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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气管插管麻醉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的应
用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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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麻醉科（武汉 430030）

【摘要】 目的 通过对比研究分析非气管插管麻醉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中应用的可行性与优势。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武汉同济医院胸外科非气管插管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患者 59 例的临床资料
（观察组），其中男 24 例、女 35 例，年龄（56.86±7.13）岁，另随机抽取同期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患者 59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27 例、女 32 例，年龄（55.37±6.86）岁。比较两组病例在气道损伤、顽固性干咳、
咽痛、恶心呕吐等并发症发生率、术后炎性因子水平、术后留置胸腔引流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手术+术后总费
用等指标方面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情况并无差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淋巴结清扫效果
并无差异。但观察组术后第 1 d 降钙素原，术后第 1 d C 反应蛋白为较对照组低［（0.12±0.51）ng/ml vs.（0.14±0.70）
ng/ml，P=0.03；（11.30±3.60）mg/L vs.（13.33±4.41）mg/L，P=0.01］；术后顽固性干咳发生率，咽痛发生率，恶心呕
吐发生率较对照组低（3.38% vs. 15.25%，P=0.03；5.08% vs. 20.33%，P=0.01；3.38% vs. 15.25%，P=0.03）；术后留置
胸腔引流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手术+术后总费用等方面较对照组均具有明显优势［（5.89±1.37）d
vs.（7.00±1.73），P=0.00；（10.01±1.85）d vs.（11.37±2.45）d，P=0.00；（53 810.94±5 745.44）元 vs.（58 223.16±6 445.08）
元，P=0.00］。结论 非气管插管麻醉应用于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可避免传统气管插管所致气道损伤，减少声嘶、咽
痛、恶心呕吐等全身麻醉所致症状，减少甚至避免单肺机械通气所造成肺损伤，促进术后快速康复，缩短住院时
间，更为符合整体微创及快速康复的理念要求。
【关键词】 非气管插管；胸腔镜；肺叶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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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ativeanalyze 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s of non-intubated anesthesia in

thoracoscopic lobectom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7, which

elected cases data of non-intubated thoracoscope lung resection and the endotracheal intubated anesthesia thoracoscope
lung rese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Wuhan Tongji Hospital. Complications such as airway injury,
refractory cough, pharyngalgia, nausea and vomit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days, and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costs were also in the
conparisons.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general conditions such as age, gender, BMI
index.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or lymph node dissection too.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obvious advantages in inflammatory factors (0.12±0.51 ng/ml vs. 0.14±0.70 ng/ml, P=0.03;
11.30±3.60 mg/L vs. 13.33±4.41 mg/L, P=0.01),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refractory cough, pharyngalgia, nausea and
vomiting (3.38% vs. 15.25%, P=0.03；5.08% vs. 20.33%, P=0.01; 3.38% vs. 15.25%, P=0.03), the retain time of thora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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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days, and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costs (5.89±1.37 d vs.
7.00±1.73, P=0.00; 10.01±1.85 d vs.（11.37±2.45）d, P=0.00; 53 810.94±5 745.44 yuan vs. 58 223.16±6 445.08 yuan,
P=0.00). Conclusion Non-intubated anesthesia thoracoscopic lobectomy can avoid traditional airway injury caused by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reduce postoperative symptoms such as refractory cough, pharyngalgia, nausea and vomiting
caused by general anesthesia, reduce or even avoid lung injury caused by one-side lung ventilation, promote ERAS, reduce
antibiotic use, and shorten hospitalization time, which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cept of overall
minimally invasive and enhanced recovery.
【Key words】 Non-intubation; thoracoscope; lobectomy

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维持了肌肉、神经

观察组：麻醉诱导：静脉滴注舒芬太尼 5～10

和心肺的正常生理状态，避免了全身麻醉气管插管

μg，艾贝宁 0.5～1 μg/kg，丙泊酚 1.5～2 mg/kg。置

单肺机械通气等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减少手术和麻

入双管喉罩，连接呼吸机管路给氧并监测呼气末二

醉给患者带来的损伤，同时也提供了更好的术后镇

氧化碳浓度。

痛，减少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减少了术后应激反

麻醉维持：吸入 1.5～2% 七氟烷，泵入艾贝宁

应，可以达到常规全身麻醉手术相当甚至更少的手

0.5～1μg/（kg·h），瑞芬太尼 0.01～0.05

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 [1-3]，能够给患者带来

μg/（kg·min）。健侧卧位，超声定位下于第 5～6，

更多获益。我科近年来与麻醉科通力合作，将非气

7～8 胸椎椎旁间隙行神经阻滞麻醉。消毒铺巾。

管插管麻醉初步应用于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与同期

第 5 肋间腋前线 3 cm 操作孔，第 7 肋间腋中线 1.5

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胸腔镜肺叶切除术病例相比

cm 观察孔。切口以 1% 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

较，在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方面均

胸膜表面麻醉：1% 利多卡因 10 ml 于脏层胸膜表

有一定优势。

面均匀喷洒。迷走神经阻滞：左侧于主动脉弓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左锁骨下动脉起始部附近（图 1），右侧于奇静脉弓
上气管中段（图 2）迷走神经走行处，以 0.375% 罗
哌卡因 2 ml 行迷走神经阻滞。膈神经阻滞：左侧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武汉

常于主动脉弓上与迷走神经一并阻滞（图 1）；右

同济医院胸外科非气管插管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患

侧于上腔静脉表面（图 2）膈神经走行处行膈神经

者 59 例的临床资料（观察组），其中男 24 例、女 35

阻滞。手术过程（右上肺为例）：松解下肺韧带

例，年龄（56.86±7.13）岁，另随机抽取同期行气管

～清扫第 9 组淋巴结～清扫第 7 组淋巴结～离断上

插管全身麻醉胸腔镜肺叶切除术患者 59 例，作为

肺静脉～打开肺裂～离断肺动脉各分支～离断支

对照组，其中男 27 例、女 32 例，年龄（55.37±6.86）

气管～清扫上纵隔淋巴结。术后拔除喉罩。脱氧

岁。

监测指脉氧达 95 以上后送苏醒室继续观察。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 术后病理为非小细胞肺癌；②
行单一肺叶切除；③ 均常规行纵隔淋巴结清扫。
排除标准：① 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对照组：麻醉诱导：静脉滴注舒芬太尼 0.5
μg/kg，艾贝宁 0.5～1 μg/kg，丙泊酚 1.5～2 mg/kg，
爱可松 1.0 mg/kg。待患者意识消失后，置入双腔气
管导管，单肺机械通气容量控制模式。麻醉维持：

（COPD）；② 术前检查提示心功能不全；③ 美国

吸入 1.5～2% 七氟烷，泵入艾贝宁 0.5～1

麻醉师协会（ASA）分级≥3；④ 术前合并有糖尿病

μg/（kg·h），瑞芬太尼 0.1～0.2 μg/（kg·min），每隔

或肝肾功能不全；⑤ 体质量指数（BMI）≥26

40 min 加一次爱可松 0.2 mg/kg。健侧卧位，超声

kg/m ；⑥ 术前咳黄脓痰；⑦ 合并复合肺叶和/或

定位下于第 5～6，7～8 胸椎椎旁间隙行神经阻滞

肺段切除；⑧ 出现中转插双腔气管导管或中转开

麻醉。消毒铺巾。第 5 肋间腋前线 3 cm 操作孔，

胸；⑨ 术后病理分期为 ⅢA 期或以上。

第 7 肋间腋中线 1.5 cm 观察孔。手术过程（右上肺

1.3 麻醉方法

为例）：松解下肺韧带～清扫第 9 组淋巴结～清扫

2

术前均完善常规检查，有手术指征，无手术禁

第 7 组淋巴结～离断上肺静脉～打开肺裂～离断

忌。与患者及家属详细告知手术方式及手术优势

肺动脉各分支～离断支气管～清扫上纵隔淋巴

与风险，签署知情同意书。

结。术后拔除气管插管。脱氧监测指脉氧达 95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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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数±标准差（x¹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
锁骨下动脉

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隔神经

图1

主动脉弓
迷走神经

左侧迷走神经与膈神经阻滞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统计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BMI 以及术前是
否合并咳嗽等方面并无统计学差异；见表 1。
2.2 术中情况
其中苏醒时间定义为手术结束至患者离开手

隔神经

气管
迷走神经

上腔静脉

术间的间隔时间。离开手术间的标准为：能听指
令完成睁眼、伸舌动作，脱氧状态下指脉氧维持
95% 以上；见表 2。

2.3 术后指标
本研究中观察组并未出现术后气道损伤、肺不
奇静脉弓

张、肺部感染、胸腔积液等方面并发症，对照组中
出现 1 例肺部感染，但由于病例较少，未发现统计

图2

右侧迷走神经与膈神经阻滞

上后送苏醒室继续观察。术后均采用常规医疗及
护理。
拔管标准：① 术后 2～3 d 复查胸片示双肺复
张良好，无明显胸腔积气积液；② 引流颜色正常，
无气泡溢出；③ 24 h 引流量<150 ml。
停用抗生素标准：① 拔除胸腔引流管后；②
复查血常规无明显异常；③ 无肺部感染征象；④
无明显刺激性咳嗽、咳脓痰、血痰症状；⑤ 切口愈
合良好。
出院标准：① 拔管后复查胸部 X 线片示双肺
复张良好，无明显胸腔积气积液；② 复查血常规
生化无明显异常；③ 无明显刺激性咳嗽、咳脓痰、
血痰症状；④ 切口愈合良好。

1.4 观察指标
收集并分析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术前

学差异。但是在顽固性干咳、咽痛、恶心呕吐等方
面并发症，观察组较对照组明显减少，有统计学差
异。但观察组术后第 1 d 降钙素原，术后第 1 d C
反应蛋白为 11.30±3.60，较对照组低［（0.12±0.51）
ng/ml vs.（0.14±0.70）ng/ml，P=0.03；（11.30±3.60）
mg/L vs.（13.33±4.41）mg/L，P=0.01］；术后顽固性
干咳发生率，咽痛发生率，恶心呕吐发生率较对照
组低（3.38% vs. 15.25%，P=0.03；5.08% vs. 20.33%，
P=0.01；3.38% vs. 15.25%，P=0.03）；术后留置胸腔
引流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手术+术后总费用等
方面较对照组均具有明显优势［（5.89±1.37）d
vs.（7.00±1.73），P=0.00；（10.01±1.85）d
vs.（11.37±2.45）d，P=0.00；（53 810.94±5 745.44）元
vs.（58 223.16±6 445.08）元，P=0.00］；见表 3。其中
抗生素使用标准为：① 术后常规使用 3 代头孢；
② 拔除胸腔引流管并复查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
细胞正常后停药。而两组病例在淋巴结清扫站数

是否合并咳嗽、BMI 指数；收集并分析手术时间、

与清扫枚数方面未发现统计学差异，淋巴结清扫效

术中出血量、是否合并胸腔粘连、苏醒时间等术中

果大致相当。

情况；收集并分析术后第 1 d C 反应蛋白（CRP）、

2.4 随访资料
观察组随访率 93.22%，平均随访 20.84 个月，
对照组随访率 88.13%，平均随访 21.06 个月。失访
原因均为所填联系电话拨打提示空号。两组在术
后化疗与肿瘤复发转移方面并无差异，观察组术后
顽固性干咳与咽痛发生率更低，但是由于发生率过
低，并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4。仍需进一步行更长
时间随访及更大样本研究。

降钙素原（PCT）两大炎性因子水平；收集并分析
气道损伤、肺不张、肺部感染、顽固性干咳、咽痛、
恶心呕吐等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术后留置胸腔引流
管时间、术后抗生素应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手
术+术后总费用等术后指标。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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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表 3 两组患者的术后指标（%/

/例（%）］

）

资料

观察组（n=59）

对照组（n=59）

P值

指标

观察组（n=59）

对照组（n=59）

P值

年龄（岁）

56.86±7.13

55.37±6.86

0.31

气道损伤发生率

0.00

0.00

–

0.61

肺不张发生率

0.00

0.00

–

性别
男

24

27

肺部感染发生率

0.00

1.69

0.32

女

35

32

胸腔积液发生率

0.00

0.00

–

合并咳嗽

17

13

0.43

顽固性干咳发生率 3.38

15.25

0.03

BMI

23.15±2.14

23.30±2.80

0.77

咽痛发生率

5.08

20.33

0.01

恶心呕吐发生率

3.38

15.25

0.03

PCT*（ng/ml）

0.12±0.51

0.14±0.70

0.03

11.30±3.60

13.33±4.41

0.01

留置胸腔引流管时 5.89±1.37
间（d）

7.00±1.73

0.00

抗生素使用时间
（d）

6.81±1.29

0.00

11.37±2.45

0.00

表 2 两组患者的术中情况（

/%）

资料

观察组（n=59）

对照组（n=59）

P值

手术时间（min）

116.76±16.48

115.10±18.68

0.59

术中出血（ml）

152.54±69.85

159.96±78.52

0.63

胸腔粘连率

5.08

8.47

0.48

苏醒时间（min）

15.52±5.09

20.89±7.07

0.00

#

CRP （mg/L）

6.03±0.97

术后住院时间（d） 10.01±1.85

手术+术后总费用 53 810.94±5 745.44 58 223.16±6 445.08 0.00
（元）

3 讨论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BMI 等一般

淋巴结清扫站数

5.22±0.73

5.25±0.72

0.80

情况并无差异。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淋巴结清扫

淋巴结清扫枚数

17.27±3.71

17.66±4.16

0.53

效果并无差异，表示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随

*：术后第 1 d 降钙素原；#：术后第 1 d C 反应蛋白

着术者熟练程度提高，与传统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

表 4 两组患者的随访资料（%）

手术在手术难度与手术效果上并无明显差别。但
是在炎性因子水平、术后干咳咽痛等并发症方面观

资料

察组具有明显优势，表示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

化疗率

术损伤更小，并发症更少，并且在术后留置胸腔引

复发转移率

流管时间、抗生素使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方面

总生存率

更具优势，住院花费更少。
由于吸烟问题仍未解决以及环境污染的持续

观察组（n=59）

对照组（n=59）

P值

38.98

45.76

0.53

3.38

5.08

0.65

100.00

100.00

顽固性干咳发生率

1.69

6.77

0.18

咽痛发生率

0.00

0.00

–

–

严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并仍在
持续上升[4]。完整的肿瘤切除以及彻底的淋巴结清
扫是最新指南推荐的最好治疗方式，能够明显提高

几点优势。
（1）避免了气管插管损伤 气管插管是一种有

。以前肺癌均在开放手术下完

创操作，插管时可能导致环杓关节脱位[11]；气囊压

成，切口长创伤大出血多，通常留置粗胸腔引流

力过大及压迫时间过长可致气管黏膜缺血损伤，引

管，术后患者疼痛剧烈，导致术后咳嗽咳痰不佳，

起术后声音嘶哑、咽喉疼痛等并发症；插管及拔管

影响术后恢复。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经过 20 多年

时刺激咽喉部及气道黏膜，引起心血管系统的应激

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已成为目前早期肺癌治疗的主

反应，增加了围手术期心血管意外风险 [12] 。此外，

要术式。而伴随着腔镜设备与器械的飞速发展，麻

双腔气管导管的置入，导管尖端特别是小套囊顶在

醉技术的不断进步，术中监测手段、气道管理与手

左主支气管内，对于术中进行隆突下淋巴结清扫及

术风险管理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又将非气管插管麻

止血造成一定困难，易导致左主支气管或隆突误损

醉技术与胸腔镜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减少了手术与

伤。更有甚者，插管动作粗暴可能直接导致气管裂

麻醉带来的损伤。目前已在各类胸外科手术中较

开[13]。而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时通常采用喉

广泛的应用。总结国内外多中心大量研究经验[7-10]，

罩通气，甚至有些术式中可以采用鼻咽通气道或面

非气管插管胸腔镜应用于肺叶切除术中具有如下

罩给氧，避免了气管内插管，因此可以避免一系列

患者 5 年生存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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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插管相关的气道损伤、气道痉挛、咽喉疼痛不

（7）非气管插管麻醉患者可适当提早进食进饮

适等并发症。本文中统计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

时间，有利于促进患者胃肠道功能恢复，有助于增

手术病例在气管黏膜损伤所致顽固性干咳、咽痛等

加营养物质的摄入，能够促进伤口愈合，缩短住院

方面即较气管插管组具有明显优势。

时间。

（2）减少甚至避免机械通气肺损伤 全身麻醉

（8）手术创伤可引起急性炎症反应，产生 IL-

胸外科手术通常使用肌松药打断自主呼吸保持术

6（白细胞介素 6）、CRP、PCT 等炎性细胞因子 [21] ，

野的稳定，因此必须使用机械正压通气来维持呼

使得手术后尤其是术后第 1 d 的上述指标均会明显

吸。然而，机械正压通气对肺组织造成气压伤、剪

提高。本研究中观察组的炎性因子指标明显低于

切伤及生物伤等医源性损伤

。可导致术后肺不

对照组，说明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能够减轻

张、肺水肿等呼吸系统并发症，加重肺叶切除术后

手术创伤，减少炎性因子释放，降低炎症反应，从

肺功能受损程度，影响术后康复

而缩短抗生素使用时间，减少住院费用。

[14-15]

[16-17]

。非气管插管

麻醉下，患者通过自然气道进行自主呼吸，仅采用

（9）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一般采用椎旁

喉罩及呼吸机管路给氧并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浓

神经阻滞或肋间神经阻滞，镇痛效果确切，术后疼

度，通常不会进行机械通气，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机

痛少，有利于患者术后咳嗽排除气道分泌物，能够

械通气肺损伤。

降低肺部感染风险，减少术后镇痛药物使用次数与

（3）非气管插管麻醉采用椎旁阻滞或肋间神经

剂量，减少相关的医疗费用。

阻滞达到镇痛效果术中通常仅使用两种麻醉药物

综上所述，非气管插管麻醉下胸腔镜手术安全

少量泵入维持基础镇静，麻醉药物使用种类及数量

可行，在胸外科疾病诊疗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

较传统全身麻醉手术明显减少。能够降低静脉全

用。该手术麻醉方式不仅安全可靠，还可以加快手

身麻醉药物导致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发生率，亦可以

术中转，提高手术间利用率；可以减轻炎症反应，

有效减少阿片类药物对肿瘤患者的不利影响 。

减少抗生素应用，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加快

[18]

（4）非气管插管麻醉通常不使用肌松剂，或仅

患者术后恢复；可以更快拔管，更早出院，明显降

在切开肌肉进入胸腔时使用少量，术中不再追加。

低住院费用，相较于传统全身麻醉胸腔镜手术具有

相较于传统胸外科手术能够明显降低由于肌松剂

独特优势。但目前对于该麻醉手术方式下患者的

延迟阻滞效应所导致反流误吸、咳嗽无力等不良事

病理生理变化特点尚未研究透彻，术中有时会出现

件发生 。

持续性低氧血症及高碳酸血症的情况；术中纵隔

[19]

（5）非气管插管麻醉对于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摆动、膈肌扑动幅度较大，对术者的腔镜手术技巧

亦有独特优势。一方面是避免了气管内插管，减少

要求较高，对于手术复杂、时间长、术中出血风险

了气管插管兴奋交感神经导致的升压作用 ；另一

大的患者仍然不适用；对于麻醉师亦有较高要求，

方面减少了麻醉药物使用量，降低了药物对于血压

需随时观察术中监测指标与手术进程，根据实际情

影响。

况调整用药；特别是需要能够熟练进行侧卧位插

[20]

（6）传统双腔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中，清

管，当术中出现肺动脉破裂出血等意外情况时，能

扫隆突下淋巴结通常耗时较长，且反复钳夹易导致

够及时中转为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回顾性统计中

淋巴结破裂出血，影响视野。因为通常采用的左双

共有 3 例中转插管情况，发生率为 5.08%。其中 1

腔气管导管尖端位于左主支气管内，小套囊则顶在

例为术中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持续高于 70 mm

左主支气管起始部，一方面对于牵拉支气管造成困

Hg，1 例为深大呼吸纵隔摆动幅度极大影响操作，1

难，隆突下区域暴露不佳，牵拉幅度过大则易致小

例为左肺动脉第 1 支根部撕裂，腔镜下处理困难改

套囊移位，影响术侧单肺状态和健侧肺通气；另一

小切口进胸。经侧卧位插双腔气管导管后，均顺利

方面小套囊将左主支气管撑起后管壁张力大，电凝

完成手术。同时该项技术仍然需要更多技术上的

钩分离淋巴结与支气管间隙时易损伤左主支气管，

改善，推广尚需更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但

这种电灼伤往往术中不易发现，术后 1 周左右灼伤

是，麻醉技术与胸腔镜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必然

处逐渐烂穿，导致支气管胸膜瘘等严重并发症。而

会扩大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的适应症，正如

非气管插管麻醉胸腔镜手术避免了双腔气管导管

腔镜技术的进步与普遍应用也伴随着人们的反复

的干扰，能够很好显露隆突下区域，有利于手术操

质疑与不断摸索，同样对微创理念的执着追求和实

作。

践也必将进一步推动非气管插管麻醉手术这一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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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更多创新与持续发展。

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a two-center cohort of 188 patients.
J Thorac Dis, 2017, 9(8): 2587-2598.
11 孙正清, 盖成林, 苏芳, 等. 全身麻醉气管插管并发关节脱位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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