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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灾难医学的研究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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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灾难医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在回顾灾难医学的起源与发
展的基础上，根据学科体系和教育模式的成就和不足，结合现有实践应用现状和创新研发趋势，为未来灾难医学的
完善和可持续发展阐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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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灾难频发，各类灾难

所致的伤亡损失呈级数放大，这对医学救援的专业
性和应急管理的时效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本
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过程中，灾

当今非常规突发事件频繁涌现，这对灾难医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 。 只有迅速完善灾难医学学
科体系 ［３⁃４］ ，多元化研究医学救援的目标与任务，将
灾难医学研究延伸至灾难应对全过程，才能真正实

难医学和卫生应急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挥了

现灾难救援与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 基于新时期灾

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反映出中国灾难医学的创立与

难发生的特征，在突发性、危害性、衍生性和不确定

发展，对于填补我国应急管理理论体系的空白，创新

性的基础上，更应强调其当下的涌现性特征。 结合

医疗卫生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意义重大。

现有理论研究现状和创新研发趋势，中国灾难医学

从战争期间紧急救治的应需而生

［１］

，到灾害应

对促使急诊医学的顺势出现，再到应急救援和灾害
医学共生发展，国内外众多学者和组织机构的发展
创新，都为灾难医学的诞生和完善积累了诸多的科
学理论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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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

满足社会化需求的全民教育
灾难医学学科融入了传统的急诊医学基本理论

与专业技术，还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学科内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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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 ［５］ 。 但从医学救援的社会化需求来说，现有

为灾难医学的诞生和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下

学科教育多为研究生教学或短期培训，学科普及需

对于灾难医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基本医学知识及救援

要进一步增强。 因此，要重视构建从本科生、研究生

规律的探讨，医疗管理制度及机构改革的创新，灾难

到医务同行，再到普通民众的多主体、多层次的衍生

医学救援队伍建设和教育培训模式的探究，以及智

型灾难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壮大灾难医学救援队伍；

能化工程管理平台搭建及科研成果产业化实践等方

培育全社会的逃生意识和自救能力；同时创新多种

面。 而实践应用应聚焦于数字化移动医院的建设，

形式的科普宣教活动，从而构成完善的灾难医学教

以移动医院为载体，通过 ５Ｇ 专网、大数据、人工智

育体系。
２

能、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技术创新应用，搭建灾难医学
救援的无人系统和远程医疗平台，从而实现灾难医

符合数字化趋势的远程诊疗

学救援智能化。

传统医疗模式向大健康模式转变需要一个过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灾难医学理论研究的不足之

程，但未来已不远。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

处在于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理论方法仍需丰富，培育

，

模式不够完善等等。 此外，数字化、模块化、一体化等

其在灾难医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渐入佳境。 构建快

创新理念指导下的应用研发将是其热点趋势，这些均

速、安全、可靠的全功能数字化网络信息平台，打破

可能成为未来灾难医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重点

灾难救援现场信息孤岛的现状，提升医学救援的机

方向。

了一个新阶段，并可能成为我国发展的新引擎

［６］

动性和联络性；借助无人系统和远程系统，延伸灾难
救援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扩展灾难医学在灾情分析、

【 参考文献】

预警预报、模拟演练等方面的价值功能。 这些都是
灾难医学系统工程数字化趋势的重要方向。
３

扩展模块化制式的移动医院
面向“ 全 灾 种” ， 促 进 新 型 移 动 医 院 的 迭 代 升

［１］

郑进．中国医疗救护员学历教育探讨［ Ｊ］ ．中华灾害救

［２］

ＺＨＯＵ Ｄ， ＦＡＮ Ｃ， ＣＨＥＮ 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设备，为建设应急救灾医疗救治体系打造新范例，从
而解决灾难救援现场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
４

基于复杂系统的一体化管理
基于灾前、灾中、灾后“全流程”的内在逻辑，从众

多实践案例中挖掘灾难医学管理工程系统复杂要素

［３］
［４］
［５］
［６］

间的交互关系。 构建“ 陆、海、空” 一体化的立体救援
模式，优化多空间、多结构协同的救援流程。 开展“搜
救、医疗、防疫、转运、重建”的一体化的战术能力和独

［７］

立生存能力建设，实现灾难情景空间中救援流程专业
化。 进行“院前、院内、重症” 的一体化救治模式与备
灾医院研发，对业务流和数据流实现闭环管理。
综上所述，梳理发现国内外众多学者和组织机
构，多年来致力于学科发展、方法探索和科技创新，

· ２·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ｇ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０２ ｃａｓｅｓ ｉｎ

级 ［７⁃８］ 。 模块化预制医疗设备、通讯设备以及配套的
后勤保障设备，形成联动模式并搭载信息决策中心

援医学，２０１５，３（９） ： ５２３ ５２５．

［８］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Ｊ］ ． Ｎａｔ Ｈａｚａｒｄｓ， ２０２０，１０３（１） ： ５１３ ５３０．

付辉．Ｐａｒａｍｅｄｉｃ 在美国的职业体系［ Ｊ］ ． 中华灾害救
援医学，２０１６，４（１） ： ６１．

郑静晨，彭碧波．国内外灾害医学与急诊医学发展研
究［ Ｊ］ ．中国研究型医院，２０２０，７（５） ： ９ １３．

侯世科．中国灾难医学救援队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Ｊ］ ．
上海医学，２０１２，３５（７） ： ５６５ ５６８．

孙明伟，江华，王凯，等． ５Ｇ 紧急医学救援系统的建

设、实 践 与 展 望 ［ Ｊ］ ． 中 华 急 诊 医 学 杂 志， ２０１９， ２８
（１０） ： １２２８ １２３０．

ＣＨＥＮ Ｘ Ｌ， ＬＵ Ｌ， ＳＨＩ Ｊ，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
ｐｅｃｔ ｏｆ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Ｊ］ ． 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 Ｍ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 Ｐｒｅｐ， ２０２０，１４（３） ： ３７７ ３８３．

ＣＨＥＮ Ｚ， ＨＥ Ｓ， ＬＩ Ｆ， ｅｔ 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ｆｉｅｌ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Ｊ ］ ． Ｂｉｏｓｃｉ Ｔｒｅｎｄｓ， ２０２０， １４
（３） ： ２１２ ２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