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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血管病患者院前急诊急救临床分析

何忠俊

淮安市肿瘤医院急诊科，江苏 淮安 223200

【摘要】目的：分析院前急诊急救对于急性脑血管病患者的效果。方法：在我院急诊科 2019 年 1月
-2020年1月治疗的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中筛选66例患者实施分析，将33例患者纳入对照组中，给予常规急诊

急救，剩余33例纳入研究组中，给予院前急诊急救，评价两组治疗情况。结果：对比研究数据显示，研究

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6.76%，明显高于对照组 (81.82%)，组间差异存在意义 (P<0.05)；研究组急救时间、住院

时间明显较对照组短，组间差异显著 (P<0.05)；研究组 (6.06%)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 (24.24%)低，组间差异

明显 (P<0.05)。结论：对急性脑血管病患者实施院前急诊急救具有理想效果，临床推广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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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e-hospital emergency treatment o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Methods: Sixty-six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reat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3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given routine emergency first aid, and the remaining 3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group and given pre-hospital emergency first aid, and the treatment sit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data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6.7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81.82%),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P<0.05). The first aid time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group(6.06%)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4.24%),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was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pre-hospital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has ideal effect and significant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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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血管病为临床常见危急重症，主要指的

是脑部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急性脑血管疾病患者

主要临床症状为眩晕、失语、偏瘫等，严重时还可

发生死亡等情况。院前急诊急救能够稳定患者病情，

降低危险因素影响，可为患者争取更多治疗时间，

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我院急诊科治疗

的 66 例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为探究主体开展对照分

析，重点分析了院前急诊急救对急性脑血管病患者

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起始与终止时间为 2019年 1月 ~2020
年 1月，研究对象纳选自我院急诊科治疗的急性脑

血管病患者，符合研究标准者有 66例，研究前以随

机数字表法是是是分组，将组别命名为对照组、研

究组，各组纳入 33例。研究组中，年龄区间是 45
～79岁，均龄 (62.04±3.91)岁；男女患者占比为

18: 15。对照组中，年龄区间是 47～77 岁，均龄

(62.08±3.78)岁；男女患者占比为19: 14。对比两组

一般资料后并未发现差异具有意义 (P>0.05)。
1.2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急救，主要是在患者入院后给

予急救治疗，全面评估病情，开放静脉通路，给予

吸氧、心电监护等操作，积极控制血糖及血压，保

证脑部良好的血流，减轻脑损伤。

研究组实施院前急诊急救，主要内容是：(1)家
属急救指导。接到急救信号后，与家属保持通话，

告知解开患者衣领，对于呕吐物进行清理，将患者

头部偏向一侧，给予基本干预，保证患者安全。(2)
现场急救。医护人员达到现场后，立即询问患者发

病时间、症状等相关信息，给予吸氧操作，维持正

常呼吸，评估意识、血压、血糖等情况，快速开放

静脉通路，给予甘露醇、多巴胺等药物 [1]。(3)转运

操作。确定患者病情稳定且完成基本急救操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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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情进行转运。转运过程中尽量避免多次搬动

患者，避免脑损伤加剧或者是出现其他损伤。转运

期间需密切监测血压、脉搏、呼吸、血氧饱和度等

相关生命体征，及时处理低血压、呕吐情况。对于

低血压患者，可静脉输注羟胺注射液，有利于纠正

异常血压问题，对于颅内压升高患者，可静脉推注

20mg吠塞米、静脉滴注125ml甘露醇。转运时还应

注意与医院取得联系，详细汇报患者目前情况，告

知院内开放绿色通道，完善相关急救药品和仪器的

准备，做好院内急救治疗准备工作 [2]。

1.3观察指标

①治疗效果。评价患者治疗效果，判定内容有

无效、显效、有效。②急救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急

救时间与住院时间，以平均值实施组间对比。③并

发症情况。统计两组患者再出血、水电解质紊乱、

肺部感染、脑栓塞等并发症发生例数，对比发生率。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 2*2折因设计分析，急救情况为连续性变

量资料，以“x±s”表示，采取“t”进行检验，以

重复测量方差对比组间差异；治疗效果与并发症情

况为定性资料，应用“[n/(%)]”表示，采取“χ2”

进行检验，以非参数对比组间差异，若比值P<0.05
或者0.01时，说明存在统计学差异。

2结果

2.1治疗效果分析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具

有统计学差异 (P<0.05)。详细分析数据见表1。

表1　治疗效果分析量表 [n(%)]

组别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n=33) 1(3.03) 9(27.27) 23(69.70) 32(96.97)

对照组 (n=33) 6(18.18) 12(36.36) 15(45.45) 27(81.82)

χ2 - - - 3.99

P - - - 0.04

2.2急救情况分析

表2数据显示，研究组和对照组间的急救时间、

住院时间均有差异显著 (P<0.05)。具体评估数据见

表2。

表2　急救情况分析量表 [(x±s)h]

组别 例数 急救时间 住院时间

研究组 33 2.18±0.57 11.76±2.83

对照组 33 2.48±0.59 13.15±2.69

t 2.38 2.10 2.04

P 0.02 0.03 0.04

2.3并发症情况分析

对比组间并发症发现，研究组与对照组间的并

发症发生率存在差异，研究组较低 (P<0.05)。表3为
具体发生数据。

表3　并发症情况分析量表 [n/(%)]

组别 再出血
水电解质
紊乱

肺部感染脑栓塞 发生率

研究组 (n=33) 1 1 0 0 2(6.06%)
对照组 (n=33) 2 3 1 2 8(24.24%)

χ2 - - - - 4.24
P - - - - 0.03

3讨论

急性脑血管疾病主要是局部形成血栓、脑血管

破裂出血后导致脑组织发生缺血、缺血状态的一种

疾病，临床发生率较高，对于患者生命安全存在较

大威胁。此类疾病的主要危害表现为，病情进展迅

速、起病急骤、并发症多、脑损伤大等，若持续存

在脑损害，可对患者运动、语言等相关功能产生影

响，严重时还会出现呼吸衰竭、死亡等情况 [3]。因

而。针对急性脑血管疾病患者特点，采取针对性、

科学性的急救措施，对改善疾病预后具有重要效果。

院前急诊急救是一种以提高急救治疗效果，保

证患者生命安全为目标的急诊急救措施，将其用于

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具有理想价值，可有效缩

短各个环节的急救时间，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患者在

最佳治疗时间段内得到救治 [4]。相较于常规急救措

施，院前急诊急救主要优点是：(1)能够充分发挥家

属的作用，可在医院人员达到现场前完成基本急救

操作，通过电话形式给予家属科学的急救指导，可

消除影响生命安全的危险因素，能够形成基础急救

工作，可为医护人员争取更多的抢救时间 [5-6]。(2)可
有效把控抢救时间，缩短整体急救时间，该种急诊

急救方式可保证各项救治工作有序进行，各环节衔

接效果较为理想，可促进整体治疗效果提升。(3)急
性脑血管疾病的并发症较多，常见并发症为再出血、

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等，院前急诊急救可显著降低

并发症风险，对保证患者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效果。

综上所述，给予急性脑血管病患者院前急诊急

救具有理想效果，可提高急救治疗效果，缩短急救、

住院时间，同时还可降低肺部感染、再出血等相关

并发症风险，临床推广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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