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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心肺脑复苏 ,是对由于任何原因引起呼吸和心

脏聚停的主要抢救措施。心脏聚停是指心脏突然停
止跳动 ,使有效循环功能立即停止 ,大动脉搏动与心
音消失 ,全身重要器官特别是脑的严重缺血与缺氧 ,

出现意识丧失、呼吸停止、瞳孔散大等系列症状。与
祖国医学中的“卒死”、“卒客忤死”相类似。

2.引起心脏聚停的原因
在心脏骤停的病因中 ,心血管疾病是主要病种 ,

尤其是在青年“猝死”患者中 ,以各种原因引起的心
律失常为主要病因 ,因此对于冠心病与各种心律失
常 ,应引起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3.诊断要点
1)突然意识丧失 ,或在一短暂的抽搐后意识丧

失 ;2)大动脉搏动消失 ,脉绝不至 ;3)心音消失 ;4)呼
吸断续 ,呈“叹息样”以后停止 ;5) 瞳孔散大 ;6) 皮肤
及粘膜呈死灰色或发绀 ;7)血压测不到 ;8)手术野出
血停止。

祖国医学认为此当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 ,外邪
乘虚侵袭 ,正不胜邪 ,邪毒内陷 ;或它病日久 ,损伤脏
腑气血津液导致阴阳衰竭 ,临证中突然出现瞑目昏
沉 ,汗出如油 ,面色苍白 ,气息停止 ,瞳神散大 ,脉见
败脉或脉绝不至等阴阳离决之候。

4.治疗
对于心跳及呼吸停止涉死患者急救的目的 ,在

于建立人工支持 ,进而建立起自主有效地循环与呼
吸功能 ,大脑功能。具体步骤分如下三个阶段 :

4. 1 初期复苏
4. 1. 1 心肺复苏体位 　仰卧位 ,头低脚高 ,不用

枕头 ,背部垫有硬板或睡在较为坚实的平地上。如
病人呼吸存在 ,将病人头转向侧位 ,便于口腔异物流
出 ,防止舌根后坠以致窒息。

4. 1. 2 畅通气道　头向后仰 ,下颌上提 ,使嘴张
开。抢救人员将一手置于患者额部加压使头后仰 ,

另一手提起下颌骨 ,面部向上提。如舌肌松弛堵塞

气道 ,用夹舌钳轻夹舌尖向外拖出 ,使气道通畅 ,并
清除呼吸道内异物。

4. 1. 3 人工呼吸
①口对口人工呼吸法　其方法是在畅通气道的

基础上 ,用拇指与食指捏住患者的鼻孔 ,操作者深吸
一口气 ,随即将口唇紧贴病人的嘴外缘 ,向病人口腔
吹气 ,吹气量 800～1200ml 至胸部抬起为止。并行
胸外心脏按压 ,每按压 5 次吹一口气 ,若一人抢救
时 ,则每按压 15 次 ,连续快速吹气两口。

②口对鼻人工呼吸法 　如病人口腔外伤 ,或牙
关紧闭无法打开口腔时可用。对婴幼儿可采用口对
鼻人工呼吸法。

在临床中如有氧气吸入时 ,应加大氧流量 ,同时
进行胸廓挤压 ,并将病人双手进行上举以促使胸廓
运动 ,促进呼吸恢复。

4. 1. 4 建立循环 ,胸外心脏按压
抢救者按压姿势要双臂伸直 ,肘关节固定不动 ,

双肩在双手垂直上方 ,有节奏地按压胸骨中 1/ 3 处 ,

或胸骨下半部 ,使胸廓下陷 3～4. 5cm ,按压频率为
80～100 次/ 分 ,每次下压与放松时间应相等 ,直至
心脏恢复有效搏动 ,或宣布停止抢救 ,否则按压不应
中断。对于心跳停止不超过 2 分钟的患者 ,可在胸
外心脏按压前 ,用拳在胸骨的中下部心前区叩击 2

～3 下 ,手握拳从 20～30cm 高度捶击可产生 5 瓦秒
(焦耳)电能 ,它可使室颤转复。

4. 2 二期复苏
4. 2. 1 氧气吸入　纠正缺氧是复苏过程中最重

要的环节之一 ,在心脏按压过程中应使用大流量氧
气吸入。

4. 2. 2 用辅助设备开通气道 　①面罩氧气吸
入 ; ②气管插管是最有效地通气方法。行气管插管
时按压中断时间不得超过 30 秒。

4. 2. 3 非同步直流电除颤 　尽早使用电击除颤
是复苏成功最关键的措施。一旦发生心脏聚停 ,在
无心电监测的情况下 ,或心室颤动与心室停顿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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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难时 ,为争取时间 ,采用“盲目电除颤”几乎成为
常规 ,而且是有效的。成人的心脏除颤首次使用
200 瓦秒 (焦耳) ,如无效时即以 300 瓦秒 (焦耳) ,可
反复若干次。若仍无效时或患者高大肥胖 ,还可加
大至 360 瓦秒 (焦耳) 。

4. 2. 4 建立静脉通路　有利于抢救药物静脉流
入 ,维持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必要时可建立两条
静脉通路。

4. 2. 5 复苏药物的合理使用
①给药途径

a.静脉给药　建立静脉通路最宜在上肢肘窝正
中静脉给药。

b.气管内给药　心脏骤停患者气管插管比静脉
穿刺快 ,加之肾上腺素、阿托品、利多卡因、纳络酮、
青霉素、安定等经气管滴入后 ,均能经气管循环快速
吸收。

②给药种类
a.肾上腺素　它是心脏复苏的首要药物。成人

首次 1mg ,主要作用于α及β受体 ,兴奋窦房结使心
脏复跳 ,兴奋心肌使细颤变为粗颤 ,有利于电除颤 ,

并能升高动脉压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近年来主张
大剂量应用 ,开始 5 分钟内用量达 3～5mg 或 3～5

分钟内从 1mg 增加到 4mg、6mg、8mg ,甚至更大。若
反复使用较大剂量肾上腺素无效时 ,可联合静脉注
射肾上腺素 2mg、多巴胺 20mg、阿托品 2mg。多巴
胺使外周血管收缩 ,使冠状动脉扩张 ;阿托品通过解
除迷走神经张力 ,加速窦房结频率和改善房室传导。

b.利多卡因 　利多卡因 50～100mg 加入 10～
50 %葡萄糖溶液 20～40ml 中静脉注射 ,是急性心肌
梗死和心室颤动的首选药 ,无效时可重复注射 2 次 ,

仍无效时可再次除颤。
c.碳酸氢钠 　目前不主张早期大量使用 ,但在

心跳停止 10 分钟左右 ,酸性代谢产物增多 ,又尚未
进入心脑细胞内 ,这时可静脉点滴 5 %碳酸氢钠
100ml ,10 分钟后重复首量的 1/ 2 即可。

d.纳络酮　近年来有关报道较多 ,在休克情况
下 ,注射数分钟后能明显改善通气与换气功能 ,有助
于心肌功能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完全康复。常用
纳络 0. 4mg 加入 10 %葡萄糖溶液 40ml 静脉推注 ,

每 30～40 分钟重复一次。
e.生脉注射液　具有益气固脱复脉的作用。研

究证明 :它可使犬、大白鼠停搏的心脏重新搏动 ,使
损伤的心肌细胞再生 ,对心肺脑复苏起到不可估量
的作用。常用量为 20～40ml 加入 50 %葡萄糖溶液
40～60ml 内静脉推注或用生脉注射液 60～100ml 加
入 5～10 %葡萄糖液 250～500ml 内静滴。

4. 3 后期复苏
后期复苏主要内容有纠正低血压和休克 ,纠正

酸碱平衡失调和电解质紊乱 ,防止肾功能衰竭和脑
功能复苏。

4. 3. 1 维持有效循环
①纠正低血压和抗休克应给予碳酸氢钠 ,纠正

酸中毒 ,用多巴胺、阿拉明以维持血压在 12 13kpa/ 8

～9kpa ; ②如果有心律失常应合理选用抗心律失常
药 ,复苏后多见室性早搏 ,可用利多卡因 ; ③对于低
血容量而致血压不稳者应补充血容量 ; ④对有心功
能不全者 ,应选用正性肌力药物如洋地黄、多巴酚丁
胺等 ; ⑤维持水电解质与酸碱平衡 ,维持血浆胶体渗
透压。

4. 3. 2 维持有效呼吸
如自主呼吸未完全恢复 ,则应用人工呼吸或气

管插管 ,必要时可作气管切开。
4. 3. 3 防治脑缺氧和脑水肿
①头部降温　在颈动脉处放置冰袋或戴冰帽以

降低头部温度 ,保护脑细胞 ; ②止痉、控制癫痫样抽
搐。用安定 5～10mg 或苯妥英钠肌肉或静脉注射 ;

③脱水利尿。在血压恢复后 ,尽早使用 20 %甘露醇
125～250ml 每 6～8 小时一次静滴 ,如有心衰及肺水
肿 ,用速尿 20mg ,一日 2～3 次肌肉或静脉注射 ; ④
激素的应用。宜早期、足量、短时间应用 ,它具有稳
定细胞膜、清除自由基及降低脑水肿的作用。常选
用地塞米松、首剂 30～50mg 静滴 ,以后 10～20mg

每 6～8 小时静脉注射 ,维持 2～3 天。
4. 4. 4 中药制剂的应用
①生脉注射液 20～30ml 加入 50 %葡萄糖液

40ml 内静脉推注 ,5～10 分钟可重复 ; ②四肢逆冷脉
微欲绝者 ,用参附注射液 20ml 加入 50 %葡萄糖液
40ml 内静脉推注 ,20 分钟可重复一次 ; ③神志昏迷
烦躁不安 ,或见高热者 ,用清开灵注射液 30ml～60ml

加入 5～10 %葡萄糖 250ml 内静脉滴注 ,连用 3～7

天。
5.停止心肺脑复苏的指征
5. 1 复苏成功 ,当然是停止复苏的指征。
5. 2 如果较长时间进行心肺脑复苏而出现下列

情形 ,是终止心肺脑复苏的指征。
①凡心肺脑复苏已历时 1 小时而心或脑死亡的

证据仍持续存在者 ; ②确知在开始心肺脑复苏前循
环及呼吸停止已超过 15 分钟以上者。

本文探讨了中西医结合对心肺脑复苏的问题。
若能对其重要性予以足够认识 ,并熟练运用各种抢
救措施 ,将会对濒死患者生命的挽救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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