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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治疗老年肺癌患者的
临床效果
吴静，刘建伟，马建欣，熊胜春，井洪家
【摘要】

目的

分析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治疗老年肺癌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6—

2017 年承德市中心医院心胸外科收治的老年肺癌患者 96 例，根据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8 例。对照组患
者采用肺叶切除术 + 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对患侧肺进行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

洗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包括体温及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时间、咳痰消失时间、拔管时间、
特级护理改二级护理时间）、术后脱离呼吸机 24 h 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包括 pH 值、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

二氧化碳分压（PaCO2）〕、术前及术后 3 d 血清炎性因子〔包括 C 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白介素 8（IL-8）、降钙素原（PCT）〕水平，并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1）观察组患者体温及
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时间、咳痰消失时间、拔管时间及特级护理改二级护理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2）观察
组患者术后脱离呼吸机 24 h pH 值、PaO2 高于对照组，PaCO2 低于对照组（P<0.05）。（3）两组患者术前血清 CRP、

TNF-α、IL-8、PCT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 3 d 血清 CRP、TNF-α、IL-8、PCT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4）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经纤维

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可有效缩短老年肺癌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改善术后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减轻术后
炎性反应，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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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ronchoalveolar lavage via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i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Methods From 2016 to 2017，a total of 96 elderly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the Central Hospital of Chengde，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rapeutic methods，with 48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pulmonary

lobectomy combined with mediastinal lymph node dissection，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bronchoalveolar
lavage via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based o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ostoperative remission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including

recovery time of body temperature and WBC，disappearance time of phlegm，time to extubation，transition time from critical
care to secondary care），arterial blood-gas analysis indicators（including pH value，PaO2 and PaCO2）24 hours off the
ventilator after operation，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including CRP，TNF-α，IL-8 and PCT）before operation
and 3 days after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observed.

Results （1）Recovery time of body temperature and WBC，disappearance time of phlegm，time to extubation and transition

time from critical care to secondary ca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2）24 h off the ventilator after operation，pH value and PaO2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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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while PaCO2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3）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level of CRP，TNF-α，IL-8 or P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P>0.05），while serum levels of CRP，TNF-α，IL-8 and P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3 days after operation（P<0.05）.（4）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via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postoperative remission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postoperative arterial blood-gas analysis indicators in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as well as
relieve the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reaction，with relatively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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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恶性肿瘤发生

结转移、肿瘤有切除可行性后进行肺叶切除；左侧肺叶切除

达到高峰，其中肺癌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首位，年新发病例

组及第 7~12 组淋巴结清扫。术毕，观察患者胸腔无出血及漏

率逐年增加，其中 >40 岁人群患病率较高，80 岁人群患病率
约 70.5 万

［1］

。肺癌患者多为老年男性，多有长期吸烟、饮酒史，

后进行第 4~12 组淋巴结清扫，右侧肺叶切除后进行第 2、4

气后采用蒸馏水冲洗，置入引流管持续引流，最后逐层缝合

且合并轻中度肺气肿、间质性肺炎等，行肺叶切除术后易出

关胸。待麻醉师充分吸痰后拔除气管插管，并将患者返回重

现痰液黏稠不易咳出，进而造成肺不张、肺部感染、低氧血症、

症医学科监护治疗，给予常规术后镇痛干预，鼓励其早日下

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导致患者术后恢复缓慢［2］。目前胸

床活动，另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雾化吸入、协助拍背刺激

腔镜下肺叶切除术在肺癌患者中应用广泛，但部分患者术后

咳痰以预防肺不张，促进患者肺功能恢复。

恢复慢，如基层医院卫生条件差、肺癌晚期等均可增加患者
术后康复难度。本研究旨在分析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
灌洗术治疗老年肺癌患者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2017 年承德市中心医院心胸外科

收治的老年肺癌患者 96 例。纳入标准：（1）术中经纤维支
气管镜活检病理检查确诊为叶或段中央型肺癌，可行单纯肺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采用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

灌洗术 + 肺叶切除术 + 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术中行肺叶

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手术操作同对照组）后，给予患
者残肺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具体过程如下：于
需灌洗肺段的支气管腔开口置入纤维支气管镜，并随镜送入

一个细硅胶管，注入利多卡因 1~2 ml 行局部浸润麻醉，将纤
维支气管镜镜口顶端紧密楔入段支气管开口处，通过活检孔

叶切除术，无需全肺切除或联合肺叶切除，癌细胞未远处转

内硅胶管注入室温 0.9% 氯化钠溶液 200~250 ml，且均分为

标准：（1）合并严重心肺功能减退、肝肾功能不全等导致无

〔-（60~90） mm Hg（1 mm Hg=0.133 kPa）〕吸引并获取支

移；（2）年龄 60~70 岁；（3）术前未进行放化疗等。排除
法耐受手术者；（2）癌细胞远处转移或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
瘤者。根据治疗方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8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 42 例，女 6 例；年龄 60~69 岁，平均年

龄（65.0±2.7）岁；肺癌 T 分期：T2a 期 21 例，T2b 期 23 例，
T3 期 4 例；肺癌病理类型：鳞癌 30 例，腺癌 15 例，大细胞
癌 3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 41 例，女 7 例；年龄 61~72 岁，平

均年龄（65.8±3.3）岁；肺癌 T 分期：T2a 期 23 例，T2b 期
20 例，T3 期 5 例；肺癌病理类型：鳞癌 28 例，腺癌 16 例，

大细胞癌 4 例。两组患者性别（χ2=0.297）、年龄（t=1.498）、
肺癌 T 分期（u=-1.453）、肺癌病理类型（χ =0.298）比较，
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承德
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及家属对本
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手术方法

晚刷牙漱口。
1.2.1

对照组

患者术前需戒烟 1 周，练习爬楼梯、步行，早、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肺叶切除术 + 纵隔淋巴

结清扫术治疗。术中行双腔气管插管后协助患者取健侧卧位，

单肺通气，于患者腋前线至腋中线间第 4 或 5 肋间做一 4.5
~5.5 cm 切口为操作孔，腋中线至腋后线间第 7 或 8 肋间做一

1.5 cm 切口为进镜孔，置入胸腔镜，观察胸腔内无明显淋巴

3~5 次序贯灌入；每次灌入 0.9% 氯化钠溶液后，采用负压

气管肺泡灌洗液，回吸负压以支气管管腔不塌陷为宜，每次
回吸量以不低于灌入量的 10% 为宜（10%~30%），将灌洗液

3 500 r/min 离心 20 min（离心半径 16 cm）后，取上清液并置
于 4 ℃环境下送检待测，指导术后合理选用抗生素等治疗。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包括体温及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时间、咳痰消失时间、拔管
时间、特级护理改二级护理时间。（2）患者术后脱离呼吸机
24 h 且不吸氧状态下抽取手术对侧上肢桡动脉血，检测其动

脉血气分析指标，包括 pH 值、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
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3）分别于术前及术后 3 d 采集

两组患者外周静脉血 5 ml，3 500 r/min 离心 20 min（离心半
径 16 cm），取血清并置于 4 ℃环境下保存待测。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两组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包括

C 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介素
8（IL-8）、降钙素原（PCT）。（4）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包括低氧血症、出血、气管痉挛、刺激性咳嗽等。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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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资料分析
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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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观察组患者体温及白细胞计数

肺癌是一种多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或腺体的恶性肿瘤，

恢复正常时间、咳痰消失时间、拔管时间、特级护理改二级

主要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以

护理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观察组患者术后脱离呼吸机 24 h pH

动脉血气分析指标

鳞癌、腺癌、大细胞癌为多，患者早期表现为刺激性咳嗽、
咳痰、痰中带血或胸痛、反复局部肺区域炎症，晚期表现为

值、PaO2 高于对照组，PaCO2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声音嘶哑、上腔静脉综合征、恶病质等，多数肺癌患者就诊

2.3

癌患者，早期手术是较理想的治疗手段，晚期患者常结合手

义（P<0.05，见表 2）。

时已发展至中晚期，预后不佳。对于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

两组患者术前血清 CRP、TNF-α、

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IL-8、PCT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

术与放化疗。目前，肺叶切除术、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是治疗

组患者术后 3 d 血清 CRP、TNF-α、IL-8、PCT 水平低于对

肺癌的常规术式。相关研究表明，肺叶切除术中的麻醉药物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可抑制患者咳嗽反射，外加老年患者新陈代谢慢，术后易因
痰液潴留、堵塞支气管等而导致呼吸功能障碍［3］；另有研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18.8%，对照组为 12.5%；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究表明，长期吸烟的肺癌患者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风险较非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0.711，P>0.05，见表 4）。

长期吸烟者高［4］，因此胸外科医生常规要求患者术前戒烟 1

2

周及以上。肺叶切除术患者术后呼吸运动抑制部分源于镇痛

表 1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x±s，d）
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emission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观察组
t值

体温恢复
正常时间

白细胞计数恢
复正常时间

4.49±1.03

4.59±1.01

5.29±1.20

48

3.704

<0.05

P值

咳痰消
失时间

拔管
时间

特级护理改二级
护理时间

3.26±0.62

3.89±0.58

5.94±1.19

5.65±1.10

5.25±1.45

6.274

5.075

11.130

4.65±0.80

<0.05

<0.05

药物，且留置胸腔引流管也会加重呼吸运动抑制，是导致患
者术后呼吸道分泌物潴留的重要原因之一［5］。在胸腔镜手
术或开胸手术中多采用单肺通气，分析其原因可能如下：一
方面患者术前受患侧肺叶含瘤肺组织压迫而存在肺不张、肺

5.48±1.27

部感染；另一方面，应手术需要患侧肺叶需保持萎陷状态。

LOHSER 等［6］研究表明，萎陷侧肺组织术中因受挤压、机械

7.685

<0.05

牵拉、切割等手术操作的影响而易出现缺血缺氧再灌注损伤，

<0.05

进而导致大量炎性递质产生及聚集，出现不同程度肺损伤，
如肺部感染、肺不张甚至呼吸困难，因此需行高流量辅助通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脱离呼吸机 24 h 动脉血气分析指标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arterial blood-gas analysis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4 hours off the ventilator after operation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观察组
t值

48

pH 值

胸腔镜手术虽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肺损伤，有效缩
短手术时间，创伤小，促使患者术后快速恢复［7］，但患者术

PaO2（mm Hg） PaCO2（mm Hg）

7.34±0.07
7.39±0.07

71.54±4.75

49.10±6.10

5.391

3.283

77.29±4.91

4.431

<0.05

P值

气或重新行气管插管辅助呼吸。

后易出现发热、咳痰困难、肺不张等并发症，此外各地区及
医院对胸腔镜手术技术的普及及掌握程度不同，外加高龄、

45.80±4.96

<0.05

肺功能较差也可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8］，而应用广谱抗
生素、雾化吸入及支气管镜吸痰虽可减少相关并发症，但也

<0.05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且 ICU 住院时间并未

注：PaO2= 动脉血氧分压，PaCO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缩短，支气管镜检查及吸痰操作产生的窒息感或异物感对患

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外加手术应激反应，部分患者产生

表 4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n（%）〕
Table 4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低氧血症

出血

气管痉挛

刺激性咳嗽

对照组

48

3（6.2）

1（2.1）

1（2.1）

1（2.1）

观察组

48

4（8.3）

2（4.2）

1（2.1）

恐惧感甚至心理障碍［9-10］，加重了患者痛苦，因此迫切需要
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预防或减轻老年肺癌患者术后呼吸道不
畅、肺不张及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肺功能恢复。
肺泡灌洗技术常用于治疗尘肺、COPD 等肺部疾病，其

2（4.2）

治疗尘肺时多采用大容量肺灌洗，虽可改善患者肺功能，提

表 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 3 d 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s，ng/L）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rum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nd 3 days after operation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观察组
t值
P值

48

术前

CRP

术后 3 d

术前

TNF-α

术后 3 d

8.37±0.57

14.99±0.35

76.16±3.99

116.70±16.33

0.836

36.049

1.544

11.154

8.28±0.51
0.407

10.80±0.72
<0.05

77.17±3.59
0.129

86.23±8.93
<0.05

术前

IL-8

68.37±3.73
69.54±4.11
1.480

1.145

注：CRP=C 反应蛋白，TNF-α= 肿瘤坏死因子 α，IL-8= 白介素 8，PCT= 降钙素原

术后 3 d

121.17±6.18
112.22±5.64
6.841

<0.05

术前

PCT

术后 3 d

4.86±1.55

33.45±3.02

1.038

24.253

5.14±1.24
0.304

20.52±3.4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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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患者生活质量［11］，但也会对肺组织造成一定损伤。近年来，

灌洗的肺段支气管入口严密卯合。（2）术中支气管肺泡灌洗

随着支气管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与肺泡灌洗技术结合越来

术会延长手术时间，可能造成患者术后麻醉恢复时间延长，
因此术者应尽可能熟练掌握各肺段支气管的走行方向，减少
灌洗阻力，缩短灌洗时间。（3）目前有研究报道术中进行抗
生素局部灌洗［19］，但该操作是否会产生严重耐药菌尚未明确，
因此本研究并未采取局部抗生素灌洗。（4）术中严格控制肺
泡灌洗速度，以免造成肺泡损伤及术后发生低氧血症、出血、
刺激性咳嗽等并发症。
综上所述，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可有效缩
短老年肺癌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改善术后动脉血气
分析指标，减轻术后炎性反应，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作者贡献：吴静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负责撰写论文，
并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刘建伟进行研究的实施与可
行性分析，并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井洪家进行数据
收集、整理及分析；马建欣进行结果分析与解释；熊胜春进
行论文的修订。
本文无利益冲突。

越多地用于治疗肺癌、肺部感染、重症肺炎等呼吸系统感染
性疾病，并取得良好效果［12-14］。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
洗术是在纤维支气管镜直视下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灌洗范
围达到肺段及亚肺段，可有效清除支气管内分泌物，保证支
气管通畅，进而提高患者肺通换气功能；另外，还可去除支
气管黏膜局部炎性递质、痰栓，破坏细菌内环境，且局部抗
生素灌洗还可有效杀灭细菌，解决因局部支气管内痰液堵塞
所导致的广谱抗生素局部有效血药浓度低而无法发挥作用的
问题；同时通过灌洗可稀释局部致病菌和炎性递质，有利于
控制感染，且灌洗液细菌培养结果更为准确、更利于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抗生素用药指导，避免大剂量应用广谱抗生素导
致细菌耐药等情况发生。此外，在纤维支气管镜下行支气管
肺泡灌洗可根据段、亚段支气管内具体情况灵活掌握灌洗量，
避免支气管黏膜损伤。

老年肺癌患者行肺叶切除术 + 淋巴结清扫术后易出现肺

部感染、肺损伤等严重并发症，分析其原因主要如下：（1）
患侧健康肺叶在术前受带瘤肺叶压迫而出现一定程度肺不张，
且支气管肺泡内存在分泌物淤积，造成局部轻度炎性反应；
（2）
术中单肺通气使患侧健康肺叶萎陷，受手术操作牵拉、挤压
等机械因素损伤而导致局部炎性因子升高，进而破坏肺泡表
面活性因子，致使术后患侧残肺形成肺不张；（3）术毕，萎
陷的患侧残余肺叶复张过程中出现缺血缺氧再灌注损伤，激
活氧化应激反应，形成前列腺素、血栓素、白三烯等炎性递质，
进而介导缺血缺氧再灌注损伤［15］；（4）术中麻醉药物也会
对肺组织造成一定损伤。

TNF-α、IL-8 是人体主要促炎性因子，可刺激其他炎性

因子释放，引起级联反应；PCT 水平于术后急性炎性反应时
升高，故其对炎症监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16］

。大量

炎性因子分泌后不仅进入血液，还会由受损肺组织中巨噬细
胞等免疫细胞分泌并进入局部微环境，因此采用支气管肺泡
灌洗术可有效减轻患者炎性反应、肺部感染发生。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体温及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时间、咳痰
消失时间、拔管时间及特级护理改二级护理时间短于对照组；
术后脱离呼吸机 24 h pH 值、PaO2 高于对照组，PaCO2 低于对

照组，术后 3 d 血清 CRP、TNF-α、IL-8、PCT 水平低于对照组，
表明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可有效改善老年肺癌
患者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减轻机体炎性反应，降低术后护
理难度，极大地提高有限护理资源利用率，促进患者快速
康复 ［17-18］。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间无统计学差异，考虑与老年肺癌患者术中灌洗压力与灌
洗速度控制情况有关。
经纤维支气管镜支气管肺泡灌洗术的注意事项：（1）对
患侧肺剩余肺叶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时需保证灌洗液尽量不
溢出至术中已切除的支气管残端，避免造成肿瘤播散及支气
管胸膜瘘，因此术中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时避免灌洗压力过
高；0.9% 氯化钠溶液用量宁少勿多，术中负压回吸收灌洗液
避免负压过大；术中选择合适口径的支气管镜，以便能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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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ADA 糖尿病医学诊疗标准》新型降糖药 SGLT2i 治疗
地位再提升
2019-12-21，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发布了《2020 年 ADA 糖尿病医学诊疗标准》，其中新型降糖药钠 - 葡萄糖转运协同蛋白 2 抑制剂（SGLT2i）

因心肾获益而使其治疗地位显著提升。
1

SGLT2i 使用范围扩展到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高危患者

2

SGLT2i 使用条件不再受糖化血红蛋白（HbA1c）是否达标限制

3

推荐 SGLT2i 起始联合治疗，早达标早获益

充了 SGLT2i 最新研究证据 DECLARE 研究。

新指南中，SGLT2i 使用范围扩展到 ASCVD 高危患者，并补

对于合并心肾疾病或高危患者，SGLT2i 使用条件不再受 HbA1c 是否达标

限制，并与二甲双胍并列等同一线治疗。即使患者血糖已达标，也可加用或换用 SGLT2i。

对于合并心肾疾病或高危患者，推荐尽早使用 SGLT2i 起始联合治疗，使血糖更快达标。达

格列净能强效排糖，治疗第 1 周就可以降低空腹血糖约 1.5 mmol/L、有效降低 HbA1c 约 1.5%，与二甲双胍 2 000 mg 疗效相当，尽早使用达格列
净能促进患者血糖尽早达标。且达格列净是唯一涵盖更广泛早期人群实现心肾获益的 SGLT2i，可实现心肾双护三重获益，是起始联合的首选。
参考文献：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The 2020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in Diabetes［J］. Diabetes Care，2020，43（Suppl 1）：S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