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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压力无创正压通气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伴Ⅱ型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

缪小辉,许 姣,庄志方

(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呼吸内科,常州 213000)

摘要 目的:观察不同压力无创正压通气(NIPPV)在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伴Ⅱ型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选
取2013年7月至2017年7月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73例COPD伴Ⅱ型呼吸衰竭患者,根据压力支持模式

不同分为高压支持组(38例)和低压支持组(35例)。比较两组治疗的成功率,同时监测患者神志、生命体征、血气分析以及可

能出现的并发症。结果:NIPPV高压支持模式38例中,有36例治疗成功,成功率达94.74%,高于低压支持组的77.14%(P
<0.05)。同时,NIPPV高压支持模式治疗并未出现更多并发症。结论:NIPPV高压支持模式可提高COPD伴Ⅱ型呼吸衰竭

治疗的成功率,且不增加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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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pressuresnon-invasiveventilationin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mbined
withtypeⅡrespiratoryfailure
MiaoXiaohui,XuJiao,ZhuangZhifang.(DepartmentofRespiratoryMedicine,WujinHospitalAffiliatedto
JiangsuUniversity,Changzhou213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observedifferentpressuresnon-invasivepositivepressureventilation(NIPPV)in
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combinedwithtypeⅡrespiratoryfailure.Methods:From
July2013toJuly2017,73patientswithCOPDandtypeⅡrespiratoryfailureinourhospitalwereenrolled,

anddividedintohigh-intensityNIPPVgroup(n=38)andlow-intensityNIPPVgroup(n=35).Thesuccess
rateoftreatment,vitalsigns,indexesofbloodgasandcomplicationswereobservedandcompared.Results:

Inthehigh-intensityNIPPVgroup,atotalof36casesachievedsuccessfultreatmentwithasuccessrateof
94.74%,whichwashigherthanthatinthelow-intensityNIPPVgroup(77.14%)(P<0.05).Meanwhile,
theincidenceofcomplicationwassimilarinthetwogroups.Conclusion:High-intensityNIPPVcouldachieve
highersuccessfultreatmentrateinCOPDcombinedwithtypeⅡrespiratoryfailurepatients,anddidnotin-
creasethecomplications.
Keywords noninvasivepositivepressureventilation;respiratoryfailure;high-intensitynon-invasiveventi-
lation

  社会老龄化,空气污染加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发
病率有所上升。COPD是一种可预防可治疗的反复

发作的肺部疾病,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交换受限为

特征。重度COPD或急性加重常伴随有Ⅱ型呼吸

衰竭及肺性脑病。因重度COPD长期处于缺氧及

二氧化碳蓄积,呼吸肌疲劳,常规治疗费时费力,且
多数患者反应疗效不明显。近些年来,治疗方法有

所改善,无创正压通气(non-invasivepositivepres-
sureventilation,NIPPV)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治疗

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及肺性脑病。目前研究显

示,NIPPV治疗可显著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
减少患者因病情进展导致气管插管,防止并发症以

及降低病死率,改善患者治疗的舒适程度。但选择

不同压力NIPPV个性化治疗COPD合并Ⅱ型呼吸

衰竭及肺性脑病患者,临床尚缺乏统一的实施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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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3年7月至2017年7月

江苏大学附属武进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COPD伴

Ⅱ型呼吸衰竭患者73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9例,
女34例;年龄55~88岁,平均73岁。病例纳入标

准:(1)年龄>50岁;(2)根据血气分析,符合COPD
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或合并有肺性脑病,须行 NIP-
PV;(3)出院随访1个月存活者。排除在治疗中出

现严重并发症(感染性休克、应激性溃疡大出血、致
命性心律失常等),治疗中或出院1个月内死亡的患

者。根据 压 力 支 持 模 式 不 同 分 为 高 压 支 持 组

(38例)和低压支持组(35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

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临床特征 n 高压支持组
(n=38)

低压支持组
(n=35) χ2 P

性别

 男 39 19(48.7) 20(51.3) 0.374 0.541
 女 34 19(55.9) 15(44.1)
年龄/岁

 ≤70 27 15(55.6) 12(44.4) 0.210 0.646
 >70 46 23(50.0) 23(50.0)
右心衰竭

 无 45 26(57.8) 19(42.2) 0.328 0.157
 有 28 12(42.9) 16(57.1)

1.2 方法 本研究运用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Bi-
PAP)呼吸机对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进行

NIPPV治疗。通气模式最初吸气压力支持(IPAP)
为0.98kPa;呼气末压力支持(EPAP)为0.39~
0.49kPa。IPAP每10min增加0.20~0.49kPa,
有的可达1.96kPa以上或患者耐受并达治疗目的,
但控制在2.94kPa以内。本研究高压支持模式参

数选择:IPAP为1.76kPa及以上;EPAP为0.39~
0.49kPa。低压支持模式参数选择:IPAP为0.98~
1.76kPa;EPAP为0.39~0.49kPa。治疗过程中,
首选面罩,24h后可考虑鼻罩。第1个小时内每15
min及第1~4个小时每30min观察患者的呼吸频

率、心率、意识状态、患者舒适度、胸壁运动、呼吸机

同步性、辅助呼吸肌的参与,以及可能出现的气胸及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等并发症。第1个小时后及第4
个小时后复查血气分析。

1.3 观察指标 分析治疗前、后患者动脉血气的二

氧化碳分压变化;评价24h内是否再次发生二氧化

碳(PaCO2>0.96kPa);治疗后患者病情变化,是否

需要重新插管机械通气,以及可能出现的气胸及血

流动力学不稳定等并发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

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高压支持组中有36例治疗成功,成功率达

94.74%,高于低压支持组的77.14%(P<0.05),同
时,在高压支持模式后再次发生气管插管机械通气

有2例,占5.26%,比低压支持组的8例(22.86%)
要少(P<0.05)。所有研究对象均未发生气胸及严

重血流动力学改变等并发症。说明高压支持模式可

提高治疗成功率,但未增加并发症。

3 讨 论

  COPD急性加重(AECOPD)患者出现严重呼吸

衰竭或肺性脑病的救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能

依赖于有创机械通气支持[1]。无创机械通气治疗可

改善气体交换、减少呼吸功、降低插管风险、减少住

院时间、改善生存率,是COPD出现呼吸衰竭的首

选通气模式[2]。常规给氧方法(如鼻导管或面罩)不
能维持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或肺性脑病患者

正常需要的氧合[3],甚至出现氧合情况进一步恶化,
及时给予患者使用NIPPV,具有重要临床意义[4]。

  NIPPV目前广泛运用于临床,但使用 NIPPV
必须具有相应的指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意识状

态良好、咳嗽能力及自主呼吸能力强、能够良好配

合。对于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或肺性脑病、急
性心源性肺水肿和免疫抑制患者,已有较多的临床

循证医学依据表明,较早地应用NIPPV可降低这类

患者的气管插管率和住院病死率。支气管哮喘持续

状态、术后发生呼吸衰竭,NIPPV可能对这些患者

有效。NIPPV对存在免疫损害、发热、肺部浸润的

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患者有益。NIPPV 有助于

COPD患者从侵入性 机 械 通 气 向 自 主 呼 吸 的 过

渡[5-6]。

  NIPPV治疗可使 AECOPD、合并呼吸衰竭或

肺性脑病的患者获益[7]。但是选择 NIPPV治疗模

式及个体化选择参数,目前仍无统一指南或标准参

考。选择吸气压(IPAP)及呼气末压(EPAP)因个体

差异变化较大。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或肺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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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选择的参数因患者病情、肺顺应性存在显著差别。
有研究证实较高的通气压力水平、以降低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水平为目标导向的控制为主的通气模式

可以改善气体交换、肺功能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且
这种高强度无创通气的耐受度良好[8-10]。

  本文通过比较高压支持模式与低压支持模式在

治疗COPD合并Ⅱ型呼吸衰竭患者中的应用,发现

高压支持模式的治疗成功率高于低压支持模式(P
<0.05)。高压支持模式可提高治疗支持压力,增加

通气量,减轻二氧化碳蓄积,再次发生气管插管机械

通气 者 较 少。本 研 究 中,吸 气 压(IPAP)控 制 在

2.94kPa以内,未出现气胸及严重血流动力学改变

等并发症。NIPPV模式优点多,减少住院时间,改
善生存率,提高患者的氧分压及减轻二氧化碳的蓄

积,降低病死率,在COPD合并呼吸衰竭或肺性脑

病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NIPPV临床运用广泛,在严重恶化的哮喘、肺
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术后呼吸衰竭、终末期疾

病患者呼吸困难缓解等方面的治疗具有良好的效

果,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推荐个体化治疗

模式及选择相应参数,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及流程。
因此,个体化NIPPV还有待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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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医学名词术语的规范表达

宜用 不宜用 宜用 不宜用 宜用 不宜用 宜用 不宜用 宜用 不宜用

偶联 耦联 水肿 浮肿 发热 发烧 细胞质 细胞浆 肝性脑病 肝昏迷

机制 机理 瘢痕 疤痕 概率 机(几)率 苏木精 苏木素 霍奇金病 何杰金病

食管 食道 糖原 糖元 抗生素 抗菌素 脑梗死 脑梗塞 甲状旁腺 副甲状腺

黏膜 粘膜 指征 指证 适应证 适应症 肝硬化 肝硬变 胆管扩张 胆道扩张

皱襞 皱壁 噪声 噪音 禁忌证 禁忌症 综合征 综合症 冷冻切片 冰冻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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