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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继续下面辅导之前，试着回答下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和解释可以在文章的末尾找

到。请回答对或错。 

1. 对于一个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和 C2/3骨折的气管插管患者，在救护车转移的过程中可能发

生的生理变化: 

a.救护车减速时有可能增加患者颅内压(ICP) 

b.救护车加速时有可能降低患者血压 

c.救护车加速时有增加患者误吸的潜在风险 

d.运输期间存在患者低体温的风险 

e.惯性作用可能使不稳定性脊柱骨折移位 

2.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危重病患者将通过飞机转运至离家较近的治疗机构。航空转运期间

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包括: 

a.飞机上升过程将导致含气空腔脏器内的气体容积减小 

b.气管导管套囊应使用生理盐水填充，以防止飞机上升时容积发生变化 

c.在飞行期间由于病人的体位行气管插管相对比较容易 

d.气胸患者不应该在航空转运前进行闭式引流 

e.航空转运总是最快和首选的患者转运方式 

3.关于转运过程中的物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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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只有患者受到惯性力冲击 

b.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指出,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c.大气压随海拔高度而增加 

d.随着海拔高度增加，氧浓度保持不变 

e.波义尔定律指出，在恒定的温度下，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与绝对压力成反比 

 

要点 

 由于急性病理改变和当时所用的治疗药物增加了危重患者转运过程中的不稳定性，降低

了患者的代偿能力。 

 加速和减速过程中的惯性力能引起血压、心率、颅内压和胃内压的显著改变。 

 飞行过程中由于大气压的降低使患者存在低氧和低体温的风险，由于含气空腔脏器内气

体膨胀、振动和惯性力损伤也会继发不良事件。 

 开始转运之前，在作好准备和稳定患者病情并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对于防

止转运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和减少患者生理改变是必要的。 

 

 

引言 

危重患者经常会从院前医疗机构或医院被转运到特殊治疗机构或被转运到离家更近的医

院。统计显示每年在英国有超过 11000 次医院间重症患者的转运。 

危重患者的转运并非没有风险，重症医学会(Intensive Care Society，ICS)[1]联合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麻醉医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naesthetis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AGBI)[2]

制定了危重患者转运的方案。 

重症患者跨院转运过程中经常发生一些不良事件。一项来自荷兰的前瞻性审计报告显示

重症患者转移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达到 34%，其中有 70%被认为是可以避免的。这些

不良事件中有许多与设备故障、准备不充分和病案资料不详尽/沟通欠完善相关。ATOTW 最

近发表了一篇关于跨院转运危重患者的文章，详细讨论了这些方面[3]。 

危重患者可能在转运过程中发生明显的生理变化，低氧、低血压、心律失常和颅内压

(ICP)的变化会导致患者病情的严重不稳定。本教程将探讨陆地和航空转运对危重患者的生

理影响，并讲述如何避免或减少这些不良生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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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转运的生理影响 

患者经常被从院前医疗机构和医院之间通过救护车来进行转运。由于危重患者的代偿能

力降低，救护车的减速和加速可对其生理产生显著的影响。牛顿运动定律可以解释加速和减

速对病人的生理影响(图 1)。 

牛顿第一定律 一切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下，总保持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

变这种状态为止。 

牛顿第二定律 物体的作用力（F）等于物体的质量（m）乘以物

体的加速度（a）：F = ma。 

牛顿第三定律 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

用力。 

图 1：牛顿运动三定律 

 

牛顿第三定律指出,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当患者受到

外力作用加速时，会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作用力被称为惯性(图 2a/b)  

（图中蓝色箭头为“加速”，绿色箭头为“惯性力”） 

              图 2a 加速 

例如,如图 2a所示，当救护车加速时，产生外力的方向是朝向患者头部的方向。而惯性

力是相反的方向即朝向患者脚的方向。这个惯性力引起器官和血液等体液向患者脚的方向移

动。移动的数量取决于速度、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加速度的方向可以为前后、横向或头尾

方向。通常救护车运输中加速度的方向是头尾方向，会产生显著的生理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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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蓝色箭头为“减速”，绿色箭头为“惯性力”） 

               图 2b 减速 

图 2b所示减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时引起减速的外力朝向脚的方向，患者的血液向

头部移动。救护车的刹车力（原文为“The breaking force”，疑为“The braking force”）

远大于加速度力，因此减速比加速对患者的影响更大[4]。 

 

加速引起的生理影响： 

心血管系统 

血液淤积在下肢使静脉回流减少，心输出量减少，导致低血压。健康状态下，压力感受

器受体会反射性增加血管张力来代偿低血压。然而，在危重患者，由于病情危重如败血症或

治疗药物的作用使得压力感受器反射性的调节作用明显减少或缺失。严重低血压发生时可能

需要增加正性肌力药和血管加压药。低血容量和正压通气都会使心脏前负荷减少而加重低血

压[4]。 

神经系统 

 低血压可以导致脑灌注的减少，从而影响患者的意识水平。头部损伤的患者由于需要维

持一定的脑灌注压，这点尤为重要。 

 脑灌注压（CPP）= 平均动脉压（MAP）— 颅内压（ICP） 

 

减速引起的生理影响： 

心血管系统 

 由于惯性力将血液向头部“推送”，静脉回流将增加。心脏损伤的患者，右心室容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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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会导致心脏衰竭，肺水肿以及心律不齐。 

神经系统 

 由于静脉血液和脑脊液的移动导致颅内压增加。这对于颅内压已经增高的患者十分重

要，因为他们在减速的过程中，脑灌注压可能进一步降低。 

胃肠道系统 

 惯性力驱使胃向患者头部移动，将增加误吸的风险。 

 腹腔脏器向头部移位增加跨膈肌压，导致更小的潮气量或者更高的胸内压，这取决于使

用的通气模式。 

肌肉骨骼系统 

 有严重脊柱损伤的患者，减速期间的惯性力会导致轴向负荷，引起不稳定性脊柱骨折的

移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惯性力同样也作用于设备仪器和医务人员。因此，设备仪器应该被

固定好，所有医护人员在救护车移动的过程中都应坐好并系好安全带，从而减少受伤的风

险。由于医务人员拥有健全的代偿能力并且坐位时惯性作用是前后方向，所以不会产生明显

的生理学影响。加速和减速属于动态危险，同时还有一些静态危险也会显著影响患者，如： 

噪音 

 噪音会影响医务人员之间及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并带来痛苦。 

温度 

 救护车不能像医院那样有效的调节温度，因此病人可能会暴露在极热或极冷的环境中，

出现低温和高热的风险。因此，在转运患者的过程中严密监测患者的体温是很重要的，

并且要为低体温准备好额外的毯子和液体加热器。 

转运时间 

 在长时间转运中，受压区域应该受到保护和监测。转运过程中空间通常是很有限的，要

特别注意各种线的位置，避免患者身上有其他设备压迫。 

 在长时间的转运过程中，血液和其他体液在下垂部位的淤积和骨骼突出部位的压迫，会

导致组织的浸解，进而形成褥疮。健康志愿者在硬的急救板（脊柱板）上，正常灌注的

皮肤仅 20 分钟后就出现了褥疮。而使用加压药物治疗的危重患者，褥疮会出现的更快。

因此，急救板不应该用于长时间的转运，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在 2013 年已经发表声

明指出院前脊柱固定的患者容易发生褥疮[5]。在转运此类患者的过程中只要有可能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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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使用真空垫子。 

 

航空转运产生的生理影响 

航空转运通常是由军方或其他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通过直升机或固定翼飞机转运。了解

航空转运对患者造成的生理影响非常重要，因为航空转运对 ICU患者的影响取决于患者转运

前的准备工作。 

 

海拔高度对生理的影响 

大气压强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大气压降低，两者呈非线性关系。虽然空气中氧的浓度始终为

0.21，但是动脉氧分压会下降。大气压下降导致肺泡氧分压降低，从而导致组织缺氧，

必须补充充足的氧气(增加吸入氧浓度)。 

 低氧可引起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律失常、低血压、呼吸急促并可改变人的意识水

平。对于健康个体通常是不需要氧气补充的，除非飞行高度超过 10000 英尺以上。 

 海平面大气压是 101 kpa，10000 英尺的高空大气压下降到 70 kpa。大气压下降对氧分压

有显著影响，如图 3 肺泡气体方程所示。 

肺泡气体方程式 

PAO2 = [FiO2 x (Patm - PH20)] - (PACO2/R) 

 

(PAO2 = 肺泡气氧分压, FiO2 = 吸入氧浓度 (空气氧浓度 0.21%), Patm = 大气压

, PH20 = 37℃时水的饱和蒸汽压力在（6.3kpa）, PACO2 =肺泡气二氧化碳分压 ( 

5.3kpa), R = 呼吸商(通常为 0.8，与饮食有关) 

例如: 

海平面的 PAO2  

 
PAO2=[0.21x(101kpa–6.3kpa)–(5.3kpa/0.8) 

     = 19.8kpa – 6.6kpa 

     = 13.2kpa (99mmHg) 

 

海拔 10000 英尺的 PAO2  

 
 

PAO2=[0.21x(70kpa–6.3kpa) – (5.3kpa/0.8) 

     = 13.3kpa – 6.6kpa 

     = 6.7kpa (50mmHg) 

图 3 肺泡气体方程 

 

如果飞行过程中危重患者出现低氧可以用增加吸入氧浓度（fiO2）或通过降低飞行

高度或进入低海拔密封舱从而增加氧分压得到改善。 

肺泡-动脉血氧梯度不匹配的患者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如严重 COPD患者、肺挫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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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纤维化的患者，高海拔引起的相对低氧会导致这些患者出现更低的 PaO2。因此，在飞

机起飞前与飞行员讨论飞行高度并评估飞行高度对患者带来的潜在风险尤为重要。 

 

容积膨胀 

 波义耳定律表明，在恒定温度下，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与气体的绝对压力成反比(图

4)。因此，当上升时，含气空腔脏器中的气体体积将会增加。这将影响所有含气空

腔脏器和气体填充的设备,因为在封闭空间里气体的容积随大气压强的下降而增大。 

 

                         图 4 波义耳定律 

 

容积膨胀的生理影响 

 在航空转运之前，气胸患者应该进行胸腔闭式引流，以避免增加气胸面积和形成张力性

气胸的风险。 

 肠梗阻患者或近期行肠道吻合手术的患者应该进行低海拔空运或陆地转运。可以考虑采

用固定翼飞机完成转运，因其密闭舱中的压力可保持在海平面或较低海拔高度的水平。 

  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如果患者不能平衡咽鼓管中的空气膨胀，将会导致疼痛和不适。

这也同样会发生在医务人员身上 。    

  腹腔积气和颅内积气是航空转运的相对禁忌症。患者颅内积气时，气体膨胀可能加重 

ICP 升高，降低脑灌注压。  

 气管导管、森斯塔肯-布莱克莫尔管、造口袋和充气压力袋这些充气设备的压力应该受到

监测。在飞机上升时气管套囊中的气体体积发生膨胀导致套囊压力升高，应减少套囊中

的气体容积以维持较适当的压力。飞机下降时需要增加套囊中的气体容积。另一个选择

是用盐水填充气管导管套囊，液体膨胀远低于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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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 

 随着海拔的增加温度下降，每上升 1000英尺空气温度下降 2℃。飞机在高海拔时，如果

转运患者没有处于压力密封舱内，长时间转运可使患者处于低温风险中。至于陆地转运

也应该有适当的措施来减少热量丧失。 

湿度 

 高海拔时由于气压低和湿度低的影响，会导致皮肤和肺部的水分更快地蒸发，更易造成

脱水。对于需要长时间转运的患者考虑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严密地监测这些患

者的液体入量和出量，从而避免低血容量和脱水现象。 

 湿度降低可以导致分泌物的增厚和粘液栓的形成，因此应该使用热湿交换过

滤器或者湿化氧气来进行面罩通气。 

 需长时间转运的患者，使用人工泪液润滑眼睛和频繁地进行口腔护理也是非

常重要的。 

 

空运的其他考虑 

加速及减速 

 应用直升机或者飞机转运的患者同样面临着之前提到的陆地转运过程中暴露于加速和减

速的风险。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惯性力因飞行的方向不同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轴线上，以

及患者如何朝向的问题。之前提到注意事项仍然适用。 

噪音和震动 

直升机上的噪音和震动可能会使清醒患者产生痛苦，特别是对于谵妄的患者，这点应该

被考虑到。 

    噪音会使救援团队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而这点可以通过头戴耳机解决，也应该为患者

提供这样的耳机。 

    震动是使医务人员在直升机飞行过程中产生疲劳的一个最常见原因，所有救援团队的成

员都应该被告知这个风险。机组人员因为飞行时间的限制能够减少疲劳发生的风险，在长时

间的转运过程中，同样的规范（指飞行时间的限制）也适用于医务人员。 

    震动也会影响监测设备尤其是通过振动来监测血压的无创血压计。因此，需要精确监测

血压的患者，在飞行转运之前应该进行动脉置管以便在飞行过程中能精确测量血压。 

有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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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救护车相比，直升机上的空间更加有限。在直升机飞行过程中进行插管，是极其困难

的。因此，所有可能存在病情恶化风险的患者都应该在转运之前进行插管。 

以上的考虑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实际中，上述的并发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明显。

这是因为直升机转运院前患者或院间转运的飞行高度一般都在 1000 英尺。这会减少容量膨

胀及氧分压的下降。 

固定翼飞机比直升机飞的海拔高度更高，但是不像直升机，固定翼飞机可以保持机舱的

压力处于低海拔气压水平。民用飞机一般将机舱的压力设置在 7000-9000 英尺高度的压力水

平。飞机也能将机舱内压力保持与陆地水平相当，然而如果这样做，由于机舱壁内外压力的

差异，会限制飞机上升的高度。 

如何将转运对危重患者造成的生理影响降至最低的总结 

陆地转运 航空转运 

 患者在转运之前应进行恰当的复苏并使病情

稳定以减少在转运过程中由于移动造成的生

理紊乱，避免病情恶化。（ICS 指南）。 

 头部抬高 15 度可降低惯性力对颅内压的影

响。 

 在加速期间，腿部抬高可增加静脉回流和心

脏前负荷。 

 行气管插管将会减少误吸的风险。不符合插

管指征的患者可以给予止吐药。在高危人群

中可插入鼻胃管减少误吸风险。  

 转运中应经常规监测患者的体温并合理使用

毯子和液体加热装置。 

 监测受压区域。 

 即使在紧急“蓝灯”转运过程中，迅速的加

速和减速也得不到一点好处。控制加速和减

速保持稳定的速度不仅保护患者安全也同样

保护医务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与陆地转运一样，转运病人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并使病

情稳定可将加速和减速对患者造成的影响降至最小。

陆地转运的注意事项同样适用。 

除此之外： 

 气胸患者在转运之前，应行胸腔闭式引流以避免上升

期间形成张力性气胸。 

 低氧患者应补充氧气和/或降低飞行海拔高度。 

 如果患者病情可能恶化，在转运之前即应进行气管插

管，因为在飞行期间由于空间限制很难插管。 

 考虑到飞行期间压力的变化，气管导管套囊最好使用

盐水代替空气填充。 

 患者的体温和受压部位应严密监测。 

 空运前应行有创动脉置管以便监测血压，因为转运期

间产生的震动会影响无创血压计袖带的功能。 

 对于一些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颅内积气的患者，航空转

运是否是最佳选择需要仔细考虑。对于这些患者，避

免航空转运、低海拔高度飞行或进入压力密封舱是必

要的。 

 

 

运输方式 

如上所述，不同转运方式可能对机体产生非常明显的生理影响，尤其是对于不能代偿这



 

 10 

些生理变化的危重病患者。 

转运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地点、转运的紧迫性、可获得的转运方式、天气和患者因素。 

 

 救护车 直升机 固定翼飞机 

优势 • 常用 

• 总费用低 

• 快速动员 

• 不受天气条件的影响 

• 易于对患者进行监测 

• 对于偏远地点或难以接近的

地点具有优势 

• 某些情况下快于救护车 

• 如果医院有直升机停机坪，

转运两端都不需要救护车 

• 长途转运 

• 公路交通不能进入的区域 

• 有压力密封舱 

劣势 • 较慢 

• 受交通影响 

• 更适用于短距离转运 

• 某些地点如山区不能转运

患者 

• 昂贵 

• 恶劣天气不能飞行 

• 动员延迟 

• 缺少经验和需要额外培训 

• 非常有限的空间  

• 无压力密封舱 

• 昂贵 

• 组织困难 

• 起飞延误 

• 起飞前或降落后需要救护车

转运 

• 医务人员需要进一步的培训 

图 5. 不同运输方式的优势和劣势 

 
 
 
 

总结 

转运对危重患者可产生显著的生理影响，因为危重病患者的急性病理改变或治疗的药物

使其不能代偿这些变化。 

认识地面和空中转运对患者生理的影响，充分做好转运前的准备，有利于降低患者在转

运过程中发生病情不稳定和恶化的风险。 

我们必须记住，上述原则不仅适用于患者，也适用于医护人员和医用设备。医务人员应

该保持体内水分并意识到长途飞行中疲劳的风险。飞行中产生的震动能影响监测设备，充气

的留置设备如气管导管套囊需要进行压力监测或者改用生理盐水填充。任何没有进行固定的

设备由于惯性的作用都有可能对医务人员造成重大伤害。 

 

 

答案 

1） 

a.正确——救护车减速产生的外力其方向朝向病人的脚。惯性力作用的方向相反，引起血液

和脑脊液向头部流动，导致颅内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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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确——在救护车加速时外力产生的加速使得血液趋向于脚，血液淤积于脚导致低血压。 

c.错误——减速时由于胃及内容物向患者头部移动，会增加误吸的风险。 

d.正确——由于救护车不能调节温度会使患者暴露于寒冷环境中。患者在麻醉/镇静状态时，

不能通过穿上更多的衣服来应对体温的下降，并且，在此状态下，血管舒张会通过血流的重

新分布引起更多热量的丢失。 

e.正确——具有严重脊髓损伤的患者在加速/减速过程中产生的惯性力会导致轴向负荷，引起

不稳定性脊柱骨折的移位。 

 

2) 

a.错误——波义耳定律表明，在恒定温度下，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与绝对压力成反比。因

此，上升时，任何含气空腔脏器的体积都会增加。 

b.正确——在上升过程中，盐水并不像气体那样膨胀。盐水的体积受海拔高度的影响较小。 

c.错误——救护车的空间有限，直升机/飞机的空间更有限，在飞行期间进行气管插管是极其

困难的。 

d.错误——由于上升过程中气体膨胀，所以气胸面积随海拔高度而增加（波义耳定律），增

加了形成张力性气胸的风险。 

e.错误——由于动员延迟、飞行限制、以及某些情况需要救护车转运至机场或从机场转运，

航空转运并不总是最快的运输方式。航空转运也存在与飞行高度相关的风险比如气体膨胀和

缺氧，这在文章中有详细讨论。 

 

3） 

a.错误——加速/减速和惯性力也作用于设备和医疗人员。因此设备应该被固定好，所有医务

人员都应该坐下并系上安全带以降低受伤的风险。 

b.正确——牛顿第三定律表明，对于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 

c.错误——随着高度增加大气压减低是由于重力对气体分子的作用减小所致。 

d.正确——氧浓度保持 0.21 不变但是氧分压下降。 

e.正确——这是对波义耳定律的正确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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