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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是

急诊医学专业和心血管专业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

每年都有很多新研究、新观点不断涌现，国际复苏联

盟（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resuscitation，
ILCOR）定期对心肺复苏领域的研究和发现进行回顾，

总结其中重要结果，并对临床实践指南进行更新 [1]。 
2019 年，ILCOR 又对近年关于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

（advanced cardiovascular life support，ACLS），尤其

是高级气道、血管收缩药物和体外心肺复苏方面的

研究进行了更新。本文对《2019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

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重点

更新》（以下简称“《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

新》”）进行了解读 [2]，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并应用。

专家组对《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的

依据 [3-5] 来源于 2019 线上发布的治疗建议、共识和

研究。专家组对院外、在院复苏系统和实施者（即

ACLS 指南的应用者）的组成、资源不同进行了讨论

和证据审查，确定建议等级和证据等级 [6]，仅在救

治心搏骤停过程中高级气道、血管收缩药物和体外

CPR（extracorporeal CPR，ECPR）方面进行了更新。

这些更新补充了 2017 年和 2018 年指南的不足 [7-8]。

1　高级气道在心搏骤停中的应用
《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回顾了一系

列有关球囊面罩通气（bag-mask ventilation，BMV）、声

门上气道装置，包括鼻咽通气道或喉罩（supraglottic 
airways，SGA）与气管插管术（endotracheal intubation，
ETI）的对照研究，不同的研究未能得到一致的结

论。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研究机构 ETI 成功率相去

甚远（52% ～ 98%）[9-10]，这些临床实践过程中的差

异性及试验设计的偏差等原因都可能导致最终研究

结果的不一致性。

《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建议：急救 
人员至少掌握两种以上的高级气道技能，并且需要

不断实践来保证自己充足的知识储备和熟练的实践

操作。要求急救人员能够快速评估插管的确切位置

及效果。评估时间要尽可能短，以减少心脏按压的

时间。查体插管成功与否的评估内容包括：肉眼观

察胸廓起伏、上腹部听诊（不该听到呼吸音）及双

侧肺部听诊（双肺呼吸音一致）。除此之外，还应

使用设备来辅助确认插管的位置。在心搏骤停期

间，一旦开通了高级气道，就不该再进行循环 CPR
（因通气而暂停心脏按压）。相反，按压者应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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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120 次 /min 的速度进行连续的心脏按压，不

能因通气而中断。通气的频率为 10 次 /min（1 次 / 
6s）。CPR 过程中，应避免过度通气，因为这样会影

响静脉回流和心排血量，还会因血管收缩而导致脑

血流量减少 [11]。在采用 ETT 通气的情况下，急救人

员应持续观察二氧化碳浓度波形，以确认和监测在

现场、运输车辆中、到达医院时及任何患者移动后

的插管放置情况，从而减少插管移位的风险。

患者和施救者的不同特征可能会影响个案的预

后。对于在院内发生心室颤动的患者，施救者应该

优先选择 CPR 并除颤，而不是为了建立高级气道而

延迟除颤。相反，呼吸道内有大量呕吐物的患者，

由于低氧所致的心搏骤停，应该由有资质的施救者

考虑快速 ETI。因此，对于建立高级气道的类型和时

机的选择，需要考虑患者和施救者的特征，并结合

施救人员的训练经验、技术工具和技能，应对和克

服复苏过程中有关高级气道管理方面的挑战。

2　高级气道更新建议
在任何情况下，对成人心搏骤停进行 CPR 时，

都可以考虑 BMV 或高级气道策略（2b；B-R）。①对

于发生院外心脏停搏（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
OHCA）的成人，如果应用高级气道，若 ETT 成功 
率低或接受培训很少的情况下可选择声门上气道

（supraglottic airways，SGA）（2a；B-R）；②如果应

用高级气道，在 ETT 成功率高或接受了最佳 ETT 放

置培训的情况下，SGA 或 ETT 均可用于成年 OHCA
患者（2a；B-R）；③如果在院内应用高级气道，应

该由经过培训的专家来建立，SGA 或 ETT 都可以使

用（2a；B-R）；④对于执行 ETI 的人员，建议不断

积累经验及经常进行再培训（1；B-NR）；⑤执行

院前插管的急救医疗服务系统应持续进行质量改进，

以最大限度减少并发症，并跟踪 SGA 和 ETT 的整体

放置成功率（1；C-EO）。

3　收缩血管药物在心搏骤停中的应用
 3.1　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的 α- 肾上腺素能作用（即

血管收缩作用）可增加 CPR 过程中冠状动脉和脑组

织灌注压，因此建议应用于心搏骤停的救治中。肾

上腺素的 β- 肾上腺素能作用可增加心肌耗氧量、减

少心内膜下灌注，并可致心律失常，因此该方面作

用的价值和安全性仍存在争议。同时，该药物的 α-
肾上腺素能作用可能导致微血管水平的血管收缩，

导致更大范围的组织缺血。

《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建议：①在

可行的情况下，对于无电击节律（非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扑动、心室颤动）的心搏骤停患者应尽快使用

肾上腺素。对于存在可逆因素（如窒息）的情况，

应该迅速识别并处理，而肾上腺素的使用和最佳时

机可能不同。②对于有电击节律（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扑动、心室颤动）的心搏骤停，应首先提供高

质量的 CPR 和除颤，而应用肾上腺素的最佳时机还

不清楚。专家委员会对肾上腺素推荐的理由是尽管

对神经系统预后的总体影响仍有不确定性，但基于

肾上腺素改善了 30 天生存率和出院生存率的差异有

显著性以及 ROSC 的短期结果和入院生存率较好。

具体证据分述如下。

《2019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

指南》在 2015年系统回顾证据 [12] 的基础上，增

加评估了两项肾上腺素在院外心搏骤停（out-of-
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中应用的随机对照研

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12-13]。研究结

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对任何初始节律的患者使

用肾上腺素显著增加了 ROSC，能提高入院生存率及

30 天存活率，但对于伴随神经系统良好预后的生存

率方面，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时引用的证

据中不包含院内心搏骤停（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
IHCA）时肾上腺素和安慰剂效果比较的随机对照研

究 [14]。因此肾上腺素如何应用于 IHCA 目前尚不清

楚；给药时机、当时的节律及是否存在可逆因素对

效果的潜在影响也不清楚。IHCA 时，给药时间明显

缩短，显示出肾上腺素可能更为有益，尤其是对于

不需要除颤的心律，但仍然不明确。相反，如果目

击心搏骤停，能够及时除颤，可能不需要应用肾上

腺素，尤其是在有确定的可逆因素存在的情况下。

 3.1.1　肾上腺素剂量　《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

更新》对肾上腺素的剂量没有更新，依然遵循在 2010
年指南 [15] 和 2015 年 AHA 指南 [16]，在成人 CPR 过程

中每 3 ～ 5 min 静脉 / 骨髓腔内注射 1mg 肾上腺素是

合理的。在 2010 指南中，不建议应用大剂量肾上腺

素，除非特殊情况下，如应用了过量的 β- 受体阻滞剂

或钙通道阻断剂或根据实时生理监测参数来滴定剂量
[15]。2015 年，ILCOR 将高剂量与标准剂量肾上腺素

进行了评估 [17]，2015 AHA 指南更新建议不要应用高

剂量肾上腺素，推荐级别 3（没有益处）[16]。原因在

于大剂量肾上腺素（定义为 0.1 ～ 0.2 mg/kg）可以

增加冠状动脉灌注压，从而提高心搏骤停后的 ROSC
及存活率。然而，高剂量肾上腺素对心脏停搏后的

不良反应可能会抵消停搏期间发挥的潜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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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肾上腺素与骤停节律　《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在对不同节律的心搏骤停患者应用肾上

腺素的研究汇总中发现，不同的骤停节律在应用肾

上腺素后的预后略有不同。在对 ROSC 的评估发现，

无论是否需要电击的节律，应用肾上腺素均能增加

ROSC [12, 13]。但是，在可出院存活率及 3 个月具有良

好神经系统预后的生存率方面，肾上腺素对无需电

击节律的患者有益处，对有电击节律需求的患者未

发现同样的作用 [12, 13, 18]。尽管研究信息全面，但由于

患者数量很少、分析结果的可信力不够，最终结果

没有总体研究结果那么具有权威性。  
 3.1.3　肾上腺素给药时机　观察性研究发现，早期应

用肾上腺素的 ROSC 率更高，每延迟 1 分钟，ROSC
显著降低。随机对照研究受到低事件率和研究结果

不一致的限制。尚没有随机对照研究应用肾上腺素

的最佳时机，用来比较 “能出院的存活率”与“良

好的神经系统预后存活率”的差异。肾上腺素和安

慰剂进行比较的随机对照研究均没有评估给药的时

机，两种方案都要求对无电击节律的患者尽快给药，

指南引用的 2 个随机对照研究对于有电击节律的患者

是在第 3 次除颤后应用肾上腺素。对于有电击节律

的心搏骤停患者，早期应用肾上腺素是否有益，目

前尚不清楚 [12, 13]。肾上腺素给药方式的潜在重要性

（骨髓腔内还是静脉注射）及肾上腺素的阈值剂量多

少的利弊，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

 3.2　血管升压素　血管升压素是非肾上腺素能的外

周血管收缩剂，也可以致冠状动脉和肾动脉血管收

缩。根据初始研究 [19-20] 结果，未能证明血管升压素

与肾上腺素相比或者与肾上腺素联合应用能够获益，

因此，《2015 成人心搏骤停指南》推荐去掉了血管

升压素。鉴于肾上腺素提高了生存率，因此在心搏

骤停期间仅使用肾上腺素似乎是合适的，从而使施

救者在程式化处理和选择药物方面更加简单。《2019 
AHA 指南 ACLS 重点更新》未对此提出异议。

 3.3　肾上腺素联合血管升压素　比较血管升压素联

合应用肾上腺素与单独使用肾上腺素的随机对照研

究没有显示联合显示有任何益处。因为没有证据表

明血管升压素和肾上腺素联合使用会带来额外的好

处，执笔小组的共识是，在心搏骤停期间单独使用肾

上腺素将保持心搏骤停处理方案和所需药物的简单性。

4　2019血管收缩药物建议更新
①建议对心搏骤停患者应用肾上腺素（1；B- 

R），根据临床试验使用的方案，每3～5分钟给药1 mg 
是合理的（2a；C-LD）；②在心搏骤停中不推荐常规

应用大剂量肾上腺素（3：无益处；B-R）；③在给药

时机方面，对于无电击节律的心搏骤停，尽快给予

肾上腺素是合理的（2a；C-LD）；④在给药时机方

面，对于有电击节律的心搏骤停，在最初的除颤尝

试失败后给予肾上腺素可能是合理的（2b；C-LD）。

⑤血管升压素可用于心搏骤停，但在心搏骤停时作

为肾上腺素的替代品没有任何优势（2b；C-LD）。

5　体外心肺复苏
体外心肺复苏指的是在心搏骤停患者复苏期间

启动体外循环。目的是在处理潜在可逆的情况时支

持终末器官灌注。体外心肺复苏是一种复杂的干预

手段，需要在医疗系统中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

专门设备和多学科支持。

 5.1　对于院外心搏骤停患者应用体外心肺复苏　没

有 OHCA 患者应用体外心肺复苏的随机对照研究。

在所有研究中，研究设计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生

存预后方面，结果存在显著的不一致。大多数研究

报告了体外心肺复苏改善了神经系统的预后。也有

研究结果显示，体外心肺复苏对短期和长期生存有 
益处。

 5.2　对于院内心搏骤停患者应用体外心肺复苏　没

有 IHCA 患者应用体外心肺复苏的随机对照研究。尽

管许多研究报告了使用体外心肺复苏的有利结果，

但绝大多数研究来自单个中心，其纳入标准和研究

设计各不相同，执行体外心肺复苏的决定是根据个

例具体情况而定的。患者因素也可能影响体外心肺

复苏结果，如与转移性恶性肿瘤患者发生心搏骤停

的老年患者相比，由于心律失常而致心搏骤停的年

轻患者是体外心肺复苏更好的候选者。

显然，需要从更高质量的方法学研究中获得更

多数据，包括随机试验。在复苏过程中应用体外心

肺复苏还需要数据来评估成本效益、资源分配和应

用体外心肺复苏的伦理问题。

6　2019体外心肺复苏建议更新
①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心搏骤停患者常规使用

体外心肺复苏；②当已经行常规 CPR，在具有熟练

技术的医务人员团队且能快速实施管路置入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对选择性的患者采用体外心肺复苏抢

救治疗（2b；C-LD）。

心脏复苏成功的基础为快速启动包括快速除颤

（适宜的）的高质量心肺复苏，这也是可以进一步

实施药物、高级通气、体外心肺复苏、心搏骤停后

监护（包括目标体温管理、心肺支持、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等其他干预措施的基础。《2019 AHA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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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S 重点更新》关于高级气道、缩血管药物和体外

心肺复苏的建议更新，将对心搏骤停的救治起到更

进一步地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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