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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训练倦怠、睡眠质量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人员机体热调节反应和重症中暑的关系。
方法 选择 2017 至 2018 年某特战队参加 5 km 武装越野夏训的男性官兵 600 例。所有训练人员均在外界环
境温度＞32 ℃和（或）湿度＞65% 的高温、高湿环境中参加 5 km 武装越野训练，根据训练过程中是否发生重症
中暑分为两组。对比分析两组训练人员的年龄、兵龄、体重指数（BMI）、体质评分、训练过程中所处外界环境
（如环境温度、湿度、风速、热指数），以及训练怠倦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心率（HR）、核
心温度（Tc）、出汗量和血清 Na+、K+、Cl- 含量。采用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导致 5 km 武装越野
训练过程中发生重症中暑的危险因素。结果 600 例参加 5 km 武装越野训练人员中有 26 例在训练过程中发
生重症中暑，发生率 4.33% ；发生与未发生重症中暑人员年龄、兵龄、BMI、体质评分等一般情况以及 5 km 武装
越野训练过程中外界环境因素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未发生重症中暑人员比较，重症中暑人员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前训练倦怠各维度和训练倦怠总分均显著升高〔身心耗竭评分（分）：12.4±2.5 比 9.4±3.5，训练
疏离评分（分）：8.8±2.8 比 5.8±2.3，低成就感评分（分）：8.2±2.7 比 5.6±2.3，训练倦怠总分（分）：9.8±3.2 比
6.9±3.2，均 P＜0.01〕，PSQI 中除日间睡眠功能障碍（DD）外各因子评分和总分亦显著升高〔睡眠质量（SQ）评
分（分）：1.0（1.0，2.0）比 1.0（1.0，1.0），入睡时间（SL）评分（分）：2.0（1.0，3.0）比 1.0（1.0，1.0），睡眠时间（SH）
评分（分）：1.0（0.8，2.0）比 1.0（0，1.0），睡眠效率（SE）评分（分）：1.0（0，1.0）比 0（0，0.8），睡眠障碍（SD）评
分（分）：2.0（1.0，3.0）比 1.0（0，2.0），PSQI 总分（分）：1.0（1.0，2.0）比 1.0（0，1.0），均 P＜0.01〕，发病时 HR 显
著加快（次 /min ：120.00±10.57 比 86.49±14.91，P＜0.01），Tc 显著升高（℃ ：41.46±0.57 比 37.97±0.83，P＜
0.01），血 清 电 解 质 含 量 明 显 下 降〔Na+（mmol/L）：130.54±5.97 比 143.15±10.56，K+（mmol/L）：3.72±0.44 比
4.37±0.50，Cl-（mmol/L）：97.58±4.80 比 102.10±2.39，均 P＜0.01〕，训练中出汗量显著增加（g ：395.81±16.16
比 371.88±40.76，P＜0.01）。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训练倦怠总分〔优势比（OR）＝0.653，95%
可 信 区 间（95%CI）＝0.563～0.757〕、PSQI 总 分（OR＝0.693，95%CI＝0.525～0.916）
、HR（OR＝0.871，95%CI＝
0.838～0.908）
、Tc（OR＝0.088，95%CI＝0.043～0.179）、出 汗 量（OR＝0.988，95%CI＝0.979～0.997）、Na+（OR＝
1.112，95%CI＝1.069～1.158）、K+（OR＝13.900，95%CI＝5.343～36.166）、Cl-（OR＝1.393，95%CI＝1.252～1.550）
是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发生重症中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1）。结论 在相同高温、高湿外界环境下，
训练倦怠及 PSQI 总分升高、机体热调节反应过度变化和血清 Na+、K+、Cl- 过度丢失是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
中发生重症中暑的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5 km 武装越野训练 ； 男性 ； 重症中暑 ； 训练倦怠 ；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 心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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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ing burnout, sleep quality and heat regulation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9 年 7 月第 31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19，Vol.31，No.7

· 891 ·

response, severe heatstroke in people performed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Methods 600 male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participated in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in summer from 2017 to 2018 were enrolled. All
trainees participated in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in environment with ambient temperature > 32 ℃ and (or)
humidity > 65%.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whether severe heatstroke occurred during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The age, military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physical fitness score,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ambient temperature, relative humidity, wind speed, heat index), training burnout score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PSQI) score, heart rate (HR), core temperature (Tc), sweating volume and serum Na+, K+, Cl- leve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groups. The risk factors of severe heatstroke during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were
screened by binar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26 cases of severe heatstroke in
600 trainees who participated in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with an incidence of 4.3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military age, BMI, physical fitness scor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between people with or without severe heatstroke.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severe heatstroke, the
dimensions of training burnout and the total average scores of training burnout of severe heatstroke personnel before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hysical and mental exhaustion score: 12.4±2.5 vs.
9.4±3.5, training alienation score: 8.8±2.8 vs. 5.8±2.3, low sense of achievement score: 8.2±2.7 vs. 5.6±2.3, total
score of training burnout: 9.8±3.2 vs. 6.9±3.2, all P < 0.01), all factors except daytime dysfunction (DD) of PSQI and
total PSQI score were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leep quality (SQ) score: 1.0 (1.0, 2.0) vs. 1.0 (1.0, 1.0), fall asleep
time (SL) score: 2.0 (1.0, 3.0) vs. 1.0 (1.0, 1.0), sleep time (SH) score: 1.0 (0.8, 2.0) vs. 1.0 (0, 1.0), sleep efficiency (SE)
score: 1.0 (0, 1.0) vs. 0 (0, 0.8), sleep disorder (SD) score: 2.0 (1.0, 3.0) vs. 1.0 (0, 2.0), total PSQI score: 1.0 (1.0, 2.0)
vs. 1.0 (0, 1.0), all P < 0.01], HR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onset (bpm: 120.00±10.57 vs. 86.49±14.91, P < 0.01),
Tc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 : 41.46±0.57 vs. 37.97±0.83, P < 0.01), serum electrolyte content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Na+ (mmol/L): 130.54±5.97 vs. 143.15±10.56, K+ (mmol/L): 3.72±0.44 vs. 4.37±0.50, Cl- (mmol/L):
97.58±4.80 vs. 102.10±2.39, all P < 0.01], and the amount of sweat during training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g: 395.81±16.16 vs. 371.88±40.76, P < 0.01). Binar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otal score
of training burnout [odd ratio (OR) = 0.65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0.563-0.757], total PSQI score (OR =
0.693, 95%CI = 0.525-0.916), HR (OR = 0.871, 95%CI = 0.838-0.908), Tc (OR = 0.088, 95%CI = 0.043-0.179),
sweating volume (OR = 0.988, 95%CI = 0.979-0.997), Na+ (OR = 1.112, 95%CI = 1.069-1.158), K+ (OR = 13.900,
95%CI = 5.343-36.166), Cl- (OR = 1.393, 95%CI = 1.252-1.550)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heatstroke
during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all P < 0.01). Conclusion Increase in training burnout, total PSQI score,
excessive changes of body heat regulation response and excessive loss of Na+, K+, Cl- in serum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heatstroke during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with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environment.
【Key words】 5-km armed cross-country training; Male; Severe heatstroke; Training burnout;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Heart rate; Electrol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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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是指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机体体温调节

1.1.1

纳入标准 ：① 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环境

功能障碍，水、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衰竭引起

温度＞32 ℃和（或）湿度＞65%〕参加 5 km 武装越

的热损伤性疾病，主要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

野训练 ；② 训练前无发热、腹泻、睡眠不足、低血钾

管功能障碍。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军事训练和

等症状，既往心、肝、肾等器官功能正常，无免疫功

［1-2］

演习，重症中暑时有发生

，已成为军事训练和作

能缺陷 ；③ 夏训前未进行过任何程度的热习服训

战中造成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因素。重症中暑的病因

练 ；④ 每日 8 h、每周 5 d 进行队列动作练习、射击

［3］

主要包括环境因素、个体差异及遗传因素等

。本

研究对 2017 至 2018 年某特战队参加 5 km 武装越

练习、军事技能练习、体能锻炼等低强度常规军事
训练 3 个月以上者。

野夏训人员的训练倦怠和睡眠质量与机体热调节反

1.1.2

应及重症中暑的关系进行调查分析，为重症中暑的

任何药物，包括催眠药物 ；② 存在代谢性疾病，如高

防治提供理论依据，现报告如下。

血压、糖尿病史以及家族史 ；③ 5 km 武装越野训练

1

1.1

对象和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 2017 至 2018 年某特战队参加

排除标准 ：① 在观察前 1～3 个月内服用过

期间有二便行为 ；④ 训练间歇除饮食外服用药物、
运动饮料等补充电解质者。

5 km 武装越野夏训的 600 例官兵作为调查对象，均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解放

为男性 ；年龄 18～34 岁，平均（22.2±4.1）岁。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九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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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入选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1.2.1

研究方法

睡眠时间（SH）
、睡眠效率（SE）、睡眠障碍（SD）
、催
眠药物的应用（SM）和日间睡眠功能障碍（DD）
，共

分组：所有入选者均按照武装越野要求着装，

19 个项目，其中 SM 已在排除标准中，不在调查分析

备等量饮用水。采用计算机生成随机数字并产生分

之列。该量表采用 4 级评分法，
即每个因子按 0～3 级

配序号进行分组，试验过程中要求分配隐藏，测试时

记分，总分由各因子评分累计所得，分值越高，表示

5～7 例一组，
每隔 5 min 放行一组，确保能够及时测

睡眠质量越差。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量生理指标。每周 3 次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共 3 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11，各因子间系数为 0.948、

越野路线相同。

0.979、0.960、0.916、0.954、0.946。

1.2.2

1.2.2.1

1.2.2.5

观察指标及方法
一般资料 ：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前 2 周

进行年龄、兵龄、体重指数（BMI）登记和体质测量。

血清指标、心率（HR）、核心温度（Tc）的检

测 ：于最后一次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后或重症中暑
发病即刻抽取静脉血 6 mL，采用选择性电极法检测

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中的测试方法进

血清 Na+、K+、Cl- 含量，所有检测严格按试剂盒说明

行 50 m 跑、1 000 m 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等体

书操作。同时采用 HR 测试仪监测 HR，并测定 Tc

［4］

质指标测试 ；采用常用仪器测量肺活量。参照《国

（肛温）。

，对

1.2.2.6 出汗量：
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后或重症中暑

上述测量结果进行评分，5 项评分总和的平均值即

发病时用电子人体秤称量裸体体重，并计算出汗量

［4］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大学三、四年级标准
为体质评分。
1.2.2.2

（出汗量＝训练前裸体体重－训练后或重症中暑发

环境因素指标检测 ：虽然整体训练条件要

病时裸体体重 + 训练中饮水量）
，取各次训练均值。

求环境温度＞32 ℃和（或）湿度＞65%，但由于测试

1.2.2.7 重症中暑的判定标准 ：记录 5 km 武装越野

时为 5～7 例一组，每隔 5 min 放行一组，共进行 9 次

训练过程中重症中暑的发生情况，参照《职业性中

训练，且每天每个时间段的外界环境温度、湿度、风

［8］
暑诊断标准》
（GBZ41-2002）
中的临床诊断标准。

速均可能发生改变，所以每组训练前均进行外界环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境温度、湿度、风速的测定，并计算热指数。

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热指数＝42.40+2.049 015 23×TEMP+10.143 331 2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非正态分布计

RH－0.224 755 41×TEMP×RH－0.006 837 83×

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组

TEMP 2 －0.054 817 17×RH 2+0.001 228 74×

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 2 检

TEMP 2×RH+0.000 852 82×TEMP×RH 2 －

验。重症中暑机体热调节反应分析采用二分类多因

0.000 001 99×TEMP ×RH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双侧检验 α ＝0.05，P＜0.05

2

2

式中，TEMP 为环境温度，RH 为相对湿度。
1.2.2.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训练倦怠评估 ：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前

2 周进行训练倦怠评估。综合新兵训练倦怠自评问
［5］

卷

［6］

2

结

2.1

果

一般情况（表 1）：600 例参加 5 km 武装越野

和工作倦怠量表（MBI.Gs） 问卷内容，形成

训练人员中有 26 例在训练过程中发生重症中暑，发

由 13 个条目组成的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倦怠自评问

生率为 4.33%。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两组训练人

卷，包括身心耗竭（含 5 个条目）
、训练疏离（含 4 个

员年龄、兵龄、BMI、体质评分等一般情况比较差异

条目）
、低成就感（含 4 个条目）3 个维度。问卷采用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5 级评分 ：1 分为非常不符合，2 分为有点不符合，
3 分为不太确定，4 分为有点符合，5 分为非常符合；
评分越高，表示训练倦怠程度越高。该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 α 系数为 0.771，量表各
因子间系数为 0.941、0.921、0.904。
1.2.2.4

［7］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

：

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前 2 周采用 PSQI 对受试者进
行评估。该量表分为睡眠质量（SQ）
、入睡时间（SL）、

表1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
两组训练人员一般情况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非重症中暑组 574
重症中暑组
26
t值
P值

年龄
（岁）

兵龄
（年）

BMI
（kg/m2）

体质评分
（分）

22.2±4.2
21.2±3.0
1.715
0.097

2.8±2.7
2.4±1.1
1.636
0.110

21.7±1.8
22.2±2.8
1.338
0.182

85.0±4.6
83.3±4.8
1.855
0.087

注 ：BMI 为体重指数

· 893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9 年 7 月第 31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19，Vol.31，No.7

2.2

环境因素（表 2）：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

表5

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两组训练人员训练时温度、
湿度、风速、热指数等外界环境因素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2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
两组训练人员外界环境因素比较（x±s）

组别

例数
温度
（例） （℃）

非重症中暑组 574
重症中暑组
26
t值
P值

2.3

湿度
（%）

34.5±1.0 69.8±2.6
34.7±1.0 70.0±2.4
0.669
0.422
0.509
0.676

风速
（级）

热指数

2.4±0.5
2.5±0.5
1.079
0.290

43.5±2.0
44.0±1.9
1.417
0.168

训练倦怠评分（表 3）：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

过程中未发生重症中暑人员比较，发生重症中暑人
员训练前身心耗竭、训练疏离、低成就感 3 个维度
评分及训练倦怠总分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1）。
表3

例数 身心耗竭 训练疏离 低成就感
（例） 评分（分） 评分（分） 评分（分）

非重症中暑组 574
重症中暑组
26
t值
P值

9.4±3.5
12.4±2.5
5.944
0.000

5.8±2.3
8.8±2.8
5.489
0.000

5.6±2.3
8.2±2.7
4.952
0.000

总分
（分）
6.9±3.2
9.8±3.2
7.798
0.000

2.4 PSQI 评分（表 4）：与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
中未发生重症中暑人员比较，发生重症中暑人员训
练前 SQ、SL、SH、SE、SD 评分及 PSQI 总分均显著

非重症中暑组
重症中暑组
t值
P值

表6

机体热调节反应（表 5）：5 km 武装越野训练

过程中发生重症中暑人员发病时 HR、Tc 和训练中
出汗量均显著高于未发生重症中暑人员，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电解质（表 6）：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发

生重症中暑人员发病时血清 Na+、K+、Cl- 含量均显
著低于未发生重症中暑人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1）。
表4
组别
非重症中暑组
重症中暑组
Z值
P值

Tc
（℃）

出汗量
（g）

86.49±14.91 37.97±0.83 371.88±40.76
120.00±10.57 41.46±0.57 395.81±16.16
6.985
21.22
2.716
0.000
0.000
0.007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
两组训练人员血清电解质含量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Na+
（mmol/L）

K+
（mmol/L）

Cl（mmol/L）

574
26

143.15±10.56
130.54± 5.97
6.043
0.000

4.37±0.50
3.72±0.44
6.536
0.000

102.10±2.39
97.58±4.80
8.906
0.000

非重症中暑组
重症中暑组
t值
P值

2.7 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7）：
以 5 km
（是＝1，否＝0），以单因素分析中 5 km 武装越野训
练时发生与未发生重症中暑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指标（训练倦怠总分、PSQI 总分、HR、Tc、出汗量
及血 Na+、K+、Cl- 含量）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纳入标准为 P＜0.05，排除
标准为 P＞0.10。结果显示，训练倦怠总分、PSQI 总
分、HR、Tc、出汗量及血 Na+、K+、Cl- 水平均为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发生重症中暑的独立危险因素
（均 P＜0.01）。
表 7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发生重症中暑
危险因素的二分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DD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6

574
26

HR
（次 /min）

注 ：HR 为心率，Tc 为核心温度

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两组
2.5

例数
（例）

组别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是否发生重症中暑作为因变量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
两组训练人员训练倦怠评分比较（x±s）

组别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
两组训练人员机体热调节反应比较（x±s）

危险因素

β值

sx

χ2 值

P值

OR（95%CI）

训练倦怠总分
PSQI 总分
HR
Tc
出汗量
Na+
K+
Cl-

0.427
0.366
0.138
2.433
0.012
0.107
2.632
0.311

0.076
0.142
0.020
0.363
0.005
0.021
0.488
0.055

31.867
6.668
48.246
44.831
7.004
26.984
29.103
36.9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8
0.000
0.000
0.000

0.653（0.563 ～ 0.757）
0.693（0.525 ～ 0.916）
0.871（0.838 ～ 0.908）
0.088（0.043 ～ 0.179）
0.988（0.979 ～ 0.997）
1.112（1.069 ～ 1.158）
13.900（5.343 ～ 36.166）
1.393（1.252 ～ 1.550）

注 ：PSQI 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HR 为心率，Tc 为核心
温度，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未发生与发生重症中暑两组训练人员 PSQI 评分比较〔M（QL，QU）〕

例数（例） SQ 评分（分）
574
26

1.0（1.0，1.0）
1.0（1.0，2.0）
3.935
＜ 0.001

SL 评分（分） SH 评分（分） SE 评分（分） SD 评分（分） DD 评分（分）
1.0（1.0，1.0）
2.0（1.0，3.0）
6.644
＜ 0.001

1.0（0 ，1.0）
1.0（0.8，2.0）
4.141
＜ 0.001

0 （0，0.8）
1.0（0，1.0）
3.520
＜ 0.001

1.0（0 ，2.0）
2.0（1.0，3.0）
4.978
＜ 0.001

1.0（1.0，2.0）
2.0（1.0，2.0）
0.931
0.352

总分（分）
1.0（0 ，1.0）
1.0（1.0，2.0）
8.833
＜ 0.001

注 ：PSQI 为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SQ 为睡眠质量，SL 为入睡时间，SH 为睡眠时间，SE 为睡眠效率，SD 为睡眠障碍，DD 为日间睡
眠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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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密切相关［17-19］；睡眠质量低者，心理压力大，

论

训练倦怠是指训练压力或缺乏训练动力等造

思想负担增加，也容易出现疲劳、厌训、躲避训练等

成训练人员对训练感到持续的、负性的身心疲劳与

消极行为［9］，从而导致运动能力跟不上训练要求，

耗竭的心理和行为状态［9-10］。心理应激是导致训练

训练时出现体能透支和疲劳。机体出现功能下降及

倦怠的重要因素，心理应激反应越强烈，越会对训练

5 km 武装越野训练时体能过度透支和疲劳，最终导

［11］

。本项目调查对象为某

致机体热调节反应失衡，Tc 升高，HR 增快，出汗量

特战队，该部训练环境艰苦，军事训练强度大（夏训

增加及血清 Na+、K+、Cl- 等缺失，引起重症中暑。因

期间每周 3 次 5 km 武装越野训练），标准严（30 min

此，5 km 武装越野训练时发生重症中暑者较未发

内完成），容易造成 5 km 武装越野训练官兵精神紧

生重症中暑者 Tc 升高，HR 增快，出汗量增加，血清

张、心身疲劳，处于不良应激状态，高强度、超负荷、

Na+、K+、Cl- 等缺失严重，PSQI 评分也更高。本研

严标准的军事训练容易导致新兵精神紧张、身体疲

究结果提示，5 km 武装越野训练时重症中暑与睡眠

倦怠水平产生负性影响

［12］

劳，产生应激反应

，心理应激导致情绪低落，甚至

烦躁焦虑，加之军营封闭的管理环境，使应激水平增
［13］

高，产生倦怠心理。训练倦怠是影响身心健康

质量 SQ、SL、SH、SE、SD 等因子评分及 PSQI 总分
密切相关，但与 DD 因子评分无关。

和

对训练倦怠及 PSQI 总分、机体热调节反应和

军事训练绩效的重要因素。5 km 武装越野训练时情

血清 Na+、K+、Cl- 含量与重症中暑的关系进行二分

绪被动，消极应对，训练动作不规则，甚至变形，导致

类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训练倦怠

训练中体力及机体能量消耗相对较大，机体热调节

及 PSQI 总分升高、机体热调节反应过度变化和血

反应失衡，
造成 Tc 升高，HR 增快，出汗量增加。HR

Na+、K+、Cl- 过度丢失是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过程中

增快，特别是当 HR 超过 180 次 /min 时，心排血量

发生重症中暑的独立危险因素。

下降，机体组织缺血、缺氧，导致机体其他器官功能

综上所述，在相同高温、高湿的外界环境下进

受损，引起重症中暑。Tc 过度升高意味着需要散热

行 5 km 武装越野训练时，训练倦怠及 PSQI 总分升

的汗水也就越来越多，随着出汗量的增加和水分的

高、机体热调节反应过度变化和血清中 Na+、K+、Cl-

丢失，某些电解质成分也会随之排出体外，造成具有

过度丢失是发生重症中暑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重要生理作用的 Na 、K 、Cl 等金属离子缺失，使细
胞中一系列生理活动如生物信号转导、能量代谢、
［14-16］

细胞运动等严重紊乱

，导致内环境急剧恶化，

器官及组织不能正常代谢，从而导致机体内环境失
衡，代谢产物堆积及酸中毒，进一步加重组织和内环
境失衡，造成恶性循环，引起重症中暑。因此，5 km
武装越野训练时发生重症中暑者较未发生重症中
暑者不但 Tc 升高，HR 增快，出汗量增加，而且血清
Na+、K+、Cl- 等缺失更严重。
睡眠质量是指人体进入睡眠状态后熟睡深浅
的程度，熟睡深则睡眠质量高，熟睡浅则睡眠质量
低。它是衡量一个人睡眠好坏的本体感受指标。本
次调查采用 PSQI 对参加 5 km 武装越野训练人员
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估，PSQI 评分越高，说明睡眠不
充足，睡眠深度差。睡眠不充足、睡眠深度差者，机
体功能恢复受到明显的干扰，出现功能下降的情况。
同时，由于睡眠不充足，睡眠深度差，白天容易出现
思维迟滞、嗜睡、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能力降
低、记忆力减退等情况，导致 5 km 武装越野训练质
量降低。睡眠质量与压力、情绪、人格以及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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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超声引导下颈内静脉与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术的并发症比较 ：
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已经明确，使用实时超声可以减少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术的并发症。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使用实时超声引导进行不同部位
中心静脉置管术的并发症发生率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RCT），旨在比较实时超声引
导下颈内静脉（IJV）与锁骨下静脉（SCV）穿刺置管术的并发症发生率。韩国的 3 所三级学术医院参加了这项多中心随机研究。
研究人员将 1 48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IJV 组（n＝742）通过右侧 IJV 穿刺置管，SCV 组（n＝742）通过右侧 SCV 穿刺置管。
主要评价指标是总体并发症发生率 ；其他评价指标包括一次穿刺置管成功所需时间、尝试穿刺次数和导管位置。结果显示 ：
两组间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JV 组为 0.1%，SCV 组为 0.7% ；P＝0.248）。在 IJV 组中，0.1% 的患者发生
误穿动脉；在 SCV 组中，误穿动脉发生率为 0.6%，气胸发生率为 0.1%。IJV 组一次穿刺置管成功率明显高于 SCV 组（98.4% 比
95.9%，P＝0.004），一次穿刺置管成功所需时间和中位尝试次数均明显低于 SCV 组（P 值分别为＜0.001 和 0.006）。SCV 组导
管错位发生率明显高于 IJV 组（5.9% 比 0.4%，P＜0.001）。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实时超声引导下 IJV 与 SCV 穿刺置管术
的并发症发生率非常低 ；与 IJV 穿刺置管相比，SCV 穿刺置管没有优势。
罗红敏，编译自《Intensive Care Med》，2019，45（7）：968-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