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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型综合医院放疗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剂量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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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近年来放疗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剂量的变化趋势，
并进行特征分析，
为医务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对 2016~2019 年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放疗工作人员的年个人受照剂量进行统计分析，
其中 2016~2019 年
纳入统计的人次分别为 59、
60、
63 和 65。按照工种、
职称、
工龄和性别进行特征分析。结果：2016~2019 年放疗工作人员
年个人受照剂量中位值分别为 0.703、0.447、0.202、0.226 mSv。总体来看，放疗技术员受照剂量稍高于放疗医师和物理
师，
男性放疗工作人员受照剂量高于女性。结论：近年来，
放疗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剂量出现明显下降，
要更加重视放疗
技术员的辐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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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in a large general hospital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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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 trends of 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in recent
years, and to carry out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dical management. Methods During 2016 and
2019, the 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s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i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re were 59, 60, 63 and 65 persons in 2016 to 2019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fter the persons were grouped by the type of work, professional title,
working age and gender. Results The median of 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in 2016 to 2019
was 0.703, 0.447, 0.202 and 0.226 mSv, respectively. In general, the radiation dose to radiation therapists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to physicians and physicists, and the radiation dose to male radiotherapy personnel was higher than that to female.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has a significant declin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of radiation therapists.
Keywords: general hospital; radiotherapy personnel; radiotherapy;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ndividual dose

前 言

工 作 人 员 的 平 均 年 个 人 受 照 剂 量 为 0.5 mSv［1］。

2008 年 ，联 合 国 原 子 辐 射 效 应 科 学 委 员 会
（UNSCEAR）报告 2000~2002 年间全球医疗相关放射

1990~2000 年，我国医疗相关放射工作人员的该剂量
水 平 从 2.16 mSv 下 降 到 1.16 mSv，呈 持 续 下 降 趋
势［2］；到 2016 年，该剂量则进一步降低到 0.35 mSv，
且超过 94.5% 的医疗相关放射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
剂量低于公众的 1 mSv 限值［3］。近 10 年来，随着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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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不断迭代，钴-60 治疗机已基本被淘汰，国内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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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主要以外照射为主。但近阶段针对放疗工作
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监测方面的报道少见，故本文
拟对大型综合医院放疗工作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进
行分析，供同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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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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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v）。个人剂量监测参照 GB18871-2002《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当放射工作人员

1.1 监测对象

的年受照剂量低于相应限值时，职业性外照射个人

选取 2016~2019 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

监测得到的个人剂量当量 H（10）
可直接视为有效剂
p

科的放疗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其中 2016~2019 年纳

量。对于放射工作人员的年个人受照剂量小于 5 mSv

入统计的监测人次分别为 59、60、63 和 65，合计 247

时，记录个人剂量监测的结果，达到或超过 5 mSv 的

人次。纳入统计分析对象的标准：
（1）2016~2019 年
就职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的工作人员，
包括放疗医师、物理师和技术员；
（2）规范佩戴个人

工作人员则需要进行调查。本研究中尚无剂量超标
对象，最大年个人受照剂量为 3.551 mSv。
1.4 统计学处理

剂量计；
（3）长期请假、出国的人员不纳入；
（4）下半

使用 STATA 13.0 软件和 GraphPad Prism 8.3.0 软

年新入职人员不纳入当年统计。

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于偏态性计量资料，采用

1.2 仪器设备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进行统计描述，两组独立样本间

所有放疗工作人员在放射工作场所均正确佩戴热
释光个人剂量计，
热释光材料为氟化锂［LiF(Mg, Cu, P)］，
其组成接近等效的组织材料，具有较好的能量响应。

统 计 分 析 采 用 威 尔 克 逊 秩 和 检 验（Wilcoxon rank
sum test），多组间统计分析采用克鲁斯卡尔-沃利斯
检验（Kruskal-Wallis rank test），克鲁斯卡尔-沃利斯

剂量计为徽章式小型塑料盒，热释光薄片嵌于塑料盒

检验后再进行多重比较。检验水准 α=0.05，P<0.05

内。检测仪器为 RGD-3B 型热释光剂量仪。检测项目

为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为 X、
γ、
β 累积剂量，
检测方法为热释光测量。热释光个
人剂量元件在检测后退火，可以重复使用。

2 结 果

1.3 剂量监测

2.1 2016~2019 年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个人剂量监测严格遵循 GBZ128-2002《职业性外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16 年放疗工作人员的年个

照射个人剂量监测规范》，放疗工作人员的个人热释

人受照剂量中位值最高，为 0.703 mSv；2017 年次之，

光剂量计送检频次为每 2 月 1 次，检验部门为复旦大

为 0.447 mSv，但 该 年 度 年 个 人 受 照 剂 量 最 大 值 为

学放射医学研究所，由该部门出具放疗工作人员个

3.551 mSv，居 4 个 年 度 最 高 ；2019 年 度 中 位 值 为

人受照剂量报告。将每年 6 次的个人受照剂量进行

0.226 mSv，略高于 2018 年度，且该年度无人员年受

累加，累积值即为年个人受照剂量，单位为毫希沃特

照剂量超过 1 mSv。

表 1 2016~2019 年放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mSv/年）
Table 1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 monitoring results of radiotherapy
personnel from 2016 to 2019 (mSv/year)
年份

监测人次

中位数

四分位数（P25, P75）

最大值

最小值

2016

59

0.703

（0.357, 0.769）

1.553

0.171

2017

60

0.447

（0.354, 0.535）

3.551

0.099

2018

63

0.202

（0.154, 0.260）

1.092

0.042

2019

65

0.226

（0.184, 0.303）

0.605

0.063

2.2 不同年份年个人受照剂量比较
如图 1 所示，2016~2018 年，放疗工作人员年个人
受 照 剂 量 出 现 明 显 下 降 ，下 降 趋 势 最 陡 峭 ；2018~

2.3 不同工种、职称、工龄和性别放疗工作人员个人
受照剂量比较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不同工种、
职称、
工龄和性别的

2019 年，年个人受照剂量表现为低水平平稳趋势。

放疗工作人员自 2016 年至 2018 年，
年个人受照剂量均

对不同年份之间进行多重比较，2016 年与 2017 年、

有快速下降；2018~2019 年，年个人受照剂量在较低水

2018 年与 2019 年放射工作人员之间年个人受照剂量

平趋于平稳。图 2a 显示在 2018 年医生、物理师和技术

无统计学差别（P>0.05）；2016 年与 2018 年、2016 年与

员年个人受照剂量不全相同，
P=0.043，
其中，
医生、
物理

2019 年、2017 年与 2018 年、2017 年与 2019 年之间年

师和技术员年个人受照剂量中位值分别为0.202、
0.154、

个人受照剂量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0.213 mSv，经多重比较，该年度医生与物理师、医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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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之间年个人受照剂量无统计学差异（P>0.05）；
物

年个人剂量中位数/mSv

0.8

理师和技术员之间年个人受照剂量有统计学差异

0.7

（P=0.039）。图2b显示不同职称人员在不同年份年个人

0.6

受照剂量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图 2c显示 2016 年

0.5

工龄在 1~5 年、
5~10 年和 10 年以上 3 个组工作人员年个

0.4

人受照剂量不全相同，
P=0.030，
其中，
工龄在1~5年、
5~10

0.3

年和 10 年以上的 3 个组年个人受照剂量中位值分别为

0.2

0.688、0.759、0.555 mSv，经多重比较，该年工龄在 1~5

0.1
0

年与 5~10 年、1~5 年与 10 年以上组别之间无统计学差
2016

2017

年份

2018

异（P>0.05），工龄 5~10 年与 10 年以上两组年个人受照

2019

剂量有统计学差异（P=0.036）。图 2d显示男性放疗工

图 1 2016~2019 年放疗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剂量及年份间多重比较
Figure 1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s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from 2016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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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表现出统计学差异（P=0.017），该年男性和女性年个
人受照剂量分别为 0.219 和 0.176 mSv。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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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工种、职称、工龄和性别的放疗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剂量比较
Figure 2 Comparison of annual individual radiation doses to radiotherapy personnel after be⁃
ing grouped by type of work, professional title, working age and gender
*P<0.05

3 讨 论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受照剂量监测与管理始终是医
院防保工作的重点，
根据《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放射诊
疗工作可以依照诊疗风险与技术的难易程度分为 X 线
影像诊断、
介入放射学、
核医学和放射治疗等几大类［4］。
本中心放疗工作人员接触的射线与其他医疗放射工作

不同，
直线加速器产生的是兆伏级 X 射线，
X 线模拟定
位机和 CT 模拟定位机产生的是千伏级 X 射线，
放疗工
作人员受到的辐射危害主要包括不同能级 X 射线产生
的辐射危害、
中子的辐射危害［5］、
感生放射线的辐射危
害以及非辐射危害的因素等。自 2017 年起，
放疗科停
用15 MV X 射线，
治疗计划以6 MV X 射线为主，
这一因
素可能是放疗科全体工作人员年个人受照剂量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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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另外，
能量超过 10 MV X 线容易产生中子，
增加辐射防护的难度［6-7］。对于加速器机房迷路以及防
护门，
除了要考虑 X 射线的泄漏和散射，
还要考虑中子
散射的屏蔽，
以及迷路的墙壁因俘获中子而产生 X 射线
的辐射危害。感生放射性的辐射危害同样是放疗工作
人员个人受照剂量的重要来源，
感生放射性影响的主要
是进入机房摆位的技术员以及加速器的维修人员。放
疗技术员是放疗计划的执行者，
直接操作放疗机器，
需
要进入机房对每位患者进行摆位，
因此，
年个人受照剂
量高于放疗医生和物理师。另外，
男性放疗工作人员的
年个人受照剂量高于女性，
且在 2018 年度两者具有显
著统计学差异，
这可能与放疗技术员男性占比较高有关。
空气的辐射分解会产生臭氧和氮氧化物，
称为非辐射危
害，
其对人体的危害途径主要以吸入为主，
其中臭氧的
［8-9］
毒性最高 。因此，
治疗机房内的通风换气十分关键，
治疗机房内每小时换气次数不应低于 4 次。
从本文研究数据来看，近年来放疗工作人员辐射
防护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但仍有必要优化和减少职
业辐射暴露［10］。辐射防护中，外照射的防护方法主要
是时间防护、距离防护和屏蔽防护。提高放疗技术员
对机器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患者治疗前做好充分准
备，可以减少技术员在机房内的逗留时间；另外，照射
完毕后放疗技术员需要进行充分等待再进入机房，这
几方面均可以起到时间防护作用。距离防护上，笔者
认为若摆位条件允许，技术员在摆位中可适当增加其
与加速器机头间的距离。屏蔽防护上，放疗工作人员
尤其是放疗技术员可以穿戴个人防护用品。但也有学
者认为加速器工作人员仅仅穿戴铅围裙是不能起到预
期防护作用，
相反可能会增加受照剂量，
工作人员在进
入加速器机房时要尽量避免佩戴有金属物质的配饰和
衣服配件［11］。除此之外，
放疗物理师在计划设计时，
在
光子能量选择上要充分考虑肿瘤的治疗深度以及选用
的高能射线可能造成的辐射环境危害。
放射工作人员的眼晶状体和腺体是辐射的敏感靶
器官。近期有研究报道医院放射工作人员晶状体浑浊、
视疲劳和干眼发生率要明显高于普通医务人员［12-13］。
长期接触低剂量电离辐射可引起放射工作人员的甲状
腺损伤［14］。放疗工作人员在严格执行定期体检制度的
同时，
放射防护管理部门应根据其健康状况及时做出
“是
否可继续从事原放射工作”
的研判。从管理角度而言，
放射防护管理部门如医院防保科，
还要进一步加强放射
防护和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以及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
检的监督，
增加辐射监测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的配置［15］。
放射治疗射线装置种类繁多，本文的局限性在于
放疗科所涉及的数据仅限于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和螺
旋断层放疗系统以及 CT 和 X 线模拟定位机，
而伽马刀、
质子重离子加速器以及后装治疗机等工作人员的辐射
剂量可能与本报道结果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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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放疗工作人员个人受照剂量近年呈明显下降趋势，
放疗技术员需要进机房摆位，其个人受照剂量稍高于
放疗医生和物理师；男性放疗工作人员个人受照剂量
稍高于女性。医院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放疗工作人
员的放射防护，尤其是放疗技术员的放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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