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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外科术后长时间机械通气的危险因素研
究近展
梅翔，夏宇，梁贵友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心血管外科（遵义 563003）

【摘要】 心脏外科手术恢复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术前、术中及术后因素。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是心脏外科
术后主要不良后果之一，它已被广泛接受作为衡量心脏外科手术质量的指标。近年来对心脏外科术后机械通气
时间延长的风险因素的研究有较多进展，然而，目前尚无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预防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本文对心
脏外科手术围手术期机械通气时间延长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手段予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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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 operational recovery from cardiac surgery can b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preoperative,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factors. Prolong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MV) is one of the major complications, and
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s a measure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and outcomes of cardiac surgerie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of risk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MV following cardiac surgeri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no
effective measures and approaches are available yet to prevent PMV. In this review, the authors tried to summarize the risk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PMV throughout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of cardiac surgery, as well as possible
interventions when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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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外科术后患者因术前多种因素、术中体外

定义为机械通气时间超过 24 小时[1]。Hassan 等[2] 报

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相关原因以及

道 CPB 术后在 ICU 滞留超过 7 天的患者中，PMV

麻醉药物未完全代谢、自主呼吸未恢复、生命体征

发生率占 93.4%。PMV 还增加术后并发症和死亡

波动较大、血流动力学不平稳等原因，需要使用呼

率，加重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术前评估围

吸机辅助通气以帮助心脏手术后患者的恢复。多

术期 PMV 的风险因素，从而有的放矢的控制这些

数心脏外科术后的患者在 12–24 小时内可以完全

风险因素，可望降低心脏外科术后 PMV 的发生。

脱机，但部分患者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撤机困难，以

本文着重讨论导致 PMV 的相关因素，以及可能的

致机械通气时间延长（Prolonged Mechanical

干预手段，为临床防治 PMV 提供理论依据。

Ventilation，PMV）。PMV 的定义目前尚无统一标

1 术前风险因素及可能干预手段

准，本文根据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的建议将 P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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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心功能不全，心肌梗死和房颤
术前充血性心力衰竭是 PMV 的显著风险因
素。因为心脏手术加重原有的心衰，导致心源性肺
水肿，肺动脉高压和低氧血症。季强等 [3]及孙静等
[4]

报道术前有心衰的患者发生 PMV 的风险增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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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倍。心衰的患者在经历长时间的体外循环手

80 岁以上的患者增加了 5.5 倍。季强等 [3] 报道 65

术后，加重了原有的心功能不全，有些患者甚至可

岁以上的患者 CPB 后，肺部并发症明显增加，因而

以发生心源性肺水肿。患者的纽约分级（NYHA）

增加 PMV 的风险。另一项研究发现，超过 34 岁的

越高，PMV 的风险越大。龚书榕等 认为术前心功

患者，年龄每增加 1 岁，体外循环术后严重低氧血

能差导致心肌储备能力差，术后心功能进一步下

症的发生率增加 0.3%，因而增加 PMV 发生的风险

降，血流动力学恢复平稳需要更长的时间，直接影

[7]

[5]

。

响了机械通气的撤离。许多学者用射血分数

年龄是一个很强的风险因素，但也是无法改变

（Ejection Fraction，EF）来评估心衰严重程度。周

的因素。随着手术技巧的提高，建议对有许多并发

俊峰等 认为 EF 低于 40% 的患者发生 PMV 的风险

症的老年患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手术时使用

增加 6 倍。Szeles 等 研究发现 EF 低于 55% 时患者

非体外循环 [17]。Lamy 等 [19] 认为在行冠状动脉旁路

发生严重低氧血症的风险增加 1.8 倍，因而增加了

移植术中使用体外循环组和不使用体外循环组的

发生 PMV 的风险。

临床效果没有显著差别。Santana 等 [20] 建议对于有

[6]

[7]

近期（90 天内）心机梗死可使 PMV 的风险增

心脏手术史需要再次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辦

加 2.1 倍 ，也是体外循环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危

膜术的病人，使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随后进行

险因素 。房颤会降低术后心输出量，从而导致心

微创瓣膜手术的综合方法。他们分析 67 例平均年

源性肺水肿。与窦性心律的患者相比，术前有房颤

龄高于 72 岁的患者，其中 39 例采用综合手术方

的患者 PMV 风险要高 11 倍 。

法，28 例进行常规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辦膜

[8]

[9]

[10]

现有很多研究提倡对高危病人，比如左心室

术。综合手术方法组与常规手术方法组相比，PMV

EF 低于 40%，左主冠状动脉狭窄超过 70%，冠状动

的发生率显著减少（12.8% vs.35.7%），CPB 时间明

脉旁路移植术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及不稳定心绞痛

显缩短（128 分钟 vs.190 分钟），主动脉阻断时间也

患者术前插入主动脉内球囊泵（Intra-aortic balloon

明显缩短（94 分钟 vs.131 分钟）。

pump，IABP）[11，12]，以增加冠状动脉灌注，降低心脏

1.4 吸烟和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心脏手术后患者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会加
重。在术后头三天，呼吸系统顺应性通常会下降，
导致患者的通气时间延长。Reddy 等 [8]报道术前两
个月仍在吸烟的患者 PMV 风险比不吸烟的患者增
加了 1.3 倍，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低于 70%
会导致 PMV 风险增加 2 倍。心脏手术患者合并
COPD 时，由于全身麻醉、体外循环和开胸手术等
均可能造成肺损伤，术后常存在拔管困难、二次插
管、顽固性低氧血症甚至发生呼吸衰竭 [21]。刘健等
[22]
通过回顾性分析 1244 病例发现 COPD 与 PMV 有
关。吴春婷等 [21] 比较心脏手术患者术前肺功能分
级与术后拔管时间之间的关系。他们回顾分析了
1374 例心脏手术病例，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将手术
患者分为肺功能正常组（1132 例）和肺功能异常组
（242 例），根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
（GOLD，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指南将肺功能异常患者分
为 GOLD 1 级（FEV1/FVC<70%，同时 FEV1 占预计
值 %≥80%）75 例，GOLD 2 级（50%≤FEV1 占预计
值 %<80%）127 例，GOLD 3～4 级（3 级：30%≤
FEV1 占预计值 %<50%，4 级：FEV1 占预计
值 %<30%）40 例。他们发现肺功能异常组延迟拔

后负荷，增加心输出量。Böning 等 研究发现行冠
[13]

状动脉手术前插入 IABP 的患者 PMV 发生率为
22.7%，比术中插入 IABP 的患者 PMV 发生率低将
近 50%。Yang 等[14]分析了 416 例左心衰（EF<35%）
患者，若不使用体外循环而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术前预防性插入主动脉内球囊泵可使 PMV 发
生率降低 14%，术后 30 天的死亡率也显著降低。

1.2 急诊手术
病人在接受紧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往往
都经过抗凝治疗，这增加了术中和术后出血的风
险，也增加了术后输血的风险[15]。Bartz 等[16]认为急
诊手术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在 PMV 组中，急
诊手术的比例（12.6%）明显高于不需要 PMV 组
（3.8%）。Knapik 等 [17] 分析了 4357 例心脏手术患
者，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然而不同学者对急诊手术
和 PMV 的关联意见不一[7，8]。由于急诊手术本身的
不可预见性及紧迫性，无法进行有效的术前干预。
1.3 年龄
随着年龄增加，PMV 的风险也增加。高龄患
者的肺弹性降低，肋间肌萎缩，肺气体交换面积减
少 [ 1 8 ] ，自身免疫功能降低，导致持续性呼吸道感
染。Reddy 等 [8] 报道 65-75 岁的患者 PMV 的风险
比低龄患者增加 2.2 倍，75-80 岁患者增加 4.8 倍，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8 年 3 月第 25 卷第 X 期

•3•

管的比例比肺功能正常组高（12.8% vs. 10.7%），

倍，而那些肌酐水平>175 μmol/L 的患者发生 PMV

GOLD 级别越高，延迟拔管率也越高（30% vs. 11.8%

的机率增加了 4.0 倍。Schechter [18] 和 Chaudhry[29]

vs.5.3%）。Schechter 等[23]研究了 613 例近胸段主动

等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然而，也有研究发

脉手术病例，采用单变量分析时，吸烟和 COPD 是

现慢性肾脏病与 PMV 无显著关联 [7，24] 。这可能是

PMV 的显著风险因素。若用多变量分析，吸烟和

由不同患者的地域分布和样本量的差异造成的。

COPD 则与 PMV 无关。Saleh 等 研究了 11217 例

Ascione 等[30] 建议术前有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在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得到的结果与 Schechter

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时，使用非体外循环。尽管

等 类似。Giakoumidakis 等 分析了 48 病例，认

机械通气时间在使用和不使用体外循环组没有显

为 COPD 与 PMV 没有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他们

著差別，但是非体外循环组在术后 60 小时内血清

收集病例的标准和样本量过小有关。Szeles 等 也

肌酐和尿素水平的增长明显降低（60±89 vs. 23±72

认为吸烟和 COPD 不是 PMV 的风险因素。

μmol/L，P<0.05），有可能减少急性肾衰的发生。

[24]

[23]

[25]

[7]

Hulzebos 等

研究发现，对有吸烟史和 COPD

Hur 等[31] 建议术前服用低剂量（75–100 mg）阿司匹

的患者在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 1–10 周进行强

林有助于防止术后急性肾损伤。服用低剂量阿司

化吸气肌训练， 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缩短（通气时间

匹林并不增加围期手术期间的出血量。

中位数 4 小时 vs. 5 小时），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明

1.7 体重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肥胖症为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超过 30[32]。肥胖会降低肺的顺应
性，增加肺泡－动脉氧差，增加肺内分流分数。这
些变化导致氧合指数（PaO 2 /FiO 2 ）降低，机械通气
时间延长。每增加一个 BMI 等级，术后低氧血症
（PaO2/FiO2<200）增加 1.7 倍[33]。Wigfield 等[34]研究
发现肥胖是 PMV 的显著风险因素，28.3% 的肥胖
患者（BMI：30–40）和 39% 的极度肥胖患者
（BMI>40）心脏手术后机械通气时间超过 24 小
时。Prabhakar 等 [ 3 5 ] 也认为中度肥胖患者（BMI：
35–39.9）和极度肥胖患者（BMI≥40）比正常体重的
患者发生 PMV 的机率增加了 1.5 倍到 1.7 倍。然
而，很多其它研究没有发现 BMI 与 PMV 相关[3，8，16，
18]
。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种不同，地
域分布不同，采用的指标不同造成的。季强等 [3]分
析了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医院的心脏手术患者术后
PMV>48 小时的病人的平均 BMI 是 25.2，PMV<48
小时病人的平均 BMI 是 24.9。这两组病人的 BMI
与中国人的平均 BMI 值 24 很接近，都没有肥胖
症。Bartz 等 [16]分析了美国北卡州杜克大学医学中
心心脏手术患者，PMV 组患者的平均 BMI 是
30.3，没有 PMV 组患者的平均 BMI 是 29.6。
Schechter 等[18]用同一医学中心的病例进行了另一项
独立研究，发现 PMV 组患者的平均 BMI 是 29.4，
没有 PMV 组患者的平均 BMI 是 28.3。由于美国人
的平均 BMI 是 28.8，这几组研究的病人都没有肥胖
症，因此与肥胖相关性的研究也没有意义。Reddy
等 [8] 根据 BMI≥35 和 <35 将英国一所医院病人分
组，他们的研究也没有发现 BMI 与 PMV 相关。因
此，BMI 与 PMV 风险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但是

[26]

显下降（18% vs. 35%）。戒烟有利于病人的愈后，
减少肺部并发症。

1.5 肺动脉高压
大部分心脏手术患者都有肺动脉高压。术前
肺动脉高压会大大增加心脏手术后并发症的风
险。肺动脉高压导致右心衰，而右心衰的病人
PMV 的风险性也会增高[27]。Melby 等[28]研究发现当
病人有主动脉瓣狭窄和肺动脉高压时，左心室功能
受损，二尖瓣回流，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力增加，从
而导致右心功能不全。当这些病人进行主动脉瓣
置换术时，与没有肺动脉高压的病人相比，PMV 的
发生率增加。
手术前对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进行风险评估。
用西地那非等降低肺动脉压，或者去除肺动脉高压
的病因 [27]。术前降低肺动脉高压有可能降低 PMV
的发生率。
1.6 慢性肾脏疾病和肾衰
慢性肾脏疾病降低体液排出能力，引起肺水
肿。由于肾功能障碍导致镇静剂，止痛剂和抗焦虑
药物的清除率降低，从而延长呼吸动力降低的时
间，导致辅助呼吸时间的延长。Bartz 等[16]认为术前
肾功能不全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他们发现
PMV 组（n=1 254）平均肌酐水平是 132.6 μmol/L，
明显高于非 PMV 组（n=2 616）的 106 μmol/L。
Knapik 等[17]认为肾功能衰竭是 PMV 的风险因素之
一，157 例需要 PMV 患者中，5.7% 有肾衰。而不需
要 PMV 组（n=4182），仅有 2.2% 有肾衰。Reddy 等
[8]
分析了不同肌酐水平患者的 PMV 风险，与肌酐水
平正常（≤125 μmol/L）的患者相比，在 125–175
μmol/L 之间的患者发生 PMV 的机率增加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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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BMI>34.9 时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 30 天以

血增加，PMV 的风险也相应增加。龚书榕等[5] 研究

后的死亡率比正常 BMI（20–24.9）患者高 1.7 倍[36]。

表明，旁路移植数目与机械通气时间呈正相关。旁

因此，术前减轻体重有可能会降低 PMV 的风险。

路移植数目越多，术后机械通气时间越长。

1.8 其它
高血压[3]和糖尿病[8]作为 PMV 的风险因素尚有
争议。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对 PMV 风险的影响
较弱，或是患者的地域分布和样本量的差异导致研
究结果不同。这些因素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虽然
这些病症对 PMV 的影响尚无定论，术前有效控制
这些疾病可望提高患者的健康状况，以利术后康
复。

2.3 体温降低
CPB 术中常使用降低体温的方法来减少组织
器官的损伤。Schechter 等 [18] 分析了 613 例近胸段
主动脉手术的患者，结果显示体温降低组（478 例）
和非体温降低组（135 例）的机械通气时间没有显
著差别。体温降低并不是 PMV 的风险因素。但是
深低温停循环时间延长是 PMV 的独立风险因素。
Roman 等[37]建议常规使用低温体外循环，低温对神
经及肝脾系统有保护作用。
2.4 血液过度稀释

2 术中风险因素
2.1 心肺转流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手术时间
在大多数研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体外循环手
术都是 PMV 的危险因素

体外循环预充液以及静脉补液可导致血液过
度稀释。当体外循环期间红细胞比容低于 30% 时，

，其中 CPB 超过 120

终末器官功能障碍的危险增加，心肾功能受损。这

分钟是 PMV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Bartz 等 研究

些患者 CPB 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住院时间延

了 3881 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冠状动脉旁路移

长，死亡率增加 [38]。Ranucci 等[39] 分析了 3003 例行

植术合并瓣膜修补或置换术患者，PMV 组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发现体外循环期间红细

（n=1265）CPB 时间比非 PMV 组（n=2616）多 20 分

胞比容在 27.8% 时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有显著关

钟。Szeles 等[7]发现，相比于不使用 CPB，CPB 短与

联。因为在体外循环期间红细胞比容的最低点与

120 分钟的病人需要 PMV 的机率增加了 2.3 倍，而

术前红细胞比容密切相关，因此术前调整患者红细

CPB 超过 120 分钟的病人需要 PMV 的机率增加了

胞比容可能成为重要的干预手段。

3.2 倍。龚书榕等 研究发现长时间的 CPB 导致术
后机械通气时间延长。CPB 时灌注模式的改变，血

2.5 低血压
在体外循环期间控制血压的原则是维持血压

液成分的破坏，缺血/再灌注损伤，血液与 CPB 装

在保证脑血流能自动调节的范围，从而保证脑血流

置的异物表面接触而激活补体和白细胞等因素导

量的稳定[40]。Ono 等[41] 研究了 450 例冠状动脉旁路

致全身炎症反应。CPB 导致机体炎症反应的程度

移植术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合并瓣膜修补或置

及持续时间与术后并发症有密切关系。持续的全

换术患者，发现脑血流自动调节范围的个体差异很

身炎症反应影响全身各系统脏器的功能：CPB 时

大。体外循环时血压过低以致脑血流自动调节低

间越长，全身炎症反应程度越重，持续时间越长，

于下限水平时，心脏术后患者发生脑卒中、急性肾

发生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可能性越大，术后机

功能不全、以及 PMV 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

械通气的时间也越长。周峻峰等 发现主动脉阻断

围手术期应监测脑血流自动调节而合理的调控血

时间超过 172 分钟，PMV 的危险增加 4.3 倍。然

压，以减少主要脏器损伤和 PMV 发生的可能性。

[3，7，16]

[7]

[16]

[5]

[6]

而，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主动脉阻
断时间不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3]。另外，手术时
间延长也可能由于手术或麻醉的困难导致，这些都
是 PMV 的相关危险因素。病人的年龄和并发症，
也会影响病人在复杂手术后的康复。可通过专业
训练提高术者的技能，缩短心肺转流时间，主动脉
阻断时间，手术时间，从而间接降低 PMV 的发生
率。

2.2 手术复杂性
手术越复杂，手术时间及体外循环时间越长，
手术创伤也越加大，导致术中及术后出血增多及输

3 术后风险因素
3.1 出血，手术探查出血源，和输血
术后大量出血是 PMV 的一个显著风险因素。
因为出血可以导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心源性水
肿，输血后非心源性肺水肿。手术再探查出血源的
病人需要使用更多麻醉药。龚书榕等 [5] 发现在 152
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中，31.6% 需要 PMV。
其中需要 PMV 的平均出血量比不需要 PMV 的多
934 毫升。Vlaar 等 [42] 报导输血可以导致急性肺损
伤，大约 2.5% 的心脏手术患者发生了输血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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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他们的机械通气时间（25 小时）比没

的患者高 2 倍。所以，他们建议使用低肺潮气量，

有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的患者（22 小时）要长。

6–8 mL/Kg 保护性机械通气，以利于病人的恢复

3.2 谵妄
谵妄是一种急性大脑功能障碍。25%–41% 的
心脏手术患者可能发生谵妄 [43，44]。病人的年龄，意
识状态，疾病的严重程度，贫血，和使用某些镇静
剂、抗胆碱药、和催眠药等都是心脏手术后谵妄的
危险因素，对预后的影响很大 [44]。Stransky 等 [45] 认
为谵妄是 PMV 的显著风险因素。他们分析了 467
例心脏手术患者，其中 47 例有冷漠型谵妄。谵妄
病人的平均机械通气时间比无谵妄病人要长约 24
小时。Shadvar 等[46]报道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对 200
例心脏手术后在 ICU 停留超过 24 小时的患者研究
发现，47 例谵妄病人的平均机械通气时间是 49 小
时，而 153 例无谵妄病人的平均机械通气时间是 13
小时。反之，PMV 也是谵妄的显著风险因素。这
可能是由于 PMV 和呼吸衰竭导致患者的健康状态
恶化。另一方面，麻醉药和肌松药也会影响患者的
大脑功能。
3.3 急性肾损伤
心脏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急性肾脏损
伤。50% 的病人都有明显的肾功能下降（血清肌酐
增加 25%），5% 的病人需要肾移植。心脏手术后引
起急性肾损伤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肾脏灌注减
少，溶血，和一些炎性因子的作用 [11]。严重的急性
肾损伤通常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低心输出
量，内毒素血症，高血容量，高血钾和酸中毒。这
些都会影响呼吸功能，导致 PMV。季强等[3]报道心
脏手术后急性肾脏损伤患者的 PMV 风险增加 3.2
倍。
3.4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和肺损伤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是危重病人最常见的一种
医源性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可以导致 PMV，
PMV 又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风险。He 等[47]分
析了心脏手术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风险因素和
临床结果。他们发现 6.37% 的病人发生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其中 35.2% 的病人机械通气时间超过 48
小时。
有学者建议心脏手术时常规使用抗菌素预防
感染。麻醉开始时静脉给予 1 g 头孢噻肟，术后每
8 小时给 1 g，一共持续三天[48]。Craven 等[49]建议预
防性的使用抗菌素以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
生率。Lellouche 等[50]认为呼吸机高肺潮气量的使用
是 PMV 的独立风险因素，高肺潮气量（>12 ml/kg）
的患者 PMV 的发生率比低肺潮气量（<10 ml/kg）

[51]

。Cappabianca 等 [52]的研究结果表明糖皮质激素

治疗 CPB 引起的急性炎症反应效果良好，而且并
不增加心脏手术后的感染的危险。他们还观察到
使用地塞米松组病人有缩短机械通气时间的趋
势。Dieleman 等[53]认为在病人麻醉后，CPB 开始之
前，一次性大剂量（1 mg/kg 体重，最大剂量为 100
mg）静脉给予地塞米松，可以降低术后感染率，缩
短机械通气时间，减少在 ICU 的停留时间。他们还
发现使用地塞米松可以降低术后感染，尤其是肺部
感染。这显然是与传统的认为使用糖皮质激素导
致感染率增加的观点相背。可能的原因是长期使
用糖皮质激素因为抑制免疫系统而增加感染；而
单次预防性用药时，免疫系统激活反而是无益的。
Ho 等[54] 也报道预防性使用糖皮质激素并不增加感
染。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对心脏外科术后长时间机械通气的
主要危险因素有共识的是心衰，尤其是左心室射血
分数低，年龄，肺功能障碍，CPB 时间，术后谵妄，
出血及出血再探查。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回顾
性的，其结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样本大小，
患者地域分布，数据采集和分析等。更为重要的
是，不同医院和术者对术前因素的评估，手术操作
及术后管理的差异很可能造成结果的差异。将来
开展更多的前瞻性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及控
制 PMV 的风险因素。可以肯定的是：充分认识
PMV 的危险因素，对术前已有的疾病进行充分治
疗，尽可能控制术中及术后的危险因素，将有益于
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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