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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笔记本超声诊断仪在突发性事故现场

腹部闭合性损伤中的应用价值

奚静 岳茂兴

近几十年，全球每年因为各类突发事件的死伤人数在数

千万人以上，创伤已成为当今人类的一大公害，在医院患者

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如何快速诊断及缩短抢救治疗时间，

成为严重创伤救治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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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常州市地处经济发

达的苏南地区，有星罗旗布的各种工厂，交通发达，私家车

多，创伤发生率较高。 过去的急救模式是患者呼叫救护车，救

护车将患者送到医院，医院急诊室对患者进行各种必要的检

查及诊断，对症处理后转专科继续治疗。 传统的急救观念往

往使得处于生死之际的伤员丧失了最宝贵的几分钟、几十分

钟“救命的黄金时间”。 为此岳茂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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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现场急救新模

式，首创了“流动便携式重症监护病房（ICU）”；在“流动便携

式 ICU” 急救车上增加了救命性的手术功能及可移动的自动

心肺复苏功能， 同时还配备了便携式笔记本超声诊断仪，对

在突发性事故现场的腹部闭合性损伤伤员进行现场超声检

查。 急救现场床旁超声检查能够充分了解伤员内脏的受伤状

况，对器官受挫伤程度进行及时评判定性，并依据腹腔出血

量来指导临床医师确定手术的时机，为合理分流患者并及时

抢救患者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 2008 年 1月以来，江苏

大学附属武进医院采用便携式笔记本超声诊断仪在突发性

事故现场对 78 例腹部闭合性损伤患者进行了现场超声检

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 本院共收治在

武进区突发性事故现场中经过“120”急救的患者 78 例，其中

男性 41 例，女性 37 例，男女之比为 1.1∶1；年龄 4～79 岁，

平均（35.29±0.68）岁，其中儿童 7 例。 突发性事故现场患者

受伤原因主要为车祸，而且患者多为数人同时受伤，各患者

的临床症状表现不一，严重者呈休克状态。

1.2 方法：医院急诊科接到“120”急救电话，超声医师跟随

“流动便携式 ICU”急救车赶往事故现场，使用深圳迈瑞公司

生产的 M-5笔记本床旁彩超诊断仪，对患者腹腔进行全面超

声检查，探头 2.0～3.5�MHz。事故现场患者多为仰卧位或侧卧

位的被动或半被动体位，依据患者受伤时的情况对受伤部位

的器官进行重点检查，了解所检查器官包膜是否完整、器官

实质回声是否异常，测量器官实质挫伤范围的大小并储存阳

性声像图，同时了解盆腹腔流动性液体状况的多少，监测活

动性出血的速度。 对腹腔器官损伤情况依据美国创伤外科协

会（AAST）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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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超声定性诊断并分类。

2 结 果

78 例患者中，AAST�评分Ⅰ级 12 例，Ⅱ级 29 例，均被分

流到距离较远的综合性二级医院；评分Ⅲ级患者 23 例，被分

流到较近的综合性二级医院；评分Ⅳ级患者 14 例，在超声的

动态监测下第一时间被分流至最近的综合性三级医院救治。

超声诊断脾破裂 60 例，肝破裂 15 例，肝脾联合破裂 3 例；后

经手术、超声造影、CT 证实，诊断符合率 98.7%（77/78）。 将

AAST�评分Ⅳ级的 14 例患者依据腹腔出血量多少再分为出

血量多的 A 组、出血量少的 B 组，前者在用救护车分流至近

距离的“三甲”综合医院的过程中，用床旁超声动态监测腹腔

出血量变化，随时做好立即手术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患者能

够平稳到达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3 讨 论

当前我国城镇建设加速的时代，交通事故频发，在突发

性事故现场，对受伤人群如何充分利用超声技术诊断腹部闭

合性损伤，依据 AATS 分级进行定性诊断及合理分流，充分利

用及合理分配当地有限的医疗资源，是目前情况下的首要任

务。 依据美国创伤外科协会的分级标准，对闭合性腹部损伤

患者的创伤分为Ⅰ～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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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进行超声检查诊断时应

注意以下几项问题。

3.1 有明确外伤史和症状，超声检查发现有少量盆腔、腹腔

积液，应仔细观察肝脏、肾脏、脾脏包膜回声，尤其是肝脏、脾

膈面包膜回声有无异常。

3.2 对于 AAST 评分 Ⅲ级以下闭合性损伤的治疗方式多采

用保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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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患者主要器官供血血管末梢受到损伤，而

一般器官供血血管及二级血管不会损伤， 因而出血速度较

慢、出血量较少。 此类患者在现场分流时属于暂缓分流类型，

并以分流到综合性二级医院为主。

3.3 AAST 评分Ⅲ级以上的患者除了现场定性诊断、 器官实

质本身损伤的程度外，损伤器官范围的大小与出血量、创伤

程度不一定成正比，而与创伤部位及是否有器官供血血管损

伤的级别高低有关。 主干损伤出血量多且出血速度快，危及

患者的生命，此类患者应立即分流到综合性三级医院，对于

此类患者，分流途中应该在超声动态监测下严密观察出血量

变化，并做好随时手术准备，必要时在“流动 ICU”上进行手术

治疗，以挽救患者生命。

3.4 AAST 评分Ⅴ级患者是手术探查的绝对指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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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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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患者多为损伤脾门脾动脉引起失血性休克而危急生命，盆

腹腔积液量的多少是直接决定是否现场急诊手术的主要指

征之一，一旦超声判定为 AAST�Ⅴ级，应该在“流动 ICU”上立

即进行手术止血，积极挽救患者生命。

3.5 经过多年的临床总结，对闭合性腹部损伤的患者盆腹腔

出血量的研判有以下经验： ①仰卧位盆腔超声横切面见深

2.0�cm以内的液性暗区、侧腹未见液性暗区者，出血量一般少

于 500�ml。 ②仰卧位盆腔超声横切面见深 3.5�cm 以内的液性

暗区、 侧腹见 1.5�cm 以内的液性暗区者， 出血量一般少于

1000�ml。③仰卧位盆腔超声横切面见深 4.0�cm 以内的液性暗

区、侧腹见 2.5�cm 以内的液性暗区者，肝肾间隙液性暗区

1.5�cm以内，出血量一般多于 1000�ml。 ④仰卧位盆腔膀胱前

方超声横切面见深 4.0�cm 以上的液性暗区、侧腹见 2.5�cm 以

内的液性暗区、 肝肾间隙液性暗区 2.0�cm 以上， 出血量一

般＞1500�ml。 后两种情况，尤其第 4 种情况，要告诉急救医

师，该患者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我们认为部分 AAST 评分Ⅲ级的患者随着创伤时间的推

移，可能转化为 AAST 评分Ⅳ级。本组有 1例 AAST 评分Ⅲ级

患者分流到就近的二级医院后，患者血压突发性下降到 70～

50�mm�Hg（1�mm�Hg＝0.133�kPa），急诊床旁超声检查发现，盆

腔膀胱前方超声横切面见深 4.0�cm 以上的液性暗区、侧腹见

2.5�cm以内的液性暗区、肝肾间隙液性暗区 2.0�cm，腹腔大量

出血达 1500�ml， 急诊手术证实患者包膜血肿破裂导致失血

性休克。 这主要是活动性出血速度较快，包膜血肿压力过大、

撑破包膜所致。 说明对 AAST 评分Ⅲ级患者尤其是 AAST 评

分Ⅳ级患者，有必要将创伤是否伴有活动性出血，以及出血

的速度纳入其综合判断指标中，建立一个综合判断指标将有

助于客观反映患者创伤的病情， 从而指导现场快速分类、分

流和合理救治。

有研究显示超声造影在超声二维图像的基础上借助造

影剂能够快速评估闭合性腹部损伤器官的创伤程度、创伤累

及的血管级别及活动性出血的状况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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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腹部闭合性

损伤患者的 AAST 评分分级有较好的价值。 然而在突发性事

故现场几个人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腹部闭合性损伤，超声造

影尽管有优势，但操作过程比较繁琐，不利于对突发事故现

场多数受伤患者的快速诊断鉴别。 超声对患者腹部闭合性损

伤的诊断价值已得到临床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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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超声携带方便，二维

图像能够快速、很好地对突发性事故现场患者腹腔器官损伤

程度进行评判，了解患者腹腔出血情况，并依据对患者腹腔

器官损伤进行初步的 AAST 评分分级， 结合腹腔出血量的变

化合理分流受伤患者，为抢救患者赢得宝贵的时间。 因此，床

旁超声检查不失为突发性事故现场群发腹部闭合性损伤患

者腹腔器官受伤程度甄别和指导临床医师结合患者临床体

征将患者合理分类及分流的首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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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特异性过表达乙酰胆碱转移酶通过缺氧诱导因子-1α防御机制预防心脏缺血

与肾上腺能神经对整个心室支配作用相比，迷走神经对心室支配作用较小。 尽管胆碱能神经在心室分布较少，但电刺激迷

走神经可对心脏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这种分布与保护作用的不匹配提示心肌可能存在非神经胆碱能系统。为了验证心脏非神

经胆碱能系统的存在，日本研究人员建立了过表达乙酰胆碱转移酶（ChAT）的细胞和在心脏中特异性过表达 ChAT 的转基因小

鼠（ChAT-tg）。 与野生型小鼠（WT）相比，ChAT-tg 小鼠心肌细胞乙酰胆碱（ACh）和缺氧诱导因子 -1α（HIF-1α）蛋白含量更

高，葡萄糖摄取更多；且该结果与 ChAT 过表达细胞一致。 心肌梗死前，两组小鼠血流动力学相似，但心肌梗死后 ChAT-tg 小鼠

的生存率更高，心脏缺血部位血管再生能力、葡萄糖利用能力更强，从而能更有效防止心肌梗死后的心肌重塑；同时，ChAT-tg

小鼠更能耐受缺血 / 再灌注引起的心肌损伤。 该研究结果表明，心脏 ACh-HIF-1α 级联反应可提高心肌梗死后生存率，心肌细

胞 ACh 的合成是自我预防心脏缺血的重要机制。

杜明华，胡森，编译自《 J�Am�Heart�Assoc�》，2013，2（1）：e004887

阿奇霉素不会增加普通人群心血管相关性死亡风险
在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中，阿奇霉素会增加其因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但是在普通人群中，阿奇霉素是否会引起同

样的风险尚不清楚。 为此，丹麦研究人员以 1997 年至 2010 年期间丹麦注册数据库中的成年人（年龄 18～64 岁）为研究对象进

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回顾性队列研究。 结果发现，与未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相比，正在使用阿奇霉素的患者心血管因素相关的

死亡风险明显升高〔相对危险度（RR）为 2.85， 95%可信区间（95%CI）为 1.13～7.24〕；但是正在使用青霉素的患者与正在使用阿

奇霉素的患者心血管相关的死亡风险并无明显差异（RR 为 0.93， 95%CI为 0.56～1.55）。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中青年普

通人群中，阿奇霉素的使用并不会增加患者因心血管因素而死亡的风险。

罗红敏，胡森，编译自《N�Engl�J�Med�》，2013，368（18）：1704-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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