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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CPR）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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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环境是否安全，检查伤者是否清醒

拍打双肩，在伤者双侧耳旁

大声呼喊：喂！你怎么啦？ （轻

拍重喊）

2 呼救，启动应急反应系统

马上大声呼救，自己打或叫

人打急救电话 120。

3 如无意识，检查伤者是否有脉搏

两根手指放在喉结侧面感受

脉搏，10 秒内完成。

如无脉搏，则准备进行胸外

按压。

3 寻找按压部位

部位：两乳头连线与胸骨交

叉点。

手法：一只手掌置于按压位

置，另一只手掌平行重叠压在其

手背上，两手手指相扣，手指与肋

骨平行上翘，用掌根按压。

5 开始30次胸外按压

跪或立于伤者一侧，上半身

前倾，两臂和肘关节伸直，双肩位

于双手的正上方，以髋关节为支

点，肩、肘、腕成一直线，以上半身

的力量垂直向下按压，每次按压

后放松使胸廓恢复至原来位置，

但掌根不能离开胸壁。

6 开放气道（仰额抬颏法）

将一只手掌放在伤者额头，

用另一只手的两指抬起伤者下

颌，使伤者下巴尖与耳垂的连线

和地面垂直，这样可防止伤者舌

头后坠导致的窒息。

7 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

用放在伤者额头的手捏住伤

者的鼻孔，平静吸气后，张大嘴把

伤者的口部紧紧覆盖住，向伤者

口部吹气，吹气时间持续 1 秒以

上，确保患者胸廓起伏。一次吹气

完毕，松开患者鼻孔，让患者被动

呼气，5到 6秒后再吹一次。

8 继续CPR，30次胸外按压与2次人工呼吸交替进行

5 个循环 CPR 后，再次判断

患者的脉搏和呼吸，先触摸颈动

脉， 后查自主呼吸。效果不佳者，

应持续 CPR 直到救护增援人员、

AED 到达或患者呼吸、心跳恢复。

按压速率：每分钟 100-120 次

按压幅度：5-6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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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成人基础生命支持简化流程 海姆立克急救法

生存五环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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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于成人

1、抢救者站在病人背后，用两手臂
环绕病人的腰部。

2、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一侧放
在病人胸廓上和脐上的腹部。

3、用另一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冲
击压迫病人的腹部。

4、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

2 自救

可采用上述 4个步骤的 2、3、4三

点，或稍稍弯下腰去，靠在一固定的水平

物体上 ( 如桌子边缘、椅背、扶手栏杆

等 )，以物体边缘压迫上腹部，快速向上

冲击。重复之，直至异物排出。

3 用于无意识的病人

使病人仰卧，抢救者面对病人，骑跨
在病人的髋部。用你的一手置于另一手
上，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胸廓下脐上
的腹部，用你的身体重量，快速冲击压迫
病人的腹部，重复之，直至异物排出。

4 应用于婴幼儿

5 次拍背法 将患儿的身体扶于抢
救者的前臂上，头部朝下，抢救者用手支
撑患儿头部及颈部；用另一手掌掌根在
患儿背部两肩胛骨之间拍击 5次。

5 次压胸法 如果堵塞物仍未排除，
实施 5 次压胸法。使患儿平卧在坚硬的
地面或床板上，抢救者跪或立于其足
侧；或取坐位，并使患儿骑在抢救者的
两大腿上，面朝前。抢救者以两手的中
指或食指，放在患儿胸廓下和脐上的腹
部，快速向上冲击压迫，但要刚中带柔。
重复之，直至异物排出。

无反应且没有呼吸

或不能正常呼吸（仅仅

是喘息）

启动急救系统 拿到除颤器

开始心肺复苏

检查心律/
如有必要，开始
除颤，每分钟重
复一次

院外心脏骤停

识别和启动
应急反应系统

即时高质量
心肺复苏

快速除颤
基础及高级
急救医疗服务

高级生命维持和
骤停后护理



1

电击伤的急救 溺水的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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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救者会游泳的情况下

用最快的速度将其从水里救上岸。
对精疲力尽的溺水者，救护者可从

头部接近；
对神志清醒的溺水者，救护者需从

背后接近。

2 施救者不会游泳的情况下

应立即用绳索、竹杆、木板或救生

圈，使溺水者握住后拖上岸来；

现场无任何救生材料，应即时高声

呼叫他人

3 岸上救护

（1）清理呼吸道：立即解开溺水者的衣服和腰带，清除溺水者口鼻淤

泥、杂草、呕吐物等，如有活动假牙，应取出，以免坠入气管内。

（2）控水 (倒水 )：迅速倒出呼吸道及胃内积水。

（3）如果患者呼吸或心博已停止，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

（4）抢救同时注意保暖，抢救成功也要送往医院，以防肺部感染和其它

并发症。

（5）经短期抢救后心跳、呼吸不恢复者，不可轻易放弃抢救，一方面持

续进行抢救，一方面向医院呼救。

1 迅速切断电源

迅速切断电源，先要关上电闸。如
果不行，就用干的木棍或竹竿把触电者
拨开，若找不到合适的东西或触电者呼
吸微弱，死死握住电线不能松手时，则
要用有绝缘物的保护工具把电线剪断
或砍断。

2 迅速将伤者移到安全区域

迅速将伤者移至通风处仰卧，检查

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情况，发现呼吸、

心跳停止时，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对

于轻症伤者即神志清醒、呼吸心跳均自

主者，就地平卧，暂时不要站立或走动。

注意保暖，严密观察。

3 处理伤口

将伤者被灼伤的部位用干净纱布
覆盖，防止感染，不可随意涂抹药物。

5 迅速转送医院

迅速转送医院，途中注意保持呼吸
道通畅，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4 对高处触电下跌者进行全面体检

对高处触电下跌者，应进行全面体
检，如发现有内出血或骨折，及时进行
适当处理。

急救者一腿跪在地，另一
腿屈膝，将溺水者腹部横放在
其大腿上，使其头下垂，接着
按压其背部，使胃内积水倒
出；

急救者从后抱起溺者的
腰部，使其背向上，头向下，也
能使水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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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暑的急救 烧烫伤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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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即将病人移到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

立即将病人移到如走廊、树荫下；.
使病人仰卧，解开衣领，脱去或松开外
套。若衣服被汗水湿透，应更换干衣服，
同时开电扇或开空调（应避免直接吹
风），以尽快散热。

2 对身体进行物理散热

用湿毛巾冷敷头部、腋下以及腹股

沟等处，有条件的话用温水擦拭全身，

同时进行皮肤、肌肉按摩，加速血液循

环，促进散热。

3 意识清醒的病人服用解暑药物

意识清醒的病人或经过降温清醒
的病人可饮服绿豆汤、淡盐水，或服用
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胶囊）等解
暑。  

4 重症患者应立即送往医院

一旦出现高烧、昏迷、抽搐等症状，
应让病人侧卧，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
通畅，同时立即拨打 120 电话，送医院
进行紧急救治。

1 冲

烧烫伤后立即脱离热源，用流动的
冷水冲洗伤面，或浸于水中，如无法浸
水，可用冰湿的布敷于伤处。

2 脱

脱去伤处的衣服或饰品，如被黏

住，不可硬脱，可用剪刀小心剪开。

3 泡

脱下衣服后要继续把伤口泡在冷
水中。泡冷水可持续降温，避免起泡或
加重病情。如果出现小水泡，注意不要
弄破，由医生处理。

4 盖

覆盖伤面，防止感染，例如裹上一
块干净的毛巾也可。避免用有色药物
（碘酊、龙胆紫）涂抹创面，也避免用牙
膏、酱油、蜜糖等土办法涂抹创口，以免
增加伤口处理难度。

5 送

如烧烫伤面积较大，及时送医就
诊。

救护原则：去除伤因，保护创面，防止感染，及时送医

牙膏

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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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踩踏事故的自救方法 常见的止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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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量避免到拥挤的人群中。发觉拥挤的人群向自己的方向走来

时，应立即避到一旁，不要慌乱，不要奔跑，避免摔倒。

2、假如陷入拥挤的人流，一定要先站稳，身体不要倾斜失去重心，左

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形成一定空间保证呼

吸，即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弯腰捡。 

3、尽量走在人流的边缘，顺着人流走，切不可逆着人流前进；否则，

很容易被人流推倒。

4、尽快抓住坚固可靠的东西慢慢走动或停住，待人群过去后再迅速

离开现场；遇到台阶或楼梯时，尽量抓住扶手，防止摔倒。

5、要时刻保持警惕，当发现有人情绪不对，或人群开始骚动时，要做

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他人，注意脚下，千万不能被绊倒，避免自己成为拥挤

踩踏事件的诱发因素。

6、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要马上停下脚步，同时大声呼

救，告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及时分流拥挤人流，组织有序疏散

7、若不幸被人群挤倒后，要设法靠近墙角，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

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1 指压止血法

根据动脉的走向，在出血伤口的近心端，通过用手指压迫血管，使血管

闭合而达到临时止血的目的，然后再选择其他的止血方法如：

（1）头及颈部出血：按颈动脉，把拇指或其余四指，放在气管外侧与胸

锁乳突肌前缘之间的沟内可触到颈总动脉，将伤侧颈总动脉向颈后压迫止

血。

（2）腋窝、肩部及上肢的出血：按锁骨下动脉，拇指在锁骨上凹摸到动

脉搏动处，其余四指放在受伤者颈后，用拇指向凹处下压，将动脉血管压向

深处的第一肋骨上止血。

（3）手部出血：按尺、桡动脉，将伤者手臂抬高，用双手拇指分别压迫于

手腕横纹上方内、外侧搏动点 (尺桡动脉 )止血。

两手十指交叉相扣，护住后
脑和颈部

 两肘向前，护住头部。

双膝尽量前屈，护住胸腔和
腹腔重要脏器；

 侧躺在地。

2 加压包扎止血法

加压包扎止血法：是急救中最常用的止血方法之一，适用于小动脉、静

脉及毛细血管出血。

方法：用消毒纱布或干净的手帕、毛巾、衣物等敷于伤口上，然后用三

角巾或绷带加压包扎。压力以能止住血而又不影响伤肢的血液循环为合适。

若伤处有骨折时，须另加夹板固定。

3 填塞法

用于肌肉、骨骼等渗血。先用无菌
纱布或敷料铺盖伤口，以纱布或敷料填
塞其中，再加压包扎。

4 止血带止血法

当遇到四肢大动脉出血，使用上述
方法止血无效时采用。常用的止血带有
橡皮带、布条、止血带等。使用止血带
时，接触面积要大，避免造成神经损伤。
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采用止血带止血。

（1） （2） （3）



常用的包扎材料有绷带、三角巾、四头带及其它临时代用品（如干净的
手帕、毛巾、衣物、腰带、领带等）。

1

常见的包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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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胸部包扎法：

（1）单胸包扎法：将三角巾底边横放在胸部，顶角超过伤肩，并垂向背部，
两底角在背部打结，再将顶角带子与之相接。

4、肘、膝关节包扎法：

根据伤情将三角巾折叠成适当宽度的长条，将中点部分斜放于关节上，两
端分别向上、下缠绕关节上下各一周并打结。

5、前臂悬吊带：

前臂大悬吊带适用于前臂外伤或骨折，方法：将三角巾平展于胸前，顶角
与伤肢肘关节平行，屈曲伤肢，提起三角巾下端。两端在颈后打结，顶尖向胸前
外折，用别针固定。前臂小悬吊带适用于锁骨、肱骨骨折、肩关节损伤和上臂伤。
方法：将三角巾叠成带状，中央放在伤侧前臂的下 1/3，两端在颈后打结，将前
臂悬吊于胸前。

（2）双胸包扎法：将三角巾打成燕尾状，两燕尾向上，平放于胸部，两燕尾
在颈前打结，将顶角带子拉向对侧腋下打结。

（1）环形包扎 （2）螺旋包扎 （3）8字形包扎

1 绷带包扎

绷带包扎一般用于支持受伤的肢体和关节，固定敷料或夹板和加压止血等。

1、环形包扎法：将绷带作环形重叠缠绕，最后用扣针将带尾固定，或将带尾

剪成两头打结固定。

2、螺旋形包扎法：包扎时，作单纯的螺旋上升，每一周压盖前一周的 1／

2。主要用于肢体、躯干等处的包括。

3、“8”字形包扎法：本法是一圈向上一圈向下的包扎，每周在正面和前一周

相交，并压盖前一周的 1／ 2。多用于肘、膝、踝、肩、髋等关节处的包扎。

2 三角巾包扎

三角巾包扎主要用于包扎、悬吊受伤肢体，固定敷料，固定骨折等

1、头部包扎法：将三角巾的底边折叠两层约二指宽，放于前额齐眉以上，顶

角拉向枕后部，三角巾的两底角经两耳上方，拉向枕后，先作一个半结，压紧顶

角，将顶角塞进结里，然后再将左右底角拉到前额打结。

2、下颌包扎：先将四头带中央部分托住下颌，上位两端在颈后打结，下位两端在

头顶部打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