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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预警体系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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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热浪频发，热相关疾病发生率逐渐上升，中暑为最严重的病况，具有高病死
率、高后遗症发生率的特点。有效的中暑预警可通过监测某些指标预测中暑发生的可能，以降低中暑发生率，减
轻危害，但当前对中暑预警体系尚无统一总结。中暑的发生涉及气候环境和个体易感性两个关键方面，而个体
易感性又表现为热耐受能力差异。本文将从气候环境的炎热指数、热指数、湿球黑球温度（WBGT）指数、体感 
温度等指标，以及个体易感性和综合分析方面来综述当前中暑的预警体系，以供相关领域的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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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global warming and frequent heat waves, the incidence of heat-related-illnes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heatstroke is the most serious clinical syndrome, with high mortality and incidence of sequelae. 
Effective heatstroke warning aim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and the harm of heatstroke by monitoring certain parameters 
and forecasting the possibility of suffering heat illness, however, there is no unified summary of the heatstroke early 
warning system at present. The occurrence of heatstroke involves two key aspects: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and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is manifested as the difference in heat tolerance ability.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the current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heatstroke from climate environment, such as effective temperature, heat 
index,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WBGT) index, somatosensory temperature, etc., and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for the 
referen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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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暑是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和（或）剧烈运动一定时

间后，产热-散热构成的热平衡被破坏，机体局部或全身热蓄

积超过体温调节代偿限度时发生的一组疾病［1］。中暑因严重 

程度不同可表现为头晕、口渴、心悸、面色潮红、多汗，甚至

面色苍白、四肢厥冷，更有甚者可表现为肌肉抽搐、晕厥［2］。 

中暑平均发病率为（17.6～26.5）/10 万，高发区可达 250/10 万 

（沙特阿拉伯）。从 1995 年开始，热浪陆续席卷芝加哥、法国、

中国、印度等地区［3-6］，引起超额病死率增加 ；2021 年 7 月，

美国西部高温天气导致大约 200 人死亡。热射病为中暑最严

重的形式，分为劳力型热射病（exertional heat stroke，EHS）和

经典型热射病（classic heat stroke，CHS）。EHS 为运动员训练

活动中第三大主要死因，病死率为 2.0%～26.5% ；CHS 发生 

率及病死率与气候和热浪的发生明显相关 , 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差异较大［7］。

 热射病发生后短时间内可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依据合并器官损 

伤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肾、心血管、肝、凝血、代谢、脑、肺、

胃肠道等［8］。热射病的机制除热的直接细胞毒性外，还有继

发于细胞凋亡的血管内皮损伤、炎症反应和凝血激活［9］。细

胞凋亡过程有多种分子参与，动物实验表明，热打击后 Bax 

可以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而 Bcl-2 和褪黑素的作用

则相反［10-11］。热射病引起血液再分配，肠血流量减少、肠缺

血缺氧、肠屏障打破，肠道内毒素入血扩大了原有的炎症反

应。热射病一旦出现即启动了凝血 ：高热促进血液凝固，使

血管通透性增加，并增加了细胞表面黏附分子及其可溶性形

式脱落 ；细胞凋亡释放的物质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改变血

管通透性和打破抗凝- 促凝平衡，从而引起凝血紊乱。中暑

脑损伤除与炎症介质相关外，还与多巴胺显著减少、5- 羟色

氨酸积聚等局部分子异常相关［12］。

 早期治疗中暑的关键点为降温，后期为器官功能支持。

在发生 EHS 时，使用冷水浸泡法降温较为安全有效，对于穿

着全套美式足球制服的运动员来说亦是如此，血管内球囊导

管系统亦可实现每分钟 0.1 ℃的温度降幅［13-14］。根据具体受 

损器官予以相应支持为治疗热射病的第二关键点：持续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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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不仅可以替代肾脏清除代谢产物及调整酸碱代谢，还可

以清除因热损伤产生的炎症介质［15］；高压氧可改善细胞缺

血缺氧、维持血脑屏障及抗神经元凋亡，最终改善中暑脑损 

伤患者意识等［16］。

 总之，中暑过程可概述为机体在热暴露下激发热应激

（即热环境下发生的生理变化）以增强散热，当热应激不足以

维持产热与散热平衡时，热储量增加，引起中心体温超过极

限体温及后续一系列改变。中暑预警有助于在中心体温升高

之前或者在中心体温升高引起继发性损伤之前及时干预，打 

断进程，以减少中暑的发生及危害。中心体温升高与机体热

平衡有关，继发性损伤发生与否与个体易感性有关，因此，中

暑预警将围绕着气候环境和个体易感性展开。

1 气候环境与中暑预警 

 热平衡是中心体温恒定的关键，涉及代谢产热、作功和

散热。代谢产热除用于作功外，还可通过传导、对流、辐射、

蒸发散热，若代谢产热大于散热与作功之和，热储量即增加，

中心体温升高［17-19］，超过极限中心体温时则发生中暑。散

热能力与气温、湿度、风速等气候要素密切相关，辐射散热

主要发生在 15～25 ℃时，蒸发散热在湿热环境中更具优势，

对流散热取决于物体间的温差和空气流速。从最初的气温、

相对湿度等到 19 个评估环境的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WBGT），再到热指数［20］，说明气候环

境是中暑预警的重要主题。气候环境中暑预警旨在指导个

体活动，减少热暴露，防止中心体温升高，已有研究证明使用

空调、调整活动时间、穿轻薄色浅服饰等行为有助于减少热

相关疾病的发生［21-22］。

1.1 气候指标评估法 ：气候指标评估法是用特定的气候相

关指标进行中暑预警，是常见且公认的方法，常用指标包括

炎热指数、热指数、WBGT 指数等。

1.1.1 炎热指数：黄卓等［23］ 在对武汉市 1994 年和 1995 年的 

7 月至 8 月逐日中暑病例进行分析时发现，热浪等级与中暑

人数具有较好的正相关性。炎热指数是判别热浪等级常用的 

综合气象指标，可根据公式计算［23-24］。

炎热指数＝1.8×Tmax－0.55×（1.8×Tmax－26）×（1－RH）+32

式中，Tmax 为日极端最高气温，单位为℃ ；RH 为日平均相

对湿度，单位为 %。

 计算炎热指数后可划分炎热等级，结合相应炎热等级持

续时间进行高温中暑气象等级划分，进而指导行为活动，预

防中暑。值得注意的是，高温干热（相对湿度较低）与高温

湿热（相对湿度＞60%）的计算方式有差异［25］。

1.1.2 热指数 ：热指数的计算参数为气温和相对湿度（或者

露点温度），其与炎热指数的区别是可以随时计算，美国气象

局将其作为中暑预警指标，纳入天气预报系统，在官网上给

出了相应计算工具，还综合地理位置、每小时气象情况、相

关症状及急救方法开发了相应软件以便中暑预警及救治。

有研究表明，缺乏 WBGT 指数时，热指数在职业热环境暴露

研究中也可作为热耐受最高值的代替指标［26］。陈辉等［24］

的研究也表明，热指数的中暑预警效果不劣于炎热指数。

1.1.3 WBGT 指数 ：WBGT 指数亦称三球温度，单位为℃，

由黑球温度（globe temperature，Tg）、自然湿球温度（nature 

wet bulb temperature，Tnw）和干球温度（air temperature，Ta）

组成，综合考虑了气温、风速、空气湿度和热辐射 4 个因素，

广泛应用于职业环境的评估［20，27］。Tg 反映热辐射及风速，

Tnw 测的是露点温度，Ta 即气温，可以根据公式计算 WBGT

指数［28］。

WBGT 指数＝0.7×Tnw+0.3×〔∝（Tg－Ta）+Ta〕

式中，∝为辐射吸收率。室内∝＝1 ；室外考虑到布料颜色

对黑球温度计的影响，∝＝0.67。

                  室内 WBGT 指数＝0.7×Tnw+0.3×Tg

                  室外 WBGT 指数＝0.7×Tnw+0.2×Tg+0.1×Ta

 日本将 WBGT 指数作为预防中暑的重要指标，1998 年

WBGT 指数极端高温政策正式引入澳大利亚公开赛［29］，美

国职业热暴露评估使用最广泛的仍是 WBGT 指数。

1.2 体感温度：体感温度可用经验公式计算。朱寿燕等 ［30］ 提 

出，若U＞0.13×T 2－13.5×T+363且T＞30，则T＝0.005 147× 

T 2－0.023 135×T×U+0.000 006 543×T 2×U 2+0.000 011 07× 

T 3×U－0.000 000 404 3×T×U 3+32.99；否则 Ta＝0.766 4× 

T－0.000 869 3×U 2－0.000 244 9×T 2×U+0.000 060 59×T× 

U 2+0.000 010 08×T 3×U+4.00。式中，Ta为温湿体感温度（℃）， 

T 为空气温度（℃），U 为空气相对湿度（%）。

 气候指标运用更广泛的是以热平衡为基础的体感温度。

Höppe ［31］ 提出环境对人体的热影响需考虑所有热相关参数； 

60 年代末，丹麦学者 Fanger ［32］ 提出了热舒适方程，创造了热 

平衡模型，并应用于人类生物气象学，随后该模型被大量应

用。热平衡模型既可用于人体舒适度评估，还可用于中暑预

警［33］。热平衡模型综合考虑了产热和散热因素，涉及机体代

谢、服饰、皮肤血流量、出汗率等参数，准确地从热物理学和 

热生理学角度计算体感温度，较其他方法检验效度更强［34］。

2 机体热负荷与中暑预警 

 热负荷引起热应激，表现为增强散热以维持中心体温恒

定，即心率加快，出汗增加；当散热不足时，中心体温升高，此

时患者处于热耐受状态，超出热耐受极限，则发生中暑。除上 

述变化外，机体处于热负荷状态下还会出现血液指标改变。

2.1 生命体征与出汗 ：心率和中心体温变化是热负荷研究

的重点，也是热耐受能力评估的重要指标。一项 5 km 武装越

野训练研究表明，体温、脉搏、血压降变率与血氧饱和度指

数均是重症中暑的危险因素及预后的预测指标［35］。Methner 

和 Eisenberg ［36］ 认为，热应激的标准应为：① 心率＞（180－年 

龄）次 /min 并且至少持续 3 min ；② 工作强度达到高峰后静

息心率＞110 次 /min ；③ 中心体温＞38.5 ℃，非耐受者中心

体温＞38 ℃。当达到热应激标准时，应停止热环境作业，否

则会产生热损伤。可以看出，是否适应热环境的标准不同。

游嘉［37］在研究热应激负荷生物学评价指标时发现，作业后

心率显著增加，且随着作业强度增加而增加，可作为评价指

标之一。部分学者认为，热负荷下生理指标变化可分为生理

上限和耐受极限，生理上限在机体代偿范围内 ；当处于耐受



·  779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7 月第 34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22，Vol.34，No.7

极限时，部分人会出现较严重的中暑前驱症状，不能继续劳

动，否则就会发生中暑。心率生理上限为 145 次 /min，中心

体温生理上限则与测量部位相关，口腔温度为 37.4 ℃，肛温

为 38.5 ℃；耐受极限心率为 174 次 /min，口腔温度为 38.3 ℃，

肛温为 39.4 ℃。

 出汗（蒸发散热）是热应激形式之一，由交感神经控制，

主要受气候要素调节。1.7 mL 汗液可带走 4.18 kJ 热量，出汗

1 h 最多可带走 2 508 kJ［9］。出汗量＝试验前裸体质量－试 

验后裸体质量［38］，出汗量是否超过体质量的 1.5% 是高温工

人热应激的综合指标；李庆华等［39］研究显示，恰当补充碳水

化合物、钠及钾能保护心、肝、肾等器官功能，显著降低热应

激时的心率、中心体温及热射病的发生率。许弟群等［40］制

作了研究热习服汗液离子成分变化的集汗袋 ；肖辉等［41］发 

现，随热负荷增加，湿热环境下人体汗液中 Na+ 和 Cl- 水平

进行性下降，而 K+ 水平变化不明显。说明或许可通过出汗

量及汗液中电解质水平进行中暑预警。

2.2 血液指标变化 ：热耐受状态进展到中暑除生命体征变

化外，血液中反映水、电解质、器官功能的指标也发生异常。

 董柔等［42］研究热习服对体液调节激素的影响时发现，

与常温常湿组（温度 25 ℃，相对湿度 50%）相比，高温力竭组

（温度 38 ℃，相对湿度 50%）大鼠运动后血浆渗透压升高，醛

固酮、抗利尿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ADH）增加，心钠尿

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ANP）降低，Na+ 水平增加，同时 

下丘脑中 ADH mRNA 表达也增加。说明高温高湿环境中出

汗、脱水可减少血容量，升高血浆渗透压，引起肾素分泌增

多和 ANP 减少，下丘脑 ADH 基因表达增加，增强水钠重吸

收，从而拮抗高温导致的容量减少。

 游嘉［37］还发现，热环境作业后机体血清中丙氨酸转氨

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尿素氮水平均显著升高 ；另外，血液

中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增加，总抗氧化能力

下降，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降

低。一般情况下，ALT 和 AST 主要位于细胞内，血液中含量

升高说明细胞受损。有研究者认为，运动及高温可由线粒体

氧化磷酸化、细胞内钙再聚集和黄嘌呤氧化酶途径产生活

性氧［43-44］，这与 MDA 含量升高同步；增多的 MDA 等自由基

与细胞膜的脂质双层、蛋白质发生反应，改变膜的流动性及

通透性、增大膜孔，造成肝酶释放 ；自由基消耗机体大量抗

氧化酶，过氧化氢（H2O2）可抑制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等还原酶的活性，活性氧还

可使 SOD 的β2折叠为无规则卷曲，改变酶结构、降低其活

性［45］。重症中暑存在肝脏功能受损［46-48］，上述研究表明在

热负荷后 ALT 和 AST 升高，说明肝功能异常在热负荷到中

暑的过程中可能持续存在，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界值提示中暑

即将发生？ MDA 等氧化物质又是否可作为中暑预警的生物

学指标？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梁涵等［49］发现，给予大鼠

每天 2 h 且为期 14 d 的热习服训练后（热习服组；温度 36 ℃， 

相对湿度 60%，自由活动 1 h，14 m/min 平板跑步 1 h），血液

中三甲胺氧化物、谷氨酸和脂质的含量均下降 ；且同样进行

热运动刺激试验后，热习服组三甲胺氧含量也低于对照组

（温度 24 ℃，相对湿度 60%，自由活动 2 h）。说明三甲胺氧化

物很有可能成为热习服客观评价指标，但该研究中并未描述

三甲胺氧化物在对照组的变化趋势，不排除其作为中暑预警

生物学指标的可能。肌酐、尿酸水平要达到一定作业强度时

才会发生改变。热应激后，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在 

人和动物体内均升高［37，50］；且有研究表明，热射病心肌受损

的发生率高达 43.4%～65.2%，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可预测热射病心肌受损患者

的预后［51］。凝血功能异常在重症中暑患者中出现最早，第

3 天异常率为 100%［46，52］。

 研究表明 , 血液中肌钙蛋白 I、CK、K+ 等可在一定程度

上快速评估热射病的病情及并发症［53］；在热适应后、中暑发

生前，血中电解质、激素亦显著变化，可伴随器官损伤指标

升高，如转氨酶、尿素氮等，但其预测中暑发生的临界值尚 

不清楚。游嘉［37］发现，在热应激时，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皮

质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HPA 轴）功能 

增强以适应热环境，表现为皮质醇升高，可作为评价机体热

应激的直接指标，与血浆皮质醇相比，唾液皮质醇不受血清

相应结合球蛋白及唾液分泌速度的影响，更适合评价 HPA

轴的活动。该研究者还发现，唾液皮质醇水平随着作业强度

增大而升高，但用于早期识别中暑的临界值尚未明确。

3 个体易感性与中暑预警 

 气候环境在中暑发生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在同样的环

境中，有些人更容易中暑，这与个体易感性相关。从微观上

看，热耐受与基因有关，热休克蛋白基因的表达可增强机体

热耐受，热休克因子 1 可双向调控热休克蛋白的表达［54］；从

宏观上看，心肺基础疾病、肥胖、高龄、某些药物服用史及经

济状况差等均是热相关疾病的易感因素［55-57］。心肺疾病影

响最大心排血量，肥胖影响体内热储量，高龄各项功能衰退， 

可以认为除客观因素外（如经济条件），个体易感性最终表现

为热耐受能力差异，热耐受试验是对热耐受能力最直接的评

估方式。

 根据目的、要求不同，热耐受试验形式多样。经典热耐

受试验为身着短袖和短裤在温度为 40 ℃、相对湿度为 40%

的环境中，以 5 km/h 的速度在 2% 斜坡上运动 2 h。监测指

标为心率及肛温，每 5 min 记录 1 次，同时记录开始和结束时

数值，若肛温≥38.5 ℃或心率≥145 次 /min 则为热不耐受 ；

若心率及肛温处于临界值，则根据最后 1 h 内肛温差值判断，

差值＞0.45 ℃认为热不耐受。若结果为热不耐受，则不建议

患者进入或再次返回湿热环境作业［58］。以色列军方用该试

验评估中暑士兵是否可再次进行相关训练。Schermann 等［59］ 

研究表明，热耐受试验可作为中暑的二级预防，重复评估机

体的热耐受性，试验时间越近，越能反映当前状态，并可对曾

中暑患者再次中暑的可能性进行危险程度分层。

 不同于中暑临床恢复 3 个月后进行热耐受试验，有研究

表明，在早期（即临床痊愈 2 周内）进行热耐受试验不影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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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一致性及参试人员的安全，有助于相关人员及早返回工

作场所［60］。

4 综合分析法与中暑预警 

 采用综合分析法进行中暑预警是指在回顾性收集病例

资料和气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确定不同气象要素

权重并进行中暑气象预警，其统计方法为多元回归模型。该

方法综合了气象要素和患者发病情况，可对中暑年龄、中暑

发生集中时间等进行分析。在一项 2003 至 2007 年的中暑指

数等级研究中发现，中暑人数与当日气温、气压、日照时数

呈正相关，与总云量、相对湿度呈负相关，其中气温为关键， 

这与影响热相关病死率的因素一致［61］。陈正洪等［62］研究武

汉市中暑病例资料时发现，中暑年龄均匀分布为 3 个峰，分

别为 40～49 岁、20～29 岁、70～80 岁，而中暑死亡年龄则为

单峰，且 60 岁以上占 89.8%。该研究和王珊等［63］的研究都 

通过分析气象要素、建立中暑模型及检验中暑模型等一系

列流程，最后明确了应用中暑指数进行中暑预警的有效性。

王珊等［63］发现，5 月至 8 月日中暑人数与气温类因子呈显著

正相关，与日平均气压呈显著负相关 ；5 月至 7 月日中暑人

数与相对湿度无明显相关性，8 月则呈显著负相关，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 4 个多元回归模型以计算中暑等级指数，从而 

进行中暑气象预警。

5 结 语 

 不管是用炎热指数、WBGT 指数等提醒群众调整行为进

行群体中暑预警，还是评估热耐受能力进行个体中暑预警， 

目的都是减少中暑发生，有助于群体健康。本文从气候环境

和个体易感性两个角度梳理了中暑预警方法及可能应用指

标，但对于这些指标的研究及应用仍处于发展阶段，开发针

对热环境作业人员的中暑预警手段、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

素结合，制定个体化中暑预警方案，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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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的疗效和安全性

 血管外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是在胸骨下植入一根导线，以实现与经静脉 ICD

相似的预防起搏暂停、抗心动过速和除颤的装置。目前血管外 ICD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不清楚。为此，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前瞻

性、单组、非随机、上市前的全球临床研究，纳入 ICD 适应证为Ⅰ类或Ⅱa 类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了血管外 ICD 系统。主要

疗效评价指标是植入时的除颤成功率。疗效达标定义为除颤成功率的单侧 97.5% 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下限大于

88%。主要安全性评价指标是 6 个月时无主要系统或手术相关并发症。安全性达标定义为无并发症患者比例的单侧 97.5%CI 
下限大于 79%。结果显示：该研究共招募了 356 例患者，其中 316 例尝试了血管外 ICD 植入。在可诱发室性心律失常并完成除

颤试验方案的 302 例患者中，除颤成功率为 98.7%（单侧 97.5%CI 下限为 96.6%；与 88% 的疗效目标比较，P＜0.001）；316 例患 

者中有 299 例（94.6%）出院时 ICD 系统正常工作。Kaplan-Meier 曲线分析显示，6 个月时无主要系统或手术相关并发症的患者

比例为 92.6%（单侧 97.5%CI 下限为 89.0% ；与 79% 的安全性目标比较，P＜0.001）。该研究没有报告重大的术中并发症。在 

6 个月时，316 例患者中有 23 例（7.3%）出现 25 种主要并发症。抗心动过速起搏的成功率为 50.8%（95%CI 为 23.3%～77.8%）。 

共有 29 例患者在 81 次心律失常发作中接受了 118 次不当电击。在 10.6 个月的平均随访期内，有 8 例患者去除了血管外 ICD 装 

置。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血管外 ICD 可被安全植入，并且能够在植入时检测并终止诱发的室性心律失常。

罗红敏，编译自《N Engl J Med》，2022-08-28（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