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标准主要部分如铅当量数值的规定和等级划分 铅围裙号型尺寸选择等 采用了日本工业标准

射线防护围裙 防 射线材料主要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如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硬度 撕裂强度 采用了日本工业标准 射线屏蔽用含铅橡胶板与含铅聚氯乙烯板

技术指标 其他指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 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技术指标还参考了德国 英国

相关标准 并考虑到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年第 号建议书对职业照射剂量限值的新规

定 该规定将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剂量由过去每年 减为 年平均每年 并要求其中任何一

年内都不得超过 提出的防护原则及规定是目前世界各国制定自己辐射防护标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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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射线防护服的定义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和使

用

本标准适用于铅橡胶 铅塑料和其他复合材料制作的供接触 射线人员穿用的防护服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硫化橡胶和热塑性橡胶拉伸性能的测定

硫化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 裤形 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

硫化橡胶邵尔 硬度试验方法

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塑料邵氏硬度试验方法

劳动防护服号型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前后两面型 射线防护服

前后两面均有防护材料的 射线防护服

铅当量

在相同照射条件下 具有与被测防护材料等同屏蔽能力的铅层厚度 单位以 表示

产品分类及规格

分类

按铅当量大小分类

型 型 型

按品种款式分类

衣 裤 大褂 围裙 背心 颈套 帽等

规格

射线防护服控制部位尺寸按 规定选用

射线防护围裙号型尺寸应符合表 规定



表 射线防护围裙号型尺寸

型 号
尺 寸

长 宽

大

中

小

注 长 宽指围裙最短和最窄处尺寸

其他种类防护用品按供需双方协议规定执行

技术要求

防护材料外观不得有孔隙 裂痕 气泡 异物和凹凸不平等影响性能的瑕疵

射线防护服的铅当量应符合表 规定

表 射线防护服铅当量分类

种 类

铅当量及等级
允许误差

前面型 射线防护服

前后两面型 射线防护服
前面

后面

射线防护服选用材料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射线防护服材料物理性能

项 目
材 料 种 类

铅橡胶 铅塑料和其他复合材料

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断裂伸长率

扯断永久变形

硬度 邵氏

撕裂强度

射线防护服表面和内衬应有不含铅的橡胶 塑料或易于清洗和消毒的织物覆盖层 避免使用者

直接与含铅防护材料接触

试验方法

外观质量检验

在正常自然光或 光源条件下用目视方法观察

规格尺寸检验

用刻度精确到 的量具检验

物理性能试验

拉伸强度 扯断伸长率 扯断永久变形检验

铅橡胶按 的规定进行 采用哑铃状 型试样 试验拉伸速度 铅

塑料按 的规定进行 采用 型试样 试验速度



硬度检验

铅橡胶按 的规定进行 铅塑料按 的规定进行

撕裂强度试验

铅橡胶按 的规定进行 采用无割口的直角形试样 拉伸速度为

铅当量检验

采用标准铅片替代法 用电离室式 射线照射量测定仪进行测量 试验装置及条件见图 图 和

表

射线管 限束装置 试样或标准铅片

屏蔽板 射线剂量仪 墙壁或地面

射线管 限束装置 屏蔽板 试样或标准铅片

射线剂量仪 墙壁或地面

图 用宽束时的试验装置 图 用窄束时的试验装置

表 铅当量试验条件

射线束种类

宽束条件

窄束条件

铅当量均匀时

射线束的宽度

射线源与试样的距离

试样与剂量仪中心的距离

从剂量仪中心到后方墙壁或地面的距离

屏蔽板与试样的距离

用于试验的 射线束应是宽束 当试样较小或试样铅当量均匀时 可用窄束

射线机高压发生装置应满足试验管电压要求 输出稳定 其试验管电压波动百分率在 以

下

用于管电压在 以下的 射线防护用品 其试验管电压为 总过滤在



以上的条件下进行 用于电压在 以上的 射线防护用品 相应过滤铜片厚度如表 所示

表 射线机管电压与相应过滤铜片厚度

管 电 压 附加过滤铜片厚度

标准铅片纯度 厚度精度为

测量仪器的重复读数精度不得低于

用标准铅片进行测量时 选用的标准铅片不得少于三种厚度 且能全部覆盖被测样品铅当量的

数值

对样品进行测量时 每次不得少于三点 取其平均值 每点重复三次 取其最低值

测量经标准铅片或样品衰弱后的照射量率 用作图内插法求出样品铅当量

检验规则

射线防护服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产品必须经国家认定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符合本标准并获得产品检验合格证 生产许

可证方可生产和销售

出厂检验

产品成批量生产 每件产品都要按表 规定由生产厂质检部门进行检验

表 出厂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对应条款 不合格分类

射线防护服规格尺寸

防护材料外观

射线防护服表面和内衬

射线防护服标志

射线防护服包装

产品不合格判定

表 中 类有一项不合格 判定单位产品为不合格品

表 中 类有二项不合格 判定单位产品为不合格品

出厂检验的不合格品 允许重新整理再按本方案进行检验

型式检验

由国家认定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负责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须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产品转厂生产 试制定型鉴定时

正式生产后 如结构 材料 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正常生产时 每年检查一次

产品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型式检验应先进行出厂检验 从合格批中随机抽样 检查样品数量每种为两件

型式检验除包括出厂检验全部项目外 还必须对表 所列各项进行检验

表 型式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对应条款 不合格分类

防护材料铅当量

防护材料物理性能

产品不合格判定

类 类不合格判定 按本标准 规定执行

表 中 类有一项不合格 判定单位产品为不合格品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使用

每件产品应有如下标志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质量等级

铅当量

生产厂名称 厂址

每件产品应放入软袋中 再将软袋平装入木箱中 每个软袋中应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和使用说明

书 检验合格证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

生产厂名称 厂址

生产日期

检验员代号等

包装箱上应有如下标志

产品名称 规格 数量 等级 生产日期

体积 长 宽 高 重量 毛重 净重

执行标准号 编号

厂名 厂址及邮政编码

运输和贮存时切勿重压 日晒 雨淋 严禁与酸 碱 油 有机溶剂等腐蚀及溶解性物质接触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 贮存温度为 离地垫高 以上

产品在上述保存条件下 从出厂日期算起 产品的贮存期为一年 在贮存期内产品质量应符合本标

准要求 过期存放应重新抽检 合格后方可销售和使用

根据不同作业场所 射线强度的差异或按有关标准和规定 选择不同等级铅当量的 射线防护

服 使用后应挂在远离热源和避强光处 不得压成死折和损伤 射线防护服正常使用期限为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