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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末正压通气对机械通气患者中心静脉压的影响

刘丽

[摘要]目的：观察机械通气时不同水平的呼气末正压通气(pos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PEEP)对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的影响。方法：监测10例实施机械通气的呼吸衰竭患者在不同水平PEEP(0—14 cmH20)时的CVP，分析CVP

与PEEP的相关性。结果：不同水平PEEP时CVP有统计学意义(P<0．01)；CVP与PEEP呈显著正相关(r=0．989)。结论：

CVP随PEEP的上调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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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PEEP)on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of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Methods：CVP of 10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PEEP(0—14 cmH2 0)were monitored．Results：There were increases of CVP accompanied with PEEP increment，and there

wa$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VP and PEEP．Conclusions：PEEP and CVP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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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指胸

腔内无名静脉、上腔静脉和右心房的压力。若不存

在三尖瓣狭窄(极少见情况)，CVP近似等于右心室

舒张(充盈)压，是心输出量和静脉回流的一个重要

决定因素。监测CVP可帮助确定心功能状态及血

容量状态，帮助判断患者的容量负荷水平，指导临床

输血、输液治疗¨J。因为中心静脉位于胸腔内，故

CVP的测量必然受胸腔内压力改变的影响。呼吸

可造成CVP的波动，自主呼吸时降低而强制呼吸或

正压机械通气时升高。在气道中应用呼气末正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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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PEEP)会有部分

传至胸腔内结构，因此，当患者正接受PEEP时，

CVP的一部分可能是由气道压力造成的。现随机

选取我科近期lo例住院患者，探讨机械通气时CVP

和PEEP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06年12月一2007年10月收住

我院ICU的急性呼吸衰竭并接受机械通气患者

10例，男6例，女4例；年龄22—65岁。其中原发

病为慢性支气管炎4例，创伤性湿肺3例，药物中毒

1例，重症急性胰腺炎2例。要求所有病例均排除

合并有气胸、低(或高)血容量、心力衰竭、心包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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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机对抗等情况。

1．2 治疗方法在针对原发病治疗的基础上，均经

鼻气管插管接呼吸机(德国diager TYDE 8414335

型)。机械通气模式采用VC—SIMV 4-PEEP，参数设

置为：通气频率12～18次／分，潮气量8～12 ml／kg，

吸气流速40一50 L／min，吸氧浓度30％一50％，

PEEP 0—15 cmH20，保证监测动脉血氧饱和度

(SaO：)I>0．90；采用Seldinger技术，行右侧颈内静

脉穿刺留置深静脉导管，并接传感器，经Dash 4000

型监测仪监测CVP。

1．3观察指标每次调整PEEP时，在原水平上加

2 cmH：O。记录不同PEEP水平时的CVP。为保证

结果稳定、准确，测定和记录是在每次PEEP值增加

后10 min进行。并且保持患者接受输液的速度和

血管活性药物的剂量，以及呼吸机的模式和除PEEP

外的其他参数不变。

1．4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及直线

相关分析。

2结果

不同水平PEEP时的CVP值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CVP值与PEEP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r=0．989，P<0．01)，CVP随PEEP的增加而增

加。观察中患者SaO：始终在0．90以上，且组间无

差异(P>0．05)(见表1)。

表1不同PEEP水平下CVP和Sa02的变化(n．=10；互±s)

q检验：与PEEP 14 cmH20比较}|【)<0．05

3讨论

机械通气是重症患者呼吸支持治疗的常用方

法，为了增加功能残气量，改善氧合，常加用不同水

平的PEEP。但PEEP也增加胸内压，因而减少静脉

血回流和右心充盈，导致心输出量减少。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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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动力学对机械通气的反应主要取决于胸内压和

肺容量的变化口J。CVP受多种因素的影响，PEEP

上调使得CVP增加，与其增加呼气末气道的压力以

及胸腔的压力有明显的关系口J。本资料研究结果

显示，在采用VC-SIMV+PEEP模式实施机械通气

时，CVP随着PEEP的增高而增加。

机械通气本身对患者的循环血流动力学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而PEEP更是对反映心脏右室舒张末

容积和右心室前负荷的CVP有一定影响HJ。PEEP

对CVP的影响，可以使得患者心脏右室舒张末容积

和右心室前负荷发生改变。在较高PEEP时，机械

通气可加重右心室和左心室充盈不足，从而导致血

压明显降低”J。有学者研究发现，当PEEP从0上

升至15 cmH：O时，右房压明显降低；未使用PEEP

时，右房容积随呼吸周期改变，吸气相右房纵径缩

短，呼气相增大；使用PEEP后，右房纵经缩短。原

因是静脉回流量的减少，此时如静脉输入适当晶体

液，回心血量减少可望改善。本文结果显示，随着

PEEP的上调，CVP逐渐增加，表明PEEP对CVP有

明显影响。如果在临床上能排除心包疾患、气胸、人

机对抗、心功能不全、低血容量和高血容量等因素，

那么机械通气中的PEEP将是影响CVP值的唯一

因素帕J。在机械通气应用PEEP时，监测CVP值及

其变化趋势也和非正压通气时的情况一样，具有指

导液体治疗的意义。

综上所述，患者机械通气期间CVP受PEEP影

响，PEEP对CVP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使患者心脏右

室舒张末容积和右心室前负荷发生改变，另一方面

可能使对病情产生错误的评估。从总的趋势来看，

CVP与PEEP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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