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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钮

患者吸入器接头

前显示屏面板

取消键
操作键
·开放
·关闭
·开始

铅丙烯酸
防护屏

抽屉

联锁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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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好软管的氩气入口

电源指示灯

电源开关

氩气入口-向后推,连接软管

氩气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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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锝气体?
锝气体是一种锝标记(Tc-99m)纳米级碳粒子形成的超微细悬浮剂。
锝气体的产生是在特殊设计的仪器中进行,该仪器称为锝气体发生器。

根据测定,锝气体粒子为紧密包被在石墨碳薄层内的金属锝(Tc-99m)所形成的六边形平
片,锝气体粒子的大小约30-60纳米,80%的粒子大小低于100纳米。大多数平片的厚度与直
径比值在1:10左右。

长期储存的锝气体能够聚集为大颗粒并迁移至腔室壁上,因此锝气体应在产生后10分钟内
应用于患者。为防止使用过期的锝气体诊断剂,锝气体发生器10分钟后将禁止向患者输送
气体,腔室通过过滤系统自动清除剩余气体。

锝气体发生器是如何工作的??
Cyclomedica 锝气体发生器是一种安装在推车上重约100公斤的电气机械设备。锝气体发
生器自带完整的运转系统和辐射屏蔽,锝气体产生的多个步骤均在微处理器的自动控制下
完成,通过前面板显示屏的操作提示和简单的按键即可完成操作。

锝气体发生器本质上是一种电源电压供电的小型高温炉,使用石墨和氩气混合物还原和汽
化在腔室内产生锝气体淋洗液(高锝酸钠)。

发生器首先干燥淋洗液,除去生理盐水载液中的水分,然后在3到15秒内将石墨坩埚加热至
2750°C的理想温度,产生锝气体粒子。进行最终灼烧前还可在1650°C进行预灼烧。

内置光学传感器检测热坩埚发光,使坩埚温度在加热周期中保持在指定范围内。灼烧阶段将超过
60%的锝气体释放进入蒸气相。腔室内有一个电动操作的出口孔-患者阀,患者可通过患者阀吸入悬
浮的锝气体,锝气体沉积在肺泡表面,通过标准核医学技术即γ照相机即可绘制出功能性气道的分
布。

简介

6分钟清
除阶段

慢沸阶段
可选预灼

烧
灼烧阶段

向患者输
送

周期末返回清除阶段

锝气体发生器运行过程流程图



用户责任

· 不适当的操作环境可能会导致设备运行不正确。锝气体发生器用户有责任按照本手 
 册所述规格提供适当的操作环境。在按照该本手册、说明书以及耗材上标签进行安 
 装和运行的前提下,锝气体发生器符合标签和说明书所述规格。

· 保持设备处于良好状态。用户应按照本手册的推荐周期对其进行维护,以确保设备运
行  可靠。用户还应确保当地销售商严格遵守并执行制造商推荐的6个月保修期。

· 请勿使用存在缺陷的产品。任何故障都必须迅速报告。磨损、有缺陷或怀疑存在任 
 何缺陷的组件必须立即更换。Cyclomedica建议您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当地销售商以获 
 取服务建议。

· 锝气体发生器带有规程标志,以显示其对医疗器械标准和规程的合规性。除非符合 
 Cyclomedica规定的标准和规程,否则不得对该产品的任何组件进行任何形式的维修 
 或改进。

· 锝气体发生器及其附件的使用者应对Cyclomedica授权代表以外的任何人由于使用不 
 当、维护失误、维修不当、损坏、变更或改进所造成的任何故障负全部责任。

· 为了使锝气体发生器正确运转,使用者必须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按照本手册说明为其内 
 部电池充电。由于电池会自然放电,因此保持电池适当充电能够使其持续时间延长并 
 提供更好的服务。

预防措施和警告

· 锝气体发生器中只能使用欧洲药典级或同等规格的高锝酸钠(Tc99m)溶液。

· 加入Tc99m淋洗液前,用乙醇湿润坩埚,然后立即加入高锝酸钠。湿润坩埚是为了确 
 保在慢沸阶段不会因为混入高锝酸钠的空气而引起坩埚侧壁起泡。请勿使用甲基化 
 乙醇,否则会留下蒸发残渣,导致在气体发生阶段产生热解产物。此外,操作坩埚时应 
 注意避免引入任何来源的杂质。将坩埚安装到锝气体发生器内时始终佩戴干净手套 
 并检查坩埚。

· 确保坩埚没有灌注过满。液面应为凹面或平面,而不是凸面。

· 氩气供应装置与锝气体发生器断开连接时关闭氩气以防止浪费。为安全起见,采用调 
 节阀供应商或制造商推荐的操作指导。

· 将用过的耗材作为污染废料处理,两者在使用后均具有放射性和生物危害性。

· 为确保设备运转可靠和基本卫生,请勿尝试对多名患者共用同一患者吸入器
 (PAS)。

用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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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清洁患者吸入器并再次使用。气体和液体消毒均会损坏阀门装置和羊毛
 过滤器,从而导致设备运转不可靠、辐射过滤能力降低和潜在的细菌污染。
 患者吸入器使用一次后必须丢弃。

· 请勿允许非授权人员对锝气体发生器进行维修。

· 请勿将清洁刷或其他异物插入该设备阀门或者其耗材上的各种开口或孔道,否则 
 可能造成损坏,导致设备不能运转。

· 请勿将该设备用于产品说明书规定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 请勿对该设备或者其耗材进行高压灭菌,否则会损坏电路及其他元件。
 压缩气体钢瓶的安全操作
 压缩气体钢瓶非常重并且不稳定,应随时保持固定。请遵循当地压缩气体钢瓶操作 
 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要求。澳大利亚Cyclomedica有限公司不对高压气体钢瓶固定或操 
 作过程中的疏忽承担责任。Cyclomedica公司的责任限于锝气体设备到低压调节阀,以 
 及Cyclomedica提供的高压调节阀。

 Cyclomedica公司推荐由外部地点通过管道供应氩气,就像医院中常用的气体供应网一 
 样。考虑到该技术的使用期,这一安全预防措施的投资是很小的。

手套使用

在锝气体产生和应用的各个阶段,为了保持干净的工作环境,将污染风险降至最低,必须首
先进行如下考虑:
操作发生器内部组件或打开内部组件安装新坩埚和放射材料时,以及更换接触器或其他任
何程序时必须佩戴手套。
在接触抽屉关闭联锁钮及关闭键等其他任何物品前,必须按照标准放射操作技术立即取下
并丢弃手套。

追踪

请在设备安装时填写担保卡,向当地销售商登记所有权。如果发生器的所有权有任何变
更,请立即书面通知当地销售商。有时还需提供服务记录、文字材料变更及设备通知等。
Cyclomedica将按照管理机构的要求保持对其产品的追踪。

向患者安全输送锝气体

为避免锝气体从腔室中泄漏,应遵循以下步骤;
· 用患者吸入器或Cyclomedica认可的替代口罩将发生器与患者相连后方可打开患者输 
 送阀。
· 当输送钮松开，锝气体输送停止后,确保患者继续通过与发生器相连的患者吸入器连
续呼吸五次。该操作是为了清除输送管道与患者气道内的锝气体。

SAFETY I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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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怀疑吸入器上的口罩与患者不搭配,请从替代方案中(例如面罩)选用更适合的 
 输送系统。请注意这一操作可在吸入过程中进行。

锝气体发生器的安全移动

· 移动锝气体发生器时,松开车轮上的制动锁,移动速度不超过慢走速度。请勿在车轮
上锁时或您不能安全掌握的情况下移动锝气体发生器。
 例如:摇摆发生器或移动发生器的速度超过慢走速度。

· 请勿在地面障碍上以及会阻碍或卡住车轮的不平整表面上推动锝气体发生器推车,例 
 如:电梯和地面间的缝隙、γ照相机的栏杆和电缆。

· 请勿用推车运送气瓶等重物。使用适合于这些器材的专门运送装置移动气瓶及其他 
 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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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要求
供电
使用者必须提供锝气体发生器专用电源线-
20A,200至230/240V,50/60Hz。

氩气供应

使用者必须提供纯度≥99.99%的高纯度或实验室级
氩气。

警告!

某些市售氩气混合物用于电弧焊(Argoshield),常
含有少量氧气和其他气体。由于这些混合物不适合
人体使用,因此不得用于锝气体发生器。

其他必需材料

· 能够给药0.1毫升的1毫升注射器。
· 注射器防护罩。
· 一次性手套。
· 纯度大于95%的纯乙醇。
· 表面皿或陪替氏平皿。
· 1毫升不带针头注射器。
· 镊子(随锝气体发生器提供)。

一般要求

· 在核医学科指定一个区域用来产生锝气体和储存设备,最好靠近成像室。

· 划出空间用于安全储存用过的坩埚和患者吸入器,至少储存5天后作为非放射性废料 
 或按照当地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程和/或许可进行最终处理。

电池充电

将锝气体发生器插头插到20安培电源插座上,通过发生器背面的总开关打开发生器。若电
池电量不足,则将在您向患者输送锝气体时才表现出来!建议您在设备未使用时插上插头
并打开设备,使电池保持完全充电。

操作“取消”键

您需要在两秒钟内按两下“取消”键才能激活“取消”功能,从而降低了操作意外取消的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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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氩气

在开始生产锝气体之前，应将氩气连接到发生器上并打开。将出气口上的软管插入锝气
体发生器的进气口,并确保自锁装置开启。使用高压气瓶时,确保气瓶靠墙固定或按照当
地职业健康与安全要求固定。

操作气瓶调节阀

确保调节阀与供气设备牢固相连。确保调节阀完全关闭,然后打开氩气瓶。旋转主调节
阀,直到低压表指示14升/分,或者在某些调节阀为指示“绿色”区域。

推荐按照以下顺序开关氩气调节阀,以避免其自身损坏。请注意顺时针旋转主调节阀为
开放气流,逆时针旋转为关闭气流。
  开放: 先打开气瓶,再打开调节阀
  关闭: 先关闭调节阀,再关闭气瓶。

主调节阀

低压流量调节阀

低压表

高压表

·打开锝气体发生器,显示屏首先显示澳大利亚Cyclomedica有限公司的名称4秒钟。如果上次锝气体产生后
未进行清除,发生器将检查抽屉是否关闭并有6分钟的清洁过滤。
清除是为了确保以前残余的放射性锝气体不会在抽屉打开时进入空气。

进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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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患者输送程序完成时,Cyclomedica推荐操作者在患者吸入器从发生器上取下后将
发生器与电源再次相连并打开,进行6分钟的清除周期。该操作能保持设备清洁并使得电
池再充电一 段时间。

显示屏随即将显示:
OPEN DRAWER TO 
CHANGE CRUCIBLE

       (打开抽屉,更换坩埚)

·要完成这一操作,只需按下“开放”键。无需按住该键不放,但必要时按住“取消”键
可立即停止抽屉移动。如设备中还有此前灼烧用过的坩埚,则坩埚已被打碎,因此应首先
除去坩埚或者其碎片(打碎坩埚是为了确保坩埚不会被无意中重复使用)。

坩埚正下方有一个可抽取式不锈钢托盘以便于该步操作。通过左侧平台下的拉杆可打开
放置坩埚的接触器。

注意拉杆及发生器其他所有内部组件在锝气体产生期间均被污染。请确保在这一阶段佩
戴一次性手套并注意采取适当的防污染措施,在接触污染与非污染元件之间取下并更换
手套

准备和安装坩埚
使用者在准备锝气体时应遵循坩埚说明书(使用和操作指导)中的详细信息,必要时还可参
考患者吸入器(PAS)说明书和本手册。

·用发生器附带的镊子将坩埚从包装中取出,放到可提供适当支持的表面皿上。
·使用1毫升无针头注射器将无水乙醇或95%乙醇注满坩埚孔,使坩埚被乙醇湿润,用同一 
  注射器抽出过多乙醇。
·用右手持镊子夹起湿润的坩埚,镊子夹住其顶部和底部,不要夹住侧面。使坩埚的孔处    
  于竖直位置即可确定其顶部和底部。坩埚轴线应与镊子右侧成大约40°角。
·用戴手套的左手将平台下方的拉杆推向设备后方,从而打开接触器。将坩埚一端放入左  
  侧接触器,将其另一端对准右侧接触器,缓慢松开拉杆使右侧接触器与坩埚接触。若接 
  触不良将导致锝气体产率降低。慢沸前沿坩埚轴线将其轻轻向前后旋转数次,以确保
  接触良好。旋转坩埚以确保其孔穴处于竖直位置。



锝气体发生器淋洗液-推荐坩埚灌注量为0.14毫升(生理盐水)中含400到900 MBq (10-
25mCi)高锝酸钠。因此需要4000到9000 MBq/毫升(100到250mCi/毫升)的放射性浓度。
如果没有这样高放射性浓度的淋洗液,则可以在蒸发相(慢沸)以后中断气体自动产生周
期,进行多次坩埚灌注。要完成这一操作,应在两秒内按“取消”键两次,打开抽屉,再灌
注与再蒸发。请注意再灌注坩埚前无需再次湿润。

·要关闭抽屉,首先按下设备顶部的抽屉联锁钮,然后按下“关闭”键。按住这两个键不
放,直到抽屉完全关闭,抽屉灯熄灭。

如果在抽屉停止移动前松开任意一键,抽屉将重新打开。这一双手操作是一种安全预防
措施。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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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面-凹面或平面

·注意 由于坩埚易碎,该步骤应小心操作。

·用Tc-99m发生器淋洗液灌注坩埚(请注意加入Tc-99m前坩埚必须保持被乙醇湿润的状
态-否则重复湿润步骤),使用1毫升注射器和适当的针头,以确保液体不会在坩埚顶部产
生气泡(标准坩埚最大容量为110μl微升)。

请勿在打开的抽屉内放入任何东西,也不要干扰抽屉的开放过程,否则会损坏发生器的密
封性。如果您怀疑有东西阻碍了其正常运行,请勿继续操作。

注意 – 一旦发生器未使用,抽屉必须关闭以避免工作人员受到意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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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随后将显示:
PRESS START TO 
INITIATE SIMMER

(按下“开始”键以启动慢沸)

·按下“开始”键,设备将通过检漏试验检查腔室是否适当密封,然后开始慢沸和清洁氩
气。这一周期用时6分钟,以倒计时的方式显示。这期间只有“取消”键可用。

气流监测器
进入设备的气流将受到连续监测。如果气流量过高或由于阀门未全开或空瓶导致气流量
过低,该步骤将中止,设备将发出“嘟嘟”声,并显示“气流量过高/过低”。故障纠正后
设备将继续该步骤。

外壳温度过高
推荐锝气体发生器每小时只进行两个气体发生工作循环。如使用过于频繁,发生器腔室
将过热,影响有效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屏将出现信息,提示使用者必须等到发生器冷
却后方可继续使用。我们已介绍了外壳温度上限为49摄氏度,超过这一温度设备将不再
运转,并显示“外壳温度过高-请等待”的信息。

设备现在已准备好进行锝气体发生的最终步骤。程序开始前将患者置于适于吸入的位
置,在患者旁边打开崭新的患者吸入器,以使其放心。患者在鼻子被夹住的情况下必须能
通过口罩熟练、舒服地呼吸。如果患者呼气时口罩松脱,吸入锝气体的一部分将释放到房
间内,这将导致照相机房的辐射增大。

6分钟慢沸和清洁程序使患者有时间预先练习吸入过程,降低吸入失败的风险。

若因为患者准备而搁置发生器超过15分钟,发生器将重新检查氩气的存在度。此后每15分
钟将重复一次检查。请注意,检查完成后显示屏显示“开始灼烧”的提示时才能开始灼烧
阶段。
·按下“开始”键,开始灼烧,使坩埚温度在15秒内升至2700°C以上。

燃烧完成后显示屏将显示
VERIFYING BURN 

(确认灼烧)

-该信息将持续3秒,随后显示:
DISCONNECT THE 

MAINS PLEASE
(请断开电源)



锝气体现已制备好,可供患者吸入。请参考本手册关于锝气体吸入的部分。

·断开氩气(按照推荐,确保在断开氩气前先关闭供气设备的调节阀,否则将造成浪
费),然后将设备推到照相室。锝气体在产生后10分钟内可供吸入。显示屏将以倒计时的
方式显示。设备与电源断开后可通过其内部电池继续供电。

·为节约电池电量并防止锝气体不慎释放,设备将断开患者释放阀。在锝气体10分钟可
用期内,可随时与阀门重新连接，按照显示屏提示并按下“开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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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为获得最佳效果,锝气体产生后必须在10分钟的允许时间内尽快向患者投用。患者在锝
气体产生过程中应做好吸入准备。理想情况下患者应取适当体位,使气体输送时γ照相
机能够监测进入肺内的放射性活度。

推荐剂量
推荐患者参考坩埚说明书以获取详细的剂量说明。

输送至患者的剂量必须由使用者所在核医学科确定,请咨询科主任和/或辐射安全主管。

向患者投用
使用者向患者投用锝气体时应遵循患者吸入器(PAS)说明书上的详细信息,必要时还可参
考坩埚说明书和本手册。

·按照患者吸入器说明书所述选择适当的口罩,并允许患者在锝气体准备期间熟悉口罩
的使用。准备完毕后为患者安上鼻夹,以防止患者用鼻子呼吸。

由于重力效应对血液分布的影响,患者姿势能够影响锝气体在肺内的分布。进行MAA注
射时应尽可能使患者采用可接受的同一姿势通气。以往经验表明,患者应尽可能取仰卧
位,γ照相机置于后位。患者处于舒服且受限的仰卧位时,其身体移动和不规则呼吸将大
大减少。

·患者准备就绪后按下“开始”键产生锝气体

锝气体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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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锝气体发生器显示屏发出提示后,将设备与氩气和电源断开,推到患者处。请注意锝气
体产生后尽快向患者输送,这点非常重要。
·将患者吸入器的管道开口端与发生器相连,连接时将开口端套到发生器的锝气体释放孔
上并轻轻顺时针扭动,锁定卡口式组件。鼓励患者通过口罩正常呼吸。向患者确认此时他
们呼吸的是室内空气。
·按下“开始”键以打开患者输送阀。

“开始”键

患者输送钮

·当患者能够通过口罩舒服且有把握地呼吸时,要求患者呼气,然后在患者开始吸气时用
力按下患者输送钮。

·按照坩埚说明书的投用方式一节所述,要求患者以最适合的呼吸方法吸入锝气体。

重要:坩埚说明书中对锝气体投用进行了说明,选用何种方法取决于患者的健康状况。

方法1:在功能残气量的基础上进行深慢呼吸(平静呼气)，然后停止吸气5秒钟。

方法2:深呼吸,且深吸气时不停顿。

方法3:在功能残气量的基础上快速深吸气,然后停止吸气约5秒钟。

提示:鼓励患者模仿吮吸吸管的动作可能会提高吸入效率。

·观察计数率并重复吸入操作,直到肺内放射性活度达到要求。

·放射性活度达到要求后关闭输送阀,并允许患者通过口罩再次呼吸空气。患者吸入锝气
体后,应在吸入器从锝气体发生器取下前通过吸入器继续呼吸5到6次,以清除管道和患者
气道内的锝气体,这点很重要。

备注1:输送钮在吸入过程中可连续按下或松开,以调节锝气体吸入量。未按下时则切换至
室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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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键

备注2:某些患者尽力呼吸时嘴唇可能会沿口罩周围开闭,从而降低了吸入效率并迅速污染
室内空气。要降低这一风险,应向患者仔细解释此操作的重要性,并允许患者练习口罩的
使用(第20页),必要时戴上手套,用手捏住嘴唇,保持嘴唇闭合。还可使用一次性面罩。对
于老年患者,可使用香味凝胶在深度干裂的嘴唇周围形成良好密封。
·患者吸入所需剂量的锝气体后应关闭患者输送阀,并在两秒内按两下“取消”键。设备
随后将关闭。

·将设备推回准备区,与氩气和电源重新相连,打开设备,使其立即清除任何残余的锝气
体。此操作可降低两次服务呼叫之间的室内碳累积水平。

备注:保持设备接通电源,使电池充电,这点很重要。

提示:如果患者的放射性计数过低,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患者口罩松动,吸入了室内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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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
·Cyclomedica推荐由两名操作者使用简易呼吸器向患者输送锝气体。

简易呼吸器专门用于向不能配合常规被动输送系统的患者输送锝气体,简易呼吸器如有
售,可安装到锝气体发生器上。Cyclomedica推荐由两名操作者进行放射性气体等示踪剂
的投用,以降低示踪剂泄漏至照相室并造成显著空气传播污染的风险,其中一人必须取得
加压呼吸系统的操作资格并具备相关经验。

备注:加压呼吸系统操作人员的资格要求随不同国家的相关机构或健康体系不同而有所
区别。您必须确保锝气体简易呼吸器的操作人员具备相关经验,符合当地制度规程或健
康体系的要求。

·请勿将简易呼吸器作为复苏装置使用。

·请按照科室指南控制交叉污染。为防止简易呼吸器、锝气体发生器和患者的生物污
染,随简易呼吸器提供的复苏器囊只能用于简易呼吸器,而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目的,这点
很重要。

·警告:简易呼吸器对儿童患者的使用

以一个低容量的儿童或婴儿复苏气囊代替1.6升的成人复苏气囊。在适用简易呼吸器输
送锝气体过程中需要有经过复苏技术训练的儿科医生在场。

·仅当锝气体向患者输送且患者阀按下时才能挤压复苏器囊。若复苏器囊使用不慎,则
在患者阀关闭时会增大锝气体发生器腔室内的压力,或者在患者阀开放时将锝气体释放
进入空气而不向患者输送
。
安装复苏器囊

·将复苏器囊的非再呼吸阀牢固插入简易呼吸器复合接头,使两者相连,复合接头位于
Mk2锝气体发生器的背部斜面上。

安装患者吸入器过滤单向阀和气动控制线

·通过气动控制线(硅软管)将患者吸入器过滤单向阀
与简易呼吸器相连,软管牢固插入锝气体发生器前显示
面板上的软管接头。

简易呼吸器操作程序:

准备
·每次使用前,首先按照本手册所述程序检查锝气体简
易呼吸器复苏器囊的安装。
·按照锝气体发生器“用户手册”的说明,以常规方式
产生锝气体。
·将锝气体发生器推送到照相室。

带有简易呼吸器(如安装)的锝气体发生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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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患者吸入器单向阀牢固套在患者吸入器过滤装置
末端开口上并旋转,使两者相连,并用锁定钮将其锁
定。请勿将锁定钮锁得过紧。

注意:请确保与单向阀相连的气动控制线没有扭结。

·必要时将氧气袋附件安装到复苏器囊上,通过标准医院氧气出口和塑料管为患者输
氧,将塑料管末端与复苏器囊上的氧气入口喷嘴相连,调节医院氧气调节器使输氧流量为
10升/分。
如果患者处于自主呼吸状态,一名工作人员站在患者床边操作面罩和患者输送阀。另一
名工作人员与患者呼吸同步挤压复苏器囊。
请注意面罩必须与患者的脸紧贴,患者开始第一次吸气时按下锝气体患者输送阀。这一
操作确保了通过腔室内早期增压使锝气体输送效率达到最大,并将泄漏风险降至最低。
·仅当锝气体向患者输送且患者阀按下时才能挤压复苏器囊。若复苏器囊使用不慎,则
在患者阀关闭时会增大锝气体发生器腔室内的压力,或者在患者阀开放时将锝气体释放
进入空气而不向患者输送。
·一旦开始输送气体请勿取下面罩,除非患者输送阀关闭,否则气体会迅速进入室内,造
成污染问题。

对自主呼吸患者使用简易呼吸器
·仅当锝气体向患者输送且患者阀按下时才能挤压复苏器囊。若复苏器囊使用不慎,则
在患者阀关闭时会增大锝气体发生器腔室内的压力,或者在患者阀开放时将锝气体释放
进入空气而不向患者输送。
·开放锝气体发生器上的患者输送阀,简易呼吸器旁的工作人员随即在患者吸气时挤压
气囊使其肺部扩张,控制患者的呼吸周期。请注意在常规操作中应单手挤压复苏器囊输
送锝气体。
·请确保患者完全吸气后有一段3-5秒的吸气停顿,使锝气体在患者肺部的沉积达到最
大。
·释放手握气囊的压力,随后患者吸入器单向阀将开放,使患者通过患者吸入器的过滤装
置正常呼气。
·重复上述操作,直到γ照相机上的计数率达到预设值。
·γ照相机上的计数率通常在一或二次呼吸后达到预设值,此时松开锝气体发生器上的
患者输送阀,撤去手握气囊的压力。允许患者继续呼吸数次以清除管道和气道中的残余
锝气体。
·程序完成后立即将输送管和面罩(患者吸入器)放进塑料袋内并密封,以防止残余气体
扩散进入照相室。
·如使用了氧气管,将其从简易呼吸器上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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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带有氧气管的（辅助通气设备）患者使用简易呼吸器
·重要 – 只能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能对这类患者操作简易呼吸器。
·仅当锝气体向患者输送且患者阀按下时才能挤压复苏器囊。若复苏器囊使用不慎,则
在患者阀关闭时会增大锝气体发生器腔室内的压力,或者在患者阀开放时将锝气体释放
进入空气而不向患者输送。
·如患者正在使用呼吸机,步骤开始前请确保患者吸入器与呼吸机接头之间的连接型号正
确。在呼气末打开气体流路,在离患者嘴部尽可能近的地方将输送管与呼吸机系统相连。
·立即开放锝气体发生器上的患者输送阀,简易呼吸器旁边的工作人员随即挤压气囊扩
张患者肺部,控制患者的呼吸周期。
·请确保患者完全吸气后有一段3-5秒的吸气停顿,使锝气体/高锝酸钠气体在患者肺部
的沉积达到最大。
·释放手握气囊的压力,随后患者吸入器单向阀将开放,使患者通过患者吸入器的过滤装
置正常呼气。
·重复上述操作,直到γ照相机上的计数率达到预设值。
·γ照相机上的计数率通常在一或二次呼吸后达到预设值,此时松开患者输送阀,并立即
将呼吸机系统与患者再次连接。
·塞住患者吸入器的患者连接端,将其放到塑料袋内并密封,以防止残余气体扩散进入照
相室。
·如使用了氧气管,将其从简易呼吸器上取下。



如果有售,Mk2锝气体发生器可在抽屉内部配备一个“坩埚炉”。坩埚炉允许在氩气环境
中同时准备多达5个坩埚。这在锝的比放射性活度较低时(例如周末)特别有用。工作人
员可在一天内通过逐步再灌注保持多个坩埚处于慢沸状态,使锝气体发生器可以立即使
用,从而达到效率最大化。

坩埚炉的运转独立于锝气体发生器,每当抽屉关闭时便开始其自身的慢沸周期。此时锝
气体发生器可继续通过常规程序进行锝气体准备。

预防措施
·坩埚炉只能由经过训练的放射工作人员操作,以避免放射溢出、不必要放射暴露或污
染等危险。

只能由经过训练的放射工作人员操作 - 随时遵守放射危害预防措施

·坩埚炉含有加热至高温的元件。操作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不要用手将坩埚放进坩埚
炉,始终使用镊子夹持坩埚。
·锝气体发生器中只能使用欧洲药典级或同等规格的高锝酸钠(Tc99m)溶液。

操作
    注意:存在热表面。请勿接触热表面,否则会导致灼伤。

使用坩埚炉时,为了向坩埚内预灌注淋洗液,首先打开锝气体发生器的抽屉,用镊子将湿
润坩埚放到坩埚炉的加热盘上。用锝淋洗液灌注坩埚,然后关闭抽屉。

只能用高锝酸钠(Tc99m)灌注坩埚。请勿灌注过满。推荐灌注至平液面或凹液面。

坩埚炉即将开始慢沸。坩埚炉加热盘上可同时放置多达5个
坩埚。

请注意再灌注锝气体发生周期中的坩埚时,只能在显示屏提示(打开抽屉更换坩埚)时,或
在常规慢沸周期中按“取消”键两次,方能打开抽屉。再灌注坩埚,关闭抽屉,开始新一
轮坩埚炉慢沸。一天内未使用的预灌注坩埚可在此后几天继续预灌注并灼烧。

如果有必要使已经放入接触器之间并经过灌注的坩埚“剂量加倍”,应在慢沸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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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坩埚炉(如已安装)的操作



期末的两秒内按“取消”键两次。此操作使抽屉再次打开。无需用乙醇再次湿润坩埚。

污染材料列表
·坩埚
·用过的患者吸入器(PAS)
·坩埚接触器
·手套

备注:坩埚和患者吸入器为一次性使用材料,应按如下说明处理:

处理污染材料时始终佩戴一次性手套

坩埚在锝气体产生后会自动破碎,以防止无意中重复使用,导致产率波动。碎片收集在接
触器下的托盘中,并含有放射性残渣,应作为低水平放射性废料处理。

患者吸入器和口罩的处理与之类似,同时还应考虑到基本卫生。

坩埚接触器应按照第30和31页的说明进行更换,作为低水平放射性废料存放或丢弃。

从内部系统中取下或更换的任何元件必须视为已被污染进行处理,但污染程度取决于设备
距上次使用的时间长短。

放射性污染材料的处理
放射性和传染性废料的处理应遵循当地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的规程和/或适当许可。

如需要关于处理的建议,澳大利亚Cyclomedica有限公司推荐使用者联系这些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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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材料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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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信息和说明

提示发生器在允许抽屉打开前正在清除(清洁)腔室。

提示抽屉可以打开并放入坩埚。

提示操作者将湿润坩埚放入并用锝-99m灌注坩埚,然后关闭
抽屉。

更换接触器或者抽屉现在可以关闭,。如需更换接触器,在抽
屉开放时关闭电源,参考“用户维护和服务手册XX页”。

提示操作者按下“开始”键,开始慢沸周期。

无需操作。发生器正在检查供气连接。

无需操作。发生器正在进行自检。

无需操作。发生器正在自检腔室密封。

无需操作。发生器正处于“慢沸阶段”。

提示操作者按下“开始”键,开始灼烧周期。确保您已做好
此阶段的准备。

提示您必须按下“开始”键,使设备进行“清洁”功能(即预
灼烧,如选用)。

无需操作。随后发生器将显示灼烧成功。

无需操作。发生器正处于气体产生阶段。

提示正在进行清洁功能。

提示您必须在限定时间(分钟:秒)内使用锝气体。

提示操作者必须断开电源和氩气。

提示操作者按下“开始”键以开启患者输送阀。

如果按下“关闭”键之前没有首先按下联锁钮,该信息将伴
随声音报警显示。

提示抽屉位置。按下“开放”或“关闭“键继续。

提示发生器内未安装坩埚或接触器损坏(老化或磨损)。
如坩埚已放入,请将其来回旋转数次并再次尝试。
如还是报错,请换用新的坩埚,或更换固定接触器。如果仍报

错,请呼叫服务。

‘WAIT PURGING CHAMBER’ 

‘OPEN DRAWER TO CHANGE CRUCIBLE’ 

‘LOAD CRUCIBLE THEN CLOSE DRAWER’ 

‘CHANGE CONTACTS OR CLOSE DRAWER’ 

‘PRESS [START] TO INITIATE SIMMER’ 

‘CHECKING FOR ARGON GAS’ 

‘CHECKING INLET & OUTLET VALVES’ 

‘CHECKING FOR GAS LEAKS’ 

‘WAIT SIMMERING AND PURGING’ 

‘PRESS [START] TO INITIATE BURN’ 

‘PRESS [START] TO INITIATE THE CLEAN 
CYCLE’ 

‘BURN VERIFIED’ 

‘**WAIT** GENERATING GAS’ 

‘**WAIT** CLEAN CYCLE IN PROGRESS’ 

‘GAS READY TO USE WITHIN-------------’ 

‘DISCONNECT THE MAINS PLEASE’ 

‘[START] RELEASES THE GAS VALVE’ 

‘PRESS DRAWER INTERLOCK KNOB’

‘DRAWER MIDWAY OPEN OR CLOSE’ 

‘***NO CRUCIBLE*** OR BAD CONTACTS’ 



“-燃烧触点-更多” 此信息表明接触器已经进行的燃烧总数以及触点剩余的燃烧数。

“更换触点-燃烧” 表明接触器已经接近使用期限。
 此时按[开始]显示标准屏幕信息。

“关闭和更换触点” 表明接触器已经达到使用期限,必须进行更换。此时应关闭发生器,更 
 换坩埚接触器。此时触点的温度还可能交稿,因次在更换接触器时应加 
 以注意。VML建议将等接触器冷却后再进行更换。

“打开抽屉和更换触点” 目前正在使用的坩埚接触器已经达到50次燃烧时出现上述信息。要更
 换接触器，此时按[开始],打开抽屉。 
 
 
“等待取消检测”  在慢时期按[取消]按钮时显示此信息。此信息为出错信息,
 不需进行处理。

 更换接触器后，再次打开电源时显示此信息。表明操作者已经更换接触 
 器，并重新设置接触器的使用期限计数器。并按按钮（打开）或（关 
 闭），就可以进行正常操作了。
“更换触点??”

“目前的触点使用期限为50次燃烧” 表明新安装触点剩余的使用期限。

“气体不能继续使用” 
 锝气体产生10分钟后显示此信息。发生器将自动关闭。

“按[取消]退出或打开电源” 表明完成锝气体输送后,用户应重新打开设备。

“产量低!请检查触点” 此信息表明可能检测到锝气体发生器的产量较低,要求用户检查触 
 点是否牢固并且是否处于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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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NS CONTACTS ---MORE’ 

‘CHANGE CONTACT WITHIN-----BURNS’

‘SWITCH OFF AND CHANGE CONTACTS’ 

‘OPEN DRAWER AND CHANGE 
CONTACTS’ 

‘WAIT TEST CANCELLED’ 

‘CONTACTS CHANGED??’

‘THE CONTACT LIFE IS NOW 50 BURNS’ 

‘SORRY THE GAS IS TOO OLD TO USE’ 

‘PRESS CANCEL TO EXIT OR TURN THE MAINS ON’ 
   
‘LOW YIELD! CHECK CONTACTS’



“抽屉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打开” 表明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抽屉自动打开时间

“抽屉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关闭” 表明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抽屉自动关闭时间

“腔室发生泄漏” 表明发现发生器腔室发生泄漏,最可能原因是有物体 
 堵塞抽屉前面板。检查后再打开。如果仍然报错,请 
 与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排出阀出现故障” 气体排出阀出现故障时显示此信息。先关闭,再打 
 开。如果仍然报错,请与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预燃控制超出范围” 表明需要调节预燃控制。先关闭,再打开。如果仍然 
 报错,请与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压力读数错误” 压力检测部分出现故障时显示此信息。先关闭,再打 
 开。如果仍然报错,请与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坩埚不能达到全温” 此信息表明在燃烧过程中,不能达到正确温度,且锝 
 气体产量较低。如果检查/更换触点后产量仍然较 
 低,请与经销商联系获得进一步建议。

“坩埚超出允许温
                            此信息表明在燃烧过程中,不能达到正确温度,且锝 
 气体产量较低。

“TRIAC故障” 表明控制燃烧温度的TRIAC可能出现故障。请与经 
 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关闭并再次打开” 表明设备出现故障,需要关掉电源,再次启动设备。

“关闭并与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检测到发生器出现错误,需要经销商进行服务。请与 
 经销商联系获得进一步建议。

“按[取消]重启” 表明操作者需要按[取消]按钮。操作时,需要在两秒 
 钟内按两次[取消]按钮,取消操作并重启发生器。

“腔室打开或无氩气” 表明发生器腔室无压力。通常表明没有接通或打开 
 氩气。其它氩气瓶低压或 有东西挡住了抽屉前挡 
 板。

“气流太小” 表明操作者应检查氩气供气表参数设置,确保正确的 
 流量。设备传送的氩气量不足。如需要,可更换气 
 瓶。

“气流太高” 表明操作者应检查氩气供气表以及连接到设备的软 
 管,确保正确的流量。设备传送的氩气量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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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错误信息

‘THE DRAWER FAILED TO OPEN IN THE TIME ALLOWED’ 

‘THE DRAWER FAILED TO CLOSE IN THE TIME 
ALLOWED’ 

‘CHAMBER FAILED LEAK TEST’

 
‘BAD OUTLET VALVE’ 

‘SIMMER CONTROL OUT OF RANGE’ 

‘ERROR IN READING PRESSURE’ 

‘CRUCIBLE FAILED TO REACH FULL TEMP’ 

‘CRUCIBLE EXCEEDED ALLOWABLE TEMP’ 

‘TRIAC FAILURE’ 

‘TURN OFF AND TRY AGAIN’ 

‘SWTCH OFF AND CALL MAINTENANCE’ 

‘PRESS CANCEL TO RESTART’ 

‘CHAMBER OPEN OR NO ARGON GAS’ 

‘GAS FLOW IS TOO LOW’ 

‘GAS FLOW IS TOO HIGH’ 

 



“机箱温度太高” 锝气体感应的环境温度太高。规定每小时的燃烧次数不得大于两 
   次。

“常规程序”  表明已经开始进行时钟设置的常规程序。

“时钟尚未设置” 发生器的时钟还没有进行设置,要求操作者采用时钟设置常规程 
   序。

“时钟设置小时-” 表明操作者可以设置时钟显示的小时。

“时钟设置分钟-” 表明操作者可以设置时钟显示的分钟。

“时钟设置年-” 表明操作者可以设置时钟显示的年份。

“时钟设置月-“ 表明操作者可以设置时钟显示的月份。

“时钟设置日-” 表明操作者可以设置时钟显示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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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设置信息

‘CASE  TEMPERATURE TOO 
HIGH WAIT’

‘ROUTINES’

‘THE CLOCK HAS NOT YET 
BEEN SET’

‘CLOCK SETTING HOUR--’ 

‘CLOCK SETTING MINUTE--’ 

‘CLOCK SETTING YEAR --’ 

‘CLOCK SETTING MONTH -- ‘ 

‘CLOCK SETTING DAY --’ 



锝气体标签说明

1)

注意!请参考使用说明。

 

“请参考使用说明”国际通用标志

2) 
关闭(设备电源与主电源断开)

 

“关闭电源”国际通用标志

3)
打开(设备电源与主电源连接)

 
“打开电源”国际通用标志

 

4)
密封铅酸蓄电池
定额12v,1.2AH

 

此标志位于与电池相邻的底盘和Cyclomedica提供的电池上,
并规定了发生器的电池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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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下按输送钮并按住了

此标志位于发生器机盖,要求操作者全部按下输送钮并按住了,将气体释放。

6)
PCB保险丝标志

��������������������,������������ ����������

 

此标志表明从设备中拆除印刷电路板十份危险,还规定了充电器线路中印刷电路板保险丝
的定额。

7)
变压崎头标志

 
此标志规定了发生器电变压器端头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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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旋转软管 ➜ 连接

 

此标志位于发生器机盖前面输送喷管周围。
表明将患者施给器连接至发生器时的旋转方向。

9)
仅使用氩气“A”

此标志位于低压氩气调节阀。表示此发生器只能使用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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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热表面

此标志表明出现热表面。 注意:不得接触可能烧伤皮肤的热表面。

11)
此标志是儿童患者注意

此标志是提醒儿童病人要用儿童的简易呼吸器的空气复苏气囊。

12)

B 类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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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维护
下述内容是为用户设计的设备维护说明。用户还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进一步清洗。根
据锝气体发生器的使用期限确定是否需要更换触点组件。
每进行150次燃烧或每6个月需由经过授权的客服人员进行一次发生器常规服务。服务项
目包括:锝气体发生器内部配件的常规清洗,添加润滑油,以及进行较为重要的校准。请
联系地区经销商或 Cyclomedica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获得相关服务。

发生器清洁
使用柔软棉布清洗发生器外部。将柔软棉布用水润湿轻轻擦拭顽固污点。用户不得清洗
设备的任何内部部件。
不得使用乙醇、苯或稀释剂等可能损坏设备光洁度的去污剂或有机溶剂。

接触器组件更换
发生器自动按倒序方式计算安装的每个触点的剩余的燃烧次数。为了确保发生器在操作
过程中不会出现故障,每进行50次燃烧需更换一次触点。
更换触点时,先将抽屉打开,关闭主电源开关,切断设备电源。松开用于固定触点组件的
接触夹紧螺钉(位于每个基座顶部)。取下磨损的触点组件。固定新的触点组件,接触区
域应保持洁净,并且两个触点组件背面应接触基座定位面。拧紧接触夹紧螺钉,将触点夹
紧固定。不得将螺丝拧得过紧,否则会磨光螺钉螺纹,不得不进行大维修。
打开发生器,出现“触点更换?”信息。
按[关闭]按钮,回答“是”。

每进行50次燃烧需更换一次触点组件。
操作时需使用一次性手套,防止可能出现的污染。
(请参考“安全使用”部分)

显示语言选择
锝气体加锝气体发生器设有多种语言,英语语言出现故障时,设备可以显示为其它语言。
服务人员可以根据用户所在地区语言进行安装(如适用)。为了安全起见,用户无权使用
语言设置。出现任何问题时,请联系地区服务代表。

用户维护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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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锝气体发生器服务
预防性维护服务-发生器
为了确保设备能够长期正常操作,并防止出现故障,建议对发生器进行经常预防性维护服
务,包括每6个月进行一次维护调试 。请与地区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故障条件一般服务
操作过程中发现锝气体发生器出现故障时,应关闭设备,并与地区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
出现故障时不得继续操作发生器。

预防性维护和服务-简易呼吸器
简易呼吸器部分不含有用户可以维护的任何部件。设备出现故障或停机时,请与
Cyclomedica公司产品的地区经销商联系获得服务建议。

简易呼吸器清洁
•请使用湿布和温和去污剂或医用消毒纸巾擦拭简易呼吸器部件外表面。
•请遵循复苏囊各部分消毒指南。
•Cyclomedica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建议请参考Hudson RCI复苏囊《使用手册》中清洗和消
毒相关说明。

坩埚炉清洁
•坩埚炉应进行定期清洗,不得使坩埚炉聚集任何不需要的物质。从坩埚炉中去除的任何
材料或清洗材料可能被辐射污染,应进行相应管理和处理。
•在清洗过程中处理坩埚炉时请遵循本部门的辐射安全指南。如需要,请咨询辐射安全官
员。

搬运
•TechnegasPlus发生器安装后一般为永久性安装设备,须由客服进行拆卸和运输,以保持
设备的完整性。
•Cyclomedica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建议联系Cyclomedica客服服务获得使用说明书和/或帮
助。
存放
•TechnegasPlus发生器安装后一般为永久性安装设备,须由客服进行拆卸和运输,以保持
设备的完整性。
•Cyclomedica澳大利亚建议联系Cyclomedica客服服务获得使用说明书和/或帮助。

用户维护和服务



Mk2 锝气体发生器规格
电休克防护
按照1类B型设备确定本设备的防触电保护程度。

  - 表示B型应用部分

机器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 +10-+40°C
 环境气压 70-106 kPa(700-1060mbar)
 环境湿度 0-95%非凝结气体
 工作循环 每小时两个程序。

耗材
 氩气
 氩气应为高纯或试验室级氩气,纯度≥99.9%。

患者吸入器
患者吸入器(PAS)为锝气体发生器的专用器械。由无毒塑料材料制备而成,配有经过树脂
浸渍的羊毛过滤器。吸入器为一次性使用产品。

锝气过滤器使用寿命
Mk2锝气体发生器装有长寿锝气洗过滤器。其预期使用年限不小于3000个操作周期。在
设备服务期限内,按照规定应定期检查并更换过滤器。用户不得自行更换冲洗过滤器,须
由经过授权的服务供应商进行。

达到使用期限的TechnegasPlus锝气体发生器的处理
当TechnegasPlus锝气体发生器Technegas达到使用期限时,请与任何地区经销商联系关
于医疗装置产品的处理

在处理前请确保适当的半衰期已过。Cyclomedica公司建议在处理前Techchnetium 
99m经过10个半衰期的最短期限

需要详细地清除或处理建议,请联系您地区锝气体代理商或制造商

警告-TechnegasPlus锝气体发生器包含放射性元素铅(Pb),需要采取保护和特殊处理的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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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EC 60601-1-2 中的表206-便携式和可移动RF通信设备之间的推荐分隔距离以及设
备或系统,制定不提供保修服务设备或系统的下列说明。

一般规格
供给电压 200V~ac+5% 
  220V~ac+5%
  230/240V~ac+5%
  通过调节变压器达到上述值
供给频率 50-60Hz
主线路电流- RMS保持在稳定值<0.2安培
主线路电流- RMS最大(15秒)20安培
熔断器  (蓄电池充电)F1:次最小熔断器
  类型:F(快速充电)
  相对值:1安培 125V......
运送重量 130Kg
运送体积 1100×630×1190(长×宽×高)
占地面积 920×600

TechnegasPlus锝气体发生器

TechnegasPlus 锝气体发生器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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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器囊规格:
存储温度:-40°C至60°C
操作温度:-18°C至50°C
囊体积/搏出体积:1.6 升

上述引用规格适用于Hudson RCI Lifesaver Adult Reusable复苏囊。
关于复苏囊的详细信息见生产厂家的人工复苏囊手册。

复苏囊组件 材料 最终处理
阀门 硅胶 无
气囊 聚氯乙烯 无
O形环 环氧氯丙烷 无
阀门外罩 聚砜 无

单向阀组件 材料 最终处理
阀体 ABS 无
连接套管 ABS 无
隔膜 硅胶 无
隔膜板 ABS 无

PAS单向阀组件 材料 最终处理
阀体 Delron 无
阀门隔膜 橡胶 无
装配螺丝钉 不锈钢 无

软管接头组件 材料 最终处理
单向阀接头 硅胶 无

简易呼吸器材料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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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剂量测定
在可测量的半衰期Tc-99m内锝气体不会从肺部消除,因此锝气体在肺部的辐射吸收剂量略
高于微球等注射制剂在肺部的辐射吸收剂。但是,二者对患者产生一定活性的全身剂量相
当。

给予的吸收剂量(成人)/37MBq。

制剂   肺   全身
锝气体  4.5mGy  0.17mGy
微球(mAA)  2.9mGy  0.16mGy
对照药物(R5)

患者

吸入的锝气体在肺部存留情况取决于下列参数:
• 呼吸深度
• 最长屏气时间
• 患者及其肺部的基本情况
• 呼吸次数
• 坩锅中加入锝的初始剂量
• 患者吸入锝气体后的时间

气体吸入患者体后,通过观察γ照相机控制台后侧观察计数率监测患者体内的锝气体活性
非常重要。剂量应限制在“临床注意”所示剂量(26-40MBq)。一般最大剂量约为2500计
数/秒(cps)。

注意:图像中出现甲状腺或锝气体吸收入血流时,操作者应检查所使用的氩气纯度是否达
到99.99%。操作者还应确保使用正确的洗出物并且没有溢出坩锅。如果检查这些关键点
后发现出现这些征象,操作者应与地区服务经销商联系获得帮助。

剂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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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制的简易呼吸器配件已经可以将锝气体或放射性高锝酸钠传送至任何患者,这些
患者需接受通气显像程序。全部为气动操作。

简易呼吸器配件与匹配的锝气体发生器连接后使用。简易呼吸器配件可以将锝气体发生
器腔室中的锝气体压出,通过患者施给器传送给患者。使用简易呼吸器配件主要部件-商
品呼吸复苏囊-完成上述操作。简而言之,操作者挤压复苏囊时,复苏囊中的空气被挤进
锝气体发生器腔室,随后锝气体从患者放气阀输出,通过标准锝气体施给器输送给患者。
下面对简易呼吸器配件功能进行逐项说明。

患者吸气周期
挤压简易呼吸器配件呼吸复苏囊可以产生下列作用(假设打开患者放气阀进行输送锝气
体)。

呼吸复苏囊“鸭嘴”阀打开,气体通过单向阀组件进入锝气体发生器腔室。另一个从腔
室至游离气体的单向阀组件关闭,气体从简易呼吸器配件输送至腔室。患者放气阀打开
时,锝气体通过标准锝气体患者施给器(PAS)输送给患者。
与此同时,挤压复苏囊产生的压力启动施给器单向阀组件,从而阻断施给器呼气途径,从
而确保将锝气体输送给患者。

患者呼气周期
患者呼气时,简易呼吸器配件呼吸复苏囊释放。呼吸复苏囊通过位于囊底部的膨胀阀组
件再次膨胀。控制施给器单向阀组件的压力也被释放,使得单向阀打开,患者通过施给器
过滤器组件呼气。单向阀组件返回原位,等待下一个压力周期。

重复上述呼吸过程,将气体输送给患者,直到实现预期的计数率。

呼吸复苏囊操作原理见Hudson RCI公司提供的《操作手册》关于呼吸复苏囊的详细信
息。

简易呼吸器配件组件流程图

简易呼吸器的功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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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7838      50位患者施给器组
      (世界的其它地区)

17839      50位患者施给器组
      (欧洲地区)

10035      患者鼻夹(仅1组)

10036      一个长鼻的钳子

10029      不锈钢小托盘

10040      氩气调节阀的全部组件
      (包括胶皮管)

17510      一次性面罩

其它细节见生产厂家的维修服务部分。
 

锝发生器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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