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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性低温是指在全身麻醉下人工将核心体温控制在低于 36℃的水平，临床实践多在

28～35.9℃。国外研究将治疗性低温划为亚低温（33～35℃）、中度低温（28～32℃）、深度

低温（17～27℃）和超深度低温（2～16℃）。许多临床研究表明亚低温治疗对心脏骤停、缺

血性脑卒中和创伤性脑损伤等病因所导致的急性脑损伤患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现从以下几

个方面介绍亚低温治疗。 

1.亚低温治疗的作用机制 

亚低温治疗的机制具有多效性和潜在性，其重点在于防止神经元细胞的死亡
[1]
，即通过

提高神经组织在急性脑损伤后的功能性输出，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其主要机制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①通过降低脑氧代谢率，为氧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创造有利的平衡。②通过降低毛细血

管的渗透率，防止或减少血脑屏障受破坏，从而减少脑水肿的形成。③减少自由基的形成。 

④减少受损的脑部的炎症反应、促炎因子和多形核白细胞的释放。⑤减少继发癫痫发作，继

而降低脑代谢率和局部缺血电位。⑥减少细胞凋亡，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

细胞。⑦减少兴奋性神经递质的产生和释放。 

2.亚低温治疗的手段 

降温的方法通常包括诱导和维持两个阶段，对患者实施低温诱导需要实施严格的监控。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降温方法的研究多种多样，主要分为体表降温方式和核心降温方式。其中

体表降温方式常用的方法包括冰袋、冰毯和酒精体表擦浴降温等。Testori
[2]
等研究表明，

对于心脏骤停后恢复的患者利用降温(体表降温)是便捷、安全、有效的降温方法。目前，较

为常用的且有效的核心降温方法包括冰盐水静脉输注降温和血管内导管降温。 



3.亚低温治疗的应用范围 

3.1 心脏骤停动物试验和临床研究中发现亚低温治疗对自主循环恢复后的昏迷患者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
[3]
。美国心脏协会《2015年心肺复苏指南》明确提出亚低温治疗对院前心脏

骤停患者有着重要的改善预后的作用。对心脏骤停的亚低温治疗研究主要始于 HACA 及

Bernard等于 2002年对患者实施 12～24 h的亚低温治疗(32℃～34℃)。这两项研究的患者

来源于院外心脏骤停，皆为心室颤动且排除其他疾病或心律失常所致的心脏骤停。上述研究

表明在实施亚低温治疗的前后，患者的治疗效果有明显的改善，即亚低温治疗对室颤引起的

心脏骤停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且研究者发现，亚低温治疗亦可推广到其他心脏骤停的昏迷患

者，但上述研究规模较小，且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或存在较高风险。另外，Zimmermann

等研究表明，对 ST 段抬高的心肌梗死患者，在院外心脏骤停后通过血管降温实施亚低温治

疗是安全和有效的。 

3.2缺血性脑卒中常用而有效的治疗方案包括溶栓治疗和抗血小板治疗，亚低温治疗作

为保护神经细胞的治疗方式，得到较广泛的推广。尽管亚低温治疗不能替代溶栓治疗，但其

可为神经细胞恢复供氧提供更好的恢复条件。尤其对于动脉缺血性中风，亚低温治疗被认为

是一种辅助治疗以减少缺血性损伤。研究表明在大脑局部缺血的动物模型试验中，亚低温治

疗有效地减少梗死体积达 40%
[4]
。 

3.3以往由于创伤性脑损伤的患者病情复杂，通常都无法在合适的时间点切入亚低温治

疗。另外，亚低温可能导致凝血功能障碍，故在部分多发性创伤患者身上多被禁用。目前，

有八个 Meta分析证明亚低温治疗对创伤性脑外伤亦有效
[5]
。且大量研究都表明，受伤后 6h

内实施亚低温治疗，对神经有保护作用且可降低颅内压。 

综上所述，临床研究表明亚低温治疗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同时在心肺复苏指南中被强烈

推荐。但低温治疗的干预人群、降温措施的选择、温度控制目标以及低温持续的时间、低温



干预的时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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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两个里程碑式的临床研究首次证实了亚低温

治疗的有益作用。两个研究的结果均显示心脏骤停复苏后持续昏迷的患者，亚低温治疗组的

生存率及神经系统功能预后均优于对照组。随后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对心脏骤停复苏后

的患者进行亚低温治疗，并逐渐将这一措施变为复苏后的标准治疗之一。 

在心脏骤停导致的神经系统缺血缺氧性损伤发生的早期，亚低温治疗使核心温度降低，

而体温每降低 1℃，能够使脑代谢率降低 6%左右，从而降低氧耗，减少 ATP等能量物质的消

耗，预防乳酸等代谢产物的堆积而导致的酸中毒。在低温状态下，脑血管存在自我调节功能，

脑血流量随着脑组织耗氧量的降低而下降并呈线性相关，减轻再灌注后的脑组织充血。同时

还能通过减少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下调细胞膜谷氨酸盐受体的数量和抑制其磷酸化从而起

到神经保护作用。在损伤发生的后期，低温治疗通过减轻缺血-再灌注后的氧化应激反应，

使过氧化氢的浓度降低约 50%。减轻神经胶质细胞和星形细胞的活化，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

产生和释放。虽然低温治疗还会使抗炎细胞因子（例如 IL-10，TGF-β等）的水平降低，但

其总的趋势是使炎症反应减轻。低温治疗能够减少以 Bcl-2为代表的多种促凋亡因子的表达

和释放，同时通过增加 p53 等抗凋亡因子的表达和释放来减少细胞凋亡的发生并促进修复。

更为重要的是低温治疗可通过抑制金属蛋白酶的活化、促进内源性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的表达

来减轻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同时可通过抑制神经元一氧化氮合成酶的活性来减少一氧化氮的

释放，抑制水通道蛋白 4的表达，从而减轻其引发的大脑内皮细胞通透性的增加。通过多种

不同的机制来维持血脑屏障的完整性，有效减轻脑水肿，减轻损伤后颅内压升高的程度。 

此后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结果证实，相比传统治疗手段，心脏骤停复苏后的患者接受亚



低温治疗能够提高生存率和改善神经系统功能。最近刚刚发布的《2015 国际心肺复苏与心

血管急救指南》中，推荐对于所有在心脏骤停后恢复自主循环的昏迷（即对语言指令缺乏有

意义的反应）的成年患者，都应实施亚低温治疗（或目标温度管理），目标温度选定在 32～

36℃之间，并至少维持 24小时，推荐级别为Ⅰ级。该指南中仅有 25%的建议被认定为Ⅰ级，

可见亚低温治疗的复苏后治疗中的重要地位。 

在国外目前亚低温治疗已经被广泛用于心脏骤停复苏后患者，2012 年法国的一项全国

性调查显示，在参与的 132个 ICU中仅有 6个未开展亚低温治疗。初始心律为心室颤动的院

外心脏骤停患者中，99%接受了亚低温治疗，而初始心律为心脏停搏的患者中这一比例达到

93%。126个 ICU中采用体表降温手段的比例为 54%，血管内降温为 20%，另外 26%采取两种

降温方式联合。尽管如此，目前仍有一定比例的医疗机构未开展针对心脏骤停后复苏患者的

亚低温治疗，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对亚低温治疗的认识不足、认为亚低温治疗流程复杂、缺

乏足够的医疗人员。而国内在这方面起步较晚，目前仅有部分医院开始尝试在少数复苏后患

者开展亚低温治疗，临床经验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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