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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唑安定降低重症加强治疗病房清醒患者在
邻床心肺复苏时心理应激的研究
苏瑾文

李秦

【摘要】

刘京涛

目的

陆翠玲

王宇

马朋林

探讨在重症加强治疗病房（ＩｃＵ）进行心肺复苏（ｃＰＲ）时，邻床（或隔床）清醒危重患者机

体应激程度、循环生理改变以及可能的有效干预措施。方法

连续选择我院综合ＩｃＵ清醒危重患者８７例，随

机分为３组：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心理干预组由专职护士对其进行心理护理；镇静治疗组在心理护理基础上
给予小剂量咪唑安定（ｏ．１ ｍｇ／ｋｇ）静脉注射。前４０例于邻床患者开始实施ｃＰＲ（ｏ ｎｌｉｎ）、１０ ｍｉｎ、４ ｈ和２４ ｈ

取静脉血测定血浆去甲肾上腺素（ＮＥ）、肾上腺素（Ａｄｒ）、皮质醇（ｃ０１）和血糖浓度。所有患者在实施ｃＰＲ前
３０

ｍｉｎ，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４ ｈ和２４ ｈ记录上肢动脉收缩压（ＳＢＩ’）、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率（ＨＲ）和心律变化。

结果

对照组１３例患者在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血浆ＮＥ、Ａｄｒ及ｃｏｌ浓度显著升高。并持续４ ｈ以上（Ｐ＜（）．０５或

Ｐ＜ｏ．ｏ】）。心理干预组１３例患者上述应激激素变化趋势与对照组基本一致，然而，仅Ｃｃ，ｌ升高出现显著差异

（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镇静治疗组１４例患者上述应激激素于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及４ ｈ无显著变化，但ｃＰＲ后
２４

ｈ降低至ｃＰＲ开始时水平以下（Ｐ均＜Ｏ．０１）。前两组患者血糖升高超过２４ ｈ，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 ＨＲ显著加

快，ｓＰＢ显著上升，并且心律失常发生率高（８４．６％，２２／２６；５４．５％，１８／３３），而镇静治疗组患者血糖以及循环
保持相对稳定，心律失常发生率（２１．４％，６／２８）较前两组明显降低（，Ｊ均＜ｏ．０１）。结论Ｉｃｕ进行ｃＰＲ时，邻

床清醒危重患者体内应激程度将显著升高，并可能导致严重循环生理改变。单纯给予心理护理措施并不能有
效减轻此不良反应，而小剂量咪唑安定是控制此不良反应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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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环境因素，如各种报警声、灯光、工作人员来回
走动等，是引起重症加强治疗病房（ＩＣＵ）清醒危重

ｃｈ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４

３组ＩＣＵ邻床清醒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例数丐再ｉ百ｊｒ了（ｊ二，，岁）（；士。，分）
疾病分类（例）性别（例）

患者紧张、焦虑的重要原因ｎ。２３。而在非隔离ＩＣＵ，邻

外科

内科

男

女

年龄

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

（ｚ士ｓ，岁）

（ｚ士ｓ，分）

床（或隔床）患者如发生紧急情况，医护人员对其实
施紧急抢救处置时，清醒的危重患者心理应激程度
将急剧增高，并可能引起循环、呼吸等重要生命体征
波动，严重者甚至诱发意外事件。本研究拟通过评价

２．２

不同干预措施对ＩＣＵ清醒患者在邻床（或隔床）患

（图１）：与邻床患者开始实施ＣＰＲ时（ｏ ｍｉｎ）比较，

者抢救时机体应激反应的影响，以期探索有效的防

对照组在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血浆ＮＥ浓度显著升高

治对策，提高危重患者的安全性。

（Ｐ＜ｏ．０１），４ ｈ后仍保持较高血浆浓度，于ＣＰＲ后

１资料与方法

２４

１．１病例选择：２００３年６月一２００６年９月，连续选

干预组在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血浆ＮＥ浓度亦升高，并

择我院综合ＩＣＵ清醒危重患者８７例，在对邻床（或

持续至４ ｈ，但与Ｏ ｍｉｎ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隔床）患者实施心肺复苏（ＣＰＲ）抢救时，采用信封法

（Ｐ均＞０．０５）；而ＣＰＲ后２４ ｈ值较ｏ ｍｉｎ时显著下

ＣＰＲ时邻床清醒患者血浆应激激素浓度变化

ｈ降低至开始ＣＰＲ时水平以下（尸＜ｏ．０５）。心理

将患者随机分为安慰剂对照组（２６例）、心理干预组

降（Ｐ＜ｏ．０５）。镇静治疗组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与ＣＰＲ

（３３例）和镇静治疗组（２８例）。排除标准：入住ＩｃＵ

开始时比较无显著变化，但４ ｈ和２４ ｈ后显著下降

的病因中存在高血压危象、脑出血或急性心肌梗死

（Ｐ均＜ｏ．０１）。ＣＰＲ开始时，３组患者问血浆ＮＥ浓

（ＡＭＩ）者。

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心理干预组

干预措施：在ＩＣＵ实施ＣＰＲ抢救时，所有邻

１．２

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４ ｈ和２４

ｈ血浆ＮＥ浓度差异无统

床清醒的危重患者用软布帘隔离。安慰剂对照组患

计学意义，而镇静治疗组血浆ＮＥ浓度显著降低

者仅给予生理盐水２ ｍｌ静脉注射（静注）；心理干预

（Ｐ均＜ｏ．０１）。血浆Ａｄｒ浓度变化与ＮＥ变化趋势

组患者由专职护士进行心理护理，包括入科室时或

相似，但对照组ＣＰＲ后血浆Ａｄｒ浓度显著升高并

拔除气管插管意识恢复正常后进行自身疾病、ＩＣＵ

持续至２４ ｈ，且与对照组比较，心理干预组和镇静

环境等教育，同时静注生理盐水２ ｍｌ；镇静治疗组

治疗组ＣＰＲ后１０

患者在心理护理基础上静注咪唑安定ｏ．１ ｍｇ／ｋｇ。

（Ｊ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３组患者血浆Ｃｏｌ浓度在

１．３机体应激反应的评价：以实施ＣＰＲ前３０

ｍｉｎ

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均升高，对照组及心理干预组上升

监护仪所记录的数据为基础值；记录所有患者实施

幅度显著（Ｐ均＜０．０１），但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４ ｈ和２４

ｈ时上肢动脉收缩压

（ＳＢＰ）、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心率（ＨＲ）和心律变

ｍｉｎ、４

ｈ和２４ ｈ均显著降低

义（Ｐ＞Ｏ．０５）。与ＣＰＲ开始时（Ｏ ｍｉｎ）比较，ＣＰＲ后
４

ｈ和２４ ｈ镇静治疗组患者血浆Ｃｏｌ浓度显著下降

化。前４０例患者采用信封法随机入选对照组１３例、

（Ｐ＜０．０５和Ｐ＜ｏ．０１），但对照组与心理干预组仍

心理干预组１３例、镇静治疗组１４例。于ＣＰＲ开始

保持较高血浆浓度。

（Ｏ ｍｉｎ）、１０ ｍｉｎ、４ ｈ和２４

ｈ取静脉血，测定血浆肾

２．３

ＣＰＲ时邻床清醒患者ＨＲ、心律变化（图２，

上腺素（Ａｄｒ）、去甲肾上腺素（ＮＥ）、皮质醇（Ｃ０１）和

表２）：对照组与心理干预组患者ＣＰＲ后１０

血糖浓度。

显著加快，并持续至ＣＰＲ后４ ｈ（ＪＰ均＜Ｏ．０１），于

１．４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ｏ软件对数据进行

２４

统计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示，组间同

后２４ ｈ内ＨＲ无显著变化。对照组与心理干预组患

一时间点均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内各时

者ＣＰＲ后２４ ｈ内发生心律失常病例数显著高于镇

间点间均数比较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率的比较采

静治疗组（Ｐ均＜ｏ．０１）。对所发生心律失常类型分

用Ｘ２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析发现：对照组２２例心律失常患者均出现室上性心

２

结

果

ｍｉｎ ＨＲ

ｈ后恢复至基础值水平。而镇静治疗组患者ＣＰＲ

动过速（室上速），其中５例并发房性期前收缩（房

２．１一般情况：８７例患者中男５３例，女３４例，３组

早），７例并发室性期前收缩（室早），无短阵室性心

患者疾病分类、性别、平均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

动过速（室速）发生。心理干预组１８例心律失常患者

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比较差异

中１６例出现室上速，其中６例并发房早，４例并发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表１），有可比性。

室早，１例出现短阵室速。镇静治疗组仅６例发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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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组Ｉｃｕ邻床清醒患者血浆应激素浓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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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对照组（月＝２６）

口对照组（月＝２６）

口心理干预组（ｎ＝３３）

口心理干预组（ｎ＝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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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Ｏ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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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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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本组基础值比较，８Ｐ＜Ｏ．０５，“Ｐ＜ｏ．ｏｌ；与对照组同期比较，‘尸＜ｏ．０５，４Ｐ＜Ｏ．０１
图２

３组Ｉｃｕ邻床清醒患者ＨＲ和血压的变化

律失常，在６例室上速患者中有２例出现室性早搏。
表２

４

ｈ降低至ｃＰＲ开始时水平，２４ ｈ仍维持该水平，且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Ｐ均＜Ｏ．０１）。

ＣＰＲ时邻床清醒患者心律失常发生情况

６

４

２
Ｏ

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Ｏ．０５，。Ｐ＜Ｏ．０１；与心理干预组比较，
一ｒＩ＼警一艇目

ｅＰ＜Ｏ．０５，ｆＰ＜Ｏ．Ｏｌ

６

４

２．４

ＣＰＲ时邻床清醒患者血压变化（图２）：对照组

与心理干预组患者ＣＰＲ后１０
４

ｍｉｎ

２

ＳＢＰ显著升高，

０

ｈ后恢复至基础值水平，但ＭＡＰ较ＳＢＰ变化小，

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虽轻度升高，但与基础值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镇静治疗组患者ＣＰＲ后１０

注：与本组Ｏ ｍｉｎ比较，６Ｐ＜ｏ．０１；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６Ｐ＜Ｏ．ｏｌ
图３

３组Ｉｃｕ邻床清醒患者血糖的变化

ｍｉｎ

ＳＢＰ及ＭＡＰ均轻度下降，但仍保持正常值范围，并
于ＣＰＲ鼍４ ｈ后恢复至基础值水平。

３讨

论

Ｆｒａｓｅｒ等∞３研究报道，ＩＣＵ清醒危重患者焦虑

ＣＰＲ时邻床清醒患者血糖浓度变化（图３）：

发生率高达５０％。产生焦虑的原因主要包括疾病因

ｃＰＲ后１０ ｍｉｎ ３组患者血糖均显著升高（Ｐ均＜

素和ＩＣＵ环境因素。一方面，患者所罹患疾病引起

２．５

Ｏ．０１），３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的身体功能改变可产生一系列不适感受，如疼痛、乏

ＣＰＲ后４ ｈ对照组与心理干预组血糖进一步升高，

力、失眠等，从而诱导机体产生应激反应Ｈ ３。此外，患

ｈ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ＣＰＲ开始时水平

者对自身疾病预后的担心易诱导心理应激，出现焦

（Ｐ均＜ｏ．０１）。而镇静治疗组患者血糖于ＣＰＲ后

虑，严重者甚至引发躁动哺３。另一方面，ＩＣＵ环境因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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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各种仪器的报警声、噪音、昼夜通明的灯光、工

镇静措施应提前至邻床可能开始ＣＰＲ之前。

作人员频繁的来回走动等，均可能引起ＩｃＵ清醒危

４结

语

重患者紧张，诱发焦虑或恐惧等¨。１。更为严重的是，

在ＩＣＵ进行ＣＰＲ时，邻床清醒危重患者体内

ＩＣＵ内经常发生的ＣＰＲ抢救过程，对于邻床清醒危

应激程度将显著升高，并可能导致严重循环生理改

重患者可能产生极强烈的心理刺激，导致机体内出

变。单纯给予心理干预措施并不能有效减轻不良反

现强烈的应激反应，产生异常循环生理改变，严重者

应，而在心理护理基础上，静脉给予小剂量咪唑安定

可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

（ｏ．１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在ＩＣＵ发生ＣＰＲ时，

ｍｇ／ｋｇ）是控制患者心理应激、降低患者意外

事件发生风险的有效措施。

不给予任何于预措施，邻床清醒危重患者体内应激

参考文献

激素均显著增高，且并发ＳＢＰ上升、室上速。值得注

［１］郑瑞强，刘玲，邱海波．《２００４严重感染和感染性休克治疗指
南》系列讲座（７）严重感染的镇静和血糖控制等治疗［Ｊ］．中国

意的是，有４６．１％（１２／２６）的患者出现房早及室早，

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５，１７（１）：４—６．

如未得到及时处理，有可能导致严重心律失常的发

（２］马朋林，赵金柱，苏瑾文，等．脑电双频指数与镇静一躁动评分评

生，甚至危及患者生命。血糖持续升高达２４ ｈ以上，

价机械通气患者镇静程度可靠性的比较研究［Ｊ］．中国危重病
急救医学，２００６，１８（６）：３２３—３２６．

对患者机体代谢亦将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研究结果
［３］

Ｆｒａｓｅｒ

Ｇ

Ｌ，Ｐｒａｔｏ

Ｂ Ｓ，Ｒｉｋｅｒ Ｒ

Ｒ，ｅｔ ａ１．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提示，单纯给予心理护理措施，并不能有效减轻上述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不良反应。ＩＣＵ危重患者与冠心病监护病房（ＣＣＵ）

ｔｈｅ

ＩＣＵ［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００，２０（１）：７５—８２．

或普通病房患者特点不同，大多数患者疾病严重程

［４］

Ｓｔｅｉｎ—Ｐａｒｂｕｒｙ Ｊ，ＭｃＫｉｎＩｅ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

度高，并且非单一疾病或某一器官功能不全，而是可
能存在多器官系统功能障碍或储备能力下降，心理

Ｊ，Ｃｈｅｌｌｕ“Ｌ，Ｓｉｒｉｏ

Ｒｏｔｏｎｄｉ Ａ

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ｅｎｃｅｓ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变。邻床患者ＣＰＲ过程对于清醒危重患者的心理刺
［６］

Ｓｃｏｔｔ

Ａ．Ｍａｎ８９ｉｎｇ

９（２）：７２

［７］

ｉｎ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ｍ 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ｒｉｔ

ａ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ｏＵ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ｅｔ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ｕｎｉｔ［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２００２，３０

Ｃａｒｅ

实，ＣＰＲ时，在心理护理基础上，静脉单次给予咪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ｔｙ

［８］

ａｎｄ

ＩＣＵ

ｉ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Ｊ］．Ｎｕｒ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

７９．

Ｓｕｋａｎｔａｒ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Ｗｉｌｌｉａｎｓｏｎ

Ｋ

ＩＣＵ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Ｒ

者强烈心理应激以及减少并发症的有效措施。同时

ｃａｒｅ［Ｊ］．Ｃｌｉｎ

Ｓ

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

ｓｃａｌｅ（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２００７，６２（３）：２３９—２４３．

Ｊｏｎｅｓ Ｃ，Ｈｕｍｐｈｒｉｓ Ｇ，Ｇ“ｆｆｉｔｈｓ
ｆｏｌＩｏｗｉｎｇ

Ｃ，Ｂｒｅｔｔ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８：ａ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反应，降低心律失常发生率，是减轻邻床清醒危重患
我们也注意到，在ＣＰＲ发生时血浆应激激素水平显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患者焦虑发生率，并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本研究证
安定能有效控制血浆应激激素增高，减轻心血管副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４）：７４６—７５２．

效控制患者的心理状态∞１。
有计划的系统镇静能有效降低ＩＣＵ机械通气

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ａｒ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０，９（１）：２０一２７．
［５］

应激阈值相对较低，且容易出现循环生理等功能改
激可能过于强烈，此时，单纯心理护理措施并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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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８—１５修回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３一０３）
（本文编辑：李银平）

著高于ＣＰＲ后２４ ｈ水平，说明在ＣＰＲ开始时，邻
床清醒危重患者体内应激程度已经显著上升，因此，

·启事·
第二届全军重症医学大会暨沈阳军区首届重症医学大会
为促进国内外、军内外危重病医学界的学术交流，全军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沈阳军区重症医学分会及《解放军医学杂
志》社将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９—１２日在吉林长春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军重症医学大会暨沈阳军区首届重症医学大会。
本届大会将邀请国内外多名知名学者就当今危重病医学领域热点问题作专题报告。会议主要内容涉及战、创伤救治、全
身性感染、ＡＲＤｓ与机械通气、急性肾功能衰竭与肾替代治疗、代谢紊乱与营养支持、液体复苏与组织灌注、危重病护理等。
征文：①未公开发表的稿件；②请寄６００字左右摘要１份；⑧注明作者单位、姓名、地址和邮编；④来稿请寄：李恩江，解放
军医学杂志编辑部（北京１０００３６信箱１８８分箱），邮编：１０００３６；Ｅｍａｉｌ：ｌｅｊ３０１２＠１６３．ｃｏｍ（建议电子邮件投稿），截稿日期为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⑤大会将评选优秀青年论文１０篇。
注册：６月１日前注册费５００元；此后６００元。联系人：解放军总医院ＳＩＣＵ，宋青，邮编：ｌ００８５３；Ｅｍａ订：ｓｏｎｇｑｉｎ９３０１０３０１
＠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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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