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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 

危重脑功能损伤的脑保护 

Cerebroprotection in Severe Brain Injury 

宿英英 

 
脑保护涉及的危重脑功能损伤主要包括下面几类：（1）脑缺血：心脏停博（cardiac 

arrests）和急性脑梗死；（2）脑出血：脑实质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室出血；（3）颅脑

外伤。 

1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1.1  现代 CPR 的历史 
使心跳、呼吸骤停的患者迅速恢复循环和呼吸功能所采取的抢救措施称为复苏或 CPR。

1966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和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共同举办了第一届 CPR 会议；1973 年，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与上述两家机构共同举办了第二届 CPR 会议；1979 年，AHA 成为第三

届 CPR 会议的主要举办者；1985 年，第四届 CPR 会议由 AHA 与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共同举办，强调了成功的复苏包括呼吸、心跳恢复和智能恢复；1992
年，AHA 与其他多家协作委员会共同举办了第五届 CPR 和心血管急救（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ECC）会议，筹备并建立了国际复苏联合委员会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Resuscitation, ILCOR）。2000 年，AHA 与 ILCOR 共同举办了第一届 CPR 和

ECC 国际会议，制定并出版了国际 CPR 和 ECC 指南，除心跳骤停复苏外，增加了急性卒

中和局部血流中断复苏的内容。2005 年，第二届 CPR 和 ECC 国际会议对指南进行了更新

和修订。 
CPR 分为 3 个阶段 9 个步骤，分别为：（1）基本生命支持（basic life support, BLS）：A—

开放气道（Airway），B—人工呼吸（Breathing），C—心脏按压（Cardiac Compression）；（2）
高级生命支持（advanced life support, ALS）：D—心脏用药（Drugs），E—心电图诊断（ECG），

F—电除颤（Fibrillation Tretment）；（3）后续生命支持（prolonged life support, PLS）：G—
病情估计（Gauge），H—以恢复神志为重点的脑复苏（Human Mentation），I—加强监测治

疗（Intensive Care Unit）。其中第 1 阶段为挽救生命，第 2 阶段为维持循环和呼吸功能，第

3 阶段为神经功能的保护和维持。由于相当一部分 CPR 后存活的患者处于植物生存状态，

因此目前对 PLS 这一阶段越来越重视。 

1.2  复苏后综合征与脑复苏 
CPR 成功后，复苏后综合征成为影响患者存活的一个关键问题。复苏后综合征是再灌

注后重新氧合激活导致的有害代谢级联反应，包括内脏损伤和脑损伤两个方面，其发生机

制包括自由基生成、兴奋性氨基酸释放、Ca2+超载以及炎症反应，能引起线粒体损伤和细

胞凋亡。它包括以下阶段：（1）第 1 阶段：发生在 24 h 内，约 50%的患者死亡，其机制为

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后数小时内心血管功能失调（低血

容量性、心源性或血管扩张性休克），12~24 h 后恢复正常；（2）第 2 阶段：发生在 1~3 d
期间，此时心血管和全身功能改善，但会出现肠道渗透性增加引起的脓毒血症和多器官功

能衰竭（特别是肝、肾、胰功能障碍）；（3）第 3 阶段：数天内并发严重感染，病情迅速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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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4）第 4 阶段：患者死亡。 
脑组织质量仅占体质重的 2%，但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却占心输出量的

15%，脑耗氧量占全身氧耗量的 20%；大脑有 100 亿个神经元，500 万亿个突触，却无能量

储备。正常 CBF 为 50 mL/（100 g·min），当 CBF 为 30~40 mL /（100 g·min）时，脑电图波

幅降低；当 CBF 处于 20~30 mL/（100 g·min）时，脑组织进入无氧代谢状态；当 CBF 处于

15~20 mL/（100 g·min）时，ATP 耗尽，患者昏迷。心脏停搏发生全脑缺血 15 s 后患者意识

即丧失，1 min 后脑干功能停止，4~5 min 糖和 ATP 耗竭，5~6 min 脑组织出现不可逆性损

伤。脑细胞能耐受无血流状态 4~6 min，耐受缺血状态 15 min；CBF 减少（正常的 10% ~15%）

好于无血流。大脑不能承受心脏所能承受的打击。上述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都决定了脑组

织极易受到缺血缺氧损伤的打击。由于神经功能恢复在 CPR 的重要性，脑复苏的概念已深

入人心，成为 PLS 和复苏后处理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内容包括保证脑灌注、减轻再灌注损

伤和降低脑代谢。CPR 的概念也逐渐被心肺脑复苏（candiopulmonary cerebral resuscitation, 
CPCR）所代替，强调了脑复苏和脑保护的至关重要性。 

1.3  BLS 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心脏停搏 2 min 内开始 CPR 时，CBF 降至正常 50%；5 min 后开始 CPR 时，CBF 降至

正常 28%；10 min 后开始 CPR 时，CBF 降至 0%。时间就是生命，CPR 的成功与否 重要

的决定因素就是时间。心脏停搏后，必须在 4 min 内开始 BLS，在 8 min 内开始 ALS。 

1.3.1  开放气道 
上呼吸道梗阻 常见的原因是舌后坠。解除梗阻和保证气道通畅的 4 步措施为：（1）

清除分泌物；（2）提下颏；（3）托下颌；（4）口咽通气道（图 1）。 
 

 
                                     图 1  开放气道 

1.3.2  人工呼吸 
人工呼吸一般可分为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口对面罩人工呼吸。人工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

是 有效的人工呼吸方法，脉氧饱和度通常可达 90%~95%或以上。有条件时，可进行气管

内插管并接呼吸机，以实现更有效的呼吸维持（图 2）。 

1.3.3  心脏按压 
正确的心脏按压是 CPR 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其具体要求为：位置在胸骨下 1/3 处；

频率为 100 次/min；深度为 4~5 cm；人工呼吸与心脏按压的比率=2 15∶ 。 
正常情况下，心输出量为 5 000~6 000 mL/min，脑血流量为心输出量的 15%，即 750~900 

mL/min。如果操作正确，CPR 标准胸外按压术得到的心输出量为正常的 20%~30%，即

1000~1800 mL/min，此时脑血流量为 150~270 mL/min。要维持神经元活性，至少需要正常

脑血流量的 20%，即 150~180 mL/min。也就是说，正确的心脏按压能确保脑组织存活所需

要的脑血流量。 

1.3.4  电除颤 
院外急救时，电除颤应在 5 min 内实施；院内急救时，电除颤应在 3 min 内实施。胸外

除颤时，电极应置于胸骨右缘第 2 肋间，左腋前线第 4 或 5 肋间（心尖）。在新版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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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除颤能量定为 360 J×3 次；儿童除颤能量为 2 J/kg。 
 

 

                         图 2  面罩、人工简易呼吸器和气管插管 
 

1.4  ALS 和 PLS 
心搏恢复后，改善神经功能预后的关键是尽早完成 ROSC。完成 ROSC 的关键是提高

对心脏停搏的迅速反应能力和实施切实有效的治疗（除颤、复苏药物、通气）。 
神经功能损伤包括缺血性神经元损伤和再灌注损伤两个组成部分。心跳骤停后必须在

4~6 min 内开始 CPR，在 8~10 min 实现 ROSC，然后持续维持稳定的自主循环。只有这样，

才能 大限度地减轻缺血性神经元损伤。国外和国内的经验均表明，尽管进行了及时和有

效的 CPR，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在存活后处于昏迷和持续植物状态，大多数患者在 1 年内

死亡（图 3、图 4）。再灌注损伤发生在心跳骤停后 12 h 内，是造成 CPR 成功后患者昏迷的重 

     
图 3  国外 CPR 后的临床预后                        图 4  宣武医院 CPR 资料 
 

 要原因，其机制包括自由基生成、兴奋性氨基酸释放、Ca2+超载以及炎症反应等，是 CPR
复苏成功后的重要干预靶点。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文献报道，没有一个人认为某一治疗

措施能改变心脏骤停患者的预后。目前强调通过综合治疗提高脑灌注、减轻再灌注损伤和

降低脑代谢，具体方法包括低温治疗、药物鸡尾酒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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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PR 后的脑保护 

2.1  提高脑灌注 
CPR 过程中的脑血流动力学有 4 个不同时期的改变：（1）多灶性无再灌注期；（2）反

应性一过性充血期（持续 10~30 min）；（3）延迟性低灌注期；（4）延迟性低灌注后期。第

1 期取决于脑缺血时间的长短，心脏迅速复跳可使第 1 期逆转。第 2 期以后的治疗效果不

甚明了，但保证脑灌注和减轻再灌注损伤的目标已明确。 
8~10 min 内建立自主循环是保证脑灌注的基础。在 ROSC 过程中，要求维持心功能和

动脉血压的稳定。及时应用适当的药物处理各种心律失常是保证足够心输出量的关键，如

心动过速（胺碘酮或普鲁卡因）、室性心律失常（胺碘酮或甲磺胺心定）、心室颤动和心室

扑动（胺碘酮或溴苄胺），应用精氨酸加压素有利于 ROSC，当存在低镁血症和尖端扭转型

心动过速时可选择应用镁剂。对于动脉血压而言，要求在复苏早期把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维持在 90 mm Hg 以上，如 MAP 过高或过低，应通过补充血容量（血

浆、血浆代用品）、血管收缩药（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和血管扩张药（硝普钠、拉贝

洛尔等）及时调控。 
ROSC 后，应用各种方法稳定循环功能在维持脑灌注量中起重要作用：（1）纠正心功能不

全或心律不齐；（2）维持正常血浆渗透压（280~310 mOsm）；（3）维持正常或稍低（红细胞比

容 25%~35%）的血液黏度（非移动性血液稀释）；（4）改善微循环（硝普钠、低分子右旋醣酐）；

（5）预防微血栓形成：应用小剂量溶栓药溶解纤维蛋白凝块，应用低分子肝素溶解微血栓。 

2.2  促进静脉回流 
头高中线位，抬高 20~30°。 

2.3  适度通气量 
目前主张在 CPR 过程中给予适度通气以使动脉血 CO2 分压（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in artery, PaCO2）维持正常，已有研究证实其能改善患者的预后（ aⅡ 级）。具体方

法为：（1）BLS 期：不能给氧时，潮气量 10 mL/kg，通气时间＞2 s；给氧（氧浓度 40%）

时，潮气量 7 mL/kg（约 400~600 mL），通气时间 1~2 s。（2）ALS 期：潮气量 6~7 mL/kg，
通气时间＞1.5~2 s。（3）实时监测：确保脉搏血氧饱和度（pulse oximetric saturation, SpO2）

≥95%（ aⅡ 级），PaCO2 或呼气末 CO2 浓度（end-tidal CO2, ETCO2）处于正常范围内。 
特殊情况下可进行过度通气，如脑疝（ aⅡ 级）、肺动脉高压至心跳骤停时（ aⅡ 级），

以纠正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降低颅内压（Ⅲ级）。然而，没有研究证实过度通气能提高

患者的存活率。 

2.4  适度血氧 
在理论上，缺血再灌注会引起自由基生成增加。因此，推荐适度低氧血症[动脉血氧分

压（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in artery, PaO2）<100 mm Hg]，以减少自由基的生成。 

2.5  控制血糖 
低血糖（<2.78 mmol/L）和高血糖（>11.1 mmol/L）均有害，能损伤神经元、削弱 ATP

恢复和恶化低灌注。因此，推荐将血糖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即 3.9~6.1 mmol/L。 

2.6  轻度低温 
轻度低温能减轻已受损的神经元损伤程度和减少未受损神经元的损伤，其机制包括：

降低脑代谢率，延迟 ATP 消耗；降低脑耗氧量（CMRO2）；减轻乳酸堆积；抑制多种内源

性毒性介质释放；减少兴奋性毒性氨基酸释放；削弱氧自由基脂质过氧化级联反应；阻止

细胞内 Ca2+超载。另外，轻度低温还能降低颅内压，其机制包括：保护 Na+,K+-ATP 酶活

性，减轻细胞毒性脑水肿；保护血脑屏障，减轻血管源性脑水肿；减少脑血流容积。因此，

推荐在 CPR 时进行轻度低温（32~34℃）治疗（ bⅡ 级），具体方法为早期实施，在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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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使体温降至 37℃，数小时内降至 34℃，维持 3~5 d，直至病情平稳和神经功能开始恢复

（出现听觉反应），然后缓慢复温（1~2 /24 h℃ ）。 

2.7  维持酸碱平衡 
早期应用大剂量碳酸氢钠溶液会加重细胞内酸中毒，因此主张反复多次小剂量（30~50 

mL）缓慢静脉滴注，以免加重细胞内酸中毒。 

          NaHCO3+H+→H2CO3→H2O+CO2→+H2O 
                        Na             H2CO3→H+ 

2.8  降低颅内压 
颅内压增高会加重神经功能损伤，不利于心脏骤停患者的临床预后，因此应采取各种

措施将颅内压（脑室压）控制在 5~15 mm Hg。（1）甘露醇：125~250 mL，静脉滴注，1 次

/4~6 h；（2）人白蛋白（10 g）或血浆（100~200 mL），静脉滴注，1 次/6~8 h，同时辅以呋

塞米（10~20 mg）；（3）呋塞米：10~40 mg，静脉注射，1 次/4~6 h；（4）过度通气：PaO2≥100 
mm Hg，PaCO2 25~35 mm Hg，pH 7.3~7.6，脑疝时应予过度通气治疗。 

2.9  脑保护药 
迄今为止，已有许多种类型脑保护药的效果得到动物实验证实，但仅有几种自由基清

除药在临床试验中有效。将来的研究方向是应用多种脑保护药组成的鸡尾酒疗法。 

3  卒中后的脑保护 
1995 年、1997 年、1999 年和 2000 年，美国卒中特别工作组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工

作组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机构联合制定了急性缺血性卒中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临时指

南，发表于 ECC 手册。1999 年，AHA 制定自发性颅内出血治疗指南。2003 年，美国卒中

协会制定缺血性卒中早期处理指南。 
在发病后 3 h 内通过静脉注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

进行溶栓治疗是目前唯一得到批准的早期治疗方法。与 CPR 相似，时间仍然是患者存活和

预后良好的关键因素，“时间就是脑”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图 5）。 

 
图 5  急性卒中治疗的时间限定 

 
急性卒中后的脑保护与 CPR 时相似，但需要更加注重血压、癫和颅内压的调控和治

疗。 
急性卒中后的血压升高非常常见，但除血压明显升高和存在特殊情况（如急性心肌梗

死或主动脉夹层分离）外，很少需要紧急处理。应根据卒中类型和是否受接受溶栓决定血

压水平（表 1）。由于急性卒中后通常存在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失调，此时的脑灌注压直接

依赖于动脉血压，因此过度降血压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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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降压方法 
  血压水平（mm Hg）            治疗方法 
不进行溶栓治疗  
  收缩压<220 或舒张压  
  <120 

观察，除非其他终末器官受损，如主动脉夹层分离、急性心肌梗死、肺水肿或高血压脑病治疗

卒中的其他症状，如头痛、疼痛、激越、恶心和呕吐 
 治疗卒中的其他早期并发症，如低氧、颅内压增高、癫或低血糖 
  收缩压>220 或舒张压 
  121~140 

拉贝洛尔 10~20 mg，IV，1~2 min，每 10 min 可重复或加倍使用， 大剂量 300 mg；或者尼

  卡地平 5 mg/h 静滴，每 5 min 增加 2.5 mg/h 直至 大剂量 15 mg/h，直到达到预期效果； 
  目标是使血压降低 10%~15% 

  舒张压>140 硝普纳 0.5 μg/（kg﹒min）静滴，需要连续监测血压；目标是使血压降低 10%~15% 
溶栓治疗者  
  溶栓前  

收缩压>185 或舒张 
压>110 

拉贝洛尔 10~20 mg，IV，1~2 min，每 10 min 可重复或加倍使用；或硝酸甘油贴膜 1~2 英寸；

如血压未降低或不能维持在预期水平（收缩压≤185 和舒张压≤110），则不能进行 rtPA 溶栓治疗

溶栓中和溶栓后  
  1 监测血压 每 15 min 测血压 1 次，共 2 h，然后每 30 min 测血压 1 次共 6 h，然后 1 h 测血压 1 次共 16 h
  2 舒张压>140 硝普纳 0.5 μg/（kg﹒min）静滴直至理想血压 
  3 收缩压>230 或舒张  
    压 121~140 

拉贝洛尔 10 mg，IV，1~2 min，每 10 min 可重复或加倍使用， 大剂量 300 mg；或初始剂量

  团注后 2~8 mg/min 静滴；或者尼卡地平 5 mg/h 静滴，每 5 min 增加 2.5 mg/h 直至 大剂量

  15 mg/h；如血压仍未控制，考虑用硝普钠 
  4 收缩压 180~230 或 
    舒张压 121~140 

拉贝洛尔 10 mg，IV，1~2 min，每 10 min 可重复或加倍使用， 大剂量 300 mg；或初始剂量

  团注后 2~8 mg/min 静滴 

 
癫是一种威胁卒中患者生命的并发症，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癫发生率为

18.6%~27.3%，脑出血后为 4.83%~11%，脑梗死后为 6.31%~15.7%。控制癫的一线药

物包括地西泮（5~10 mg/>2 min）和劳拉西泮（1~4 mg/2~10 min）；二线药物包括苯妥英和

磷苯妥英；三线药物为苯巴比妥（图 6）。 
 
 

 
                                图 6  癫处理流程图 
 
在卒中急性期，约 10%~20%的患者因脑水肿恶化而死亡。治疗目标为减轻脑水肿、降

低颅内压、维持脑灌注和防止脑疝形成。建议进行颅内压监测以指导治疗和预测预后。治

疗方法包括：（1）甘露醇 0.25~0.5 g/kg，1 次/6 h，每天 大剂量为 2 g/kg；（2）机械通气

和给氧，避免低血氧和低通气，脑疝时 PaCO2 应控制在 30~35 mm Hg；（3）避免液体超负

荷，控制速度（林格液）50 mL/h；（4）避免过分气道内吸引，必要时开放气道；（5）不常

规应用糖皮质激素；（6）必要时外科治疗。 
                                                                           （收稿日期：2008－01－26） 

    宿英英. 危重脑功能损伤的脑保护. 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电子版), 2008, 2: 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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