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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现代心肺复苏（CPR）发展史，中国 CPR 事业发展之路可谓步履蹒跚，突破性进展寥寥无几，尤其是

成功率及生存率并无大的改善。究其原因，以往过多从技术层面考量，忽略了我国现代 CPR 体系的建设，致

使导向性总体战略缺乏、顶层设计缺陷，弱化了国际竞争力。如何明确方向、立足本土、把控规律、实现复兴，

制定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中国CPR发展战略势在必行。鉴于此，笔者拟以“三大”理念、“三立”工程、“三界”

跨越为主线，与同道一同探讨中国 CPR 发展战略之路。

1  秉承“三大”理念

1.1  大视野：所谓 CPR 发展大视野，是指开阔对 CPR 历史与现状的理解与认知。在现代 CPR 发展史的长河

中，遇到的诸多挑战皆因一条路走到黑，早晚会行不通。对于同一事物，若能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去观察，

就能达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意境；如若能跨越时空边界，另辟蹊径，则会别有洞天。以胸外按压 CPR 为主

导的现代 CPR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里程，遇到了诸多挑战，总结下来，有三道过不去的坎：一是胸外按压的

局限性，胸廓畸形、胸肋骨骨折、血气胸等是胸外按压的禁忌证；二是胸外按压的缺陷性，传统胸外按压中约

1/3 被救者发生了肋骨骨折，此时标准的按压力度和幅度难以保证，影响了 CPR 的质量；三是胸外按压的片

面性，传统胸外按压不能兼顾循环和呼吸，导致通气 / 血流比例异常，影响肺内气体交换，不能形成有效的血

氧分压［1］。笔者在“胸路”不通时，另辟“腹路”［2-3］，通过腹外途径（如腹部提压 CPR、腹部按压 CPR 等）、腹内

途径（如经膈肌下抬挤 CPR 法、咳嗽复苏法）、胸腹途径（如胸腹联合按压、胸腹联合提压、插入式腹主动脉反

搏等），使力作用于腹部，引起腹腔内压力和胸腔内压力变化，充分利用“腹泵”“胸泵”“肺泵”“心泵”以及

“血泵”机制，取得良好的复苏效果［4］。由此看来，提高 CPR 成功率需要尝试各种 CPR 技法，且需不断完善；同

时注意心搏骤停前期的预防、心搏骤停期的救治及心搏骤停复苏后综合征的恰当处理，这为不断开阔视野、

开启大思路提出了要求与挑战。

1.2  大格局：所谓 CPR 发展大格局，是指架构 CPR 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发展格局。传统意义上的 CPR

通常以陆地心搏骤停复苏为主，而笔者倡导的立体发展格局，不仅仅局限于陆地上的 CPR，而是在海洋、太空

领域的军事、经济、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海水淹溺心搏骤停患者的病理生理变化有别于普

通心搏骤停患者，基于海水淹溺心搏骤停的基本规律，结合海水淹溺临床 CPR 的实际需求，探索海水淹溺特

殊条件下的 CPR 技法，是科学实施海水淹溺 CPR 的重要保证。笔者曾提出海水淹溺特殊化 CPR 程序、方法和

时限，进行因人、因情而异的 CPR［5］。而在航空航天保障中，针对太空舱以及宇宙环境改变等因素，确保宇航

员在与地球迥异的太空中生存，探索全方位的生命支持，发掘太空 CPR 的技法尤为重要。笔者曾通过分析太

空的特殊环境及宇航员的特殊状态，探讨了特殊的应对方法，包括自动除颤背心、感应式复苏腹带及反搏式

加压短裤［6］。在完善陆地上 CPR 的同时，着眼于建立海陆空立体发展结合的多通道立体发展格局，是保证心

肺复苏学良性发展的关键。

1.3  大数据：所谓 CPR 发展大数据，是指优化 CPR 海量信息资产的应用与配置，包括从数据采集、处理、存储

到形成结果的整个过程，以及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2007 年，美国一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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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 870 名医生的调查显示，超过 50％的医生认为使用电子化临床信息与决策支持，可

以帮助他们每周至少减少 1 次用药差错［7］，如果中国能建立 CPR 领域大数据网络，优化转化应用平台，使用

互联网、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工具，使临床医生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最新、最有价值的信息，指导临床抢

救，必将提高 CPR 的成功率，也为大样本多中心 CPR 临床试验提供帮助。

2  夯实“三立”工程

2.1  立言：所谓 CPR 发展的“立言”工程，是指创立中国特色的 CPR 理论体系。众所周知，现代 CPR 方法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步形成，已挽救了众多呼吸、心搏骤停患者的生命。美国心脏协会（AHA）1974 年开始

制定了 CPR 和心血管急救（ECC）指南，并在医学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完善 CPR 内容，并于 1980 年、1986 年和

1992 年多次修订再版，且作为全美高等急救培训教程应用于 CPR 主要机构，为救助者和急救人员提供了有

效、科学的救治建议，指导挽救了更多的心血管急症患者。作为第一个国际性 CPR 和 ECC 指南，2000 年由各

国专家组成的国际小组经过 2 年的时间，认真讨论和详尽评估，制定出一个全球性的标准，意在指导救助者

与急救人员以最有效的方法救治心血管急症。现今 AHA 每 5 年更新一次 CPR 指南。由于中国人自身的病理

生理特点及伦理学的限制，使得进行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受限，因此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临床数据来制定中国

的 CPR 指南。用 AHA 主席 Robertson 教授的话来说，指南制定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最科学的救生方法，照搬国

外指南显然不是对中国 CPR 事业最科学的救生方法，应充分认识到国际复苏指南是一个原则性指导纲要，具

体执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人群等诸多差异，并结合心搏骤停时的多重因

素加以灵活运用［8］。在医学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建立由中国复苏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经过科学、客观的

评估，制定出中国人自己的 CPR 指南已刻不容缓。

2.2  立基：所谓 CPR 发展的“立基”工程，是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化医学应用基地。2003 年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NIH）正式提出转化医学的概念后，受到各国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医学转化打破了科研与临床应

用的固有屏障，弥补了基础实验研发与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之间的鸿沟，为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开辟出了一条

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途径。美国设有 NCATS（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

部门，对其 60 多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进行资助，以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产业化过程的快速实施。我国

的转化医学尚处在起步阶段，全国一些院校和科研单位相继成立了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政府的重视程度日渐

增高、企业的投入逐渐加大，为我国转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腹部 CPR 转化基地为例，

目前在全国已经建立了 26 家腹部 CPR 医教研基地，然而，对于中国人口基数而言，此数量远远不够。从解决

CPR 成功率低的现实需求以及医院技术实力出发，应加强转化基地建设，大力开展临床技术研究，以科研带

动临床，用创新性成果来解决 CPR 的问题，力争在临床诊治水平上有重大突破。

2.3  立众：所谓 CPR 发展的“立众”工程，是指打破 CPR 专业界限，做好公众普及。心源性猝死 80% 发生于院

外，第一目击者往往是家庭成员。研究表明，心搏骤停发生 4 min 内给予 CPR，并于 8 min 内给予高级生命支

持，患者生存率可达 43%［9］。如果家庭成员能够担负起实施 CPR 的重任，第一时间给予复苏，则在很大程度

上能提高 CPR 的成功率。然而笔者对万余名医务人员的调查结果却显示，不足 1% 的医务人员曾向其家庭成

员传授 CPR 技法［10］，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造成普及资源的极大闲置与浪费。因此，调动社

会各方因素，深入发掘普及潜力显得尤为重要。为促进 CPR 普及、降低心搏骤停致死率，我们曾提出过倡议：

在我国应建立家庭自助急救体系［11］；起草类似“Good Samaritan Statutes”的法律；注重提高偏远农村地区

CPR 的普及工作；对高危人群和特殊人群（警察、消防员、司机等）及高校学生进行 CPR 普及等。应建立医务

人员是主教员、家庭成员是主对象、医院是主考官的“三主”CPR 普及模式，其中从事医疗专业的医生理应率

先垂范，重视普及工作，即每一名医务人员要对其身边至少 5 名家庭成员每隔一年进行一次 CPR 知识与技能

的普及，通过这种以点带面乃至“滚雪球”的方式，以突破我国 CPR 普及率低的“瓶颈”，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

特色的 CPR 普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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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现“三界”跨越

3.1  跨越科界：所谓 CPR 发展跨越科界，是指突破科系间分工界限，共同探讨提高 CPR 成功率的良策。心搏

骤停的病因复杂，涉及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的最终转归，而且患者年龄和性别也不同。如果为急性心

脏病变或是暂时性代谢紊乱，则预后较佳；如果为慢性心脏病晚期或严重的非心脏情况（如肾功能衰竭或癌

症等），则复苏成功率并不比院外发生的心搏骤停复苏成功率高。这也决定了单一学科或有限合作的模式难

以满足临床 CPR 的需求。这种科室各自独立、临床条块分割导致的沟通藩篱和行政障碍，使得包括会诊在内

的各类跨学科医疗合作难以顺利和有效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疗专科高度分化的团队合作风险，用单

因素致病的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无法解决疾病的诊治需要。虽然医学专业人员学习和实践 CPR 已有 30 多年

的历史，急救人员参与 CPR 的实践也有 25 年历史，但至今 CPR 的结局仍不理想。现代医学发展历史表明，未

来医学突破性的进展有赖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3.2  跨越院界：所谓 CPR 发展跨越院界，是指中国 CPR 应能顺应新形势，加强院际交流合作。随着医学科学

的发展，传统的医院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要求，加强院际合作，建立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多层次、多领域的科研协作机制，形成院际结合的科研攻关模式，实现科研规模化、系统化、效益化已成

为时代趋势。医院要加快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使医院实现数据采集实时化、信息存储数字化、信息服

务个性化、信息交换兼容化、信息管理规范化，最终把医院建设成为一个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高安全的具

有示范性的一流数字化医院，实现区域信息共享，医院间卫生数字化体系连接，做到信息资源共享。

3.3  跨越国界：所谓 CPR 发展跨越国界，是指中国 CPR 走出去、走进来的“两走”发展模式。现代 CPR 理论体

系以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电除颤为基石，目前公认的关于 CPR 的最早记载是国外公元前 800 年左右对先

知 Elijah 口对口人工呼吸，这一技术一直为国外助产士所使用；直至 1956 年 Zoll 等成功实施了第一例电

击除颤和心脏起搏术，首次引入除颤器的使用；1960 年，Kouwenhoven 和同事们公布胸外按压对恢复心搏骤

停者的循环是有效的方法，现代 CPR 体系才基本成形。然而，若是对中国古典医学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早在 

1 800 年前我国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对 CPR 方法有所描述，书中详细记载了自缢患者的急救复苏

方法，包括通畅气道、胸部按压和压胸抬臂通气等，如此看来，最早的 CPR 应是起源于中国。然而我国 CPR 研

究在国际的影响力却寥寥，归结起来原因种种，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的 CPR 没有充分“走出去”，使得既

有的研究成果珠沉沧海，或者妄自菲薄，认为只有“舶来品”才是CPR良方。另一极端则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关起门来做学问。在信息爆炸发展的今天，中国 CPR 只有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才能步

上飞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们坚信昨天虽已过去，但前辈 CPR 人用心血浇灌出的生命之花依然灿烂芬芳；今天虽已来临，但吾辈

CPR 人用肩膀承接出的生命之托依然任重道远；明天虽未到来，但后辈 CPR 人用双脚走出的生命之路依然朝

霞满天。“日月同心盈满圆，血脉连心换红颜，江河齐心昭天地，阴阳禅心挽狂澜”，以此“心环”与同道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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