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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疗法治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呼吸衰竭疗效观察 

刘明文 ，刘云龙 

[摘要]目的：探讨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并呼吸衰竭 

患者疗效的影响。方法：将 64例 COPD并发呼吸衰竭患者随机分为 2组，每组 32例；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对照组采用有创 

机械通气治疗，治疗组采用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疗法，比较 2组患者治疗前后动脉血气、氧合指数，以及机械通气时间、住 

院时间、气管切开情况等。结果：2组患者治疗前后动脉血氧分压(PaO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氧合指数等指标均 

有明显改善(P<0．05)。2组撤机后总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气管切开、病死例数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疗法治疗COPD合并呼吸衰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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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sequential invasive．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LIU Ming—wen ，LIU Yun—long 

(J．Department ofMedicine，Huaibei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Huaibei Anhui 235000； 

2．Intensive Care Units，The General Hospital ofMining Conglomerate，Huaibei Anhui 23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sequential invasive—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Methods：Sixty—four cases of COP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herapy，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by the invasive 

mechan 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by the sequential invasive—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The arterial blood gas and 

the oxygenation index of the two groups were record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herapy；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stay and the number of the cases receiving tracheotomy were compared．Results：The arterial oxygen pressure，the arterial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and the oxygenation index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P<0．05)．After 

weaning，the total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uch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tracheotomy or mortality(P>0．05)． 

Conclusions：Sequential invasive—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reatment of COPD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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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损害中老年人心肺功能的最主要病 

因之一，重度 COPD急性加重期常合并呼吸衰竭。 

无创正压通气和有创机械通气已经证实是治疗 

COPD急性发作合并Ⅱ型呼吸衰竭的重要手段 j。 

对于并发不同程度意识障碍的重度呼吸衰竭患者， 

其中有创机械通气使用较普遍，但有创机械通气治 

疗容易引起呼吸机相关肺炎(VAP)、呼吸机所致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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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WLU及脱机困难等；而无创机械通气不利于 

呼吸道分泌物的引流，呼吸道有较多分泌物时，应用 

无创通气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J，甚至会加重病情， 

严重者仍需有创机械通气，且有研究 认为无创正 

压通气病死率高于有创机械通气。我们通过临床观 

察发现，实施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疗法治疗 

COPD合并呼吸衰竭可以弥补两者的不足，是一种 

有效安全的方法，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择 2004年 1月至 2009 

年1月因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住淮北矿业集团 

总医院重症监护病房64例。人选患者病史、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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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线表现和肺功能检查均符合2007年版中华医学 

会呼吸分会制定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规范标 

准》 J，且动脉血气分析指标达到 Ⅱ型呼吸衰竭的 

诊断标准。其中男40例，女24例；年龄 44—82岁。 

病程 8—32年。均有明显咳嗽、痰液黏稠、咳痰无 

力、气喘，且反复发作。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2例，其中治疗组昏迷 17例、谵妄2例；对照组昏 

迷15例，其余患者神志清楚。2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病程等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 1 2组一般资料比较( =32) 

}不 t值 

1．2 治疗方法 2组均给予抗感染、平喘、化痰、镇 

咳、营养支持等治疗，心电血压监护，经皮血氧饱和 

度监测。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应用有创机械通气治 

疗：经口(鼻)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模式初始采 

用同步间歇指令通气，之后过渡到压力支持通气 + 

呼气末正压通气(PEEP)。烦躁、不合作的患者，适 

当应用镇静、镇痛。治疗组患者则在对照组治疗的 

基础上序贯采用无创机械通气治疗：在患者感染初 

步得到控制，WBC降低至 1．0×10 ／L左右，痰液相 

对稀薄，患者咳痰有力(感染控制窗)后 ，拔除气管 

插管，经口(鼻)面罩接呼吸机，通气模式为双水平 

正压通气(BiPAP)，呼吸机为鸟牌 Vela、法国天马呼 

吸机。PEEP 4—6 cmH O，吸 气 压 力 10～15 

cmH O，持续上机 72 h，分别于上机后 2、8、24 h进 

行血气分析检查，根据血气分析值减少支持压力，逐 

步脱机。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和治疗期间监测患者症 

状及 pH、动脉血氧分压(PaO：)、动脉血二氧化碳分 

压(PaCO )指标。观察 2组总机械通气时间、气管 

切开例数、住院时间及病死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和 检验。 

2 结果 

2．1 血气分析变化比较 治疗前，2组患者 pH值 、 

PaO 、PaCO 等血气指标及氧合分析指标(PaO：／ 

FiO：)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除 pH值外，治疗组 PaO2、PaCO2和 PaO：／FiO 改善 

较对照组明显 (P<0．01)(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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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变化 比较( =32) 

2．2 撤机后主要指标比较 2组总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气管 

切开例数及病死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对照组气管切开与病死原因主要在于严 

重感染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 

表 3 2组患者撤机后主要指标比较(17, =32) 

示 值 

3 讨论 

COPD并呼吸衰竭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 

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 

行性发展，与肺部对香烟烟雾等有害气体或有害颗 

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COPD主要累及肺脏，但 

也可引起全身(或称肺外)的不良效应 J。COPD并 

呼吸衰竭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目前普遍认为 

COPD以气道、肺实质和肺血管的慢性炎症为特征， 

在肺的不同部位有肺泡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和中 

性粒细胞增加，部分患者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 

传统治疗 COPD急性加重期伴呼吸衰竭的方法 

为应用抗感染、平喘、化痰、吸氧治疗，其疗效一般， 

临床症状改善较慢，住院时间长，病死率较高。在传 

统治疗基础上，部分患者尚需要机械通气治疗以帮 

助患者度过危重阶段，为综合治疗争取时间。机械 

通气的作用包括通过建立和管理人工气道，有效地 



引流痰液，迅速控制支气管 一肺部感染，解除通气功 

能不 良和呼吸肌疲 劳 J。有创机械通气是治疗 

COPD并呼吸衰竭的经典有效方法。它可以有效扩 

张肺泡，有利引流痰液，控制感染，解除呼吸肌疲劳， 

为患者的恢复创造条件。但是随着机械通气时间的 

延长，会出现VAP、VILI等并发症，可使肺功能进一 

步受损，从而导致病情恶化、脱机困难或者呼吸机依 

赖。BiPAP无创呼吸机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并逐 

渐推广的治疗 COPD并呼吸衰竭的有效方法之一， 

因此 COPD合并呼吸衰竭及早合理的应用BiPAP可 

以给患者及时呼吸支持，改善或纠正缺氧、二氧化碳 

潴留和酸碱失衡，预防和减少有创机械通气并发症 

和多器官功能不全，为基础疾病的治疗、呼吸功能的 

改善争取了宝贵时间 J。然而重度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急性加重(AECOPD)并呼吸衰竭，入院前大多 

数咳痰无力，气道中积聚较多黏稠痰液，无创通气从 

鼻腔或口腔输入的氧气难于达到肺泡，同时患者大 

多营养不良，面部消瘦，面罩密封性差，且痰液不能 

顺利排出，肺部感染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合并肺 

性脑病处于昏迷或谵妄状态的患者通气效果更是难 

以保证，反而延误了插管的时机，加重病情甚至导致 

死亡。通过临床观察发现，COPD并呼吸衰竭患者， 

尤其是 AECOPD，当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排出不畅，肺 

部感染无法控制时，尽早建立人工气道，实施有创通 

气，保证痰液引流通畅，协同全身抗生素应用控制感 

染，同时加强营养支持与功能锻炼，一旦感染控制， 

出现“肺部感染控制窗”，临床表现为咳痰减少、痰 

液稀薄、痰色转白、体温下降、白细胞计数降低、缺 

氧改善，二氧化碳分压回落，x线胸片上支气管 一肺 

部感染影消退等征象，尽早拔管，换用无创机械通 

气，这种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治疗后 PaO 、 

PaCO：、PaO ／FiO 指标有显著改善，且可以显著缩 

短总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率。 

有研究 发现，在实施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后 pH、 

PaO 、PaCO 等血气指标改善明显，尤其是有创通气 

2 h后 pH、PaCO，较无创通气组有较显著的提高，但 

24 h后，上述指标的差距缩小，这说明有创通气能 

在短时间内改善通气，而无创通气治疗对通气的改 

善随着时间的延长，优势逐渐显现，而随着有创通气 

时间延长，VAP、呼吸机相关肺损伤等并发症发生率 

增加，脱机困难。本研究对照组中5例气管切开和 

病死 2例死亡原因主要在于严重感染并发 MODS， 

而有创无创机械通气序贯疗法克服了单纯使用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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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无创通气的不足，对 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较 

为安全、有效。 

总之，轻、中度 COPD并呼吸衰竭患者，支气管 
一 肺部感染不重，气道分泌物不多，呼吸肌疲劳是导 

致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这类患者给予以无创通气 

可获得良好疗效；而对重度患者，有创通气较之无创 

通气能更快速地改善血气分析及其他生理指标，逆 

转高碳酸血症，达到治疗 目标，因此，片面地一味强 

调有创或无创通气是不明智也是不科学的，应当根 

据患者具体情况，将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合理地结 

合，序贯性地治疗 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使低氧 

血症与二氧化碳潴留得到有效改善，总机械通气时 

间、住院时问缩短，取得良好疗效，本研究结果也证 

实了有创与无创机械通气序贯疗法在治疗 COPD并 

呼吸衰竭时效果优于传统的有创机械通气，是一种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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