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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深圳市天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深圳天鉴实验室），简称

“天鉴检测”（SKYTE），是以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NACC）为主要投资方成立的国

内较早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作为专业化学、物理及生物有害因素检测与评价专业技术服务

机构。目前，SKYTE重点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预评、控评及现评）、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和放射防护检测与评价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以及环境中各类水、空

气、土壤、固废等日常监测和环评检测，还开展各类消费品及工业品的国际国内法规限用

有害物质检测，涉及电子电器、玩具及儿童产品、纺织品、食品及包装接触材料、农产

品、化妆品、化工产品、医药产品等行业。    

       “天鉴检测”（SKYTE）始终以保障“质量、安全、环保、健康”的人类共同理想为

使命！坚持走专业化管理、市场化导向、商业化服务、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公司自成立以

来即在NACC的技术支撑和管理体系下运作，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管理体系的不断

完善，已独立获得多项国内外专业资质，检测报告得到国际国内广泛认可，得到了政府机

构及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的信赖和支持，并致力于成为QHSE（质量健康安全环保）专业

技术服务中国一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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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已于2011年12月31日正式发布，该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

政府各部门的监管职责和用人单位作为职业病防治责任主体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新的形

势下用人单位预防职业病的发生既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也是用人单位和谐劳资关系，增强

法律意识和职业病危害风险所必须采取的主动行动。

       天鉴测试（SKYTE）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资质证书（乙级）【(粤)安职技字（2013）第B-0009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含放射）；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含放射）。

        目前，天鉴测试（SKYTE）成为中国华南区资质取得最早、最具实力的职业病危害

检测与评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可以为广大客户提供现场调查、技术方案的制定、采样、

职业病因素的识别与分析、出具评价报告、职业卫生咨询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公司将以严

谨求实、客观公正的态度致力于为企业、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创造共赢的局面，为社会

和谐与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SKYTE汇聚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职业卫生技术专家，凭借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现代化的分

析仪器，雄厚的化学分析测试能力，通过提供专业准确的数据和客观有效的建议，帮助客

户解决职业健康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防范及减少职业危害风险，防止职业病的发生。我们

的服务包括：

A.建设项目评价：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

价；现有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B.常检测评价：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能力包括：

化学危害因素：粉尘总尘、呼尘、游离二氧化硅等项目的检测与评价，生产性毒物：正已

烷、异丙醇、乙醚、甲醛、乙酸乙酯、苯酚、苯系物、溶剂汽油、甲醇、丙酮以及铅、

锌、铜、锰、汞等有机类化合物和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氨、硫化氢、氟化物等一百余种

主要化学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

物理危害因素：高温、噪声、紫外辐射、工频电场等项目的检测与评价。

C．放射检测评价：工作场所及建设项目放射防护检测与评价，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性能检

测。检测评价能力包括：x射线，r射线等。



www.skyte.com.cn

400-6898-200

业务介绍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主要依据是《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2012年第51号令《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

定。其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产业政策，从

源头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识别、分析与评价建设项目

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确定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类别，为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分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确定建设项目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可行性，为建设项目

的设计提供必要的职业病危害防护对策和建议。

       该业务主要在项目设计阶段针对项目投产后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及防治内容进行评

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选址、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要求、职业病

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

求、应急救援、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卫生管理、职业卫生专项经费概算等。

不包括建设期的相关内容。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35个工作日内完成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特殊情况的时

限另行协商。

       业务流程：接受委托→收集资料→拟订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内审→现场采样/检测→

实验室分析→编制评价报告→专家评审→修改报告→专家组长确认→提交报告

          保密承诺：评价报告仅提供给委托方和卫生主管部门，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向任何第

三方披露，也不作为宣传材料。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主要依据是《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2012年第51号令《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

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识别建设项目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其

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其效果,对未达到职业病危害

防护要求的系统或单元提出职业卫生补充措施；针对不同建设项目的特征，提出职业病危

害的关键控制点和防护的特殊要求；同时为卫生行政部门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

验收提供科学依据。

       该业务以建设项目实施的工程内容为准，主要针对试运行期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效

果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选址、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建筑卫生学要

求、职业病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及效果、辅

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应急救援、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卫生管理等。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特殊情况的

时限另行协商。

业务流程：接受委托→收集资料→拟订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内审→现场采样/检测→实验

室分析→编制评价报告→专家评审→修改报告→专家组长确认→提交报告

保密承诺：评价报告仅提供给委托方和卫生主管部门，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披

露，也不作为宣传材料。

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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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介绍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主要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12年第47号令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除遵守前款

规定外，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

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和劳动者公布。”第二十一条“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有下述情形之一的，应

当及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一）初次

申请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或者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请换证的；（二）发生

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按照相关法律

规范对作业场所进行检测与评价，明确企业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其浓度，结合企

业的防护措施、管理制度等现状条件，综合分析其危害程度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评价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的效果，对存在问题的作业场所提出建议。

       通过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评价可以为企业防范和降低职业卫生风险，加强和规范

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同时为卫生行政部门对企业实施日常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35个工作日内完成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特殊情况的

时限另行协商。

       业务流程：接受委托→收集资料→拟订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内审→现场采样/检测→

实验室分析→编制评价报告→专家评审→修改报告→专家组长确认→提交报告

保密承诺：评价报告仅提供给委托方和卫生主管部门，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披

露，也不作为宣传材料。



职业病危害日常检测与评价

       业务概况：该业务主要根据《职业病防治法》中“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和《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

督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要求，按照相关法律规范对作

业场所进行检测与评价，明确企业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其浓度，分析其危害程度

及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评价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及其效果，对未达到职业病危

害防护要求的作业场所提出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的建议。

       通过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可以为企业改进职业病防护措施提供指

导意见、技术依据；为职业健康检查提供技术参考意见；为企业防范和降低职业卫生风

险，加强和规范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对企业实施日常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与评价报告。

       【职业病危害因素指定点委托检测】

       业务概况：主要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遵从客户意愿，对其指定的危害较大的部分工

作场所或岗位的指定检测项目，参照职业卫生相关技术规范尽可能的暴露出被指定场所的

职业病危害程度，为委托企业提供重点岗位职业卫生管理的局部依据、有针对性的做出相

应改进。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报告，特殊情况的时限另行协商。

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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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介绍 

建设项目放射防护预评价

       该该业务主要针对具有放射性危害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项目在可行性论证阶段

或施工前对其辐射防护措施、辐射监测计划、辐射危害、放射防护管理等进行全面评价，提出合理的改进建

议，使辐射防护达到最优化，同时为安监部门对建设项目实施职业卫生审查提供技术依据。

客户需提供的资料：

1、建设项目立项批复

2、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资料 

3、工艺流程说明

4、建设项目放射防护的设计方案及说明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书

6、全厂或整个医院的总平面布置图

7、设备清单

8、辐射工作场所的平面布置图

9、放射防护管理制度

10、其它相关资料

业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9号）

3、《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6号）

4、《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9号）

5、《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55号）

评价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标准》（GBZ130-2002）

3、《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02)

4、《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测规范》（GBZ138-2002）

5、《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编制规范》（GBZ/T181-2006）

6、《医用常规X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 76-2011）

7、《医疗照射放射防护的基本要求》（GBZ179-2006）

8、《医用诊断X射线个人防护材料及用品标准》（GBZ176-2006） 



建设项目放射防护控制效果评价

       该业务主要针对具有放射性危害的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项目在竣工验收以前对其

辐射防护措施、辐射监测结果、辐射危害、放射防护管理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并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

从源头控制或消除职业病危害，同时为行政部门对建设项目实施职业卫生审查和竣工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客户提供的资料：

1、建设项目立项文件

2、属于配置许可管理的放射诊疗设备，尚需提交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3、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书

4、建设项目设计卫生审查认可书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6、医院总平面布置图、机房所在楼层及其上下楼层的平面布置图

7、机房辐射防护资料（如每间机房四周墙体，防护门、铅玻璃的铅当量）

8、地理（区域）位置图

9、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一览表及其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10、辐射源或辐射设备清单及相应的技术参数资料，如仪器说明书

11、防护设施设置情况和个人防护用品清单及铅当量

12、建设单位的放射防护自主监测资料（包括个人剂量监测，辐射源或辐射设备防护性能监测，工作   

        场所的防护监测）

13、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14、放射防护培训制度资料

15、放射防护管理机构、安全防护专（兼）责管理人员名单和管理制度、放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16、试运行期间的一般资料（每年进行放射诊断的人数，放射工作人员作息时间，年工作天数、放射

        工作人数等）

属于工业辐射项目的还需提供以下资料：

17、生产工艺流程图及工艺流程说明

18、车间平面布置图（含设备布置图、设备台数、型号）

19、劳动定员及工作班

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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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介绍 

       主要针对放射工作场所的辐射水平进行检测与评价，让使用单位了解其放射工作场所的辐射水平,保护

放射工作人员免受不必要的照射，为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卫生审查提供技术依据。

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乙级）：(粤)安职技字（2013）

第B-0009号。

服务范围：

可以承接X、γ、中子、α、β五种射线的外照射和α、β表面沾污的检测。

业务流程：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报告编写→质量审核→报告签发→提交报告。

客户提供的资料：

1. 属于配置许可管理的放射诊疗设备需提交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2. 辐射源或辐射设备清单及相应的技术参数资料，如仪器说明书

3. 机房所在楼层及其上下楼层的平面布置图

业务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2.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9号）

3.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6号）

4.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9号）

5.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55号）

评价标准：

1. 《X射线衍射仪和荧光分析仪卫生防护标准》GBZ 115-2002

2. 《工业X射线探伤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 117-2006

3. 《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卫生防护标准》GBZ 127-2002

4. 《医用X射线治疗卫生防护标准》GBZ 131-2002

5. 《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要求》GBZ 130-2013

....

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检测



       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性能不仅直接关系到放射诊疗的质量，而且关系到放射诊疗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加强放射诊疗设备的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测，是减少或者消除放射诊疗事件的有效手

段。放射诊疗设备的放射防护性能检测与评价，可以让使用单位了解所使用仪器的相关性能，保护受检者和

放射工作人员免受不必要的照射，为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卫生审查提供技术依据。

服务范围：

可以承担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乳腺X射线设备、DSA、CT、DR、CR等放射诊疗设备的放射防护性能检测、

包括验收检测、状态检测、稳定性检测，医疗场所放射防护检测，上述所检项目均通过计量认证。

业务流程：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收集资料→现场检测→报告编写→质量审核→报告签发→报告发放

客户需提供的资料：

1. 属于配置许可管理的放射诊疗设备需提交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明文件（复印件）

2. 辐射源或辐射设备清单及相应的技术参数资料，如仪器说明书

业务依据：

1.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6号）

评价标准：

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2. 《医用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13

3. 《医用常规X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WS 76-2011

4. 《计算机X射线摄影(CR)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GBZ 187-2007

5. 《医用X射线诊断卫生防护监测规范》GBZ 138-2002

6. 《乳腺X射线摄影质量控制检测规范》GBZ 186-2007

7. 《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质量保证检测规范》 GB 17589-2011

8. 《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65-2005

 

放射诊疗设备防护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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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449号令)第二十九条规定: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关于个人剂量监测

和健康管理的规定,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和职业

健康检查,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是职业

健康监护的重要内容,是职业危害因素监测、评价和职业病危害评价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诊断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必备条件之一。

服务范围：

可以承担X射线、γ射线个人剂量监测项目。

业务流程：

业务受理→签订合同→发送个人剂量计→回收个人剂量计→实验室检测→报告编写→报告

签发→提交报告

监测周期：3个月

客户提供的资料：

放射工作人员一览表（姓名、性别、佩戴时间、职业分类）

业务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2.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9号）

3.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6号）

4.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9号）

5.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55号）

评价标准：

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2.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02

3. 《职业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外照射监测 》GB 5294-2001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对环境污染物的分析和监

测也被逐渐重视。SKYTE可根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和法规要求提供环境安全监测服务保

障您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健康安全。

       工矿企业“三废”污染监测：

       工业废气、食堂油烟、污染源废气、厂界空气、工业废水、生活废水有机、无机污染

物监测分析；ISO14000认证监测；生产车间空气有机、无机污染物监测分析；照度检

测；固体废弃物检测。

       环境影响评价监测：

       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中有机、无机污染物监测分析和微生物分析；土壤

氡浓度检测；环境放射性监测评价、核电站环境监测及放射性监测。

       噪声监测：

       厂界噪声、建筑场界噪声、交通噪声、区域环境噪声、职业噪声。

       室内（车内）环境空气质量检测：

       甲醛、氨、氡、苯及苯系物、挥发性有机物、臭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新风量、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微生物等。

       中央空调系统微生物污染监测：

       对不同类型空调过滤网、空气积尘的细菌总数、霉菌总数、军团菌、溶血性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芽胞杆菌进行检测，对中央空调冷却循环水的军团菌进行检测、鉴定。

       建筑和装饰材料有害物质及放射性核素分析：

       甲醛、挥发性有机物、铀、镭、钍、钾、外照指数、内照指数等。

       

       

环境监测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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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评价项目

控制效果评价项目

现状评价项目

检测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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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客户



       什么是职业病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

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由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和调整并公布。

       职业危害因素有哪些

（1）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因素：

化学因素：生产性毒物，如铅、苯系物、氯，汞等；生产性粉尘，如矽尘、石棉尘、煤尘，有机

粉尘等。

物理因素：主要为异常气象条件如高温，高湿，低温等；异常气压如高气压，低气压；噪声及振

动；非电离辐射如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激光，射频辐射等；电离辐射如X射线等。

生物因素：如动物皮毛上的炭疽杆菌，布氏杆菌；其他如森林脑炎病毒等传染性病原体。

(2)  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劳动组织和制度不合理，劳动作息制度不合理等；精神（心理）性职业紧张；劳动强度过大或生

产定额不当，不能合理地安排与劳动者身体状况相适应作业；个别器官或系统过度紧张，如视力

紧张；长时间处于不良体位或姿势，或使用不合理的工具劳动。

(3)  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自然环境因素的作用，如炎热季节高温辐射，寒冷季度因窗门紧闭而造成通风不良等；厂房建筑

或布局不合理,如有毒工段与无毒工段安排在一个车间；由不合理生产过程所致环境污染。

       为何要对工作场所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定期检测

有两方面的原因：

(1)  法规要求方面

       定期检测作为法律要求的且是安监部门对企业重点监管工作，是要求各企业予以重视的，否

则将会面临行政处罚及罚款。

(2)  风险规避方面

       定期检测是预防职业病的重要手段，一旦产生职业病，则企业要承担巨大的法律责任。

企业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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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问答

       我这项目必须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吗

除非贵单位项目不产生任何职业病危害因素，否则都要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而且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令第51号第十条施行说明（ZW-FZ-2013-005）规定：预评价报告应包含施工过程的评价。

施工过程和建成投产后都不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项目几乎是不存在的。

       企业做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有什么好处

定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是企业预防职业病事故重要手段，可以提前发现隐患，及时处

理，将职业病事故消弭于萌芽。其好处主要有三点：

(1)遵纪守法，免受处罚，树立企业形象；

(2)社会责任，人文关怀，提升企业文化；

(3)稳定员工，稳定生产，提高企业利润。

       选择天鉴测试的优势何在

(1)  结果保障

       自获得资质以来，所有项目均顺利通过专家评审，部分项目获得专家的高度好评；

(2)  技术队伍

       广东省最具技术实力的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技术队伍构成既有国家级专家运筹帷幄、严把

质量关，又有一大批五年以上经验的年轻力量作为中流砥柱坐镇指挥，还有更多各大高校预防医

学本科以上优秀毕业生在项目实践中快速成长。

(3)  硬件设施

       我们现有大量先进采样仪器、实验室检测设备、确保现场检测和实验室测试数据准确、服务

高效。

(4)  质量保障

      每年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机构间比对，所有结果都为满意结果。

(5)  服务态度

       清晰的服务流程、及时有效的沟通、结合客户的监督，每个项目均有客户填写满意度调查

表，以此监督、鞭策、帮助我们提高服务水平。

(6)  工作效率

       技术、流程、沟通充分保障周期控制，资料较齐全的客户年度定期检测10天、预评价/现评

1.5月、控评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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