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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患者心肺复苏（CPR)的效果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13年11月至2015年11

月间中山巿古镇人民医院急诊科80例实施院前或院内CPR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心肺复苏成功率，比较成功组

与失败组性别、年龄、心脏按压开始时间、气管插管时间、电除颤开始时间、肾上腺素用量的差异，分析心肺复苏成

功的影响因素。结果 80例老年患者中CPR成功25例，失败55例 。成功组患者心脏按压开始时间(≤5 min)、气

管插管时间(≤2 min)、电除颤开始时间(≤5 min)、肾上腺素(1 mg)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失败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Logistics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心脏按压开始时间(≤5 min)、气管插管时间(≤2 min)、电除颤开始

时间(≤5 min)、肾上腺素(1 mg)为老年患者心肺复苏成功的保护因素。结论 老年患者心肺复苏成功的影响因素

较多，早期进行心脏按压、气管插管、电除颤并使用常规剂量肾上腺素有助于提高心肺复苏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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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in elderly pa-

tients.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3 to November 2015, 80 elder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re-hospital or in-hospi-

tal CPR were chos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uccess rate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were observed, and sex

ratio, age proportion, cardiac massage start time, tracheal intubation time, electric defibrillation start time, adrenaline

dose differences of successful group and failure group were compar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cardiopulmo-

nary resuscit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80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CPR, of which 25 cases were suc-

cessful, and 55 cases were failed. The heart pressing start time (≤5 min), tracheal intubation time (≤2 min), electric de-

fibrillation time (≤5 min), proportion of epinephrine (1 mg) of the succes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failure group (P<0.05). Logistics multi-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e heart pressing start time (≤5 min), tracheal intuba-

tion time (≤2 min), electric defibrillation time (≤5 min), epinephrine (1 mg) were the protecting factors of CPR success

in elderly patients.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ccess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el-

derly patients. Early heart pressing start time, intubation time, defibrillation start time and epinephrine can help to im-

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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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呼吸骤停是急诊科常见危重急症，心肺复苏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作为心脏骤停抢

救的一项重要措施，其代表急诊急救医学水平[1]。影响

CPR 成功的因素较多，包括基础疾病、复苏实施时

间、除颤时间以及人工气道的建立等 [2-3]。老年人因

生理功能减退，多常伴有一种或多种慢性基础疾病，

给诊疗带来困难。针对其进行急诊急救，可能需要

根据人群自身特点做出相应调整 [4]。本文旨在探讨

老年患者心肺复苏的效果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急诊科2013年11月至

2015年11月期间急诊入院的80例老年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患者临床表现主要有意识障碍、颈动脉搏动消

失、伴有双侧瞳孔散大、大小便失禁、呼吸停止等。

心电图检查表现为患者心室纤颤及心室静止。患者

发生呼吸障碍或心搏骤停，就地施行CPR抢救，最终

转入我院急诊科进行治疗。80 例患者中男性 46 例，

女性 34 例；年龄 61~77 岁，平均(68.5±2.2)岁；患者在

不同地点施行CPR抢救，其中院外 45例，院内 35例；

患者发病至实施 CPR 的时间为 20 s~20 min，平均

(13.2±4.1) min。

1.2 排除标准[5] 院外发生呼吸或心搏骤停时间

超过30 min；患者家属不同意进行CPR；家属知情并放

弃继续治疗。

1.3 复苏方法 患者发生心脏骤停后，及时进行

相关措施，如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100次/min，按

压、通气比 30:2)、气管插管、呼吸气囊给氧等，保持患

者呼吸道通畅；使用相关设备如心电监护仪，及时监

测患者血压及心率等常规指标变化情况；尽快建立

静脉通道，补充患者流失的体液；同时给予相关药物

如肾上腺素等进行协同治疗；采用物理降温法如冰

袋外敷等，对患者脑部进行适度降温；另外可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是否对患者施行电击除颤等。在CPR成

功后，可根据患者发病原因和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

治疗方案，并注意缓解患者电解质紊乱等相关不良

情况[6]。

1.4 CPR 抢救成功标准 恢复自主心律、脉

搏、血压，恢复自主循环且持续时间在 30 min 以上 [7]

则为复苏成功。其中自主心律包括窦性心律、结性

心律，血压以≥90/60 mmHg (1 mmHg=0.133 kPa)为

判断依据。

1.5 观察指标 实时对患者复苏情况是否成功

进行观察，比较成功组与失败组性别、年龄、心脏按压

开始时间、气管插管时间、电除颤开始时间、肾上腺素

用量的差异。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影响心肺复苏效果的因素，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心肺复苏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本组 80例

老年患者中CPR成功25例，失败55例。其中，心血管

类疾病 45 例，成功 16 例；呼吸类疾病 13 例，成功 2

例；脑血管疾病、末期肿瘤以及不明原因导致死亡的

患者共 14例，成功 4例；其他疾病 8例，成功 3例。依

据患者是否复苏成功将其分为成功组和失败组，比

较两组始复苏相关因素的差异，见表 1。成功组和失

败组患者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成功组心脏按压开始时间(≤5 min)、气管插管

时间(≤2 min)、电除颤开始时间(≤5 min)、肾上腺素

(1 mg)使用量均明显高于失败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2 影响心肺复苏效果的多因素Logistics多因

素分析 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脏按

压开始时间(≤5 min)、气管插管时间(≤2 min)、电除颤

开始时间(≤5 min)、肾上腺素(1 mg)为老年患者心肺

复苏成功的保护因素，见表2。

表1 80例患者心肺复苏效果的单因素分析[例(% )]

因素

性别

年龄(岁)

心脏按压开始时间(min)

气管插管时间(min)

电除颤开始时间(min)

肾上腺素使用量

类别

男

女

≤70

>70

≤5

>5

≤2

>2

≤5

>5

标准量(1 mg)

大剂量(0.1 mg/kg)

成功(n=25)

15(32.6)

10(29.4)

14(31.8)

11(30.6)

17(58.6)

8(15.7)

15(46.9)

10(20.8)

18(58.1)

7(14.3)

17(54.8)

8(16.3)

失败(n=55)

31(67.4)

24(70.6)

30(68.2)

25(69.4)

12(41.4)

43(84.3)

17(53.1)

38(79.2)

13(41.9)

42(85.7)

14(45.2)

41(83.7)

χ2值

0.093

0.015

15.862

6.061

16.938

13.108

P值

0.760

0.904

0.000

0.014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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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心脏呼吸骤停是急诊科常见的临床急症，若得不到

及时处理，患者死亡率极高。由于病情危重，急诊处理常

以秒计，患者心脏骤停后10 s后会丧失意识，30 s后会出

现相关症状，1 min后自发呼吸渐渐变缓，3 min后脑组织

出现水肿，6 min 后患者的脑细胞将出现不可逆的死

亡，随后 8 min则迅速过渡到生物学脑死亡。有研究

指出，1 min内施行CPR的成功率高达 80%，10 min后

施行CPR抢救的病例完全失败。说明CPR施行的越

早，患者抢救成功率越高。因此，施行CPR的初始时

间和患者的CPR成功率息息相关[8]。

本研究中，CPR 成功率为 31.3%，依据患者是否

复苏成功将其分为成功组和失败组，对两组一般资

料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复苏成功组心脏按压开始时

间(≤5 min)、气管插管时间(≤2 min)、电除颤开始时

间(≤5 min)、肾上腺素(1 mg)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失败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早期的心脏按压、电除

颤、畅通气道及合理剂量的药物应用可能是复苏成功

的重要因素。电击除颤作为一种有效治疗室颤的急

救措施，在临床上被广为使用。研究发现，越早地对

患者施行电击除颤，患者的CPR成功率就越高[9]。本

次研究中，5 min内对患者进行电击除颤，其CPR 成功

率和5 min后进行电击除颤相比明显更高。即根据患

者情况决定是否对患者施行电击除颤，若需要施行，

则越早越好。肾上腺素作为国际指南推荐的一种复

苏药物，其临床复苏效果较好，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

于其在 CPR 中的使用量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

性。本次研究发现，成功组和失败组患者的肾上腺素

平均使用量比较，应用标准剂量者心肺复苏成功率更

高。可能与老年患者相关机体功能衰减，且对药物的

反应性差异较大，当肾上腺素剂量超过一定范围时，

可能导致部分患者心肌耗氧量增加，最终影响患者的

临床治疗[10]，因而，肾上腺素可作为备选药物，不建议

大量使用。

综上所述，老年患者CPR的成功率所受影响因素

较多，主要包括心脏按压开始时间、气管插管时间、电

除颤开始时间、肾上腺素。为提高患者CPR成功率，

应及时进行CPR和电击除颤等相关急救措施，以降低

患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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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影响心肺复苏效果的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因素

心脏按压开始时间(≤5 min)

气管插管时间(≤2 min)

电除颤开始时间(≤5 min)

肾上腺素用量(1 mg)

回归系数

0.314

0.765

0.432

0.547

标准误

0.087

0.076

0.076

0.045

Waldχ2

16.765

22.455

23.515

22.754

P值

<0.05

<0.05

<0.05

<0.05

OR

0.352

0.785

0.624

0.744

95%CI

1.254~1.745

1.157~2.543

1.676~2.465

2.065~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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