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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北京蓝盾世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声迅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实拓科技有限公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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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禁限带物品安全检查工作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院禁限带物品安全检查工作的基本要求，安检区设置，安全检查设备设施、人

员配备，安全检查设备技术要求，安检服务企业和安检人员要求，安检实施以及处置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二级（含）以上医院的禁限带物品安全检查工作。其他医疗机构的安全检查工作

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2899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

GB 15208.1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 15208.2—2018 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 2 部分：透射式行包安全检查设备

GB 15210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

GB/T 19146 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仪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T 31458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A 69 防爆毯

GA/T 841 基于离子迁移谱技术的痕量毒品/炸药探测仪通用技术要求

GA/T 108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458、GB 5034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禁限带物品 prohibited and restricted articles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管理规定禁止或限制携带进入医院的物品。

3.2

安全检查 security check

以安全防范为目的，对进入医院或重点区域的人员及携带物品实施检查，防止禁限带物品进入

医院的活动。简称“安检”。

3.3

安检区 security check area

在医院配备相关技术设备、设施及人员等，对进入人员、物品实施安全检查的区域。

3.4

安检服务企业 security check service companies

接受医院委托，从事医院安全检查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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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检绿色通道 security check green channel

医院为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行动不便等人员设置的快速通行安检通道。

4 基本要求

4.1 医院应设置安检区，对进入医院或重点区域的人员及其携带物品实施安全检查。

4.2 医院安全检查工作应满足对禁限带物品进入医院安全管理的要求。医院禁限带物品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4.3 医院安全检查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并检验合格。

4.4 医院安全检查设备安装、调试应符合GB 50348的相关规定，其维护保养应符合GA 1081的相关

规定，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应符合附录C中表C.1、表C.2 、表C.3、表C.4的规定。

4.5 医院应选择具有安全检查资质的安检服务企业实施。

4.6 医院应制定安全检查应急预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5 安检区设置

5.1 医院安检区设置应依据医院出入口、门诊部、急诊部、住院部、行政办公区、车库等区域的布

局和就诊路线等因素确定，且应不影响紧急情况时人员的疏散要求。

5.2 医院门诊部、急诊部、住院部的入口应设置安检区。安检区宜设置在入口的室内区域。室内设

置不具备条件的，可在室外区域搭建专用安检大厅，安检大厅应符合相关建筑要求。

5.3 地下车库直接进入门诊、急诊、住院部的通道应设置安检区。

5.4 行政办公区的主要入口宜设置安检区。

5.5 医院应为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行动不便等人员设置安检绿色通道。

6 安全检查设备、设施和人员配备

6.1 安全检查设备配备

6.1.1 安全检查设备配备数量应依据场地限制、日均就医人数等因素确定。安检区安检设备配备数

量参见附录B。

6.1.2 安全检查设备配备种类符合下列要求：

a） 门诊部、急诊部、住院部的安检区应配备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通过式金属探测门、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和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等；在人流量大、空间受限的安检区宜配备上

下双通道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宜配备便携式炸药探测仪和防爆毯；

b） 地下车库的安检区应配备通过式金属探测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等安全检查设备；

c） 行政办公区的安检区应配备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等安全检查设备；

d） 安检区宜配备禁限带物品智能识别设备；宜设置安检信息管理系统，对安检设备进行联网

管理。

6.2 安全检查辅助设施配备

6.2.1 安检区应设置安检指示标识，引导人员接受安检，并明示禁止、限制携带物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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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安检区应设置硬质隔离护栏或软质隔离带等隔离疏导设施。

6.2.3 安检区应设置存放手持式安检设备的设备柜和暂存限带物品的储存柜。

6.2.4 安检区应设置视频图像采集装置，采集的图像应能清晰显示接受安检人员的体貌特征和放

置、拿取物品等活动情况。

6.2.5 安检值机操作台应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装置，采集的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值机人员的面部特征和

工作状态，并应设置一键报警装置，报警信号应发送到医院安防监控中心和医院警务室，并能转发

给属地公安派出所。

6.3 安检人员配备

6.3.1 安检人员岗位设置和人员数量应与安检区的安全检查设备配备种类和数量相适应。

6.3.2 安检岗位应包括引导员、值机员、手检员等。1个安检区应配备1名引导员，1台微剂量X射线

安全检查设备应配备1名值机员，1台通过式金属探测门后方至少应配备1名手检员，液态物品安全检

查设备、炸药探测仪操作人员可由手检员兼任。

7 安全检查设备技术要求

7.1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满足下列要求：

a） 宜采用双源双视角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b） 设备穿透力宜满足 GB 15208.2—2018 表 4 中Ⅲ类设备的要求；

c） 设备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15208.1 和 GB 15208.2 的相关规定。

7.2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满足下列要求：

a） 金属探测功能应符合 GB 15210 的相关规定；

b） 宜集成视频图像采集装置，具备人脸识别和人数统计功能；

c） 宜集成热成像人脸测温装置，实现非接触体温监测，当温度超过预先设定的报警阈值时，应

有声光及语音报警提示。热成像人脸测温装置应符合 GB/T 19146 的相关规定。

7.3 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满足下列要求：

a） 应使用非侵入式检测技术，不需打开包装即可对玻璃、塑料、陶瓷、纸质、金属包装容器内

的液体进行检测；

b） 至少能够检测出汽油、煤油、油漆、稀料、香蕉水、松香水等易燃物品。

7.4 禁限带物品智能识别设备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具有禁限带物品图像智能识别判定功能；

b） 应能对禁限带物品智能识别的种类进行扩展，对禁限带物品库进行在线更新。

7.5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具备安检数据接入和存储功能，能对联网的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通过式金属探测

门、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等设备的检测数据进行接入和存储管理；

b） 应具备安检人员管理功能，能对安检人员值岗信息和值机人员工作状态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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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具备数据可视化分析功能，对人员、物品通过量、禁限带物品检出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

并生成统计报表和可视化图表；

d） 医院安防监控中心应具备对安检区的远程监控功能，能对安检区各类音视频信息、设备状态

信息及人员上岗信息等进行实时调阅。

7.6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应符合GB 12899的相关规定。

7.7 炸药探测仪应符合GA/T 841的相关规定。

7.8 防爆毯应符合GA 69的相关规定。

8 安检服务企业和安检人员要求

8.1 安检服务企业要求

8.1.1 医院安检服务企业除应具有保安服务资质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制定医院安检服务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安检服务流程、安检服务质量、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与处置、教育培训等制度；

b） 应根据医院安检服务需求，制定安检服务方案，包括服务内容、安检人员安排、检出禁限

带物品处置、服务质量评价等；

c） 应定期向医院提供安检服务报告。

8.1.2 安检服务企业应与医院签订安检服务合同。

8.2 安检人员基本要求和岗位职责

8.2.1 安检人员应具备下列基本要求：

a） 应具有保安员证；

b） 年龄在18周岁至45周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c） 具有禁限带物品安全检查基本知识和技能，并经专业培训合格上岗；

d） 应统一着装，佩带明显标识。

8.2.2 安检人员岗位职责至少应包含表1的内容。

表 1 安检人员岗位职责

岗位名称 引导员 值机员 手检员

岗位职责

a）提示、引导被检查

人员有序安检，维持现

场秩序；

b） 宣传、解释安检相

关规定，解答安检相关

询问；

c）观察安检区情况，

发现可疑、异常情况及

时报告。

a）正确使用X射线安全检

查设备，辨别行包X光图

像中的禁限带物品或可

疑物品；

b）将需要开包检查的行

包及重点检查部位通知

手检员。

a）正确使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对通过安

检门时报警的被检查人员进一步检查；

b）对可疑行包开包人工检查,控制发现

的可疑物品，使用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

备、炸药探测仪对可疑物品进行详细检

查；

c)与其他安检人员一起对突发事件先期

处置并向管理人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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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检实施

9.1 安检准备

安检区的安全检查设备在正常使用前应开机调试完成。门诊部、急诊部、住院部、地下车库安

检区的安全检查设备开机时间应满足门诊、急诊、住院探视、车库开放等时间段的要求。

9.2 安检流程

9.2.1 人员及携带物品的安全检查应按照下列流程实施：

a） 在医院安检区，引导员负责提示、引导进入安检区域的人员接受安检，被检查人员将携带

物品放置在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传送带上，并按顺序通过金属探测门；

b） 被检查人员通过金属探测门报警的，手检员应使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对被检查人员进行详

细检查；

c） 手检员的人工检查应保护被检查人员的隐私，对女性人员进行人工检查，应由女性安全检

查人员进行；

d） 值机员对通过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物品发现可疑时，应示意手检员实施物品详细检测；

e） 手检员对值机员提示的可疑物品向被检查人员说明，应开包取出物品，用炸药探测仪对可

疑爆炸物品进行详细检测，用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对可疑液体进行详细检测。

9.2.2 安检绿色通道的使用应按照下列流程实施：

a） 在医院安检区应设置安检绿色通道指示标识，并明示哪些人员可从安检绿色通道进入；

b） 在医院安检区，引导员提示、引导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行动不便等人员走安检绿色通

道。

10 处置措施

10.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检人员应立即按下一键报警装置，并立即报告医院安全保卫部门及公

安机关，医院安全保卫人员和医院警务站民警应立即到现场核实情况，制止不良行为，并将相关人

员带离现场：

a） 发现禁带物品的；

b） 拒不接受安检，殴打辱骂安检人员，造成安检区秩序混乱的；

c） 破坏、损毁安检设备设施、场地的；

d） 其他威胁医院安全，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行为的。

10.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检人员应现场制止并报告医院安全保卫部门处理：

a） 故意躲避安检，向安检区内传递物品的；

b） 发现《北京市医院禁带、限制携带物品目录》以外的危险物品的。

10.3 对于限制携带物品可登记、暂存、保管，并约定超出保管期限的处置方式。

10.4 对于附录 A以外的限带物品，医院可根据安全管理需要在安检区明示、劝阻带入，可登记、

暂存、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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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北京市医院禁带、限制携带物品目录

A.1 禁止携带物品

A.1.1 枪支、弹药：制式枪支、非制式枪支、仿真枪;枪支配用子弹、手榴弹、手雷、炸弹等。

A.1.2 管制器具：匕首、三棱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其他相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尖刀;

弩等管制器具。

A.1.3 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各类火药、炸药及其制品和

雷管、导火索等点火、起爆器材;烟花爆竹;氰化物、农药等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硫酸、盐酸等

腐蚀性物品;炭疽杆菌等传染病病原体;氢气、甲烷、液化石油气、水煤气，汽油、煤油、柴油、乙

醇、乙醚，红磷、黄磷，碳化钙(电石)、镁铝粉，高锰酸钾、氯酸钾等易燃易爆危险品。

A.1.4 各类毒品：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

A.1.5 国家规定的其他禁止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的物品。

A.2 限制携带物品

A.2.1 菜刀、水果刀、美工刀、手术刀、雕刻刀、刨刀、铣刀等刀具。

A.2.2 锤、斧、锥、铲、锹、镐等器具。

A.2.3 矛、剑、戟、飞镖、弹弓、弓、箭、电击器等器具。

A.2.4 伸缩棍、双节棍、棒球棍等棍棒。

A.2.5 催泪瓦斯、胡椒辣椒喷剂、酸性喷雾剂、驱虫动物喷雾剂等物质。

A.2.6 其他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危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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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安检区安全检查设备配备数量参考表

B.1 安检区安全检查设备配备数量参考表B.1。

表 B.1 安检区安全检查设备配备数量参考表

序号

配备条件 安检设备配备数量（台）

安检区

位置

日均就医人数

（人）
其他因素

微剂量 X 射线

安全检查设备

通过式金

属探测门

液态物品

安全检查

设备

手持式金

属探测器

1

门诊部入

口

＞20000 场地较大，能够放置

多个中型设备。

若场地受限，可由 1

台上下双通道代替 2

台单通道设备。

3 6 台式 3 6

2 5000-20000 2 4 台式 2 4

3 ＜5000 1 2 台式 1 2

4
急诊部入

口
＜2000

出入口较大，不影响

病床出入及消防。
1 1 手持式 1 1

5
出入口较小，无法放

置小型设备。
— 1 手持式 1 1

6
住院部主

入口
＜1000

出入口一般，能放置

中型设备。
1 1 台式 1 1

7
行政办公

区入口
＜500

出入口较小，无法放

置小型设备。
— 1 台式 1 1

8

地下车库

直接进入

门诊、急

诊、住院

部的通道

＜1000
出入口较小，无法放

置小型设备。
— 1 手持式 1 1

注： 表中“—”表示“不配备”；“中型设备”、“小型设备”指微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中型、小型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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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安检设备维护保养表

C.1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参考表C.1。

表 C.1 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表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1 设备外观

物理检查 检查设备外壳、铅门帘。
设备外壳无明显凹痕、变形、开裂。

铅门帘应无缺失、断裂及卷皱。

表面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对设备外壳、

铅门帘进行必要的清洁。
设备外壳、铅门帘应干净整洁。

2
机械传动

部分

物理检查
检查托板托架、传送带、电动

滚筒及托辊等机械传动部件。

托板托架应无明显破损、变形或开焊，结

构应紧固、连接螺丝无松动。

传送带表面应无明显翘曲、无严重损伤，

测量传送带横向位移应在规定范围内。

电动滚筒、托辊运行时应无明显机械异响、

无漏油现象。

设备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清理通道内部

及传送带的灰尘。
通道内部及传送带应干净整洁。

功能测试
设备通电后，测试机械传动部

分的功能。

机械传动部分应能按预定方向运转及停

止。

3
操作控制

部分

物理检查
检查设备开机、操作键盘、显

示器等。

拧动钥匙开关，设备应能正常开机。

操作键盘功能应正常，按键灵敏、无卡涩。

显示器颜色及亮度应正常，无画面抖动、

黑屏等现象。

设备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使用清洁干燥

抹布擦拭操作键盘及显示器

表面污物，用毛刷清理键盘按

键缝隙内灰尘；打开工控机，

使用吹风机清除工控机内部

灰尘及散热风扇处灰尘；拔下

含金手指的部件,如内存、显

卡，串口卡及数据采集卡等，

用橡皮擦拭金手指部位。

操作键盘、显示器、工控机内部及关键部

位应干净整洁。

供电检查

测量设备供电电压，检查漏电

保护器，测量工控机主板电池

电压。

供电电压应在设备允许的范围内。

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功能应正常。

工控机主板电池电压低于标称电压值时应

及时更换电池。

4 X 射线装置

物理检查 观察设备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过程中应无漏油、打火现象，X

射线发生装置出束时应无异常声音，控制

器指示灯应正常无报警。

功能测试

登录软件界面，测试并记录 X

射线发生装置高压和束流（双

视角设备应测试两个视角的

X射线发生装置）、探测器信

号最低值。

X射线发生装置高压和束流应与设备的默

认值一致。

探测器信号最低值应高于空气校准值，波

动值应在规定范围内。

5
辐射防护

部分
急停测试 测试设备的急停功能。

设备运行过程中，按下急停开关，射线源

和皮带应立即停止工作。

安全防护联锁装置断开时，X射线应立即

停止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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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周围剂量

当量率测试

按照 GB 15208.1-2018 附录 B

的试验方法，测试设备的周围

剂量当量率。

周围剂量当量率测试指标应符合 GB

15208.1-2018 中 5.2.2 的规定。

6 整机设备

设备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

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

数，优化系统性能。

设备的人机交互、图像显示、图像处理、

图像存储、设备自诊断等功能，应符合 GB

15208.1-2018 的相关规定。

设备校时 对设备进行校时。
设备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功能性能

测试
测试整机设备的功能性能。

设备的功能性能应符合 GB 15208.1-2018、

GB 15208.2-2018 和 GB 15208.3-2018 的

规定。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

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

实设备运行状态，排查设备存

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设备

的健康状态，预测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并

提出改进意见。

按照预测性维护的要求，及时更换即将损

坏、存在隐患的设备（部件）。

问题处置

设备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规

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设备老

化破损严重、已无法满足使用

需要时，应提出改进建议。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

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

经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

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

对于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应

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

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制定维修/

更换/升级改造等方案，并采取相应的改进

措施。

C.2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参考表C.2。

表 C.2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维护保养表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1 设备外观

物理检查
检查设备外壳、机械连接或

构件及设备稳定度。

外壳表面应无变形、开裂、腐蚀、明显划

痕或永久污渍。

机械连接或构件不应松动、位移或脱落。

设备立地应平稳。

设备清洁
在设备断电状态下，清除设

备表面污渍灰尘。
设备表面应干净整洁。

2 整机设备

功能性能

测试

在设备工作状态下，测试设

备的按键、状态指示及探测

功能。

按键应操作灵活、功能应正常，状态指示

应正常。

以 0.2m/s~2m/s 的通行速度进行测试，

设备的探测灵敏度、报警响应时间、计

数功能等应符合 GB 15210 的相关规定。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

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

式，核实设备运行状态，排

查设备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护保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设

备的健康状态，预测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意见。

按照预测性维护的要求，及时更换即将

损坏、存在隐患的设备（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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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问题处置

设备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

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设

备老化破损严重、已无法满

足使用需要时，应提出改进

建议。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

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

设备，经现场调整、调试后

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

改进建议。

对于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

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

用）单位，同时提出改进建

议。

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制定维

修/更换/升级改造等方案，并采取相应

的改进措施。

C.3 台式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参考表 C.3。

表 C.3 台式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表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1 设备外壳 设备外壳是否无明显凹痕、开裂。 无明显凹痕、开裂。

2 屏幕
屏幕表面是否无灰尘；画面无抖动、黑屏等故障 表面无灰尘；画面无抖动、黑屏等故障

仪屏幕显示比例、亮度、色彩等是否正常。 显示比例、亮度、色彩等正常。

3 按键 按键功能是否正常。 按键功能正常。

4 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窗口是否无灰尘；无误触发故障； 光电开关窗口无灰尘；无误触发故障；

光电开关触发功能是否正常。 光电开关触发功能正常。

5 风扇 风扇工作是否正常；扇叶是否保持清洁。 风扇工作正常；扇叶清洁。

6
指示灯及蜂鸣

器

指示灯在开机、出束、报警时显示是否正常。 指示灯在开机、出束、报警时显示正常。

蜂鸣器在报警时工作是否正常。 蜂鸣器在报警时工作正常。

7 整机指标
每日开机后是否做自检。 每日开机后做自检。

测试标准样品，测试结果是否正确。 测试标准样品，测试结果是否正确。

C.4 便携式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参考表 C.4。

表 C.4 便携式液态物品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表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要求

1 机身外壳
机身外壳是否无明显凹痕、开裂，外壳表面无灰

尘、水渍。

无明显凹痕、开裂，外壳表面无灰尘、水

渍。

2 显示屏 显示屏是否显示比例、亮度正常。 显示比例、亮度正常。

3 按键 按键功能是否正常。 按键功能正常。

4 整机指标 测试标准样品，测试结果是否正确。 测试标准样品，测试结果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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