

4、每季度进行一次机器的全面检查和调整。内容包括：机械电

器部件牢固、运行准确性；平衡悬吊装置的安全；电缆电线的完好；

保护地线接触良好；显示数据准确性等。保持机器处于良好的状态，

确保机器设备安全、正常运行。 

5、每年进行一次剂量检测。 

（二）日常维护 

1、每日开机前确保机房环境条件（温度、湿度等）要符合设备

要求。 

2、每日开机后先检查机器是否正常，有无提示错误等，若有反

常疑点必须预先排除。 

3、严格遵守机器操作规程，使用中遇到异常情况应立即切断电

源，请机修人员检验、维修。 

（三）环境维护 

1、机房的各种标志醒目，各台机器应有规范的操作规程和运行

记录。 

2、保持机房内干燥整洁，禁止在机房内存放无关物品。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3月 5日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DSA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一、 科主任职责 

1.在院长领导下，全面负责本科教学、医疗、科研、培干、行政

管理工作。 

2.督促，检查本科人员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决定本科人员奖惩。 

3.审定科内专业科研课题，组织本科新业务，新技术项目开展。 

4.决定本科设备报废，更新，定期检查本科安全生产。 

5.决定本科定期岗位轮换，负责科内人员考核和人才培养。 

6.抓好各项改革，掌握各项资金分配。 

7.参加教学科研实践，安排或参加院内外会诊及科内疑难读片会。 

8.不定期向院长，院有关部门及全科汇报工作，接受群众监督。 

9.副主任协助主任负责相关的工作。 

二、 手术主刀医师职责 

1. 科学分工，协调配合，完成介入放射诊断与治疗的工作，确

保介入诊疗的质量和安全。 

2. 规范医疗行为，认真执行各级职责及技术操作常规，严防差

错事故。 

3. 组织查房、疑难、危重、死亡病例的讨论，组织协调本科室

的抢救，组织和参加介入手术的术前讨论，对手术准备和手术方案提

出指导性意见。 

4. 术前讨论患者的病情、决定手术的方式和意外情况的处理办

法。 

5. 参加并指导介入手术工作，参加并指导术后观察随访。 

6. 协调本科与协作病房、麻醉科、急诊科等科室的合作关系，

全面保障病人介入手术过程中及围手术期的医疗安全。 

7. 不断提高本科室的医疗、护理质量，杜绝医疗差错事故，减

少医疗纠纷，一旦有纠纷时应及时做好纠纷接待工作。 

三、 介入手术助手医师职责 

1. 完成科主任及主刀医师交代的工作。 

2. 对所有介入病员全面负责，详细了解病员的病情，并汇报给

科主任及主刀医师。严格执行上级医师的诊治决定，密切观察病情变

化。 

3. 参与科主任及主刀医师组织的查房、病例讨论、术前讨论，

做好介入手术前准备工作，认真写好书面文书，对手术病人要作好术

前谈话记录、术前写好术前小结、术后写好手术记录并录入病史，手

术记录必须在术后及时完成。 

4. 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参加介入诊疗操作，参加危重病人的抢

救处理，遇到疑难病例或技术原因不能单独处理时，应及时请示上级

医师。 



5. 术后密切关注患者的治疗情况、病情变化及术后反应，向协

作病房医师提出相关检查及治疗意见。及时处理病人的病情变化，不

得推诿病人甚至贻误病情。遇有疑难病例及时请示上级医师。术后向

患者说明注意事项并次日拆除绷带。 

6. 认真执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常规，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和医疗质量，严防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 

7. 在上级医师指导下，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掌握临

床基本理论及基本技能，积极参加院内、科内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

做好读书笔记。 

8. 做好病历资料积累归档工作。 

四、 介入手术室技师职责 

1. 在科室主任领导下工作。做好手术室常规管理工作。如有特

殊情况汇报科主任或者部门负责人。 

2. 每日开机时对 DSA 机器进行检测，保证手术日设备正常运转,

下班时间关机。如发现问题应及时汇报设备科、科主任及联系厂家维

修工作人员，并写在机器维修登记本上做好记录。 

3. 每半月对机器进行大扫除，擦揩各个部件，各部位是否灵活。

否则，加入机油或润滑剂，及时消除机器上的污迹，不得用湿布擦揩

机器，特别是线路部位。 

4. 及时通知外送将病人接到手术室，包括病人的病历、术中用

药、拍的片子。简单了解病史，做好登记工作，根据术中的需要和医

师的要求，负责机器的开关机和介入手术中的机器使用;做好影像资

料的存档。工作完毕依序关闭各个分开关，如高压注射器开关、控制

台开关等，最后关闭电源总闸。 

5. 严格执行放射防护的各项制度，遵守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术后清理防护服。 

五、DSA  手术 室（科）护士长 职责 

1. 在护理部及科主任的领导下，负责介入导管室（科）日常行

政管理和护理业务工作；是本部门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和持续改进第

一责任人，应对护理部、科护士长负责。 

2. 有计划地安排工作。根据手术和护理人员情况，进行科学分

工，必要时进行具体指导或亲自参加手术。 

3. 督促护理人员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负责

本科室护理人员的素质培养工作，教育护理人员加强责任心，改善服

务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密切医护配合。 

4. 督促检查各级护理人员及卫生员的工作，并予以指导，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防止差错事故发生。 

5. 定期检查急救物品备用情况、毒麻药品及贵重器械仪器使用



与管理情况。 

6. 负责监督护士做好院内感染监测，做好导管室无菌监测（空

气、无菌物品、手等），对一次性医疗用品按照规定进行毁型处理。 

7. 负责指导各类物资的管理，包括各种介入耗材、器械、药品、

敷料、被服、表格等领取保管工作，出入账目要清楚。 

8. 定期召开全科护理会，定期总结工作，并向有关领导汇报，

共同研究讨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下一步工作计划，

并寻求上级支持和帮助。 

9. 督促护士做好自身防护工作，解决或反映其在工作、学习和

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发挥积极性，调动主观能动性，注意人力资源开

发利用管理。 

六、 介入手术室（科）护士职责 

1.手术日 8:30 入介入手术室，做好术前准备。如：清点药品，

包括：抢救药品、术中常用药品、器械、耗材、包括口罩、帽子、消

毒液、洗手液、酒精、纱布、棉签、绷带、输液带、各型号注射器、

手术手套、鞋套、电极片、等。 

2.做好介入手术室消毒隔离，接待引导患者入手术室，做好患者

思想交流工作。 

3.了解患者病史，观察患者术前、术后的症状、体征、有无不良

事件。对有严重不良事件者及时汇报给医师，并积极采取措施。医护

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 

4.做好术中常规工作，每个病人使用后详细登记所用的器械名称、

规格、数量及出产厂家、贵重器械留下条形码并粘贴至登记本及病历

内。术后配合医师做好伤口处理包扎工作，嘱咐病人术后的一些注意

要点：㈠饮食上少量多餐，以细软、易消化食物为主。㈡24 小时内

不下床活动，包括吃饭、大小便等。㈢术中穿刺部位为下肢应嘱患侧

腿避免弯曲，可稍作侧卧。通知外送将病人送返病房。 

5.术后做好手术室清理工作，手术室设备统一陈设，如抢救监护

设备、消毒设备。做空气消毒。 

6.术后清点药品，包括抢救药品、术中常用药品、器械、耗材、

包括口罩、帽子、鞋套、消毒液等。如存量不够及时添置，或者书面

报告给放射科领物专员。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3月 5日 

 

 



 

 

 

附件 6  应急制度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放射事件（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务院《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和卫生部《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保证医院放射诊疗工作的

顺利开展，并在发生放射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迅速地采取有效措

施，保护病人、医务人员、公众以及环境的安全，将损害和损失减少

到最低程度，特制定本预案。 

一、 组织体系 

成立医院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和开展对放射事件的 

应急处理救援工作，负责向卫生行政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机关

报告事件的情况。 

组  长：马树华（院长，主任医师） 

副组长：李绍金（副院长，主任医师） 

徐文辉 （书记） 

组  员：熊建平（医院感染管理科科长，主管医师）    

马  驰（医务科科长）    

汪  淼（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周  实（放射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刘骏达（急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姚  鹏（设备科主管） 

吴映龙（保卫科保安队队长） 

陈巍岚（放射科主治医师，兼辐射安全员）   

郑佩青（院感科副主管，兼辐射安全员） 

二、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辐射事故 

1．诊断放射性药物实际用量偏离处方剂量 50%以上的； 

2．放射治疗实际照射剂量偏离处方剂量 25%以上的； 

3．人员误照或误用放射性药物的； 



4．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和污染的； 

5．设备故障或人为失误引起的其他放射事件。 

三、应急救援应遵循的原则 

1．迅速报告原则； 

2．主动抢救原则； 

3．生命第一原则； 

4．科学施救，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扩大原则； 

5．保护现场，收集证据原则。 

四、应急救援的实施 

1．发生上述辐射事故时，当事人员应立即报告科室负责人、感

染管理科或医院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认真做好记录，保护现

场，配合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取证。 

2．立即采取措施，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范围的环节，中止辐

射源的继续扩散。 

3．迅速将可能受损害的人员撤离现场，并集中到安全的地方进

行暂时隔离、医学观察或救治。 

4．相关职能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取应急

措施，实施救援工作。 

5．感染管理科负责对事故的性质、原因、严重程度、可控性、

影响范围和进一步处理等的初步调查、分析、估计和记录，及时报告

医院领导，必要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请求援助。 

6．医务科、护理部负责对受伤人员的救治工作，组织专业人员，

安排场地，实施隔离、观察和救治。 

7．保卫科组织人力，迅速封锁和保护现场、维持秩序，必要时

向公安部门报告，并认真配合公安机关、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取

证和侦破。 

8．总务科负责事故救援工作中所需物资、场所等的准备和支持。 

9．严格按照环境保护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根据事故

情况、受照剂量、事故类型及级别等提出的控制措施及救治方案进行

处置，各科室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做好放射事件紧急救

援工作，把损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经验教训总结 

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或修改防范措施，加强日常环境安全管理，

杜绝类似事故发生。为避免或减少事故发生，平时就要做好应急培训



及演练，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各项制度，坚持对放射工作人员安全、应

急知识的教育工作。定期组织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知识培训。 

六、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人员的培训演习计划 

1、发生射线泄露等严重事件时： 

①立即切断电源，终止原放射诊疗操作； 

②迅速撤离有关人员，对事故受照射人员进行及时的检查、救治

和医学观察； 

③保护事故现场，保留导致事故的材料，设备和工具等； 

④根据放射事故的性质，配合有关部门，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 

2、应急人员的培训演习计划 

（1）应急培训 

医院每年至少组织 1次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培训。培训的主要内

容：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应急监测、辐射防护、应急处置和应急响

应程序等。 

应急演练 

医院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辐射事故应急演练。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应

根据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组织有针对性的演练，采取桌面推演、模拟

现场演练等形式，突出练组织、练指挥、练程序、练技术、练处置，

不断提升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并对每一次演练应认真进行评价

和总结。 

3、应急事故上报 

发生辐射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

方案，采取必要防范措施，一旦发生以上事故，公司应按照《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立即启动本单

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及时通知可能影响到的公众，并在 2

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和公安部

门报告。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超剂量照射的，还应同时向当地卫生行

政部门报告。 

环保行政主管部门：12369 

公安部门：110 

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联系方式： 

马树华（院长）：13417063363    

李绍金（副院长）：13829620103 



徐文辉（书记）：13502763489 

熊建平（感染管理科科长）：13790817790   

马  驰 （医务科科长）：15013919899 

汪  淼（护理部主任）：13923989787  

周  实（放射科副主任）：13802332442 

刘骏达（急诊科主任）：13829663685 

姚  鹏（设备科主管）：13592854418         

吴映龙（保安队主管）：13542858688 

陈巍岚（放射科主治医师）：15817946784 

郑佩青（感染管理科副主管）：13692024720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2018年 3 月 5 日 

 



附件 7  防护用品清单 

科室 放置地点  （机房） 防护用品名称 数量 

介入手术室 每个机房 

铅衣 共 12件 

铅帽 共 12件 

铅围脖 共 12件 

铅围裙 共 3件 

铅眼镜 8付 

铅屏风/床侧防护帘 3面 

个人剂量计 41 



附件 8  年度评估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