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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卫勤力量在历次现代战争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 

受到世界各军事强国的高度重视。对我军来说 ，增强空中卫勤 

力量 ，实行遂行机动的救治模式 ，才能够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珍视生命”的理念，也是真正强化“医疗与士兵同在”的医学措 

施的重要方面 。 

1 空中医疗后送力量的发展过程 

1．1 空中医疗后送诞生的历史背景 纵观人类战争史，20世 

纪之前的绝大多数战争都是强调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忽略士兵 

存亡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细菌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要对伤员实施救助，也缺乏有 

效的方法。在美国内战中，细菌理论首次被引入战场，人们认 

识到了通过大规模救治伤员来保存战斗力的可能性。虽然 当 

时的医院都是未经消毒的，但军方却开始使用两轮和四轮的 

“救护马车”。然而由于连这种救护车也是短缺的，以至于在 

1861年 7月 21日Bull Run的第一次战斗结束 3天后 ，还有 

3000多名伤员躺在战场上，既得不到医治，也没有被后送到后 

方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逐渐意识到建立一个伤病员医疗 

后送系统的必要性。在美西战争中古巴战场，因为十兵们不适 

应热带环境，由黄热病和疟疾造成的减员非常严重 ，所以美国 

陆军批准采用了早在 1862年就 已被提出来的“利特曼计划”， 

即建立专门负责伤员后送任务的连队，配备特殊 的救护车辆， 

实行逐级转移的链条式后送。“利特曼计划”中提到的各项原 

则为今天的医疗后送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J。 

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有了引擎发动机，救护车的 

后送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芥子气等化学毒性武器的出 

现和传统武器杀伤力的提高，战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批量伤 

员。此时，医生们发现，如果伤员可以在受到细菌感染前或已受到 

感染的伤员在病情加重前被送进医院，那么死亡率会明显下降。 

这就让指挥官们意识到了提高伤员后送速度的重要性。在空前残 

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子弹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致命武器，80％ 

的战斗减员是由炮弹或炸弹导致的。血浆的出现延长了伤员的生 

命，同时全球性的战场又迫切要求远距离后送，再加上飞机制造水 

平的不断提高，这样，空中医疗后送就因其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作为 
一 种新途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2 空中医疗后送从诞生到成熟 第一次有记载的空中后送 

出现在 1871年。当时因巴黎被德国人占领 ，法国人使用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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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将一些贵族和伤员送往大后方。但是热气球容易受到风向 

影响、行进速度慢且对地面火力几乎没有抵抗力，所 以没有得 

到军方的肯定。第一次通过电机实施医疗后送 出现在第一次 

世界天战时期。1918年 4月 18日，法国军医 Chaissang在当时 

的飞行员驾驶舱后方安插了一个小型担架，并使用这架改造后 

的飞机后送了一名伤员。同年美国也完成其第一次空中医疗 

后送 ，这是由空军上尉 William，C．Oaker和陆军少校 WilliamE． 

Driver完成的，他们同样改造了一架飞机，在飞机上安装了一个 

标准的陆军担架。然而，虽然此时空中医疗后送的方式已经多 

次得到应用 ，但因为当时的飞机性能不稳定，机身空间小，而且 

伤员时刻都暴露在高空中，气温寒冷，氧气稀薄，所以受到了许 

多军事权威的置疑。1936年 ，德国人发明了直升机(当时称为 

旋翼飞机)，并曾计划要用它进行 医疗后送。但在接下来的第 

二次世界人战中，直升机并没有成为医疗后送的主角。1942年 

8月 ，盟军部队发起了一次针对日本的反击战，并在随后的7天 

内动用大量飞机将 13 000多名伤员运到了澳大利亚 ，这是人类 

历史上第 一 次大 规模 的空 中医疗 后送 J。1943年，超 过 

173 500名伤员经空中医疗后送回到美国本土，1944年更是超 

过 545 000人 ，到了 1945年的战争最后阶段也有 454 000人，3 

年总计超过100万人。由此，人们认识到了空中后送在远距离 

大规模医疗后送中的重要性。 

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升机执行的医疗后送也出 

现了，但是规模很小。1943年 11月，美国人用 Sikorsky R-6直 

升机进行了首次医疗后送飞行测试。这种直升机可搭载 1个 

飞行员、1个医护员、2个伤员 ，直升机有 2个外置的担架，并且 

可以随时装卸。1944年 4月 23日，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战中的 

直升机医疗后送由美国人完成 ，执行任务的是 Carter．Harman。 

他驾驶直升机将缅甸境内的一名伤员送到了印度境内军队医 

院。在朝鲜战争中，因为朝鲜半岛的道路崎岖而泥泞，救护车 

难以行进，大型飞机又找不到合适的降落场地，所以联合国部 

队不得不开始大量使用直升机进行医疗后送。人们很快发现， 

由直升机执行战斗区域内的医疗后送，不仅灵活度高而且速度 

快，最后统计结果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伤员的死亡率为 

4．5％，而由于采用了直升机，朝鲜战争中重伤员死亡率降到了 

2．5％。至此，空中医疗后送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医疗后送 

方式，以大型飞机和直升机为代表的空中卫勤力量受到了各国 

军队的重视 ，并成为了战场上不可缺少的角色。 

2 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与作用 

2．1 空中卫勤力量的总体任务 战时卫勤保障重点关注的是 

参战官兵的生命安全，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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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需要以精干作战力量为基础，形成综合系统优势和最大 

效能 ，因此卫勤力量必须高度灵活机动，在机动性上要与其 

所保障的部队相适应，快速部署 、迅速展开，及时准确地救治伤 

员。根据未来战争中军兵种人员增多、医疗后送任务加重的情 

况，必须构建海上、空中、陆上立体的医疗后送体系，特别是加 

强应急机动卫勤力量，这样才能实现提高立体医疗后送保障能 

力的目标。空中卫勤力量是卫勤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主要任务是在战时负责伤员的医疗后送 ，即将伤员后送到相应 

的医疗救治机构，并在后送途中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障，尽可能 

地保证伤员在短时间内到达医疗救治机构，并且让伤员的生理 

和心理状态在后送途中保持稳定或者减缓恶化速度，提高治愈 

率 ，降低死亡率，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2．2 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区域 朝鲜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空 

中卫勤力量首次被正规且完整地配备到军队中来，因此，朝鲜 

战争期间制定的各种空中卫勤力量的任务执行区域划分、保障 

原则、操作方案等内容都为今天奠定了基础，有很高的参考价 

值。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只有美国空军才拥有数量充足且性能 

符合战争需求的大型飞机和直升机 ，而美国陆军只有少量的小 

型飞机和 H一13直升机，所以，在战争初期，几乎所有的空中医 

疗后送任务都是由空军部队完成的，截止到 1951年 1月 1日， 

已经后送了 1394人。后来，随着陆军前线医疗后送任务的加 

重，美国陆军逐渐拥有了隶属于 自己的直升机，这样，隶属于空 

军的空中战斗搜索救援队就不再专门为陆军执行 单兵的医疗 

后送任务 。为了分清任务范围，美国陆军和空军先后在 1951 

年 1O月 2日和 11月4日进行协商并签署协议 ，加上美 国海军 

之前与空军已经明确了任务范围，就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空中卫 

勤力量区域分配方式。 

原则上，海军使用的是 自己的卫勤保障系统 ，它本身就有 

自我保障能力，有相应的舰船和直升机，一般不借助空军的空 

中卫勤力量执行任务。例如法国 2006年开始服役的西北风级 

新型两栖登陆舰的首舰“西北风”号，作为兵力投送和指挥舰 

艇，该舰本身就可作为医院船，需要时可在直升机机库部署 医 

疗模块可进一步扩充和提高医疗救护能力 。又如美国海军 

目前拥有两艘医院船“舒适”号和“仁慈”号，可以为海军自己提 

供卫勤保障。因此，海军的空中卫勤力量隶属于 自身保障系 

统，一般不执行海军任务区域之外的医疗后送行动，在特殊情 

况下，海军可以向隶属于空军部队的空中搜索救援队请求支 

援，空军负责战略性大规模后送，主要是使用大型运载飞机对 

数量众多的伤员实施远距离后送，脱离战场环境 ，送往战略后 

方的医院进行复杂手术和康复治疗。同时，隶属于空军的空中 

战斗搜索救援队直接接受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负责执 

行特定要求下的常规和非常规营救任务。陆军则负责战术性 

后送，主要是使用直升机对少量的伤员实施前线后送 ，帮助伤 

员尽快脱离危险的环境，送往战地救护所或医院接受紧急医疗 

救治，当然，如今的实际战场很难再完全重现朝鲜战争时期的 

战场环境，因为朝鲜战争有其特殊性。对空中卫勤保障来说， 

朝鲜战争的特殊性在于联合国军队一方具有很强的制空权，而 

且几乎很少遇到来 自地面的对空火力，这就为直升机执行战术 

性医疗后送任务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所以在划分空 

中卫勤力量的任务区域时，必须结合战场实际情况，不能盲 目 

依从某次战争的保障经验。 

2．3 空中卫勤力量的作用与缺陷 空中医疗后送，特别是在 

前线由直升机执行任务的战术性医疗后送，尽管成本比地面后 

送要高，但是它有着地面后送不可比拟的优势：①提升军队士 

气，因为每个士兵都知道，国家和军队会设法保障他的生命和 

安全，即使受伤也会在短时间内接受尽可能好的医疗保障；② 

节省时间，空中医疗后送的灵活机动性，使得原本按天计算的 

后送时间，变成了按小时计算；③节省人力，专业医疗人员相对 

集中，不必随每支队伍深入战场，提高了救治的效率；④节省医 

疗资源，因为直升机医疗后送执行任务的范围更广 ，减小了前 

线所需的战地救护所和医院数量；⑤适应特殊环境，即使伤员 

所在位置道路不便或地形复杂，也能顺利得到保障；⑥改善治 

疗效果，因为在后送过程中避免了颠簸和延误治疗时间，往往 

可以改善预后并加快康复；⑦缓解后勤运输压力，空中医疗后 

送不占用地面道路 ，并且能留出更多的车辆用于其他物资的运 

输。当然，任何后送工具都是有其局限性的，救护直升机也有 

其不可避免的缺陷：①有严格的适用标准，不能在恶劣的天气 

条件下执行任务；②飞行高度有限，无法避开敌军火力；③防御 

能力差 ，对几乎所有有效的火力打击都没有抵抗力；④由于高 

度不够，一旦直升机受损坠毁 ，机上人员无法使用降落伞 ，伤亡 

概率较大。 

3 战术性空中医疗后送的部署 

3．1 战场空中医疗后送部队的组成 正直升机刚进入医疗后 

送领域时，飞行员是没有经过专门的医疗技能培训的，而且由 

于直升机的舱室较小，无法承载伤员之外更多的人 ，所以也不 

能提供医疗保障，此时的直升机只是承担后送任务，还不能叫 

做救护直升机。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直升机上除了飞行员之 

外还安装了担架等医护设备，并配备了军医，这样就可以进行 

现场急救 、途中救治等任务，例如军医可以对伤员实施伤口的 

包扎 、输血等操作，直升机就有了医疗保障的能力，称之为救护 

直升机。1952年 8月 20日，美国陆军制定第一份战术性空中 

医疗后送分队的清单，并在之后随战事需要不断更改，各国也 

都开始仿效，纷纷成立正规化的战场医疗后送部队。美国陆军 

规定 ，每一个直升机分队有 7名军官、21名士兵、5架救护直升 

机，每个分队有2个职能部门，其中一个是任务执行部门，包括 

飞行员、军医等，另外一个是保障部门，主要 由机械工程师组 

成。在以后的战争中，直升机分队的人数又有所增加。 

3．2 救护直升机的性能要求 在历史上曾大规模应用救护直 

升机的朝鲜战争中，美军配备的救护直升机型号为 Bell H．13 D 

和Hiller H-23，但是由于这些直升机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其运 

载量太小，所以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军选用了在 Bell H．13 

机型基础上改进的 UH一1 Huey型的直升机。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空中医疗后送使用的全部是 HH-60系列直升，其中包括陆 

军使用的新型“黑鹰”HH-60 L救护直升机、空军空中搜索救援 

队使用的 HH-60 G救援直升机等。救护直升机与战斗直升机 

执行的任务不同，因此 ，必须具有特殊的性能来满足特殊要求。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示救护直升机的特殊性，现将不同型号直升 

机在医疗后送方面的技术性能列举如下 (表 1)，以方便从变化 

趋势上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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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以看出，未来的救护直升机必须可以运送更多的 

伤员 ，具有更多可灵活装卸的医疗和后送设备、能适应更复杂的 

战场环境、具有更快离开危险区域的能力、可以为伤员提供更稳 

定安全的环境。 

3．3 救护直升机的指挥与控制 由于直升机分队是不能进行 

自我保障的，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机构为其维修直升机、补充 

燃料、提供医疗物资等 j，所以，原则上是属于战地救护所或医 

院的。但是，救护直升机需要直接对指挥部的卫勤部门负责，而 

不是对它隶属的医疗机构负责。因为救护直升机的作用是对前 

线的伤员实施医疗后送，是主动出击执行任务的，而医疗机构的 

作用是要保障前线后送来的伤员，是被动地履行职责的，并不负 

责侦查、统计、控制前线的状况，所以直升机分队在地理位置和 

物资供给关系上是与战地医疗机构紧密相连的，但同时在行动 

上直接接受战役或战略级别的总部卫勤部门的指挥。以美军为 

例，在伊拉克战争中，其陆军部队的医疗后送系统共设置了5级 

阶梯。第 1级为前线战地部队中的卫生队，负责实施紧急救治； 

第 2级为紧靠前线位置的师救护所，负责仔细检查伤员状况，进 

行适当的医治和分类后送 ；第 3级为靠近海岸的野战机动医院 

或医院船，负责对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第 4级为设在同一地域 

范围其他国家的基地医院，负责接收战场上后送来的伤员；第 5 

级为美国本土的医院，负责收治需要进一步医疗和康复的伤员。 

在这5级阶梯中，直升机分队一般位于第 2级和第 3级 ，虽然处 

在战场环境中，但只在执行任务时深入前线。现以一个具体实 

例来说明指挥与控制过程。伊拉克战场前线第5军第 3机械化 

步兵师第 2旅有 2名步兵受伤，该旅的卫生员就会直接与第 5 

军卫勤部门取得联系，报告伤员所在的位置，然后第5军卫勤部 

门负责医疗后送的指挥官会立刻告知隶属第 3机械化步兵师的 

师救护所，并通过指挥系统告知其相应区域的安全情况、地形和 

天气条件，那么隶属于该救护所的直升机分队就会立刻派出救 

护直升机前往伤员所在地。 

当然，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单兵定位装置的逐渐普及，未 

来的指挥控制系统会朝着更高效更迅速的方向发展。更加理想 

的状况是 ，每个士兵都携带卫星通信装置、定位装置和生理信号 

感应装置，这样就使得所有信息都处于医疗后送体系之中。一 

旦士兵受伤 ，系统救会立即得知其生理状态的异常情况，并通过 

通信设备与其建立联系，并获取其定位信息，通知卫勤人员做好 

准备，随时执行医疗后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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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中摘要的种类 

摘要大致分为3种类型：报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和报道一指示性摘要。医学科研论文中多用报道性摘要，也就是上世纪8O年 

代后出现的结构式摘要，这种摘要就是在行文中用醒目的字体(黑体)标 出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4个要素，使读者能找到所需的 

内容。(1服 道性摘要 ：是指明一次文献的主题范围及内容梗概的简明文摘 ，内容较具体，应提供论文中全部独创 内容和作为结论依 

据的主要数据，反映尽可能多的定量或定性信息，是一篇较完备的短文，字数通常为400字左右。(2)指示性摘要：是指一次文献的陈 

述主题及取得的成果性质和水平的扼要笼统的文摘，仅介绍论文主要论述或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写具体结果和具体论点，较为简 

要，通常不超过 200字，多用于综述性、资料性或评论性文章。(3)报道一指示性摘要：以报道性文摘的形式表示一次文献中信息价值 

较高的部分，而以指示性文摘形式表述文摘的其余部分，摘要的详简程度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字数通常在 3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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