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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健康体检规范（结核病部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检查的工作要求、检查内容、检查流程、检查结

果判断与处置和档案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从业人员结核病健康体检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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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 288—2017 肺结核诊断 

WS/T 389—2012 医学 X线检查操作规程 

健康体检中心基本标准（试行） 

健康体检中心管理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从业人员 employees 
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疗卫生人员；食品、药品、化妆品从业人员；《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中规定的从业人员；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的教职员工；接触粉尘或有害气体的企

业人员；乳牛饲养业从业人员；其他易使肺结核扩散的人员以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等。 

3.2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检查 tuberculosis health examination for employees 
从业人员所进行的从业前、从业期间的健康体检结核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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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业人员结核病检查类别 

4.1 从业前检查 

从业人员在新录用及转岗到该类岗位的人员都应进行结核病相关检查，取得健康检查合

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4.2 从业期间定期检查 

用人单位应建立并且遵从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检查的管理制度，每年（定期）组织

员工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后方可继续工作。 

5 从业人员结核病检查工作要求 

5.1 机构与设施要求 

5.1.1 应持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已获得开展健康体

检工作的许可。应符合《健康体检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和《健康体检中心管理规范（试

行）》的要求。 

5.1.2 应具备相对独立的符合体检机构设置要求和感染控制要求的门诊和候诊场所。 

5.1.3 应具有“放射诊疗许可证”；具有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的放射诊疗场所，并配备

工作人员防护用品和受检者个人防护用品；应至少配备一套500 mA的普通X线设备或计算机X

线摄影（computed radiography,CR）或数字X线摄影（digital radiography,DR），有条件

的地区可以配备1辆配置DR的移动体检设备。 

5.1.4 应具备信息报送、传输和自动化办公功能的网络计算机等设备，配备与功能相适应的

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符合国家和所在区域相关要求。 

5.2 人员要求 
5.2.1 临床检查人员 

应由取得相应资质的专业医师承担，主检医师至少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5.2.2 影像学检查人员 

应由医学放射或医学影像的专业人员承担，诊断医师至少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5.2.3 咨询与合格证书发放人员 

应由卫生专业人员承担，并需取得相关专业培训资质。 

5.3 质量控制要求 

5.3.1 应具备健全的体检相关事项告知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和体检合格证明底卡制度等。 

5.3.2 应具备健全的临床检查、胸部影像学检查工作程序和操作、消毒隔离制度以及医疗废

弃物处理制度。 

5.3.3 应具备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质量控制体系，详细规定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

责、质量保证方案、程序性文件以及规范用表等。 

5.3.4 应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和各级医疗质控中心的质量控制管理。 

5.3.5 体检相关数据应真实可靠、不可人为篡改、过程数据全程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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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业人员结核病检查内容 

6.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 

a)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身份证号、家庭（通讯）地址、现 

工作单位、怀孕和备孕情况、职业（职业为教师的，应写清楚工作的学校、院、系、班级） 

以及联系电话等。 

b) 既往史和接触史:既往是否患有结核病、糖尿病、肝肾病等慢性病史,药物过敏史,粉尘 

接触史和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史，是否正在其他地区登记或治疗结核病等。 

c) 结核病可疑症状: 详细询问是否有咳嗽、咳痰、咯血或血痰、胸痛、发热、乏力、食 

欲减退、体重减轻、夜间盗汗等症状，详细询问症状出现和持续时间。将咳嗽、咳痰2周 

及以上、或咯血或血痰者定义为肺结核可疑症状者。 

 

6.2 胸部影像学检查 

6.2.1 检查方式 

应按照《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的通知》要求，优先使用普通X线摄影或

CR，有条件的地区，推荐使用DR取代普通X线摄影或CR检查。常规拍摄胸部正位片，必要时

加拍胸部侧位片或胸部CT等，以协助诊断。 

6.2.2 操作规程和影像显示要求 

    X线检查操作规程和影像显示要求应符合WST389-2012的有关规定。 

6.2.3 胸部 X 线提示肺结核病变 

不同类型肺结核的胸部影像学表现参见附录A。 

7 从业人员结核病检查流程 

7.1 询问基本信息。 

7.2 询问有无结核病可疑症状、结核病既往史和接触史。 

7.3 开展胸部影像学检查。 

7.4 对于接受年度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有条件的可采用移动医疗主动上门服务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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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业人员结核病检查结果判断与处置 

8.1 检查中发现的符合WS288-2017诊断为疑似肺结核或活动性肺结核标准的患者，经过主检

医师审核后:  
  a) 应在肺结核或疑似肺结核被诊断的24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 

b）应为诊断的肺结核或疑似肺结核患者开具“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参

见附录B）将其到现住址所在的县（区）级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诊断和抗结核治

疗。 

  c）应对转诊患者进行结核病防控和个人防护等方面的知识宣教。 

  d）应将体检结果在1~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报告形式告知本人或者单位。 
8.2 检查中发现的非肺结核的其他异常结果，经过主检医师审核后，应在1~2个工作日内以

书面报告形式告知本人或者单位。 
8.3 未发现异常者，经过主检医生审核后，应在5～10个工作日内由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机构

签发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部分）健康合格证明（参见附录C）。宜提供电子化形式、可

控匿名、可追溯、不可篡改的健康证明，方便从业人员本人和执法查询。 
8.4 结核病健康检查结果应纳入《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报告》中。 

9 从业人员结核病检查档案管理 

9.1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机构应建立电子健康检查档案，包括原始信息资料、检查结果个案报

告、胸部影像学资料等，遵循国际或国家相关卫生信息标准，以数字形式至少保存 15 年。 
9.2 用人单位应建立员工健康简档，全面了解员工健康状况，特别是传染病相关情况，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员工健康管理。 

9.3 每年 12 月份宜将健康检查情况统一汇总，分析不同行业、对象的结核病检出率，并形

成监测资料，撰写年度体检总结报告，报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9.4 宜建立电子健康检查档案的安全防护和可信机制，确保体检档案具备高安全性，防篡改

和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并且能够实现全面共享及全程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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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肺结核胸部影像学表现 

A.1 原发性肺结核  

原发性肺结核主要表现为肺内原发病灶及胸内淋巴结肿大，或单纯胸内淋巴结肿大。  

A.2 血行播散性肺结核  

急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表现为两肺均匀分布的大小、密度一致的粟粒阴影；亚急性或慢

性血行播散性肺结核的弥漫病灶，多分布于两肺的上中部，大小不一，密度不等，可有融合。 

A.3 继发性肺结核  

继发性肺结核胸部影像表现多样。轻者主要表现为斑片、结节及索条影，或表现为结核

瘤或孤立空洞；重者可表现为大叶性浸润、干酪性肺炎、多发空洞形成和支气管播散等；反

复迁延进展者可出现肺损毁，损毁肺组织体积缩小，其内多发纤维厚壁空洞、继发性支气管

扩张，或伴有多发钙化等，邻近肺门和纵隔结构牵拉移位，胸廓塌陷，胸膜增厚粘连，其他

肺组织出现代偿性肺气肿和新旧不一的支气管播散病灶等。  

A.4 气管、支气管结核  

气管及支气管结核主要表现为气管或支气管壁不规则增厚、管腔狭窄或阻塞，狭窄支气

管远端肺组织可出现继发性不张或实变、支气管扩张及其他部位支气管播散病灶等。  

A.5 结核性胸膜炎  

结核性胸膜炎分为干性胸膜炎和渗出性胸膜炎。干性胸膜炎为胸膜的早期炎性反应，通

常无明显的影像表现；渗出性胸膜炎主要表现为胸腔积液，且胸腔积液可表现为少量或中大

量的游离积液，或存在于胸腔任何部位的局限积液，吸收缓慢者常合并胸膜增厚粘连，也可 

演变为胸膜结核瘤及脓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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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 

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见表B.1 

 

表B.1 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 

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 
（一联  交患者） 

患者姓名：                  
门诊或住院号：               性别：      年龄：      （周岁） 
住址：              县（区）           乡（路）           村（居委会） 
患者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患者工作单位：                                    （农户则无须填写） 
原因：1.肺结核；2.疑似肺结核； 
请患者到：                    （县区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和治疗 
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医生：                    
医院：                                

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 
（二联  交当地定点医疗机构） 

患者姓名：                  
门诊或住院号：               性别：      年龄：      （周岁） 
住址：              县（区）           乡（路）           村（居委会） 
患者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患者工作单位：                                    （农户则无须填写） 
原因：1.肺结核；2.疑似肺结核； 
请患者到：                    （县区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和治疗 
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医生：                    
医院：                                

肺结核患者或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单 
（三联  留存体检机构） 

患者姓名：                  
门诊或住院号：               性别：      年龄：      （周岁） 
住址：              县（区）           乡（路）           村（居委会） 
患者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患者工作单位：                                    （农户则无须填写） 
原因：1.肺结核；2.疑似肺结核； 
请患者到：                    （县区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专业诊断和治疗 
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医生：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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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部分）健康合格证明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部分）健康合格证明见表 C.1 

 
表C.1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部分）健康合格证明（式样）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结核病部分）健康合格证明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岁 

身份证号： 

编    号：                        号                   （照片）                        

类    别：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体检号） 

（条形码或二维码） 

 

体检机构： 

须  知 

1.健康检查合格证明类别分为食品及相关类、非食品及相关类。 

2.食品及相关类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同时适用于上述两类从业人员。非食品及相关类健康

检查合格证明仅适用于非食品及相关类从业人员。 

3.食品及相关类从业人员指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直接从事

挤奶工作的人员、生鲜乳收购人员、乳制品生产人员，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生

产操作人员，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直接接触药品工作人员，直接从

事饮用水供、管水人员等。其它为非食品及相关类从业人员。 

4. 本合格证明自主检合格之日起生效，适用于全国范围。本合格证明仅指本次体检未

发现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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