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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发灾害在国别、地域、类型等模式转变的多元性，促使多国政府间人道主义救援力量合作发展
不断加强。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在灾难响应和救援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在“十三五”规划（2016 年至 2020 年）中提出，至 2020 年末，基本建立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现代化、国
际化的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国际应急医疗队的建设便是与时俱进的切实呈现。现总结中国国际应急
医疗队（EMT，天津）相关工作实际，对天津市人民医院 EMT 帐篷医院营地布局、人力资源、人员构成、人员管
理、队员培训、后勤配备和能力配置等情况进行分析，并从队员选择、持续化培训、救援装备、科学的管理应对
方面提出几点思考，从而为应急医疗队伍和卫生应急工作的标准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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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versity  of  model  chang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types  of  sudden  disasters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humanitarian  relief 
forc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nternational rescue and help,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disaster response and salvage.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proposed that 
by the end of 2020, a professionalized (specialized), standardized, informationized, modernized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system should be basically established to respond the accidental sudden ev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team is a practical presentation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retrospectively summarize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relate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Team (EMT, Tianjin);  the camp layout, human resources, personnel composition, personnel management, team member 
training, logistic equipment preparation and capacity allocation, etc. conditions of Tianjin Union Medical Center Hospital 
EMT  Tent  Hospital  were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in  terms  of  team  member  selection,  continuous 
training, rescue equipment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sponse aspec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team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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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突发灾害在国别、地域、类型等模式转变的多元性，促

使多国政府间人道主义救援力量合作发展不断加强。近年

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援，在灾难响应和救援中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在“十三五”规划（2016年 

至 2020 年）中提出，至 2020 年末，基本建立专业化、规范化、

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体系［2］。

国际应急医疗队的建设便是与时俱进的切实呈现。2019 年

4 月 26 日，天津市人民医院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认证，

成为中国第 4 支国际应急医疗队（EMT）。

  为规范和引导国际应急医疗救援队伍的体系和能力建

设，WHO 于 2013 年发布《突发灾难国际应急医疗队分类认

证标准》，以此为标准框架对申报的队伍进行评估认证，旨在

为全球各受灾国提供更为安全可靠、可计划的紧急医疗服

务（表 1）。

2 整体建设情况 

2.1  营地布局（图 1）：天津市人民医院 EMT 帐篷医院标准

配置占地 4 500 m2，分为医疗和生活 2 个区域，共计 57 顶帐

篷。涵盖门诊、急诊抢救、住院、手术、消毒供应、防疫、隔离、

检验检查、后勤保障、废物处置等功能模块。同时按照 WHO

专家建议，设置男性、女性、儿童和残疾人的卫浴帐篷。

2.2  人力资源：确立院领导为总指挥，医疗、后勤具体落实

表 1 《突发灾难国际应急医疗队分类认证标准》EMT 分类

队伍分类 核心特征 标准 运行时间

Ⅰ类 初步现场急救 每日 100 人 至少 7 d 的
  日间服务

Ⅱ类 满足Ⅰ类特征，增加
  住院诊疗

20 张住院病床 +1 间
  手术室

至少 14 d 全
  天候服务

Ⅲ类 满足Ⅰ、Ⅱ类特征，
  并具备危重症
　诊疗条件

40 张住院病床 +2 间
  手术室 + 重症监护
  病房（ICU）

至少 28 d 全
  天候服务

注：EMT 为应急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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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人员构成（图 2）：队员自愿报名，依据救援经验、专业

能力、资质筛选核心队员和后备队员，其中队长 1 名、副队长

2 名，核心队员 80 名，协调员 2 名。涵盖指挥协调（6%）、医

生（24%）、护理（23%）、医疗辅助（6%，包括防疫、影像、药学、

实验室检查）和后勤保障（41%，包括通讯、水电、制氧等）。

的专项工作组，每周召开专项工作会对人员建设、后勤物资

设备、协调联络、资料编写等进行讨论，齐力推进队伍建设。

按照Ⅱ类队伍能力要求和其他国际医疗队伍经验［3］，设指挥

组、急诊组、门诊组、手术组、住院组、医疗保障组、防疫组、

后勤保障组 8 个组别。队伍实行队长负责制，所有专业处置

人员整体排班，各组组长负责分配本组队员岗位分工。

图 2 天津市人民医院国际应急医疗队（EMT）人员构成比

图 1 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EMT，天津） 
帐篷医院营地实景图

2.2.2  人员管理：队员个人信息和考勤实行动态管理，当核

心队员未能执行任务时，可在后备队员中进行选派。灾害救

援工作主要面向弱势人群如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天津市

人民医院 EMT 除进行队员的背景筛查外，所有队员签署并

严格遵守《中国应急医疗队（天津）队员行为准则》承诺书。

  国际救援经验显示，灾难发生后及时进行心理卫生干

预，可明显改善对亲历者和救援人员造成的应激障碍［4］。 

《中国灾难预防应急蓝皮书》中也指出，精神心理支持对完

善救援的后续工作有积极意义［5］。因此，在队伍专业组成中

我们加入了 1 名精神科医师，并制定了参与救援任务队员的

心理评估方案和流程。

2.2.3  队员培训：与医院环境不同，灾难现场的艰苦条件

需要医务人员具备更扎实的救援技术和灵活的处置、转运

能力［6］。EMT 队员均是有高年资资质的专业人员，部分医

护人员参与过多次国内外救援。在日常培训中，队伍按照

WHO 要求［7］制定了持续性培训课程，分阶段完成了急救基

础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包括检伤分类、伤情评估、基础和高

级生命支持、创伤救护、传染性疾病防控；并学习全球卫生

和灾难医学相关内容、野外艰难环境下生存保障和医疗救

治，进行单个和大规模伤员救治的模拟演练。同时，还对灾

害心理和伦理涉及的相关内容，如儿童权利保护、灾害心理

支持和救援中涉及的伦理进行了培训。

2.3  后勤配备：救援队伍装备对灾难救援效率的提高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8-9］。天津市人民医院 EMT 帐篷医院主体

为 20 m2、30 m2 规格的框架式帐篷，患者等候区设简易帐篷

遮阳防雨，其中门诊、急诊、实验室、住院病房、手术室、复

苏帐篷之间使用一个通道帐篷衔接成整体。营区配备水处

理、发电、炊事、生活保障、通讯、仓储和货运等后勤物资种

类 130 项，购置便携式数字 X 光机、便携式 B 超、麻醉机、

呼吸机、监护仪、手术床、制氧机、除颤仪等急救医疗设备及

相关耗材 100 余种，总重量 53.8 kg。所有装备箱组化打包，

货箱可随现场需求灵活组合，并可满足远程运输和投送。

2.4  能力配置（表 2）：全队按照 WHO 国际 EMT Ⅱ类标准

建设，能够 24 h 运营，具备自给自足能力不少于 14 d。

3 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3.1  队员选择：队员整体水平与队伍组织能力建设息息相

关。队员的选择要求在工作能力、年龄、体能、心理素质、健

康状况及团队合作等方面综合考量，并通过培训和考核进行

核心队员的选拔。

3.2  持续化培训：为保持队员救援能力的全面性和专业性，

需开展贴近实战的通用技能培训和“三位一体”的救治技术 

培训［10］，并结合模拟演练，将培训持续性地落实到每个队员。 

3.3  救援装备：装备的特性应能适应野外工作和生活需要。

个人装备需要做到便携、防潮、牢固、轻量化，帐篷医院设施

应具有可适应温差、易操作和维修、便于航空运输等特点。

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突出一定的队伍特性，例如天津市人

民医院组建的中国国际 EMT（天津）就针对高寒地区应急救

援进行了相关培训和物资准备。

3.4  科学的应对方案：救援队可能面对复杂和高风险的作业

环境，因此队伍从接受任务、出发准备到当地部署的总体流

程，应根据地势、环境、灾害类型、疾病特点的差异制定不同

风险管理应对方案，对风险预见要有评估、有管理且可应对。

  医学救援队伍建设的标准化、模块化为其体系有的放

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目前有 3 支队伍通过了 EMT 认

证（上海东方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在学习交流过程中，天津市人民医院队伍在硬件配置、

培训思路、响应能力上摸索出因地制宜的建设策略，并积极

发展有别于另外 3 支队伍的特色和专长，这也得到了 WHO

评审专家的认可，并被 WHO 接受成为一支与国际接轨的医

疗救援有生力量。借此共享经验，为其他队伍提供应急工作

的资源借鉴。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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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EMT，天津）各组别能力清单

组别 帐篷功能分区 岗位职责 能力标准

指挥组 指挥部 ① 队伍和队员管理；
② 负责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东道国等协调沟通；
③ 宣传报道

门诊组 内科门诊
外科门诊
妇儿门诊

① 检伤分类
② 非急危重症的内、外科疾病诊治（包括妇产科、儿科疾病诊治）
③ 多发病、慢性病诊治

100 人
12 h

急诊组 急救
清创
急诊观察

① 基础和高级生命支持
② 创伤、骨折的基本处理
③ 严重创伤与非创伤急症的稳定和转送

24 h

住院组 男性病房
女性病房
儿童病房
隔离病房

① 非重症的日常诊治
② 传染性疾病的诊治
③ 康复和心理卫生
④ 提供诊疗和转诊方案

20 张病床
24 h

手术组 手术室
产房
复苏
消毒供应

① 手术器械高压蒸汽灭菌
② 麻醉和基本气道辅助管理
③ 开展外科、骨科、产科急救手术
  （包括截肢、紧急分娩、开放性创伤
  止血、胸腔引流、开腹手术等）

1 间手术室，1 张手术床，
每张产床每天可开展 7 台
大手术或 15 台小手术

医疗保
　障组

药房
实验室
X 线
B 超、心电图

① 药品供应
② 常规的血、尿、便检测；生化、微生物检测；输血及输血相关检测
③ 四肢的 X 线检查，可开展床旁的 B 超及心电图检查

12 h
夜间备班

防疫组 防疫 ① 灾害现场风险评估；② 营地消杀；
③ 食品、饮水卫生；④ 疾病监测防控

12 h
夜间备班

后勤保
　障组

水处理、水净化
发电
制氧
炊事
住宿
仓储

① 水供应和污水处理
② 电力供应
③ 氧气供应
④ 队伍餐饮、住宿、通讯的保障
⑤ 安保和安全防范
⑥ 设施的维护保养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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