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激光安全手册 
 

（第一稿） 

 

 

 

 

 

 

 

 

 

 

 

 

 

 



前言 

本手册原稿为 MIT 的激光安全培训教材 （Radiation Protection Program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ser Safety Program）。本实验室的老师和

同学们（金妮娜、李辉、任梦昕、石凡、谭信辉、张学智）对其进行了翻译，

并结合平时实验室的经验和其它网上的资料逐步加以完善。希望能对大家的激

光安全意识起到一定的作用。 

作者声明：此手册不可用于任何商业目的，由此所引发的纠纷，由使用此手

册的个人负责。作者及作者所在单位并不对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另外，欢迎

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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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LASER 的全称是受激辐射光放大。激光器是一种在激发之后可以产生高能量，单色，

单向电磁波的装置。这种辐射产生的电磁波谱的覆盖范围可以由紫外到可见再到红外。一般

可以用到的激光器的波长可以由 200 纳米到 10.4 微米。激光可以以连续或脉冲的形式发射

出来。 
激光产生不电离的辐射，可以对人的眼睛和皮肤造成伤害。生物伤害的基本机制多数是

热损伤。在使用紫外激光器时对人体造成的光化学损伤同样值得注意。激光的强度和可能造

成的伤害取决于激光的种类，波长和用途。  
安全使用激光要求操作者具有良好的安全素养，来发现，估计和控制潜在的危险。这个

培训将综述激光操作规程，可能存在的危险以及为安全使用激光所提供的保护性服务。 
 
II. 激光危害 

使用激光对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分以下几类： 
对人眼的伤害：严重暴露在激光下可能会造成对角膜和视网膜的伤害，伤害的位置和范

围取决于激光的波长和级别。长期接触可能造成白内障或者视网膜损伤，严重暴露在高级别

激光下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佩带合适的激光防护眼镜或者其他工程防护手段可以很容易的

预防激光对眼睛的损伤。 
对皮肤的伤害：严重的暴露在强的红外波段激光下可能对皮肤造成烧伤。而紫外激光可

能造成烧伤，皮肤癌以及加速皮肤老化。 
电学危害：在激光使用的过程中遇到最多的电学伤害是电击。高压系统是激光系统中潜

在的致命的危险。 
化学危害：激光系统中的一些物质，如染料，准分子等，具有毒性，可能对人体造成危

害，同时，激光导致的化学反应可能会产生有害的粒子和气体。 
火灾危害：染料激光器中的溶剂是非常易燃的。高压脉冲和灯的闪烁可能会造成火星，

引发火灾。激光工作过程中激光的直接照射，以及连续红外激光的反射光意外照射，都可能

引燃易燃品。其它潜在的火灾隐患包括电路和四级激光附件中的易燃品。 
相关的非光束危害：包括低温冷却剂的危害，高能激光的噪声危害以及高能激光的电离

辐射。 
 

III．危害防护 
为了安全使用激光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 

激光的等级 
激光的工作环境 
激光的操作特性 
激光器的使用者 
激光工作环境中的人数 

激光安全规程最好是根据激光的等级来分类。附录 B 是与不同等级激光相对应的防护

办法。 
回顾不断发生的事故，我们可以发现眼睛发生的事故，皮肤暴露在激光之下往往都是操

作者在以下情况下使用造成的： 
调光路过程中眼睛意外的进入光路 
光路偏移 
没有带防护眼镜 
仪器故障 



对高压电的不当操作 
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的人员暴露在激光下 
对激光系统的操作不够熟悉 
对辅助设备的危害缺少防护 
仪器使用后没有妥善安置 
粗心的放出激光 
将易燃品放入光路 
 
IV. 责任 
A. 辐射防护小组 

辐射防护小组会给项目监理人和 DLC (Departmental, Laboratory, or Center) 协调人在保

养激光器过程中提供服务，这些服务有以下内容： 
1. 登记所有 3b 和 4 级激光，以及所有激光操作人员。 
2. 每两年重新登记一次激光器和激光工作人员。 
3. 激光器每年安全检查 
4. 推荐与激光系统相配套的激光防护眼镜 
5. 为激光操作人员开设安全讲座 
6. 每两年重新培训一遍激光操作人员 
7. 协调眼底检查（请看附录 G，MIT 对眼睛检查的政策） 
8. 张贴激光警示标志 
 

B. 部门 
每一个部门都有责任委派一个人担当类似 DLC 协调员的角色，他将会协调使用激光的

部门与辐射防护小组之间的关系。在 DLC 协调员变更的时候，使用激光的部门也有责任告

知辐射防护小组。 
 

C. 项目监理人 
激光登记表上的每一个监理人，在很多情况下，在 DLC 协调员的帮助下有如下责任： 
1. 登记所有 3b 和 4 级激光 
2. 制定新激光系统的检修时间表 
3. 制定年检时间表 
4. 制定新成员激光安全教育时间表 
5. 规划两年一次的激光安全再培训 
6. 根据项目的水平（包括实验和仪器的特殊的安全要求），对激光器的操作和程序进行进

一步的培训。 
7. 发展和张贴包括有安全要点的所有 3b 级和 4 级激光的标准操作程序。 
8. 提供能够安全使用该项目激光器的必要设备和工作环境。 
9. 提供给 DLC 协调员和 RPP（Radiation Protection Committee）新激光器、激光器当前用

途的重大改变的信息，以及参加项目的新成员的信息 
10. 执行这个教材要里所描述的和 RPP 里所规定的激光安全要求，特别强调要带激光护目

镜，而且要执行标准的操作程序，特别是在激光准直时更应该注意。 
 
D. DLC 协调员 
DLC 协调员将为项目负责人提供如下帮助： 



1. 确保 RPP 能够得到关于激光器使用者和激光器系统的及时更新的必要信息。 
2. 安排激光器使用者进行重要的的激光安全培训并组织两年一次的激光安全再培训。 
3. 告知 RPP 新激光器的安装设施或已注册的激光器安装设施的重大变动 
4. 规划每年激光器的安全检修 
5. 确保激光器的使用者获得必要的眼部检查。 
6. 帮助项目负责人履行他们的职责。 

 
E．激光器的使用者 
每一个激光器的使用者都有责任做到： 

1. 遵守所有 MIT 激光安全手册的要求，包括进行眼部检查。 
2. 如有需要，要带合适的激光护目镜。 
3. 要依据规定的标准操作程序和可行的安全惯例去执行所有与激光有关的活动。 
4. 参加重要的激光安全培训以及两年一次的再培训。 

 
Ⅴ.激光器登记 

所有的 3b 级和 4 级激光器都被 RPP 登记。项目负责人必须完成表格 RP-102 并上交此

表给 RPP, ROOM N52-496（参见附录 C）。对于所有 3b 级和 4 级激光器，注册将包括含有

必要安全要求的标准操作程序。依据对完成的表格 RP-102 的回复，辐射保护手册将指导激

光器的安全检查。激光器安全检查所用的术语表参见附录 D。 
 
Ⅵ 激光器安全培训和使用者登记 

所有使用 3b 级和 4 级激光器的人都必须在 RPP 登记并接受激光安全培训。RPP 会定期

进行激光安全研讨会。激光器使用者的登记记录将会被 RPP 以表格 RP-50LAS（参见附录 E）
保存。在准许使用激光器的使用者被登记之前，要进行基本的眼睛检查。 
 
Ⅶ 激光器的分类 

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ANSI）已经将设立的激光器危险等级系统发布在 ANSI 
Z136.1-1993,激光器的安全使用。规定激光器的生产厂家必须按照 1985 年 9 月 19 日（21 CFR 
Part 1040）发布的等级类型来标定他们的产品。在购买激光器的同时，生产厂商要提供关于

与该激光器匹配的护目镜的相关信息。下表列出了不同的激光等级以及其所造成的危害。 
等级 危害效果 
1 不能产生危险的照射 
2 持续暴露在激光束前会损伤眼睛。瞬时暴露（小于 0.25 秒）不会损伤眼睛。必须

是可见光。 
2a 持续暴露在激光束前会损伤眼睛。可接受的照射时间小于 103 秒，不超过 1 级 
3a 如果直接看到或者通过光学器件看到光束，就可能对人眼造成伤害 
3b 直接或者瞬时暴露在激光束前都将对眼睛或皮肤造成伤害 
4 不仅直接或者瞬时暴露在激光束前会损伤眼睛和皮肤，被激光束的杂散光，反射光

照到也会损伤眼睛和皮肤。还有潜在的火灾隐患。 
 
 
Ⅷ. 眼睛的保护和最大可允许曝光 

激光辐射可引起眼睛的角膜、晶状体、视网膜的损伤，损伤的程度主要依赖于光的波长

和眼睛介质对能量的吸收性质。激光引起的生物损伤是通过在很小的区域积累热能或者光化



学过程所造成的。红外，紫外和可见光的激光辐射都能够损伤到眼睛。 
 
1. 视网膜的损伤 

可见和红外 A（光谱范围是 400-760nm 和 760-1400nm） 
可见和红外 A 波段穿透角膜在视网膜的很小的区域内（黄斑处）聚焦。这一过程极

大的增强了光能量密度，增加了伤害的可能性。视网膜上局域化的加热并伴随对光的吸

收将会导致视网膜上的损伤。 
 
2. 晶状体的损伤 

紫外 A（光谱范围是 315-400nm） 
波长在这一波段的光主要被晶状体所吸收。对晶状体造成损伤，不管是光化学损伤，还

是热损伤，都会破环晶状体各组织层之间的精确关系。这将导致散射区域的增加——造

成白内障。在通常情况下，晶状体将随着年龄而老化。暴露于紫外 A 波段将加速这种老

化并可能导致老花眼（晶状体失去调节或者聚焦的能力） 
3. 角膜的损伤 

红外 B 和红外 C（光谱范围是 1.4 到 100 mμ ） 
眼睛的角膜对红外辐射是不透明的。光束的能量被眼睛表面吸收并对角膜有热损伤。过

度暴露在红外光下会导致眼睛模糊或者造成角膜表面的不规则。 
紫外 B 和紫外 C（光谱范围是 100-315nm） 
眼睛的角膜对紫外辐射也是不透明的。当有红外辐射时，光束的能量被眼睛表面吸收并

对角膜有损伤。过度的紫外暴露会导致光角膜炎（像电焊弧造成的），昼盲，红眼，流

泪等。在光化学损伤的症状出现之前，会有 6-12 个小时的潜伏期。 
 

4．其它对眼睛的伤害类型 

在角膜危险和视网膜危险光谱区之间有两个过渡区。它们分别位于 UV-A 和可见波段、

IR-A 和 IR-B 之间的频段上。在这两个频段上，角膜和视网膜都可能会遭到伤害。这种威胁

的一个例子是 ND:YAG 近红外波段激光器。这个波段的光尽管看不见，但能被人眼聚焦。因

此，虽然光束自身并不能看见，但却能以和可见光同样的方式对视网膜造成伤害。 

 

5.最大允许曝射量（MPE） 

在考虑了视网膜损伤阈值和晶状体对光的聚焦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美国国家标准学

会（ANSI）推荐了最大允许曝射极限（ANSI Z136.1-1993）。对于可见光，MPE 的值是在 7mm

的瞳孔直径（这被认为是虹膜的最大张开直径）基础上得出的。至于其他波长，入射激光能

量则对 1mm 直径的圆面积取平均。MPE 的值比目前所知的危险照射水平低。然而，MPE 值强

度的曝射，人眼看去会觉得不舒服。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始终保持曝射水平远低于 MPE 值是

一种良好的习惯。 

 

6.护目镜 

ANSI Z136.1-1993 要求预备护目镜并且在激光辐射或与激光有关操作会造成威胁的

情况下佩戴护目镜。通过护目镜的使用—它能够减弱激光的强度，同时使足够的背景光（安

全可见的水平）通过（照明透射），眼睛能够得到对激光辐射的保护。理想的护目镜能在对

背景光进行最大的透射的同时，对激光进行最大的削弱。没有单独的一种透镜材料是对所有

的波长或对所有的辐射照射都适用的。因此，在选择护目镜时，必须对工作参数、MPE 值和

工作波长等等进行细致的考虑。辐射保护项目（Radiation Protection Program）会在激光



器的登记注册过程中推荐合适的激光安全保护目镜。激光安全保护目镜生产商的名单可以在

附录 J 中找到。 

使用可见波段激光工作的人们在调试过程中经常不愿意佩戴护目镜，因为佩戴目镜会

令得他们看不见光束。激光调试专用护目镜适用于这种情况,在激光功率逐渐减少的调试过

程中,它能够提供适当保护,同时使得光束的外形可见。对某一特定的激光器，对应合适的护

目镜信息可以在购买时从生产商那里获得。有关如何正确、适当地保护眼睛的进一步的信息

可从辐射保护项目那里获取。其中值得推荐的是 RPP 项目，它对所有的护目镜进行了评测。 

对激光工作者来说，正确地佩戴合适的护目镜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只有那些专门为

适合特定的镜片而设计的护目镜框架才可以和该镜片配合佩戴。其它的护目镜框架和该镜片

配合佩戴时，并不能对眼睛提供全面的保护。 

 

汇总表 

光谱区 波长 受到威胁的主要组织 
Ultraviolet C 100-280nm 角膜 
Ultraviolet B 280-315nm 角膜 
Ultraviolet A 315-400nm 晶状体 

可见光 400-760nm 视网膜 
Infrared A 760-1400nm 视网膜 
Infrared B 1.4-3.0µm 角膜 
Infrared C 3.0-1000µm 角膜 

 

Ⅸ.皮肤曝射和最大允许曝射量 
大能量激光对皮肤的剧烈曝射会引起皮肤的灼伤。这些灼伤与热灼伤或者太阳辐射灼

伤类似。入射的辐射光转化成热，由于皮肤组织的热传导能力差，这些热量不能足够快地散

发出去。随之而来的局部温度的升高引起组织蛋白质的改性。皮肤受到伤害的程度取决与激

光的波长、照射的时间和皮肤色素沉着程度等因素。某些特定的紫外波长（290-320nm）甚

至会导致皮肤癌。 

 

Ⅹ.用电威胁 
在美国已经发生数起与激光有关的用电事故造成人员电死的事例。这些意外本来可以

避免。如果你有关于用电安全和 MIT 用电安全项目的任何问题，请联系 MIT 用电安全项目。

以下是避免遭受电击的一般指引： 

1. 不要佩戴戒指、金属表带的手表和其它金属物品。 

2. 尽可能使用单手操作电路。 

3. 当在高压工作时，假定所有地面都是导电的。 

4. 在允许靠近电容的范围之前，确保每个电容已经放电、短路并接地。 

5. 检查电容是否变形或者漏液。 

6. 预备适当的像橡胶手套和绝缘垫这一类的安全装置。 

7. 不要单独一个人工作。 

8. 在带电电气设备工作前，必须有特别的批准。 

9. MIT 标定/锁定项目的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Ⅺ.一般安全规程 
1. 除非得到允许，否则不要使用激光或靠近激光工作。 



2. 除非得到允许，否则不要进入激光器正在运作的房间或者范围。 

3. 在给激光器通电前，确认该设备预定的安全装置得到正确使用。包括：不透明挡板、非

反射防火表面、护目镜、面具、门联锁和为防备有毒物质进行的通风设备。 

4. 确保脉冲激光器不会在不经意下通电。在让激光器没人看顾之前，将电容放电，并且关

闭电源。 

5. 不要直接注视激光光束。在激光调试和激光操作过程中佩戴合适的护目镜。激光调试程

序必须在最低的工作功率下进行。 

6. 限制对激光设施的接触。一个办法是明确指定有权进出安放有激光器的房间的人员。可

通过给门上锁，在门的外面安装警示灯和警示标志等方式进行进出限制。 

7. 当激光器正在工作时，不要让激光器无人看管。 

8. 摘下任何珠宝首饰以避免无意间对激光的反射。 

 

Ⅻ.激光安全标准 
A． 一级标准  不需要任何的安全规则。 

B． 二级标准 

1. 绝对禁止任何人长时间注视激光光源。 

2. 除非基于有益的目的并且照射强度和持续时间不超过允许的上限，否则严禁把激光

器对着人的眼睛。 

C． 三级标准 

1. 不要将激光器对准人的眼睛。 

2. 只允许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激光器。 

3. 尽可能使光路封闭。即使一层透明的挡板也能防止人将头或反光物品放到光路上。

挡板应当设置在实验的主光路和每一个次级光路的末端上。 

4. 在激光的输出端应当放置衰减器、起偏器和光学滤波器等，把激光的功率减少到最

小的使用水平上。 

5. 约束好观看者。 

6. 应当使用警示灯或警报器指示激光器的工作状态。当激光不可见的时，例如红外激

光器，这一点尤其重要。 

7. 不能允许使用激光追踪非预定目标的汽车或飞机。 

8. 只在限定的区域操作激光，例如，在一个封闭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门贴上防止警

告标识。 

9. 光路尽可能要布置在远高于或远低于人坐着或人站着观察时人眼的高度。激光器应

该牢固固定，确保光束只沿着预定的路径传播。 

10. 在存在直射、镜面反射光对人眼造成潜在威胁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对眼睛进行合理

的保护。 

11. 应当安装一个钥匙开关以减少在没有经过同意的情况下人对实验造成的干扰。 

12. 绝对不允许用光学仪器直接观察激光的直射光或者镜面反射光，如在没有使用提供

足够保护的滤波片的情况下使用双筒望远镜或望远镜。 

13. 移除激光光路附近所有不需要的光滑表面。不要使用反光物品例如信用卡检查光线

的校正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物体的反射率是激光光束的波长的函数。 

D． 四级标准 

1. 所有在三级激光系统中列出的标准同样适用于四级激光。 

2. 对这些激光的操作必须在一个局部的封闭的范围内，在一个受控的工作场所里，或



者直接把光束引到外面的空间。如果完全的局部封闭不可能的情况下，门内的激光

操作应当在一个不透光的房间里，该房间的出入口安装有互联锁，保证当门开着的

时候，激光不能发出能量。 

3. 对所有工作在受控区域内的人员，合适的眼睛保护都是必须的。 

4. 如果激光光束的辐射足以造成严重的皮肤或火灾威胁，在激光光束和人、易燃表面

之间必须有保护。 

5. 在可能的情况下，操作监视设备或其他监视装置应该选择遥控装置。 

6. 室外高功率激光设备，如卫星激光发射系统和激光雷达，必须保证在俯仰角及横断

面范围内到所需区域无阻挡且无非目标飞行器。 

7. 光快门，光偏振片，光滤波器应该仅允许经授权的个人使用。光泵体系中的闪光灯

不允许照到任何可视区域。 

8. 可能的情况下支座应该是漫反射的耐火材料。当进行微焊接和微钻孔的时候，如果

有可能从工作区域引发出危险的反射光，则应该将其安全的包围起来。使用显微观

察设备时应该保证回来的反射激光在未达到危险线。 

 

XIII、 实验程序 
1．要使光线高于或低于眼睛。当可能和光线差不多的时候应该闭眼。 
2． 安全的固定好光路中所有设备（反射镜、棱镜、光阑等）。安全地固定好激光器本身。 
3．当并不需要全部输出光强的时候要使用光快门和激光输出滤波器。 
4．保证外部物质未进入光路，尤其是可能造成特殊反射的物质（如表、耳环、皮带扣等）。

当在激光体系内工作时不可以佩戴珠宝。 
5．在使用激光的时候必须说明它是个危险光。 
 
XIV、 特殊过程 
A．光线调节 
 非常清楚，在很多记载的伤害中都发生在激光调节的过程中。这些过程需要光束有很精

确的位置，而且很普遍的是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戴上他们的护眼设备。这种事

故中，人们多工作在可见光的情况下。这是因为调节紫外和红外激光需要可以直接观察光束

的情况，如在光路中用紫外和红外光敏卡。从各种资料里清晰的显示，包括 MIT 的学生、

工作人员、技术人员、科学家在内的很大一部人都在激光事故中被伤害。 
 所有这些都说明，MIT 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那些工作接触可见光和光束调节过程将会

有更高的受伤危险。，非常明显，佩戴护目镜会将受伤危险降到最低，尤其是在光束调节过

程中。因为一些人想要在做可见光光束校准的时候摘掉眼镜，所以应该用特殊的光束校准眼

镜。这个眼睛使得当光打中目标的时候人只能看到一小部分光，可能造成伤害的大部分光被

滤掉了。MIT 的激光工作人员应该考虑使用校准眼镜预防伤害。 
 在某些情况下，校准眼镜可能会失效或者无法买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佩戴常规的激

光护目设备。因为这种眼睛会使人们无法看到光束，所以必须使用间接的观测方法。此外，

许多激光在调节过程中会有强度减弱的现象。这些光强的减弱可能会使使用者不带护目镜，

但是仅仅在计算和测量结果证明其确实在未达到危险范围的时候才可以。在未戴护目镜进行

激光的相关工作时，暴露在所允许的最大暴露限制之上是不能接受的。 
 请看附录一通过 MIT 化学系学生的安全练习进一步理解激光校准安全的内容。 
 
B．高功率脉冲激光器 
1．激光设备的入口处应该有一个安全锁，以便能够防止没有资格的或者一些临时人员接近



设备。 
2．激光电触发系统应该设计一套系统，以避免储存电荷引发的偶然脉冲。并且应该设计安

全失效系统。 
3．一旦电容器充电时应该使用如闷音、闪光，和倒计时计数程序等警戒设备。 
4．墙壁和天花板不能涂反射性材料，而应该用漫反射的材料。在目标区域内，漫反射的黑

色物质是最好的。 
5．如果可能的话固体激光器应该在电视监视器上用遥控设备操纵。这避免了人们出现在屋

子里的必要。另一个方法是将激光器、相关的光束和目标物围起来。 
 
C．低功率连续气体激光器和半导体激光器系统 
1．预防可能被看到的参考光和反射光 
2．应该用漫反射材料在激光束的有用路径的末端终止它并应该使反射最小。 
3．光束区域内不应该有反射材料，并且应该维持良好的管理 
 
D．CO2-N2 气体激光器 
1．因为 CO2-N2 激光器是不可见的红外光，为了防止意外灼伤和易燃材料被点燃，需要特殊

的预防措施。预防措施应该包括：人不可处于光路中且应该用耐火材料挡住光束。 
2．由气体放电产生紫外光的激光器应该有不透明的材料组成。 
3．红外激光器的反射光和目标物应该都被控制且包围起来，或者如果有需要的话工作人员

应该戴上面罩。 
 
E．使用氯和氟的激光器 
 使用者应该知道氯气和氟有很强的毒性。浓度仅为 0.1%低的氟就具有毒性。气体应该

储存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已最大程度的降低其有害作用。 
 
XV、 激光事故 
如果激光工作者认为可能超过了激光辐射的级别，应采取如下措施： 
1．立即通知 RPP 
2．报告 MIT 的医疗部门并进行眼部检查 
3．同 RPP 建立一个激光事故报告档案 
 RPP 将会调查任何可能的超标准激光辐射并作报告上缴给 Radiation Protection 
Committee。 一份报告的复制本将会保存在激光工作人员的注册档案中。 
 
 
 
 
 
 
 
 
 
 
 
 



附录 G 
MIT 眼部检查指南 

I．范围 
本节内容适用于所有在下述机构使用 3d 与 4 级激光的研究人员：MIT 主校区，林肯实

验室及附属机构和贝茨线形加速器实验室。非常规工作者不适用于此规定。 
II．目的 

为了建立 MIT 的早期眼部检查，周期眼部检查，期终眼部检查和随机眼部检查的体制。

这些要求反映在附录 E 中 ANSI Z136.1-1993 的医疗检查中。激光管理人员负责推广该政策

并确保这些政策得以实施。 
III．要求 
早期医疗检查 – 早期医疗检查是为了建立衡量眼睛遭受损害情况的标准。对于激光工作者，

需要记录其眼部的医疗检查历史，并定期进行视力检查，依据工作环境激光辐射波长的不同

而采取其他的个性化检查。这些检查应该由眼科医生或被我们的规定授权的人员进行，或在

其监视下进行。这些结果应该在个人医疗检查的档案中保存。 
周期性眼部检查 – 周期性眼部检查并不是必须的。从事激光工作并不会引起慢性的健康问

题。 
终期眼部检查 – 终期眼部检查可以激光使用者得到在完成 MIT 的所有工作并离开 MIT 时

的视力情况，这为 MIT 的职员以及 MIT 相关实验室人员提供了合法的保护。终期眼部检查

是激光使用者所必须的。这些检查应该包括附件 I 中的各项条款。这些结果应该在个人医疗

检查的档案中保存。 
随机眼部检查 – 一旦意外或可能地受到激光直接辐射，应该采取按照附件 I 中的具体规定

进行彻底的眼部检查。这些结果应该在个人医疗检查的档案中保存。并且 MIT 激光安全官

员保留一份副本。 
付费程序 – MIT 医学院应负责 MIT 及贝茨线性加速器所有职员的医疗费用。Draper 和林肯

实验室将自负承担。 
IV．检查合同 
激光工作者将在培训时期进行一次眼部检查。本文将提醒个人向 MIT 诊所眼科联系完成眼

部检查，检查后请登记。激光工作者将体检表上交 RPP。RPP 保存有接受过眼部检查的个

人名单。检查将包含如下内容： 
眼部病史。眼部病史与家族病史将接受检查。将会进行一些身体状况的调查，尤其是一些会

造成眼部问题的疾病。眼部的屈光问题将可能增加长期暴露于激光环境下所造成的风险。光

敏药物的服用，比如吩噻嗪和 psolarents，会降低暴露在紫外及近紫外光的皮肤，角膜，晶

状体和视网膜的抵抗能力。无晶状体的人的视网膜可能要暴露在额外的紫外及近紫外光中。

但是除了必须长期地暴露在这些激光中，不能以各种理由拒绝招收这类人。 
视力检查。视力应该同时在远场和近场条件下进行检查。屈光度的矫正应该在远场与进场条

件下进行矫正。如果矫正视力仍然无法满足远场 20/20 或进场 1+，需要更加细致与广泛地

检查。 
黄斑功能和对比灵敏度。Amsler 线图或相似的图样可用来进行黄斑功能与暗点的检查。进

行这种检查时应该本着减少错误与误诊的原则。对于眼睛对比灵敏度的检查可以通过 Arden
正弦图样或相似的包含对比图形的检查实现。 
关于眼检镜对眼底的检查。这一部分的检查适用于眼睛功能失常的个人。以下为检查事项：

视盘轮廓，视盘颜色，生理凹陷的深度，视网膜动脉与静脉尺寸的比例，中心凹反射，黄斑

质量，视网膜的生理状况（色素沉淀，腿色，视网膜变性，分泌物，同时任何与生理相关的

黄斑功能的病变）。即使是很小的病变也要进行详细的记录与诊断。 



附录 H 
定义 

吸收(absorption): 通过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而实现辐射能量向其他形式的能量之间的转化。 
可达辐射极限(accessible emission limit, AEL): 在特定等级所允许的最大的辐射强度。 
损耗(attenuation): 在经过吸收或散射介质时所造成的辐射能流的减少。 
平均功率(average power): 曝光的总能量值与曝光时间的比值。 
光束(beam): 平行，发散或聚焦的光线的集合。 
相干性(coherent) :当任意点的电场矢量都与其他各点保持着确定的，连续的函数关系，我们

就说该光束是相干的。 
连续激光(continuous wave, CW): 运行在连续模式而非脉冲模式输出激光。在这种模式下，

连续的周期为 0.25s 的序列输出可以被看为连续激光。 
控制区域(controlled area): 在这个区域内，为了预防激光辐射的危险，人们的活动被有效控

制和监控。 
角膜(cornea): 眼睛外表的一层透明的薄膜，其内有虹膜和晶状体。角膜是眼睛折射光线的

主要器官。 
漫反射(diffuse reflection): 当光入射到某物体时造成的朝向各个方向的光线的空间分布。 
发散角(divergence): 激光光斑直径随着激光距离的传输而增加。定义光斑能量降低为最大值

的 1/e 时的点相对于束腰所张开的角度为发散角。 
衍射(diffraction): 当光通过不透明的物体的边界时，由于光的波动性而造成的光偏离几何路

线的部分。 
占空比(duty factor): 脉冲宽度与脉冲重复频率的乘积。 
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能量流，其振荡的电场分量与振荡的磁场分量垂直于光

波的传输方向。X-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和微波都属于电磁波。 
嵌入激光器: 嵌入的激光比其激光器系统有更高的安全等级时候，激光系统的低等级的安全

编号是合理的，因为工程特性限制了可能的发射能量。 
封闭激光器(enclosed laser): 封闭激光的保护罩的开启或移开都要在旁边准备能够提供额外

的高于 MPE 可行值以上的防护激光辐射的防护罩。 
赫兹（Hz）：表示每秒钟内一个周期震荡次数的频率单位。 
表面上一点的辐照度（E）：入射到一个面元上（包括发光的测量点）的辐射流量，除以面

元面积的商。单位是瓦特每平方厘米（W/cm2）。 
焦耳（J）：能量单位。1 焦耳=1 瓦特/秒 
激光 Laser：一种通过受激的电子或原子跃迁到低能级而产生强烈的相干性以及良好方向性

光束的设备。是“受激辐射光放大”的首字母。 
限制孔径：发光和辐射曝光能够被平均的最大的圆直径。 
最大允许曝光量（MPE）：一个描述激光发光量的水平，人暴露在这个水平的激光之下时，

眼睛或皮肤不产生有害效应或不良的生物变化。 
名义危险区（NHZ）：在此区域内正常操作产生的直接反射或散射的辐射超过了可行的最大

允许曝光量。曝光水平超过 NHZ 范围的水平在合适的 MPE 水平以下。 
名义上的视觉危险距离（NOHD）：沿着无阻碍的光轴，人眼到激光的一段距离，超过这个

距离，正常操作中的发光或辐射曝光将超过合适的 MPE。 
防护遮蔽物：激光或激光系统周围用于防护激光辐照高于可行的 MPE 水平之上的围栏。有

用的光束射出时穿过的孔不是防护遮蔽的一部分。防护遮蔽物可能围绕一个有关的光学系统

和一个工作站，也会限制到其他的辐射能量发射，或限制到与元素或终端联系的电危害。 
脉冲宽度：一个激光脉冲的持续时间，经常被认为是脉冲上升和下降沿功率半高点之间的时



间间隔。 
瞳孔：光进入人眼内部时，通过的虹膜上的一个可调的孔径。 
弧度（rad）：一个测量角度的单位，等于长度为圆半径的圆弧所对应的圆心角度。1 弧度=57.3
度；2π弧度=360 度 
辐射率（L）：单位立体角单位面积上的辐射流量或功率。单位：W*cm-2*sr-1 

辐射能量（Q）：能量以辐射的形式发射、传输或接收。单位：J。 
辐射曝光量（H）：所接受的辐射能量的表面密度。单位：J/cm2 
辐射流量（W）：功率以辐射的形式发射、传输或接收。单位：W。也叫辐射功率。 
镜面反射：一种像镜子一样的反射。 
 
 
 
 
 
 
 
 
 
 
 
 
 
 
 
 
 
 
 
 
 
 
 
 
 
 
 
 
 
 
 
 
 
 
 



附录 I 
对光束调整的防范细节 

以下的文章是 MIT 的一个化学专业毕业生 Kevin Cunningham 所作。此文撰写期间，

Kevin 在 G.R.Harrison 光谱实验室从事研究，而且是 MIT 辐射防护委员会的学生会员。 
 

激光工作者在调整光路时是最危险的。调整光路时，你改变光学元件和激光束的位置，

随之改变了后反射和聚焦点的位置。为了调整激光器，经常调整光束阻隔和激光器的防护遮

蔽物是必需的。可能一个新的光学元件被误调整，使得光束沿着未预期的方向射出。也可能

光学元件没有被安全地装好，如果被无意碰到，光束很可能直接射向你。一个新的光学元件

可能被烧坏、破碎或者掉落，导致光束方向改变。MIT 的大部分事故是缘于调整光路时的

粗心。 
 

调整光路时佩戴激光防护眼镜是唯一确保你安全的有效方法。发生激光事故的绝大部分

人没有佩戴合适的防护眼镜。这可能看似奇怪，但是有原因的。光路调整过程需要光束的精

确定位，工作人员不佩戴激光防护眼镜以尽力看清光束，使得他们自己暴露于危险中。调整

光路时，你应该将好的调整训练和间接视觉工具有机结合。 
 

在提出建议之前，你应该清楚你对于激光安全信息的最好来源是其他使用激光器的工作

人员们。只有这些人熟知调整光路的细节和安全条款。只有他们能针对特有的危险给你警告，

并向你展示实用的调整技术。在第一次开始光路调整之前和实验室中的每个人谈一谈。 
 
调光路实践： 
 
黄金法则：即使你佩戴了防护眼镜，也要像没有佩戴一样操作。 
 
你做光路调整时，通报给实验室的每个人。在你的实验室门口贴上警报信号就很不错，但和

每个人说一下会更有效。 
 
为了避免激光束光路中意外的反射面，摘掉你的手表以及任何的首饰。如果任何人没有戴合

适的保护镜就进入你的实验室，随时准备快速中止你的激光光束。 
 
调光路时尽量使用可能的最低的激光光强。对于脉冲激光，你可以经常关掉 Q 开关或使 Q
开关的时间远离最优条件以降低激光功率。滤光片和偏振片可能有所帮助，但不总是有效，

尤其对于飞秒激光。 
 
要系统化：一次聚焦在光学元件上。在光到达一个新的元件之前，用一张卡片确认光将要打

在光学元件的合适位置上。确认元件安装良好，被碰后不会移动。确保你知道光束打在元件

上之后的去向，并已经准备好用元件接收光束。当你第一次将光打在元件上时，不要直接看，

而是应该看光应该达到的接收屏的位置。如果光未达到你预期的位置，它可能是冲着你去了。

不去看光学元件使得你的视网膜受到了保护，以免被元件射过来的光打伤。检查每个元件的

反射光都及早已被接收器接收掉。光束每次只允许达到一个新的元件上。这就是系统化。 
 
使重调整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这虽然是一个方便的办法，但你重新调整的次数越少，你就越

安全。购买好的、固定的器件。盖住光学元件以防灰尘，因为对元件的清洁可能需要重新调



整光路。经常微调光路，那么对元件的全部重调就不必要了。 
 
实验室保持凉爽，以避免你的护目镜上蒙上水汽，这样你不用想着去摘掉它们。 
 
在你调激光光路时，尽量减少工作台或工作区的反射器件数量，包括光学元件、工具、或是

塑料盒子。 
 
实验室的明亮总是好的。佩戴护目镜减少了进入你眼中的光，如果室内照明良好，你就不会

因为想更好的看什么东西而想要摘掉眼镜。而且，屋子越亮，你的瞳孔就会越小。如果你的

瞳孔小，对于偏离的光束就是一个更小的靶子。然而，明亮会使得在卡片上看光点或观测偏

离光束更加困难。 
 
调整工具： 
 
卡片：充分利用光敏卡片，荧光卡片和电视相机来调光路。荧光剂涂在 3X5 卡片上对于观

察可见和紫外光极好。名片对于紫外也很好。名片和荧光卡片对于近红外也不错。对于红外，

有用于近红外的观察卡片和用于中红外的黑陶瓷块。一般地，红外卡片是碾压过的，产生镜

面反射，应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卡片。总要使得卡片角度朝下，向着桌面，以免强的漫散射或

镜面反射光射向你自己。卡片是易燃的，所以要小心高功率的光束。 
 
电视照相机和阅读器：一个电视系统很有用且不是很昂贵。例如，Newark Electronics【1（800）
463-9275】推出了一种名为 Richardson Electronics 的黑白电视系统。CCD 的价格为 169 美元

（91F4689）。一个电视照相机经常能达到红外而人眼却不能，所以它们对近红外波段的观

察是有帮助的。 
 
手持的电子红外和近红外观察器也是可行的。比如，针对波长在可见到 850nm 的激光系统，

ITT 制造出了夜视护目镜，它们能够很强的抵制强激光的饱和。然而，这些护目镜对

1064nmYAG/YLF/Vanadate 光不适用；寻找 R 范围的观察器对那些波长适用，但它们很容易

饱和且场的深度很小。一些技术员甚至更偏爱寻找 R 范围观察器的聚焦特性。 
 
调整光眼罩：这些眼镜和护目镜不能阻止激光波长下所有的光。当光从一个目标散射回来时，

它们允许一小部分光束被眼镜看到，使你能够看清以调整光路。这种防护能够保护你不受危

险的强散射光所害，而且降低了激光直射光束的强度。你并不是完全安全，这种防护在一些

情况下可能是有用的。 
 
调整激光器：用低功率的 HeNe 激光器或激光指示器粗调光路是合适的。你可以将一个这样

的激光器放在光路上，在使用一个更大功率的光之前用它去检验光路。但也不要低估了这些

小激光器。它们一般是 3a 级，“眨眼反射”可能保护不了你。在使用这些激光器的时候，你

也需要激光护眼设备。 
 
所有的激光工作人员都被鼓励与“辐射防护项目”联系，大家共同讨论激光使用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以找到使伤害达到最小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