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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纤支镜肺泡灌洗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并呼吸衰竭临床疗效
梁志朋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袁广东茂名 525400
[摘要] 目的 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渊AECOPD冤并呼吸衰竭患者采用纤支镜肺泡灌洗的治疗效果遥 方

法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 AECOPD 并呼吸衰竭患者袁按照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45 例遥 观察组予以纤支镜肺泡灌洗治疗袁对照组予以常规疗法治疗袁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清
炎症指标尧血气指标尧肺功能及临床疗效遥 结果 治疗前两组血清炎症指标尧血气值及肺功能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袁观察组 PCT尧CRP尧WBC 及 PaCO2 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PaO2尧SaO2尧pH 值尧FEV1
及 PEF 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56%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22%袁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纤支镜肺泡灌洗治疗 AECOPD 并呼吸衰竭的疗效确切尧安全可靠袁值得推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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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bronchofiberoscope alveolar lavag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ith respira鄄
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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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bronchofiberoscope alveolar lavag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E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Ninety patients with AE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enroll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bron鄄

chofiberoscope alveolar lavage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serum in鄄
flammation indexes, blood gas indexes, lung function and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鄄

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erum inflammation indexes, blood gas values and lung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PCT, CRP, WBC and PaCO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PaO2, SaO2, pH, FEV1 and PE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5.56%) was higher
than that(82.2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Bronchofiberoscope alveolar
lavage is effective, safe and reliable in the treatment of AECOPD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is worthy of praise.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cute exacerbation period; Respiratory failure; Bronchofibero鄄
scope alveolar lavage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渊COPD冤是临床常见的呼吸道

臧宇[3]学者认为袁常规疗法采用吸痰管排痰袁予以抗生

疾病袁特征为气道气流受限袁呈进行性发展袁具有患病

素预防感染袁但疗效单一袁忽视个体差异性袁未得到患

率高尧病程长尧迁延难愈等特点袁患病后常有咳嗽尧咳
痰尧喘息及呼吸困难等表现遥 近年来研究表明

袁本病

[1-2]

者青睐尧认可遥基于此袁本研究分析 AECOPD 并呼吸衰
竭患者采用纤支镜肺泡灌洗治疗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发病机制较复杂袁可能与感染尧过度劳累及环境改变等
因素有关袁病情急剧加重发展为 AECOPD袁机体气道

内积聚大量渗出物袁炎症细胞侵袭细胞壁袁严重损害
呼吸道功能袁引起呼吸衰竭袁甚至完全丧失肺功能袁因
此探寻经济尧可行的治疗方法袁成为医学界研究热点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90 例

AECOPD 并呼吸衰竭患者袁按照就诊先后顺序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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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袁每组各 45 例遥 观察组男 25 例袁女
20 例袁年龄 60耀75 岁袁平均渊66.53依2.32冤岁曰病程 10耀
20 年 袁 平 均 渊15.28 依1.16冤 年 曰BMI18 耀25 kg/m2袁 平 均
渊23.14依5.31冤kg/m2曰其中合并支气管哮喘 24 例袁合并
矽肺 21 例遥 对照组男 23 例袁女 22 例袁年龄 58耀73 岁袁
平均渊55.42依2.18冤岁曰病程 8耀20 年袁平均渊14.31依1.21冤年曰
BMI19耀26 kg/m2袁平均渊23.29依5.47冤kg/m2曰其中合并支
气管哮喘 26 例袁合并矽肺 19 例遥 两组性别尧年龄等一
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
性遥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袁患者家
属同意并签署野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知情同意书冶遥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层诊疗指
南渊2018 年冤[4]中野慢阻肺冶诊断标准曰于均属于急性加
重期袁伴呼吸衰竭者曰盂年龄逸40 岁者曰榆病情严重尧
肺部明显感染者曰虞临床表现为咳痰无力尧分泌物黏
稠难排出者曰愚体征平稳尧意识清晰者遥
排除标准院淤严重心肺功能不全尧其他器官衰竭
者曰于近期有不稳定型心绞痛尧心肌梗死发作史者曰
盂伴严重高血压尧心律失常尧活动性大咯血者曰榆免疫
系统异常尧凝血功能障碍者曰虞涉及纤支镜使用禁忌
证者曰愚认知尧精神障碍者曰舆中途转院治疗者遥
1.2 方法
入院后均予以吸氧尧祛痰平喘尧纠正水电解质紊
乱等基础疗法袁基于此袁开展以下治疗方法遥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疗法袁具体如下院淤经口鼻吸
痰管吸痰遥 予以患者吸痰操作时袁维持间断负压为
150 mmHg渊1 mmHg=0.133 kPa冤袁吸痰指征是肺部痰
鸣音袁持续吸痰时间臆15 s/次袁3耀5 d 吸痰 1 次袁持续
治疗 2 周曰于选择抗生素遥 给予患者 0.5 g 盐酸左氧氟
沙星渊湖南迪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
字 H20153189冤袁1 次/d袁联合 3 g 哌拉西林舒巴坦渊苏州
二叶制药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90041冤袁
2 次/d袁抗感染治疗时选择静脉滴注广谱抗生素遥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纤支镜肺泡灌洗袁
具体包括院淤术前禁食 4耀6 h袁检查前完善心电图尧血
常规尧凝血功能尧胸部 CT 检查袁明确灌洗部位袁并与
患者家属沟通病情及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目的尧风
险袁涉及仪器有纤维支气管镜渊Olympus袁日本冤袁气管
套管选择管腔内径为 7.5 mm 经鼻插气管导管袁指
导患者选择平卧位袁实时监测血压尧脉搏尧心率尧血氧
饱和度及心电图等袁通过鼻腔雾化吸入 2%利多卡因渊山
西晋新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11022295冤袁达到麻醉鼻咽部及支气管黏膜的目的遥
于经鼻面罩雾化 2%利多卡因 10 mL 雾化吸入局麻袁
雾化后再予 2%利多卡因 2 mL 在鼻腔注入袁起到麻
醉声带尧支气管黏膜的作用袁将适量石蜡油涂抹于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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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镜袁经一侧鼻腔插入纤支镜袁直视下提供常规吸痰
疗法袁经声门进入袁在纤支镜下注入 2%利多卡因袁依
次表麻气管及各分支气管黏膜袁逐步检查气管尧隆突尧
支气管及细支气管袁并在病变肺叶反复给予 0.9%生理
盐水肺泡灌洗袁并留取标本送检病原体袁待吸出肺泡
灌洗液体澄清后袁检查完毕袁退出纤支镜袁在检查过程
中持续观察血氧饱和度尧血压及心率情况等袁检查后
听诊观察患者双肺的呼吸音是否对称遥 盂予患者纤支
镜肺泡灌洗疗法遥经纤支镜检查吸出气道内分泌物袁获
取深部痰液的标本袁 及时送往检验科开展细菌培养尧
药敏试验袁 结合患者气道分泌物量袁37益尧500 mL 灭
菌生理盐水+60 mg 氨溴索渊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
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15468袁规格院15 mg冤袁
待纤支镜检查灌洗液培养结果出来后袁再根据培养结
果调整抗生素治疗方案遥 两组持续治疗时间均为两周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血清炎症指标 治疗前后抽取两组晨间尧空腹时
肘部静脉血 2 mL袁按 300 r/min 速率离心袁分离血清[5]袁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渊日立袁7600-020 型冤检测血清PCT
渊参考值为 0.0耀0.5 滋g/L冤尧血清 CRP渊参考值为 0耀
10 mg/L冤袁全自动血细胞计数仪检测 WBC[参考值为
渊4耀9冤伊109/L]遥
1.3.2 血气指标 治疗前后抽取两组晨间尧空腹时肘部
静脉血 2 mL袁按 300 r/min 速率离心处理袁分离血清
待检袁血气分析仪渊雷度米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袁型号
ABL80冤检测 PaO2 渊参考值为 80耀100 mmHg冤尧PaCO2
渊参考值为 35耀45 mmHg冤尧SaO2渊参考值为 95%耀98%冤
及血 pH 值渊参考值为 7.35耀7.45冤[6]遥
1.3.3 肺功能 治疗前后肺功能仪渊上海聚慕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袁JM1144-030027冤检测第 1 秒用力呼气容
积渊FEV1冤尧呼气流速渊PEF冤[7]遥
1.3.4 临床疗效 显效院咳嗽尧呼吸困难等症状消退袁痰
液稀薄易咳出袁胸部 CT 显示病灶完全吸收袁pH值逸
7.35袁PaO2 升高逸10 mmHg曰好转院症状基本消退袁痰
液稍多但易咳出袁胸部 CT 显示病灶减小袁pH 值逸
7.30袁PaO2 升高约10 mmHg曰无效院未达上述标准且病情
加重[8]遥 总有效率=渊显效+好转冤例数/总例数伊100%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曰计数资
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清炎症指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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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指标比较渊x依s袁n=45冤
组别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t值

治疗后

16.57依5.34 1.18依0.32
0.044

P值

19.299

16.52依5.39 1.68依0.34
0.965

P值

PCT渊ng/mL冤

治疗后

约0.01 106.21依34.95 10.93依3.54

18.433

7.184

治疗前

CRP渊mg/mL冤

约0.01 106.17依34.12 30.16依7.95
0.005

约0.01

0.996

14.823

t值

P值

18.195

约0.01

14.554

约0.01

约0.01

治疗前

组别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治疗后

67.82依6.74

89.35依7.76

0.298

5.341

68.25依6.93

80.28依8.34

0.766

约0.01

治疗前

治疗后

86.62依4.35

96.53依4.31

0.593

4.565

87.15依4.12

92.25依4.58

0.554

P值

组别

16.95依3.48 11.26依2.84
0.546

对照组
t值

治疗后

7.442

t值

10.856
5.553

治疗前

约0.01
约0.01

FEV1渊L冤

2.34依0.26

0.394

17.555

1.65依0.02

0.275

5.205

58.47依5.36

P值

约0.01
约0.01

1.62依0.09

PaCO2渊mmHg冤

43.41依5.95
约0.01

治疗前

治疗后

7.38依0.15

1.455

2.593

10.501
2.183

P值

约0.01

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观察组 PCT尧CRP 及 WBC 指标明显
低于对照组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两组患者血气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气指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观察组 PaO2尧SaO2 及 pH 值明显高于
对照组袁PaCO2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治疗后

16.745

PEF渊L/s冤

3.32依0.47

5.29依0.21

0.753

44.627

3.25依0.41

约0.01

约0.01

P值

约0.01
约0.01

P值

约0.01
约0.01

约0.01

治疗前

约0.01

t值

8.916

7.32依0.04

表 3 两组患者肺功能比较渊x依s袁n=45冤
t值

7.395

pH

7.16依0.07
7.14依0.06

t值

12.397

49.82依5.73

0.784

约0.01

8.498

约0.01

治疗后

58.16依5.32

0.149

1.67依0.34
0.695

P值

14.052

P值

P值

17.069

8.676

0.586

约0.01

治疗前

观察组

SaO2渊%冤

t值

t值

治疗后

17.36依3.64 6.73依2.05

表 2 两组患者血气指标比较渊x依s袁n=45冤

PaO2渊mmHg冤

WBC渊伊109/L冤

0.454

t值

25.671

3.45依0.18

2.996

P值

约0.01
约0.01

约0.01

表 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值
P值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n渊%冤]

45

28

9

8

37渊82.22冤

45

33

10

2

43渊95.56冤
4.050
0.044

病程长等特点袁常伴有呼吸衰竭袁病情加重易引起右
心功能不全尧肺动脉高压等疾病袁且受支气管黏膜增

2.3 两组患者肺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组 FEV1尧PEF 指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观察组 FEV1尧PEF 指标较对照
组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2.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56%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22%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生尧杯状细胞增生尧腺管扩张等因素袁引起气道分泌物
增加尧气道黏液分泌亢进袁再加上呼吸肌疲劳尧心肺功
能差及咳嗽无力等袁患者气道常因痰液阻塞袁加重呼

吸衰竭袁甚至危及生命遥 有学者认为[12]袁遵守排痰尧改
善呼吸道通气功能的治疗原则袁有效控制疾病进展遥有
研究表明袁传统排痰方式以吸痰管吸痰为主袁但吸痰
部位较浅袁仅能吸出气管隆突处以上位置的分泌物袁无
法观察具体位置袁引起气道损伤袁临床应用受限遥

3 讨论

多项研究报道 [13-15]袁纤支镜肺泡灌洗治疗慢性阻

袁AECOPD 并呼吸衰竭患者

塞性肺疾病的疗效显著袁直视下吸痰尧灌洗支气管腔袁

因呼吸道受阻尧细菌感染引起无法排痰袁导致支气管

确保气道通畅袁及时排出气管内阻塞物袁且吸痰时将

内积累大量痰液袁诱导机体发生炎症反应袁患者呼吸

深部痰液送往检验科袁开展细菌培养尧药敏试验袁避免

困难尧肺功能损害袁使机体呈缺氧尧缺血症状袁大部分

口腔尧鼻腔分泌物引起污染袁提高诊断准确率袁利于医

群体均有年龄大尧高度营养不良尧全身抵抗力降低及

师准确选择抗生素袁控制肺部感染遥 其次袁纤支镜肺泡

近年来研究表明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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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洗具有创伤小尧可重复性强尧可控制性强等优势袁通
过灌洗刺激患者咳嗽袁咳出尧吸出深部痰袁维持呼吸道

通畅袁及时排除 CO2袁且灌洗病变肺段袁利于支气管表
面尧纤毛末梢黏稠的分泌物尧坏死组织碎片明显减少袁

[7]
[8]

减轻支气管黏膜纤毛弯曲尧倒伏袁且行纤支镜操作时袁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治疗前两组血清炎症指标尧血

气值及肺功能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治
疗后观察组 PCT尧CRP尧WBC 及 PaCO2 指标明显低于

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PaO2尧SaO2尧pH 值尧FEV1 及 PEF 明显

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56%袁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 82.22%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

与潘虹池等[19]研究结果接近袁提示纤支镜肺泡灌洗治
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能改善预后袁分析如下院淤采
用 FEV1尧PEF 水平能直接反映患者肺功能情况袁采用
PCT尧CRP 及 WBC 指标能直接反映炎症严重程度袁予

以纤支镜肺泡灌洗治疗能深入细小气管袁直观了解病
灶所在的感染位置 [20]曰于多次灌洗能降低痰液浓度袁
减少痰液分泌物袁缓解气道阻塞现象尧维持气道通畅袁
且提供抗生素治疗能降低炎症因子浓度尧提高疗效尧

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合并域型呼吸衰竭的
临床效果[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袁2018袁11渊18冤院1-2袁7.
夏峻巍. 盐酸氨溴索支气管肺泡灌洗联合序贯机械通
气治疗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域型呼吸衰竭患者
肺功能尧血氧饱和度及凝血功能的影响[J].血栓与止血

借助钳夹能取出痰痂袁彻底通畅气道袁缓解气道阻塞袁
改善肺功能袁疗效确切尧安全可靠[16-18]遥

于珍珍. 无创呼吸机联合纤维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老

[9]

学袁2018袁24渊5冤院752-755.
吴磊袁王思.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抗生素治疗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疗效分析[J].中国临
床医生杂志袁2018袁46渊5冤院530-532.

[10] 李森龙袁王玉梅袁郭丽华.肺泡灌洗术与纤支镜在慢阻

肺合并肺不张中的诊断与治疗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袁
2017袁12渊34冤院3-5.

[11] 王立强. 便携式纤支镜在慢阻肺合并严重呼吸衰竭治

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中国疗养医学袁2015袁24渊9冤院
947-948.

[12] 王发辉袁林石宁袁徐建光袁等.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无

创正压通气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呼吸衰竭
的临床效果[J].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袁2017袁25渊6冤院
93-95.

[13] 吴金如袁曾宪升.支气管肺泡灌洗联合无创正压通气治

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研究[J].实
用临床医药杂志袁2017袁21渊12冤院25-28.

加速疾病康复进程[21]遥

[14] 唐玲. 肺泡灌洗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并

肺泡灌洗治疗能稳定血气尧改善肺功能袁降低炎症反

[15] 沈英. 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合并呼吸衰竭患者床

综上所述袁AECOPD 并呼吸衰竭患者采用纤支镜

应尧提高疗效袁具有临床可行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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