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新知

2010 年新版美國心臟學會對心肺復甦術（CPR）
與急性心血管疾病照護（ECC）準則的修正 ACLS 部分
（成大醫院心臟內科）李威廷 / 李貽恆 醫師

前言
自從 1966 年美國心臟科學會發表第一版

提早，而給氣的時間則不會延後太久（一

的心肺復甦術（CPR）準則以來，已經過了

般的胸部按壓 30 次大約花費 18 秒即可完

近 50 年的時間。雖然該準則在 2005 年做了

成）。

許多的修正，但是五年來的許多研究與觀察

3. 在一般需要心肺復甦術的情況下，只有不

結果使準則的內容需要進一步的修正。而 2010

到一半的旁觀者願意伸出援手。旁人不願

年準則中，最為重大的改變是在基礎生命支

意幫忙的其中的一個可能性就是對於打開

持（Basic Life Support, BLS）的部分。過去長

呼吸道和人工給氣的心理障礙。當心肺復

期認為的 A-B-C（ Airway, Breathing, Chest

甦術強調的重點變成胸部按壓時，應該會

compressions） 順序，在新版中改為 C-A-B

有更多的人願意施救。

（ Chest compressions, Airway, Breathing）的順

4. 對一個熟悉心肺復甦術的醫療人員而言，

序。主要的原因有：

會對於發生的狀況與可能的原因做聯想。

1. 在各年齡層中，心臟驟停 （cardiac arrest）

就上述的成人心臟驟停情形而言，第一時

中的存活率最高的，是那些有目擊者的心

間的胸部按壓確實對病患是最有幫助的。

室顫動（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VF）或是無

然而，若是換成其他情境，則處理的方法

脈 性 的 心 室 頻 脈（pulseless ventricular

可能又不同。例如當面對新生兒時，因呼

tachycardia, pulseless VT）的情形。而當心

吸系統缺氧的可能性最高，因此這時候的

肺復甦術應用在這些病患時，最重要的是

急救順序就要回復到 A-B-C 。

胸部按壓以及早期的去顫電擊 （defibr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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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C-A-B 的流程後，胸部按壓的時間可以

然而，對於大部分的醫療人員而言，面
對的病患狀況往往是複雜。除了要能夠熟悉

2. 傳統的 A-B-C 流程中打開呼吸道和給氣的

各種的急救儀器之外，對於病患生理癥象的

過程往往會延誤胸部按壓的時間。當變更

掌握，以及各種藥物的給予也要能夠得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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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更何況，完整的急救過程除了基本的基
礎生命支持之外，尚須加上高級心臟救命術

5. 當面對有症狀或是不穩定的心搏過緩情形
時，心搏加速性藥物 （ Chronotropic drug）

（ Adult Advanced Cardiovascular Life Support,

可以是心律調節器的替代治療選項。

ACLS），如此才能讓病患有最大的機會恢復

6. 當病患呈現穩定的單一型態的寬敞 QRS 波

自主循環 （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頻脈心電圖（regular monomorphic wide-com-

ROSC），達到急救的目的。因此，整個心肺

plex tachycardia）且生命癥象穩定時，建議

復甦術的重點還是在於正確運用高級心臟救

以 Adenosine 作為起始藥物。

命術。

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之維持呼吸道
高 級 心 臟 救 命 術 （ ACLS） 的 修 正
在 2010 年版的 CPR 準則中，高級心臟救
命術主要包括了三個子題，也就是呼吸道的

暢通與通氣 （Adjuncts Airway Control
and Ventilation）

呼吸道的基本處置

暢通與給氣、心跳驟停的處置、以及對於有

通氣與胸部按壓是一般的急救過程中最

急性症狀的緩脈之處理。相較於先前 2005 年

重要的兩大要素。目前並沒有研究支持 100%

版本，新的準則在高級心臟救命術的主要修

氧氣給予的優劣，但是普遍認為在 1 秒之內

正有六點：

給予單次 600c.c.的潮氣容積是足夠的。另外，

1. 連續性二氧化碳偵測儀 （continuous quan-

在起始的心肺復甦術流程裡，每 30 次的胸部

titative waveform capnography）是氣管插管
流程中確認管路位置以及後續監測不可或
缺的工具。

按壓之後應給予 2 次的通氣。
環狀軟骨加壓（cricoid pressure）在使用
袋瓣罩（bag-mask）通氣的情下具有某些好

2. 心跳驟停處置流程的簡化，同時再次強調

處，例如可以保護氣管，減少對異物的吸入，

高品質心肺復甦術的重要性，包含壓胸的

同時降低胃的膨脹；但是，也可能造成通氣

深度、速度、每次壓胸後的胸部完整復位

量的減少，或是阻礙人工氣道的建立（包含

（ recoil）、以及不間斷地流程。

氣管插管）。因此目前並不把環狀軟骨加壓

3. 在無脈搏性心臟電器活動 （Pulseless Elec-

列為心肺復甦術的例行性流程中。至於口咽

trical Activity, PEA）或是無收縮心搏停止

氣道（oropharyngeal airway）的建立可以用於

（ Asystole） 的 過 程 中 不 再 建 議 常 規 給 予

意識不清且缺乏咽喉反射 （gag reflex）的病

Atropine 。
4. 在心肺復甦術中再次強調其品質，同時監
測病患的恢復自主循環情形。

患，但是不正確的置放可能會導致舌頭移位，
進而加重呼吸道的阻塞情形。而另一種為鼻
咽氣道 （nasopharyngeal airway），其不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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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口咽氣道來的低，然而可能有高達 30% 的

氣管插管（endotracheal intubation）在過

病患會有呼吸道出血的情形。另外，若是確

去被認為心跳驟停事件中最佳的呼吸道處理

定或懷疑病患有顱底骨折或是嚴重的凝血功

方法。然而，若是讓技術不純熟的醫護人員

能不良時，口咽氣道的建立是相對安全的措

來執行，會有極高的比例出現合併症，包含

施。

對口咽部的傷害，過長的胸部按壓暫停時間，
以及長時間缺氧所造成的器官功能缺損 （尤

呼吸道的進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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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腦部缺氧）等等。目前尚無對於氣管插

在重視胸部按壓的前提下，在第一時間

管和袋瓣罩在急救病患的前瞻性隨機研究。

執行侵入型氣管插管的考慮層面就會變得更

當下對於緊急插管的適應症有二：其一為無

為廣泛。執行呼吸道進階處理的過程中可能

法利用袋瓣罩對無意識的病患進行足夠的通

需要暫停胸部按壓一小段時間，而目前的研

氣量；另一為病患本身已喪失呼吸道的保護

究尚不能確定這段減少胸部按壓的時間會不

性反射。而且執行氣管插管的醫療人員必須

會直接對病患的預後有影響。甚至有研究指

是經過訓練且有經驗者。並且依據相關的回

出發生在院內的急救中，有氣管插管的病患

朔性研究指出，氣管插管仍有 6-25% 的機會

相較於無插管者有更高的死亡率。近來更有

直接引發管路滑脫或是放置位置不正確的情

研究指出在院外有在場目擊者的心室顫動

形。

（VF）或無脈性的心室頻脈（pulseless VT）事

在進階的人工呼吸道建立之後，一定要

件中，以持續胸部按壓為前提的延後氣管插

確認管路的位置。目前認為連續性二氧化碳

管反而對於存活病患的神經功能損傷降低。

偵測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64-100% sensitivity）

因此，插管的時機或許可以延後直到一開始

與特異性（100% specificity）。其主要的原理

的胸部按壓以及去顫術都無法讓病患回到恢

在於偵測由管路所排出的氣體中二氧化碳之

復自主循環時再來考慮，畢竟氣管插管通常

比率。該儀器已被建議用來輔助臨床醫療人

會對胸部按壓的持續性造成影響。一旦進階

員對於氣管插管位置的確立 （ Class I）。儘

的人工氣道建立完成，施救者就不需要考慮

管具有高信賴度，僅單靠一種方式來做確認

胸部按壓與通氣間的 30:2 法則。相對於胸部

仍會有風險存在。例如在肺栓塞的病患身上，

按壓的建議速度至少每分鐘 100 下，通氣的

因為肺部的血流量降低，故病患排出的氣體

速度只需要維持在每次 6-8 秒，也就是每分

中所含的二氧化碳濃度可能不會上升。

鐘 8-10 下即可。若是只有兩人施救，大約每

聲門上呼吸道（supraglottic airway）的建

兩分鐘就需要換手，以免執行胸部按壓的施

立一般並不需要中斷胸部按壓。目前的器材

救者因為疲勞而影響急救的品質。

有 喉 頭 罩 氣 管 組 （laryngeal mask ai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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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A）、食道－氣管整合管 （esophageal-tra-

是氣管內管的置放都應以不盡量中斷胸部按

cheal tube, Combitube）、以及喉管（laryngeal

壓為前提。

tube）。這類器材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將氣管

另外當分析可能造成心跳驟停的原因

與食道分開，以降低可能的肺部吸入性損傷，

時， 2 0 1 0 年的版本將之前的 6 H 6 T 簡化為

同時也提供比袋瓣罩更為可靠的通氣。然而，

5H5T（ 但 是 在 後 續 的 特 殊 處 置 章 節 中 仍 然

這一類器材截至目前仍無數據顯示對於病患

有 提 到 T r a u m a ）。 當 中 的 5 H 為 低 血 氧

的存活有幫助。

（Hypoxia）、低體溫（Hypothermia）、低血容
（Hypovolemia）、酸中毒（Hydrogenion, acid-

小結

osis）、高或低血鉀（Hyper-/Hypokalemia）；

不管是基本的呼吸道處置或是進階的呼

另外的 5T 則為心臟冠狀動脈栓塞 （Throm-

吸道處理，其目的不外乎是提供足夠的通氣。

bosis, coronary）、心包膜填塞 （Tamponade,

然而，在進階的呼吸道處理過程中，除了要

cardiac）、肺動脈栓塞 （Thrombosis, pulmon-

確認管路的位置之外，還要考慮中斷對胸部

ary）、張力性氣胸（Tension pneumothorax）、

按壓所造成的影響。

以及藥物中毒 （ Toxins）。

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之對心跳驟停

心律的分析與處置

的處置（Management of Cardiac Arrest）

基本的觀念

當面對心跳驟停病患的急救時，在有去
顫器（defibrillator）的場合中，使用其作為最

分析心跳驟停的心律有四種：心室顫動

初的心律分析以及後續的可能去顫電擊是

（VF）、無脈性心室頻脈（pulseless VT）、無

ACLS 所強烈建議的事項（Class I）。此時第

脈性心電氣活動 （ pulseless electric activity,

一位施救者應立刻進行心肺復甦術，第二位

PEA）、以及無收縮性心搏停止（asystole）。

施救者則是操作去顫器。若是確認為心室顫

把上述情形的病患搶救回來除了要做到基礎

動或是無脈性心室頻脈而施予去顫電擊後，

生命支持，還得要靠高級心臟救命術以及後

不遲疑接續胸部按壓 2 分鐘，之後再進行確

續的照護。對於心室顫動以及無脈性心室頻

認心律的程序。至於去顫器所使用的能量設

脈，之前就已經證明早期的去顫術和高品質

定，在單向（monophasic）去顫器建議 360 J ，

的心肺復甦術對於病患的存活有正向幫助。

若是雙向（biphasic）去顫器，則建議由 120-

其他的急救措施或許對於恢復自主循環有助

200 J 起跳。若是上述情形反覆發作時，應

益，但無法增加病患的出院存活率。也因此，

以最近一次去顫電擊成功的能量作為設定。

舉凡靜脈管路的建立、相關藥物的給予、或

另外在觀察心律變化與急救的同時，也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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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背後的原因，同時積極的治療可能的潛在

積水、肺血管栓塞、主動脈剝離、以及心血

問題。

管疾病是有幫助的。

對生命癥象的監測

給予藥物的途徑

傳統的股動脈脈搏偵測在胸部按壓的情

靜脈注射是一般最常見的給藥途徑。在

形下可能會誤判，因為所感受到的脈搏可能

小孩經由骨內注射（Intraosseous infusion, IO）

是胸部按壓時的股靜脈血液倒流所致。然而，

也是一個有效的給藥途徑。若是有中央靜脈

若是在暫停壓胸的情形下可以觸摸到脈博，

的管路，藥物的濃度可以提升，藥物由注射

這就是恢復自主循環的可靠證據。

至發生效果的時間也可以縮短。至於經由人

偵測吐氣末期的二氧化碳濃度 （partial

工氣道給予藥物的方法，在動物實驗上證明

pressure of end-tidal CO2, PETCO2）是另外一個

有效的有：lidocaine 、 epinephrine 、 atropine 、

做法。正常人的吐氣末期的二氧化碳濃度數

naloxone 、以及 vasopressin 。至於 amiodarone

據大約介於 35-40 毫米汞柱之間。在心肺復

截至目前為止並無數據。而各種藥物的給藥

甦術的施行過程中，吐氣末期的二氧化碳濃

劑量尚未統一，大約是靜脈給予劑量的 2-2.

度往往和心輸出量有關。若是該數值回復至

5 倍。

正常範圍時，通常代表病患已經恢復自主循
環；反之，若是在急救中一直低於 10 毫米
汞柱，則恢復自主循環的機會非常低。然而，

有研究指出在院外心跳驟停的急救個案

在急救過程中若是曾經給予碳酸氫鈉注射液，

中，經由靜脈給予藥物可以增加回復自主循

可能會造成該數值暫時性上升的假象。

環的比例，但是對於整體的存活率或是神經

另一項可以監測的的數據是中央靜脈的

8

相關藥物的適應症

學的復原情形並無幫助。

氧氣濃度（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

在血管收縮劑部分，腎上腺素 （Epine-

SCVO2）。正常人的數據落在 60-80% 之間。使

phrine）可以增加心肺復甦術時的冠狀血管與

用中央靜脈氧氣濃度監測的好處是不會干擾

腦血管的血液灌流。有實驗證實使用腎上腺

或是中斷心肺復甦術的執行。如果持續

素在心跳驟停的急救過程裡可以增加恢復自

<30% ，代表心肺復甦術的執行品質尚有改善

主循環的機率，但並不會增加整體的存活率。

的空間。

此外，高劑量的腎上腺素在急救過程裡並不

傳統的胸前心臟超音波或是經食道超音

會有幫助。而血管張力素 （Vasopressin）用

波對心跳驟停的病患幫助程度尚無定論。可

來做為第一線的急救藥物時，使用 40 units

以肯定的是，心臟超音波對鑑別診斷心包膜

靜脈注射的效果與腎上腺素相當，因此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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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驟停的急救裡，或許可以嘗試用血管張力

在這一個版本的心跳驟停急救處置流程中已

素來取代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的腎上腺素注射。

不再建議常規使用。在碳酸氫鈉 （ S o d i u m

在抗心律不整的藥物部分， Amiodarone

bicarbonate）的使用方面，儘管研究的結果並

相較於 Lidocaine 可以增加急救後的短期存活

不一致，但是因為大部分的報告中無法看出

率。在反覆性心室顫動或是生命癥象不穩定

其效用，亦不建議常規使用。另外在靜脈點

的心室頻脈中，使用 Amiodarone 也可以協助

滴給予部分，亦無證據指出在心跳驟停的急

改善致命性心律不整。然而，在使用的過程

救過程中有助益，因此也不建議常規給予，

中仍然需要注意後續心搏過緩或是低血壓的

然而在低容積性的休克引起的急救裡，注射

副作用。而在 Lidocaine 方面，由於不能改善

靜脈點滴是有需要的。

心跳驟停急救過程中的存活率，因此僅在沒
有 Amiodarone 的情形下可以考慮。靜脈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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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orsades de pointes 的情形下才有效。

Guidelines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至於其他的藥物，在 Atropine 部分，到
目前為止的研究中都無法證明其效用，因此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Circulation. 2010;
122[suppl 3]:S729 -S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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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對心跳驟停的起始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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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對心跳驟停的接續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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