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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e asphyxia of stillborn infants is the main group of neonatal asphyxia death. Strengthening
the rescue of severely asphyxia of stillborn infants, reducing their death and complic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ducing perinatal mortality [1].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 case of a pre-hospital
emergency team successfully recovering severely asphyxia of stillborn infants, meantime shares
th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with the pre-hospital emergency team which is critical to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pre-hospital emergency team in the recovery of severe suff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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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度窒息濒死儿是新生儿窒息死亡的主要人群。加强对重度窒息濒死儿的抢救，减少其死亡和并发症发
生，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1]。本文介绍一例院前急救团队成功复苏重度窒息濒死儿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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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复苏经过及经验与大家分享，对提高院前急救团队在院外复苏重度窒息濒死儿的成功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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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例介绍
1.1. 一般资料
女婴，重度窒息濒死儿，2016-5-19 上午 10:00 家属呼叫 120 称：妻子孕 29 周，于 10 分钟前自觉腹
痛，入厕时急娩一女婴于坐便池内，患儿没有意识，不啼哭，无手脚活动，皮肤青紫。

1.2. 产妇情况
经产妇，既往体健，孕 29 周，G2P2 1 1，曾于 3 天前入院常规产检，未发现异常。

1.3. 现场所见
院前急救医护人员迅速出发于上午 10:10 到达患者家中，现场见：一女婴右侧卧位于坐便池内，脐
未断，肚脐以下身体浸于淡红色血性污水中。查体：全身皮肤呈灰紫色，刺激无反应，无呼吸动作，双
肺未闻及呼吸音，心率约 30 次/min，四肢无明显畸形，肌肉极度松弛，生理反射消失，现场 Apgar 评分
0~1 分，初步诊断：1) 早产儿；2) 重度窒息濒死儿。

1.4. 诊断标准
重度窒息濒死儿指婴儿出生后无自主呼吸或呼吸抑制而导致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
窒息程度的判定用经典 Apgar 评分法：根据皮肤颜色、心率、呼吸、肌张力及反射五项(每项评分为 0、1、
2 分)体征进行评分，再把五项分数相加，依据其评分之和，对新生儿的状况进行评估。其判定标准为：
0~3 分：重度窒息，4~7 分：中度–轻度窒息，8~10 分：无窒息或正常新生儿；评分意义：出生后 1 min
评分反映窒息严重程度，出生后 5 min 评分除反映窒息严重程度外，还可以反映抢救效果及帮助判断预
后，如婴儿需复苏，出生后 15 min、20 min 仍需评分。

2. 复苏经过
院前急救团队严格按国际公认的窒息复苏 ABCDE 方案进行，即 A：清理呼吸道，B：建立人工呼吸，
C：维持正常循环，D：药物治疗，E：评价，并遵循：评估→决策→措施→再评估→再决策→再措施的
循环复苏程序，现场紧急给予：① 脱离便池；② 断脐，迅速擦干患儿身体并用医用中单包裹患儿以保
暖；③ 置复苏位，轻柔畅通呼吸道，行团队心肺复苏术；④ 立即胸外按压，按压部位：患儿两乳头连
线中点稍下方，用拇指进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为患儿胸廓前后径的 1/3，按压频率：130~150 次/min；
⑤ 给予人工通气，球囊面罩连接储氧袋，接通 100%纯氧，氧流量：10 L/min，通气频率：40~50 次/min，
通气有效评价标准：可看见患儿胸廓起伏；⑥ 反复评价复苏措施及效果；⑦ 不间断行胸外按压与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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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⑧ 院前急救团队现场持续复苏约 10 min，患儿建立自主呼吸，哭声渐响亮；⑨ 现场查体：患儿
口唇、全身皮肤颜色逐转红润，R：30 次/min，双肺底可闻及少量湿罗音，P：120 次/min，律齐，心音
低钝，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四肢活动尚可，握持反射弱；⑩ 随即送往 NICU 进一步救治，
患儿入院接诊记录：T：36℃，R：35 次/min，P：140 次/min，Bp：20/10 mmHg，SpO2：90%，Apgar
评分：7 分，体重：900 g。

3. 总结
严格遵从复苏流程。院前急救团队接受过严格的新生儿窒息复苏操作流程培训，反复多次进行急救
团队操作演练，严格考核，并定期复训，在实际工作中，高遵从度执行新生儿窒息复苏流程，大部分复
苏成功的病例，结局良好。
执行高质量心肺复苏标准。对重度窒息濒死儿复苏时，需提高胸外按压和人工通气的频率，胸外按
压应为 130~150 次/min，注重胸外按压质量，尽可能避免按压中断，以保证脑部持续血循环；人工通气
应按 40~50 次/min 进行，且要求每次通气均有效，以增加分钟通气量[2]。
重视院前急救团队建设。院前急救医生(急救团队组长)准确评估和组织实施复苏措施的能力最为关键
[2]。院前急救团队相互尊重，团结协作，配合默契：患儿脱离污染环境、清理呼吸道、断脐、人工通气、
胸外按压几乎同时并举，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全程复苏措施精准到位，既避免了复苏延迟又减少了复
苏中断。
时间观念至上。院前急救工作中，急救医生在现场必须具有秒秒必争的意识，重度窒息濒死儿病情
危重，没有时间转诊，“时间就是生命”，对重度窒息濒死儿必须立即就地抢救，不容迟缓，为患儿的
后续救治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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