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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肺脏保护在腹

腔感染（IAI）患者的医治过程

中非常重要。本文重点分享

IAI 患者肺脏保护的管理策

略。在实施 IAI 个体化呼吸

保护时，良好的温湿化和胸

腔物理治疗、必需的营养支

持、严格的气囊管理、保持高

卧体位、减轻镇痛镇静的持

续时间和深度，有利于保持

有效的咳嗽能力和预防隐性吸入。同时，需要预防呼吸机相

关机械通气的损伤，做好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小潮气量、限

制平台压力、膈肌保护和右心保护性策略。在进行个体化呼

吸功能状态的评估和监测时，对于行机械通气治疗的 IAI患
者可以使用呼吸力学指标包括气道阻力、呼吸系统顺应性、

最大吸气压（MIP）和气道闭合压（P0.1）；未行机械通气治疗

的 IAI 患者可以使用床旁简易肺功能指标，包括吸气和呼气

的用力肺活量、吸气和呼气峰值流速、最大吸气压力和吐气

压力以及 1 s 量和 1 s 率等。在肺康复中，实施“湿、翻、拍、

咳、扩、吹、动”七字原则的肺脏保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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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ng protection is important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 (IAI).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lung protection in IAI
pati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AI individual respiratory
protection, good humidification and chest physical therapy,

nutritional support, strict balloon management, keeping a semi ⁃
supine position, and reducing the duration and depth of
analgesia and sedation are helpful to maintain effective
coughing capacity and prevent silent aspira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event ventilator ⁃ associated lung injury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implement strategies of small tidal
volume, limited platform pressure, diaphragmatic protection and
right heart protection ventilation in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Respiratory mechanical indicators, including
airway resistance, respiratory compliance, maximum inspiratory
pressure (MIP), and airway closure pressure (P0.1) can be used
in IAI patients receiv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for
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of respiratory
functional status. Patients with IAI who have not been treated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an use simplified bedside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including forced vital capacity of inhalation
and exhalation, maximum inspiratory pressure and exhalation
pressure, as well as volume and rate of 1s. In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he protection technique of the seven ⁃ word
principle of humidification, turning, patting, coughing, expansion,
blowing and mobilization ar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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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感染（intra⁃abdominal infection，IAI）是腹部

外科常见病，可继发于消化道的穿孔、坏死与坏疽，

同时也是腹部外科手术的常见并发症，如胃肠道肿

瘤手术后并发的肠外瘘［1］。腹盆腔内脏器众多，结

构复杂，一旦发生感染，病死率可达20%，还会严重

影响公共卫生安全［1］。感染源控制是严重 IAI最重

要的根本解决措施，近年来外科感染源控制技术和

理念在不断进步，但严重 IAI仍然病情凶险，病程迁

延，很多患者需要反复多次置管引流甚至手术治

疗。提升救治成功率的重要因素是患者是否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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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器官功能储备。器官功能的保护为感染源

控制提供支持和后盾，为彻底地控制感染源创造条

件，特别是对严重的 IAI、有心肺基础疾病以及年老

的患者，其中肺脏的器官功能保护在 IAI 患者的

医治过程中非常重要。本文重点分享 IAI 患者肺

脏的呼吸功能损伤相关预防措施和肺脏保护的

具体实施策略，以期对临床上的肺脏保护管理有所

启发。

一、IAI患者肺脏功能保护的重要性

1.IAI对肺脏的影响：IAI病因众多，病种复杂，

病情凶险，病程迁延。无论是来自胃肠道、胆道还

是泌尿道和生殖道的感染，都可以释放大量的炎性

介质和毒素，引起腹部原发疾病的表现和脓毒症的

全身性表现。肺脏作为 IAI 最常受累的靶器官之

一，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最危险和最严重的并发症，患者

表现为呼吸急促，氧合下降，心率增快，烦躁不安

等。部分 IAI患者伴有腹腔高压会推动膈肌上移，

导致肺顺应性下降，潮气量下降、肺不张机会增加、

回心血量减少和心输出量下降，全身组织器官包括

肺脏和腹腔脏器灌注压力减少。各种引流管和呼

吸机的限制，导致 IAI患者长时间卧床，IAI患者下

肢血栓和肺栓塞的风险已经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

多的重视，但是，卧床制动会迅速导致肺底部塌陷

和不张的损害却常常被忽略。IAI 患者腹部原发

病、手术伤口和引流管带来的疼痛和不适以及医源

性镇痛镇静的干预，都会降低咳嗽、咳痰的效果；IAI
如合并营养不良，会导致呼吸肌无力和咳痰无力发

生肺塌陷和肺感染；IAI合并腹胀后胃内容物反流

机会增加，对部分年老、有吞咽功能受损或者接受

镇痛镇静治疗的患者，会增加吸入性肺炎、尤其是

隐性吸入的风险。

2.肺脏对 IAI的影响：肺脏司氧合，氧合不足带

来的全身性微循环障碍引起胃肠道黏膜的缺血缺

氧，可直接引起上皮坏死脱落，肠道黏膜屏障功能

受损，通透性增高，IAI的患者会因氧供不足，加重

原有的胃肠道功能障碍而形成恶性循环［2］。改善氧

供不仅有利于改善胃肠道的灌注，也有利于保护胃

黏膜屏障，避免肠道菌群易位加重全身感染。肺脏

问题对 IAI 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肺血管因素的作

用。在ARDS患者中，肺顺应性下降、正压通气、肺

复张应用以及缺氧本身，都会增加肺血管的阻力，

产生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功能障碍。有文献显示，

ARDS合并右心功能障碍的比例可高达 20%以上，

且病死率高于右心功能正常的患者［3］。右心衰竭

时，静脉回流障碍导致体循环淤血、肺动脉高压时，

心排量下降导致腹腔脏器缺血、缺氧，都会引起腹

腔压力的进一步增加。比较剧烈的咳嗽对手术伤

口的影响，也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细节。

二、IAI个体化呼吸保护的预防

1.保持痰液稀薄和有效咳嗽：IAI患者合并腹腔

高压或者ARDS时，临床医生往往需要进行液体的

负平衡。过度的液体负平衡后，痰液黏稠不易咳出

和引流，气道阻力升高会消耗更多的呼吸功，气体

弥散障碍会产生低氧血症和二氧化碳潴留。近年

来，重症医学领域对血流动力学的监测方法很多，

尤其是重症超声的发展为危重患者床旁监测创造

了便利条件［4］。动态的血流动力学检查和评估，有

利于保持适当的液体平衡。气道局部湿化是影响

痰液黏稠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医用氧气是干冷

的气体，如果没有进行气道湿化或者湿化效果不

够，会造成气道纤毛的损伤和脱落，丧失摆动功能，

从而影响排痰；人工气道的建立会屏蔽部分上呼吸

道黏膜的加温、加湿功能。良好的温湿化和胸腔

物理治疗、必需的营养支持治疗、严格的气囊管理、

保持高卧体位、减轻镇痛镇静的持续时间和深度，

有利于保持有效的咳嗽能力和预防隐性吸入。

2. 预防呼吸机相关损伤：和所有治疗手段一

样，机械通气最基本的要求首先就是预防伤害。机

械通气是正压通气，呼吸机类型的选择错误、呼吸

机设置的模式和参数不合理、患者管理不到位等很

多因素，都会对患者造成医源性损害。IAI患者的

机械通气治疗有其特殊性，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尽量

避免无创通气和俯卧位通气，防止胃肠道胀气和

腹腔高压加重；需要考虑到因胸壁水肿、胸水和膈

肌上抬等原因导致的跨肺压力下降；需要评估是否

合并肺塌陷和 ARDS 等伴随因素导致呼吸系统顺

应性下降等。

近年来，预防呼吸机相关的膈肌功能障碍

（ventilator⁃induced diaphragmatic dysfunction，VIDD）
越来越多地引起重视。研究表明，VIDD发生时间

早，膈肌萎缩程度进展快，可由呼吸肌过度辅助［5］、

辅助不足［6］、偏心收缩［7］和呼气末正压过度［8］等多

种因素引起。Grosu等［9］采用超声观察了机械通气

对膈肌厚度的影响，发现在辅助通气模式下，机械

通气每延长 1 d，膈肌厚度萎缩程度约达 6%，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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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周最为明显。Schepens等［10］也发现，膈肌厚度

在机械通气的早期，特别是前 1~3 d，下降速度最为

明显，分别为 9%、21%和 26%，提示膈肌萎缩是一

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其厚度呈指数级下降。

三、IAI 患者个体化呼吸功能状态的评估和

监测

1.呼吸力学指标：行机械通气治疗的 IAI患者可

以使用呼吸力学指标，包括气道阻力、呼吸系统顺应

性、最大吸气压（maximum inspiratory pressure，MIP）
及气道闭合压（0.1 s口腔闭合压，简称P0.1）。MIP测

量值代表包括膈肌在内的所有吸气肌的力量以及肺

和胸壁的弹性阻力，MIP负值越大，说明吸气肌肉力

量越强；P0.1是努力吸气的前0.1 s气道内的压力，能

够直接反映呼吸中枢的功能；这两个指标可以用于

评估机械通气患者肺功能的状态，但不作为常规指

导撤机的参数用于临床。很多呼吸机都有动态显示

气道阻力和呼吸系统顺应性的功能，以方便观察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气道阻力和顺应性的动态改变，有

些品牌的呼吸机还可以更为直观地显示阻力和顺应

性的动图。我们也可以在深度镇静或者肌松状态

下，通过吸气屏气和呼气屏气测得平台压力和总呼

吸末正压，继而算出静态的气道阻力和呼吸系统顺

应性。气道阻力和呼吸系统顺应性的大小和动态变

化，有助于评估呼吸困难的原因和严重程度、评估治

疗的反应和效果，进而评估呼吸机撤离时机。

2.床旁简易肺功能指标：未行机械通气治疗的

IAI患者，可以使用床旁简易肺功能指标。无机械

通气的 IAI患者如果配合良好，可采用床旁简易肺

功能仪监测常用的肺功能指标。床旁简易肺功能

仪检查可以提供吸气和呼气的用力肺活量、吸气和

呼气峰值流速、最大吸气压力和吐气压力、1 s量和

1 s率等指标，可以帮助量化评估和分析患者肺功能

受损的严重程度和病因，帮助评估治疗前后的反应

和效果，使用方便，值得临床推广，但获得数据的准

确性受患者的合作程度和操作的规范性影响较大，

需要整体评估和把握。

3.床旁超声评估和监测指标：近年来，床旁重症

超声的发展对评估和监测危重患者呼吸功能提供

了方便、直观、准确的帮助。目的导向的多目标整

合以及流程化动态分析，帮助医师及时准确了解肺

部和胸腔情况，分析呼吸困难的病因，肺动脉压力

和右心功能监测有助于循环管理和右心保护性

ARDS通气［4］。膈肌超声还可以提供膈肌厚度、膈肌

增厚率、膈肌移动度以及膈肌浅快呼吸指数等指

标，不仅有利于评估患者的基础呼吸状态，也有助

于指导撤机的成功率和治疗效果［11⁃12］。

四、IAI患者个体化肺脏保护技术的实施

1.肺脏保护技术的七字原则：湿、翻、拍、咳、扩、

吹、动。临床实践中，围绕这七个字进行肺脏保护

简单易行，易于掌握和推广，适用于内外科几乎所

有的患者。湿化包括全身液体平衡的适度把握和

局部的气道湿化，伺服型主动湿化装置可以提供湿

化罐输出端和患者端的自动温度监测和反馈，是目

前最优的湿化产品，但由于认识不到位和价格的原

因，在很多单位没有被应用或应用受限。翻身不仅

是防压疮的考虑，从呼吸治疗的角度考虑也是为了

预防和减少肺部坠积部位的塌陷和不张，从而促进

不同部位分泌物的引流，减少因痰液引流不畅带来

的感染机会。拍的目的是松动分泌物和气道壁的

附着力，可以使用手法拍背，也可以使用排痰杯器

具辅助以及振动排痰机和排痰背心。在湿化和引

流基础上结合拍背和有效的咳嗽，可以更充分清除

痰液。体位引流和排痰的组合即为胸腔物理治疗，

对于危重患者，可以有效改善氧合和呼吸困难，减

少抗生素滥用，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减轻医疗负担；

对于慢病和居家患者，可以预防急性肺部并发症发

生，减少再入院的机会。

长时间卧床制动、胸部和上腹部手术、各种内外

科疾病如肌肉无力、营养不良以及高颈髓损伤等引

起呼吸受限，都是肺塌陷的高风险因素。“扩”是指肺

部扩张治疗，适合已经发生肺塌陷的患者和有肺塌

陷高风险因素的患者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

围术期治疗。可以通过呼吸机、呼吸球囊、呼吸训练

器等方法实现，目的是将患者的吸气潮气量提高1.5
倍左右，以防止肺塌陷。“吹”指的是形成呼气末正压

防止呼气末肺泡塌陷，促进氧合，可以通过呼吸机、

呼吸训练器、甚至不用任何工具，只通过缩唇动作实

现。“动”是指适合患者个体化的早期活动和功能锻

炼。从被动运动到逐渐加强的主动运动，从上下肢

运动到躯干肌运动和呼吸肌运动，从床上运动到床

边运动和床下运动，从运动的强度、频率改变到运动

的效果评估都应该是系统的、科学的过程。在 IAI患
者的卧床阶段，笔者尤其推荐徒手和弹力带扩胸运

动、呼吸训练器、起立床以及下肢自行车等运动。

2. 肺脏保护性机械通气的实施：IAI患者的肺保

护性机械通气的实施，要做好ARDS小潮气量、限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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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压力、膈肌保护和右心保护性策略。按照ARDS
的柏林标准，从时间、胸片、动脉血气分析氧合指数

和呼吸末正压的设置等几个指标，为ARDS的诊断

和严重程度分级提供了标准［13］。然而，柏林标准也

因其存在的局限性和模糊性，造成大量病例的漏诊

和误诊，使临床医师对ARDS的治疗不及时、也不准

确［14］。笔者推荐，无论严重 IAI患者是否已经诊断

ARDS，在机械通气设置时，应尽量采取ARDS小潮

气量（4~6 ml/kg）、限制吸气平台压力（Pplat<30 cm
H2O）的肺保护策略，有条件时可采用跨肺压力监

测，限制吸气跨肺压力在 20 cm H2O 以下（Insp.PL
<20 cm H2O），在重力依赖区肺泡扩张的同时，采用

弹性比方法计算限制非重力依赖区吸气跨肺压力在

15 cm H2O以下（Insp.PL，ER<15 cm H2O）［15⁃16］。膈肌保

护和右心保护性机械通气策略简单来讲，就是在机

械通气时做好膈肌厚度、移动度、肺动脉压力以及

右心功能的监测，防止VIDD和急性肺动脉高压［17］。

五、IAI患者个体化肺脏保护技术的管理

肺保护技术简单易学，上手很快，但对于具体

的患者，能做到个体化合理应用还需要积累一定

的临床经验。良好的肺脏保护技术管理起码包含

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各项技术适应证和禁忌

证的严格把握；（2）技术操作实施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3）肺保护技术处方的定量化和动态调整；

（4）肺保护技术实施后疗效评估；（5）呼吸治疗师

团队连续性管理和质控。呼吸治疗师和物理治疗

师是配合医生护士完成 IAI 患者肺脏保护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条件的单位应该培养专职的呼

吸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组成重症康复团队，做好

肺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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