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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６·

·指南与一：ｔｔ：－；叭ＶＩ·
２０１７国际复苏联络委员会共识：心肺复苏和
心血管急救治疗推荐要点
田园超

何小军

牛驰

郭伟

李建国

之前，国际复苏联络委员会（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０１１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编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ＩＬＣＯＲ）

心肺复苏

（（＇ａｒｄｉｏｐｕｈｎｏｎａｌ＇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指南审查程序是每５

标准的ＧＲＡＤＥ术语（见表１），这使得它更容易让，。大的
读者接受；推荐依据不断扩大，以便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

年进行一次，最后一次发表于２０１５年。这种每５年总结一

治疗推荐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缺乏高质量证据的情况下；
每个主题的前３个不足之处被任务小组成员优先排序。

次的方法对指导培ｉ＿】｜ｌ教材的系统策划和指南更新有很大优
势，但【Ｉｒ能会推迟新的有效治疗方案的实施。２０１６年国际

ＣｏＳＴＲ是基于每一个临床场景的关键数据在ＧＲＡＤＥ证据
表中总结的结果。每个依据都列ｍ ｒ相关的结果数据作为

复苏联络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对提出的问题

艘［９５％可信区间（凹）］和ＲＤ（９５％ＣＩ）。ＲＤ是风险

结合人群、十预措施、比较、结果（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ＰＩＣＯ）的方式进行优先排序，实

的绝对差值，它是通过在于预组中的风险减去控制组的风

现对复苏科学的连续性总结。有两种不同的证据评估途径。
对于一个大而复杂的主题，搜索科研数据库、进行系统分

更有临床意义的评估，并能计算出治疗所需的数量（＝１／

险来计算的。这种绝对的结果可以对干预影响的大小进行
ＲＤ）．

析和ｍｅｔａ分析，结合ＰＩＣＯ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将ＰＩＣＯ问
题分组通过敏感度或亚组分析来处理。单一问题则由专业

表１

ＧＲＡＤＥ分级质量评估标准

审核者进行简单的系统回顾，对一个ＰＩＣＯ问题完成独立
的审核．这两种途径都由审核专家按照审核关键流程进行，
当需要时，‘ｊ相关的工作组讨论评估证据。
ＩＬＣＯＲ“２０１５年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治疗推荐要点”
（ＣｏＳＴＲ）－扣采用的建议分级评估、制定评价的分级系统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ｒｉｌｅｒｉａ，ＧＲＡＤＥ），也被应用于心肺复苏科学的
连续性总结。在ＧＲＡＤＥ分级方法中支持干预效果的证据

注：ＧＲＡＤＥ分级表示建议分级评估、制定评价的等级。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质量（由Ｐ１ＣＯ问题定义）被评为高，中等，低或极低。５
个因素可能导致对证据质量进行降级，有３个因素可以对
证据质量进行升级。ＧＲＡＤＥ的证据资料表总结了每个结果
的质量评估，包括总结发现的患者数量，相对危险度
（ＲＲ），绝对风险［风险差异（ＲＤ）］。
这是一系列ＩＬＣＯＲ ＣｏＳＴＲ年度总结性文章的第一篇。
今年的总结在ＣｏＳｑｌＲｓ中包括５项基本生命支持（ｂａｓｉｃ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ＢＩ。Ｓ）和１项儿科共识。ＣｏＳＴＲ是由ＫＳＵ在加拿大
多伦多的圣米歇尔医院与ＩＬＣＯＲ的专家以及ＩＬＣＯＲ ＢＬＳ和

１

心肺复苏策略：背景
在心脏骤停后提高生存率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努力提高

心肺复苏的质量。虽然高质量胸外按压的影响已被广泛研
究，但通气和氧合的作用尚不清楚。已经通过实施延迟通
气和专业救援人员实施被动吸氧的方法来简化复苏。这些
策略是为了使旁观者在实施心肺复苏时减少胸部按压的停
顿，但对生存的影响却不那么显著。
在２０１５年ＣｏＳＴＲ的审查过程中，有几个ＰＩＣＯ问题致

儿科工作组成员进行系统的审查后合作完成的。所有的证
据表格和Ｉｎｅｔａ分析都是由ＫＳＵ制作，并由ＩＬＣＯＲ ＢＬＳ和
儿科工作组审查。ＣｏＳＴＲｓ已经过严格的评估、同行评议和

力于审查在不同人群（成人、儿童）和各种环境（医院

公众评论。，预计到２０１８年，每年约需要解决２０个ＰＩＣＯ问
题，而Ⅱ每个问题将产生一个ＣｏＳＴＲ草案，将在ＩＬＣＯＲ网

医疗服务（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站卜公前ｒ网ｌ公布的ＣｏＳＴＲ草案将为每年出版的ＣｏＳＴＲ

与此同时，大型国家和地区登记中心的发展不断为心脏骤

摘要文章提供数据。，ＣｏＳＴＲ在ＩＬＣＯＲ网站上发表的摘要文
章在几方面不同于草案：用于描述的科学语言并不局限于

停和旁观者心肺复苏的流行病学提供了新的建议。这些新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ｌ－０２８２．２０１７．】２．００５

作者ｒ弘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急
诊科（…㈥趣，牛驰、郭伟、李建国）；３１０００９杭州，中华急诊
医学杂志编辑部浙江大学急诊医学研究所（何小军）
通信作肯：拿建１１４，Ｅｍａｉｌ：１３６８１４８８５００＠１６３．ｃｏｎ

万方数据

内，医院外）的非专业和专业救援人员的持续胸外按压策
略的证据。在完成这些评估后不久，发表了一项评估紧急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ＭＳ）实施的持续

胸外按压有效性的２３７１１例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

资料迫切需要审查所有关于持续胸外按压的现有证据，以
便提供最新的证据评价，其中包括最新的研究。在圣米歇
尔医院的ＫＳＵ和ＩＬＣＯＲ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吲顾和Ｍｅｔａ分
析。

ＰＩＣＯ研究设计和时间框架
圣米歇尔医院ＫＳＵ在进行系统叫顾时使用的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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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任何原因引起的和各种环境（医院内和医院

ＯＵ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ＯＨＣＡ）的成人进行单纯胸外

外）都包括在内的各个年龄段（例如：新生儿、儿童、成

按压的ＣＰＲ。（强推荐，低质量证据）

年人）的心脏骤停患者。动物的研究是没有资格的。

推荐依据：

干预措施：所有的徒手ＣＰＲ方法，包括只按压ＣＰＲ，

·１３６７·

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我们认为支持这些建议的证据来

持续胸外按压ＣＰＲ，和不同的按压通气比例ＣＰＲ。只按压

自随机试验，当以ＣＶ比为１５：２进行胸外按压时．导致胸

ＣＰＲ包括没有人工呼吸的按堰：持续胸外按压ＣＰＲ包括对

部按压的中断比目前建议的３０：２更大：然而，每个试验的

非同步的通气或轻微中断心脏复苏的按压。在ＣＰＲ中提到

证据都一致支持进行单纯胸外按压的ＣＰＲ。在回顾现有证

使用机械装置的研究只考虑到在所有相关的干预措施中使

据的总体情况，并考虑到目前的通用做法，保证培训和按

用相同的装置，因此不会混淆研究的结果。

压质量的情况下，尽管质量证据不高，但ＢＬＳ工作组始终

比较：研究必须比较至少两种不同的ＣＰＲ方法；没有
比较的研究被排除在外。

坚持强调只按压ＣＰＲ的建议，．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我们认
为这对启动旁观者按压有更高的价值，而延迟通气造成的

结果：主要的结果是具有良好的神经功能预后，以大

可能伤害较低。工作组｝人识到，在平衡可能的益处和旁观

脑表现或改良的Ｒａｎｋｉｎ量表来衡量。次要的结果是存活，

者通气带来的危害时，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值得

恢复自然循环，以及生活质量。

注意的是，尽管一·些心脏骤停的病因（如窒息性心脏骤

研究设计：随机对照试验和非随机对照研究（非

停）可能依赖于早期的通气来提高生存率，但旁观者能否

ＲＣＴｓ，中断时问序列，前后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均可纳

通过电话来学习如何进行人工呼吸是未知的。不Ｉ卜确的通

入研究。没有比较组的研究设计（如病案报道、横断面研

气（导致胃胀）以及在急救车到来之前不充分的按压可能

究）、综述和汇总分析被排除在外。

造成的有害影响，比早期通气的潜在好处更大，而且这需

时间框架：对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５日之前发表的英文文献
进行搜索。

调度员指导的只按压ＣＰＲ与常规ＣＰＲ（成
人）的对比研究共识
在１项随机对照试验中，由调度员指导的只按压ＣＰＲ

要更复杂的指示和通气的停顿。
本文指的是调度员指导的ＣＰＲ。在采用这一术语时，
我们承认紧急医疗资源的调度是对在紧急医疗调度中心：［
作的多专业团队所执行任务的有限描述，也许更适合在全
球范围内使用。它们包括电信人员、救护通信人员、紧急

与调度员指导的常规ＣＰＲ（ＣＶ比１５：２）进行比较，得出

医疗通信人员和呼叫处理人员等等：

了有利于神经功能预后的低质量证据。因为三个试验中心

研究空白：

只有２个提供ｒ神经功能预后的数据，所以证据的质量较
低。在本研究中，给予持续胸外按压与给予ＣＶ比为１５：２

在对这个主题的回顾中发现了一一些研究窑白。ＢＬＳ工
作组将研究空白按优先顺序排列，前３位是：

的胸外按压相比，对于改善神经功能预后没有明显的益处

①在涮度员指导ＣＰＲ时刈‘ｕ！ｆ－，ｑ者的最佳指令顺序是什么？

『（ＲＲ：１．２５（９５％Ｃ／：０．９４～Ｉ，６６）］；ＲＤ：２．８６个百分

②呼叫者所使用的与心脏骤停有关的关键字是什么？

点（９５％Ｃ／：０．８０～６．５３）。
在３个随机对照试验中，与传统的ＣＰＲ（ＣＶ比１５：２）
相比，调度员指导的只按压ＣＰＲ为较高的生存率提供了低
质量的证据。由于存在严重的偏倚风险，这些研究的证据
质量被降低：所有３项研究都将随机分组后的患者排除在

③在成人和儿奄患者中，由调度员指导的ＣＰＲ对非心
源性心脏骤停（如溺水、创伤或窒息）有什么影响？

旁观者只按压ＣＰＲ与按压联合通气ＣＰＲ（成
人）的对比研究共识
在６个队列研究中，旁观者实施按压ＣＰＲ与使用ＣＶ

外，其中包括一项不能被盲法的干预措施，在一项研究中，

比为１５：２或３０：２的ＣＰＲ相比，得出了有利于神经功能预

许多研究数据缺失了。在先前发表的这些研究荟萃分析中，

后的极低质量证据。在２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中，与实施ＣＶ

与调度员指导给予ＣＶ比１５：２的ＣＰＲ相比，给予连续胸外

比为１５：２ ＣＰＲ的相比，实施只按压ＣＰＲ的患者的神经功

按压ＣＰＲ在出院时似乎有更好的受益［（ＲＲ：１．２２，（９５％

能预后没有显著差异！ＲＲ：１．３４，

Ｃ／：１．０１—１．４６）］；ＲＤ：２．４个百分点（９５％Ｃ／：０．１—

２．２０）］；ＲＤ：０，５１个百分点（９５％Ｃ＇／：２．１６～３，１８）。因

４．９）；固定效应模型；Ｐ＝０．０４）。尽管Ｓｗｅｎｓｏｎ的研究缺

为对照组与干预组有不同的ＣＶ比，并且有不同的后续护

少了５５％的结果数据，但是所有３项研究都使用了出院存

理，导致研究的结果不同，因此证据的质量被严重的降低

（９５％ＣＩ：０．８２～

活率。在一项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荟萃分析中，为了获得

了。一个对３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中，ｔ－ｊ实施按压和通气的

最大的数据量，将出院存活率和３０ ｄ的存活率相结合，结

患者相比，当ＣＶ比从１５：２变为３０：２时，患者的神经功能

果两组之间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传统的１５：２

预后没有明显的差异［ＲＲ：１．１２（９５％ＣＩ：０．７１～

ＣＰＲ相比，连续胸外按压ＣＰＲ的存活时间相对危险度为

１．７７）］。ＲＤ：０．２８个百分点（９５％Ｃ１：２．３３到２．８９）

１．２０（９５％Ｃ／，１，００～１．４５；ＲＤ，１．８８个百分点（９５％

由于对照组与ｒ预组有不同的ＣＶ比，ｆ＝＿｛．有不Ⅲ的后续护

Ｃ／，０．０５～３．８２］）、

理，因此，证据的质量被严霞的降级？一项研究调查了伞

治疗推荐：
建议调度员指导呼叫者对院外心脏骤停（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万方数据

国范围内实施只按压ＣＰＲ建议对救援人员的影响，结果显
示尽管旁观者实施ＣＰＲ率和全国范围内的存活率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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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实施只按压ＣＰＲ的患者与同时实施胸部按压和通气
的患者相比，其存活率较低（ＲＲ０．７２［９５％Ｃ／，０．６９～
０．７６］；ＲＤ，０．７４个百分点［９５％ＣＩ，０．８５～０．６３］）。由
于研究并没有直接比较只按压ＣＰＲ和胸部按压和通气

②连续胸外按压对非心源性心脏骤停的影响，如溺水、
外伤或成人和儿童患者的窒息。
③旁观者能够正确地进行舀对口呼吸的能力。
ＥＭＳ ＣＰＲ的研究共识：

ＣＰＲ，而是比较只按压ＣＰＲ与只通气无ＣＰＲ，因此严重地

高质量的ＣＰＲ包括对尽量减少胸部按压的中断。在院

降低了证据质量。这些证据也被认为是间接的，因为在这

外心脏骤停中，ＥＭＳ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连续胸

之前和之后的研究中，复苏的多个方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

外按压ＣＰＲ：（１）连续胸外按压及面罩正压通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推移而改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ＰＰＶ），通常每分钟１０次呼吸；（２）连

在７项队列研究中，实施ＣＶ比为１５：２或３０：２的旁观

续胸外按压及通过气管插管或声门上气道的ＰＰＶ，（３）通

者ＣＰＲ，与实施只按压ＣＰＲ的旁观者ＣＰＲ比较，这些研究

常采用口咽通气道和简单的氧气面罩进行被动吸氧（有时

为生存率的关键结果产生了极低质量的证据。在６项研究

被称为最小中断心脏复苏的策略）的连续胸外按压。涉及

的荟萃分析中，与实施ＣＶ比为１５：２ ＣＰＲ的患者相比，实

这些技术的研究通常会延迟气管插管，直到自主循环恢复

施只按压ＣＰＲ的患者存活率没有显著差异（艘，０．８８

或３个周期的ＣＰＲ。

［９５％Ｃ１，０．７４—１．０４］；ＲＤ，０．８３个百分点［９５％Ｃ／，

对于神经功能预后良好的关键结果，确定了２个队列

１．８５～０．１９］。这些均来源于极低质量的证据。偏倚风险与

研究的极低质量证据和１项ＲＣＴ的高质量证据。在ＲＣＴ研

队列的可比性有关，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针对潜在的混杂因

究中，与常规ＣＶ比为３０：２ ＣＰＲ患者相比，随机分配到使

素进行调整：这些研究的质量也被降低，因为他们要么正

用面罩的ＰＰＶ及持续胸外按压，对神经功能预后没有明显

在调查心肺复苏指南的变化，要么没有明确报告研究病例

的益处［ＲＲ：０．９２（９５％ＣＩ：０．８４～１．００）］；ＲＤ：０．６５

的按压通‘ｉ比例。在ｌ项研究中，与实施３０：２按压通气比

个百分点（９５％ＣＩ：１．３１—０．０２）。在１个队列研究中，

例的ＣＰＲ患者相比，实施只按压ＣＰＲ的患者生存率更低

与ＣＶ比３０：２的ＣＰＲ相比，接受连续胸外按压和被动通气

（ＲＲ，０．７５［９５％Ｃ／，０．７３—０．７８］；ＲＤｌ．４２个百分点

３个周期的患者的神经功能预后得到改善［ＲＲ：２．５８

［９５％ＣＩ，１．５８～１．２５］）。如前所述，证据的质量为极低

（９５％Ｃｌ：１．５～４．４７）】；ＲＤ：２４．１１个百分点（９５％口：

质量。在３项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中，实施ＣＶ比从１５

１１．５８

：２改变为３０：２ ＣＰＲ的患者相比，实施按压ＣＰＲ的患者，

度风险，即持续胸外按压队列不具有代表性，并且在没有

生存率没有明显的差异。（ＲＲｌ．１６［９５％Ｃ／，０，６４—２．０９］；

调整的队列之问存在混淆因素的高风险。这项研究被认为

ＲＤ，１。２７个百分点［９５％ｃ，，３．７０～６．２３］。如前所述，

是间接的，因为它的设计前后，处于一个有变化的指导方

证据的质量为极低质量。

针的时期。在另一组研究中，与常规ＣＰＲ（ＣＶ比为１５：２

治疗推荐：

和３０：２）相比，在发生目击心脏骤停的患者中，最小中断

继续推荐，旁观者对所有心脏骤停患者实施胸外按压。
在２０１５ ＣｏＳＴＲ中这是强推荐，但仅是基于极低质量的证据。

建议对于接受过培训、能够并且愿意进行人工呼吸和
胸外按压的旁观者也对所有成人心脏骤停患者实施ＣＰＲ。

３６．６３）。证据的质量为极低质量。偏倚风险包括中

的心脏复苏（如果适合的话，最初实施３个周期２００次不
间断的胸部按压，被动通气，复苏前后的节律分析），对于
神经功能预后没有明显的好处［ＲＲ：０．８１（９５％ＣＩ：０．５７
～１．１３）］；ＲＤ：１１．３０个百分点（９５％ｃ，：２８．４８—

（弱推荐，微低质量证据）

５．８７）。证据的质量为极低质量。偏倚风险为中度风险，即

推荐依据：

连续胸外按压队列不具有代表性。这项研究被认为是间接

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工作组高度重视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

的，因为它的设计前后，处于一个有变化的指导方针时期。

年的ＣｏＳ３＂Ｒｓ，表明救援人员应该为所有心脏骤停患者进行

对于生存的关键性结果，从一项队列研究中获得了极

胸外按压，鉴于２０１７年的系统性审查并没有寻求与无ＣＰＲ

低质量的证据，从１项ＲＣＴ研究中获得了高质量的证据。

相比较的数据，并符合ＧＲＡＤＥ的建议，推荐对所有心脏

在ＲＣＴ研究中，与ＣＶ比为３０：２ ＣＰＲ相比，持续胸外按压

骤停患者进行胸部按压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我们也高度重

ＣＰＲ患者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ＲＲＯ．９２［９５％ＣＩ，

视从简单的教学或提供只按压ＣＰＲ的指导所带来的好处。

０．８５～１．００］；ＲＤ０．７６个百分点［９５％Ｃ／，１．５ｌ一

这一建议反映了数据的价值，这些数据表明，对于目击倒

０．０２］）。在队列研究中，与常规ＣＶ比为３０：２和１５：２

地患者，有无通气对成人心源性心脏骤停的生存率没有明

相比，目击心脏骤停的患者接受了最小中断按压的ＣＰＲ，

显的影响。我们也认可受过训练的非专业人员实施人工呼

其存活率提高了（ＲＲ２．３７［９５％ＣＩ，１．６９～３．３１］；

吸对心肺复苏的额外益处，尤其是当ＥＭＳ反应间隔较长或

ＲＤ５．２４个百分点［９５％ＣＩ，２．８８～７．６０］）。如前所述，

者由窒息引起的心脏骤停时。

证据的质量为极低质量。

研究空白：

治疗推荐：

在对这个主题的回顾中发现了一些研究空白。ＢＬＳ工

ＣＰＲ

建议ＥＭＳ提供者实施３０：２的ＣＰＲ，或者持续胸外按

作组将研究空白按优先顺序排列，前３位是：

压伴正压通气，而不中断胸外按压，直至置人气管插管或

①延迟通气对３０：２高质量ＣＰＲ的影响。

声门上装置（强推荐，高质量证据）。ＥＭＳ采用不中断按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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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策略是常规ＣＰＲ的合理替代。（弱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管或声门上气道建立后，进行持续胸外按压是很重要的。

推荐依据：

在院内，解决这个特定问题的唯一研究的适用性有限，因

在提出这些建议时，工作组考虑到，尽管在ＥＭＳ的证

为它是在ＯＨＣＡ和机械胸外按压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局限

据中，持续的胸外按压和辅助治疗的证据中存在相对的同

性。但是，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治疗推荐。

质性（社区护理，如改善的旁观者心肺复苏策略和医院系

研究空白：

统的护理，如转移到复苏中心），但在持续的ＣＰＲ通气策
略和比较组中存在异质性（如被动ＰＰＶ策略）。这些建议
反映了ＥＭＳ实施者对按压和通气（ＣＶ比３０：２）安全性的
高质量证据，同时承认缺乏支持神经功能预后良好或生存

在对这个主题的回顾中发现了一些研究空白。ＢＬＳ工
作组将研究空白按优先顺序排列，前３位是：
①对院内心肺复苏的前瞻性研究中，没有比较持续的
徒手胸外按压期间通气量与胸外按压暂停时的通气量。

结果的数据。

②延迟通气对３０：２高质量的ＣＰＲ有什么影响？

研究空白：

③确保气道通畅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在对这个主题的回顾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研究空白。

按压通气（ＣＶ）比研究共识

ＢＬＳ工作组将研究空白按优先顺序排列，前３位是：

在２个观察性队列研究中，３０：２的ＣＶ比例与不同的

①延迟通气对３０：２高质量的ＣＰＲ有什么影响？

ＣＶ比例进行比较，为神经功能预后改善的关键结果得出了

②整个复苏治疗中（按压、除颤、延迟通气）的哪些

极低质量的证据。在这些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中，与ＣＶ比为

要素最重要？
③被动吸氧的效果如何（通过面罩或某种声门上气道

１５：２相比，３０：２的ＣＶ比有利于神经功能预后的改善
（ＲＲ，１．３４［９５％ＣＩ，１．０２～１．７６］；ＲＤ，１．７２个百分点

的给氧，但没有ＰＰＶ）？

［９５％ＣＩ，０．５２～２．９１］）。这些证据的质量是极低质量，

院内ＧＰＲ研究共识

因为这些研究是前后对照的调查，评估了２００５ ＣｏＳＴＲ后实

只有１个队列研究评估了持续胸外按压ＣＰＲ在院内的
效果。本研究中，在ＯＨＣＡ后住院的患者中，经气管插管

施的一揽子治疗干预措施。在这些调查中，ＣＶ比率的变化
仅为其中一个方面。

后的连续胸外按压的ＣＰＲ，与每五次胸外按压后的胸外按

７项观察性队列研究为生存的关键结果提供了极低质

压中断（ＣＶ比为５：１）相比较。胸部按压是由一种机械装

量的证据。由于ＣＶ比并不是这些研究中唯一评估的因素，

置一“机械心肺复苏机”来完成的，它提供了不同的平均

所以证据为极低质量。在６项队列研究的Ｍｅｔａ分析中，接

按压频率（７０～１００／ｍｉｎ）。这项研究将每１０次按压后的

受了３０：２ ＣＰＲ的患者的生存率高于接受１５：２ ＣＰＲ的患者

连续胸部按压和通气（没有暂停按压）和５：１的ＣＶ比

（ＲＲ，１．３７［９５％ＣＩ，１．１９—１．５９］ＲＤ，２．４８个百分点

（与呼吸暂停）进行比较，这导致了比２０１５年ＣｏＳＴＲ推荐

［９５％ＣＩ，１．５７～３．３８］）。一个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与

的传统的３０：２更频繁的按压停顿和更高的整体通气率。这

１５：２比例相比，５０：２比例生存率更高（ＲＲｌ．９６［９５％ＣＩ，

项研究是在前后对比的设计中进行的，虽然根据人口和心
脏骤停的特点进行了调整，但并没有考虑到研究期间在复
苏效率方面可能存在的潜在差异。
对于神经功能预后改善的临床结果，证据质量极低。
在不问断的１０：１ ＣＰＲ和中断的５：１ ＣＰＲ组之间，神经功能
预后结果没有差异（ＲＲｌ～１８［９５％Ｃ１，０．３２～４．３５］；
ＲＤＯ．２９个百分点［９５％Ｃ１，２．０５～２．６４］）。因为ＲＤ的
ＣＩ从明显的伤害（０．７５）转化为可观的收益（１．２５），证
据的质量为极低质量。
低质量的证据被确定为生存的关键结果。与中断的５
：１

ＣＰＲ队列（艘，２．３８［９５％ＣＩ，１．２２～４．６５］）相比，

不间断的１０：１ ＣＰＲ组患者的生存率更高。ＲＤ，５．８６个百
分点［９５％ＣＩ，１．１９～ｌＯ．５３］。

治疗推荐：
在院内ＣＰＲ期间，建立高级气道（气管插管或声门上

１．２８—２．９９］ＲＤ，２１．４８个百分点［９５％ＣＩ，６．９０—
３６．０６］）。证据的质量为极低质量。偏倚风险包括组群在
设计或分析的基础上无法比较的高风险以及不适当的随访
风险。这项研究也被认为是间接的。

治疗推荐：
对于心脏骤停患者，建议胸部按压一通气（ＣＶ）比为
３０：２。（弱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推荐依据：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工作组指出，对于ＣＶ比建议的
变化，可能会受到大量的因素的影响。在缺乏处理关键结
果的任何数据的情况下，工作组高度重视与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
年和２０１５年的ＣｏＳＴＲｓ保持一致。我们还对研究结果提出
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复苏（包括３０：２的ＣＶ比）会导致更
多的生命被挽救。

气道）后，建议救护人员进行正压通气并进行持续按压，

研究空白：

避免中断胸外按压。（弱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在对这个主题的回顾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研究空白。
ＢＬＳ工作组将研究空白按优先顺序排列，前３位是：

推荐依据：
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工作组指出，没有对院内心肺复
苏进行前瞻性研究，将持续的徒手胸外按压期问通气量与
胸外按压暂停时的通气量进行比较。工作组认为在气管插

万方数据

①更高的ｃＶ比（每次通气更多按压）可能带来的好处。
②在心肺复苏暂停胸外按压时，心肺复苏的提供者可
以在短时间内提供２次有效的通气。
③是否存在维持有效性所需的依赖于通气比例的临界

·１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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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量？

治疗推荐：

儿童院外心脏骤停的旁观者ＣＰＲ研究共识

建议旁观者对ＯＨＣＡ婴儿和１８岁以下儿童提供有通气
的ＣＰＲ。（弱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如果旁观者不能进行人：【呼吸，至少应进行胸外按压。

最近的一项系统性的研究比较了儿童ＯＨＣＡ的旁观者
只按压ＣＰＲ和按压通气ＣＰＲ的结果。这项研究确定了２项
大型观察性队列研究，均采用日本Ｕｔｓｔｅｉｎ ＯＨＣＡ登记中心
的数据。这一庞大的强制性登记包括在日本的所有年龄段
的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心脏骤停（如外伤、缢死、溺水、药
物过量、窒息、呼吸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到２０１７年，它包含Ｔ １００万次以上的心脏骤停的数据。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等的研究纳入了１７岁以内儿童的５ １７０个案
例，包括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期间实施的２ ４３９例旁观者
ＣＰＲ。该研究过程中，日本的复苏指南是儿童ＯＨＣＡ的ＣＶ
比从１５：２过度到３０：２。Ｇｏｔｏ等的研究包括１８岁以内儿童
的５ ０５６个案例，其中包括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期间实施的
７２２例旁观者ＣＰＲ。该研究过程中，日本的儿童心肺复苏
指南推荐ＣＶ比为３０：２。而且，此期间，国家（日本）实
施了一项调度员指导的ＣＰＲ计划。
在１个月的时间内，由于神经功能预后（儿童大脑功
能分类［ＰＣＰＣ］１或２）的关键结果，证据质量下降到极
低。这些研究证据的质量降级是因为严重的偏倚风险（例
２

如，比较组、单一国彩医疗系统注册表的潜在变异性、火
灾／ＥＭＳ部门问协议的变异性），严重的模棱两可（即所
提供的ＣＶ比例并没有具体地描述在出版物中，而且必须
从所报告的在数据收集时使用的指导方针和建议的描述中
推断出来）和严重的不确定（宽Ｃ／ｓ）。在第一项研究中，
在所有儿童中，只按压ＣＰＲ的儿童具有良好的神经功能预
后可能性较小（ＰＣＰＣ １或２）（ＲＲ，０．４６［９５％Ｃ／，０．２９
～０．７３］；ＲＤ，３．０２个百分点［９５％Ｃ／，１．４７—４．５７］）。
经过年龄的进一步分组分析，１至１７岁的患者使用旁观者
胸外按压ＣＰＲ效果较差（ＲＲ，０．４６［９５％ＣＩ，０．２８～
０．７５］；ＲＤ，４．３４个百分点［９５％Ｃ／，１．９５～６．７３］）。在
婴儿中，只按压ＣＰＲ与按压通气的旁观者ＣＰＲ是结果很
差，在神经功能预后改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ＲＲ，
０．３９［９５％Ｃ／，０．１１～１．３６］；ＲＤ，１．３１个百分点［９５％
ＣＩ，０．１７—２．８０］）。第二项研究并没有报告年龄分组的结
果，但在只按压ＣＰＲ组，与接受ＣＶ比３０：２的ＣＰＲ的患
者相比，神经功能预后改善（ＰＣＰＣ １或２）的患者更少
（ＲＲＯ．４５［９５％ＣＩ，０．３１～０．６６］；ＲＤ，３．３０个百分点
［９５％６＇／，１．７１～４．８８］）。这些数据并没有在原文中发表，
而是通过电子邮件从该研究的通讯作者（Ｙ．Ｇｏｔｏ，ＭＤ，
博士，个人电子邮件通讯，未发表的数据，２０１４年５月２
１３）处获得。
证据的质量极低，关键是存活时间是１个月。在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等的研究中，所有只接受旁观者胸外按压ＣＰＲ的
儿童的结果比接受过有通气的ＣＰＲ的儿童更差（ＲＲ，０．７６
［９５％Ｃ／，０．６０～０．９７］；ＲＤ，２．９８个百分点［９５％ｃ，，
０．４５～５．５１］）。经过年龄的进一步分组分析，１至１７岁只
接受胸外按压ＣＰＲ的患者效果较差（ＲＲ，０．７０［９５％ＣＩ，
０．５３—０．９３］；ＲＤ，４．７４个百分点［９５％ｃ，，１．１７—
８．３１］）。在婴儿中，１个月的生存率无明显差异（ＲＲ，
０．９０［９５％ＣＩ，０．５６～１．４５］；ＲＤ，０．７４个百分点［９５％
Ｃ／，２．６１～４．０９］）。在Ｇｏｔｏ的研究中，与接受有通气的
ＣＰＲ的儿童相比，只接受过胸外按压ＣＰＲ的儿童患者的生
存率更低（ＲＲ，０．５６［９５％ＣＩ，０．４５—０．６９］ＲＤ，７．０４
个百分点［９５％Ｃ／，４．５０～９．５８］）。在本研究中没有对不
同年龄层分组分析。

万方数据

在２０１５ ＣｏＳＴＲ中，这一推荐为强推荐，但是基于极低质量
证据。

系统审查完成后发表的相关研究
在系统评审完成后，又发表ｒ ２项相关的观察性研究，
并在其治疗建议中通报了专家组的决定。
在出院时，对神经功能预后改善（ＰＣＰＣ １或２）的临
床结果，证据的质量极低。本研究的ＧＲＡＤＥ质量因为严重
的偏倚风险（比较组间可能存在变异性）和严重的间接性
（具体的ＣＰＲ ＣＶ比未列出）被降级。这项研究来自美国的
一项自愿的非创伤性心脏骤停的登记，它代表了３７个州的
大于９ ０００万人的湖水区。这项研究包括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５
年收集的３ ９００个事件，比较了只接受按压的旁观者ＣＰＲ的
儿童或接受有通气的旁观者ＣＰＲ的１ ４１１名儿童的疗效。本
研究表明与接受有通气的心肺复苏术的婴儿相比，只接受胸
外按压的婴儿在神经功能预后改善上没有差异（Ｐ＝０．０８３），
同样的，与接受有通气的ＣＰＲ（Ｐ＝０．１１７）的儿童相比，
仅接受胸外按压ＣＰＲ的儿童（１～１７岁）无差异。
在１个月的时间里，对神经功能预后改善（ＰＣＰＣ １或
２）的临床结果，是极低质量的证据。这项研究是全日本注
册中心的另一项观察性研究。本研究的证据水平被降级，
因为严重的偏倚风险（观察性研究与比较组间可能的可变
性），严重的间接（特定的ＣＰＲ ＣＶ比率未列出），以及非
常严重的不严谨（非常宽的ＣＩ）。这个日本儿童ＯＨＣＡ
（包括创伤性心脏骤停）注册研究报告了，从２０１１年到
２０１２年ｌ—１８岁儿童（没有婴儿）的２ １５７个事件，比较
只接受胸外按压ＣＰＲ或有通气的ＣＰＲ的１ １５０名儿童疗
效。这项研究是在日本心肺复苏（Ｊａｐａｎ ＣＰＲ）指南推荇的
ＣＶ比（３０：２）的时候进行的，并且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家
调度员指导的ＣＰＲ方案。只接受胸外按压ＣＰＲ与接受有通
气的ＣＰＲ的儿童的神经功能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调整
后ＯＲｌ．５２［９５％Ｃ＇／，０．９３～２．４９］）。
对１个月存活的的关键结果，证据质量是极低质量。
这个队列研究的证据质量被降级，因为严重的偏倚风险，
严重的不直接和非常严重的不严谨（参见前面的解释）。
在本研究中，不论只接受胸外按压的ＣＰＲ还是有通气的
ＣＰＲ，１个月的儿童（１～１８岁）生存率是相同的（调整后
的ＯＲｌ．３８［９５％ＣＩ，０．９８～１．９６］）。
对于出院生存率的关键结果，证据质量是极低质量。
这个队列研究的证据质量因严重的偏倚风险（观察性研究
与对照组之间可能的变异性）被降级。在ＯＨＣＡ的婴儿
中，只接受胸外按压的ＣＰＲ患者，与接受有通气的ＣＰＲ患
者相比，生存率更低（Ｐ＝０．００２）。相反，对于大于１岁
的儿童来说，只接受胸外按压的ＣＰＲ的患者和接受过有通
气的ＣＰＲ的患者的存活率没有差异（Ｐ＝ｏ．２５８）。

推荐依据：
旁观者ＣＰＲ改善患者的生存率，心肺复苏的推荐应该
努力提高心肺复苏的实施和心肺复苏的效果。大多数小儿
心脏骤停都是由窒息引起的，所以有效的ＣＰＲ可能需要除
胸部按压外的通气。在提出这些建议的过程中，专家组将
人工呼吸的重要性置于儿童心肺复苏的重要位置，因为该
策略强调通气。从系统审查完成后发表的２篇（观察性）
文章表明，无论是只接受胸外按压的旁观者ＣＰＲ，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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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的ＣＰＲ，生存率和神经功能预后的结果在ｄ，ＪＬ（即Ｉ
岁以上的儿童）中可能不会有差异。这一结论与以往的证
据不同，这表明有通气ＣＰＲ对所有年龄段的儿童都有优
势。现有的数据有些不一致，在比较旁观者只按压的ＣＰＲ
与有通气的ＣＰＲ对ＯＨＣＡ的婴儿（＜１岁）有些矛盾。这
些差异，特别是那些来自最新出版资料的差异，有助于通
报工作组关于旁观者心肺复苏的通气与只按压ＣＰＲ治疗的
推荐，并解释为什么工作组决定将治疗推荐的强度降低到
较弱推荐，而不是更强建议。这种相对临床平衡应能够刺
激前瞻性临床研究，以确定婴儿（＜１岁）和儿童（＞１
岁）最佳的旁观者ＣＰＲ技术。
尽管只有极低质量的证据（作为２０１５年ＩＬＣＯＲ证据
评估过程的一部分进行分析），但工作组一致同意重申
２０１５年的强烈治疗推荐，即为儿童ＯＨＣＡ提供任何ＣＰＲ
（包括只按压ＣＰＲ），因为潜在的获益大于任何潜在的伤

’１３７１‘

害。鉴于系统审查并没有寻找任何ＣＰＲ和无ＣＰＲ对比的数
据，并且符合ＧＲＡＤＥ的推荐，我们的推荐被认为良好。

研究空白：
按照优先顺序，这个主题的最大研究空白如下：
①需要进行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来比较ＯＨＣＡ的婴儿和
儿童中的仅按压ＣＰＲ和有通气的ＣＰＲ。
②需要从其他复苏登记处获得数据，以便比较通气与
ＣＰＲ的作用，因为这在全球范围内变化很大，主要是基于
当地复苏委员会指南的差异。这也应该包括不同患者年龄
（如婴儿，１－８岁，＞８岁）和心脏骤停原因的亚组分析。
③调度员电话指导可以为婴儿和儿童提供有效的人工
呼吸／心肺复苏术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本文编辑：何小军）

２０１ ７年美国心脏协会关于成人基本生命支持和心肺

复苏质量的重点更新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指南更新
周明

何小军

郭伟郝锋编译

２０１５年，美国心脏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ＨＡ）发表了“２０１５年ＡＨＡ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指南
更新”，包括对成人基本生命支持（ｂａｓｉｃ ｌｉｆ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ＬＳ）和心肺复苏（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质
量的推荐。该指南的更新是基于由复苏国际联络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ＬＣＯＲ）制
ｏｎ

定的“２０１５年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科学与治疗建议的国
际共识”（ＣｏＳＴＲ）。按照计划，ＩＬＣＯＲ现在正在过渡到一
个持续证据评估的阶段，在新证据公布的推动下，旨在发
布更新的系统评价和ＣｏＳＴＲ声明。在２０１７年ＢＬＳ ＣｏＳＴＲ
总结中可以找到对证据评价过程的描述和术语汇编。必要
时，ＡＨＡ将发布与ＩＬＣＯＲ审查领域相关指南的重点更新。
ＩＬＣＯＲ选择的第一个主题作为连续评估过程的一部分
与ＢＬＳ相关，包括调度辅助的ＣＰＲ、由紧急医疗服务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ｖ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ＭＳ）人员进行的持续与间断
胸外按压，以及在院内及院外情况下进行的仅胸外按压
（徒手）Ｃｆ；Ｒ与伴有通气的胸外按压ＣＰＲ。所评估的证据
包括支持２０１５年ＣｏＳＴＲ的研究和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发表的新
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重点更新只涵盖了截至２０１７年由
ＩＬＣＯＲ的新持续证据评估过程所涉及的那些主题。ＩＬＣＯＲ
系统评估使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方法学，以及
其推荐力度和证据等级的相关术语。该成人ＢＬＳ重点更新
的专家编写组回顾了在２０１７年ＢＬＳ ＣｏＳＴＲ总结中引用的文

献，并根据使用ＡＨＡ指南的院外及院内复苏系统的结构和
资源仔细考虑了ＩＬＣＯＲ共识推荐。此外，根据美国心脏病
学会／美国心脏病协会在临床实践指南的最新报告，编写组
通过使用２０１５年指南更新第２部分详尽列出的过程，确定
了推荐分级及证据等级。在２０１５年指南更新和“２０１０年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指南”发表的所有其
他建议和流程，仍然是ＡＨＡ心血管急救科学小组委员会和
编写组的官方推荐。
在本成人ＢＬＳ重点更新中提到的每个主题的建议分类
如下：①不变的推荐；②更新的推荐（可能在措辞、分
类、证据级别，或以上任何组合上更新）。
在ＡＨＡ培训网络的要求下，澄清了以下对于大众施救
者的描述：①未经训练的；②经过仅胸部按压的ＣＰＲ训
练；③经过胸外按压及通气（人工呼吸）的ＣＰＲ训练。
推荐系统：应用推荐分级和在患者救治中临床策略、
干预措施、治疗或诊断检查的证据等级（２０１５年８月更
新）见表１。
表１．ＡＣＣ／ＡＨＡ推荐系统
推荐分级（强度）
Ｉ级（强）

获益＞＞＞风险

ＩＩ ａ级（中）

获益＞＞风险

１Ｉ ｂ级（弱）

获益≥风险

Ⅲ级：无益（中）

获益＝风险

（通常，仅证据等级Ａ或Ｂ使用）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ｌｎ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 ４）２８２．２０１７．１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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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有害（强）

风险＞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