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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广州特种承压设备检测研究院、佛山市锅炉压力容器

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耀荣、许贤顺、杜伟权、牟乐、冯雪莲、蔡仰华、欧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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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舱维护保养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氧舱维护保养项目的基本要求、考试知识点、考试方式及评分标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组织的氧舱维护保养项目的实际操作技能考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SG Z6001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考试机构  examination institutions 

经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和统筹并在其网站公布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 

3.2  

考试知识点  examination knowledge 

根据TSG Z6001附录fe《氧舱维护保养人员实际操作技能》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考核的实施意见》确定的考试内容。 

4 基本要求 

4.1 考试设备 

考试设备应为考试机构自有或租赁的实物或模拟机。 

4.2 考试方式 

考试采用现场口试和现场模拟操作结合的方式。 

4.3 考试要求 

应按照如下要求开展考试： 

a) 逐个考生进行； 

b) 结合考试设备； 

c) 在考试专用实物设备或模拟机上考试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考场应急预

案，不得触动运行设备和现场与考试无关的设备； 

d) 如遇突发情况，考评员可停止考试，并组织考生有序退出考场。 

4.4 考试合格标准 

考试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70分为合格。 

4.5 考试时间 

考试用时不得超过规定的考试时间，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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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考试内容及分值 

考试内容包括基本操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各部分分值为： 

a) 基本操作能力：2项，50分，其中： 

1) 空压机的实际操作25分； 

2) 氧舱日常运行的实际操作25分； 

b) 应急处置能力，共3项，50分； 

1) 突发设备故障的处理； 

2) 突发断电的处理； 

3) 突发紧急情况（如火警、地震等）的处理。 

4.7 考场记录 

考试机构应编制适用于氧舱维护保养项目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考场记录表、考生签到及成绩汇总表和

考生考试记录表，并向考生公布，其格式可参考附录A、B、C。 

4.8 辅助设备 

考试场地应具备对考试全过程进行视频监控能力的辅助设备。 

5 考试知识点、考试方式及评分标准 

5.1 基本操作能力 

5.1.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5.2.2中随机抽取2道考题考试，满分50分，每题25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5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顺序颠倒或存在原则性错误的，不得分； 

d)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e) 导致不良后果的，不得分； 

f) 当考生未按照评分要点回答时，考评员可根据回答内容与考试知识点答案内容间的关联程度酌

情给分。 

5.1.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1所列内容。 

5.2 应急处置能力 

5.2.1 题目抽取及评分标准 

由考生在5.2.2中随机抽取2题考题考试，满分50分，每题25分，评分要点如下： 

a) 每个考试知识点的答案内容分值以25分为总分取平均值向上圆整，扣完即止； 

b) 考试用时5分钟，超时后做出的回答或考试操作无效； 

c) 操作与答案无关的，不得分； 

d) 操作顺序错1个步骤或多个答案内容的扣2分； 

e) 操作过程违反安全规程及运行规程的，不得分。 

5.2.2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内容建议采用附录D 表D.2所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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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考场记录表 

 

表 A.1  考场记录表 

作业种类：         作业项目：             

考试时间：        年       月      日 

考试种类：(理论知识/实际操作)  

班    别：              

考试地点：                            

考场情况记录： 

应考试人数  实际考试人数  

缺考人员 

记录 

姓名 编号 姓名 编号 

    

    

    

    

    

    

    

    

考场情况 

记录 

 

 

 

 

 

 

 

 

 

考试机构名称  

监督员：                                监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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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考试签到及考试成绩登记表 

 

表 B.1  氧舱维护保养实操考试签到及考试成绩登记表 

考试班期号  

省编号  考试时间  

考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项目

代号 

考生签到 

（签名） 

考试 

成绩 

补考 

成绩 
备注 

         

         

         

         

         

         

         

         

         

         

         

         

         

         

         

         

         

         

         

         

         

         

         

         

         

         

         

         

         

 

考评员签名：                                    监考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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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考试记录表 

 

表 C.1  氧舱维护保养操作实际操作考试记录表 

 

姓    名：                               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考试开始时间：                    考试结束时间：                  考试结论             

序号 考 试 项 目 考试用时 成绩 备 注 

Ⅰ 

实

际

操

作 

50

分 

 

空压机的

实际操作

25分 

（5 分钟） 

□简述空压机开机前的检查准备工作要点 

□空压机启动操作要点 

□空压机运行巡回检查要点 

□空压机正常停车操作要点 

□空压机在那些情况下应采取紧急停车的措施 

□空压机操作人员岗位职责有哪些 

   

氧舱日常

运行的实

际操作 

25分 

（5 分钟） 

□进舱须知有哪些 

□空气加压氧舱的操作规程包括哪些内容 

□空气加压氧舱加压前的准备工作 

□空气加压氧舱的加压操作 

□空气加压氧舱的稳压操作 

□空气加压氧舱的减压操作 

□过渡舱的操作---舱内人员回到舱外 

□过渡舱的操作---舱外人员进入舱内 

□递物筒的操作方法---由舱内向舱外递物操作 

□递物筒的操作方法---由舱外向舱内递物操作 

□空气加压舱出舱后整理 

□氧气加压舱的操作规程包括哪些内容 

□氧气加压舱加压前准备工作 

□氧气加压舱的加压操作 

□氧气加压舱的稳压操作 

□氧气加压舱的减压操作 

□氧气加压舱出舱后整理 

   

Ⅱ 

应

急

处

置 

50

分 

突发设备

故障的处

理 

25分 

（5 分钟） 

□稳压吸氧期间，舱内氧的体积分数低于 23%原因和处理方

法 

□稳压吸氧期间，舱压波动太大原因和处理方法 

□患者在舱内吸氧困难原因和处理方法 

□患者在舱内呼气不畅原因和处理方法 

□安全阀泄漏原因和处理方法 

□安全阀到整定压力不开启原因和处理方法 

□压力表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继续使用 

□氧气减压阀出口压力逐渐上升原因和处理方法 

□按需供氧调节器泄漏原因和处理方法 

□活塞式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原因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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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 试 项 目 考试用时 成绩 备 注 

Ⅱ 

应

急

处

置 

50

分 

突发断电

的处理 

25分 

（5分钟） 

□突发断电的处理 

   

突发紧急

情况（如

火警、地

震等）的

处理 

25分 

（5分钟） 

□当舱内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舱

内应如何应急操作 

□当舱内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舱

外应如何应急操作 

□舱内发生触电应急处理 

□地震时氧舱的应急处理 

   

总 评 成 绩：      分                 考评员（签名）:                    监考（签名）： 

说明：1、Ⅰ、Ⅱ各部分题目由考生随机各抽 2题考试。 

2、考试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 

 

 

http://med.wanfangdata.com.cn/Paper/Detail?dbid=WF_QK&id=PeriodicalPaper_zgqkyx2008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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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表 D.1  实际操作能力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空压机的实

际操作 

简述空压机开机

前的检查准备工

作要点 

1）检查空压机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各连接件、紧固件是否牢固可靠 

3）空压机进气口附近是否有异味污染和杂物堵塞 

4）空压机和电机的外观检查，清理杂物和工具，安全防护装置是否完好 

5）润滑系统检查，包括油压、油位以及润滑油的选用是否正确，注油器是否正常供油 

6）冷却系统检查，启动冷却水泵，观察冷却管路是否畅通 

7）打开放空阀，关闭负荷调节器，使空压机处于空负荷启动状态 

8）人工盘车数转应运行灵活，运动机构应无卡阻、撞击现象 

空压机启动操作

要点 

1）启动空压机进行无负荷试车5分钟，检查各部位运转情况 

（1）润滑系统是否正常，油压应小于0.3MPa，曲轴箱油温是否正常 

（2）各运动部件的声音是否正常，各连接部分紧固件有无松动 

（3）冷却水流量是否均匀，不得有间歇性排气和冒气泡现象，冷却水温是否正常 

2）各部件有不正常情况应停机检查处理 

3）打开进气管阀门，关闭放空阀，并打开负荷调节器，使空压机带负荷运行 

空压机正常停车

操作要点 

1）空压机必须在无负荷状态下停车，停车前应将冷却器、储气罐放空阀打开，待压缩机降压后停车 

2）停车5至10分钟，使空压机各部位温度降下来，再关闭冷却水泵，冷却水停止供给 

3）在冬季低温的情况下（环境温度低于5℃），应将各级水路、中间冷却器、油冷却器、气缸水套内的存水放尽，以

免发生冻冷裂现象 

4）长期停车时做好防锈、油封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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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空压机的实

际操作 

空压机运行巡回

检查要点 

1）空压机的运转状况必须符合技术参数中所列的参数范围，它包括： 

（1）电机的温度、电流 

（2）油面高度、油温、油压 

（3）冷却水进出口水温、水压 

（4）压缩气体管路及设备上的压力表、温度计的读数。一般要求润滑油的压力为（0.1-0.2）MPa；各级排气温度不超

过160℃；机身内油温不超过60℃；冷却水进水温度不大于30℃；排水温度不大于40℃电机温度不得超过环境温度70℃ 

2）仔细倾听机器的运转声音，不得有不正常的声音 

3）分离器和冷却器的污水应定时排放 

4）经常检查各级吸气阀是否有过热现象，用手触摸感觉轴承及油泵外壳是否有过热现象 

5）经常检查压缩机的皮带轮罩或防护设备是否牢固，压缩机房应备有消防器材 

6）当储气罐压力达到规定值时，应检查安全阀及压力调整器动作是否灵敏可靠 

7）做好运转记录 

空压机在那些情

况下应采取紧急

停车的措施 

1）空压机、电机突然有不正常的响声 

2）各部气温、水温及油温异常升高 

3）电流、电压表读数突然增大 

4）冷却水突然中断供水 

5）润滑油压力下降或突然中断 

6）压机发生严重漏气或漏水 

7）安阀连续起跳 

8）某排气压力突然变动很大，采取措施不能复原时 

9）电动机过热或滑环冒火，以及空气压缩机有损坏时 

空压机操作人员

岗位职责有哪些 

必须经过岗前培训、考试，方可上岗独立操作； 

1）坚守岗位，不得做与岗位无关的任何事情 

2）认真执行空压机操作规程 

3）按时进行定点、定线巡回检查；严禁超压、超温和超负荷运行 

4）定期检查安全附件是否灵敏可靠，发现异常现象及时报告和处理 

5）认真监视设备、仪器及仪表，填写好运行记录 

6）认真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使设备保持完好状态 

7）努力学习安全操作技术，不断提高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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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进舱须知有哪些 

1）患者须经过高压氧科医生检查、诊断，确认高压氧治疗适应证，并持治疗卡登记后，方可进舱，陪舱人员须经医生

的同意方可进舱护理患者 

2）进舱人员进舱前必须练习、掌握咽鼓管的开张动作（如擤鼻鼓气或吞咽动作的练习） 

3）发现有发热、感冒、鼻塞、出血倾向等症状的患者不能进舱 

4）进舱人员进舱前应排空大便、小便，更换全棉患者服、换鞋，不得穿着化纤衣物进舱 

5）进舱人员严禁带人火柴、打火机、手机和发火玩具等易燃、易爆物品 

6）进舱人员不得携带钢笔、手表等受压易坏物品和可伤害他人的刀具，尖锐物品 

7）对进氧气加压舱的人员，除以上6条外，还应遵守 

（1）进舱前一天应洗头、洗澡，严禁用发胶及油脂类化妆品 

（2）进舱前将头发喷湿，并戴纯棉帽，将头发全部塞入帽内 

（3）自带的内衣、袜、胸罩、尿布和被褥等物一律不得入舱 

（4）进舱人员不得对舱内设施进行随意破坏 

（5）进舱后自然舒适躺平，严禁剧烈活动，尤其是头部不要乱动，以防产生静电 

8）严禁高压氧禁忌症人员进入高压氧舱治疗和陪护 

空气加压氧舱的

操作规程主要包

括哪些内容 

1）加压前的准备 

2）加压操作方法 

3）稳压操作方法 

4）减压操作方法 

5）出舱后整理 

6）过渡舱操作方法 

7）递物筒的操作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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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空气加压氧舱加

压前的准备工作 

1）加压前的准备包括设备的检查和进舱人员的检查两部分 

2）检查压缩空气的储量，应满足治疗的用气量（包括可能发生的应急用气量）。储备气量应提前12h完成充气，以利

于压缩空气的降温和净化。检查供气系统的压缩机、压力表、阀门、空气过滤器等均应处于良好状态 

3）检查氧气的储量，应满足治疗的用氧量。检查供氧系统的氧气回流排、氧气减压器、供氧阀等应无泄漏、无油脂、

无变形等；供氧室应通风、严禁烟火。开阀供氧，压力应调到0.4至0.6MPa； 

4）打开电源检查控制台各仪器、仪表是否完好，指示灯、信号灯是否正常。打开舱内照明应正常。打开对讲机，调节

适宜音量；检查应急呼叫装置应正常。测氧仪每次使用前应用空气校准（21.0%），调好报警点（23.0%），试用报警

信号与记录仪等。检查电视荧屏，应能观察到舱内各个座位 

5）检查舱体、舱门、观察窗、递物筒等应无异常；检查控制台的进、排气阀、舱间平衡阀、供氧阀、排氧阀、应急泄

压阀和舱体安全阀，均应处于正常状态。检查舱内吸氧管路（包括面罩）在供氧状态下无泄漏声。检查应急医药箱内

备用药品、器械应齐全有效 

6）检查氧舱空调器应正常，并设定舱温 

7）对进舱人员按“进舱须知”逐一检查他们的着装、携带品等 

8）指导进舱人员掌握咽鼓管的启开，正确使用吸氧面罩、和舱外的联络方法、应急呼叫装置的使用、吸引器的用法、

应急泄压阀和舱用灭火器的位置与用法等 

9）多人舱的操作必须由2人同时值班；一人操舱，一人监督 

空气加压氧舱的

加压操作 

1）关闭舱门 

2）通过对讲机通知舱内“开始加压”让舱内人员准备鼓气或作吞咽动作 

3）打开加压舱进气阀（排气阀处于关闭状态），加压速度应缓慢均速，尤其是在0.03MPa以前的初始阶段，以0.004至

0.005MPa/min速率为宜 

4）当舱内有人因中耳受压疼痛或不适时，应一边减慢加压速度，一边指导舱内人员正确鼓气，必要时停止加压或稍微

减（降）些压力，耐心协助舱内人员鼓开咽鼓管；经努力中耳受压疼痛难以消失者，不能继续加压，应经过渡舱单独

减压出舱；治疗舱则可继续正常加压，并不断询问舱内人员的感觉，可通过荧屏注视舱内动态 

5）当舱压超过0.03MPa后，加压速度可适当加大，当舱压升到预定治疗压力值后，关闭加压舱的进气阀，停止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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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空气加压氧舱的

稳压操作 

1）通知舱内人员戴好吸氧面罩，并及时打开控制台上的供氧阀，同时按舱内人员的多少打开调节排氧（流量）阀，注

意控制台上各患者的吸氧流量计的工况，并记录吸氧气开始时间。通过电视荧屏或观察窗注意舱内人员的吸氧情况，

有熟睡或没戴好吸氧面罩者，应及时提醒纠正；若出现不正常表现――流口水、脸部肌肉的抽搐等（即氧中毒症兆），

应立即通知其停止吸氧（即摘下吸氧面罩），改吸舱内空气，并继续密切观察其变化。患者若感到不适应向舱外报告，

不得敲击舱内的仪表或观察窗 

2）当舱内出现氧的体积分数超过23.0%，应及时进行通风换气。通风换气最好安排在吸氧休息期间进行。实施氧舱通

风的方法是同时操作氧舱的进、排气阀，使进气量等于排气量（以舱压表的指针稳定为准）。通风量可以在舱外排气

管路上接一只空气流量计来测定，流量计出口排空。通风量大小与舱内人员数成正比，一般可按每人40L/min左右的流

量进行调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风量可以稍大一点，以利于通风效果；同时，可边通风边观测舱内氧的体积分数，

当舱内氧的体积分数降到23.0%以下时，即可停止通风 

3）吸氧治疗期间患者应保持舱内卫生和环境的安静，尽可能减少舱内的噪声，以利于治疗效果，也利于操舱员在舱外

监听舱内人员的呼吸节律 

4）按照治疗方案，严格掌握吸氧时间。通常为每吸氧20至40分钟摘下吸氧面罩吸舱内空气5至10分钟。通过对讲机指

挥舱内人员 

5）在高气压条件下舱内外人员的进出需要通过过渡舱，舱内外物品（小件）的传递需要通过递物筒；两者通常都在稳

压阶段进行，属于稳压期间的操作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空气加压氧舱的

减压操作 

1）排放舱内气体将舱压降至常压的过程即为减压阶段。减压方法有等速减压、阶段减压和吸氧减压等多种。高压氧治

疗的减压方法应严格按照治疗方案中的规定进行，若治疗压力超过0.12MPa（表压），则总减压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 

2）通知舱内人员“摘下吸氧面罩，准备减压”，关闭控制台供氧总阀，准备减压。关小排氧阀，但不要完全关闭，以

防止减压时排氧管中的氧气返回舱内，使舱内氧的体积分数逐渐上升 

3）通知舱内人员“要注意保暖”、“要平静呼吸，不要屏气或熟睡”、“不要把裸露的肢体靠贴于舱壁或其他金属器

皿上”。通过电视荧屏连续、密切注视舱内情况 

3）打开氧舱的排气阀减压，按照治疗方案，用等速减压法控制减压速率 

4）注意舱温的变化，舱内出现雾气属于正常现象，可采用边减压边通风方法排除雾气 

5）注意舱内人员的情况。不断询问舱内人员“感觉怎样”。发现有人不适时要及时停止减压，出现严重症状（如咳嗽、

呕吐、抽搐、肢体关节发痒、疼痛等）时，要再“加压治疗”，必要时可在高压下转至潜水加压舱内进行治疗 

6）减压结束后（舱压表指针为零）才可开舱门，防止带压开门（尤其是外开式舱门）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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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过渡舱的操作

---舱内人员回

到舱外 

1）关闭过渡舱外门，锁紧 

2）向过渡舱注气加压，直至与主舱压力相等 

3）打开过渡舱与主舱间的平衡阀，使两舱压力平衡 

4）打开舱间门，让治疗舱中要外出的人员进入过渡舱内，关闭舱间门 

5）关闭舱间平衡阀，开过渡舱排气阀，进行减压（按治疗方案规定进行）。同时注意治疗舱压力表，防止治疗舱压力

在过渡舱减压时下降 

6）待过渡舱压力减至零，开过渡舱外侧门，人员出舱 

过渡舱的操作

---舱外人员进

入舱内 

1）检查关闭舱间门及平衡阀，打开过渡舱排气阀（注意治疗舱的压力不能跟着下降），使过渡舱压力表为零，开过渡

舱外侧门 

2）进舱人员进人过渡舱，关闭过渡舱外侧门 

3）开过渡舱进气阀注气加压，同时询间过渡舱内人员的感觉情况 

4）当过渡舱压力与治疗舱压力相等后，打开过舱间平衡阀 

5）开舱间门，过渡舱内人员进入治疗舱，同时关闭舱间门 

6）根据需要，可以排放过渡舱中气体，到压力为零，开过渡舱外侧门 

递物筒的操作方

法---由舱内向

舱外递物操作 

1）确认关闭递物筒外盖及平衡阀 

2）由舱内人员打开内盖平衡阀，向筒内注气加压 

3）打开递物筒内盖，放入物品 

4）关闭内盖，关闭内盖平衡阀 

5）通知舱外人员“内盖已关闭，可向筒内取物” 

6）舱外人员打开外盖平衡阀排气，当递物筒上压力表指针降为零时，打开外盖取物 

7）关闭外盖及平衡阀 

8）注意事项 

（1）由于递物筒的内外盖均为外开式结构，在操用递物筒时，操作人员必须站在筒盖的侧旁，防止筒内压力未平衡的

气压弹开筒盖时伤人 

（2）操作递物筒时，禁止舱内、外盖上的平衡阀同时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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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递物筒的操作方

法---由舱外向

舱内递物操作 

1）舱内人员关闭递物筒内盖和内盖平衡阀 

2）由舱外人员打开外盖平衡阀排气，表压为零 

3）打开递物筒外盖，放人物品 

4）关闭递物筒外盖及平衡阀 

5）通知舱内人员外盖已关闭，可向筒内取物 

6）舱内人员打开内筒平衡阀向筒内注气，当注气声消失时，即可打开内盖取物 

7）关闭内盖及平衡阀 

8）注意事项 

（1）由于递物筒的内外盖均为外开式结构，在操用递物筒时，操作人员必须站在筒盖的侧旁，防止筒内压力未平衡的

气压弹开筒盖时伤人 

（2）操作递物筒时，禁止舱内、外盖上的平衡阀同时处于开启状态 

空气加压舱出舱

后整理 

1）询问舱内人员感觉情况，得到“感觉良好”回答后才能出舱。同时听取舱内人员对舱内设备状况的反应 

2）及时排除舱内人员对设备所反应的问题 

3）打扫舱内卫生，清理吸引器并消毒。按“消毒、隔离常规”对舱内进行消毒、通风 

4）关闭压缩空气和氧气气源控制阀，排放系统内余压力，加压舱控制台上所有压力表指针应回复到零位，关闭加压舱

的平衡阀、排氧阀、排气阀等 

5）关闭所有仪器、仪表电源开关，关闭总电源 

6）松开舱门，使舱门的密封圈处于松弛状态 

氧气加压舱的操

作规程包括哪些

内容 

1）加压前准备 

2）加压操作方法 

3）稳压操作方法 

4）减压操作方法 

5）出舱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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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氧气加压舱加压

前准备工作 

1）检查氧舱设备和电气系统是否处于良好状态，不得带故障使用 

2）氧气气源，应备好足够的氧气贮量。打开总阀检查氧气减压器和供氧系统应无漏氧，将氧输出表压调定在0.4至

0.6MPa。如婴幼儿氧舱，则氧输出表压不得大于0.2MPa 

3）打开外照明开关，应处于正常状态 

4）调节对讲机音响于适宜状态 

5）检查测氧仪的读数是否准确，记录仪的使用性能应处于良好状态 

6）如果室温过高，需采取适当的降温措施 

7）帮助患者固定好静电接地装置 

8）按照“进舱须知”要求，检查进舱人员的携带物品；衣服要全部换成纯棉衣裤，戴纯棉帽，头发喷湿并塞入帽内；

脸部化妆品是否全部洗净 

9）操舱员协助患者进舱，关闭舱门 

10）启动氧舱的加湿装置，增加氧舱内环境的相对湿度 

氧气加压舱的加

压操作 

1）通知患者做好准备，开始加压 

2）初始阶段应按0.004MPa/min速率缓慢加压，当表压过了0.03MPa后可适当增速。这期间要严密观察，并不断与患者

联系 

3）在加压期间除了不断询问外，还要注意患者的反应，如有不适，如咽鼓管不畅通，有疼痛感应及时停止加压，必要

时可减压。一般当舱压高于0.03MPa后，咽鼓管就已畅通 

氧气加压舱的稳

压操作 

1）氧气加压舱的治疗与多人舱的治疗不同，患者在单人舱内从加压开始就吸高浓度氧气，其呼出气也混合在舱内，所

以除要保持舱内高浓度氧外，还要排除混杂于舱内的有害气体，则用氧气通风一次，一次3至5分钟。通风除了排除废

气外，也起到降温作用 

2）由于通风排出气的氧的体积分数很高，所以在排气口附近要特别注意：严禁烟火与油脂，防止发生火灾，必要时，

在排氧口附近，增设栅栏防护装置，并悬挂危险警示标志 

3）稳压期间，特别注意舱内患者的不良反应，出现脸部肌肉的抽搐、流涎等，要及时停止治疗，立即减压出舱 

氧气加压舱的减

压操作 

1）高压下停留结束，则开始减压，减压前要通知舱内患者 

2）打开排氧阀，按治疗方案中规定的方法排氧减压 

3）减压期间，要密切注视患者反应，不断询问“感觉如何”直至舱压回到常压 

4）当舱压回到常压后，舱内外压力平衡后，方可开舱门，患者出舱后仍要询问感觉，并填写好治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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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2 

氧舱日常运

行的实际操

作 

氧气加压舱出舱

后整理 

1）整理舱内所有物品 

2）舱内如有冷凝水，应放空擦净，进行必要的卫生与消毒 

3）关闭控制台所有仪器（如照明、对讲机、测氧仪等），最后关闭电源 

4）关闭氧气瓶阀，排空管道内残气 

5）及时排除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让其氧舱恢复完好的备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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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应急处置能力口试部分考试知识点、考题及答案 

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突发设备故障的处理 

稳压吸氧期间，舱内氧的体积分

数低于 23%原因和处理方法 

1）原因 

（1）可能测氧仪故障 

（2）控制台上的排氧阀和（或）排氧

流量计上的节流阀开度太大 

2）处理 

（1）重新用新鲜空气对测氧仪定标 

（2）适当减小这两个阀的开度，降低

排氧流量 

稳压吸氧期间，舱压波动太大原

因和处理方法 

1）原因 

（1）排氧流量过大 

（2）舱体贯穿件或舱体部件有气体泄

漏 

2）处理 

（1）适当关小排氧阀和排氧流量计的

开度 

（2）逐级检漏，并排除 

患者在舱内吸氧困难原因和处理

方法 

1）原因 

（1）供氧压力升高，氧气减压阀内部

泄漏引起 

（2）供氧压力降低，氧源压力下降引

起 

（3）供氧压力波动，冰塞现象引起 

（4）供氧调节器失灵 

（5）氧气面罩组件泄漏 

2）处理 

（1）检修减压阀或更新 

（2）检查氧源压力，补充氧气 

（3）用热水或蒸汽加热消除，切忌明

火加热 

（4）检修调节器，重新调整或更新 

（5）重新佩带 

患者在舱内呼气不畅原因和处理

方法 

1）原因 

（1）氧气面罩单向阀启闭不灵 

（2）排氧流量调节过小 

（3）排氧管中有积水 

2）处理 

（1）更换单向阀 

（2）适当增大排氧阀开度 

（3）打开排氧管路中的放水阀 

安全阀泄漏原因和处理方法 

1）原因 

（1）阀瓣与阀座密封面之间有赃物 

（2）密封面损坏 

（3）阀瓣与阀座错位 

（4）弹簧失效 

2）处理 

（1）提升扳手阀开，冲去赃物 

（2）研磨密封面 

（3）重新装配或更换 

（4）更换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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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1 突发设备故障的处理 

安全阀到整定压力不开启原因和

处理方法 

1）原因 

（1）定压不准 

（1）阀瓣与阀座粘住 

2）处理 

（1）重新调整 

（1）定期手动放气 

压力表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继续

使用 

1）选型错误的 

2）表盘封面玻璃破裂或者表盘刻度模糊不清的 

3）封签损坏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限的 

4）表内弹簧管泄漏或者压力表指针松动的 

5）指针扭曲断裂或者外壳腐蚀严重的 

6）三通旋塞或者针形阀开启标记不清或者锁紧装置损坏的 

7）被油脂污染的 

氧气减压阀出口压力逐渐上升原

因和处理方法 

1）原因 

（1）阀瓣与阀座密封面之间有赃物 

（2）密封面损坏 

2）处理 

（1）加大阀门开度，冲去赃物 

（2）研磨密封面 

按需供氧调节器泄漏原因和处理

方法 

1）原因 

（1）阀瓣与阀座密封面之间有赃物 

（2）密封面损坏 

（3）弹簧失效 

（4）阀瓣与阀座错位 

2）处理 

（1）加大阀门开度，冲去赃物 

（2）研磨密封面 

（3）更换弹簧 

（4）重新装配或更换 

活塞式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原因

和处理方法 

1）原因 

（1）冷却水不足 

（2）进气温度过高 

（3）排出气体泄漏入气缸 

（4）活塞环磨损，进、排气串气 

（5）气缸水套或冷却管内水垢过厚 

2）处理 

（1）加大冷却水流量 

（2）降低进气温度 

（3）检查气阀 

（4）更换活塞环 

（5）清理水垢 

2 突发断电的处理 突发断电的处理 

1）此时由应急电源供电，告知舱内人员，同时要求舱内人员保持安静，取下

面罩停止吸氧过程，不得在舱内乱动和随意走动 

2）迅速查明停电原因，向医院有关部门和领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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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试知识点 考题 参考答案 

3）停止治疗过程，减压出舱，待供电恢复正常后再开舱 

4）注意：UPS仅可维持对讲，临时照明，测氧仪，支持电动操作器等30分钟供

电。 

3 

突发紧急情况（如火警、地

震等）的处理 

当舱内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生命

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舱内应如何

应急操作 

1）舱内发现烟火，立即用舱内灭火器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并向舱外报警 

2）停止吸氧，配合舱外，打开舱内泄压阀减压 

3）舱内人员一定要冷静处事，不要挤在舱门口，避免开门时受阻或受伤 

突发紧急情况（如火警、地

震等）的处理 

当舱内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生命

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舱外应如何

应急操作 

1）迅速打开氧舱的排气阀及应急泄压阀 

2）如发生火灾，应迅速关闭向舱内的供氧、供气阀及电源启动水喷淋灭火系

统，同时打开应急的舱内面罩呼吸系统（如有），通过面罩向舱内人员供空气，

防止舱内人员缺氧窒息 

3）打开舱门，救出舱内人员，组织救治 

4）保护火灾现场，如实向上级机关报告 

舱内发生触电应急处理 

1）关闭控制台一切电源，启动应急电源和通讯设备 

2）医护人员尽快通过过渡舱进舱，对病人进行检查处理 

3）同时可按常规方案减压出舱，必要时按紧急减压处理 

4）在查明事故原因前，氧舱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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