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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常规 CT 机作为医学成像设备，在临床诊疗工作中

应用广泛，不仅扫描速度快，而且图像清晰，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方便医师直接观察病情，因此成为临床早

期诊断的有效方式。但在常规 CT 机运行过程中，如果

出现故障问题，则会对临床检查结果可靠性、准确性产

生影响，进而延误患者的治疗，影响患者的健康及安全，

还容易引发医患纠纷问题，所以确保常规 CT 机的稳定

运行非常关键，可以保证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为保障患者健康及安全提供支持。

1    常规 CT 机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1.1    图像扫描故障及维修
在常规 CT 机检查过程中出现重建图像失败故障，

按照操作系统提示进行处理，对 SMI 进行复位，并重

新启动设备，无法消除故障。这一故障的发生与图像重

建失败有关，因此在维修过程中需要对 SMI 进行检测，

基本能够确定出现问题的是 SMI 057 APD 板。SMI 057
属于复全板，而 APD 作为母板，对 APD 板进行更换

再测试，可以测试发现系统仍不能正常运行，无法对

图像进行重建，则可确定出现异常的是 160 板，更换

160 板之后再测试，直至排除故障。在维修过程中，除

以上问题之外，还需要综合考虑物理影响因素，分析

设备图像扫描故障问题，找出故障发生原因，使设备

运行恢复正常。

1.2    电源跳闸保护及维修
常规 CT 机启动并未发现异常，但在开始扫描时，

突然启动了电源跳闸保护功能，CT 机自动断电，并停

止运行。对于这一故障，在维修过程中，应先将电源接

地短路发生原因进行排除，如导线损害、元器件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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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对损坏部件进行检查与更换，之后对 CT 机运行

状态进行确认。同时在 CT 机运行过程中，电源跳闸现

象的发生可能与驱动管修电路板有关，使得通信故障，

对于此则需要拆除驱动管修电路，并对电路板异常情况

进行检查，重点对电阻元件短路情况进行检查。另外还

需要将电阻元件短路情况进行排除，可通过比较法对二

极管短路情况进行判断，通过晶莹图示仪测试电路板，

对其是否符合二极管稳压特性进行判定，将 68V 稳压

二极管接入电路中，之后进行测试，确认 CT 机可正常

运行，并未发生电源跳闸现象。

1.3    图像无法传输及维修
在 CT 机运行过程中，可通过自动、人工两种方式

向数据库中传输信息与数据，为临床诊疗工作提供便

利条件。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CT 机可能会发生图像

无法传输的故障，影响医师对检查结果的及时判断，进

而延误治疗。这一故障通常是因初始数据收集结束之

后，在图像重建上出现偏差，使得图像信号呈现出非

连续状态，导致图像模糊、编码错误等现象。对于此

首先需要对 CT 机面板进行检查，选中传输失败的图像，

之后将数据向图像重建面板中输入，对图像进行重建，

之后 CT 机可以重新传输图像。

1.4    照相机连接失败及维修

CT 机在使用过程中无法连接照相机，通常通过重

新启动的方式排除故障，但实际上重新启动虽然可以

使连接恢复正常，能够实现检查与图像传输，但由于

照相机名称发生改变，系统无法正常对图像予以排版。

另外在检查期间，还会出现 CT 机无法与照相机连接的

问题，通常是与数据库操作不当有关，资料内容储存过

度，未及时清除不必要的资料，使得储存混乱，无法

有效分配，使照相机连接失败。对于这一故障，应利

用副台排版的方式处理，若无副台，则应将现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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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到医院数据库内进行保存，并在磁盘中刻入图像，

再将主台照相机与 CT 机相连接，清除相关数据，使数

据空间占比减少，之后重新启动主台照相机，与 CT 机

相连接，可以将故障排除。

1.5    X 线球管故障及维修
在 CT 机运行过程中，X 线球管起到重要作用，可

以维持其运行的稳定性，但 X 线球管也容易发生故障，

而且在其发生故障之后还容易导致一系列故障问题，所

以需要重视。X 线球管常见故障包括射线不出、真空度

下降、漏油、高压打火以及阳极过流等，对于这一故障，

需要结合故障的具体表现，对故障发生原因进行分析。

X 线球管故障通常表现出大小焦点切换时灯光熄灭，指

示灯异常，在此情况下很难对 CT 机是否正常进行判断，

低电流情况下灯光显示无异常，而在高电流状态下则会

出现错误警告，电压、电流均为零的情况下，对 X 线

球管的真空度进行判断。在维修过程中，需要对热交

换机进行检查，若是球管引发故障，则需要对球管进

行及时更换，以排除故障。

1.6    其他针对性维修方法
首先是观察法，这是常规 CT 机维修过程中常见方

法。通过对电源、电路板、控制板等部件的检查，对

设备运行过程中声音的仔细探听，特别是风扇、轴承

等部位，可以对故障位置进行初步判断。

其次是模拟维修法，这一方法在常规 CT 机维修过

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常规 CT 机运行有固定规律，

可通过模拟的方式展示这一规律，这也为实际维修工

作提供参考，无须要对设备进行拆装，可以通过构建

模拟运行系统的方式，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观察，并

对具体故障情况进行分析，在故障明确之后，再有针

对性地进行维修操作，达到维修管理的重要目标。据

实践研究指出，通过模拟维修的方式可以有效缩短维

修所需时间，避免常规 CT 机零部件的大面积拆装过程，

同时也可以避免对零部件的损坏，因此此种方式的应

用可以使维修成本降低。

再次是信息参考法。这也是常规 CT 机维修过程中

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以具体参数为依据，调节并维护常

规 CT 机，因为每台设备在出厂时均附带基础参数，使

各项参数与设备运行相符合，则可以使设备稳定云顶，

所以在常规 CT 机维修过程中，可以以出厂注明的参数

为依据，并对比设备使用期间的参数设置情况，进而

对可能出现的故障进行确定，此种方式的准确性良好，

而且具备良好的针对性。但相比于其他方式，因需要

对比的数据比较多，所以会使维修时间延长。

最后是实践利用法。在常规 CT 机维修过程中，实

践利用法经常应用，而且应用范围比较广。相比于参数

对照法，实践利用法的时效性更高；但相比于信息参考

法，实践利用法的准确性相对较低。因常规 CT 机在临

床中使用频率比较高，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医护人员也

清晰地了解其运行规律、特性等，对于此可以结合实

际运行状态，对其故障部位进行评估，这也是充分运

用了实践经验，对故障问题进行判断与分析，在实际

问题解决过程中存在较高的时效性优势。但此种方式

主要依靠经验进行判断，所以对维修工作人员和使用

人员来说要求丰富的经验，如果经验不足，则很难通

过此种方式达到维修的目的，还会影响维修效果。以

上几种方法在实际常规 CT 机维修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

情况选择，提高维修效率及质量，提高维修管理水平。

2    常规 CT 机的日常管理措施

2.1    运行环境的调控
由于 CT 机在临床中使用率高，使用时间长，在持

续高强度使用情况下，应确保其具备良好散热能力，避

免球管过热等问题出现。因此在 CT 机日常食用过程中，

需要对运行环境温度进行合理调节，通常控制在 22 ～

25℃，若有条件则可通过 2 台空调调控温度；另外对于

湿度的控制也非常重要，湿度也会对 CT 机稳定运行产

生一定影响，通常情况下湿度控制在 40％～ 70%，如

果湿度过高，可通过抽湿机降低湿度，减少空气中水

分对设备元器件的影响，避免零件出现腐蚀现象。对

于 CT 机的储存应建立登记制度，每天对设备机房的温

湿度进行记录，并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观察与记录，以

便于及时发现并处理故障问题。

2.2    完善测试环节
在 CT 机检修期间，工作人员应对设备各个部件进

行全面检测，对电路板、螺丝是否存在松动问题进行探

查，并对电缆以及插件等是否存在散落问题进行观察，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则应及时进行对应处理，使 CT 机

使用时间延长。同时对于 CT 机的性能，可以通过专业

测试仪器及设备进行评估，如万用表等，或通过电路

图等对输出直流电压进行测定，对测试信号电位进行

测定，对初级电压进行测定，另外还需要对电缆线、熔

丝以及半导体元件等进行严格检查，检查是否存在故障

问题。对于 CT 机开关电源也应重点进行检查，对电压

电流进行合理控制，对元器件有无损坏等现象，精准

定位 CT 机的异常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使

CT 机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

2.3    强化清洁与消毒
为使 CT 机维持稳定运行状态，应做好清洁与消毒

处理，为 CT 机的使用提供良好环境条件。在 CT 机使

用之后需要对床垫进行消毒处理，为确保消毒工作质

量，可通过乙醇（90% 以上）擦拭，且至少需要擦拭 3 次，

但注意避免乙醇进入设备中，另外避免通过强酸溶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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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碱溶液对 CT 机外罩进行清洁处理，可通过设备专用

擦拭溶液进行擦拭，同时在注意将表面水渍擦拭干净，

使外罩清洁度提高。另外地面需要使用真空吸尘器进

行清扫，避免粉尘堆积而对 CT 机内部结构产生影响，

而且清扫过程中注意避免扬尘。在操作台维护过程中，

如果操作界面有浮尘或水渍，避免随意用湿纸巾进行

擦拭，应使用洁净的软布进行擦拭，还可以通过无公

害玻璃清洁液对显示器进行清洁，注意避免选用带静

电溶液进行擦拭，将会破坏屏幕表面的疏油层。

2.4    优化管理模式
对 CT 机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整理并分析，与医院

质量管控目标相结合，建立预防性维修规则，并形成

巡检规则，并将 CT 机保养计划纳入信息化系统中，以

计划的可行性、规范化为依据，与 CT 机使用科室及管

理科室予以沟通，对年度工作计划进行确定。工作人

员以计划内容为依据，提前向科室说明下一个阶段的

跟进内容，以时间表为依据对精度进行安排，有计划

地开展巡检工作，有目的地进行维修保养，并对记录

单进行详细记录。每月、每季度开展一次回顾分析活动，

对计划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工作状态进行不断调

整。在监督追踪过程中，建立标准化工作表单，安排

相关管理人员确定工作质量，明确各自职责，实施监

督与控制管理工作，使维修管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管理队伍需要每季度做好整理与汇总，使项目质量及

效率得到持续改进，以不断完善与优化管理效果。

2.5    做好日常养护
在 CT 机日常管理中，养护工作非常重要，一方面需

要做好整体养护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对各类元件进行定

期保养。因 CT 机的运行离不开多种电路元件的支持，为

避免故障问题的出现，则需要对限位开关进行调试，并

在 CT 机内部结构维修管理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磨损严

重的部分，做好清理、固定等处理，对于各轴承，为保

证其顺畅性，应及时添加润滑油。因 CT 机使用频率高，

需要定期进行全面检查，以便于及时发现并解决故障。

3    结语

常规 CT 机作为精密设备，不仅结构复杂，而且对

使用方法及环境有严格要求，CT 机使用的各个环节或

元器件发生故障均会对设备稳定运行产生影响，进而

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所以需要强化对 CT 机常见故障

的维修，妥善处理故障问题，做好日常管理工作，预

防故障问题的发生，使 CT 机稳定运行，将其临床价值

充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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