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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 1 5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
指南(更新版)》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解读
潘玲丽 李熙鸿

【摘要】2015年10月公布了最新的《2015美国心脏病协会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更新

版)》(以下简称为《2015更新》)。本指南采用了新的系统性审查流程和新的建议级别(c0R)及证据

水平(LOE)。同时，对其中儿童基础生命支持(PBLS)部分的内容，也进行了调整。为了加强儿科医

务人员的心肺复苏(CPR)急救技能的掌握，笔者拟简要介绍《2015更新》中，关于PBLS部分的主要更

新内容，包括：①明确PBLS的适用人群；②重申胸外按压一开放气道一人工通气(C—A—B)的CPR操作

顺序；③提供新的专业人员单人和多人施救流程；④限定胸外按压深度：青少年不超过6 cm；⑤建议

按压频率为100～120次／min；⑥比较传统cPR与单纯胸外按压式cPR的优势与劣势；⑦强调高质

量的CPR等，旨在提高临床对患儿进行CPR的成功率及患儿生存率。

【关键词】基础生命支持； 心肺复苏术；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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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est 20j 5 AmPric口行H已口以 As50f妇fio行G“idFfi，2es Upd口把 厂0r

(1nrdiDp“Z，no九nry RP5“scifnfio押口行d Em已rg已nfy C口rdio抛sf“Znr CarP(hereinafter referred to 2015

Update)had been published in 0ctober 2015，which had adopted new systematic review process and

new Ame“can Heart Association(AHA)classification svstem for classes of recommendation(COR)

and 1evels of evidence(LOE)．So the part of pediatric basic life support(PBLS)had been adj usted．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first ai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skiUs of pediatric doctors，the

authors introduce briefly the highlights of PBLS and CPR quality in 20 1 5 Update．Compared with the

2010 Amenc口n He8rt Ass。c缸tion Guidelines Updqte for CⅡrdioputmonqry Resuscitntion and

EmPrgP村fy Cdrdio们sc“Z口r C乜r已，the updated contents are as follows．①Identifying of the population

of PBLS application； ②Reaffirming chest compressions-airway—ventilation (C>A—B) as the CPR

operation sequence；③Providing the pediatric cardiac arrest algorithms for a single rescuer and for 2 or

more rescuers； ④Limiting the depths of chest compression： no more than 6 cm for adolescents；

⑤Recommending the frequency of chest compression： 100 to 120 beats／min； ⑥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I CPR and chest compressions aIone of CPR；⑦Emphasizing

high quality CPR and so on， which are aimed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CPR and survival of

children of respiratory and cardiac ar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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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呼吸骤停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是对心跳、呼

吸骤停患者采取的使其恢复自主循环、自主呼吸功

能的急救措施。尽早、尽快进行有效CPR，是抢救

患者生命的关键。为了提高CPR成功率和患者生

存率，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制定了相关指南，每5年更新一

次。2015年10月在《循环》(Ci，_c“如￡io咒)上发表了

最新的《2015美国心脏病协会CPR及心血管急救

指南(更新版)》(以下简称为《2015更新》)。同时，

对其中儿童基础生命支持(pediatric basic life

support，PBLS)部分的内容，也进行了调整。虽然

临床对儿童CPR的研究较成年人的少，但是近年来

还是有所推进。在《2015更新》中第十一、十二部分

分别介绍了PBLS和儿童高级生命支持(pediatric

advanced life support，PALS)的更新内容[1-2]，并于

2016年在《儿科》(PPdin￡，．站s)上进行再版。为了提

高儿科医务人员的CPR急救技能和质量，掌握最新

的儿童CPR指南更新，提供最新的PBLS理论依

据，帮助他们关注最重要、最有争议或已变更的复苏

指南和建议，笔者现就《2015更新》中的PBLS部分

的内容要点进行简要介绍。

1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的审查流程

《2015更新》与以往各版AHA关于CPR及心

血管急救指南有很多不同，它不是《2010美国心脏

病协会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以下简称为

《2010指南》)[3]的全面修订，而仅是对其进行补充

和优化。因为《2015更新》只讨论2015国际CPR

联络委员会(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Resuscitation，ILCOR)证据审查中涉及或培训网络

中所要求的有关CPR及心血管急救主题。这些主

题具有充分的科学研究价值或富有争议，涉及儿科

的共计为18项，其中3项是关于PBLS部分12j，并

且《2015更新》的系统性审查流程较《2010指南》增

加了2项重要内容：其一，专家采用建议分级评估、

开发、评价的分级系统(GRADE分级系统)，这个证

据审查系统具有高度结构化和可重复性特点，所以

可使《2015更新》的系统性审查更加一致，从而质量

更高。其二，全球的专家可通过AHA独有的科学

证据评估和审查系统(Scientific Evidence

Evaluation and Review System，SEERS)网络平台，

进行网上协作，旨在为评估流程中的多个步骤提供

支持，更便于今后对这一指南的更新[4]。

2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的建议级别及证据水平

《2015更新》中，PBLS部分使用的建议级别

(class of recommendation，COR)和证据水平(1evel

of evidence，LOE)，均依据的是AHA的最新定义

(表1、2)HJ。PBLS部分的COR和LOE更新包括

如下方面。①若COR为3级，则判断为无益。当

LOE为A或B级时，若有高质量或中等质量研究

表明某项策略的效果并不优于对照组，则不建议使

用。②LOE B级被进一步分为LOE B-R级，R为随

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LOE B—NR级，NR为非随机对照试验(n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nRCT)。③LOE C级

被进一步分为LOE C—LD级，LD为有限数据

(1imited data)；LOE C—EO级，EO为专家意见

(expert opinion)。《2015更新》中，PBLS部分使用

的COR和LOE是独立确定的，可任意匹配，LOE

低者并不代表一定为CoR低。若某一干预措施为

表1《2015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更新版)》中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使用的建议级别(强度)及证据水

平(质量)分级体系(一)3

注：8干预措施的结果或效果应该具体明确，包括临床效果改善，真的精度提高或预后信息增加。6对于相对有效性建议(cOR 1、2。级，仅

LOEA和B)，支持使用比较动词的研究，应该对所评估的几项治疗或策略进行了直接比较。c0R为建议级别，LEO为证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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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015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更新版)》中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使用的建议级别(强度)及证据水

平(质量)分级体系(二)3

LOE(质量) 证据来源

A级

I}R级(RCT)

B-NR级(nRCT)

C—LD级(LD)

C—EO级(E0)

①来自一项以上的RcT的高质量证据“。②高质量RCT的元分析。③一项或以上由高质量注册研究证实的RCT

①来自一项或以上的RcT的中等质量证据“。②中等质量RCT的元分析

①来自一项或以上设计良好、执行良好的RCT、观察性研究或注册研究的中等质量证据6。②这类研究的元分析

①设计或执行有局限的随机或非随机观察性研究或注册研究。②这类研究的元分析。③对人类受试者的生理或机
理研究

①基于临床经验的专家共识

注：。干预措施的结果或效果应该具体明确，包括临床效果改善，真的精度提高或预后信息增加。“评价质量的方法在发生演变，包括对标

准化的、广泛使用的、经过验证的证据评级工具的运用，以及在系统性审查中，有证据审查委员会的参与。I。OE为证据水平，R为随机，RcT为

随机对照试验，NR为非随机，nRcT为非随机对照试验，LD为有限数据，E0为专家意见

LOE C级，并不代表其为弱COR。《2015更新》中，

PBLS部分提到的许多重要临床问题尚缺乏RCT

支持。尽管其尚无RCT支持，但可能存在非常明确

的临床共识，认为某一特定检查或治疗是有用或有

效的。

值得注意的是，《2015更新》中，PBLS部分有关

复苏学的LOE和COR普遍较低，315条建议中仅3

条基于最高LOE(LOE A级)(约占总建议中的

1％)，大部分(约69％)只有最低LOE(LOE C—LD

级与LOE C—E0级)。其中，PBLS部分的COR为

1级(强)建议的仅占总建议中的25％，而COR为

2b级(弱)建议的，则接近1／2(约为45％)[5书]。

PBLS部分的COR与LOE尚有待改进，今后临床

医师还需共同努力推动CPR科学研究的发展。

3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的主要更新要点

3．1明确适用范围

过去十多年来，儿童院内心跳骤停的治疗结局

改善明显。从2001—2009年，儿童院内心跳骤停治

疗后的存活率从24％上升至39％[7]。但是，目前儿

童院外心跳骤停救治的存活率仍然很低，平均存活

率仅为8．3％[8]，并且存活率与患儿年龄相关，婴

儿、儿童、青少年的院外心跳骤停救治存活率分别为

3．3％、9．1％和8．9％[9]。《2015更新》明确了PBLS

的适用范围，其中婴儿基础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BLS)相关内容除了适用于新生儿外，还适

用于1岁以下婴儿，而PBLS，则适用于1岁至青春

期前儿童，成年人BLS适用于青春期及以上青少

年。为了便于教学和临床诊断，将受试者青春期界

定为女性出现乳房发育，男性出现腋毛的年龄。笔

者在本文介绍的《2015更新》中PBLS部分关于

CPR的内容，不包括新生儿的CPR。

3．2重申儿童心肺复苏顺序仍为胸外按压一开放气

道一人工通气

由于成年人心跳骤停多数是由于室颤或无脉性

室速引起的，CPR的关键在于尽早采取胸外按压措

施及尽快采取除颤措施。因此，《2010指南》中将成

年人的CPR顺序，由原来的开放气道一人工通气一胸

外按压(airway如reathing—compression，A—B-C)调整

为C—A—B，即首先进行30次胸外按压，然后开放气

道，最后进行2次人工通气。尽管儿童发生心跳骤

停的原因与成年人不同，儿童多是由呼吸问题，如窒

息引起，但是许多目击者因不愿意对患儿施行人工

呼吸，或不知何时开始CPR而致施救者束手无策，

使许多心跳骤停患儿失去在“黄金4 min”内被救治

的时机，导致患儿预后不良[3]。因此，《2010指南》

将儿童与成年人心跳骤停CPR策略进行统一，其实

施的操作顺序均为C-A．B，这样既有利于临床教学，

使受训者容易记忆，又有助于施救者尽早对患者开

展CPR治疗，从而使该策略的可操作性更强[3]。对

于婴儿和儿童心跳骤停的CPR策略，单人CPR时，

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比为30：2，而双人时，则为

15：2。对青少年心跳骤停的CPR策略，则与成年人

一致，不论单人还是双人，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比均

为30：2[3]。

《2015更新》关于心跳骤停患者的CPR，重申了

C—A—B这一CPR流程，2015 ILCOR系统评价为这

一CPR流程提供了证据[1“11]。对成年人心跳骤停

者实施CPR的2项研究及对儿童心跳骤停者实施

CPR的一项研究的结果均表明，与A—B～C流程相

比，C—A—B流程可明显缩短首次胸外按压时间，二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12‘。其中，对于

成年人心跳骤停者实施CPR的2项研究结果还发

现，采取C—A—B流程的CPR治疗，其首次通气时

间，仅可被延迟约6 s[1}14]。另外，《2015更新》明确

了CPR时，高级气道的通气频率为每6 s给予1次

呼吸的策略[1J。

《2015更新》关于心跳骤停者CPR的推荐，虽

然支持性证据数量及质量有限，但保持《2010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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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C—A—B流程代替A一&C流程进行CPR可

能是合理的(COR为2b级，LE0为LOE C—E0

级)[1]。目前对于成年人与儿童心跳骤停CPR治疗

存在的差距，尚需进行具体研究，验证儿童心跳骤停

CPR的最佳程序。

3．3提供专业人员单人施救和多人施救儿童心肺

复苏的新流程

《2015更新》中，将专业人员单人施救和多人施

救的儿童心跳骤停CPR流程进行分解(图1、2)L4j，

其目的在于更好指导施救者进行初级CPR。在目

前手机时代，单一施救者一边实施CRP，一边激活

应急反应系统，已不再是难事。继续强调在有目击

证人时，对突然倒地的心跳骤停儿童，尽快获取自动

体外除颤(automatic external defibrillation，AED)

仪进行体外除颤，因为心跳骤停可能是心脏原因引

起，否则可能导致患儿预后不良，甚至死亡。

确认现场安全

』
患儿无反应。呼叫旁人帮助。(如适用)通过通讯设备启动应急反应系统

1L
检查患儿是否无呼吸或仅是喘息，并同时检查脉搏。确认能否在10 s内明确感觉到脉搏

上 工 一曼

给予人工呼吸：每

3—5 s给予1次人工

呼吸，或者频率为

12—20次／min。

如果脉搏仍然为≤

60次／min且伴有血

流灌注不足征象，

则进行胸外按压。

如果2 min后仍未启

动应急反应系统。

则启动该系统。

继续人工呼吸：约

每2 min检查一次脉

搏。若无脉搏，则

开始进行CPR(见

CPlt框)

注：CPR为心肺复苏，AED为自动体外除颤

图l 儿童基础生命支持中医务人员单人施救儿童心脏骤停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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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现场安全

1L
『患儿无反应。呼叫旁人帮助。第l位施救者在患者身旁。第2位施救者启动应急反
应系统，并取回AED和急救设备

J
检查患儿是否无呼吸或仅是喘息，并同时检查脉搏。确认能否在10 s内明确感觉到脉搏

上 ， r 工

： 呼吸正常，：

! 有脉搏 {

i

监测患儿情

况，直到急

救人员到达

L ／

}无呼吸或仅是
：喘息，无脉搏
●～．．．．．．．．．．．．．．．．

CPR

单一施救者：采用按

压．通气比为30：2开始

进行CPR。第2位施救者

到现场后，采用按压．

通气比为15：2开始进

行cPR。如有可能应尽

早使用AED

AED分析心律，确认患儿是否为可电击心律

进行1次电击。立即继续

CPR，持续约2min(直

至AED提示需要分析心

律)。持续CPR直至高

级生命支持团队接管，

或患儿开始活动

}。磊j。菜；ii；；不是．不可电击jI．⋯．⋯⋯⋯．．j

立即继续CPR，持续约

2min(直至AED提示需

要分析心律)。持续进

行CPR直至高级生命支

持团队接管，或患儿开

始活动

无正常呼吸，

有脉搏

上
给予人工呼吸：

每3—5 s给予1次人

工呼吸，或频率

为12～20次，min。

如果脉搏仍为≤

60次，min且伴有

血流灌注不足征

象，则进行胸外

按压。

如果2min后仍未

启动应急反应系

统，则可启动该

系统。

继续人工呼吸：

同时约每2min检

查一次脉搏。若

无脉搏，则开始

CPR(见CPR框)

注：CPR为心肺复苏，AED为自动体外除颤

图2儿童基础生命支持医务人员多人施救儿童心脏骤停的流程图

3．4限定胸外按压深度：青少年不超过6 cm

《2015更新》要求施救者胸外按压深度至少为

胸廓前、后径的l／3，对于婴儿的按压深度约相当于

4 cm，儿童为5 cm(COR为2a级，LOE为LOE

C—LD级)，这与《2010指南》的要求相同。《2015更

新》更新内容在于对于青少年采用成年人的按压深

度，至少为5 cm，但不超过6 cm(COR为1级，LOE

为LOE C—LD级)。提出此上限的规定，是因为基

于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超过6 cm的胸外按压深度，

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如导致患者胸骨骨折等¨5|。

然而，对于儿童迄今尚无足够证据，儿科专家便以此

作为青春期以后患者的治疗建议[1 5|。

基于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还显示，胸

外按压深度对CPR治疗结局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基

于儿童的研究，却相当有限[1 5|。一项儿科研究发

现，超过1岁的儿童发生心跳骤停时，在最初5 min

内，对超过60％患儿的胸外按压深度超过5．1 cm，

这一治疗措施，使得患儿的24 h生存率更高口6|。也

有病例研究发现，对于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在

实施CPR救治时，胸外按压深度越深，收缩压越

高m]。然而，目前临床实施的儿童胸外按压的频率

和深度普遍是不足的口8|。目前临床上对CPR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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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胸外按压深度及频率难以判断，也许需要借助

可提供此类信息的反馈装置予以获取。只要可获

取，建议使用此类反馈装置(COR为2b级，LOE为

LOE(>E0级)。

3．5按压频率的建议：100～120次／min

一项基于成年人的研究结果表明，CPR治疗的

按压频率过高，可能导致胸外按压深度不足[1 5|。为

了尽量简化CPR培训，方便记忆，又因为儿科缺乏

相关证据，儿科专家建议所有年龄的儿童按压频率

与成年人一致，为lOO～120次／min(COR为2a级，

LOE为LOE C—E0级)。这比《2010指南》的至少

100次／min的描述增加了120次／min这一上限。

3．6传统心肺复苏与单纯胸外按压式心肺复苏策

略比较

《2015更新》重申了PBLS需要按压和通气相

·515 ·

结合这种传统CPR方式(COR为1级，LOE为

LOE B-NR级)。因为大多数院外儿童心跳骤停与

窒息有关，有效的CPR需要通气。一项来自日本的

大型观察性研究表明，院外儿童心跳骤停予以单纯

胸外按压式CPR救治，较传统式CPR可导致患儿

的神经系统结局更差n引，对于窒息性儿童心脏骤

停，未给予传统式CPR救治与无旁观者CPR的结

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19|。该研究

团队最近比较单纯胸外按压式CPR、传统式CPR

在调度员辅助下进行院外儿童心跳骤停CPR救治

的结局显示，传统式CPR救治结果与单纯胸外按压

式CPR的一致[20]。对于心源性儿童心脏骤停，传

统式CPR与单纯胸外按压式CPR的结局亦类

似[1⋯。由于单纯胸外按压式CPR对原发性心脏骤

停患者有效，如果施救者不愿意或无条件进行人工

表3《2015美国心脏学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更新版)》中儿童基础生命支持部分的关键点

内容 青少年(与成年人的相同) 儿童(≥1岁至青春期) 娶儿(<1岁，新生儿除外)

现场安全

识别心脏骤停

对心脏骤停者启动应
急反应系统

心脏骤停者无高级气
道的按压一通气比

确保现场对施救者和患儿均是安全的

患儿昏迷无反应，呼吸异常(无呼吸或
仅喘息)，10 s内不能明确感觉到有脉
搏(10 s内可同时检查呼吸和脉搏)

发现患儿猝倒时，若现场目击者为独
自一人，而且无手机拍照、不能联系

他人．则离开患者，就近寻求他人帮
助。若目击者为多人，则有救治经
验者尽快启动应急反应系统，设法
获取AED，然后开始实施CPR救
治。或者请其他人设法获取AED，
有救治经验者则立即开始对猝倒者
采取CPR策略救治；待AED可用
后，则尽快使用

单人施救者：呼叫旁人帮助，通过手机
立即启动应急反应系统，若无手机，
则离开患者，就近寻求他人帮助启
动应急反应系统。若AED可立即
获取时，则自己取AED，返回后实
施CPR救治，在AED可用后尽快
使用；AED不能立即获取时，请他
人去取AED，自己立即开始CPR
救治，待AED可用后尽快使用

多人施救者：一人尽快启动应急反应
系统，设法获取AED，另一入立即

开始CPR救治，待AED可用后，则
尽快使用

l或2位旅救者时，对心脏骤停患儿
实施CPR救治的按压一通气比为
30：2

心脏骤停者有高级气胸外按压频率为100～120次／min，
道的按压一通气比 每6 s给予1次呼吸(频率为

10次／min)
按压频率 100～120次／min

按压深度 5～6 cm

手的位置 施救者将双手放在猝倒患儿胸骨的下
半部分

胸廓回弹 每次按压后，使胸廓充分回弹；切不可
在每次按压后倚靠在患儿胸上，尽
量减少按压过程的无故中断

对于现场有目击者的猝倒：若猝倒者
为成年人和青少年，则遵照左侧的
步骤实施救治

对于现场无目击者的猝倒：若猝倒者
为儿童，目击者应于第一时间给予
2 min的CPR，然后离开患儿去启动
应急反应系统，并获取AED后，回
到该患儿身边并继续CPR；待AED
可用后尽快使用

现场有目击者的猝倒：遵照左侧的步
骤实施救治

现场无人目击者的猝倒：包括下列2
种情况
单人施救者：第一时间立即给予

2 min的CPR，然后离开患者去

启动应急反应系统．并获取AED
或手动除颤仪后，回到该儿童身
边并继续CPR，待除颤仪可用
后，则尽快使用

多人施救者：一人尽快启动应急反
应系统，设法获取AED或手动
除颤仪。另一人立即开始CPR，
待除颤仪可用后尽快使用

1位旌教者时，对心脏骤停患儿的
CPR救治的按压一通气比为30：2

超过2位施救者时，对心脏骤停息儿
的CPR救治的按压一通气比为
15：2

至少为胸部前、后径的1／3，约为5 cm至少为胸部前、后径的l／3，约为4 cm

施救者将双手或一只手(对于很小的
儿童可用)

放在猝倒患儿胸骨的下半部

按压过程的中断时间要求限制在10 s

以内

若现场仅有1位施救者，则施救者将
2根手指放在婴儿胸部中央，乳线
正下方

若现场仅有2位以上施救者，则施救
者将双手拇指环绕放在婴儿胸部中
央，乳线正下方

注：AED为自动体外除颤仪，CPR为心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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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2015更新》建议施救者可对其进行单纯胸外

按压式CPR(COR为1级，LOE为LOE B—NR级)。

3．7继续强调高质量CPR

对心脏骤停患儿的高质量CPR救治，其要点包

括：保证胸外按压有足够的深度和频率，保证胸廓可

完全回弹，尽量减少按压过程中的无故中断，以及避

免过度通气5个方面。应注意的是：按压间隙时不

倚靠患儿胸部，按压过程中的中断时间≤10 s，胸外

按压在整个CPR过程中至少占60％。尽量减少首

次胸外按压的延迟时间，在识别心跳骤停，判断患者

意识后，专业人员要求在10 s内同时检测其呼吸和

脉搏。若10 s内不能确定患者是否有明确的大动

脉搏动，则应立即开始实施胸外按压。《2015更新》

更加注重这方面的细节处理。

4总结

总之，《2015更新》中有关PBLS部分的内容，

是在系统性审查研究证据上，相对于《2010指南》更

加优化，其更新的关键点总结如表3[4]。同时也看

到儿童CPR学的研究仍很有限，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完成更多高质量研究来推动CPR指南的迸一步完

善，提高CPR成功率及患儿生存率。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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