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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 variety of medical imaging equipment combined with the rational use of emergency
medical support is used. Methods: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ommonly
used medical imaging equipment is used to study how to jointly apply in medical support. By continuing to learn professional skills, improving video technology, material preparation and joint
assistance,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other aspects to carry out actual combat drills when different
disasters come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business level. Results: Th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image equipment and image professional level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ent of
emergency medical support.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imaging equipment and the level of
image diagnosis will improve the rescu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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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多种医学影像设备联合应用在突发事件卫勤保障中合理运用。方法：分析常用医学影像设备其优
缺点，研究如何在卫勤保障中联合应用，并通过不断学习专业技能、提高影像技术、物资准备、联合救
助、提高效能等方面着手，在不同灾害来临时进行实战演练，不断提升业务水平。结果：多种影像设备
联合使用及影像专业水平提高将在突发事件卫勤保障中起重要作用。结论：影像设备的联合应用及影像
诊断水平的提高，将有效提高卫勤保障中救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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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各类突发性和复杂的事件不断发生，地区及国际形式的复杂多变[1]，卫勤保障日益呈现出瞬
息万变、情况复杂等特点。为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卫勤保障职能使命在逐步渐进性加强，现就医学影像
所承担的后勤保障谈如何提高卫勤保障中医学影像保障工作。

2. 现有常规医学影像保障多以 B 超、移动 DR、移动 CT 组成，其特点及优缺点，
其在后勤保障灾害救援中联合应用
2.1. B 超检查特点及优缺点
B 超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和简便的非手术的诊断性检查。
特点：轻便，方便携带，广泛应用于临床工作，对于腹腔实质性脏器诊断、心脏疾病诊断、胸腹水
等诊断较敏感等，操作简便快捷。
优点：价格便宜，无不良反应，可反复检查，可获得多个角度需要检查脏器的切面图像，直接进行
直观的形态学观察，数据客观真实。
缺点：B 超对骨骼、空气等很难达到深部，对成人颅脑的诊断较 X 线、CT 逊色。其次，多次重复反
射以及旁辨干扰出现假反射现象，因此有时易造成误诊。

2.2. 移动 DR 检查特点及优缺点
特点：移动 DR 因方便快捷、图像质量高，临床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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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移动 DR 层次丰富、有多种数字化处理功能[2]。对感兴趣部位可观察其细微结构，对脊柱骨
盆骨质的满意度达 90% [3]。在临床上特别是对危重及无法移动的患者 X 线检查中发挥重要作用[4]。X
线辐射量降低，噪声小，不仅降低患者的辐射剂量，还有效的降低工作人员的辐射剂量[5]。
缺点：移动 DR 价格略高，功率小，只能满足临床特殊诊断需求。

2.3. 移动 CT 检查特点及优缺点
移动式 CT 可以到达临床任何所需之处和所需之时，可以给需要急救的患者带来即刻的诊断，堪称
影像检查中的“轻骑兵”[6]。
优点：该 CT 机体积小、可移动，特别适用于急症、危重病人及行动不便患者，消除了因病人搬运
带来的不便及安全隐患。移动 CT 设备可用到检查抢救及手术患者，且移动 CT 射线量小，可有效减少患
者及工作人员辐射。
缺点：价格高，颠簸易坏，不适合长途跋涉。

2.4. 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多种影像设备联合应用
其可有效提高突发事件中救治效率。如：B 超可以完成实质性脏器、心脏等的检查及评估；移动 CR
多用于评价骨折、胸腹部平片的检查；移动 CT 对于颅脑、胸腹部、四肢长骨均可评价。采用多种影像学检
查相结合方法，取长补短，可有效减少误诊及漏诊率，提高救治率水平，在卫勤保障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

3. 提高影像技术水平，发挥其在卫勤保障中的作用
1) 随着时代发展，在灾害应急救援、反恐实践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在灾害应急救援、反恐实践
中担当多个角色，我们不仅是医务救护者；是心理评估师；是解说员；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救援者；
是团结协作、各尽职守的护卫者；是保障力量的重要承担及实施者，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代表。医
学影像诊断水平直接影响医疗救援的效率，在医疗救援中担当重要的诊断任务，优质的影像诊断水平将
有助于提高救援效率。
2) 当前世界范围内恐怖袭击的方法形式多种多样，手段恶劣，这就要求我们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7]。影像救援作为后勤保障的一份子也应随时准备着。平时多训练、多准备，将操作预案常记心中，在
灾害来临时根据应急发展变化做到“三快”：保障决心快，组织实施快，力量部署快[8]。

4. 不断完善预案，预备救援人员及物资，实时军地协助
1) 当灾害发生时行动的指南和依据是一个严密完善预案，一个好的预安因依据灾害的类型、灾害的
特点、灾害的规模制定相应应急预案，预设后勤保障人员、后勤保障需要的设备、伤员受伤的类型、灾
害地区天气状况、灾害地区现有交通状况等，制订相对合理、可行的卫勤保障预案。
2) 灾害救援保障物资准备，救援物资在平时准备充足、合理，因安排专人、专职负责定期检查更新，
填补不足，在灾害来临时才能做到随用随取，随时保障物资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3) 军地联合，调动一切救灾力量，医学影像检查除人员配备外，包括设备、救灾物资均可协调军地，
互帮互助，展开全方位的救助。有学者指出[9]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灾害现场医疗救援中组织协
调指挥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向月应等指出在灾害救援中加强组织指挥，多系统密切协同，人员设备明
确分工，救援力量相互配合[10]。统筹部署将伤员尽快后送，减少灾害损失。

5. 平时进行影像专业培训、在不同灾害来临时进行实战演练，
不断提升影像诊断业务水平
1) 平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及考核，针对影像医学中常见病、多发病及不同灾害特有疾病理论及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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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救援的知识及技能反复练习。制定相应影像教学计划，定期开展业务学习，不间断对学习内容及技
能进行检测，提高灾害应急救援能力。
2) 当灾害来临时配备有经验、体能好的、业务精湛的影像人员领队，新老搭配，老带新人，巩固老
救援人员业务，同事提高新生力量的救援能力。组成影像医疗保障军地交流活动，通过实战训练在重大
卫勤保障和医疗融合的活动中切实增强实战适应能力[11]。
3) 医疗影像救援是在保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救援效率及救治成功率。建立有效应急伤员检查安全快捷
的“绿色通道”，可加快救援质量及效率。情况紧急时，可建立应急伤员专用通道，优先应急伤员的检
查，设立应急伤员一站式检查（即 B 超、移动 X 线、移动 CT 布局紧凑，在一定范围内能完成连续检查），
加快伤员的分诊、检查、影像诊断力度。对于突发事件需要选择针对性强的卫勤保障力量实施救治或后
送[12]。建立后送医院分诊制度，曹新历等指出依靠周边就近一级医院为第一站后送医院，基层卫生机构
为第二站后送医院，以三级医院为第三站后送医院的救治体系[13]，可有效提高加快救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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