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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病人

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原因分析

王海斌,刘宇智,金摇 宁,张继友

[摘要]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病人在使用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后撤机失败的原因。 方法:回顾分

析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 78 例 AECOPD 病人的病情资料,根据病人撤机成功与否分组,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年龄、COPD
病程、有创通气时间、平均动脉压、血清白蛋白水平、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域评分、入住 ICU 时间、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高血脂等)等与撤机失败的关系。 结果:78 例病人中有 53 例(67. 95% )撤机成功,25 例(32. 05% )撤机失败。 logistic 回归

分析提示,年龄较大、有创通气时间较长、血清白蛋白较低和合并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是 AECOPD 病人有创通气撤机失败的独

立危险因素(P < 0. 01)。 结论:多种因素作用导致 AECOPD 病人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其中年龄较大、有创通气时间较长、
血清白蛋白较低、合并有高血压或糖尿病,都是 AECOPD 病人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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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weaning failure of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acute exacerbation

WANG Hai鄄bin,LIU Yu鄄zhi,JIN Ning,ZHANG Ji鄄you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The Sixth People忆s Hospital of Huizhou City,Huiy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Huizhou Guangdong 5162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auses of weaning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 after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78 AECOPD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success weaning of patients,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ge,duration of
COPD,duration of invasive ventilation,mean arterial pressure,serum albumin level,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域 scores,ICU
stay time,underlying diseases(such as hypertension,diabetes,hyperlipidemia,etc. ) and weaning failure were analyz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Results:Among 78 patients,the weaning success in 53 cases(67. 95% ) and weaning failure in 25 cases
(32. 05% ) were found.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ld age,long duration of invasive ventilation,low
serum albumin and hypertension or diabetes mellitu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invasive ventilatory failure in AECOPD
patients(P < 0. 01). Conclusions:A variety of factors can lead to the failure of 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The old age,long invasive ventilation,low serum albumin,and hypertension or diabetes mellitus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invasive ventilatory failure in AECOPD patients.
[Key words]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cute exacerbation;mechanical ventilation;weaning failure

摇 摇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以通气障碍为主要

特征的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其发病率高、致残率

高、 死 亡 率 高[1]。 COPD 急 性 加 重 期 (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是指各种原因导致 COPD 病人的临床症

状加重,需要改变现有的治疗方案。 该类病人症状

不断加重,可能会造成呼吸衰竭[2]。 机械通气,特
别是有创机械通气,是临床治疗 AECOPD 的重要手

段之一,但部分病人在撤离呼气机阶段常常出现困

难,甚至撤机失败[3]。 我们回顾分析了 2014 年 7 月

至 2016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的 78 例

AECOPD 病人的病情资料,分析造成撤机失败的原

因,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78 例中男 52 例,女 26 例,年龄 45
~ 70 岁。 入组标准:(1)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 2013 年公布的《慢性阻

143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年 3 月第 43 卷第 3 期



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 年版)》中关于 AECOPD
的诊断标准[4];(2)符合呼吸衰竭的诊断标准,即动

脉血氧分压(PaO2) < 60 mmHg,可合并有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PaCO2) > 50 mmHg;(3)均符合气管

插管和间歇性正压通气(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IPPV)治疗标准。 排除标准:(1)合并有

肺部其他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肺结核、肺间质性

肺炎等;(2)病人家属不同意进行气管插管等治疗;
(3)一直未到达脱机标准,或已予以气管切开病人;
(4)合并有严重心功能不全、自发性气胸、严重神经

肌肉病变等。
1. 2摇 方法摇 所有病人予以常规抗感染、解痉、平喘、
化痰等,对于存在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予以强心、利
尿、扩血管等治疗,同时予以病人适当镇静药物。 评

估病人是否到达撤离有创通气的条件:(1)神志基

本清醒,依从性好;(2)痰液等分泌物量少,咳嗽反

射正常;(3)血流动力学稳定,血管活性药物应用较

少;(4)PaO2 升高到 80 mmHg 以上,PaCO2 降低至

45 mmHg 以下,血液 pH 值维持在正常范围;(4)血
液脑钠肽水平 < 500 ng / L;(5)肺部感染得到控制。
参照 AECOPD 诊治中国专家共识,当病人符合上述

撤机条件后,拔除器官插管,予以病人面罩无创正压

通 气 ( non invasive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NPPV)。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 3. 1摇 撤机失败摇 (1)病人撤机 6 h 内出现明显呼

吸窘迫,呼吸频率逸30 次 /分;(2)动脉血氧饱和度

< 90% ,PaCO2 明显上升,动脉血 pH < 7. 30;(3)心
率或收缩压明显上升 > 20% ;(4)病人撤机 48 h 后

需再次进行气管插管有创机械通气。
1. 3. 2摇 分析指标 摇 年龄、COPD 病程、有创通气时

间、平均动脉压、血清白蛋白水平、急性生理与慢性

健康 域 评分 (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域,APACHE域)、入住 ICU 时间、基础疾

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 摇 撤 机 结 果 摇 78 例 入 组 病 人 中 有 53 例

(67. 95% )撤机成功,25 例(32. 05% )撤机失败。 25
例撤机失败中,有 10 例出现二氧化碳潴留,其中 8
例合并有意识障碍;痰量较多或者无法有效咳嗽排

痰 9 例,呼吸无力及 PaO2 下降 4 例,血流动力学不

稳定 2 例。
2. 2摇 AECOPD 病人撤机失败的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 摇 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大、
COPD 病程较长、有创通气时间较长、入住 ICU 时间

较长、血清白蛋白较低以及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可

能是 AECOPD 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的危险因素

(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AECOPD 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单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相关因素 偏回归系数(茁) S茁 Wald 字2 P

年龄 / 岁 0. 082 0. 035 5. 04 < 0. 05

COPD 病程 / 年 0. 157 0. 078 5. 93 < 0. 05

有创通气时间 / d 0. 294 0. 095 8. 95 < 0. 01

平均动脉压 / mmHg - 0. 057 0. 032 1. 04 > 0. 05

APACHE域评分 / 分 0. 134 0. 147 0. 73 > 0. 05

入住 ICU 时间 / d 0. 093 0. 035 6. 04 < 0. 05

血清白蛋白 / (g / L) - 0. 376 0. 149 5. 69 < 0. 05

高血压 1. 804 0. 530 12. 47 < 0. 01

糖尿病 2. 051 0. 578 15. 14 < 0. 01

高血脂 0. 044 0. 473 0. 01 > 0. 05

2. 3摇 AECOPD 病人撤机失败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摇 从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中选出有统

计学意义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较大、有创通气时间较长、血清白蛋

白较低和合并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是 AECOPD 病人

有创通气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 01)(见
表 2)。

摇 表 2摇 AECOPD 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相关因素 偏回归系数(茁) S茁 Wald字2 P OR 95% CI

年龄 / 岁 1. 075 0. 193 6. 69 < 0. 01 2. 942 1. 573 ~ 5. 037

COPD 病程 / 年 0. 342 0. 125 3. 45 > 0. 05 1. 039 0. 675 ~ 3. 247

有创通气时间 / d 0. 453 0. 165 6. 48 < 0. 01 1. 516 1. 092 ~ 2. 327

入住 ICU 时间 / d 0. 107 0. 034 2. 95 > 0. 05 1. 938 1. 236 ~ 4. 583

血清白蛋白 / (g / L) - 1. 246 0. 292 7. 49 < 0. 01 3. 429 2. 037 ~ 6. 392

高血压 1. 483 0. 578 15. 48 < 0. 01 4. 325 1. 094 ~ 8. 485

糖尿病 2. 010 0. 429 12. 38 < 0. 01 3. 493 2. 248 ~ 4. 972

3摇 讨论

摇 摇 COPD 是一种以气流阻塞为特征的慢性支气管

炎,有时可合并有肺气肿,如得不到有效控制,该病

可进一步发展为肺心病和呼吸衰竭。 目前的研究认

243 J Bengbu Med Coll,March 2018,Vol. 43,No. 3



为 COPD 的发生与有害气体、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

反应有关[5]。 该病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慢性咳

嗽、咳痰、气短、呼吸困难,严重者可表现为喘息、胸
闷等。 当 COPD 病人由于感染或其他原因导致呼吸

道症状加重,同时症状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日常变异

范围 需 要 改 变 药 物 的 治 疗 方 案, 则 被 称 为

AECOPD[6]。 一般而言,AECOPD 病人的肺功能恶

化速度较快,恢复速度较慢,可能需要数周才能恢

复,严重威胁病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 有研

究[7]指出,AECOPD 伴呼吸性酸中毒的住院病人死

亡率接近 10% 。
在国内外的指南中都指出,COPD 的治疗目标

主要有两部分:快速缓解减轻症状和降低不良健康

事件风险;而对于 AECOPD 的治疗目标则是最小化

本次急性加重的影响、预防再次急性加重的发

生[8]。 AECOPD 发作时,缺氧和二氧化碳的不断潴

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对于这部分病人,
应用机械通气能够改善通气和氧气供应,同时减少

呼吸肌的做功压力使其疲劳得以缓解,另外,由于机

械控制呼吸压力,能有一定程度上减少动态肺过度

充气。 AECOPD 晚期病人,往往痰液分泌度较多,但
排出较为困难,建立有创性机械通气也为痰液引流

提供了通道。 但机械通气只能替代肺部的一部分通

气功能,而无法代替换气功能,部分 AECOPD 病人

虽然采用了有创机械通气治疗,但在撤机时发生了

困难[9 - 10]。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AECOPD 病人有

创机械通气的撤机成功率为 67. 95% ,与有关报

道[11]相一致。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 AECOPD 机械通

气撤机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年龄较大:我们的研究以及国内外的很多研究都已

经证实,高龄是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12]。 这可

能是由于病人年龄越大,机体各组织系统功能退化

较严重,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对感染以及应激的反应

较弱。 有报道[13]指出,高龄病人撤机失败的另一原

因可能与疾病的病程更长有关。 但我们的研究显示

COPD 的病程长度并不是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

素,这可能是由于在分析过程中,并没有考虑病人既

往 AECOPD 的发作病史,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有创通气时间较长:有创通气虽然能令疲劳的

呼吸肌得到休息的机会,但过长的通气时间会导致

呼吸机废用,进而造成撤机后病人的呼吸肌无法予

以足够的支持,导致撤机失败[14]。 (3)血清白蛋白

较低:病人血清白蛋白较低意味着病人的营养状况

不佳,消耗过多,机体机能较弱,免疫机能下降,同时

营养不良造成呼吸肌收缩力和耐力降低,这都导致

了病人撤机困难。 (4)高血压和糖尿病:COPD 病人

多为老年病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的合并率

较高,这些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 AECOPD 期间其他

器官系统的功能损伤,如心功能不全、消化道出血

等。 这都对 AECOPD 病人机械通气撤机造成了一

定的困难。 有研究[15]指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是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我们的研究更进一

步证实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是撤机失败的独立危险因

素。 在治疗 AECOPD 期间,加强对病人原有疾病的

治疗和控制,以及严密监测其他脏器功能的变化,也
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多种因素作用导致 AECOPD 病人有

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其中年龄较大、有创通气时间

较长、血清白蛋白较低、合并有高血压或糖尿病,都
是 AECOPD 病人有创机械通气撤机失败的独立危

险因素。 在日常临床工作中,需着重注意以上因素,
结合病人的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撤机策略,进而提高

撤机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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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更易分娩巨大胎儿有关;另一方面,超重和肥胖

孕妇盆腔脂肪堆积,可利用空间相对缩小,加之胎儿

过大,更易导致头盆不称,增加剖宫产的可能性。 若

肥胖和超重孕妇,孕期体质量增长过多,增加脂肪蓄

积,加重胰岛素抵抗,更会增加分娩巨大儿的危

险性。
母亲孕期宫内环境对新生儿期、儿童期或成人

肥胖以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 孕前

体质量和孕期增重直接反映了孕妇孕期营养状况。
本研究提示针对孕前超重和肥胖的孕妇孕前应适当

减重,整个孕期及孕期的各阶段合理增重从而可降

低 GDM 的发病率,降低不良妊娠结局,但对于 GDM
孕期增重不足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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