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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有效记录心肺复苏（CPR）全过程，分析比较医护人员的复苏表现，查找和发现存在的问

题，为改进 CPR 工作提供依据，以提高 CPR 质量，改善患者存活率。方法  采用 Utstein 模式注册登记和录像

方法记录急诊科 CPR 过程，分析 CPR 10 min 内无胸外按压时间，安装机械装置、气管内插管和建立静脉通道

需要时间，并对影响复苏效果的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①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注册登

记 376 例心搏骤停（CA）患者，其中男性 248 例，女性 128 例；年龄 68（53，78）岁；估计 CA 至开始复苏时间 

5.0（0.1，20.0）min，≤5 min 者 189 例；CA 主要病因为急性心肌梗死（145 例，占 38.6%）。230 例院外心搏骤

停（OHCA）患者初始可电击心律 16 例（7.0%），其中心室纤颤（室颤）13 例（5.7%），室性心动过速（室速）3 例 

（1.3%）。146 例院内心搏骤停（IHCA）患者初始可电击心律 47 例（32.2%），其中室颤 40 例（27.4%），室速 7 例

（4.8%）。机械胸外按压 219 例（58.2%）。376 例患者中自主循环恢复（ROSC）186 例（49.5%），复苏成功（ROSC

维持≥24 h）110 例（29.3%），住院治疗 99 例（26.3%），存活出院 40 例（10.6%）。146 例 IHCA 患者中 ROSC 89 例 

（61.0%），复苏成功 63 例（43.2%），住院治疗 56 例（38.4%），存活出院 29 例（19.9%）。230 例 OHCA 患者中

ROSC 89 例（38.7%），接受院前 CPR 65 例（28.3%），复苏成功 47 例（20.4%），住院治疗 43 例（18.7%），存活出院

11 例（4.8%）。53 例室颤患者中复苏成功 37 例（69.8%），存活出院 25 例（47.2%）。② 可用于录像分析的有效

病例 77 例，其中 OHCA 48 例，IHCA 29 例。从患者就诊至安排到抢救床上延迟时间 22（0，33）s，CPR 10 min

内无胸外按压时间 41（18，90）s，机械 CPR 安装时间 43（31，69）s，气管插管时间 59（35，109）s，建立静脉通道

时间 112（70，165）s。多元回归分析显示，CA 时间、无胸外按压时间对复苏成功率（t1＝-3.452、t2＝-2.729）、

存活出院率（t1＝-2.328、t2＝-2.736）有明显影响（均 P＜0.05）；进一步分析显示，CA 时间对 OHCA 患者复苏

成功率有显著影响（t＝-2.409、P＝0.021），无胸外按压时间对 IHCA 患者复苏成功率、存活出院率有显著影响 

（t1＝-3.412、t2＝-2.536，均 P＜0.05）。结论  CA 至开始 CPR 时间和无胸外按压时间均是影响 CA 患者能否存

活出院的关键因素。为减少无胸外按压时间，IHCA 实施 CPR 时应推迟安装机械复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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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ffectually  recor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procedure,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PR performance of all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s to find out the existed inform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CPR  and  its  survival  rate.  Methods  The  med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Utstein 

Criteria and CPR event was automatically recorded by a digital video-recording system, by which hands-off times within  

10 minutes of CPR and times for installation of chest compression machine, establishment of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venous channel were analyze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CPR effect.  Results  ① During the period from December 2009 to December 2015, a total of 376 patients 

with cardiac arrest (CA) was registered, including 248 males and 128 females, with a median age of 68 (53, 78) years. 

Estimated median time interval from CA to CPR initiation was 5.0 (0.1, 20.0) minutes and there were 189 cases less than 

or equal to 5 minutes. Th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with 145 cases (38.6%) was the main etiology of CA. Initial 

shockable rhythm was found in 16 patients (7.0%) out of 230 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 patients, of whom 

13 underwent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5.7%), 3 underwent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1.3%). Initial shockable rhythm was 

found in 47 patients  (32.2%) out of 146 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  (IHCA) patients, of whom 40 underwent ventr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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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和电除颤为基础的现代

心肺复苏（CPR）虽广为推广，但仍未能明显提高心

搏骤停（CA）患者的复苏成功率及存活率［1］。CA

时 CPR 的抢救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高质量的 CPR

是提高复苏成功率的重要环节。用标准化的方法改

善复苏效果，提高 CPR 质量，挽救更多生命，一直是

急诊科工作重点之一。为捕捉并有效记录全部复苏

过程，分析比较医护人员的复苏表现，以减少低质量

CPR 所带来的伤害［2］。本院急诊科采用 Utstein 模

式注册登记并录像记录 CPR 全过程用于监测 CPR

质量，对影响复苏质量的时间环节进行分析，为进一

步改进 CPR 工作提供了依据，以期提高急诊科 CPR

成功率，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设计：对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

在本院急诊科出现心脏 / 呼吸停止且采取急救措施

的成人患者（≥18 岁）用 Utstein 模式注册登记表［3］

进行 CPR 注册登记。由主诊急诊医生作为登记第

一责任人，在急诊期间 CPR 完成后负责书面登记。

1.2  登记方法：患者入院后追踪补充登记院内死

亡、存活出院相关资料。

1.2.1  登记内容： ① 患者资料部分：包括性别、 

fibrillation  (27.4%),  and  7  underwent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4.8%).  CPR  by  a  mechanical  device  (Thumper)  was 

performed in 219 patients (58.2%). In 376 patients, 186 patients had 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 49.5%), 

a  successful CPR  (ROSC ≥ 24 hours) was  found  in 110 patients  (29.3%), 99 patients was hospitalized alive  (26.3%) 

and 40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alive (10.6%). In 146 cases of IHCA, 89 patients had ROSC (61.0%), a successful CPR 

was  found  in 63 patients  (43.2%), 56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alive  (38.4%),  and 29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alive 

(19.9%).  In  230  patients  of OHCA,  89  patients  had ROSC  (38.7%),  65  patients  received  pre-hospital  CPR  (28.3%), 

a successful CPR was found in 47 patients  (20.4%), 43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alive (18.7%), and 11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alive  (4.8%).  There  were  37  patients  had  a  successful  CPR  (69.8%),  and  25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alive  (47.2%)  in  53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②  There  were  77  patients  with  valid  video  information  for 

analysis of CPR performance, with 48 patients of OHCA, and 29 patients of IHCA. Delay median time from the patients 

presence in the resuscitation room to be placed in rescue bed was 22 (0, 33) seconds. Hands-off median times during  

10 minutes of CPR was 41 (18, 90) seconds. Thumper installment median times was 43 (31, 69) seconds. Median time for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was 59 (35, 109) seconds. Median time of venous catheter placement was 112 (70, 165) seconds.  

It was shown by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stimated time interval 

from CA to CPR performed, hands-off time and success rate of CPR (t1 = -3.452, t2 = -2.729), rate of discharge alive 
(t1 = -2.328,  t2 = -2.736,  all P  < 0.05).  In 48 OHCA patients,  success  rate  of CP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stimated time interval  from collapse to CPR performed (t = -2.409, P = 0.021). In 29 IHCA patients, success rate of 

CPR and rate of discharge aliv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ands-off times (t1 = -3.412, t2 = -2.536, both P < 0.05).   

Conclusions  Survival to hospital discharge following CA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 interval from collapse 

to  CPR  performed  and  hands-off  times  in  CPR.  Installment  and  usage  of  Thumper  should  be  postponed  in  order  to 

reduce hands-off times during CPR in IHCA.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Utstein Criteria;  Digital video-recording system;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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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既往史、发病时间； ② CA 部分：包括 CA 至

CPR 启动时间、初始心律、CA 原因、院前高级 CPR

情况、CPR 抢救措施； ③ 复苏效果部分：包括复苏

失败（未恢复自主循环）、短暂复苏、基本复苏、成功

复苏、存活出院。

1.2.2  定义：自主循环恢复（ROSC）指经 CPR 后自

主心跳恢复或扪及脉搏并持续≥30 s；短暂复苏指

ROSC 维持 30 s～20 min；基本复苏指 ROSC 维持

20 min～24 h；成功复苏指 ROSC 维持≥24 h；存活

出院指成功 CPR 后经住院治疗维持自主心跳与呼

吸并存活出院。院内心搏骤停（IHCA）为发生在院

落里、急诊科、门诊、放射科、检验科，但不包括发生

在住院部病房的 CA；院外心搏骤停（OHCA）为患

者尚未入院，包括发生在家中、公共场所、来院途中

等场地的 CA。

1.2.3  复苏录像：在抢救室应用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24 h 连续录像记录医护人员 CPR 行为。选择图像

比较清晰、复苏行为容易辨认的录像，由 3 位急诊

医生分析各种复苏操作时间及 CPR 10 min 内无胸

外按压时间。

1.2.4  录像分析复苏操作时间的界定：就诊 - 床上

延迟时间为患者进入抢救室至抬到抢救床上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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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开始胸外按压时间为开始人工或机械（用萨勃

活塞式心肺复苏机器）胸外按压的时间。胸外按压

延迟时间为从患者抬到抢救床上至开始人工或机械

胸外按压的时间。CPR 10 min 内无胸外按压时间为

开始人工或机械胸外按压 10 min 内各种原因未行

胸外按压的累计时间（hands-off time）。安装机械装

置时间为开始安装至开始工作的时间。气管插管时

间为开始气管插管至完成气管插管的时间。建立静

脉通道时间为开始建立静脉通道至完成静脉通道的

时间。无胸外按压时间为就诊 - 床上延迟时间 + 胸 

外按压延迟时间 + CPR 10 min 内无胸外按压时间。

1.3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多元回

归分析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急诊

科注册登记了 376 例 CA 患者。其中男性 248 例，

女性 128 例；年龄 68（53，78）岁，年龄分布见图 1。

  230 例 OHCA 患者中有 62.6% 发生在家中，146

例 IHCA 患者中有 97.9% 发生在急诊科（表 1）。

  365 例 CA 至开始复苏时间 5.0（0.1，20.0）min，

11 例 CA 至开始复苏时间不清楚。CA 主要病因为

急性心肌梗死（AMI，占 38.6%；表 2）。

表 1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急诊科心肺复苏
（CPR）注册登记 376 例患者心搏骤停发生场所分布

场所
发生率

〔%（例）〕
场所

发生率

〔%（例）〕

院外   运动场所   0.9（    2）

  家中 62.6（144）   其他场所   6.1（  14）

  来院途中 13.0（  30） 院内

  公共场所 12.2（  28）   急诊科 97.9（143）

  工作场所   2.6（    6）   门诊   1.4（    2）

  街道   1.7（    4）   放射科   0.7（    1）

  社区诊所   0.9（    2）

图 1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急诊科心肺复苏（CPR）

注册登记 376 例心搏骤停（CA）患者的年龄分布

表 3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急诊科心肺复苏（CPR）注册登记 376 例心搏骤停患者初始心律分布

组别
例数

（例）

可电击心律〔例（%）〕 心室停搏

〔例（%）〕

无脉性电活动

〔例（%）〕

心动过缓

〔例（%）〕

不清楚

〔例（%）〕室颤 室速 合计

全体 376 53（14.1） 10（2.7） 63（16.8） 182（48.4） 74（19.7） 48（12.8） 9（2.4）

院外 230 13（  5.7）   3（1.3） 16（  7.0） 156（67.8） 35（15.2） 19（  8.3） 4（1.7）

院内 146 40（27.4）   7（4.8） 47（32.2）   26（17.8） 39（26.7） 29（19.9） 5（3.4）

表 2 2009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院急诊科心肺复苏
（CPR）注册登记 376 例患者心搏骤停病因分布

病因
百分比

〔%（例）〕
病因

百分比

〔%（例）〕

急性心肌梗死 38.6（145） 心衰 5.1（19）

不清楚 16.0（  60） 代谢紊乱 3.7（14）

呼吸抑制   9.6（  36） 其他心脏原因 3.2（12）

致死性心律失常   6.9（  26） 其他呼吸系统原因 2.4（  9）

低血压、休克   6.1（  23） 颅内高压 1.9（  7）

其他   5.3（  20） 中毒 1.3（  5）

2.2  复苏结果：初始心律分布（表 3）显示，376 例

患者中有 63 例（16.8%）为可电击心律〔包括心室

纤颤（室颤）、室性心动过速（室速）〕，122 例（32.4%）

接受了除颤；应用机械胸外按压 219 例（58.2%）。

OHCA 患者中有 28.3%（65/230）接受院前 CPR。

376 例 CA 患者中气管插管 325 例（86.4%），其中

230 例 OHCA 患者院前完成气管插管 7 例（3.0%）。

  376 例患者中 ROSC 186 例（49.5%），其中 8 例

复苏后意识恢复，家属放弃进一步治疗自动离院；复

苏成功 110 例（29.3%），住院治疗 99 例（26.3%），存

活出院 40 例（10.6%）。146 例 IHCA 患者中 ROSC 

89 例（61.0%），复苏成功 63 例（43.2%），住院治疗 56

例（38.4%），存活出院 29 例（19.9%）。230 例 OHCA 

患者中ROSC 89例（38.7%），复苏成功47例（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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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疗 43 例（18.7%），存活出院 11 例（4.8%）。初 

始心律、CPR 前昏倒时间对复苏效果影响见表 4～5。

表 4 376 例心搏骤停患者初始心律对复苏效果的影响

初始心律
例数

（例）

复苏成功率

〔%（例）〕

存活出院率

〔%（例）〕

心室停搏 182 16.5（30）   1.1（  2）

无脉性电活动   74 25.7（19）   5.4（  4）

室颤   53 69.8（37） 47.2（25）

心动过缓   48 25.0（12）   8.3（  4）

室速   10 70.0（  7） 50.0（  5）

不清楚     9 55.6（  5） 22.2（  2）

表 5 376 例心搏骤停患者昏倒时间对复苏效果的影响

CPR 前

昏倒时间

例数

（例）

复苏成功率

〔%（例）〕

存活出院率

〔%（例）〕

≤5 min 189 46.0（87） 20.1（38）

＞5 min 176 11.9（21）a 1.1（  2）a

不清楚   11 18.2（  2） 9.1（  1）

注：CPR 为心肺复苏；与≤5 min 比较，aP＜0.01

表 6 77 例心搏骤停患者复苏录像分析

各项操作 例数（例） 时间〔s，M（QL，QU）〕

就诊 - 床上延迟时间 77   22（  0，  33）

CPR 10 min 内无胸外按压时间 77   41（18，  90）

安装萨勃时间 63   43（31，  69）

气管插管时间 64   59（35，109）

建立静脉通道时间 32 112（70，165）

注：CPR 为心肺复苏

2.4  多元回归分析：以复苏成功、存活出院作为因

变量，患者年龄、CA 时间、无胸外按压时间为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A 时间、无胸外按

压时间对复苏成功、存活出院有显著影响（表 7）。

进一步将 OHCA、IHCA 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CA 时间对 OHCA 患者复苏成功有显著影

响（表 8）；无胸外按压时间对 IHCA 患者复苏成功、

存活出院有显著影响（表 9）。

表 7 77 例心搏骤停患者各因素对复苏成功率和存活出院率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复苏成功率 存活出院率

β 值 sx 标准化β 值 t 值 P 值 β 值 sx 标准化β 值 t 值 P 值

常量 0.530 0.231 2.295 0.025 0.406 0.172 2.354 0.021

年龄 0.002 0.003 0.050 0.446 0.643 -0.001 0.002 -0.064 -0.568 0.572

心搏骤停时间 0.000 0.000 -0.374 -3.452 0.001 0.000 0.000 -0.265 -2.328 0.023

无胸外按压时间 -0.002 0.001 -0.286 -2.729 0.008 -0.001 0.000 -0.302 -2.736 0.008

注：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8 48 例院外心搏骤停患者各因素对 
复苏成功率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β 值 sx 标准化β 值 t 值 P 值

常量 0.356 0.259 1.375 0.177

年龄 0.001 0.004 0.027 0.178 0.860

心搏骤停时间 0.000 0.000 -0.365 -2.409 0.021

无胸外按压时间 0.000 0.001 -0.054 -0.362 0.719

注：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9 29 例院内心搏骤停患者各因素对复苏成功率和存活出院率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素
复苏成功率 存活出院率

β 值 sx 标准化β 值 t 值 P 值 β 值 sx 标准化β 值 t 值 P 值

常量 0.886 0.548 1.617 0.119 1.116 0.537 2.078 0.049

年龄 -0.001 0.007 -0.030 -0.174 0.863 -0.009 0.007 -0.239 -1.323 0.198

心搏骤停时间 0.000 0.002 0.031 0.181 0.858 0.000 0.002 0.033 0.182 0.857

无胸外按压时间 -0.003 0.001 -0.573 -3.412 0.002 -0.002 0.001 -0.443 -2.536 0.018

注：空白代表无此项

2.3  复苏录像分析：有 77 例患者的 CPR 录像资料

完整、图像清楚，可用于分析。OHCA 48 例，到达医

院前已均无 ROSC；IHCA 29 例，其中急诊科 26 例、

门诊 1 例、放射科 1 例。录像记录复苏分析的各时

间点见表 6。



·  601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6 年 7 月第 28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16，Vol.28，No.7

3 讨 论

  CA 急救特点要求实施高质量 CPR，各种操作

致胸外按压中断时间应尽量小于 10 s，包括准备及

实施电击除颤、气管内插管等急救措施。记录这些

操作过程和 CPR 中断时间，发现薄弱环节，有利于

找到应对措施，改进医疗质量，提高复苏成功率和存

活出院率。Utstein 模式为 CPR 临床研究、医疗质量

持续改进提供了有效、可靠的途径。

  本组 376 例 CA 患者的 ROSC 率、存活出院率

（49.5%、10.6%）及 IHCA、OHCA 患者的 ROSC 率、

存活出院率（61.0%、19.9%，38.7%、4.8%）要高于海

南省多中心 CPR 的研究资料（23.8%、7.4%，36.3%、

11.5%，11.6%、3.3%）［3］，其中 IHCA 患者存活出院率 

低于美国 553 家医院 113 514 例成人患者的研究数

据（22.3%）［4］，OHCA 患者存活出院率低于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2014 年一份总结报告资料（CA 注册 

提高存活率，CARES 10.8%）［5］。本组 230 例 OHCA

患者院前 CPR 率（28.3%）明显低于 CARES 资料

〔旁观者 CPR 40.4%、第一急救者 CPR 26.8%、急救

医疗系统（EMS）CPR 32.7%〕，院外初始可电击心律

（7.0%）明显低于 CARES 资料（20.4%）［5］。较低的

可电击心律应与院前 CPR 率低相关，随着 CA 至开

始 CPR 时间的延长，可电击室性心律失常最终将演

变为心室停顿。而本组院内初始可电击心律（32.2%）

与 Nadkarni 等［6］报道的结果 25% 相近。

  英国国家 CA 审核数据库 2011 年至 2013 年的

数据显示，各种初始心律的 CA 存活率为 18.4%，其

中可电击初始心律的存活率为 49%，非可电击心律

的存活率为 10.5%。本组资料与英国国家数据库的

资料相近，初始心律为可电击心律的 CA 患者存活

率明显高于非可电击心律 CA、无脉性电活动及心

动过缓的患者［7］。

  Wik 等［8］一项关于 OHCA 患者 CPR 质量的

研究显示，患者的存活与尽可能不中断胸外按压相

关。美国心脏协会专家共识认为 80% 的胸外按压

比例（CCF）在各种复苏场所是可以达到的。2015

年 AHA CPR 指南强调施救者应尽可能减少胸外按

压中断的次数和时间，尽可能增加每分钟胸外按压

的次数。对于没有高级气道接受 CPR 的 CA 成人

患者，实施 CPR 的目标应该是尽量提高 CCF，至少

达到 60%。胸外按压中断可能因为急救需要（如心

律分析和人工呼吸）或因施救者受到干扰造成。本

组 77 例患者的录像分析结果显示，除上述 2 个因素

外，就诊 - 床上延迟中位数时间为 22 s，值得关注。

  通过对 77 例患者录像分析资料的多元回归分

析显示，CA 时间、无胸外按压时间对复苏成功和存

活出院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将 OHCA、IHCA 分别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则显示，CA 时间对 OHCA 复苏

成功有显著影响，而无胸外按压时间对 OHCA 复苏

成功并无影响，这并不意味胸外按压不重要，只是如

果没有目击者或旁观者参与 CPR、“120”急救人员

不能及时到达现场，OHCA 至 CPR 启动时间将是患

者能否复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IHCA 分析结果则

显示，无胸外按压时间对复苏成功和存活出院有显

著影响，主要因为 IHCA（主要场所在急诊科内）多

在抢救室心电监护下或在医护人员目击下发生，CA

至 CPR 开始时间少有延迟。除非患者 CA 有不可

逆转病因因素，否则复苏成功和存活出院与尽快实

施 CPR、尽量减少胸外按压中断相关。当然，高质

量 CPR 还包括适当的胸外按压速率、深度，适当的

人工呼吸，胸廓完全回弹，室颤心律尽快除颤，非室

颤心律尽快静脉应用肾上腺素。

  安装胸外按压机械装置、气管内插管、建立静

脉通道等操作对施救者可造成干扰，不同程度地减

少胸外按压的频率和次数。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

（ETCO2）显示，与徒手 CPR 比较，活塞式机械胸外按

压 CPR 在维持心排血量方面可能有优势，但二者在

早期存活率上并无差异［9-10］。从本组资料推测，机

械胸外按压效果好、但复苏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可能

与安装机械装置耗时长（43 s），需要完全中断胸外

按压，使 CCF 降低有关。由于本组资料安装机械装

置例数较少未能确定安装萨勃延迟时间与 CA 复苏

成功、存活出院是否相关。但是因为无胸外按压时

间与 IHCA 复苏成功率、存活出院率显著相关，所以

IHCA 患者进行 CPR 时为减少无胸外按压时间应考

虑推迟安装机械复苏装置。高级生命支持时，尽快

建立静脉通道有利于早期使用复苏药物，因为昏倒

至复苏药物使用时间与 ROSC 相关［11］。有研究显

示，延后气管插管较即刻气管插管具有较高的复苏

成功率［12］，因气管内插管会中断胸外按压，所以如

果操作不熟练，在 IHCA 患者实施 CPR 时为减少无

胸外按压时间，应考虑推迟气管内插管。急诊科医

护人员应加强培训，熟练掌握这些操作技能，优化操

作过程，缩短操作时间，CPR 时急救团队成员间密

切配合，尽量减少这些操作对胸外按压的干扰，对提

高 CPR 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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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本研究显示，CA 至开始 CPR 时间、实施

CPR 中无胸外按压时间与 CA 患者能否复苏成功及

存活出院显著相关。为减少无胸外按压时间，IHCA

患者实施 CPR 时应推迟安装机械复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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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志愿者进行常规心肺复苏培训对改善边远地区院外心搏骤停患者的 
生存预后十分必要：一项全国性的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

  最近有一项前瞻性研究分析了影响边远地区院外心搏骤停（OHCA）患者生存的因素。研究者从 2007 年至 2012 年在全

国范围内收集了 716 608 例 OHCA 患者的资料，分析了无院前医生参与、但有旁观者目击的 193 914 例 OHCA 患者的数据。

结果显示：较近、中间和偏远地区的 OHCA 患者总体具有良好神经功能预后的 1 个月存活率分别为 7.4%、4.1% 和 1.7%，说明

随着所在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降低，OHCA 患者的 1 个月存活率不断下降。同时研究者根据心肺复苏（CPR）类型将患者分为

单纯胸部按压组和常规 CPR 组；根据有无调度员远程指导 CPR（DA-CPR）将患者分为两组；最后按旁观者 CPR（BCPR）类

型将边远地区患者分为无 BCPR、单纯胸外按压有 DA-CPR、常规 CPR 有 DA-CPR、单纯胸外按压无 DA-CPR、常规 CPR 无

DA-CPR 5 组；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心脏和非心脏疾病患者在每一个时间距离地区患者生存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每个

BCPR 类型与生存预后的相关性都会受时间、地域距离和病因的影响（均 P＜0.05）。在边远地区，进行常规 BCPR 的患者存活

率比单纯胸外按压的 BCPR 患者显著升高〔优势比（OR）＝1.26，95% 可信区间（95%CI）＝1.05～1.51〕；无 DA-CPR 的 BCPR

存活患者比有 DA-CPR 的 BCPR 患者多（OR＝1.54，95%CI＝1.29～1.82）。在边远地区，与所有其他 BCPR 组相比，常规 CPR

无 DA-CPR 可明显改善后心脏病因导致 OHCA 患者的存活率。与生存相关的其他因素有从心跳停止到呼救的时间以及呼救

到第一次 CPR 的时间。据此研究者得出结论：旁观者常规 CPR 对改善 OHCA 患者预后十分必要，必须尽一切努力对边远地

区居民进行常规 CPR 培训。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Resuscitation》，2016-06-03（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