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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温症”凶猛
害死重庆老乡
失温有多么可怕
这些知识能救命

搜救队员进哀
牢山施救

没人料到，一两天的森林资源
调查，
会画上如此悲壮的句号。
11 月 22 日，随着第四名失联
地质队员的遗体被发现，云南哀牢
山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搜救工作
结束了。
四名地质队员牺牲后，
人们试
图从种种细节中拼凑出他们的人生
画像——他们都曾当过兵，年纪最
小的只有 25 岁，
最大 32 岁；
他们中
有来自川渝的，
也有来自云南的。

11 月 13 日，为开展森林资源调查，四
名地质队员徒步进入了哀牢山。根据计
划，他们将翻过哀牢山脉，抵达玉溪市新
平县，完成预定任务后在 13 日下午或 14
日上午下山。
四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张瑜。这个 32
岁的重庆人，以前在部队里当卫生员，给
战友留下的印象大多是“人好”
“热情”
“很
有耐心”。2018 年武警部队改革时，他主
动加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
合调查中心。
进山当天，哀牢山下着小雨，气温为
8~11℃。四人带着一天半份额的食物和
饮用水，四台用于对森林样地进行测算统
计的实时差分测量仪（RTK 仪）出发了。
12 时 59 分，他们与后方通话，没有异常。
未曾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
之后杳无音讯。
11 月 15 日 19 时 28 分，镇沅县政府接
到四名地质队员的失联报告。在之后七
天里，搜救指挥部投入了专业搜救人员
1400 人次，车辆 130 余辆，无人机 8 架，直
升机 5 架次。
在搜救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牺牲的
队员具备很强的野外求生技能。山中留
下的痕迹表明，四人在牺牲前，曾试图顺
着溪流向下游挺进，并用油漆在沿河的石
板上面留下标志。这说明地质队可能希
望沿着水道找到下游的村庄。
据搜救人员称，四名地质队员的遗体
都衣冠完整，且有明显的失温症状。其中
一名队员遗体被发现时面带微笑，其衣服
也被掀开。这可能说明地质队员是在没
有知觉的情况下，因失温死亡的。

地质队员在小溪边石板上留下油漆记号
相关失温事件

2021 年 5 月 22 日，甘肃白银山地马拉
松比赛途中，突遇极端天气，局地出现冰
雹、
冻雨、
大风，
气温骤降，
参赛人员出现身
体不适、失温等情况，21 名参赛人员被夺
去生命。

36℃~
37℃

健康
什么是身体失温？
失温症又称低体温症，人体核心温
度低于 35.0℃时的现象。一般来说，失
温是指人体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从
而造成人体核心区温度降低，并产生一
系列寒颤、迷茫、心肺功能衰竭等症状，
32℃~ 甚至最终造成死亡。
35℃
失温症主要有两个原因造成，第一
头脑 个最常见的原因是暴露在极低温的环
迷 糊、境中；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任何一种抑
发抖 制体内产热机制或增加失温速度的情
况下。

什么情况下容易失温？
长时间暴露于寒冷环境中，人体在
调节体温时会动用身体储存的能量。
但热量流失大于热量补给，结果导致失
温或异常低体温。体温过低会影响大
脑的思考，造成不能及时采取防护措
28℃~
施。由于人们可能意识不到失温正在
32℃
发生，并且不及时采取相关防护措施，
意识 这使得失温更加危险。通常失温在极
下 降、寒冷天气下发生，但如果淋雨或在潮湿
不再 的环境下被冷水浸透，失温也可能在
4℃～5℃的天气发生。

发抖

失温脆弱人群有哪些？
1
2
3
4
5
24℃~
28℃

没有充足食物、衣物或取暖设
备的老人。
睡在室内低温环境下的婴儿。
长时间停留室外的人群。
流浪者、
徒步旅行者等。
饮酒后的人。

失温会出现哪些症状？

使拇指和小指接触，这是肌肉停止工
作的第一阶段。
第 二 期 ( 中 度 失 温)：体 温 降 至
28℃~32℃
肌肉不协调更明显，人的行动更
迟缓、困难，伴有步伐不稳、方向感混
乱。浅层皮肤血管继续收缩，以保持
重要器官的温度。失温者面色苍白，
唇、耳、手指和脚趾的颜色可能变蓝。
出现反常脱衣现象，这是身体自身调
节机制失衡，原来始终收缩的周围血
管扩张，
导致短暂
“热起来”
的错觉。
第三期(重度失温)：体温降至大约
28℃以下
肌肉颤抖通常已停止。说话困
难，思维迟钝。暴露的皮肤变蓝、肌肉
协调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不能行走，甚
至昏迷。脉搏和呼吸显著减慢，可能
发生心率过快或心房纤维性颤动，最
终导致心肺衰竭。

如何避免失温？
1
2

3
4
5

失温发生时怎么办？
如果发现成人出现寒战虚脱、摸
索手、记忆丧失、言语不清、睡意；婴幼
儿出现皮肤鲜红色、发冷等信号中的
任何一个，请及时测体温，若体温低于
35℃，
立即就医。
当不能马上获得医疗救治时，请
按以下方法升高体温：
进入温暖的房间或住所。
1
及时脱掉潮湿的衣服；
2
采取相关措施温暖身体的核心
3
区域——胸部、
颈部、
头部和腹股沟。
服用热饮料帮助提高体温，但
4
不能服用含酒精的饮料，同时也不
要给意识不清的人服用。
5
情况缓解后，
需尽快就医。

6
7

8

提前熟悉当地天气情况，根据
天气状况做好合适的衣物准备。
如果遇上寒冷天气出行，做好
相应的防风防护措施，不要暴露在
寒风中。保暖的帽子、
手套、
围脖、
防风衣、
厚袜子、
防风面罩，甚至是
风镜等都是大风寒冷天气出行的
必备物品。暴露在外的身体器官
过多，面临的风速越大，身体热量
也就会相应的加速散失。
寒冷天气下的户外活动，保持
身体干燥，若被打湿，赶紧换上干
衣服。
选择快干排汗的内衣，切忌棉
质内衣。棉织品很吸汗，不容易导
出从而引起失温。
注意衣物的增减。很多人在
徒步的时候喜欢穿得厚厚的，生怕
自己在路上着凉，结果没走多远，
浑身上下被汗水打湿，很容易失
温。
携带足够的高热量食物。
不要让自己体能透支，防止脱
水，避免过度出汗和疲劳，备好食
物和热饮，随时补充身体热量也是
非常有用的预防失温的方法。
一旦遭遇失温，需要及时到急
诊科或烧伤科紧急处理治疗。
据新华社、中新社等

昏 迷、 失温症根据其严重程度分为轻、
丧失 中、重三期。
第 一 期 ( 轻 度 失 温)：体 温 降 至
意识

32℃~35℃
在这一阶段，人体会颤抖、双手麻
木、无法完成复杂动作；远端肢体血管
收缩，以减少热量散失；呼吸快而浅；
皮肤上出现“鸡皮疙瘩”，它是尝试使
毛发竖立起来形成隔热层。失温者可
能感觉疲劳和腹部疼痛、视力困难，有
反常的尿多。有时候失温者反而有温
暖的感觉，但事实上这是失温症将要
＜24℃ 发展到第二期的信号。一种测试病情
向第二期发展程度的方法是病人能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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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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