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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实际医疗水平，同时，依托于此类设备成像速度快、

X 线辐射量低、图像分辨力高以及实用性强等优势特点，

能够有效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为使 DR 设备得以

稳定、高效运作，满足医院医疗需求，研究并把握此类

设备的日常维护要点与保养技术是必要的。

1    分析 DR 设备的日常维护要点

1.1    电气维护

1.1.1    除尘维护

DR 设备在长期运作过程中会积累一定量的灰尘，

外加其运行时产生热量，也会对空气中的灰尘产生吸附

作用，若是缺乏清洁处理，将会对设备成像质量造成严

重影响，严重情况下，很容易会发生电脑系统死机、乱

报故障代码等不良现象。所以，在 DR 设备日常维护过

程中，相关技术人员要做好防尘除尘工作。具体而言，

电气维护中的除尘作业应分清主次，重点是电脑主机箱

设备，然后是 UPS 除尘，最后是各个电器柜和图像传感

器。开展日常除尘维护工作时，相关技术人员可以选用

鼓风机吹对主要灰尘进行处理，然后结合运用毛笔、纱

布等对设备的关键部位进行清理。若是选用的设备厂方

在除尘维护方面具有明确要求，则要更换专业人员，以

厂方的相关要求与标准开展清洁工作，尤其是平板探测

器，为有效防止设备内的灰尘导致部件生锈，或是运作

不灵敏，应使用透软、干净的毛笔、无尘布或是医用纱

布轻轻擦拭，从而避免日常维护工作给平板质量造成影

响。需要注意，在对设备进行擦拭清理时，要注重所用

溶剂的组成成分，不得使用具有腐蚀性的清洁溶剂。

1.1.2    温度、湿度维护

在 DR 设备日常维护过程中，还应该保证设备在恒

温恒湿的运行条件下进行检查，以此保证设备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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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作为当前主流的医疗器械，DR 设备的电气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对环境空间的温度、湿度都有要求，

一般情况下，温度参数应在 22 ～ 25℃范围内，相对湿

度则在 50% ～ 65%。通过在日常维护中保证恒温恒湿

的运行条件，有利于设备散热冷却，避免坏点、坏线等

故障的出现。在该运行条件具体控制过程中，主要是在

医院机房内部安装除湿机或空调，将这两个设备的维护

作业纳入到 DR 设备日常维护工作中，其中，除湿机要

及时倒水。

1.1.3    UPS 电源功能检测

当 DR 设备处于工作状态时，电源稳定性是影响其

运行质量的因素之一，若是出现突然性断电，将会导致

电脑主机数据丢失，影响医疗工作的推进。从设备构成

来看，平板作为重要部件之一，对供电质量具有较高要

求，所以在日常维护工作中，需要依托于 UPS 的安装

对电源功能状态进行检测，根据每天维护工作中对该数

据进行检查与记录，确保供电精密平稳，防止突然断电

而产生巨大电流，烧毁 CPU、主板或者硬盘等，并有效

防止图像伪影。除此之外，UPS 安装后，还应将该装置

纳入到设备日常维护工作中，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维护

管理人员，都要检测 UPS 电源功能状态，以准确的数

据为基础对电池组进行及时更换，以此确保其功能作用

的充分发挥。如果在日常维护工作中发现 UPS 电源功

能出现故障，应对诱发因素进行及时排查并做好记录，

然后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最后对各类数据进行归档整理，

一方面给后续维护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

确保其正常发挥作用，尽可能延长 DR 设备的使用寿命，

提高医学影像质量管理水平。

1.1.4    供电条件监测

为避免设备运作过程中出现电流骤然变化等会损害

设备的情况，还应在设备电气日常维护工作中对配电箱

进行检查与维护，使用专业软件与仪器准确监测供电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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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此实现设备供电条件的良好控制。通常情况下，

DR 设备采用的配电箱为三相五线制，需要与地面保持

一定距离，连接方式为独立零线。在设备运作过程中，

配电箱的供电指标为：供电功率在 50kVA 以上，电压波

动幅度不大于 10%，电源内阻参数为 0.3Ω，电源接地

电阻为 4.0Ω。为保证 DR 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相

关维护人员应对稳压器进行检查，由于此类设备需要较

大的用电功率，所以还要结合当地变压器功率和使用率

对稳压器运作状态进行检测，避免过载等不良现象的发

生，以此实现对供电条件的有效监测。

1.2    软件备份与数据维护

DR 设备运作基础是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工作是

进行 X 线信息采集工作，所以在日常维护工作中，还需

要注重软件备份和数据备份的检查，并根据实际情况落

实相对应的维护工作。在此类设备运行过程中，计算机

故障是常见问题，所以在日常维护工作开展过程中，针

对软件和数据备份的维护工作，技术人员应准备一台

PC 机作为维修专用，再准备容量较大的硬盘用来备份。

若是在设备维护过程中发现软件已经出现故障，数据已

经部分丢失，则要将存在故障的硬盘拆下，然后将新硬

盘与维护计算机相连接，使用 CHOST 等打包软件对备

份数据进行恢复，待完全恢复至新硬盘后，将其安装回

计算机，以此确保其稳定运作。具体维护工作要点如下。

第一，在购置新 DR 设备或是设备投入使用初期时，

维护人员应做好电脑软件系统的备份工作，此时资料较

少，这是因为系统仍处于初始状态，通过及时备份确保

系统、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第二，额外备份设备中的用户数据，及时将 DR 机

中病人的检查数据上传到 PACS 系统或影像报告工作站，

然后刻盘、备份 DR 图像，之后将其删除，避免磁盘文

件过多，降低系统崩溃可能性。通过该维护工作，即便

设备在日后使用过程中系统、软件出现损坏，也能够实

现数据备份还原，保证用户数据安全；

第三，在开展维护计算机与备份硬盘的连接工作时，

技术人员要注重跳线设置的更改，将备份硬盘作为从盘、

计算机硬盘作为主盘，备份时建议用工具光盘或 U 盘启

动电脑，整盘备份优先，其次再作分区镜像；

第四，若是电脑软件备份出现无法恢复的情况时，

相关作业人员应对原硬盘进行检查，判断其是否出现物

理损坏和磁道损坏，前者立即更换，后者使用相关工具

软件修复。如果系统对磁盘具有加密，可以将硬盘重新

分区，隔离隐藏坏道区域，再用分区镜像来恢复各分区。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格式化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格式

化次数不得超过 5 次且谨慎使用，以此保障数据备份恢

复可行性。图为 DR 数字化医用诊断高频 X 射线机。

以设备计算机部分系统时间滞后故障为例，在计算

机系统时间滞后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拍片时间将出现

差异，首先可以重新设置时间，若是无效可能是设备

BIOS 电池出现问题，在该情况下，需要拆下时间显示器，

更换电池。

2    研究 DR 设备的保养技术

2.1    机架运动部件等机械部件的保养
机架运动部件等机械部位是 DR 设备定期保养的重

点之一，在 DR 设备使用与运作过程中，若是出现异常

声响或是震动等现象，则要立即关停 DR 设备，根据声

响来源和主要震动部位进行检修。针对机架运动部件等

机械部位开展保养工作时，应按照以下技术流程进行。

（1）仔细检查各个运动部件。为得到有关设备运动

部件工作状况相关信息，技术人员需要在第一时间对设

备的各个运动部件进行仔细检查，对其工况做出准确判

断，检查重点为钢丝绳或链条，掌握其磨损情况。若是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其存在毛刺、松销等不良现象，技术

人员需要即刻开展更换工作，然后对轴承进行检查，及

时添加润滑油脂。需要注意的是，在添加润滑油脂时，

要确保与机器设备之前使用的油脂品牌相同，从而确保

其得以正常运作。

（2）检查小部件和制动装置。对DR设备的固定螺钉、

螺母、销钉进行检查，针对其出现的松动问题立即将其

拧紧。在对设备各个制动装置进行检查时，主要聚焦于

图    DR 数字化医用诊断高频 X 射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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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可靠性，按照最新的标准规范对其进行调整，进

而使制动力符合设备需求。

（3）防震保养。由于震动会对机架和平板探测器等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为有效减少振动幅度，防止探测

器与其外壳发生碰撞，应落实规范的防震保养措施。比

如，在转运床开展患者交接时，很容易因为转运床与检

查床探测器的外壳发生碰撞，其是产生震动的主要因素。

基于此，技术人员应当做好防震措施，避免机架运动部

件发生损伤或者故障，影响正常的医疗服务活动。

2.2    日常保养计划

2.2.1    设备保养

使用干净软布将设备显示器屏幕污垢擦除，所用溶

剂不得具有添加剂，更不能使用带有抗静电功效的电溶

液，以此保护屏幕涂覆层。

2.2.2    探测器保养

由于 DR 设备探测器中含有硅成分，该成分的光电

导率较高，所以才能够使设备具有较强的 X 线敏感性。

随着曝光时间的累积，探测器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老化

损坏，若是发生损坏的探测器仍控制在 5 个以内，运用

软件对其修复即可，若是探测器损坏数量在 10 个以上，

形成白点，且白点面积逐渐变大，导致探测器形成坏道，

那么应对其进行校正保养，严格按照厂商提供的相关手

册准则落实坏点、增益和偏移校正。

2.3    检测 X 线球管焦点成像性能与平板成像性能
随着 DR 设备的使用，X 线球管用久后期靶面将

出现毛糙、焦点变大等情况，设备的图像清晰度将逐

渐下降。一般情况下，初期阶段较难被人察觉和排除，

甚至容易将出现的不良现象原因归结于探测器故障。

因此，在 DR 设备保养工作中，最好请专业技术监督

部门对平板成像性能、X 线球管焦点成像性能进行检

测，从而提早发现。平板用久了，图像灰阶深度数会

减少，射线转换为可见光的效率下降，照片射线用量

上升，对防护不利。

3    实例分析

以某厂商的 DR 设备为例，在其运作过程中发现，

设备摄影后图像显示和保存异常。根据这一故障现象，

相关技术人员对显示器进行查看，发现图像并未按照设

定路径存储于图像系统中，15s 后，显示器方正常进行

摄像图像的显示。该设备为高端数字化医用 X 射线诊断

系统，便携式平板探测器，无线传输技术，悬挂式安装

X 线球管，在其正常运作情况下，不仅曝光时间相对较

短，操作也十分灵活，适用于颅骨、腹部等区域的曝光

摄影。

根据上述故障现象，初步诊断该异常的出现原因是

硬盘问题，其次是软件故障。因此，相关技术人员应对

设备系统硬盘存储空间进行查看，判断其存储空间占有

率，将计算机处理主机拆开，对风扇与主板进行检查，

并未发现异常情况，而且，主板 LES 指示灯也处于正常

状态。关闭主机，对其现有灰尘进行清理，将相关插件

接口重新拔插，安装后开机，发现仍存在该故障。在开

机测试过程中，对硬盘运行情况进行观察，主要分为听

觉观看与视觉观察，然后安装设备系统软件，安装后再

次开展开机测试，发现故障情况仍未改善。后续请教厂

商工程师，交流、分析后方知该设备硬盘共有两块，分

别发挥摄影图像存储和备份功能，由于备份故障可能性

相对较小，所以首先对系统盘和存储摄影图像的硬盘进

行更换，刚更换完毕后开机测试，发现故障消失。

由此可见，在面向 DR 设备开展维护与保养工作时，

应先像 DR 设备的厂商了解其结构特点，然后再制定维

护、保养计划，以此实现保养作业的高效率开展，故障

维护作业的高质量完成。

4    结语

综上所述，DR 设备作为当前医疗事业的主流设备，

是多数医疗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为使此类设备稳定发

挥作用，应针对其长期使用特点落实有效的日常维护工

作与保养技术。在具体工作中，应注重关键部位的日常

维护，做好软件备份与数据维护工作，落实规范电气维

护作业，把握维护要点。同时，采取规范化的保养措施，

制定科学的日常保养计划，同时根据 DR 设备的具体厂

商与规格，明确其内部结构与维修保养要求标准，以此

提高设备运行质量，满足临床诊治等相关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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