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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李加龙 1，周曙俊 2，陈伯旺 3
【摘要】
果。方法

目的

分析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中的应用效

选取 2016—2017 年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滁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收治的 ARDS 患者 78 例，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 36 例和观察组 42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及有创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有创机械通气治疗期间行肺复张。比较两组患者有创机械通

气时间、总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 入住时间，治疗前及治疗 24 h 后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包括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氧合指数〕、呼吸频率（RR）、呼吸力学指标〔包括气道峰压（PIP）、肺静态顺应性（Cstat）及气道平台压（Pplat）〕，
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后 28 d 病死率。结果

（1）观察组患者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总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 入

住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
（2）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24 h 后 PaCO2、氧合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两组患者治疗前 RR、PIP、Cstat、Pplat 及治疗 24 h 后 RR、Ppla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患者治疗 24 h 后 PIP 低于对照组，Cstat 高于对照组（P<0.05）。（4）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

发生率及治疗后 28 d 病死率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气胸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能有效缩短 ARDS 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 入住时间，改善患者呼吸力

学指标，降低 VAP 发生率及短期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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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cruitment maneuvers（RM）combined with invasive-

noninvasive sequenti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Methods

Seventy-eight patients with ARDS admitted to Chuzhou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and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Jining from 2016 to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36）and observation group（n=42）

according to the therapeutic method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invasive-noninvasive sequenti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M during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reatment based on control group.
Duration of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ot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CU stays，
arterial blood-gas analysis index
（including

PaCO2 and oxygenation index），respiratory rate（RR）and indicators of respiratory mechanics〔including peak inspiratory
pressure（PIP），lung static compliance（Cstat）and platform pressure（Pplat）〕before treatment and 24 hours after

treatment，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treatment，and fatality rate 28 days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Duration of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ot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and ICU sta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2）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CO2 or oxygenation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r 24 hours after treatment（P>0.05）.（3）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R，PIP，Cstat or Ppla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nor was RR or Ppla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4 hours after treatment（P>0.05）；24 hours after treatment，PIP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while Csta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4）Incidence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during treatment and fatality rate
28 days after treatmen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of pneumothora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reatment（P> 0.05）.

Conclusion RM combined with invasive-noninvasive sequenti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ICU stays，improve the respiratory mechanics，reduce the risk of VAP and short-term fatality rate in
patients with ARDS.

【Key words】

Application effec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dult；Lung recruitment；Sequenti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一种以急性、进行性呼
吸困难伴顽固低氧血症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征，主要由心
源性以外的各种肺内、肺外因素引起，可严重威胁患者生命
安全。既往研究表明，常规氧疗治疗 ARDS 的效果甚微

［1］

。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取机械通气治疗早期 ARDS，但清醒患者
常难以接受传统机械通气，且建立人工气道及机械通气时间

延长均可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风险［2］。肺复
张是一种经过策划、诱导产生短暂地增加跨肺压的过程，旨
在重新开放无通气或通气不足肺泡，从而改善患者氧合与呼
吸系统顺应性

。本研究旨在分析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

［3］

贯性机械通气在 ARDS 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 18~80 岁；（2）

医院收治的 ARDS 患者 78 例，均符合《实用重症医学》［4］

中 ARDS 的诊断标准。按照治疗方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
36 例和观察组 42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及急性

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经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滁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苏州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3

1.3.1

治疗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及有创 - 无创

序贯性机械通气治疗。对症支持治疗主要包括抗感染、维持

体液平衡等。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治疗方案：气管插管，
使用 NPB840 呼吸机进行小潮气量控制通气，潮气量 4~6 ml/
kg，呼吸频率（RR）15~20 次 /min，呼吸比 1:2，气道平台压

氧合指数 <200 mm Hg（1 mm Hg=0.133 kPa）。排除标准：（1）

（Pplat）<28 cm H2O（1 cm H2O=0.098 kPa）；待患者意识清晰、

慢性肺源性心肌病所致严重低氧血症者；
（3）合并恶性肿瘤者；

分吸收及氧合指数为 150~250 mm Hg、呼气末正压通气（PEEP）

合并恶性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血流动力学严重紊乱者；（2）
（4）存在机械通气治疗禁忌证者。
1.2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2017 年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滁州

中西医结合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济宁市第一人民

呼吸和循环指标相对平稳、床旁胸片提示肺部急性渗出液部

为 8 cm H2O、支持压力在 12~14 cm H2O 时，需拔除气管插管
行无创机械通气；无创机械通气治疗期间，1 次 /6 h 进行震肺
排痰，鼓励患者自主咳嗽、咳痰，并根据患者病情逐渐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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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χ2）值

基础疾病（例）
APACHE
例
性别
年龄
数 （男 / 女） （x±s，岁） 胆系感染 重症急性 食管癌 胃癌 急性胆囊炎伴 感染性休克 胸腹联合伤 肠破裂 （ Ⅱ评分
x±s，分）
胰腺炎
多发胆囊结石
36
42

23/13

49.8±12.6

0.001a

0.105

27/15

50.1±12.5

0.971

P值

14
15

2

6

3

0.916

2

7

3

3

4

无创机械通气时间及压力直至脱机。但需要注意，如果患者
氧合指数 <100 mm Hg、RR>35 次 /min、发生严重血流动力学

紊乱或伴有恶性心律失常、多器官功能衰竭时，需立即停止
无创机械通气并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
1.3.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有创机械通气

治疗期间行肺复张，1 次 /6 h，具体如下：根据压力 - 容积

曲线设置通气低位拐点及高位拐点，并维持平均气道压≤ 35

cm H2O；肺复张治疗过程中采用 PEEP 递增法，每 5 min 增加
2~3 cm H2O，直至 25 cm H2O 时维持 1~2 min；随后逐渐降低

PEEP，每 5 min 降低 2~3 cm H2O，直至较压力 - 容积曲线低

位拐点高 2 cm H2O；当吸入氧浓度（FiO2）为 0.6，氧合指数
>200 mm Hg 时停止肺复张，调整呼吸机参数同肺复张前并继
续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
1.4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患者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总机

械通气时间及 ICU 入住时间。（2）采集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

疗 24 h 后桡动脉血，采用罗氏 Cobas B 121 血气分析仪检测动
脉血气分析指标，主要包括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动 脉 血 氧 分 压（PaO2） 及 FiO2， 并 计 算 氧 合 指 数（PaO2/

FiO2）。（3）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24 h 后 RR 及呼吸

力学指标〔包括气道峰压（PIP）、肺静态顺应性（Cstat）及
Pplat〕。（4）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后
28 d 病死率，并发症主要包括 VAP、气胸。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总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 入住时间

观察组患者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总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 入住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2

动脉血气分析指标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及 治 疗 24 h 后

2.3

RR 及呼吸力学指标

两组患者治疗前 RR、PIP、Cstat、

PaCO2、氧合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Pplat 及 治 疗 24 h 后 RR、Pplat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24 h 后 PIP 低于对照组，Cstat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4

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后 28 d 病死率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

7

2

0.529a

1

7

9.06±3.72

1

9.12±3.68
0.071

0.999

注：APACHE Ⅱ =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为 χ 值
a

1

2

0.943

间 VAP 发生率及治疗后 28 d 病死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气胸发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 2 两组患者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总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 入住时间
比较（x±s，d）
Table 2 Comparison of duration of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tot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ICU stay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例数 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总机械通气时间 ICU 入住时间

组别

36

对照组

42

观察组
t值

18.7±4.9

21.4±7.8

26.5±8.0

15.014

4.330

6.047

6.8±1.6

15.5±4.0

<0.001

P值

18.0±4.2

<0.001

<0.001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动脉血气分析指标比较（x±s，mm Hg）
Table 3 Comparison of arterial blood-gas analysi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36

观察组
t值
P值

42

治疗前

PaCO2

36.4±3.6
36.5±3.7
0.121
0.904

治疗 24 h 后

氧合指数

治疗前

36.3±3.3

191.3±6.2

0.130

1.014

36.2±3.5

189.6±8.3

0.897

0.314

注：PaCO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治疗 24 h 后
239.8±9.1
242.1±9.0
1.126
0.264

表 5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及治疗后 28 d 病死率比较
〔n（%）〕
Table 5 Comparison of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during treatment and
fatality rate 28 days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36

观察组
2

χ 值
P值

42

VAP

气胸

16（44.4）

2（5.6）

5.869

0.081

8（19.0）
0.015

注：VAP=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3（7.1）
0.775

治疗后 28 d 死亡
12（33.3）
5（11.9）
5.222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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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RR 及呼吸力学指标比较（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RR and indicators of respiratory mechan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36

观察组
t值

42

P值

RR（次 /min）

治疗前

25.5±4.1

治疗 24 h 后

28.9±6.1

1.014

0.226

22.2±4.0

0.875

0.314

Cstat（ml/cm H2O）

治疗 24 h 后

治疗前

23.1±3.8

25.4±4.2
0.158

PIP（cm H2O）

治疗前

24.8±5.6

28.2±5.6

26.7±5.1

治疗 24 h 后
29.2±5.7

Pplat（cm H2O）

治疗前

26.8±6.4

21.5±4.7

25.8±4.9

35.4±6.8

25.7±5.6

0.006

0.430

<0.001

0.426

2.830

0.822

0.794

4.321

0.801

治疗 24 h 后
23.0±4.3
21.1±5.7
1.675
0.098

注：RR= 呼吸频率，PIP= 气道峰压，Cstat= 肺静态顺应性，Pplat= 气道平台压

3

讨论

266X.2015.39.033.

ARDS 是临床较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其并发症较

［2］叶锐良，金同新，刘卫明，等 . 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治

气可充分发挥有创、无创机械通气的优势，减少并发症发生，

2017，7（7）
：162-164.DOI：10.3969/j.issn.2095-0616.2017.07.048.

多且病死率较高。既往研究表明，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
改善患者预后，但长时间机械通气治疗可增加患者呼吸机相
关肺损伤发生风险及呼吸机依赖性，进而使患者病情反复发

疗创伤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效果评价［J］. 中国医药科学，

［3］刘永峰，刘云胜 . 不同肺通气策略在老年开腹手术患者中的应
用研究［J］. 世界临床药物，2016，37（3）：199-203.

。因此，优化及改

［4］刘大为 . 实用重症医学［M］.2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一种经过策划、诱导产生短暂地增加跨肺压的过程，适用于

［5］俞森洋 . 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诊断新标准（柏林定义）的解

［5-6］

作、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病死率增加

进 ARDS 治疗方案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肺复张是

治疗小潮气量、高浓度吸氧、反复吸痰所致进行性吸收性肺
不张及多区域肺不张、充气肺容量减少的早期 ARDS 患者

［7-9］

。

本研究采用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治疗

ARDS，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总机械通

气时间及 ICU 入住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治疗期间 VAP 发生率、
治疗后 28 d 病死率低于对照组，提示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

2017.

读和探讨［J］.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2013，12（1）：1-4.
DOI：10.7507/1671-6205.20130001.

［6］WATKINS T R，NATHENS A B，COOKE C R，et al.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fter trauma：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edictive model［J］.Crit Care Med，2012，40（8）：
2295-2303.DOI：10.1097/CCM.0b013e3182544f6a.

序贯性机械通气能有效缩短 ARDS 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

［7］徐盈，张燕芳，陈国兵，等 . 俯卧位机械通气对急性肺损伤 / 急

与重力依赖区肺泡复张有关。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患者

中 国 全 科 医 学，2014，17（12）：1346-1349.DOI：10.3969/

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对 ARDS 患者动脉血气分

［8］SHARMA J P，SALHOTRA R，KUMAR S，et al.Noninvasive

入住时间，降低 VAP 发生率及短期病死率，分析其原因可能
治疗前及治疗 24 h 后 PaCO2、氧合指数间无差异，提示肺复

析指标无改善作用，分析原因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
察时间较短有关。

呼吸力学指标可反映肺功能，其中 PIP、Cstat、Pplat 是

常见呼吸力学指标，Cstat 是反映肺组织弹性的重要指标［10-11］。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 24 h 后 PIP 低于对照组，
Cstat 高于对照组，提示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

气能有效改善 ARDS 患者呼吸力学指标，分析其原因可能为
肺复张可在吸气末维持相对较高的气道压，从而使顺应性不

同的肺泡处于平衡状态，利于更多萎陷肺泡重新开放，进而
改善气体分布及通气 / 血流比例［12］。

综上所述，肺复张联合有创 - 无创序贯性机械通气能有

效缩短 ARDS 患者机械通气时间、ICU 入住时间，改善患者
呼吸力学指标，降低 VAP 发生率及短期病死率，在 ARDS 患
者治疗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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