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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急诊医师心肺复苏（CPR）通气治疗现状。方法  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至 19 日，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参加2015年北京协和急诊医学国际高峰论坛的800名医师进行问卷调查，了解CPR过
程中通气治疗现状。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 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38 份（占 79.75%）；参与调查者分别来自北
京市、河北省、山东省、广东省、辽宁省等 29 个省市地区；其中男性 331 名，女性 307 名；91.54%（584 名）为急
诊科医师，77.90%（497 名）来自三级医院，17.55%（112 名）来自二级医院。在 CPR 时，86.4%（551 名）受调查
医师常规给予气管插管；在给予气管插管后，25.8%（142 名）医师采用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74.2%（409 名）医
师采用呼吸机辅助通气。在使用呼吸机进行通气的医师中，301 名（73.6%）医师采用容量控制通气模式，334 名 

（81.7%）医师将呼吸频率设置为低于 15 次 /min，89.2%（365 名）的医师将潮气量设置为 400～500 mL。当选择
流量触发时，79.7%（326 名）的医师将灵敏度设置为 1～6 L/min，16.4%（67 名）的医师选择默认参数，不调整流
量触发参数；当选择压力触发时，75.1%（307 名）的医师将灵敏度设置为 -1～-6 cmH2O（1 cmH2O＝0.098 kPa）， 
20.3%（83 名）的医师选择默认参数，不调整压力触发参数。而在 CPR 使用呼吸机进行通气时，84.8%（347 名）
的医师常见到呼吸机报警，报警类型分别为高峰压〔39.6%（162/409）〕、低每分通气量〔24.9%（102/409）〕、高呼
吸频率〔21.3%（87/409）〕，但仅有 67.2%（275 名）的医师会重新调整通气模式相关参数，仅有 59.2%（242 名）的
医师会观察实际呼吸频率。结论  在 CPR 中进行人工通气时，大部分急诊科医师倾向于使用气管插管及机械
通气；在呼吸机模式选择上，常采用容量控制通气模式；在呼吸机参数设置上，通气频率并未严格按指南要求，
且大部分吸气触发设置过低，极易导致过度通气，同时急诊科医生常忽视实际通气频率；大部分呼吸机常出现
报警，但仅有 67.2% 的急诊科医师会重新调整通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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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ventilation dur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in  Chinese  emergency  physicians.  Method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survey  main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PR  ventilation  practice  performed  by  800  physician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eking Union 
International Summit for Emergency Medicine from April 17th to 19th, 2015.  Results  A total of 8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638  (79.7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taken  back;  the  responders  joining  the  survey  came 
from 29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Beijing, Hebei, Shandong, Guangdong, Liaoning, etc. There were 331 males 
and  307  females;  91.54%  (584  responders)  were  emergency  physicians  and  77.90%  (497  responders)  came  from 
tertiary  hospitals,  17.55%  (112  responders)  came  from  the  secondary  hospitals.  Regarding  ventilation  during  CPR, 
86.4%  (551  responders)  declared  the  patients  was  routinely  given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fter  intubation,  25.8% 
(142  responders)  adopted  bag-mask  ventilation,  and  74.2%  (409  responders)  appli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hen 
a  ventilator  was  used,  301  (73.6%)  responders  used  the  volume  controlled  ventilation mode,  334  (81.7%)  responders 
set  the respiratory rate (RR) lower than 15 bpm, while 89.2% (365 responders) used the tidal volume set at a range of 
400-500 mL. When  adopted  the  flow  triggering  sensitivity,  79.7%  (326  responders)  set  the  sensitivity  at  1-6 L/min,  
while  16.4%  (67  responders)  selected  the  default  parameter,  not  adjusting  the  flow  triggering  parameter;  when 
adopted  the  pressure  triggering  sensitivity,  75.1%  (307  responders)  set  the  sensitivity  between  -1  to  -6  cmH2O  
(1  cmH2O  =  0.098  kPa)  and  20.3%  (83  responders)  selected  the  default  value,  not  adjusting  the  pressure  triggering 
parameter. When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  was  adopted,  84.8%  (347  responders)  declared  often  experiencing 
problems with MV, such as airway high peak pressure alarms  [39.6% (162/409)],  lower ventilation volume per minute 
alarms  [24.9%  (102/409)],  higher  respiratory  frequency  alarms  [21.3%  (87/409)],  but  only  67.2%  (275  responders) 
would again adjust the ventilation mode related parameters and only 59.2% (242 responders) would observe the 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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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atory  frequency.  Conclusions  With  regards  to  artificial  ventilation  during  CPR,  the  majority  of  emergency 
physicians  tend  to  adopt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nd  commonly  use  the  volume  controlled  mod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mong  the  ventilator  parameter  setting,  the  RR  is  not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PR  guidelines,  
and most of the inspiration triggering sensitivity setting was too low, very easily to induce hyperventil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emergency  physicians  often  neglect  the  practical  RR;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ventilation  such  
as frequent alarms, only 67.2% of the emergency physicians would again adjust the ventilation parameters.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Ventilation mod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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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肺复苏（CPR）的过程中，人工通气一直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人们对复苏机制认识

的深入，CPR 的通气方式不断更新。2015 年美国心

脏协会（AHA）CPR 指南中多次强调避免过度通气，

仅对通气频率提出推荐意见，而对于采用何种通气

方式及参数（潮气量、触发）尚无定论［1］。本次调查

旨在了解急诊科医师进行 CPR 时采用的通气方式，

以期为急诊科医师选择合适的机械通气模式提供 

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由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设计调查方

案，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采用现场、匿名方式作

答。以参加 2015 年北京协和急诊医学国际高峰论

坛的医师为研究对象，按照设计好的调查表，对研究

对象进行关于 CPR 通气方式的问卷调查。

1.2  调查内容：调查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性别、年龄、职称、科室、医

院级别、省份。第二部分为在 CPR 时，研究对象给

予的具体通气策略：是否气管插管及实际采用的通

气方式；主观上更倾向的通气方式；是否使用呼吸

机及相关通气参数设定；呼吸机辅助通气时，是否

经常报警及报警类型，是否重新设定通气模式及观

察实际呼吸频率。

1.3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资料整

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人数和百分比表示。

2 结 果

2.1  问卷回收：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689份， 

回收有效问卷 638 份，有效回收率为 79.75%。

2.2  参与中国急诊医师 CPR 通气治疗现状问卷调

查者的一般情况（表 1）：提供有效调查问卷的参与

者共 638 名，男性和女性比例相当；年龄多＞40 岁，

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占 68.66%，所属科室主要为急诊

科，医院级别多为三级，二级医院仅占 17.55%。调

查对象分别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地区，但多以北京周

边省市居多。

表 1 参与中国急诊医师 CPR 通气治疗现状问卷调查
638 名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项目
百分比

〔%（名）〕
项目

百分比
〔%（名）〕

性别 医院级别
  男性 51.88（331）   三级医院 77.90（497）
  女性 48.12（307）   二级医院 17.55（112）
年龄   一级医院   2.35（  15）
  ＜ 30 岁 13.95（  89）   未知   2.19（  14）
  31～40 岁 52.19（333） 省市地区
  41～50 岁 24.92（159）   北京 25.39（162）
  51～60 岁   3.76（  24）   河北 15.36（  98）
  不详   5.17（  33）   山东 10.19（  65）
职称   广东   7.21（  46）
  主任医师   7.37（  47）   辽宁   4.86（  31）
  副主任医师 20.38（130）   山西   4.23（  27）
  主治医师 40.91（261）   河南   3.61（  23）
  住院医师 25.71（164）   江苏   3.61（  23）
  其他   5.64（  36）   浙江   3.61（  23）
科室   天津   3.45（  22）
  急诊科 91.54（584）   上海   2.98（  19）
  重症科学科   3.13（  20）   四川   2.98（  19）
  其他   5.33（  34）   其他 12.54（  80）

2.3  调查对象在 CPR 时的通气策略

2.3.1  参与中国急诊医师 CPR 通气治疗现状问卷

调查者 CPR 时的通气方式调查结果（表 2）：在调查

者中，仅有13.6%的医师在CPR时不给予气管插管，

直接给予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86.4% 在 CPR 时行

气管插管，25.8% 的医师采用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

74.2% 医师采用呼吸机辅助通气。

2.3.2  参与中国急诊医师 CPR 通气治疗现状问

卷调查者 CPR 时的呼吸机使用情况调查结果 

（表 2～3）：在使用呼吸机通气者中，73.6% 的医师

采用容量控制通气模式，26.4% 采用压力控制通气

模式；81.7% 将呼吸频率设置为＜15 次 /min，89.2%

将潮气量设置为 400～500 mL。当选择流量触发

时，79.7% 将灵敏度设置为 1～6 L/min，16.4% 不调

整流量触发参数；当选择压力触发时，75.1% 将灵

敏度设置为 -1～-6 cmH2O（1 cmH2O＝0.098 kPa），

20.3% 不调整压力触发参数。而在 CPR 使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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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参与中国急诊医师 CPR 通气治疗现状问卷调查
638 名医师 CPR 时的通气方式调查结果

问题
调查人数
（名）

是
〔名（%）〕

否
〔名（%）〕

CPR 时个人是否更倾向于
  使用呼吸机

638 495（77.6）143（22.4）

CPR 时是否常规进行气管插管 638 551（86.4）    87（13.6）

CPR 时气管插管后是否使用
  呼吸机 a 551 409（74.2）142（25.8）

CPR 使用呼吸机时是否选用
  容量控制通气模式 b 409 301（73.6）108（26.4）

CPR 使用呼吸机时是否经常报警 b 409 347（84.8）  62（15.2）

CPR 使用呼吸机时是否观察
  实际呼吸频率 b 409 242（59.2）167（40.8）

CPR 使用呼吸机时如发生报警
  是否调整通气模式 b 409 275（67.0）134（32.8）

注：a 为仅需 CPR 常规进行气管插管的调查者回答；b 为仅需
CPR 气管插管后使用呼吸机的调查者回答

过度通气，同时急诊科医生常忽视实际通气频率。 

④ 大部分呼吸机常出现报警，但仅有 67.2% 医师重

新调整通气参数。而国外的调查显示，CPR 中呼吸

机使用比例及遇到呼吸机报警比例均明显低于本

次调查结果；同时也指出在 CPR 中，由于指南关于 

通气方面的推荐意见等级较低或缺乏明确的推荐 

意见，故导致实际的通气方式与指南推荐差异 

较大［2］。

  在 CPR 中，应该如何合理通气。① 首先，心排

血量约为正常的 25%～33%，肺循环灌注明显减少，

此时较低每分通气量就可以维持正常的通气 / 血

流比例［3］。且过度通气会导致胸腔压力升高，减少

静脉回流和心排血量，降低冠状动脉（冠脉）灌注

压，并最终影响 CPR 的成功率［4］。所以目前 AHA

指南推荐对于没有建立高级气道的 CPR 患者，在

每 30 次胸外按压后给予 2 次人工呼吸；对已经建

立高级气道的 CPR 患者，应每 6 s 进行 1 次人工呼

吸，并持续进行胸外按压，以避免过度通气［3-4］。而

在本次调查中，18.8% 的医师将呼吸频率设置为 

＞15 次 /min，吸气触发设置过低，极易导致误触发，

引起过度通气；约 40.8% 的急诊医师常常忽视实

际呼吸频率；约 32.8% 的医师不会去重新调整相

关参数，这可能是过度通气产生的关键原因。② 关

于潮气量，2010 年 AHA 指南强调，健康成年人在

麻醉状态下，潮气量为 8～10 mL/kg 时即可保持正

常氧合和二氧化碳排出［3］。因此在理论上，CPR 的

潮气量应低于该数值，而平均 384 mL 的潮气量就

能产生肉眼可见的胸廓起伏［5］。所以 AHA 指南提

出，对于成人 CPR，潮气量约为 6～7 mL/kg 是足够 

的［3］。而在本次调查中，潮气量的单位并不是mL/kg， 

所以潮气量设置是否合理目前仍未知。③ 对 CPR

中是否需建立高级气道及建立高级气道的时机，目

前指南没有明确推荐意见，球囊面罩通气和建立高

级气道通气均可使用。在临床上，如果遇到球囊面

罩通气不足或出现误吸时，有经验的医师会考虑建

立高级气道［5］。而在本次调查中，86.4% 的急诊医

师会选择给予气管插管。但建立高级气道会引起胸

外按压的中断，且与球囊面罩通气相比，目前并无足

够证据表明其具有优势。研究显示，建立高级气道

的院外心搏骤停患者 30 d 生存率反而较球囊面罩

通气低［6］。另一项研究指出，与未进行气管插管的

患者相比，在 CPR 前 15 min 内行气管插管患者的病

死率更高［7］。另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并未证明球囊

面罩通气组非劣效于气管插管组［8］。

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① 在 CPR 时，大部分急

诊科医师倾向于使用气管插管，并给予机械通气。 

② 在呼吸机模式选择上，多数采用容量控制通气模

式。③ 在呼吸机参数设置上，通气频率并未严格按

指南要求，且大部分吸气触发设置过低，极易导致

表 3 参与中国急诊医师 CPR 通气治疗现状问卷调查者
CPR 时呼吸机使用情况调查结果

问题 选项 比例〔%（名）〕

CPR 使用呼吸机
  时报警类型

高峰压 39.6（162）
低每分通气量 24.9（102）
高呼吸频率 21.3（  87）
未注意 14.2（  58）

CPR 使用呼吸机
  时通气频率
  设置

＜10 次 /min 13.2（  54）
10～15 次 /min 68.5（280）
15～29 次 /min 16.6（  68）
＞30 次 /min   1.7（    7）

CPR 使用呼吸机
  时潮气量设置

400 mL 42.3（173）
500 mL 46.9（192）
600 mL   8.1（  33）
其他   2.7（  11）

CPR 使用呼吸机
  时流速触发
  设置

1～2 L/min 32.3（132）
3～4 L/min 39.8（163）
5～6 L/min   7.6（  31）
＞6 L/min   3.9（  16）
保持复苏前设置不变 16.4（  67）

CPR 压力触发
  灵敏度设置

-1～-2 cmH2O 32.5（133）
-3～-4 cmH2O 34.2（140）
-5～-6 cmH2O   8.3（  34）
＞6 cmH2O   4.6（  19）
保持复苏前设置不变 20.3（  83）

注：1 cmH2O＝0.098 kPa

机进行通气时，84.8% 常见到呼吸机报警，但仅有

67.2% 会重新调整通气模式相关参数，仅有 59.2%

会观察实际呼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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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调查中，气管插管后，74.2% 的急诊医师

使用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73.6% 的医师采用容量

控制通气模式，26.4% 采用压力控制通气模式。而

在 CPR 过程中，由于持续胸外按压，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向下按压胸廓与呼吸机送气同时进行的情况，

易造成气道压力反复、急剧变化，94% 的患者在最

大流量触发水平下依然可以轻松触发呼吸机［9-12］，

如使用压力控制通气模式，按常规情况来预设压力

值则难以保障精准的通气量，所以 CPR 中使用较多

的为容量控制通气模式。在 CPR 中，使用容量控制

通气模式时，降低气道峰压及设置合适的气道高压

报警值尤为关键。因为当气道峰压超过高压报警值

时，在未达到目标潮气量前，呼吸机自动切换为呼

气，导致每分通气量不足。研究显示，将呼吸机吸气

流速模式设为减速波，与方波相比，略提高平均气

道压力，可显著降低气道峰压、食道压、平均气道阻

力，提高肺顺应性，因此在 CPR 中，多建议将吸气流

速模式设为减速波。田昕等［13］研究表明，将初始峰

流速设置为 30 L/min 时，气道峰压高值明显降低。

而关于气道高压报警值的设置，国内研究表明，在

CPR 中，气道峰压最大可超过 60 cmH2O
［11-12］，而国

外研究提到，气道峰压最大约 60 cmH2O
［14］。目前

有学者认为，将气道压力上限设为 60 cmH2O 也是安

全的［10］。本调查显示，吸气灵敏度设置明显不合理，

极易导致过度通气。在CPR过程中，当胸廓回弹时，

气道内产生负压，可轻易触发呼吸机送气，流量触发

尤为明显，进而使实际通气频率远大于预设频率，导

致过度通气［9］。因此需关闭触发功能；如无法关闭

触发功能，则将触发调整为压力触发，并将压力触发

值设定到最大；如仍无法解决过度通气，可换用简

易呼吸器进行通气。

  综上所述，CPR 中如使用机械通气，相关参数

设置归纳为：采用容量控制模式，小潮气量通气、低

频率、高压报警可设为 60 cmH2O，关闭呼吸机触发

功能或将压力触发水平调至最大，同时可通过调节

吸气时间、使用减速波来降低气道压力，CPR 过程

中实时监测呼吸相关参数，及时作出调整。同时也

呼吁针对 CPR 的特殊通气需求，应该建立 CPR 专

有通气模式。本研究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本研究是一个调查问卷，调查人数不够多；同时由

于调查对象均为参会的医师，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

其次，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不够精准，例如呼吸频率

未明确次数，潮气量应以 mL/kg 为单位，调整呼吸机

参数后是否可解决报警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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