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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了 GE 医疗集团当代最先进的 CT 产品 Optima CT520 系列! 

 
如您所知，该产品凝聚许多先进成像技术及众多的科学成果，其安装环境及场地的

准备必须满足该产品统一的严格规范，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当设备到达贵院时，一个合

格、完备的场地已经准备就绪。 

 

GE 医疗集团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我们将在场地的准备过程

中与您分享我们的经验，并尽力协助您完成场地的各项准备工作。 

 

本手册介绍了与设备安装准备相关的项目流程、设备安装前机房准备的技术要求、

远程宽带接入服务说明、场地检查表等内容，希望通过本手册能够在项目执行伊始，使

我们双方对项目内容和要求有完整、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确保设备安装工作及时、高

效、优质地完成。 

 

 

 

                    GE 医疗中国 

                     设备安装规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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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尺寸要求 

1. 扫描间推荐净尺寸(长 x宽 x高) ······· 6.0m x 5.0m x 2.8m 

2. 病人及设备出入门推荐净尺寸(宽 x高) ···· 1.3m x 2.1m 

3. 与设备出入门相临走廊的推荐宽度 ······ 2.5m 

4. 观察窗参考尺寸(宽 x高) ·········· 1.5m x 0.8m 

5. 窗底边距地面 ··············· 0.8m 

6. 操作间推荐净尺寸(长 x宽 x高) ······· 3.0m x 4.5m x 2.8m 

7. 操作间门推荐净尺寸(宽 x高) ········ 1.0m x 2.0m 

注： 根据国家辐射防护标准，CT 机房面积应不小于 30 平米。如院方提供的机房面积不能满足此要求，请务

必咨询当地辐射防护部门并遵从相关法规。 

 
图一 房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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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电源要求 

1. 本系统电源采用符合国家规范的供电制式。电压 380V10%。频率 50Hz3Hz 。相间

电压间的最大偏差不得超过最小相电压的 2%。 

2. 本系统设备最大功率为 75KVA，连续功率 20KVA，功率因数 0.85；设备最大瞬间峰值

电流为 127A，连续电流为 30A，推荐使用最小过电流保护器的额定电流为 80A。 

3. 本设备要求专线供电。推荐使用专用变压器，容量为 112.5KVA。三相导线标明相序

后与 N、PE线一并引入配电柜。进线电缆必须采用多股铜芯线，接入柜内额定电流

为 80A的断路器，且电缆颜色和断路器规格必须符合标准电气安装手册之规定。配

电柜必须具备防开盖锁定功能，以确保电气安全作业之需。配电柜紧急断电按钮需

安装在操作间中操作台旁的墙上，便于操作人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切断系统电源。 

4. 变压器到配电柜之间的电缆由院方负责提供，供电电缆截面的选择应保证变压器输

出端到设备配电柜的压降小于 2%。选用铜芯线时，以下数据可供参考： 

 

变压器与配电柜距离(m) <76 <91 <122 >122 

多股铜芯电缆截面(mm2) 35 50 70 请联系 GE 公司工程师 
 

5. 空调、洗片机、照明及电源插座用电必须与本系统用电分开，请院方根据所需设备

的负荷单独供电。 

6. 扫描间、设备间及操作间均要有带地线的 220V电源插座，以便维修。 

7. 电缆槽只供本系统设备专用，且必须做到表面平整，防水防油，远离发热源，避免

温度剧烈变化。金属电缆槽必须接地。电缆沟尺寸通常为(宽 x深)0.2mx0.15m。 

 
8. 扫描间和操作间及操作间和设备间之间必须预留 0.15mx0.15m的电缆穿墙孔，以确

保电缆的正常连接。 

9. 请院方准备一根五芯电源软电缆, 每一线芯的导体截面积均为 35mm2，用以连接配电

柜和设备柜；电源软电缆应符合 GB 9706.1《医用电气设备：第 1 部分 安全通用要

求》中的相关要求，并获得 CCC 认证；电源软电缆的长度由工程师根据场地实际情

况确定。 

 

注：本系统电源要求上所涉及的电源、电缆、接地体、配电柜均由院方提供，并需符

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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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线 

 

本设备要求设置设备专用PE线(保护接地线)，接地电阻小于2欧姆，且必须采用截面不

小于50mm2的多股铜芯线。 

 

特别注意: 在接地电阻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必须做好设备所在场所的等电位联结，例

如：激光相机、工作站等与本设备系统有线缆连接的设备以及插座的 PE 线, 必须与本设备

的 PE线做等电位联结。 

 

当医院安装多个 GE 设备时，每一个 GE 设备的 PE 线都需按照本要求从接地母排单独引

出至设备。 

 

A. 若院方提供的电源供电制式为TN-S, 可从接地母排引出GE设备专用绝缘的PE线, 同时须

在GE设备附近就近设置一接地电阻小于2欧姆的重复接地极, 并将此接地极与设备专用

配电柜内的PE端子相连接, 具体接法如下图所示: 

 
注: PE线除了在变电所配电柜处和N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柜处均不得相连接。 

 

B. 若院方提供的电源供电制式为 TN-C, 必须将其制式改为 TN-C-S, 在设备专用配电柜的

前一级配电柜将 PEN 线分成与 PEN 线等截面的 PE 线和 N 线, 同时须在 GE 设备附近就近

设置一接地电阻小于 2 欧姆的重复接地极, 并将此接地极与设备专用配电柜内的 PE 端

子相连接, 具体接法如下图所示: 

 

C 若院方提供的电源供电制式为 TT, 则须在 GE 设备附近就近设置一接地电阻小于 2 欧姆的

接地极, 具体接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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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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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间承重要求 

1．扫描机架自重 1886kg，扫描机架下方的地面承重不小于 1286kg/m
2；扫描机架底板

为 700x1977mm 的矩形，通过四个直径为 63.5mm 的圆垫与地面接触，每个圆垫对

地面的最大集中荷载如下图所示。 

 
2． 扫描床重 525kg，扫描床下方的地面承重不小于 1851kg/m

2。扫描床底板为面积

0.27m
2的矩形，通过四个直径为 50mm 的圆垫与地面接触，每个圆垫对地面的最

大集中荷载为 360kgf。 

3． 扫描机架和扫描床均用膨胀螺栓固定于地面，螺栓固定位置处地下必须保证有

110mm 混凝土层，且无钢筋等物影响螺栓固定。此混凝土标号不小于 C20, 混凝

土强度不小于 f’c=2000psi(1.4x10
7
Pa)。 

4． 扫描间内地面水平度要求为 3m 距离范围内小于 6mm。 

5． 请酌情考虑附属设备及人体之重量。请院方负责聘请建筑结构工程师做承重和受

力分析，以确保安全。 

振动要求 

振动会影响 CT 的图像质量，对 CT 场地的振动要求为： 

1. 稳态振动，频率范围 0.5-80Hz 不得超过 10
-3

m/s
2
 rms. 

2. 瞬态振动, 不得超过 0.01m/s
2，从峰值到峰值。 

温湿度要求 

 温度（℃ ） 温度变化率（℃/h） 湿度（％） 湿度变化率（%/h） 散热量 

扫描间 18－26 <=3 30－60 <=5 6.7kw 

操作间 18－26 <=3 30－60 <=5 1.18kw 

设备房间的推荐温度为 22℃。请院方配备足够的温度和湿度控制系统，如空调、除湿

机或加湿器等，以满足系统设备的温湿度要求。扫描间的温度梯度（例如从 CT底部到顶

部）应控制在 3℃以内，不同的选件配置，散热量稍有差别。并请酌情考虑其它设备及人体

的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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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要求 

  设备用房的海拔高度应大于-150m, 小于 3048m. 

电磁干扰要求 

1. 扫描间和操作间必须处于静磁场 1高斯、交变磁场 0.01高斯以外的地方。 
2. 扫描机架和扫描床距离电源适配器不得小于 0.3m，控制台距离电源适配器不得小

于 1m。 
3. 请不要将设备布局于变压器、大容量配电房、高压线、大功率电机等附近，以避免

产生的强交流磁场影响设备的工作性能。 

辐射防护要求 

1. 辐射防护必须咨询当地防疫部门并遵从相关法规，请院方负责此项工作。 

2. 本设备最大的参考曝光条件为：140kV，300mA。 

3. 请院方负责准备扫描室 X射线警示灯，并根据配电柜示意图预留 24V控制线路接

口。 

电气环境要求 

    请院方确保安装场地满足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环境：防鼠、防火、防热、防干、防

水、防潮、防冻、防酸、防腐、防磁、防雷、防振。 

照明要求 

请院方在各房间配备足够的照明设施，GE公司推荐在扫描间和操作间配备两路照明系

统，即恒定的荧光照明和可调的白炽照明系统，以满足病人的舒适感和方便 CT操作人员对

病人和屏幕的观察。 

运输要求 

1．设备到达医院后,由院方负责设备的保管、搬运及开箱等工作。请院方联系吊装公

司，准备开箱和搬运工具。请院方确认设备的运输路径和路径的承重要求以确保所

有设备能顺利运抵安装现场。 

2．本设备的最大运输尺寸为(长 x宽 x高) 2810x1290x2000mm,运输重量 20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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