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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 体 外 除 颤 仪 ， 俗 称
AED， 是能够自动分辨心脏骤停
是否由室颤引起， 如需除颤， 它
会向病人的心脏自动发放高能量
电流而完成抢救。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康复医院急诊科主任乔
瑞省表示 ， 在最佳抢救时间的
“黄金四分钟” 内， 对患者进行
AED除颤和心肺复苏， 能有效挽
救生命。

记者： AED是什么？
乔瑞省 ： AED 可以自行识

别室颤、 无脉室速， 自行选择除
颤能量并充电， 自行或由操作者
发出电击的一种除颤器， 普通人
稍加培训即可使用 ， 因而AED
又被俗称为急救设备中的 “傻瓜
相机”。

从某种意义上讲 ，AED又不
仅是种急救设备， 更是一种由现
场目击者最早进行有效急救的观
念。 它有别于传统除颤器可以经
内置电脑分析和确定发病者是否
需要予以电除颤。 除颤过程中，
AED的语音提示和屏幕显示使操
作更为简便易行。

自动体外除颤器对多数人来
说 ， 只需几小时的培训便能操
作 。 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认为 ， 学用AED比学心肺复苏
（CPR） 更为简单。

近年来 ， 猝死事件层出不
穷， 但绝大多数猝死者由于抢救
不及时而抱憾离世。 因此， 公众
和医界越发重视和提倡在 120 到
达之前， 由目击者进行抢救， 以

提升复苏成功率。

记者： 请您介绍下AED的重
要性？

乔瑞省： 要了解AED， 首先
要了解下心脏骤停。 心脏骤停是
指心脏射血功能的突然终止， 大
动脉搏动与心音消失， 导致重要
器官如脑严重缺血 、 缺氧而死
亡。 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
我们又称猝死。 心脏骤停主要是
由于心室颤动引起的。

据统计， 全球每年心脏猝死
的发病率达900万例， 我国每年
约16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及
时除颤是迄今公认制止心脏猝死
的最有效方法。 在最佳抢救时间
的 “黄金四分钟” 内， 对患者进
行AED除颤和心肺复苏， 能有效
挽救生命。 每拖延一分钟， 患者

的生存率即降低 10% 。 除颤越
早， 救活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也
是人们发明AED的原因。

记者： 使用AED设备究竟需
要什么技能？

乔瑞省： AED使用的场景首
先必须是发生心跳骤停。 对于受
过急救培训的人来说， 确认这个
是很快的。 先拍打、 呼唤患者，
确定他还有没有意识， 然后看胸
廓判断呼吸， 在意识丧失、 呼吸
停止的状况下就可以确认是发生
心跳骤停了， 需要使用AED除颤
的同时配合心肺复苏术。

AED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
六 个 字 “听 它 说 ， 跟 它 做 ” 。
AED设备其实就像傻瓜式照相机
一样， 它会给你语音提示， 跟着
做就行了。

打开AED， 接通电源 （部分
AED被打开时会自动接通电源）。

贴电极片。 装置中自带有两
个电极片， 分别贴放在病人的左
乳外侧和右锁骨下方。 按提示将
电极线插入AED的相应插口处
（若病人胸部较湿， 应先擦拭干
净后再放置电极片）。

接下来 ， AED会自动分析
患者的心律 ， 要注意的是 ， 此
时所有人的身体都不要与患者进
行接触。

若仪器提示需要除颤， 即刻
按下除颤按钮 ， AED将自动放
电， 此时， 仪器会再次提示所有
人离开 （部分AED装置会自动除
颤， 无须施救者按除颤按钮）。

记者： AED使用是否安全？
乔瑞省： 任何一个曾经被训

练过的人使用AED时， 都是安全
的。 研究表明AED具有90%的敏
感性 （即它可发现当时90%的需
要除颤的患者） 和99%的特异性
（即当不需要除颤时 ， 它有99%
的可能性建议不需电击）。 因为
AED的使用范围很广， 所以在它
释放能量前， 科学家们给它设置
了多重保险和报警程序。

AED只有在它发现患者为室
颤心律时，才会发放电击。 然而，
AED的使用还具有潜在的危险，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对其安全
性及正规操作进行培训的原因。

记者： AED是否一定会挽救
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命？

乔瑞省 ： 对于心脏骤停患
者， 抢救生命需要争分夺秒， 团
队分工协作。 超过4-6分钟， 尤
其是没有及时进行CPR （心肺复
苏） 救助患者， AED的抢救成功
率大大降低。 AED仅仅适用于室
颤这种完全不规律心跳的患者。
非室颤的患者对电击无反应， 仍
需要的是药物治疗和辅助呼吸，
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0有助于患
者的后续治疗。

2017年9月6日， 方庄私个
协分会 “送法律、 送服务、 推
进非公党建” 会员大会在方庄
工商所会议室隆重召开， 参会
企业达到28家。

会上， 来自分局业务科室
的领导为大家带来商标 、 合
同、 广告、 网络监管等方面的
法律知识， 税务局的同仁为大
家带来增值税业务知识， 还有
北京商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
大家带来税收的架构筹划相关
知识， 北京农商银行丰台支行
带来企业贷款融资优惠相关政
策，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为大
家带来了合同的订立及纠纷等
日常注意事项， 首大耳鼻喉医
院为大家宣讲了秋季养生知
识。借力“两送”活动，一方面为
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法规指导，
一方面为企业搭建交流互通平
台， 实现法律宣传服务与推进
工商监管服务工作相结合。

此外 ， 针对消费调解工
作， 消保科重点开展详细的业
务指导 ， 着重讲解两项维权
制 度和赔偿先付制度 ， 使企
业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律的武
器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共同
利益。

按照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丰台分局2017年推进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方案》
和分局总体工作部署， 方庄私
个协分会依托 “两送” 活动，
推进非公党建工作。 会上， 方
庄私个协分会专职副书记对非
公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布置和
宣讲 ， 对非公经济党组织建
立， 对楼宇推进党建工作进行
了指导。 为进一步扩大党组织
和党的工作覆盖面， 增强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的创造
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进一步
推进非公党建工作顺利开展打
下了良好基础。

依托“两送”活动扎实推进非公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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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蹲5分钟胜过走路一小时

年轻人工作繁忙， 休息日最
惬意的事莫过于半躺在床或沙发
上玩手机、看书。然而，半卧位时，
腰椎会因缺乏足够支撑， 导致原
有弧度被改变， 让椎间盘所受重
力不断增大，诱发椎间盘突出。以
后可别半躺着了， 你的腰椎也需
要休息。

下蹲时要全身放松， 双腿分
开与肩同宽， 脚尖朝向前方， 下
蹲幅度以膝盖刚刚超过脚尖为
宜 。 动作幅度和频率要因人而
异， 不要过快过多， 保持微喘稍
累即可， 保证锻炼之后的酸痛第
二天能自然解除最适宜。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研究
发现 ， 爱做梦的人 ， 不易患痴
呆。 睡觉时， 眼球有快速跳动的
现象， 呼吸和心跳变得不规则、
肌肉完全瘫痪， 并且很难唤醒。
做梦一般出现在这一阶段。 数据
显示， 快速眼动时睡眠持续的时
间每缩短1%， 患痴呆症的风险
就会增加9%。

耶鲁儿童健康组织调查发
现， 父母对儿童辱骂、 训斥、 歧
视、 威吓等行为， 会阻碍儿童身
材的长高， 甚至成为 “精神性矮
子”。 人体下丘脑可根据神经网
络传来的各种信号， 刺激分泌生
长的激素 。 神经过度紧张和压
抑， 会抑制内分泌的产生， 导致
发育不良。

老挨骂的孩子长不高

爱做梦的人不痴呆

半躺姿势最伤腰

有些猝死其实可以避免

为何有人买菜路上产子，
有人生产时那么痛苦？

生产的痛苦是每位妈妈都要
经历的 。 近日一则新闻报道 ：
“广东一名孕妇在出门买菜的路
上突然临盆 ， 婴儿直接掉了下
来。 医护人员赶到后， 当街进行
处理。 最后， 女子一手抱娃一手
拎菜淡定离开 ”。 同样是女人 ，
同样是生产，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
的差距呢？

与胎儿的位置大小有关

分娩的过程与胎儿的位置和
体 重 有 关 。 胎 儿 体 重 3000g—
3500g， 分娩的时候难产几率减
少。 如果胎儿过大， 分娩时难产
的几率就会增加。 并且如果胎儿
胎位不正的话， 生产过程也会更
加困难。 如果再加上产妇是高龄
产妇， 则会增加危险系数。 因此
一般这种情况下， 医生就会建议
剖腹产。

与产妇的骨盆大小有关
关于生孩子有个古老的说

法， 即选择儿媳妇要看屁股， 屁
股大就好生养， 屁股小则不好生
养。 其实需要看的并不是屁股，

而是骨盆。 影响分娩的也不是骨
盆的大小， 而是骨盆的位置。 如
果女性骨盆很窄 ， 并且位置较
深， 则在分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
易。 如果女性骨盆很宽， 并且位
置很浅， 那么在分娩的时候便会
相对容易一些。

与产妇的体重有关
生孩子的进度还跟产妇的体

重有关， 如果产妇体重过重， 身
体脂肪太多 ， 会增加分娩的难
度。 因此在孕期， 孕妇要合理控
制自己的饮食。 孕妇在怀孕期间
都会嗜睡， 许多孕妇在安心 “养
胎 ” 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运动
量， 但是运动对孕妇来讲是十分
重要的。

专家建议：
孕期运动可以增加腹肌、 腰

背肌和骨盆底肌肉的张力和弹
性， 使关节、 韧带松弛柔软， 有
助于分娩时肌肉放松， 减少产道
的阻力， 使胎儿能较快地通过产
道； 还可以缓解准妈妈的疲劳和
压力， 增强自然分娩的信心。

（马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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