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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室内 X射线探伤项目

本公司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河南省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

段

邮政

编码
457100

法人代表 高海华 联系人 管永伟 联系电话 18539305501

建设地点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段

新厂区 5号生产车间内西北角

建设

性质
新建

项目建设内

容及规模

新建探伤室一座，使用 1台周向 X射线机（XXH-2505）和 1台定

向 X射线机（XXG-3005）共 2台Ⅱ类射线装置

核技术应用

类型
使用Ⅱ类（非医用）射线装置

环境影响报

告表名称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射线探伤项目

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
东方环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

告表批复

豫环审

[2017]6

6号

审批部门
河南省环境

保护厅
审批时间

2017年 4月

21日

辐射安全许

可证编号

豫环辐

证
发证机关

濮阳市环境

保护局
发证时间

2013年 12

月 16日

环保验收监

测单位
新乡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概算总投资 80 环保投资 20

项目开工建

设时间
2017年 5月 项目竣工投运时间 2018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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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项目概况

2.1项目建设背景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产业集聚区，公

司成立于 2009年，主要生产“LVTAN绿探”品牌系列生物质数控锅炉（B级资质）、

生物质固体燃料成型设备、生物质燃料、散热器、水（地）源中央空调机组及末

端系列环保节能产品共 6大系列 100多种型号。

由于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整体搬迁至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段。公司在

新厂区 5 号生产车间内西北角建设室内 X射线探伤室 1座，主要对公司产品进

行无损探伤，以保证产品质量。项目建成后使用老厂区现有的 2台 X射线探伤

机，X射线探伤机所有工作均在新建探伤室内进行。新建探伤室投入使用后，老

厂区探伤室将进行拆除。

2.2项目进展概述

1）2013年 10月 21日，河南省环保厅对《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X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豫环辐表[2013]65号）。

2）2013年 12月 16日，河南省环境环保厅向本公司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证书编号：豫环辐证[10368]，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15日（见附件 3）。

3）2014年 7月，深圳市宗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河南巨烽生物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X 射线室内探伤应用项目辐射环境验收调查报告》，2014 年 8 月

27日得到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文号“豫环辐验[2014]25号”。

4）2017年 4月，东方环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委托对该项目开

展了环境影响评价，编制了《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射线探伤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5）2017年 4月 21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以“豫环审[2017]66号”文对该项目

予以批复(见附件 2)。

本项目已建成投入试运行，各项辐射防护设施均已落实到位，射线装置运行

正常，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的相关规定，本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

2.3本次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内容为：X射线探伤室一座，使用 1台 XXH-2505型（周向）和 1

台 XXG-3005型（定向）X射线探伤设备，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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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本项目射线装置的参数信息一览表

装置名

称

机器型

号
管电压 管电流

射线装

置类别
数量

出束方

式

工作场

所

X射线

机

XXH-2

505
250kV 5mA Ⅱ类 1台 周向

新建探

伤室

X射线

机

XXG-3

005
300kV 5mA Ⅱ类 1台 定向

新建探

伤室

表 2-2 本项目探伤室辐射安全防护情况一览表

曝光室的设计 净长×宽×高：12.8m×7.8m×5.4m

曝光室四周墙体厚度及

材料
600mm混凝土（ρ=2.35g/cm3）

工件门洞尺寸 宽×高：4.0m×4.5m

工件防护门尺寸 宽×高：4.5m×4.8m

工件防护门厚度及材料 采用 20mm铅（ρ=11.3g/cm3）

人员门洞尺寸 宽×高：0.8m×2.0m

人员防护门尺寸 宽×高：1.2m×2.4m

人员防护门厚度及材料 采用 8mm铅（ρ=11.3g/cm3）外包不锈钢板

顶棚厚度及材料 400mm混凝土（ρ=2.35g/cm3）

迷道墙厚度及材料 450mm混凝土（ρ=2.35g/cm3）

曝光室通风设计
北墙距地 3.5m处设置 400mm×400mm排风口 1个，

通风管道采用“Z”型设计

其他安防设施

防护门安装门机联锁和声光报警装置

防护门张贴配有中文说明的警示标识

控制台设置紧急停机按钮

控制台设置防止误操作的锁定开关

曝光室内防护门内侧设置紧急开门按钮

2.4项目建设位置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厂区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段

西侧，其东侧、西侧均为规划道路，北侧为铁丘路，南侧为空地。本项目探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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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于本公司新厂区 5号生产车间内西北角，一层，由曝光室、操作室和暗室组

成，其中曝光室位于北侧，操作室和暗室依次并排位于曝光室南侧，工件防护门

朝东。

本项目探伤室南侧和东侧为 5号生产车间，西侧为厂区道路和绿地，北侧为

绿地和 4号生产车间，周围 50m范围内无常住居民。本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图见

附图一；本项目外环境关系详见附图二；探伤室平面布置图见附图三。

2.5项目运行情况

本项目使用使用 1台 XXH-2505 型（周向）和 1台 XXG-3005 型（定向）X

射线探伤设备，两台 X射线探伤机最大管电压为 300kV,管电流为 5mA；在使用

时，为了延长射线装置的使用寿命，曝光时的管电压会留有一定裕度，单次曝光

时间最多 5min。每天最多开机 2小时，全年工作天数最多为 250天，则年最大

开机时间为 500小时。

2.6项目变更情况

本项目探伤室的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地点以及采取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均

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描述的一致，未发生变更。

2.7探伤工作流程

①将需要探伤的工件送入探伤室，设置在适当的位置后，摆放好工件和探伤

机；

②进行探伤前期准备，包括裁片、标记、定位、贴片、接电缆等；

③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并检查无误后，职业人员撤离探伤室，关闭防护门，

开启警示灯；

④职业人员进入操作室，确认探伤室无人后，接通探伤机电源，根据探伤工

件的性质设定管电压、管电流和曝光时间等参数，核对无误后开始曝光；

⑤曝光完成后，关闭电源和警示灯，开启防护门，职业人员进入探伤室，从

探伤工件上取下已曝光的底片，并做好标记；

⑥需重复曝光的工件，待全部曝光完成后，将其运出探伤室，然后对已曝光

的底片进行处理（洗片、烘片），经职业人员评片后出具探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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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就位 曝光室 标记对焦 贴片 关闭防护门打开警示灯

打开电源调节探伤参数照射拍片

【

评片 取片洗片出具报告

废片 洗片废液 X 射线

图 1 本项目探伤工作流程图

探伤机在开机曝光状态下产生 X 射线，X射线与曝光室内空气作用会产生

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故本项目的主要污染因子是 X射线和少量有

害气体；另外，洗片和评片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显（定）影液和废胶片，属于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 HW16感光废物中非特定行业 90001916（其他行业

产生的废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危废回收协议见附件 7)，危险特性为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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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依据及验收目的

3.1验收依据

3.1.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年 11月 20日起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2011年 5月 1日起施

行。

3.1.2标准、规范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17-2015)；

3)《环境保护部辐射安全与防护监督检查技术程序》；

4)《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3.1.3支撑性文件

1)东方环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

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4；

2)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射线探伤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豫环审[2017]66号，2017.4.21。

3.2验收目的

1)通过开展验收监测，掌握本项目实际的辐射环境影响程度和范围，判断其

是否与环评预测结果一致，是否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2)通过开展现场调查，结合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的内容，掌握本项目辐

射防护措施和环保管理要求的具体落实情况，并分析其是否满足国家相关环保法

律、法规的要求，为本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客观、公正、科学地分析本项目是否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针对

实际存在或潜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补救或完善措施，将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降

至最低。

4)通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宣传环保知识，提高企业辐射环境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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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验收标准及验收范围

4.1验收标准

本次验收执行己通过审批的本项目环评报告表中采取的标准，具体如下：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B)

B1.1职业照射

B1.1.1剂量限值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由审管

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本

次验收取 5mSv/a作为职业工作人员的年剂量管理限值。）

B1.2公众照射

B1.2.1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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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述限值：年有效剂量，1mSv。（本次验收取 0.3mSv/a作为公众人员的年剂量管

理限值。）

2)《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2117-2015)（摘选）

4.1防护安全要求

4.1.1探伤室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周围的辐射安全，操作室应与探伤室分开并

尽量避开有用线束照射的方向。

4.1.2应对探伤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一般将探伤室墙壁围成的内部区域

划为控制区，与墙壁外部相邻区域划为监督区。

4.1.3X射线探伤室墙和入口门的辐射屏蔽应同时满足：

a)人员在关注点的周剂量参考控制水平，对职业工作人员不大于 100μSv/

周，对公众不大于 5μSv/周；

b)关注点最高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不大于 2.5μSv/h。

4.1.4探伤室顶的辐射屏蔽应满足：

a)探伤室上方己建、拟建建筑物或探伤室旁邻近建筑物在自辐射源点到探伤

室顶内表面边缘所张立体角区域内时，探伤室顶的辐射屏蔽要求同 4.1.3。

b)对不需要人员到达的探伤室顶，探伤室顶外表面 30cm处的剂量率参考控

制水平通常可取为 l00μSv/h。

4.1.5探伤室应设置门一机联锁装置，并保证在门（包括人员门和货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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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后 X射线装置才能进行探伤作业。门打开时应立即停止 X射线照射，关上

门不能自动开始 X射线照射。门一机联锁装置的设置应方便探伤室内部的人员

在紧急情况下离开探伤室。

4.1.6 探伤室门口和内部应同时设有显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灯和声

音提示装置。“预备”信号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探伤室内人员安全离开。

“预备”信号和“照射”信号应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应与该工作场所内使用的其他报

警信号有明显区别。

4.1.7照射状态指示装置应与 X射线探伤装置联锁。

4.1.8 探伤室内、外醒目位置处应有清晰的对“预备”和“照射”信号意义的说

明。

4.1.9探伤室防护门上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4.1.10探伤室内应安装紧急停机按钮或拉绳，确保出现紧急事故时，能立即

停止照射。按钮或拉绳的安装，应使人员处在探伤室内任何位置时都不需要穿过

主射线束就能够使用。按钮或拉绳应当带有标签，标明使用方法。

4.1.11探伤室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排风管道外口避免朝向人员活动密集区。

每小时有效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3次。

4.2验收范围

本项目验收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致，即探伤室周围 50m内区域，重

点关注职业工作人员的位置以及探伤室周围公众人员可能到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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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评内容回顾

2017年 4月，东方环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委托，编制了《河

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 4

月 21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以“豫环审[2017]66号”文对上述环境影响报告表予

以批复。以下是对上述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主要内容的回顾。

5.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内容

5.1.1实践正当性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拟在新厂区 5号生产车间内新建一座 X 射

线探伤室，配备 2台 X 射线探伤机，目的是对公司生产的产品进行检验。本项

目探伤室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护措施，经论证，当探伤机投入运行后，其

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的照射剂量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值”的要求。经理论计算和类比分析，探伤

室的屏蔽能力己能充分满足国家所规定的要求，符合辐射防护“辐射防护最优

化”，可以把对周边环境的辐射影响控制在“可合理化的尽量低水平”。因此，该

公司建造探伤室是符合辐射防护“实践正当性”原则。

5.1.2选址合理性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厂区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段

南侧，其东侧、西侧均为规划道路，北侧为铁丘路，南侧为空地。本项目探伤室

建于新厂区 5号生产车间内西北角，为一层建筑。本项目探伤室南侧和东侧为 5

号生产车间，西侧为厂区道路和绿地，北侧为绿地和 4 号生产车间，周围 50m

范围内无常住居民。

由综合现场踏勘的情况，本次评价认为本项目的选址是合理可行的。

5.2环评批复主要内容

一、项目性质：扩建

二、审批内容

（一）种类和范围：原许可范围不变。

（二）项目内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段新厂区。

拟在新厂区 5号生产车间内西北角新建 X射线探伤室 1座，使用原有Ⅱ类射线

装置 X射线探伤机 2台（型号分别为 XXH-2505、XXG-3005），探伤作业仅在探

伤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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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80万元，环保投资：20万元。

三、你单位应在项目建成后 30日内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本项目环评及许可

情况，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同时，应将经批准的《报告表》报送当地市、县（区）

环保部门，并接受监督管理。

四、有关要求

（一）你单位应将《报告表)中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工程建设中，切实加

强施工监督管理，确保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

（二）你单位应设置辐射环境安全专（兼）职管理人员，建立并落实辐射防

护、环境安全管理、事故预防、应急处理等规章制度。

（三）辐射工作场所须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配备相应

辐射监测仪器，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辐射监剥，监测记录长期保

存。

（四）射线装置安装、调试、使用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操作人员必

须经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合格后上岗，并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和完

善个人剂量档案。

（五）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评估工作，发现安全隐患的，

虚立即进行整改，年度评估报告每年 1月 31日前报送我厅，同时抄送当地环保

部门。

（六）按规定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报告当地环保部门。取得“辐射安全

许可证”后，该项目方可投入运行。

（七）该项目建成试运行三个月内，应申请并通过辐射环境保护验收后，方

可正式运行。

（八）本批复有效期为 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

报我厅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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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辐射防护情况

7.1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本项目前期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通过了河南省环境保护厅的审批（批复文

号：豫环审[2017]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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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固废处理、处置情况

洗片和评片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废显（定）影液和废胶片，属于《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中的 HW16感光废物中非特定行业 90001916（其他行业产生的废

显（定）影剂、胶片及废像纸），危险特性为“T”。

本项目显（定）影液在洗片 1000张才会报废，废显（定）影液年产生量为

50L，废胶片年产生量约 100 张，年危废产生量为 0.05t。本次验收过程中，企

业无废显（定）影液、废胶片产生。

本项目危废在厂区内危废暂存仓进行分类暂存，其中后续产生的废显影液

将由耐酸碱辐射塑料容器（4 个耐酸碱塑料桶，每个塑料桶的容量为 15L，）盛

装，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造成废液遗漏，将盛装废显影液容器放入耐酸碱腐蚀塑

料容器内，内、外容器均有盖子。达到一定数量后委托山西省太原市煜凯固体

废料处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危废处置协议见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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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保落实情况

9.1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表 9-1 本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提出的环保措施 落实情况

1 屏蔽能力

已落实，屏蔽墙和防护门外 30cm处

的辐射剂量率满足《工业 X射线探

伤室辐射屏蔽规范》

（GBZ/T250-2014）规定的不大于

2.5μSv/h的标准限值要求。

2 安全防护措施

已落实，设置有门机联锁和紧急停机

按钮，安装有视频监控和防止误操作

的锁定开关。

3

防护门外醒目位置张贴电离辐

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安

装有工作状态指示灯和出束警

示提示装置

已落实

4 制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并张贴于操作室墙上。
已落实

5 制定有详细、完整的《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
已落实

6
建立职业健康和个人剂量管理

档案，落实日常环境监测，并有

详细记录。

已落实

7
探伤职业人员全部参加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

证书。

已落实，本项目 3名辐射工作人员均

已取得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

书，且证书在有效期内。

8
配置辐射剂量率仪 1台、剂量报

警仪 4个、个人剂量计 2个和防

护铅衣 1套。

已落实，已配备相应设备。

9
安装有排风机，配置有暂存废液

显（定）影液的废物桶和暂存液

胶片的档案柜。

已落实，配置有暂存废液显（定）影

液的废物桶和暂存液胶片的危废暂

存仓。

9.2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9-2 本项目环评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1 项目性质：扩建；种类和范围：原许可范

围不变。

已落实，本项目新建 X
射线探伤室一座，使用 2

台 X射线探伤机。

2
将《报告表》中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

实到工程建设中，切实加强施工监督管

理，确保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

已落实，本项目落实了环

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污

染防治措施，探伤室及防

护门严格按照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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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防护能力可靠。

3
应设置辐射环境安全专（兼）职管理

人员，建立并落实辐射防护、环境安全管

理、事故预防、应急处理等规章制度。

已落实，本项目成立了环

境辐射安全领导小组，建

立了各项辐射环境管理

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

案。

4

辐射工作场所须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

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配备相应辐射监测

仪器，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

行辐射监剥，监测记录长期保存。

已落实，探伤室内贴有

“当心电离辐射”警示标

识；制定了职业健康体检

计划、个人剂量监测计划

及辐射环境监测计划，建

立了相应的管理档案，并

长期保存各项监测报告

或监测记录。

5

射线装置安装、调试、使用时，应由

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操作人员必须经辐射

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合格后上岗，并定期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和完善个人剂量

档案。

有 3 名员工经培训合格

并持证上岗，定期对个人

剂量监测，并建立完善个

人剂量档案。

6

按时组织开展辐射安全与防护状况年度

评估工作，发现安全隐患的，应立即进行

整改，年度评估报告每年报送当地环保部

门备案。

已落实，本公司承诺，每

年年底组织开展年度评

估工作，并上报濮阳市环

保局备案。

7
按规定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报

告当地环保部门。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后，该项目方可投入运行。

已重新申领。

9.3部令要求符合情况

表 9-3 环保部 3号令符合情况一览表

应具备条件 符合情况说明

应当设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

管理机构，或者至少有 1 名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

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符合，本单位成立了环境辐射安全与

环境保护管理小组。

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经过辐射

安全与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培训和考核。

符合，本项目探伤室现有的工作人员

均已取得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

书。

射线装置使用场所，有防止误操作、

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

安全措施。

符合，本公司探伤室安装有门-机联锁

和声光报警装置，防护门上张贴有警

示标识，防护门外设置有警戒线，安

装有紧急开门按钮，控制台设有紧急

停机按钮。

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

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包括个人剂量

符合，配置辐射剂量率仪 1 台、剂量

报警仪 4 个、个人剂量计 2 个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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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报警、辐射监测等仪器。 铅衣 1套。

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等。

有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符合

表 9-4 环保部 18号令符合情况一览表

安全和防护要求 符合情况说明

第五条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

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场所，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

志，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

和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和防护

设施以及必要的防护安全联锁、报警

装置或工作信号。

射线装置的生产调试和使用场

所，应当具有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

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全措

施。

符合，本项目探伤室防护门外张贴电

离辐射警示标识，并配有中文警示说

明，安装有门机联锁和声光报警装置，

控制室内安装有紧急开门按钮，控制

台设有防止误操作的锁定开关和紧急

停机按钮。

第九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环境监测规范，对相关场所进行辐射

监测，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

性负责；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可

以委托经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认定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符合，本项目制定了辐射环境监测计

划，配备了 1 台辐射剂量率仪，正常

情况下，日常监测每周一次，每年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监测一次，若日常监

测中发现异常，立即委托有资质的单

位开展监测。

第十二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对本单

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

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1
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度评

估报告。

符合，建设单位承诺每年按要求向濮

阳市环保局上报年度评估报告。

第十七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环

境保护部审定的辐射安全培训和考试

大纲，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使用

活动的操作人员以及辐射防护负责人

进行辐射安全培训，并进行考核；考

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第二十二条取得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

书的人员，应当每四年接受一次再培

训。

符合，本项目探伤工作人员均已取得

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建

设单位承诺，对于以后新增的工作人

员，上岗前先进行健康体检，体检合

格后，安排其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培

训，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正式上岗

工作；对于已取得合格证的人员，将

在证书 4 年有效期到期前，安排其参

加再培训。

第二十三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

符合，建设单位为每位工作人员配备

了个人剂量计，并要求其正确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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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环境保护和

职业卫生标准，对本单位的辐射工作

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发现个人剂

量监测结果异常的，应当立即核实和

调查，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辐射安

全许可证发证机关。

个人剂量计统一交濮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

剂量管理档案，长期妥善保存个人剂

量检测报告。

表 9-5 与《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符合情况一览表

安全和防护要求 符合情况说明

所有危险废物产生者和危险应建造专

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也可利用原

有构筑物改建成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符合，厂区内设置专用的危废暂存仓。

禁止将不相容（相互反应）的危险废

物在同一容器内混装。

符合，本项目产生的危废均使用单独

的容器盛装。

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内

须留足够空间，容器顶部与液体表面

之间保留 100mm以上的空间。

符合，本项目废显影液容器顶部与液

体表面之间可保留 150mm 以上的空

间。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必须粘贴符合

本标准附录 A所示的标签。

符合，盛装容器上粘贴已符合本标准

附录 A所示的标签。

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

物。装载危险废物旧的容器和材质要

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装载危险废物

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液体危险废物

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 70mm 并有放

气孔的桶中。

符合，本项目使用的容器均为完好的

耐酸碱腐蚀的塑料容器，本项目废显

影液盛装容器开孔直径为 50mm。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设置警示标志 符合，已设警示标志。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周围应设置围墙或

其他防护栅栏

符合，本项目设围墙。

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m厚黏

土层（渗透系数≦10
-7
cm/s），或 2mm

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 2mm厚的其

他人工材料，渗透系数≦10
-10
cm/s

符合，本项目基础防渗采用水泥地面

进行。

总储存量不超过 300kg(L)的危险废物

要放入符合标准的容器内，加上标签，

容器放入坚固的或箱内，柜或箱应设

多个直径不少于 30mm的排气孔。

符合，本项目危险废物均用容器盛装，

危废仓设有 9m2的窗户进行排气。

应设计堵截泄露的裙脚，地面与群脚

所围建的容积不低于堵截最大容器的

最大储量或总储量的五分之一。地面

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

建筑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符合，考虑到本项目废显影液全年最

大产生量为 50L，为了避免废液泄露

产生污染，本项目把盛装废显影液的

容器装入更大的容器中，两个容器均

有盖子。

设施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符合，本项目危废暂存仓设有照明灯

和窗户。

用以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 符合，本项目地面采用耐腐蚀水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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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地方，必须有耐腐蚀的硬化地

面，且表面无裂隙

面，表面无裂隙。

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

造，建筑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符合，本项目地面与裙脚都用水泥硬

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本单位落实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

及环评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成立了环境辐射安全领导小组，明确了职责范

围，制定了各项管理制定和操作规程，探伤工作人员均已取得了辐射安全与防护

培训合格证书。本单位从事辐射活动的能力符合《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和防护管理办法》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要求。本

项目产生的危废暂存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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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验收结论及建议

10.1项目概况

10.1.1项目建设背景

本公司在其新建厂区 5号楼生产车间内西北角新建设 1座 X 射线探伤室，

配备 2台 X射线探伤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用于本公司生产的各种设备进行

无损检测，从而提高生产产品的质量，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1）2017年 4月，东方环宇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委托对该项目开

展了环境影响评价，编制了《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射线探伤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2017年 4月 21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以“豫环审[2017]66号”文对该项目

予以批复；

3）2013年 12月 16日，河南省环境环保厅向本公司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证书编号：豫环辐证[10368]，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15日。

10.1.2本次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内容为：X射线探伤室一座，使用 1台 XXH-2505型（周向）X射

线探伤机和 1台 XXG-3005（定向）X射线探伤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10.1.3项目建设位置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新厂区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铁丘路东段

西侧，其东侧、西侧均为规划道路，北侧为铁丘路，南侧为空地。本项目探伤室

拟建于本公司新厂区 5号生产车间内西北角，一层，由曝光室、操作室和暗室组

成，其中曝光室位于北侧，操作室和暗室依次并排位于曝光室南侧，工件防护门

朝东。

10.1.4项目运行情况

本项目使用使用 1台 XXH-2505型（周向）和 1台 XXG-3005型（定向）X

射线探伤设备，两台 X射线探伤机最大管电压为 300kV,管电流为 5mA；在使用

时，为了延长射线装置的使用寿命，曝光时的管电压会留有一定裕度，单次曝光

时间最多 5min。每天最多开机 2小时，全年工作天数最多为 250天，则年最大

开机时间为 500小时。

10.1.5项目变更情况

本项目探伤室的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地点以及采取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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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描述的一致，未发生变更。

10.2环保落实情况

（1）建设单位成立了环评辐射安全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的职责范围，

全面负责本项目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2）建设单位制定了符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的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

将相关制度张贴于控制室内墙上。

（3）建设单位现有 3名辐射工作人员取得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

（4）本公司为每名探伤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监测委托濮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并建立个人剂量管理档案。

（5）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环境监测计划，每周对探伤室周围自行进行一次

日常监测，每年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进行一次监测，监测记录及监测报告长期

妥善保存。

（6）本单位针对本项目配置了铅衣 1件、4个剂量报警仪、2个个人剂量计，

满足本项目正常开展探伤工作的需要。

（7）本单位针对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制定了《事故预防应急处理管理制

度》，详细的描述了发生事故时的处理步骤，规定了事故应急处理方案。建设单

位坚持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不断完善相应的检测、应急制度，做到及时

发现、及时报告、快速反应、及时控制，实现应急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本项

目探伤室采取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均运行正常，项目试运行至今未发生任何

误照射辐射事故。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落实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及环

评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成立了环境辐射安全领导小组，明确了职责范围，

制定了各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探伤工作人员均己取得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合格证书。建设单位从事辐射活动的能力符合《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

防护管理办法》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要求。

10.3验收综合结论

河南巨烽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室内 X 射线探伤项目符合“实践正当性”与

“防护最优化”原则，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了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环保要求，实际监测探伤机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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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满足国家标准限值要求，对职业人员和公众人员的

附加剂量亦满足国家标准限值要求。因此，建议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0.4建议或要求

（1）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应委托相关单位开展。

（2）更换或报废探伤机时及时履行环保手续，并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

（3）定期对探伤室的各项辑射防护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其正常运行。

（4）切实落实辐射环境监测制度，定期进行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