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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8 月 2 日凌晨 7 时 37 分，江苏省昆山市中荣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本院地处苏州市中心，交通

便利，在爆炸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江苏省和苏州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的号召，紧急启动应急预案，积

极发挥医疗救治主力军的作用，成功抢救了大批伤员。回顾

性分析总结本院在昆山“8·2”爆炸事故重症伤员救治中组织

管理的经验，为今后建立和完善突发群体性灾害事故应急医

疗救援管理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本院集中救治伤员 40 例，男性 28 例，女性

12 例；年龄 23～47 岁，平均（32.7±8.0）岁。伤员自爆炸

现场送至本院急诊科紧急处理后转运至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ICU），时间为 5～8 h，平均（6.3±0.8）h。
1.2    伤情特点：40 例伤员均有烧伤，烧伤面积 34%～100%
总体表面积（TBSA）；其中 36 例（90.0%）超过 90% TBSA，

平均（92±14）% TBSA。烧伤深度多为深Ⅱ～Ⅲ度，其中

深Ⅱ度为 2%～35% TBSA，平均（14±10）% TBSA ；Ⅲ度为

15%～98% TBSA，平均（77±19）% TBSA。合并伤：吸入性

损伤 39 例，眼外伤 9 例，颅脑损伤 3 例，鼓膜震裂穿孔 7 例，

肺爆震伤 7 例，气胸 2 例，肠穿孔 1 例，肋骨或四肢骨折 5 例。

1.3    治疗情况：在江苏省昆山“8·2”爆炸事故救治专家组指

导下，伤员入院后立即给予气管切开、氧疗、建立深静脉通路

及补液治疗，并依病情采取相应治疗。爆炸伤主要治疗原则

包括积极处理烧伤创面、防治感染和加强器官功能支持等。

1.3.1    启动应急预案：本院接到苏州市卫计委急救指令后，

紧急启动医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院外急救转送与院内紧急

抢救紧密配合。院领导指挥、组织调动人力和物力；相关职

能部门、急诊科、ICU 及其他科室迅速成立抢救小组；通过院

前预警，准备救治工作，启动全程急救“绿色通道”，伤员预

检登记、判断伤情及紧急处理，安全有序转运至 ICU；ICU 做

好接诊准备和后续救治工作，在重症医学平台上联合救治。

1.3.2    成立抢救领导小组：医院首先成立突发事件抢救领导

小组，由院领导及医务科、护理部、急诊科、ICU、烧伤科、创

伤外科、药剂科、医技科、后勤保障部等科室负责人组成，院

主要领导亲任组长；分设医疗组、护理组、药械组、信息组、后

勤组。通过电话及短信等信息平台，调集全院力量参与救援。

1.3.3    开放绿色通道：所有伤员在本院急诊、ICU 救治全程

中均开放绿色通道，以保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

的救治，尽可能改善伤员预后。

1.3.4    遵循急救复苏 ABC 理念：伤员送至急诊科后，按照急

救气道（A）、呼吸（B）、循环（C）的复苏理念，迅速重点评估

伤员呼吸和循环功能，并按 V— I—P—C（保持呼吸道畅通

及充分给氧—输液、输血以补充血容量—监测心功能，注意

是否有低血容量休克—紧急控制出血）的顺序进行［1］。在

急诊科对所有伤员常规进行预防性气管切开、氧疗和建立深

静脉通路，并给予快速补液治疗，重点是做好呼吸管理、有效

抗休克、发现潜在的多发伤和复合伤，并妥善处理创面，为后

续治疗打下基础。随后确保伤员安全转运至 ICU。

1.3.5    多学科联合救治：根据专业特点科学合理安排救治

小组，采取轮班工作制度。每个救治小组采取“1-1-2”组合 
（组长 1 名，为副主任或以上的专科医师；1 名主治医师或住

院医师，2 名护士），在医院专家小组指导下全程负责 1 位重

症伤员的监护和治疗，包括全面检查，重新评估病情，作出诊

断和后续的治疗决定，保证救治的连续性。ICU 与其他科室

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做到技术力量和伤员轻重兼顾。此次爆

炸事故伤员除烧伤、吸入性损伤外，常合并肺爆震伤及其他

外伤等，加重了伤情的复杂程度。对怀疑有多发伤、复合伤

者，及时主动请普外科、骨科、脑外科、五官科、眼科和呼吸内

科等会诊，协助处理病情，防止漏诊、误诊而贻误抢救时机。

1.3.6    加强救治质量控制：江苏省救治专家组直接指导本次

救治；在 ICU 建立了医院一级专家小组，由 ICU 主任和烧伤

科主任负责，统一本院伤员治疗策略，并定期和及时向省专

家组汇报伤员的救治情况，遇到疑难病例时请示专家组。每

天早上和下午 4 时，由烧伤科和 ICU 主任带领全部救治小组

成员联合查房，特别注意分析伤员的病理生理变化机制，充

分讨论救治方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修订治疗方案，将程序

化救治方案细化和延伸至各个环节，共同实施滴定式治疗，

以尽可能保证优质的救治质量。

1.4    救治结果：40 例伤员中， 24 h 存活 39 例， 24 h 存活率

为 97.5%；28 d 存活 32 例， 28 d 存活率为 80.0%。

2    讨    论
 此次昆山“8·2”爆炸事故呈突发性、群体性、灾害性特

点，救治难度大。医院是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医疗

机构，应充分发挥院前急救、医院急诊科、ICU、烧伤科和创

伤外科等多科合作的团队协作能力。突发群体性灾害事件

发生时，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可以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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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通过保证救治设施和物资的供应、增加相关辅助检

查科室的开放时间以及建立伤员通道、协调及安排援助人员

及物资、优化及调整现有流程等，实现医院救治资源的拓展，

使医疗程序更加顺畅，对于整体救治成功至关重要［2］。同时，

我们强调非直接参与抢救的其他科室，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

努力维持日常医疗工作安全，保证医疗正常有序进行。

 政府在此次爆炸事故救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主导作

用，不仅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给予资金支持，购买大量医疗

设备，而且针对此次灾害事故伤员的伤情，国家卫计委和江

苏省卫计委决定医疗专家组和医疗护理外援的构成以重症

医学、烧伤等中具有丰富救护经验的专业力量为主，对救治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后续救治过程中，根据伤员病情及专

家意见，还采购了大量救治所需的药品及悬浮床、翻身床、升

温毯、红外线治疗仪、纤维支气管镜（纤支镜）、血滤机、体外

膜肺氧合等设备，提高了抢救质量，尽可能挽救伤员生命，为

成功应对此次突发群体性灾害事件提供了关键保证。爆炸

伤员在 ICU 渡过休克期后，医院感染管理科在早期及时介

入，针对防治感染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医院在收到接收爆炸事故伤员的指令后，迅速调度保证

急诊科有足够的接收空间；成批伤员到院后，由于大多数伤

员无法辨认身份，故由受过良好专业培训、熟悉应急预案并

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急诊护士进行预检。要注意，接诊重大

意外伤或成批伤员时，急诊科管理者应全盘指挥急救，根据

创伤具体情况快速有预见地作准备，护理人员对所有伤员严

格按照抢救程序，首先判断创伤是否为致命性的，尤其要注

意抓住创伤后“黄金 1 h”［3］。

 本次救治在急诊科对所有伤员均常规进行预防性气管

切开、氧疗、建立深静脉通路和补液处理。临床研究也证实，

对于怀疑有中度以上吸入性损伤，特别是合并面、颈部烧伤

的患者，应及早行气管切开术［4］。

 根据此次爆炸事故的实际情况，本院进一步完善了绿色

通道制度。伤员在急诊科初步处理后立即安全转运至 ICU
进行后续救治，最大限度缩短了伤员在急诊科留置时间，使

伤员尽快接受高效救治，为抢救伤员赢得了宝贵时间。在急

诊科救治过程较为流畅，且无一例伤员死于急诊科。

 成批爆炸伤的救治过程要以科室协作、综合治疗为主，

尽早稳定病情，为成功救治伤员创造条件。基于重症医学平

台实施联合救治是最优化的选择。ICU 对循环、呼吸、肝肾

等多器官功能支持和感染控制、内环境调理、营养支持及并

发症防治等管理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面对这些突发、群发

的危及生命的多发伤或多器官损伤事件，显示出极其重要的

作用，它既是多学科专业联合救治的平台搭建者，也是支持

生命器官功能、为专科治疗赢得时机的开路先锋［5］。

 科学合理的专业医师队伍是保证爆炸事故高效应急

救治的前提和基础。本次爆炸事故全部伤员均存在大面

积烧伤，多数伤员合并吸入性损伤和低血容量休克，据此 ,
在 ICU 平台上以烧伤科和 ICU 医师为救治主体力量。我

们借鉴青浦 2·21 成批烧伤患者的抢救经验［6］，安排每个救

治小组在上级专家组的指导下全程负责 1 位重症伤员的

监护和治疗，以保证救治的连续性。仅由烧伤科或 ICU 为

伤员制定诊疗方案容易造成诊治方案的偏差和不一致性，

因此每天由烧伤科和 ICU 主任带领全部救治小组成员早

晚联合查房，充分讨论、修订治疗方案，努力让伤者顺利渡

过休克期、感染期，收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我们强调的

多学科协作，不仅仅是 ICU 与烧伤科、临床科室与医院管

理及后勤科室的通力合作，同时还根据在加拿大的学习经 
验［7］，首次尝试临床药师、临床营养师、呼吸治疗师介入对

ICU 伤员的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心理学和康复医

学专家也早期介入，进行病情评估，共同查房，参与拟定治疗

计划和方案，有助于改善伤员生活质量和预后。有目的地在

医疗和科研中培养及锻炼一批具有科研意识的专家，推动学

科发展。本院已建立和完善了电子病案管理系统，对于科研

资料收集和回顾分析也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 ICU 救治伤员过程中，我们也注重伤员病情相关信

息的整理和分析。在每天查房前由值班医师将伤员的重要

观察内容（如生命体征、重要器官功能支持手段、烧伤面积、

已覆盖面积、当天液体出入量、血制品量、晶胶体比例、抗菌

药物种类等）及重要检查结果（如重要器官功能评估、病原

体培养等）填在核查表上，关键数据写在科内公告板上，便

于评估伤员病情严重度及动态变化趋势，保证重要诊疗措施

得以真正落实。临床研究也观察到，应用院前病情评估表评

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伤员病情，可使急诊分诊工作更加客观

化、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提高急救工作质量［8-9］。

 总之，突发群体性灾害事故伤员的救治是对医务工作者

的考验。昆山“8·2”爆炸事故是一次真正检验本院应对突发 
性群体性灾害事件应急救治能力的实战演练，对培养突发群

体性灾害事件应急救治组织管理和积累临床经验极为有益。

本院在此次爆炸事故中对成批重症伤员救治中的医疗组织

协调管理经验，对今后突发性群体性灾害事件处理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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