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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医疗器械作为医生开展临床诊治工作必须使用的工

具，在开展诊治过程中会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人体，如

果管理不当会严重影响医疗质量，严重时会对患者的

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从而引发不良事件甚至医疗纠纷。

在进行口腔相关疾病诊疗时，口腔医疗器械的使用必不

可少，如果在使用时发生故障，会对病情的诊治产生

较大影响，严重时影响患者健康。保证口腔医疗器械

在临床诊疗中的有效性，实施科学合理的维护保养具

有重要意义。近些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口腔医疗

器械现代化、数字化、自动化程度都逐渐提高，对于

维修人员的素质、手段以及管理方式均提出较高要求，

为更好地保证口腔医疗器械的使用效率，发挥其临床

价值，要对口腔医疗器械进行更加科学的临床管理。

1    口腔医疗器械临床管理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

正逐步应用在口腔医疗器械的开发和设计中，先进技

术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医疗器械的数字化程度，但也增

加了医疗器械的使用、维修、维护的复杂程度，对于

器械安装、使用、保存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口腔

医疗器械进行科学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医院发展离不

开医疗器械技术的进步，基础设施越完善医院的诊疗

能力就越强，因此对医疗器械的日常检查和定期维修、

维护，保证口腔医疗器械的使用效果，就显得越发重要。

2    现有口腔医疗器械管理与维修保养问题

2.1    欠缺科学的管理制度
专业性医疗器械种类多种多样，其维修保养方式也

有着较大差异，在对其进行管理及维护时，充分了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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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性能、开展针对性地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较多

医院对此项工作并没有加以重视，缺乏针对性的管理制

度，管理方式以及维修保养方法并没有依据设备性能或

厂家指导进行。口腔诊疗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用到医疗器

械，其维修保养需更加缜密才能更好地发挥使用性能，

有效延长器械的使用寿命。部分医院在对口腔医疗器械

开展维修时，并没有做详细的维修维护记录，因数据

的缺失，导致口腔器械的维修、维护管理工作较为混乱，

导致医疗器械不能进行科学且专业化的维修及保养。

2.2    缺乏医疗器械维修及保养意识
随着口腔医院数量的增加和医院规模的扩大，医疗器

械的使用频率也在增加，但对医疗器械的维修、保养意识

却没有提高。通过相关调研发现，部分医院的医疗器械在

使用性能方面无法达到最优状态，探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

定期维护保养。面对不断增多的患者，医护人员的工作压

力也日益增加，导致使用完医疗器械后不能做到及时维护，

个别医护人员甚至随意操作医疗器械，增加了口腔医疗器

械的使用损耗，降低了其使用性能。

2.3    口腔医疗器械的预防性维护不到位
口腔医疗器械的预防性维护是确保口腔医疗器械的

使用性能、降低其使用风险的重要内容，可有效保证

医疗器械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最大程度降低故障的

发生，保证临床诊治安全展开。当下国内口腔医院的

医疗器械预防性维护工作都处于被动状态，有些医疗

机构甚至没有组建专人进行器械的维修、维护，医疗器

械发生故障后，只是针对性地维修，定期维护也只是

由厂家按合同定期上门进行，未做维修原因分析、预

防性维护分析等工作，致使预防性维护工作质量较差，

增加了医疗器械故障发生的可能性。

2.4    缺少医疗器械维修专业经验
随着口腔医院规模的不断增大，其医疗器械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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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维修保养技能未能匹配医院的发展，缺乏维修

参考资料和详细的维修记录。维修参考资料作为维修

人员具体操作的基础参考和主要的理论依据，对口腔

医疗器械的维修保养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医疗器械

销售人员推销产品时，只对产品优点及性能进行宣传，

忽视对其配件、维护等的详细介绍。口腔医院在进行

医疗器械安装时，一般只注意器械的使用说明，并没

有注意相关维修、预防性维护等事项。使用人员因缺

乏对医疗器械的深入了解，致使使用中故障频发，导

致维修工作开展艰难。此外，随着口腔医疗器械增多，

较多器械是新产品，医护人员也是初次使用，对其使

用及维护方面的了解程度较低，又缺乏一定的维修保

养经验，从而降低了器械的管理水平。

3    口腔医疗器械管理措施

3.1     完善口腔医疗器械管理相关制度
为有效预防口腔医疗器械诊疗时的操作风险，建立

完善口腔医疗器械相关管理制度，科学管理医疗器械等

措施，可以有效地改善医疗器械的管理现状。完善口

腔医疗器械定期维护、保养制度，加强日常使用等管

理，明确各管理部门的责任，完善医疗器械的维修机制，

可以显著降低医疗器械在使用中出现的故障率。   
首先，对医疗器械资质证件等相关材料进行完善，

建立技术验收、规范使用、科学维保等制度流程，落

实于日常工作中，保证医疗器械的使用效果，并为后

期开展维护与保养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完善并建立三级维护保养制度。一级维护保

养是对口腔医疗器械日常的维护，定期、定时、定量

对口腔器械清洁、消毒等；定时润滑零部件、检查螺丝

松紧、元器件变形、松动等情况，检查部件性能，并

对器械参数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运行状态等做以检查。

二级维护与保养是进一步对口腔医疗器械的灵敏程度

及精准度进行矫正，测试电路等系统中各参考点的各

项参数。三级维护与保养是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对器械

做拆分检修及清洗，更换相关寿命临期元器件，对医

疗器械全面调试，保证其精准度及性能。

最后，由专人负责口腔医疗器械临床管理工作开展

中相关资料的收集及保存，及时督促定期维护等措施。

3.2    提高医护人员口腔器械维护与保养意识
口腔医疗器械多为医护人员操作使用，但部分医护

人员在使用过程中，并不能做到规范操作，常常出现违

规操作的情况。因此，加强医护人员的维护与保养意识，

对口腔医疗器械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医院要对医护人

员开展定期培训，使其对口腔医疗器械的使用有正确

的认知。可以将口腔医疗器械的维护与保养内容纳入

绩效考核，并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通过口腔医疗器

械维护与保养和医护人员自身利益进行关联，可以有

效提高医护人员在口腔医疗器械使用过程中的责任意

识，并在临床应用中注重对其的维护与规范操作。同时，

口腔医院还要加强对医护人员正确进行设备操作流程

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的培训，注重日常应用中的流程规

范，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口腔医疗器械的性能降低。

3.3    加强口腔医疗器械的预防性管理维护
对口腔医疗器械做预防性维护与管理的过程中，要

注意与电子信息等先进技术有效结合，强化医护人员的

责任意识，并定期与器械管理相关人员沟通交流，了解

器械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建立预防性维护管理意识，

提高医护人员预防性维护与保养的意识。对不同的口腔

医疗器械选择适当的保养方式，并在日常工作中了解

其结构及使用方法，掌握器械的易受损部位，有效降

低器械使用中损坏的概率，保证使用过程的高安全性。

3.4    提升维修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
口腔医疗器械的维修与保养需有较强的专业性，对

维修者的业务能力要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加强对维

修与保养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要定期开展口腔医疗

器械维修与保养等专业培训，系统性的培训维修与保

养知识，同时邀请相关专家、厂家技术人员等人员对

口腔医疗器械的性能、操作流程以及在维修保养中的注

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使维修与保养人员具有扎实的

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进行培训学习时要注

重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有效结合，保证维护与保养

人员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操作技能。医院还要

重视对口腔医疗器械维护与保养技术的更新，以此来

满足科技发展带来的口腔医疗器械的技术提升。要不

断总结口腔医疗器械在临床使用中易出现的问题，分

析其原因，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4    牙科综合治疗机的维护保养方法

在口腔医疗器械使用过程中，医护人员要严格依

据相关的说明书来操作，避免其因人为因素受到损坏，

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医疗器械日常的维护与保养，使

其可以正常应用。下面以口腔医院必备的牙科综合治

疗机为例，详细说明口腔医疗器械的维护保养方法。

4.1    牙科综合治疗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牙科综合治疗机由综合治疗机和牙科椅组成，常又

简称牙椅。牙椅根据外观（器械盘）的不同，分为上

挂式和下挂式两种款式。在使用时需注意：

（1）结束诊疗后要及时关灯。

（2）牙科手机在使用时一定要带车针，切勿空转；

进入患者口内前，建议带车针转 3s。
（3）牙椅升降时注意周边物体，切勿让牙椅撞到或

挂住其他物体，如未复位的痰盂、医生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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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切勿用吸唾管（强吸、弱吸）吸取不该吸的东西，

如牙齿、石膏等。

（5）使用后将牙科椅复位。

（6）若遇到椅位不工作，任何按键都失灵时，首先

检查牙科综合治疗机开关是否打开。这个开关一般在主

控面板下部（多为拨动开关）、侧箱（多为按钮式开关）、

地箱（多为按钮式开关）。多数椅位不工作的情况为开

关未打开，若确认开关打开后还不工作，及时联系设

备科进行维修。

（7）若遇到手机无水喷出时，首先确认口杯水和三

用枪是否有水，若有，则需确认水开关是否打开（多在

脚踏左上角或主控面板的按键）、自来水与纯净水转换

开关是否调整到位（多在侧箱上）、手机水量阀是否打

开（挂机阀下部，多为旋钮），若确认后还不出水，及

时联系设备科进行维修。

（8）若遇到椅位不能动（如升降等功能实现时），

首先确认牙椅保护开关是否打开（多在牙椅的下部）、

确认痰盂是否拨回原位，若确认后还不能动，及时联

系设备科进行维修。

4.2    牙科综合治疗机的日常维护
牙科综合治疗机易于清洁，但设备常规的保养和维

护是必要的。使用、维护、保养时避免水或其他液体

直接或间接触电气相关部件，做好电气部件及周边的

防水防潮，尤其是易潮易湿部位，如地脚开关。

（1）建议每次使用后用温和消毒液擦拭仪器等设备

表面，避免使用强力洗涤剂清洁，尤其是设备的按钮

面板等部位。同时用镜头纸或脱脂棉擦洗口腔灯镜片，

不可用酒精棉或其他溶剂类物质。

（2）每日清洁：

①每日工作完毕后，应对漱口盂、吸唾器管、强力

吸引管和过滤器进行清洗。

②每次操作后用清水冲洗漱口盂。每日用温和消毒

液对漱口盂进行消毒，并用软毛刷刷洗，保持痰盂干净、

清洁。

③用温和消毒液清洗吸唾器管（弱吸）、强力吸引

器管（强吸），同时取出过滤器清洗，并甩动管子，将

其中的固体物排出。

（3）预防性维护：

①建议每 3 个月清洗牙科椅处气过滤器；每 0.5 个

月排放一次气过滤器内积水，以免积水进入气路，影

响正常使用。按压泄放开关即可排出积水。气过滤器

滤芯孔径小于 50μm。

②建议每 3 个月清洗牙科椅处水过滤器，旋下杯体，

取出过滤网筒，对各零件进行清洗，清洗后按顺序装

好并拧紧，保证密封可靠即可使用。水过滤器滤芯孔

径小于 100μm。

③建议每月清洗牙科椅微型水过滤器，微型水过滤

器安装在主箱体内立柱端，拧出微型水过滤器阀体后，

取出过滤网清洗后装回。

④建议每月清洗器械盘下部回气瓶。旋下瓶体，用

洗洁精清理干净后吹干海绵水分，装好海绵，将瓶体

反方向旋紧在接头上即可。

⑤建议每 6 个月进行电气安全检查，检查电源线外

皮有无破损，电源插头接触是否良好，检查漏电流及

保护接地连接是否符合要求等，若有安全隐患，应由

专业维修人员更换。

5    结语

综上所述，专业性作为口腔医疗器械管理维护与保

养工作中的重点，需要医护人员具有较高的理论学习

水平及较强的技术操作能力；因管理器械较为多样，所

以要不断提高临床管理水平，确保医疗器械有较高的

使用安全性及使用效率。对口腔医疗器械实行科学的

维修、保养与科学管理可有效延长医疗器械的使用寿

命，提高其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性。通过完善相关制度，

提升医护人员的维修与保护意识，有效提高医护人员

的专业素养，从而提高口腔医疗器械使用中的有效性，

降低故障的发生率，发挥口腔医疗器械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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