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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结构设计与施工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structure for medical building radiotherapy center
罗玉龙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随着放射性同位数在医疗方面应用的不断增多，医疗建筑放疗中心的防辐射工程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做好放疗中心的防辐射结构设计与施工可以避免辐射对人体造成伤害。本文对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结构的
设计与施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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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pplication of the same number of radia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the radiation protection
engineering of medical building radiotherapy center has also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adiation protection
structur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adiotherapy center can avoid radiation damage to human body.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radiation-proof structure of medical building radiotherapy center are briefly analyze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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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院中的很多设备都会产生辐射，主要有影像诊断设
备和放射治疗设备，其产生的辐射有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
电离辐射的波长短，能量高，频率高，比如带电高速粒子α
粒子、β粒子以及质子，而不带电粒子有γ射线、χ射线及中

子等。而国标GB1887-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中都对于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有效剂量有明

2）运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将酥油花艺术品保护区域
内各种状态信息进行多点采集、无线连接、集中处理，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将无线传感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和互联网
相结合，可以实现艺术品状态信息的远程、多点、实时智能
监控，避免非法入侵、异常报警等情况的发生，可以有效的
保护酥油花艺术作品。
3）对作品的所有信息进行数字化整合，利用网络服务
平台和手机 APP进行宣传和市场推广，藏传佛教信徒和艺
术爱好者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和手机 APP了解艺术品的
相关信息。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门独特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4）酥油花雕塑艺术创作对艺人的艺术素养要求很高，
对身体的损伤比较大。需要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和教育，
通过宗教信仰，增加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身价值实现
感。通过艺术教育，提高艺人们的艺术修养，提高作品质量。
可鼓励艺僧制作一些小型作品，通过市场推广让藏传佛教
信徒和艺术爱好者把艺术品买回进行供奉，整套电子设备
也相应的拓宽了市场。这样不仅能够扩大艺术品的欣赏范
围，也可以增加艺人的经济收入，改善艺人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从而有更多的人愿意传承这门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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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规定，其中职业照射不得高于 20msv/a，公众照射不得
高于 1msv/a，否则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必须对辐射
源头进行射线防护，防止医护人员以及患者，还有周围的公
众受到辐射危害。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工程的专业性
强，因此，需要设计和施工人员对辐射防护工程进行深入
的分析研究。本文主要从防辐射材料的选择，主要为混凝
土材料的选择，以及施工中搅拌、振捣、浇筑以及养护等环
节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对放疗中心防辐射工程进行了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
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我国文化遗产构成的核心和结晶。
当下，我们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
效的保护。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文化自信上的
优良传统，使文化自信不断进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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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的辐射防护分析

医院中的辐射有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针对这两种辐
射产生了两种防护工程，分别为射线防护工程和电磁屏蔽
工程。其中射线防护工程是针对核素治疗场所、产生γ射线、
χ射线的场所以及放射性污水处理场所。而电磁屏蔽工程
则是为了屏蔽隔离磁、射频。而从工程方面可将防护工程
分为结构型和装饰型，其中结构型主要是对直线加速器和
伽马刀等设备的房间进行的防护工程，要求与结构工程同
时进行。而装饰型是对CT、核磁等房间进行防护，是与装
饰工程相互配合完成的。

2

医院防护工程的实施要点分析

本文主要从防护材料的选择和施工工艺来对医院防护
工程的实施要点进行分析研究。
首先是防护材料的选择，防护工程的材料选择主要考
虑材料的防护性能、造价以及施工工艺，而衡量材料防护
性能的主要指标是铅当量，一般 10cm的混凝土铅当量为
1mm，而 10cm的含钡混凝土铅当量约为 2mm，在确定防护
材料的厚度时主要考虑其铅当量。医院防护工程中常用的
材料有混凝土、硫酸钡水泥、铅板和反辐射涂料等。针对不
同房间要选择不同的防护材料。而对于一些低能辐射的区
域则可采用混凝土、硫酸钡水泥等材料来进行防护。防护
窗则采用铅玻璃窗，其尺寸则根据不同区域有相应的规定，
其中透视室和CT室的观察窗不小于 0.8×0.6m，照相室的
不小于 0.6×0.4m。而防护门则需要内衬铅板，中子辐射还
需增加石蜡防护层，放射防备机房房门不小于 1.2×2.8cm。
电磁屏蔽工程的材料一般为金属板材和网材。
其次是施工工艺，射线放射源除了主射线方向外，其他
方向同样会有散射线，因此需要对房间进行六面防护处理。
金属板材可以对电磁波进行吸收、界面反射以及板内发射，
减弱电磁波的能量，起到屏蔽作用，因此，需要对防护区域
制作一个连续的，且接触良好的六面壳体。射线防护工程
中一般采用自攻钉固定铅板，但是由于铅板质量较重，为了
防止其在使用过程中下坠影响防护效果，可以采用钉贴法，
主要是在龙骨上粘贴一层高强度的板材，再将铅板粘于其
上，再用钉子进行固定，对于泄露点还需要用铅板进行封
闭。电磁屏蔽区域主要采用模块拼接，将铜板固定在木框
架上，然后制作成相应尺寸的模块，再通过螺栓进行固定
拼装，焊接缝隙。模块拼装方式可以自由拆卸组装，进行
工厂化预制，缩短施工周期。

3 医疗建筑放疗中心防辐射结构设计
与施工分析研究
放疗中心的防辐射施工主要包括CT机房和加速器机
房的门窗、墙体、地面和顶棚等六面防护，本文将从原材料
的选择以及施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来对其防辐射工程进行
简要的分析。
首先是原材料的选择，放疗中心的防辐射结构通常是

采用混凝土建造，但是混凝土本身的导热性较差，很容易
吸收射线的能量而产生过热现象以及过大的热应力，进而
导致混凝土屏蔽层产生裂缝，失去屏蔽能力。因此在混凝
土材料选择，包括了水泥、粗骨料、细骨料和外加剂时要
非常注意。在选择水泥时主要考虑其耐热性能、结合水的
能力以及相对密度等对水泥硬化后防辐射能力影响较大
的因素。另外为了控制混凝土产生裂缝，需要采用C3A含
量较低的水泥，以此来降低水泥的水化热。一般要求采用
GB/T12959《水泥水化热试验方法》检测，水泥 3d、7d的水
化热不得大于 240KJ/kg和 270KJ/kg。粗骨料的选择可以依
据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测方法标准》，
选择粒径较大、抗压强度高、级配良好的石子，这样可以减
少水和水泥的用量，降低水泥水化热，进而降低混凝土的
温升。由于放疗中心主要需要屏蔽X射线，因此需要混凝
土的表观密度高，且有一定的结晶水含量，所以在选择细
骨料时要考虑结晶水的含量。由于放疗中心的防辐射工程
均属于大体积混凝土，因此需要延缓水泥的水化放热速度
以及热峰值的出现时间，进而推迟混凝土的凝结硬化速度，
避免因为混凝土早期抗拉强度较低产生裂缝，所以需要添
加缓凝高效减水剂。
其次是施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一重晶石防辐射混凝
土的单方容重较大，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考虑设备的载荷
能力，每盘搅拌量按普通混凝土的 60%～70%计算，约为
0.6~0.7m3。二因为重晶石强度低、脆性大，因此，搅拌时间
应控制在 40-50s，在进行墙体和顶板浇筑时要一次完成，
不能有施工缝，防止射线穿过。三重晶石混凝土的密度大
导致其泵送距离小于 50m，否则会发生管道堵塞，另外要用
草包覆盖甭管，并保持湿润，避免运输过程中出现温度升
高。四为防止混凝土离析，导管和浇筑面的高度小于等于
2m，同时要分层下料和振捣来确保混凝土振捣密实，每层
的浇筑厚度在 300mm左右，并在下层初凝前进行上层的浇
筑。五采用斜面分层法浇筑，二次振捣，在进行上层振捣
时振动棒位置要插入下层混凝土 50mm以上，确保散热和
整体性；浇筑到端部时，要从端部向中间浇筑，将表面的沁
水和浮浆通过预留孔流出。六振捣过程中振捣棒的位置要
成梅花点布置，间距 500mm，时间 15-20s，快插慢抽，表面
出浆即可，振捣过度会导致粗骨料下沉，影响防辐射性能。
七混凝土的养护也非常重要，顶板表面覆盖湿草帘，并且
浇水养护不少于 14 天，墙板覆盖湿布，并保持湿润，封堵门
洞，防止散热过快。确保养护温度在 7 天内大于等于 10℃，
相对湿度＞ 90%。后期养护直接影响着混凝土中结合水的
含量，进而影响其防中子射线的能力。因此，要注重混凝
土的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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