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改说明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报告表作出修改，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序号 专家修改意见 修改说明 所在页 

1 

完善 50m 评价范围内

的辐射水平检测结果、

项目的使用工作流程； 

对项目周边场所环境敏感点进行补测。 

完善检查系统的工作流程。 

P15~16 

P19 

2 

参照 GBZ143-2015 要

求，核实辐射防护落实

情况； 

参照 GBZ143-2015 各项具体要求，对本项目设施的

辐射防护设施及措施与标准对照分析。 
P23~24 

3 

完善辐射防护管理制

度，突出其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完善辐射防护操作要求、安装调试和维修时要求相关

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分析。辐射防护监测与检查见第

12 章节。 

制定引导员职责。 

10.4 节 

P49 

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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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新建集装箱检查系统项目 

建设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 

法人代表  联系人 邵云霄 联系电话 13826062999 

注册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 79 号 

项目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沿江大道 23 号花都港海关监管区 

立项审批部门 中国海关总署 批准文号 关保函(2016)2 号、17 号 

建设项目总投资(万

元) 
2500 

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215 

投资比例（环保

投资、总投资） 
8.6%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其它 占地面积（m
2） 2000 m

2
 

应 

用 

类 

型 

放射源 

□销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使用 □Ⅰ类（医疗使用）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 

□生产 □制备 PET 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  □丙 

射线装置 

□生产 □Ⅱ类  □Ⅲ类 

□销售 □Ⅱ类  □Ⅲ类 

√使用 √Ⅱ类  □Ⅲ类 

其它  

1.1 建设单位概况、项目建设规模、目的和任务 

单位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于 1993 年 5 月经海关总署批准，成立处级海关，隶属

于广州海关。花都海关拟在海关监管区内建设一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

系统（无人员驾驶检车系统），以有效的对进出口货物及运输车辆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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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以下简称“花都海关”)共设有 8 个科室，属国家二类

口岸作业点，是一个专营外贸进出口业务的码头，港区总面积 32 万平方米。其中，

海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包括码头、货物堆场、仓库、中心查验区、海

关监管仓库 1 个以及公共保税仓库 1 个等；岸线总长度 490 米，码头泊位 8 个，进出

境船舶可直航香港、澳门，年吞吐能力 12 万标准箱和 100 万吨货物。花都港海关监

管区所在的地理位置见图 1-1。 

  

 

图 1-1 花都港海关监管区地理位置图（上北） 

项目建设必要性： 

花都港海关监管场所自 1992 年开埠以来，未配备大型机器检查设备，所有进出

口货物均为人工查验作业，通关查验效率较低，不能满足进出口企业的生产运作需要。

2015 年，花都区政府提出依托广州白云机场“空港经济”，大力推进花都区外向型经

济发展、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做大做强跨境电商业务、大花都港建设等工作。由此花

都港海关现有人工查验机制不适应花都港较快的发展趋势，尽快配备集装箱检查系统

开展机检工作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花都港海关监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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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花都区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花都海关拟在该港口监管场所内配置一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该设备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实现海关对进出

口货物及运输车辆的有效监控，提高总体监管效能，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化查验作

业机制。设备具有通过率高、检查通道大、图像质量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对空箱、

集装箱货物、集装箱夹层、偷渡藏匿等实现不开箱检查，减少人工安检工作量和劳动

强度，实现安全监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 

本期项目建设规模： 

本期花都海关拟在海关监管区新建 1 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

（无人员驾驶检车系统），项目具体建设的地址见图 1-2，扫描大厅设计图纸见附图 1。 

  

图 1-2 花都海关监管区本期项目地理位置图 

花都海关出于对操作人员的辐射防护安全考虑，为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

检查系统另外设置控制室（控制室由西南侧旧办公楼改造而成），因此 MT1213DE 车

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不需要人员在系统的扫描车内停留，而是在控制室内通过远

程控制对车辆实施扫描检查，检查时无人员驾驶检车系统。同时花都海关建设扫描大

厅，检查系统仅在扫描大厅内运行。 

扫描大厅拟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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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大厅的建设规划如下：加速器作为辐射源位于加速器舱体内，围绕加速器舱

体建设探测器系统和用以屏蔽加速器产生 X 射线的两侧混凝土屏蔽墙结构，因此扫描

大厅主要由加速器舱、探测器结构、混凝土屏蔽墙和相应的连锁装置、控制装置组成。 

本项目的辐射源是 1 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扫描大厅的辐射

防护设施及措施是本期项目的关注重点，检查系统加速器参数见表 1-1。 

表 1-1 本期花都海关监管区新建项目相关参数 

 设备名称 
加速器最高

能量（MeV） 
建设位置 用途 

花都海关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

查系统 1 台，型号：

MT1213DE 

交替双能

6/3MeV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

街沿江大道 23 号花

都港海关监管区 

集装箱装载货物

进行检测 

目的和任务： 

花都海关在监管区建设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帮助检查

人员在不开箱情况下快速检查藏匿在车辆及集装箱中的走私物品和各类违禁物，任务

是满足花都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查验速度和质量检查需要。 

本次评价为1台MT1213DE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以电子束能量为 6/3MeV

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作为辐射源，按照《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 第 26 号）的分类办法，电子直线加速器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 第 33 号)和《关于修改<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令 第 3 号），该评价项目应该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1.2 项目周边环境概述及选址 

花都海关新建的1台MT1213DE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秀

全街沿江大道 23 号海关监管区内，项目选址的四至环境见图 1-3。 

拟建的扫描大厅位于海关监管区的西侧，距离北侧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办公区域约 20 米，西南侧约 30 米处原有旧办公楼，本期将改造为检查系统的控制室。 



 - 5 - 

拟建项目的主射束朝向南侧，南侧当前为绿化空地，东侧车辆入口是海关监管区

堆场，西南侧约 30 米处是海关的旧办公楼（当前已经废弃），北侧约 20 米为广州鼎

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楼。 

 

 

 

 

约 20 米 

        港区内车道    

                                                      海关监管科 

                    约 30 米 

                     绿化空地 

                        

                        

图 1-3  花都海关监管区拟建项目四至环境图(主射束朝向南侧) 

 

 

 

 

 

 

 

 

拟建扫描大厅 

 

海关旧办公楼 

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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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 

与地点 
备注 

无 -
 

- - - - - - - 

 
 

       

注：上表为建设单位现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批准的使用规模，本次评价项目不改变使用规模；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号 核素名称 理化性质 
活动 

种类 

实际日最大操

作量（Bq） 

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Bq） 

年最大操作量

（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 

与地点 

无 - - - - - - - - - -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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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 

粒子 

最大能量

（MeV） 

额度电流（mA）/

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1 

MT1213DE 车

载式移动集装

箱检查系统 

Ⅱ类 1 MT1213DE 电子 
电子束最

高 6/3MeV 

距靶 1m 处的空气

比释动能率
120mGy/min 

检查集装箱

货物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

街沿江大道 23 号花

都港海关监管区 

拟新建 

1 台 

（二）X 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kV） 最大管电流（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注：上表为建设单位现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批准的使用规模，本次评价项目不改变使用规模。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

（kV） 

最大靶电

流（μA） 

中子强度

（n/s） 
用途 工作场所 

氚靶情况 

备注 

活度 贮存方式 数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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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 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 

放量 

年排放 

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向 

无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 mg/L , 固体为 mg/kg , 气态为 mg/m3 ; 年排放总量用 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弃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 或 Bq/kg,或 Bq/m3）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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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9 月 1 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10 月 1 日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 号

令 2005 年 12 月 1 日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令 18 号 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 

（6）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

定（环境保护部令第 3 号 2008 年 12 月 6 日施行）  

（7）《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26 号）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环境保护部令 第 33

号，2015 年 6 月 1 日施行) 

技术 

标准 

（1）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2003-04-01 实施） 

（2）HJ 10.1-2016《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2015 年 04-01 实施) 

（3）GBZ143—2015《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

（2015-06-01 实施）  

（4）GB5172-85《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范》 

其他 
《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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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参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

格式》(HJ 10.1-2016)对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评价范围和保护目标的

相关规定，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评价范围，通常取装置所在场所实体屏蔽边界外 50m

的范围。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核技术利用新建项目建成后将在固定的有实体

边界的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扫描大厅内进行检查，确定本评价项目的评价范围

为花都海关监管区扫描大厅边界外 50m 范围。 

保护目标 

本项目扫描大厅边界外 50m 范围主要为海关集装箱堆放场所，北侧围墙外有外公

司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公众活动，因此辐射场所周围可能长期驻留的

人员主要是海关从事集装箱检查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货车司机、堆场工作人员及

外围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公众。 

结合本项目的评价范围，确定辐射工作场所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7-1。 

表 7-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辐射工作场所 周围场所 照射类别 方位、距离 

花都海关新建集

装箱检查系统扫

描大厅周围 

控制室（海关旧办公楼） 职业 西南侧约 30 米处 

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外公司员工（公众） 

扫描大厅的北侧 20

米处 

扫描通道（司机） 司机（公众） 扫描通道出入口 

东侧集装箱堆场 堆场工作人员（公众） 东侧 50 米范围 

南侧绿化空地 堆场工作人员（公众） 南侧 50 米范围 

评价范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位置见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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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环境保护目标位置图 

评价标准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① 剂量限制 

第 4.3.2.1 款，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该标准 6.2.2 规定的特殊

情况外，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

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 B）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并且不应将剂量限

值应用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根据其附录 B 第 B1.1.1.1 款：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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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mSv 的限值”；根据

扫描大厅 

 

控制室 

 

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东侧堆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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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B1.2.1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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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有效剂量 1mSv”的限值。 

对于一项实践中的特定的源，本评价项目取其剂量限值的四分之一作为剂量约束

值：即辐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 

⑵ 《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 的要求 

5.1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b) 对无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或货物的检查系统，应将辐射源室及周围剂量当量率

大于 40μSv/h 的区域划定为控制区。控制区以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 的区

域划定为监督区。 

5.2 辐射安全标志：在辐射源箱体上、辐射工作场所边界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

志。 

6.3.1 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查系统监督区边界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 /h。 

6.3.3 控制室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查系统控制室内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 /h，操作人员操作位置的周

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1.0μSv /h。 

 

 

 

 

 

 

 

 



 - 13 - 

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 评价项目环境调查及分析 

花都海关拟在监管区建设 1 台 MT1213DE 型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为了解

评价项目及周围的环境现状，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花都海关新建项目现

场进行资料收集、环境现状调查。 

花都海关监管区新建项目拟建区域的环境现状见图 8-1，当前为车道。 

  

拟建区域现状为车道 西南侧原办公楼 

  

东侧海关监管科 北侧围墙外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图 8-1  本期项目拟建区域环境现状相片 

8. 2 环境背景水平检测 

委托检测单位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花都海关监管区新建项目 50 米范围内进

行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检测，检测布点见图 8-2，测量结果见表 8-1，检测报告见附件 1。 

检测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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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花都海关监管区拟建区域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检测布点示意图 

检测仪器： 

仪器名称：X-γ 辐射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6150AD 

生产厂家：德国 AUTOMESS   仪器编号：156618（主机）/159918（探头） 

测量范围：1nSv/h-99.9μSv/h    能量范围：38keV-7MeV 

检定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 

证书编号：GFJGJL1005160000476 

检定日期：2016 年 4 月 15 日         有效期：1 年 

检测结果： 

表 8-1 拟建区域 50 米范围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背景水平检测结果 

测量位置 
γ 辐射剂量率（nGy/h） 地面 

介质 

平均值 标准差 

1# 拟建车辆入口 248 2 水泥 

2# 拟建大厅北侧 250 2 水泥 

3# 拟建大厅南侧 226 3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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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拟建车辆出口 238 6 水泥 

5# 南侧绿化空地 185 2 土壤 

6# 旧办公楼墙附近 194 3 土壤 

7# 西侧车辆出口 226 1 水泥 

8# 鼎盛办公楼 236 1 水泥 

9# 鼎盛办公楼 248 3 水泥 

10# 海关监管区 227 1 水泥 

11# 海关监管区 223 2 水泥 

 

注：（1）环境背景水平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约 1m 高； 

        （2）所有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每个测量点测量 5 个读数； 

   （3）所有测量值经刻度及校正系数修正。 

根据专家意见，对项目周边场所环境敏感点进行补测，检测布点见图 8-3，测量

结果见表 8-2，补测检测报告见附件 1。 

 

图 8-3 拟建扫描大厅测量布点图 

检测仪器： 

仪器名称：X- 辐射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615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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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家：德国 AUTOMESS    仪器编号：153357（主机）/153103（探头） 

测量范围：1nSv/h-99.9uSv/h     能量响应：38keV-7MeV 

检定单位：广东省辐射剂量计量检定站 

证书编号：GRD(1)字第 20160254 号 

检定日期：2016 年 4 月 13 日    有效期：1 年 

检测结果： 

表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 

测量位置 

γ 辐射剂量率（nGy/h） 地面 

介质 
平均值 标准差 

1# 北侧鼎盛投资一层大厅左 212 3 瓷砖 

2# 北侧鼎盛投资一层大厅右 190 3 瓷砖 

3# 北侧鼎盛投资二层会议室 210 1 瓷砖 

4# 北侧鼎盛投资 316 房间门口 222 4 瓷砖 

5# 北侧鼎盛投资四层废弃屋 185 1 瓷砖 

6# 西南侧旧办公楼二层左 224 1 瓷砖 

7# 西南侧旧办公楼二层左 234 1 瓷砖 

8# 西南侧旧办公楼三层天面 142 3 水泥 

 

注：（1）环境背景水平测量时仪器探头垂直向下，距离地面约 1m 高； 

        （2）所有测量值均未扣除宇宙射线，每个测量点测量 5 个读数； 

   （3）所有测量值经刻度及校正系数修正。 

结论： 

花都海关监管区本期项目拟建区域 50 米范围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水平约为 185～

250nGy/h。补测北侧的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各楼层室内 γ 辐射剂量率约为 185～

222nGy/h，西南侧旧办公楼 γ 辐射剂量率约为 142~234nGy/h。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

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1995 年）对广州市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结

果：广州地区的室内 γ 辐射剂量率调查水平范围 104.6~264.1nGy/h，道路 γ 辐射剂量

率调查水平范围为 52.5~165.7n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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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9.1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工作原理 

花都海关监管区新建的 1 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是同方威视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与生产的加速器辐射成像货物检查设备，该型号的检查系统

是为适应国内/外海关、港口、航空和公路运输对大批量集装货物实现快速安全查验

而设计。 

 

图 9-1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无扫描大厅时）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的外观实物图见 9-1，本期花都海关另外

为该检查系统建设专用的扫描大厅和控制室，该检查系统的工作原理：加速器运行

后，加速器加速的电子束打靶通过韧致辐射产生连续的 X 射线束，再通过准直器形

成 X 射线扇形窄束对货物扫描，经过探测器搜集和图像处理，得到待检货物内部不

同密度物质的分布图像，从而区分出运输货物中是否掺杂有错报、违禁、危险品等

而达到货物查危的目的。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主要由七个分系统组成： 

1. 加速器分系统：辐射源 

2. 探测器分系统：横竖探测器臂 

3. 图像获取分系统； 

4. 扫描控制分系统：控制室位于扫描大厅外西南侧，为独立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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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扫描装置分系统； 

6. 运行检查分系统； 

7. 辐射防护设施：辐射防护设施包括加速器和探测器周围屏蔽墙、扫描通道墙

及相关屏蔽设施围成的扫描大厅，以及用以保证人员安全的辐射安全联锁装置。 

本章节主要对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工作流程及源项进行分

析，扫描大厅的辐射防护设施、辐射安全联锁装置在第 10.2 章节详细分析。 

加速器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直线加速器应用沿直线轨道分布的高频电场加速电子，加速电场有行波和驻波

两类。为了使沿轴线运行的带电粒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要求电磁波在波导中的相

速与被加速粒子运动同步。加速器加速电子获得高能电子束引出打击重金属靶时，

通过韧致辐射产生 X 射线进行集装箱检查，加速器主要指标如下： 

加速器：6/3MeV 电子直线加速器。 

X 射线最高能量：6MeV。 

辐射输出量率：束流中心轴线上，距靶 1m 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120mGy/min。 

有用束范围：有用束为扇形窄束，纵向张角 47°。 

加速器辐射泄漏率：除主束方向外，加速器箱外的泄漏杂散辐射泄漏率均小于 2

×10
-5。 

9. 2 检查系统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花都海关监管区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货物安全检查工作流程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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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MT1213DE 检查系统检查流程 

MT1213DE 型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的检测流程可见，该系统为移动式检

测系统：在扫描期间，引导员主要在扫描大厅外侧的车辆出入口指引待检车辆进出，

待检车辆停稳后引导员、司机离开扫描厅后，由检测系统移动对车辆实施扫描，扫

描期间待检车辆无人员驾驶；同时花都海关为该检查系统另外建设控制室，检查系

统扫描车由操作人员在控制室内远程控制，因此检查系统也无人员在扫描车内停留，

综上在扫描大厅内没有任何人员驻留。 

辐射防护设施包括加速器舱体、探测器屏蔽和探测器周围屏蔽墙、扫描通道墙

和用以保证人员安全的辐射安全联锁装置。图 9-2 仅直观显示出检查系统的工作流

程，未展示扫描大厅的辐射防护设施。经核实检查系统建设在固定的扫描大厅（查

检查联锁装置、开启监视、广播系统，加速器预热 

展开探测器臂、开机前各项检查 

无射线产生 

引导员指引待检车辆进入扫描区 

无射线产生 

车辆停稳后，司机、引导员等所有人员撤离扫描大厅 

远程控制，开启加速器，系统开始扫描 

无射线产生 

产生 X 射线、漏

射线、散射线等 

扫描结束，加速器停止出束 
无射线产生 

待检车辆离开扫描大厅 

 

无射线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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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大厅）内，扫描大厅主体结构除车辆的出入口外，四周由混凝土墙围成，顶棚由

不锈钢框架+EPS 夹芯板搭建。具体的辐射防护设施分析将在第 10.2 章节辐射安全与

防护中详细分析。 

9.3 污染源项描述 

花都海关监管区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以 6/3MeV 电子直线加

速器作为射线源，通过韧致辐射产生 X 射线后对集装箱进行检查，具有可靠的安全

联锁装置。只有当所有的分系统及安全联锁系统就绪，系统所需电磁场条件满足以

后，加速器才能出束，产生 X 射线，当系统不通电时，无射线产生。货物经检查后，

不会对受检物质残留放射性。因此本项目使用的加速器只有在开机，并处于扫描出

束时才会发出 X 射线， X 射线成为影响环境的主要污染因子，具体如下： 

a、车厢检查扫描时， X 射线束经准直器限制在主射方向形成一个平面的较强的

有用线束范围，示意图见图 9-3。扫描时产生贯穿辐射、漏射辐射和散射辐射，其中

散射、漏射线可能会与检查系统上层空气作用形成“天空反散射”辐射，同时对扫

描通道上的车辆出入口形成较强的散射辐射。 

地                    面

探

测

器

有 用 线 束

主
射
方
向
的
透
射
线

集 装 箱 车

屏 蔽 墙

加 速 器

屏 蔽 墙

棚 顶

 

图 9-3 工作状态的 X 射线线束图 

b、只有当加速器标称电压大于等于 10MV 时，X 射线与物质作用产生（，n）

光核反应产生中子，高能电子通过（e，n）反应产生中子。本期项目加速器最大能

量为 6/3MeV，故本项目不考虑感生放射性的影响。 

c、辐射场所释放的 X 射线能使空气电离，通过电离作用产生 O3、NO、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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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O3、N2O 等有害气体，它们是具有剌激性作用的有毒有害气体。由于该检查场所

空旷，均在扫描大厅内运行，产生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浓度迅速降低。具体产生的臭

氧、氮氧化物浓度分析见第 11.2.4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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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10.1 辐射工作场所布局 

花都海关监管区拟建的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位于花都海关监

管区内，扫描大厅四周 50 米范围东、南、西侧均为海关区域，北侧有外公司广州鼎

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公楼，总体布局见图 10-1。 

 

 

图 10-1 花都海关监管区扫描大厅总体布局（主射线朝南侧） 

拟建的扫描大厅长约 45m，宽约 13.4m，高 9m，扫描大厅内两侧是检查仪运动轨

道，长约 32m。检查通道及扫描大厅为东西走向的长方形区域，东侧为车辆进口，西

侧为车辆出口，进口前方设有限高钢架和箱号识别支架，以及长约 18m 的地磅。扫描

控制室 

车辆入口 

堆 

 

场 

N 

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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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的入口和出口处均设有电动栏杆和红外报警装置。 

主射束方向：项目选址时花都海关考虑到北侧是外公司办公场所，因此将主射束

方向拟定为南侧，同时尽量将扫描大厅位置靠向东侧的堆场，另外根据《货物/车辆辐

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花都海关严格制定辐射防护方案，

将扫描大厅外侧墙体外（包括北向）剂量当量率控制在低于 2.5μSv /h 的约束值内。 

10.2 辐射防护设施及措施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配套的辐射防护设施包括加速器和探测

器周围屏蔽墙、扫描通道墙及相关屏蔽设施和用以保证人员安全的辐射安全联锁装置

等，参照 GBZ143-2015 各项具体要求，对本项目设施的辐射防护设施及措施与标准对

照分析，详见表 10-1。 

表 10-1 项目辐射防护设施及措施与标准对照情况 

GBZ143-2015 要求 设计情况 
符合

情况 

5.1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对无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或货物的检查系

统，应将辐射源室及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40μSv/h 的区域划定为控制区。 控制区以外

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 的区域划定

为监督区。 

拟将检查系统的入口至扫描通道的出口

之间相对封闭的区域划为控制区。以检查

系统四周的围栏为界，除控制区外的任何

区域划为监督区。 

符合 

5.2 辐射安全标志： 

在辐射源箱体上、辐射工作场所边界应设置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加速器箱体上配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扫

描大厅周围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符合 

6.1 个人剂量： 

检查系统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剂

量限值应符合 GB18871 的要求，并制定年剂

量管理目标值。 

辐射工作人员将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11 章节也将进行剂量分析。 
符合 

6.2.1 加速器辐射源箱：加速器泄漏率应不大

于 1×10
-3。 

厂家核实：加速器箱外的泄漏杂散辐射泄

漏率均小于 2×10
-5。 

符合 

6.3.3 控制室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查系统控制室内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

于 2.5μSv/h，操作人员操作位置的周围剂量当

量率应不大于 1.0μSv/h。 

本报告第 11 章节对环境影响进行理论分

析及类比分析。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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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全联锁装置 

7.1.1 出束控制开关 

7.1.2 门联锁 

7.1.3 紧急停束装置 

7.1.4 加速器输出剂量联锁 

本报告第 10.2 章节逐一对出束控制开关、

门联锁、紧急停束装置、加速器输出剂量

联锁进行描述分析。 

符合 

7.2.1 声光报警安全装置： 

检查系统工作场所应设有声光报警安全装置

以指示检查系统所处的状态，至少应包括出

束及待机状态。 当检查系统出束时，红色警

灯闪烁，警铃示警。 

检查系统工作场所设有声光报警安全装

置，包括出束及待机状态。 当检查系统

出束时，红色警灯闪烁，警铃示警。 

符合 

7.2.2 监视装置 

检查系统辐射工作场所应设置监视用摄像装

置，以观察辐射工作场所内人员驻留情况和

设备运行状态。 

检查系统辐射工作场所设置监视用摄像

装置，以观察辐射工作场所内人员驻留情

况和设备运行状态。 

符合 

7.2.3 语音广播设备 

在检查系统操作台上应设置语音广播设备，

在辐射工作场所内设置扬声器，用于提醒现

场人员注意和撤离辐射工作场所。 

在检查系统操作台上设置语音广播设备，

在辐射工作场所内设置扬声器，用于提醒

现场人员注意和撤离辐射工作场所。 

符合 

7.2.4 辐射监测仪表 

根据检查系统特点配备合适的辐射监测仪表 

a）配有个人剂量报警仪和剂量率巡检仪； 

b) 在 X 射线检查系统的加速器出束口处

配置辐射剂量监测仪表实时监测输出剂

量，在检查系统操作台上显示输出剂量

率； 

符合 

7.3.2 警示标识 

辐射工作场所应醒目设置警示标识 

a) 可检车型或禁检车型的警示：设有可检

车辆正常通行，其他车辆禁止通行； 

b) “禁止停车、禁止倒车”、“禁止箱内有

人”等警示；警示司机防止货厢内人员被

误照射； 

c) 禁止穿行警示：禁止无关人员穿行或随

车进入检查通道。 

符合 

7.6 其他要求 

辐射源室内应有良好的通风，以保证臭氧的

浓度低于 0.3mg /m
3。 根据可能产生的臭氧

浓度和工作需要确定通风系统的排风速率。 

第 11 章节理论分析。 符合 

8 操作要求、8.2 安装调试和维修时的要求 

操作要求、安装调试和维修时的要求见本

报告 10.4 相关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分析。 

符合 

9 辐射防护监测与检查 辐射防护监测与检查分析见第 12 章节。 符合 

小结：表 10-1 显示，本项目的辐射防护设施及措施基本满足 GBZ143-2015 要求，

具体的防护措施以下进一步展开分析。 

1、 屏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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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采用钢铅结构加混凝土墙的方式进行

屏蔽，顶棚由不锈钢框架+EPS 夹芯板搭建。各方向的屏蔽材料及厚度如下： 

（1）控制舱：控制舱采用铅、钢多层屏蔽结构，后舱壁采用 2mm 钢夹 3mm 铅，

左舱壁采用 10mm 钢。 

（2）准直器：准直器铅屏蔽长度为 150mm。 

 

图 10-2  加速器舱体和探测器部位的屏蔽示意图 

（3）竖探测器臂：探测器臂背后采用 140mm 铅，侧面板采用 5mm 厚铅板。后

墙采用 350mm 厚混凝土墙。 

（4）横探测器臂：探测器臂背后采用 80mm 铅，侧面板采用 5mm 厚铅板。 

（5）加速器舱后墙采用 150mm 厚混凝土墙。 

2、安全联锁 

为了避免工作人员受到意外照射，MT1213DE 车载检查系统在辐射防护区内设置

了比较完善的辐射安全联锁与警示设施。安全联锁设施可控制加速器的出束或停束。

只有在所有安全联锁设施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加速器才可以出束，任意一个安全联

锁设施不正常，加速器不能出束或立即停止出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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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就绪

加速器预热完成

安全联锁就绪

安全联锁钥匙闭合

急停开关复位

警灯正常

门联锁/微动开关

联锁正常

其他分系统正常

出束指令

出束

 

图 10-3  系统安全联锁逻辑图 

系统的辐射安全设计遵循故障安全原则，设置冗余、多重的安全装置，并注意采

用多样性的部件，以保证当某一部件或系统发生故障时，安检系统均能建立起一种安

全状态。 

系统的安全联锁与警示设施包括系统出束安全联锁钥匙开关、门联锁、急停按钮

或急停拉线、警灯警铃、监视装置、及其它安全辅助设备。系统安全联锁逻辑图参见

图 10-3。 

安全连锁控制：花都海关新建的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建成后，

控制台效果图如图 10-4 所示，控制台采用钥匙控制安全联锁开关。只有安全联锁开关

钥匙拨至闭合位置后，加速器才能开启并出束。 

 

图 10-4 同型号的控制台安全联锁开关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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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联锁：在调制器门、加速器 X 射线机头的面板、加速器箱体面板、控制舱门、

电气舱门和后机房舱门上安装微动开关联锁装置。只有当联锁面板、门关闭时，加速

器才允许出束。任一联锁门或面板打开时，加速器不能出束或立即停止出束。 

      

图 10-5  同型号的门联锁示意图 

输出量联锁：在加速器出口设穿透电离室，对加速器输出量进行监测，当输出量监

测值超过设计限值，加速器立即停止出束。 

在检查系统的加速器出束口处配置有辐射剂量监测仪表，实时监测输出剂量，并在

检查系统操作台上显示输出剂量率。 

 

图 10-6  穿透电离室 

3、急停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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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舱内操作台上、扫描车转台上、电气室门操作面板上、后机房舱体内等处

安装急停按钮。 

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触发任何急停按钮，加速器立即停止出束。 

在混凝土防护墙内侧墙壁上安装急停拉线。与本期同型号检测系统的急停按钮位

置示意图见图 10-7。 

   

图 10-7 同型号检测系统急停按钮、急停拉线示意图 

4、警示设备 

如图 10-8 所示，在扫描车横探测器臂和竖探测器臂上各安装一组绿、红、黄三色

出束警灯和警铃。 

 

图 10-8 同型号配套的警灯和警铃 

当系统上电时，绿色警灯亮；当加速器准备出束时，黄色警灯亮、警铃响；当加

速器出束时，红色警灯亮、警铃响。 

在加速器 X 机头箱体外、辐射防护区四周均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牌。 

5、 监视和通讯设备 

在扫描车车体外设有摄像装置，相应的监视器装在系统控制室操作台上，以保证操

作人员随时监视整个辐射防护区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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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室操作台设有麦克风，在扫描车顶部安装有扬声器，每次出束扫描前进行

广播提醒现场人员。 

    
图 10-9 同型号配备的监视和通讯设备 

6、红外报警 

在辐射防护区边界线设有红外报警装置。有人员进入时，红外报警装置会发出声

音警告，提醒误入人员退出，同时启动控制室内声音报警装置，提醒系统操作员有人

进入。 

  

 

图 10-10  红外报警装置和挡杆 

7、防撞装置 

在扫描车的车头、扫描车转台和竖探测器臂上安装防撞装置，当扫描车与被检测车

辆发生触碰时，加速器停止出束、扫描车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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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防撞装置 

8、分区管理  

① 控制区：根据《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

要求：无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货物检查系统，应将加速器舱体周围及周围剂量当量率

大于40μSv/h的区域划定为控制区。 

考虑到检查系统的扫描通道相对封闭，X射线的散射辐射工况可能较复杂，出于

辐射防护最优化考虑，花都海关监管区拟将检查系统的入口至扫描通道的出口之间相

对封闭的区域划为控制区。 

图 10-12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② 监督区：控制区以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2.5μSv /h的区域划定为监督区。以

检查系统四周的围栏为界，除控制区外的任何区域。  

检查系统工作状态下对人员的活动做如下限制：  

1、 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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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辐射工作以外的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监督区；  

3、 除非检测需要，工作人员应停留在监督区之外。 

高空区域：花都海关在选址和实施时，检测系统的主射束方向朝向西侧绿化空地

区域，背向北侧为外公司，主射束方向 50 米范围无高层建筑。 

注：以上论述的监督区范围需要通过实际运行时的监测数据进一步确定，花都海

关可以根据实际监测数据做进一步调整管理。 

10.3 三废的治理 

花都海关新建 1 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是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研制与生产的加速器辐射成像货物检查设备，辐射场所释放的 X 射线能使空气电

离，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但由于扫描大厅建设在空旷的集装箱堆放场所，空气流

通良好，产生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浓度迅速降低。具体产生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浓度在第

11.2.4 章节进行详细分析。 

检查系统的加速器循环冷却水为内封闭循环，且加速器发射的电子线最高能量为

6/3MeV，因此不考虑光-核反应产生的中子以及中子与加速器结构材料发生的（n，γ）

反应产生的感生放射性，且电子束的穿透能力很弱，故不考虑电子的防护问题。 

10.4 相关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 

1、辐射环境管理 

（1）花都海关工作人员中设立辐射防护监督员，全面负责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 

（2）按照制定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规范操作并演练应急操作。 

（3）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对加速器机房周围环境的辐射监测，建立监测技术档案。 

（4）定期检查安全联锁装置、报警系统和防护仪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得

在没有启动安全防护装置的情况下强行运行加速器，以防止辐射照射事故发生。 

（5）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的辐射工作人员应持证上岗，并需经辐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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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培训。定期检查和评估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6）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一旦发生事故应严格按照该办法执行。 

（7）成立辐射防护领导小组 

（8）培养良好的辐射防护素养，营造辐射安全文化。 

花都海关还应注意堆场防火，配备必要的灭火设施，消防设备。 

2、安全操作一般要求  

（1）除非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应停留在监督区之外。 

（2）每天检查系统运行前，操作人员应按照表 12-1 的相关要求进行检查，确认

其处于正常状态。 

载有集装箱的汽车驶入扫描大厅之前，引导员指挥待检车辆就位，操作人员确保

连锁装置、触发能正常相应后，车辆才能驶入。 

（3）每次检查系统出束前，操作人员确认控制区内无人后，方可开启加速器出

束。 

引导员和操作员应检查控制区确认场地内没有人员后，引导员才能向主控室发出

可以启动辐射源的确认信号。在检查系统工作中，引导人员应认真管制监督区边界。 

（4）进入辐射工作场所时，操作人员应确认辐射源处于未出束状态，并携带个

人剂量报警仪。 

（5）检查系统运行过程中，操作人员应通过监视器观察辐射工作场所内的情况，

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停止出束，防止事故发生。 

（6）检查系统发生故障或使用紧急停束装置紧急停机后，在未查明原因和维修

结束前，禁止重新启动辐射源。 

（7） 检查系统结束一天工作后，操作人员应取下出束控制开关钥匙交安全管理

人员妥善保管，并做好安全记录。 

检查系统停止运行时，主控室负责人应取走主控钥匙并妥善保管。未经许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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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控室钥匙。 

3、安装调试和维修时的要求 

（1）检查系统的安装调试和维修人员，除应接受放射防护培训且考核合格外，

还应经过设备厂家的专业技术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相关的安装、调试和维修工作。 

（2）在设备调试和维修过程中，如果需要解除安全联锁，应先获得安全管理人

员批准，并设置醒目的警示牌。工作结束后，操作人员应先恢复安全联锁并确认检查

系统正常后才能使用。 

（3）加速器的调试和检修时，应保证先关停加速器，停止出束时，必须先将加

速器的主控钥匙拔下，并由调试和检修人员带走，调试人员和检修人员才能进入扫描

大厅，在调试检修工作结束后，再将该钥匙交给主控室操作人员。 

（4）检修人员在关停加速器后进入加速器室、探测器室和检查通道检修时，除

佩戴个人剂量计外，还必须携带剂量报警仪。  

（5）调试和维修结束后，辐射工作人员应对加速器输出剂量进行校正，当超出

预定值时，加速器应能自动停止出束，并进行重新调试。 

4、事故预防措施 

（1）操作人员必须参加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评估并推荐的辐

射安全培训的单位组织的初级辐射安全培训，取得辐射上岗证后持证上岗。 

（2）操作人员须严格按检查系统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不得擅自改变操作程序。 

（3）工作时必须随身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不允许在没有剂量仪监控的情况下

进行操作，以免超剂量事故的发生。 

（4）工作时有明显警示、警告标志，防止人员误入造成事故。 

（5）定期对工作场所周围进行剂量检测，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体检，建立健

康档案。 

（6）如发生违反操作或其他原因造成事故，须立刻启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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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操作人员每次运行机器前，要检查安全联锁系统运行是否正常。如发现异

常，须查明原因，予以排除，确定安全联锁系统运行状况正常后，才能开机运行。 

（8）开机前须仔细检查控制区内有无人员，若有人在控制区内，须及时清场，

确定控制区内无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检查扫描。 

（9）操作人员须随时通过摄像装置监视扫描通道的进出口，以防有人员误入。 

（10）在进行机器维修时，应有两名有维修资格的人员操作，拨下控制台安全联

锁钥匙，并在控制台设立维修标牌。 

（11）维修人员需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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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 境 影 响 分 析 

11.1 建设阶段环境影响分析 

花都海关监管区新建 1 台集装箱检查系统，由于项目建设地址是在海关监管区

内，涉及到的基础开挖和土建施工范围较小，建设阶段主要有声环境、空气环境、

水环境和固体废物的影响。 

1）声环境影响分析 

该评价项目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场地基础开挖、土建施工、相关设施的安装

调试等几个阶段中，但该评价项目位于海关工作区内，场地空旷，扫描大厅的建设

工程期短暂，影响范围小，随施工结束而消除，因此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向周围环

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时，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后，对周

围的影响可控。 

2）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在整个施工期，扬尘来自于打桩、基础开挖、材料运输、装卸和混凝土浇筑等

施工活动，由于扬尘源多且分散，属无组织排放。受施工方式、设备、气候等因素

制约，产生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大，土建工程结束后即可恢复。 

3）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污水主要来自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少量施工废水。其中施工废水

主要包括砂石料加工、施工机械和进出车辆的冲洗水；施工期生活污水为施工人员

的生活污水。施工废水含泥沙和悬浮物，直接排出会阻塞排水沟和对附近水体造成

污染，工地内积水若不及时排出，可能滋生蚊虫，传播疾病。对此，施工单位应对

施工废水进行妥善处理，在工地适当位置设置简易沉砂池对施工废水进行澄清处

理，清水外排，淤泥妥善堆放。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施工产生的弃土弃

渣、临时堆土、建筑垃圾若不妥善处置则会产生水土流失等环境影响，产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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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若不妥善处置则不仅污染环境而且破坏景观。 

施工期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应分别堆放，并委托环卫部门妥善处理，及时清

运或定期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安全处理处置，可以使工程建设产生的垃圾处于

可控制状态。 

综上所述，本工程在施工期的环境影响是短暂的、可逆的，随着施工期的结束

而消失。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采取上述措施进行污染防治，并加强监管，

使本项目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11.2 花都海关监管区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预测 

11.2.1 理论分析 

根据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加速器出厂数据及相关建设设计资料，参

考《辐射防护导论》方杰主编，对本期项目建设后的扫描大厅周围辐射水平进行理论

预测分析。 

透射计算公式 









n

i

TVTd iir

D
D

1

/2

0

10

 

式中：    


D 为计算点剂量率，Gy/h； 

   


0D 为源项剂量率，Gy/h； 

          r 为计算点到源点的距离，m； 

   id 为第 i 种屏蔽体的厚度，cm； 

   iTVT 为第 i 种屏蔽体的十分之一值层厚度，cm。 

散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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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  

式中： 散射



D 为计算点散射剂量率，Gy/h； 

0



D 为源项剂量率，Gy/h； 

s 为散射体面积，m
2； 

 为反射系数； 

r 、 Rr 分别为源点到散射点、散射点到计算点的距离，m。 

屏蔽计算参数 

表 11-1 加速器系统参数  

名称 参数 

加速器能量 最大 6/3MeV 

输出量 距靶 1m 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120mGy/min 

张角(竖直方向) 47° 

加速器泄漏率 加速器箱外的泄漏杂散辐射泄漏率均小于 2×10
-5

 

 

表 11-2 屏蔽计算 TVT 表(mm) 

材料 6MV（主） 6MV（次） 0.5MeV 宽束 γ 0.25MeV 宽束 γ 

铅 46.4 45 15.4 3.7 

钢 98 79.7 63.6 41.5 

混凝土 343 279 246 200 

关注点选取 

由于检查系统可移动，扫描大厅的出口和入口屏蔽墙为对称设计，且检查系统

位于一端时，散射辐射对车辆出入口影响最大，因此理论分析假设加速器位于扫描

大厅的入口，关注点考虑选取主屏蔽墙、主射束次屏蔽墙、车辆出入口、加速器背

向屏蔽墙外 30cm 处共计 4 个关注点。当加速器在扫描大厅的另一端时，理论分析

应与本分析基本一致。根据检查系统的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参数和距离进行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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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图 11-1 关注点选取位置 

理论计算结果（以下参数来自清华同方） 

表 11-3  系统边界上关注点剂量率计算结果 

关注

点 
描述 射线类别 

与源的距离

（m） 
屏蔽物有效厚度（mm） 

计算值 

Gy/h 

1# 
主屏蔽

墙 
主射线 9.5 铅 140+钢 10+混凝土 350 2.32

 

2# 

主射束

两侧次

屏蔽墙 

漏射 9.5 混凝土 350 

2.42 
准直器散射 1.22 混凝土 350 

探测器散射 7.00 铅 15+混凝土 350 

集装箱散射 4.00 钢 12+混凝土 350 

3# 
车辆出

入口 

漏射 10.0 - 

1.8 
准直器入口散射 0.80 铅 15+钢 14 

探测器散射 7.00 铅 5 

集装箱散射 4.00 — 

4# 

加速器

背向屏

蔽墙 

漏射 3 混凝土 150 1.86 

 

结论：以上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扫描大厅周围环境剂量当量率水平均满足《货物

/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中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要求：

检查系统监督区边界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Sv/h。 

11.2.2 同型号项目类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本期花都海关监管区 MT1213DE 型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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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运行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采用实测的类比分析法进行分析。 

项目搜集了荣成海关石岛新港机检大厅的 1 台同型号的同方威视 MT1213DE

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现场检测报告进行类比分析。类比项目与评价项目扫描大厅

的各屏蔽结构的防护设施参数对照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类比项目与评价项目的对照情况 

 类比项目 本期项目 

建设单位 荣成海关石岛新港机检大厅 花都海关监管区 

型号名称 MT1213DE 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 

最高能量 电子束能量 6MeV，最大 X 射线能量 6MV 

具体的建

设方案 

 

 控制舱：控制舱采用铅、钢多层屏蔽结构，后舱壁采用 2mm 钢夹 3mm 铅，

左舱壁采用 10mm 钢。 

 准直器：准直器铅屏蔽长度为 150mm。 

 竖探测器臂：探测器臂背后采用 140mm 铅，侧面板采用 5mm 厚铅板。后墙

采用 350mm 厚混凝土墙。 

 横探测器臂：探测器臂背后采用 80mm 铅，侧面板采用 5mm 厚铅板。 

 加速器舱后墙采用 150mm 厚混凝土墙。 

 混泥土防护墙施工是不许有任何缝隙，要求一次浇筑成形，密度不小于

2500kg/m
3。 

检查方式 司机下车后对集装箱快速检查 

本期项目与类比项目为同型号的同方威视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

系统，主要的防护工程均由同方威视统一设计，防护方案一致，具有可比性。类比

项目对荣成海关石岛新港机检大厅 MT1213DE 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的辐射防护

区域边界瞬时剂量率进行了检测，检测报告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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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检查数据及对应检测布点图 

检测工况：加速器电子束能量 6MeV，最大 X 射线能量 6MV，开机时对辐射

防护区域边界处的瞬时剂量率进行了检测，有用束中心轴距靶 1 米处的辐射输出量

为 116mGy·m
2
/min。 

检测数据和检测布点： 

检测结论： 

1、加速器检查场所外辐射防护区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均不大于

1.7μGy/h。 

2、正常工作条件下，控制舱内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20~0.34μGy/h，工作人

员操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30μ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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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辆检查场所现场本底水平为 0.10~0.12μGy/h。 

类比分析： 

1、瞬时剂量率检测结果 

类比项目正常运行时，屏蔽设施周围辐射剂量率检测最高值约 1.7 μGy/h（约

1.7μSv/h），可预测本期项目运行后，扫描大厅周围边界处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

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对剂量当量率要求：检查系统监督区边

界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2、正常运行时，控制舱内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20~0.34μGy/h，工作人员操

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30μGy/h。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

求》（GBZ143—2015）检查系统控制室内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 /h，操

作人员操作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1.0μSv /h。 

3、在集装箱车辆的入口和出口基本无屏蔽体，受散射辐射影响较大。在入口

档杆处检测时约 1.65μSv/h，考虑到引导员或下车司机可能在出入口活动，因此引

导员、下车司机同样需要注意个人的辐射防护。 

11.2.3 个人剂量分析 

拟引进的 MT1213DE 检查系统进行现场扫描时，检查系统的扫描速度约为

0.4m/s，扫描 25m 长的集卡（实际扫描长度为 27m）需用时约 67.5s；根据该项目

现场的集卡车流量以及海关查验要求，系统年最大查验量为 24000 箱，加速器一年

的出束时间不超过 450 小时。 

花都海关监管区拟按照设备运行需要、业务发展需要配置辐射工作人员，设备

的检维修由同方威视驻地工程师负责，并由同方威视统一管理。 

11.2.3.1 职业照射分析 

(1)操作人员（职业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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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在控制室内通过监控设施进行操作和监控，根据本期项目布局，花都海

关监管区新建的控制室位于扫描大厅西南侧约 30 米处，根据理论分析扫描大厅入口

最高值约 1.8μGy/h（距离加速器舱体最近距离 10m），而类比检测数据在扫描大厅入

口最高值约 1.65μGy/h，取较高的理论计算值进行分析。 

根据剂量率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关系，预测检查系统运行后在西南侧控制室附近

因加速器运行的剂量率贡献值约 0.103μGy/h。 

以上估算没有考虑控制室是由旧办公楼改造而成，即旧办公楼墙体具有一定的防

护性能。因此本期项目运行所致附加的年受照剂量实际更低，可以忽略不计。 

(2)引导员（职业照射） 

现场的引导员主要可能位置是位于车辆通道的出入口处，具体工作职责是负责指挥

待检车辆开进检查大厅，指导车辆停稳后，司机和引导员离开检查大厅，待完成车辆扫

描后，加速器停束后，司机驾驶被检车辆离开扫描大厅。因此引导员进出扫描大厅均应

佩戴剂量报警仪，控制室辐射工作人员应在开启声光警示后、通过视频监控确认无人员

停留，只有在确认所有人员撤离扫描大厅才开机进行检查。 

在此对引导员可能受照剂量单独分析：根据理论分析和类比检测数据，在车辆入口

处的剂量率分析，引导员居留因子取 1，则因本期项目运行所致的年附加受照剂量约

为： 

E 职业照射 =D×T=1.8×450×10
-3

=0.81mSv/a 

引导员位置的剂量率水平可能受散射辐射影响较高，因此应当注意对引导员的外

照射防护，具体可以采用以下三项原则做好辐射防护工作： 

1）时间防护：控制人员的受照射时间。引导员现场工作时，车辆进入扫描通道后，

加速器开启扫描时引导员应尽量缩短在通道外侧的时间，主要可以采用视频监控、语

音提示等方式进行引导。此外，实行轮换工作的方法，安排不同的引导员交替完成，

以减少个体受照的时间，确保每名引导员均在允许的剂量水平下完成指引。 

2）距离防护：引导员在检查期间不妨碍的工作情况下应尽量远离检查通道，在条

件允许时，尽量增大人体与扫描大厅的距离。 

3）屏蔽防护：充分利用扫描大厅现场的地理地质条件和现场的屏蔽结构进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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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引导员可以充分利用现场的水泥墙体、集装箱结构等进行防护。 

11.2.3.2 非职业照射分析 

（1）司机、公众人员（非职业照射）： 

该工程建设在非开放场所，公众人员居留因子取 1/16，以引导员年累计剂量的

1/16 估算，则年受照剂量为： 

E 公众 =D×T×1/16=0.051mSv/a 

（3）北侧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众人员（非职业照射）： 

该项目北侧 20 米处可能有外公司（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长期

停留，根据理论分析和类比检测数据，加速器舱体后侧的理论分析墙外剂量率水平约

1.86μGy/h（距离 3m），类比检测数据为 0.2~0.3μGy/h。取较高的理论值进行分析。 

根据距离平方反比的关系，北侧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区域剂量率水

平约 0.042μGy/h（低于背景水平），以上估算未考虑厂界墙体的屏蔽作用。 

按以上保守的工作量估算，居留因子取 1，则北侧公众年累计受照剂量贡献值

为： 

E 职业照射 =D×T=1×0.042×450×10
-3

=0.019mSv/a 

小结：以上对花都海关监管区拟建项目运行后的控制室操作人员、引导员、司

机以及北侧广州鼎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众进行预测分析，满足根据《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设定的剂量约束值，即工作人员的年

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a，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a。 

11.2.4 臭氧、氮氧化物分析 

空气通过射线电离作用产生 O3、NO、NO2 等有害气体，是刺激性有毒有害气

体。根据 GB 10252-2009 《γ 辐照装置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规范》：氮氧化物以 NO2

为主，NO2 的产额约为臭氧的一半，所以在臭氧的浓度对环境影响可以接受的情况

下，氮氧化物的浓度也必然可以接受，因此在危害因素分析中仅需考虑 O3 气体。 

参考《中华辐射医学与防护》第 14 卷第 2 期，“辐射所致臭氧的估算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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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进、娄云），可以得到加速器舱体产生的 O3 产额（mg/min）为 

RGDp ）（ cos143.2 01   

其中， 0D 为距射线束源点 1m 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Gy/min）； 

R 为射线束中心轴上源点至辐照室内壁的距离（m）； 

G 为空气吸收 100eV 辐射能量产生的 O3 分子数，本估算取 10； 

 为射线束的半张角。 

根据厂家提供资料：系统加速器机架体积为 0.24m
3（0.86m 长×0.4m 宽×0.7m

高），靶点距离加速器机架前面板 0.32m，系统扫描大厅体积为 3000m
3（40m 长×

12.5m 宽×6m 高），加速器有用扇形束立体角为 0.018（张角 47 度），带入以上参

数可得出加速器舱内 O3 产额为 0.077mg/min。 

系统扫描速度为 0.4m/s，扫描一辆车一般月 67.5 秒，则假设臭氧不分解，扩散

均匀扫描大厅的臭氧 O3 浓度为 0.0017mg/m
3。远低于中 GB5172-85《粒子加速器辐

射防护规范》中保证臭氧浓度低于 0.3 mg/m
3。 

花都海关监管区 MT1213DE 检查系统安装在海关内空旷的场所，场所为开放

式。而工作时扫描大厅处于严格控制状态，无人员在加速器舱体附近长期驻留，因

此产生的臭氧和氮氧化物能及时经过大气的稀释、自然分解和扩散作用迅速降低浓

度，并且以上没有考虑通风和臭氧的分解，车辆进出带动空气流动交换，因此扫描

大厅场所臭氧浓度实际更低，满足 GB5172-85《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范》的相关

要求。 

11.4 引导员职责 

现场引导人员负责全面协调控制室操作人员的检查工作，处理扫描大厅现场的

管控工作，具体工作如下： 

1、每天开机前检查红外报警仪能否正常工作，协助控制室的操作人员检查各

安全联锁装置、声光报警安全装置、监视装置、语音广播设备等功能。 

2、引导人员在确认加速器停束状态下，引导待检车辆进入扫描场所时，应佩

戴个人剂量计、剂量报警仪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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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人员应确保待检车辆的有序进入，待检车辆应保持车距，一次只能一

辆车进入扫描大厅，后续排队的车辆应远离大厅的出入口，或后续车辆停在扫描大

厅附近后司机下车离开监督区，避免意外情况发生。 

4、待检车辆进入扫描区域停稳后，引导员和司机应再一次确认待检车辆内（包

括待检集装箱内）无人员停留，现场带离所有人员（包括司机）退出扫描大厅。 

5、引导员对扫描大厅外侧进行巡查以防止有人员滞留辐射监督区，巡查完后

引导员与控制室人员通过通讯设备沟通后，确认扫描大厅场所内及外侧出入口均无

人员时，并进一步利用语音广播设备和扬声器警示，在发出 “准备出束，请注意”

的语音警示后，才能准备开机检查。 

6、检查扫描期间，引导员和司机应在扫描大厅外侧的监督区边界外等候。 

7、扫描工作过程中，控制台操作员通过视频监控装置观察扫描通道内的情况，

当发现有人员误入扫描大厅外侧监督区时，操作员立即通过广播发出要求人员迅速

撤离的命令；如果警告无效，操作员应立即停止加速器出束。 

8、扫描结束后，引导员与控制室操作人员通过通讯设备沟通确认停机后，引

导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剂量报警仪，引导拖车司机听从指令，驾驶被检查货车驶

出扫描大厅，准备下一辆检查。 

11.5 辐射事故分析 

花都海关监管区新建 1 台集装箱检查系统，该项目运行时发生事故的风险主要是

管理上，因此平时必须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辐射水平监测，检查

加速器联锁装置、紧急停机开关、报警灯等安全设施及其它各项辐射防护措施，严格

遵守操作规程。 

该加速器在意外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辐射事故有： 

（1）被检查车辆的驾驶员在加速器出束前尚未离开 X 射线主束位置，工作人员或

其他人员在加速器出束前尚未撤离扫描通道，加速器的运行可能造成误照射。 

（2）安全联锁装置或报警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有人误入正在运行的加速器扫

描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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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加速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有人员进入扫描通道，虽红外线报警，但因

故工作人员未注意，造成超剂量的照射。 

（4）在维修加速器的时候，加速器误出束，造成维修人员的误照射。 

应急处理：发生误照射时，辐射工作人员、现场引导员第一时间切断加速器电

源或切断其他连锁装置、按下急停按钮等，第一时间停止加速器出束后再启动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理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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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12.1 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 

1、根据《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

境保护部 2008 第 3 号令）的相关规定，花都海关拟在海关监管区新建 1 台集装箱检

查系统，海关监管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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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花都海关应实施辐射安全责任制，设专职辐射防护管理人员负责辐射安全与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明确各相关责任人及其职责。辐射安全监督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

是确保辐射实践安全，避免或降低辐射事故的发生可能性，统筹辐射安全实践安全

管理。 

（1）、管理框架如下 

花都海关针对本期新建项目，成立了以副关长为核心的辐射防护领导小组，由

单位主管负责人、检查系统负责人组成。 

组长：郭广萍副关长 

成员：古斌、汤海宜、邵云霄（联络员）、袁大勇 

联系电话：020-86861477 

（2）、辐射防护组职责  

a. 全面负责检查系统的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执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  

b. 负责制定该项目的辐射防护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管理规定，并监督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的执行。  

c. 保障检查系统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的条件。  

d. 负责检查系统放射工作人员的综合管理。 

（3）、花都海关已制定相关的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详见附件 4。 

2、根据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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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三章——人员安全和防护，辐射工作人员应当接受由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评估并推荐的辐射安全培训的单位组织的初级辐射安全培训。 

花都海关辐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在考核合格后持辐射工

作岗位合格证上岗。统计情况见表 12-1，上岗证见附件 3。 

表 12-1 专/兼职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情况表 

姓名 职务 学历 
是否经省级以上环保部门辐射安全和防

护专业知识培训（合格证书编号：） 

邵云霄  主任科员兼副科长  本科 粤辐防协第 A161140 号 

叶勋  主任科员 本科 粤辐防协第 A161141 号 

韩进  主任科员  本科 粤辐防协第 A161142 号 

袁大勇  副主任科员  本科 粤辐防协第 A161143 号 

花都海关提供在职干部情况说明：花都海关隶属于广州海关，其在职干部均属

于广州海关管辖，现有的四名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后，取得上岗证

的单位统一为广州海关，详见附件 3。 

12.2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境保

护部 2008 第 3 号令），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单位应有健全的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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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海关已根据海关监管区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花都海关花都港大型集

装箱检查设备辐射防护管理暂行办法》，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和职责、健康管理、

剂量监测、安全操作规程、辐射事故管理和应急措施等各项辐射防护安全制度，并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详见附件 4。 

12.3 辐射监测 

（1） 环保措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评价项目正式投入三个月内，花都海关新港项目应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监测机构



 - 49 - 

对海关监管区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开展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确认环境辐射水平满

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要求。 

（2）常规检查 

常规检测： 根据同方威视资料显示，本项目随设备出厂时将配备个人剂量报警

仪和环境 X、γ 剂量率仪，可用于项目运行期的常规检测，常规监测结果应妥善保存

并存档。 

     

图 12-1  随设备出厂配备个人剂量报警仪和环境 X、γ 剂量率仪 

花都海关应落实的常规检测/检查计划见表 12-1。 

表 12-1 应落实的常规检测/检查计划 

检测/检查项目 检测/检查频度 检测单位 

出束控制开关 每天 花都海关花都海关监管区自检 

门联锁 每天 花都海关花都海关监管区自检 

紧急停束装置 每天 花都海关花都海关监管区自检 

监视、声光报警安全装置 每天 花都海关花都海关监管区自检 

辐射监测仪表 每天 花都海关花都海关监管区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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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全设施 适时 花都海关花都海关监管区自检 

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 1 年 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控制室周围剂量当量率 1 年 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个人剂量监测：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

护部第 18 号令）、《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02）和《放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5 号）要求，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按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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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海关相关的辐射工作人员需要佩戴个人剂量报警仪，以便及时了解自身所

处区域的辐射水平，避免操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时间受到超剂量照射。 

巡测：配置辐射剂量率监测仪器，做好辐射场所的日常辐射监测工作。 

花都海关新建项目随设备出厂配备有环境 X、γ 剂量率仪，辐射工作人员需要重

点监测辐射防护区边界、加速器室的周围、控制室内操作人员以及引导员所处位置

等场所，并将监测数据作为记录档案保存。 

（3） 辐射工作场所年度监测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令 

2011 年）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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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海关制定了辐射工作场所监测计划，拟每年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辐射

监测机构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建设单位需要严格执行辐射监测计划，做好辐

射工作场所的监测，每年对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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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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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辐射事故应急 

本期项目发生辐射事故的风险主要是管理问题，花都海关必须严格执行各项管理

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辐射水平监测，检查联锁装置、紧急停机开关、报警灯等

安全设施及其它各项辐射防护措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⑴ 应急的基本原则 

辐射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遵循以下原则。 

① 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各项日常检查工作，做到常备不懈。宣传普及辐射

应急知识，不断提高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意识。建立和加强突发辐射事件的预警

机制，切实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快速反应、及时控制。 

②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 

单位辐射安全实行法人负责下的分级定责管理，不同等级的突发事件，启动相

应级别的预警和相应。 

③ 依靠科学、快速反应 

不断完善应急反应机制，强化人力、物力、财力贮备，增强应急处理能力；依

靠科学，加强指导，规范业务操作，实现应急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⑵ 应急组织及职责 

① 由辐射防护领导机构全面负责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理，保障事故处理的有效

性、快捷性。 

② 由辐射防护领导机构组长担任总指挥。其职责：听取事故情况汇报，并组织

放射防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会议，制定处理方案，并及时向环保部门、公安部门和

卫生部门报告。 

③ 辐射防护领导机构其他成员在总指挥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事故现场救援、调



 - 52 - 

查处理和善后处理工作。 

⑶ 应急程序 

1、 发生辐射事故时，辐射工作人员应立即切断加速器的电源或按下急停按钮，

第一时间停止加速器的出束，再封闭现场，防止事故的进一步扩大和蔓延，并及时

（两小时内）向辐射防护领导机构及当地环保、卫生、公安等职能部门报告。 

2、辐射防护领导小组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组织人员将应急处置器材

运往现场，并妥善处理受辐照人员，如发生人体受超剂量照射事故时，应当迅速安

排人员接受医学检查或者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救治。 

3、相关职能部门赶赴现场后，应认真配合公安机关、环保部门进行调查、侦破。 

4、如果发生事故，应当承担处理辐射事故的各种费用；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 

⑷ 事故报告和评估 

辐射事故责任报告单位及人员发现或获知辐射事故时，应在 2 小时内向市级环

境保护行政部门报告，并逐级上报。 

辐射事故的报告主要包括：辐射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人员受害情况、

受害面积及程度、辐射事故潜在的危害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一旦有辐射事故发生，应及时处理，严格按辐射事故处理规定等要求，同时上

报主管部门及环保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以减少和控制事故的危害影

响，并接受监督部门的处理，使辐射影响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各级辐射事故应急联系电话： 

广州市环保局花都区受理电话：12345（24 小时） 

广东省环保热线：12369 

广东省卫生厅疾控中心：020-84451025 

公安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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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13.1 代价利益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拟在海关监管区新建 1 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集装

箱检查系统，以满足花都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查验速度和质量检测需要。该车载式移

动集装箱检查系统由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与生产，通过准直器形成 X 射

线扇形窄束对货物扫描成像后得到物体内部不同密度物质的分布图像，从而区分出

货物中是否掺杂有错报、违禁、危险品等而达到货物查危的目的，适合花都海关对

集装货物/车辆安全检查的实际需要。 

从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本项目采用了先进的设备，制定

有效的辐射防护措施，辐射实践影响将控制在可合理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项目

建成后将为花都海关车辆检查提供技术支持，以较小的环境损失获得较大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花都海关对海关监管区新建项目的辐射实践经过充分论证，权衡利弊，该项目

所带来的社会总利益大于为其所付出的代价（风险），同时加强对核技术项目的管理，

合理控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该项目的实践获得的利益远大于辐射所造成的损害，

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关于辐射防护“实

践的正当性”的要求。 

13.2 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 

花都海关拟在海关监管区新建 1 台车载式移动集装箱检查系统，防护设施和措

施考虑了周围场所的防护与安全，对工作人员和公众影响满足国家相关规定，因此

从辐射安全与防护方面论证，项目基本合理可行。 

13.3 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对花都海关新建项目辐射防护设施分析、理论分析、类比分析，项目建设

正常运行后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的相

关技术要求。花都海关通过对检查场所进行分区管理，划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限

制人员的活动范围，从而达到限制人员受照射剂量的目的。辐射工作人员、司机及

建设后场所周围的公众可能受照有效剂量均低于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而设定的本项目的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的年平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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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人员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 

本评价项目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和有关安全操作要求，在进一步落实本评价报告

所提出的以上各项辐射防护措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能符合辐射环境保护的要求，

从辐射安全与防护和环境保护角度论证，花都海关新建 1 台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

集装箱检查系统项目是可行的。 

13.4  建议和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花都海关针对新建项目制定了各项监测计划和污染防止措施，

符合使用场所的辐射防护、安全操作以及防护监测的相关要求。针对评价项目实际

情况，花都海关必须进一步落实以下辐射防护措施： 

（1）辐射防护和环保设施严格执行“三同时”的要求，建设时保证施工质量。 

（2）需要制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并张贴在醒目

的位置，操作人员要切实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检查系统。 

（3）严格执行检测/检查制度，确保检查系统的安全联锁装置和联锁程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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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  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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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现场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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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测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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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类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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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部分辐射工作人员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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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相关的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花都海关花都港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辐射 

防护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花都海关花都港的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的监督管理，促进射线装置

的安全使用，保障人体健康，保护环境，结合肇庆海关新港监管科射线装置的具体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射线装置，是指花都港配备的 MT1213DE 车载式移动大型

集装箱检查设备。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辐射防护，是指为防止射线装置电离辐射对有关人员及周边环

境产生有害作用而采取的管理措施。 

第四条 辐射防护实行成立专门的辐射防护管理机构并配备辐射防护管理员的管理

模式。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成立花都港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

通关监管业务的副关长担任，小组成员为花都码头监管科、办公室有关人员。花都港大

型集装箱检查设备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射线装置的辐射安全防护工作的指

导、监督、检查，并对外代表花都海关与环保等部门进行业务协调。 

第六条  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主要职责  

组长：郭广萍副关长 

成员：古斌、汤海宜、邵云霄（联络员）、袁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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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0-86861477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花都港射线装置的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执行国家有关法规、标准； 

2.负责制定辐射防护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管理规定，并监督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执

行；  

3. 保障射线装置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的条件；  

4. 负责检查射线装置辐射工作人员的综合管理； 

5. 负责组织意外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并按规定向环保行政部门及公安部门报告；  

6.对辐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辐射防护安全教育；  

7.负责组织检测射线装置外围环境的辐射剂量，并记录检测结果；  

8. 按照环保行政部门的要求组织辐射工作人员按时到指定医院进行健康检查，并

建立健康档案； 

9.组织辐射工作人员接受经环保行政部门认可的单位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按期

（每 90 天）收发剂量计，监督个人剂量计的佩带情况，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10. 负责组织辐射工作人员接受环保行政部门的定期辐射防护培训；  

11.现场需要时，负责实时辐射剂量检测工作；  

12. 负责辐射剂量仪器的检查与校准工作； 

13. 其它与辐射防护相关的工作。 

 

第三章  健康管理 

 

第七条  射线装置的所有操作人员属于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前，须取

得环保部门认可的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持证后方可从事射线装置的操作工作。 

第八条  申请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辐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满 18 周岁，经职业健康检查，符合辐射工作职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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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守辐射防护法规和规章制度，接受个人剂量监测； 

（三）掌握辐射防护知识和有关法规，经培训﹑考核合格； 

（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和相应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 

第九条  取得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辐射工作人员，每四年接受一次再培训及考

核。 

第十条  辐射工作人员调离辐射工作岗位时，在调离之日起 30 日内，交回辐射安

全培训合格证书给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到环保行

政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一条  辐射工作人员要妥善保管自己的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若不慎遗失，

应立即向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写出书面报告申请补发。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在 30 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环保行政部门申请补发。 

第十二条  辐射工作人员必须佩戴环保行政部门认可的个人剂量计，接受个人剂量

监测。 

第十三条  辐射工作人员必须经指定医疗机构职业健康检查并符合相应健康标准

后方可上岗，上岗后每年进行一次职业健康检查，必要时可增加检查次数。 

第十四条  历次医学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须通知本人，辐射工作人员享有查阅

和复制本人医学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的权利。 

第十五条  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为辐射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健康档案，详细记

录历次医学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个人健康档案应当长期保存。辐射工作人员调动

时，个人健康档案将随其转给调入单位保存。 

第十六条  辐射工作人员的保健津贴、保健休假、健康疗养、职业病防治等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现场科室不得安排孕期及哺乳期的妇女从事辐射工作；对于职业健康检

查中发现不宜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调离辐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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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剂量监测 

 

第十八条  现场科室每半年组织对射线装置外围环境剂量进行一次定点监测。    

第十九条  辐射工作人员必须佩带个人剂量计，每 90 天对剂量计进行一次监测。 

第二十条  人员剂量限值应达到环保部门的剂量管理目标要求：辐射工作人员有效

剂量低于 5mSv/年，公众平均剂量低于 0.25mSv/年。 

第二十一条  辐射工作人员历次剂量监测结果须通知本人，辐射工作人员享有查阅

和复制本人剂量监测结果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个

人剂量档案应当长期保存。辐射工作人员调动时，个人剂量档案将随其转给调入单位保

存。 

第二十三条  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本单位场所及人员的监测结果进

行分析评价，有关监测情况及监测数据，纳入年度辐射防护管理工作总结。 

 

第五章 安全操作规程 

 

第二十四条  根据射线装置的实际情况，另行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辐射工作人员岗

位职责等管理规定。 

第二十五条  安全操作规程按要求包括下列内容： 

（一）射线装置使用前的准备工作； 

（二）射线装置正常使用的操作步骤； 

（三）发生异常情况的应急措施； 

（四）安全联锁设施的管理与使用； 

（五）射线装置维修注意事项； 

（六）其它需列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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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辐射事故管理和应急措施 

 

第二十六条   辐射工作人员必须充分重视并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指导思想。 

第二十七条  辐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岗前培训、职业体检、持证上岗、剂量监测；

严格执行各项操作维修规定；未经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书面批准，任何人无权擅

自更改操作和维修程序，以杜绝人为因素而导致辐射事故的发生。 

第二十八条  按要求应当在射线装置使用现场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和警告标

志，必要时设专人警戒，防止发生人员误入的情事。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辐射事故是指射线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异常情况，可能

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第三十条  发生辐射事故后，现场工作人员必须立即电话报告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联络员，联络员接到电话后必须立即报告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辐射

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须在辐射事故发生后 2 小时内，按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关程序

要求书面向广州海关报告有关情况。 

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组长：郭广萍副关长 

成员：古斌、汤海宜、邵云霄（联络员）、袁大勇 

应急联系电话：020-86861477 

第三十一条  发生辐射事故后，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向环保行政部门及公安

部门报告，并协助有关部门调查事故原因、事故后果。 

第三十二条  发生辐射事故时，必须立即按下射线装置的急停按钮，或拉动紧急

拉绳，必要时应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迅速退至安全区域。 

第三十三条  应急程序：发生辐射事故时，辐射工作人员应第一时间切断加速器的

电源或按下急停按钮，第一时间停止加速器的出束，再封闭现场，防止事故的进一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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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蔓延，并及时（两小时内）向辐射防护领导机构及当地环保、卫生、公安等职能部

门报告。发生辐射事故后，应立即将可能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员送至指定医院进行医学检

查和治疗，或者请求医院立即派人赶赴事故现场，采取救治措施。 

第三十四条  凡发生辐射事故，辐射防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在提出调查报告的同

时，提出处理意见，报告广州海关。 

应急联系电话：020-86861477 

广东省环保热线：12369 

公安局：110 

广东省卫生厅疾控中心：020-84451025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花都海关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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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一﹑系统运行前准备工作 

1． 系统辐射监控区边界外应挂有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安全操作规章制度，以警

示人员在加速器出束时不能进入监控区。 

2． 辐射安全员应每天检查上岗人员是否佩戴好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仪，

并负责检查个人剂量报警仪能否正常工作。 

3． 辐射安全人员检查辐射防护监控区边界布放的红外报警仪能否正常工作。 

4． 系统操作人员负责调节好摄像机镜头方向，使之能够观察到整个监控区的情

况。 

5． 辐射安全员应每天检查设备的辐射安全设施状态（主要包括声光报警、广播、

摄像监控、门联锁、急停等能否正常工作），任何辐射安全设施不能正常工作时，加速

器不允许出束。 

6． 每次出束前，辐射安全员负责指挥所有人员撤离辐射监控区，并进行巡查以

防止有人员滞留辐射监控区。 

7． 每次出束前，操作人员还必须以当地适宜的语言进行广播，再次提醒所有人

员撤出监控区。 

二﹑系统运行注意事项 

1． 出束安全联锁钥匙、所有进出辐射监控区的门钥匙、所有急停恢复钥匙及一

台剂量报警仪必须串连在一起，组成钥匙连锁串，任何情况下，不允许解除钥匙连锁串。 

2． 负责指挥被检车辆进出的管理人员，应随身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 

3． 在加速器出束前，所有人员撤出监控区后，控制台操作员需要通过广播，发

出 “准备出束，请注意”的语音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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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扫描工作过程中，控制台操作员通过摄像装置观察扫描通道内的情况，

当发现有人员误入监控区时，操作员可以通过广播发出要求人员迅速撤离的命令；如果

警告无效，操作员应立即停止加速器出束。 

5． 扫描大厅内为辐射控制区，任何人进入辐射控制区都必须携带个人剂量报警

仪。 

6． 拖车司机严格听从指令，驾驶被检查货车驶入和驶出扫描大厅。 

7． 在加速器上电期间，监控区内无待检车辆和人员时应封闭辐射监控区。即出

入口处挡杆应始终处于放下状态，以防止无关人员闯入监控区。 

8． 系统检查过程中，操作员要通过监视器观察扫描通道内的情况，若发现紧急

情况要迅速按下控制台“急停”按钮，停止出束。 

9． 系统停止工作后，负责人应妥善保管好钥匙连锁串，以防止未经许可的使用。 

三﹑维修注意事项 

1． 检查系统发生故障紧急停机后，在未查明原因和维修结束前，操作人员不得

通过控制台重新启动加速器。 

2． 维修前必须先在系统控制台上放置维修提示牌。 

3． 维修人员进入辐射控制区，必须先取走加速器安全联锁钥匙，并确认加速器

已停止出束；进入监控区时，先用剂量报警仪检查加速器是否正在出束。 

4． 维修人员进入控制区时，必须至少携带两台剂量报警仪。 

5． 维修加速器时，必须至少有两人同时在场。 

6． 特殊情况下，需要解除安全联锁时，必须有系统负责人的书面许可，工作完

毕后，立即恢复安全联锁，并经系统负责人检查签字认可。 

7． 维修结束后从系统控制台取走维修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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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必须认真填写维修记录。 

 

 

 



                                                                     

 

附图 1 花都海关新建项目设计图纸 

1、布局图纸 

 

 



                                                                     

 

 

 



                                                                     

 

2、控制室设计图纸 

 

 

 

 

 

 

 

 

 

 



                                                                     

 

 

 

 

 

 



                                                                     

 

4、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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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目标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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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数量 

影响程度 

(严重、一

般、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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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切隔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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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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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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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地增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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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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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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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湿地 

 

--------      --------  

 

风景名胜区 

 

      --------  

 

世界自然、人文遗产地 

 

--------      --------  

 

珍稀特有动物 

 

     --------   

 

珍稀特有植物 

 

     --------   

 

     

类别及形式 

 

占用土地 

（hm2） 

基本农田 林  地 草  地 其  它 

移民及拆迁 

人口数量 

工程占地 

拆迁人口 

环境影响 

迁移人口 
易地安置 后靠安置 其它 

临时占用 永久占用 临时占用 永久占用 临时占用 永久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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