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听从 AED 提示操作，电击除颤或继续胸外按压和人

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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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旅游点有AED，你知道吗？

记者走访发现市民知晓率不高，有市民建议多配备AED并普及急救常识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

11月 27日，艺人高以翔在录制

节目时突然晕倒离世，令人惋惜。 关

于公共场合设置 AED（自动体外除

颤仪，有急救作用）的问题，亦引发

公众关注。 据了解，在商场、车站、机

场等公共场所配备 AED 等急救设

备， 对公共场所工作人员开展应急

救护培训， 可极大提高现场急救的

成功率。 2017年，广州在北京路等 8

处旅游咨询站点启用 AED 项目，之

后，白云区、黄埔区也先后在区内部

分公共场合投入该设备。

近日，记者走访时了解到，除政

府部门试点启动的 AED， 市内部分

商场、高校、诊所也陆续配备该“救

命神器”。 同时，目前尚没有一份准

确的“地图”，方便广州市民快捷地

找到附近的 AED。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首批统一配

置的公共场合 AED， 于 2017 年 8 月

在花城广场、广州塔、北京路等 8 个

旅游信息咨询站点启用。 时隔 2 年

后， 除正佳广场咨询站点的 AED 设

备已移走外，其他站点的设备仍在留

用。 在广州塔一楼东门口咨询点内，

这款“救命神器”装置在约 1.2 米高的

智能救援岛内。 该救援岛形似羊城通

充值机， 上方电子屏幕播放着 AED

急救知识，下方储物柜放置一台 AED

和一个急救药箱。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服务人员

会定期参加急救知识学习培训，掌握

急救常识。“一台 AED 设备几千元，

造价比较高，且只针对突发晕倒患者

使用。 2017 年启用后，使用率非常低。

但专业人员会对 AED 的电极片定期

检查维护，确保设备能正常操作。 ”该

工作人员介绍说，使用者按下救援岛

的“一键呼救”按钮后，急救人员会及

时收到求助警报，赶来救援。

与广州首批公共场合 AED 相

比，广州大剧院一楼滴水坊门口智能

救援培训岛内， 配备的 AED 及相关

急救装备更完善， 通过其电子屏幕，

还可以在线学习心肺复苏术、气道梗

塞等急救知识。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

急救知识普及，2016 年 9 月， 滴水坊

与心唤醒基金合作，在广州开始长期

的初级救护员培训计划。 在 2019 年 9

月的急救培训 3 周年培训会上，该企

业还向丽影广场、万菱汇等 8 家市内

购物中心各捐赠了一台 AED。

AED

哪里有？

广州塔等旅游点及市内部分商场均有

对于心脏骤停的人来说，黄金急

救时间不过是初始的 3~5 分钟。 每延

迟急救一分钟， 成功率下降 10%左

右， 等急救车接到呼叫赶到现场，往

往需要 10 分钟以上。

在商场、 景点等公共场合， 遇

到突发晕倒险情， 在没有急救知识

的情况下， 除拨打 120 急救等待救

护车外， 如何最快速寻找到身边的

AED 采取救援呢？ 记者了解到， 目

前市民们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救命

地图” 和微信公众号“第一反应”

查找。

“救命地图”小程序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上线，由美年健康上线发布。

该小程序显示了市内约 40 多个 AED

分布网点，这些分布网点多在体检机

构、门诊内。 进入页面后，系统会自动

显示身边最近的 AED 所在位置和距

离。 除显示 AED的位置信息外，部分

网点还配有联系人电话。

记者注意到，该系统内部分 AED

分布网点目前还存在错漏的情况。 例

如，原位于正佳广场东南门游客咨询

中心的设备，已经随着游客咨询中心

的搬迁移走，但系统内仍有显示。 目

前，万菱汇一层配有 AED，但该小程

序内并未显示。 此外，该系统还有一

个上报功能， 若发现身边有 AED 设

备可上传定位信息。

AED

如何找？

“救命地图”小程序可查找

尽管市内多个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均有 AED分布， 但大众对 AED 使用情

况，明显了解不足。“你知道身边的 AED

吗？ ” 当记者在广州塔随机采访市民对

AED 的了解程度时， 多数市民均表示，

“不知道。 ”仅有少部分参加过急救培训

的市民表示知道，并熟悉 AED 的操作。

“公共场所有 AED 是好事情啊，我

觉得很有必要像宣传垃圾分类一样，多

宣传普及急救常识， 让大家都知道这些

急救器械分布在哪里。 那样在发生紧急

情况，能够知道如何尽全力救援，避免悲

剧的发生。 ”市民刘小姐称。

家住黄埔区文冲街的珍姨是一名志

愿者， 学习过心肺复苏术、AED 具体操

作。 她表示， 多宣传推广急救常识益处

多，“现在很多人缺乏这些知识， 不知道

AED，不知道怎么做心肺复苏术。 其实，

在市红十字可报名学习这些知识。 ”

市民陆先生是化工行业从业者，他

曾参加过不同机构开展的急救知识培

训， 对心肺复苏术、AED 等常用急救知

识较为熟悉。“凡是涉及人流密集场所、

体育运动场所，特别是像地铁、广州塔这

样人流量大的场所， 都有必要配备这些

人人都能使用的急救设备。 但投用的成

本比较大，可能还需要政府的推动。 ”陆

先生表示，与配备 AED 相比，更重要的

还是基础急救常识的普及，“对突发心梗

的患者来说，黄金救援时间很重要。如果

没有及时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可能还

没有等到取来设备，人就过去了。 ”

配备

AED

有必要

普及急救常识也很重要

市民观点

记者了解到， 目前辽宁省、上

海市等地在积极推广公共场所配

置 AED， 省内的深圳市在推广

AED方面也走在前列。2017 年，深

圳市推出“公众电除颤计划”，计划

由政府财政出资购置 5000 台

AED，于“十三五”期间完成 5000

台 AED 的采购与安装，5～10 年内

实现每 10 万服务人口配备 100 台

AED的目标。 同时，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与腾讯公司共同发布“AED

地图”， 用“互联网＋” 技术推广

AED 的服务与使用。 市民可通过

微信，按照“我-支付-城市服务-

急救服务-AED 导航” 的步骤，可

查找身边的 AED。 但在广州，尚不

能使用该方法查找身边的 AED。

深圳尝试“互联网

+

”

推广

AED

服务

他山之石

AED

怎么用？

“救命神器”是傻瓜机 普通大众可操作使用

隗

AED 全称“自动体外除颤仪”，是一种通过电击除颤的便携式医疗设备，可以诊

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与心肺复苏术配合使用，可提高心脏骤停患

者的生存率。 记者了解到，现代 AED 在设计上面向普通大众而非专业医护人员，会

自动对患者进行识别，有明确易懂的使用指南及自动判定过程，使用者根据语音操

作即可。 其使用非常简单，因此被称为“救命神器中的傻瓜机”。

1.确认患者有无意识，轻拍重唤。 如果没有反应，寻求帮助；拨打 120，并取来 AED。

AED

操作步骤

隗

2.开启 AED，根据提示进行操作

（ 有些型号需要先按下电源）

。

隗

3.按照 AED 电极片使用说明，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胸部

的皮肤上，电极片安放正确与否关系到除颤的效果。

隗

隗

4.AED 开始分析心律，根据 AED 提示，不要接触病人

身体。 并按照语音提醒提示周围所有人远离。

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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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ED 语音提示，需要除颤，再次提醒周围人员远离，

确认无人触碰，按下除颤按钮。

广州塔东门旅游咨询中心的

AED

。为避免游客误碰，警报按钮

贴上了“别摸我”标签。

荩

万菱汇内的

AED

设在商场一楼

中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