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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对老年重症肺炎患者临床效果及 SaO2尧PaO2尧PaCO2 水平的影响遥 方法 选

取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于我院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 114 例袁随机分为两组渊对照组和研究组冤袁各 57 例遥对
照组应用常规治疗袁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应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遥 观察对比两组治疗前尧后的炎症因子变化情

况和动脉血气情况及治疗效果遥 结果 研究组治疗后 WBC渊7.8依2.6冤伊109/L尧PCT渊23.2依2.1冤ng/mL尧hs-CRP渊4.5依
2.1冤mg/L 低于对照组渊10.2依3.1冤伊109/L尧渊31.3依6.2冤ng/mL尧渊7.1依3.2冤mg/L渊P约0.05冤曰研究组治疗效果渊94.8%冤高于对

照组渊82.4%冤渊P约0.05冤曰研究组治疗后 SaO2 渊89.6依5.2冤%尧PaO2 渊84.2依7.1冤 mmHg 水平高于对照组渊77.6依4.3冤%尧
渊77.1依5.2冤mmHg袁PaCO2 水平渊41.8依2.1冤 mmHg 低于对照组渊50.5依3.7冤mmHg渊P约0.05冤遥 结论 老年重症肺炎患者
应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效果理想袁可以降低机体的炎症因子指标袁改善动脉血气情况袁提高治疗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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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bronchoalveolar lavage treatment on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the levels
of SaO2, PaO2, and PaCO2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A total of 114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鄄

vere pneumo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8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with 57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ronchoalveolar lavage on this basis. The change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arterial blood ga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鄄
ter treatment, WBC (7.8依2.6)伊109/L, PCT (23.2依2.1) ng/mL, hs-CRP (4.5依2.1) mg/L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10.2依3.1)伊109/L, (31.3依6.2) ng/mL, (7.1依3.2) m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约0.05).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study group (94.8%) was higher than that (82.4%) of the control group (P约0.05). The SaO2 (89.6依5.2)%, PaO2 (84.2依
7.1) mmHg levels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higher than (77.6依4.3)%, (77.1依5.2) mmHg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CO2 level (41.8依2.1) mmH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50.5依3.7) mmHg in the control group (P约

0.05). Conclusion The bronchoalveolar lavag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has an ideal effect, which can
reduce the body忆s inflammatory factors, improve arterial blood gas, an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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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因素导致肺泡尧肺间质炎症就是肺炎袁如果

危重袁易伴有其他功能障碍袁导致死亡遥 近几年袁医疗技

患者发生急性呼吸道障碍尧严重的低氧血症以及其他

术不断发展袁肺部疾病的治疗和诊断中纤维支气管镜

器官的功能障碍即可诊断为重症肺炎遥 目前临床中的

的价值较高袁而支气管肺泡灌洗技术就是通过支气管

诊断能力不断提高袁且抗菌药物种类也越来越多袁但给

镜将生理盐水注入到患者的肺泡中袁同时立即吸出袁

予患者全身性的抗菌治疗后袁仍有治疗不佳的患者 遥
[1]

而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相对比较特殊袁病情进展快袁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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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靶向治疗袁从而消除患者的缺氧状态袁清除细菌袁提

高患者的换气尧通气功能[2]遥 本文主要探讨老年重症肺
炎患者应用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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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代表以上所有指标均没有改善或有加重迹象 [6]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9 月于我院的老年

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遥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动脉血气情况袁其中包

重症肺炎患者 114 例袁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袁每

含血氧饱和度渊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袁SaO2冤尧血氧

6 例袁支气管扩张 17 例袁心血管疾病伴吸入性肺炎

压渊P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袁PaCO2冤水平袁治疗

组各 57 例遥 研究组男 29 例袁女 28 例袁原发病院糖尿病

4 例袁脑血管疾病 9 例袁慢阻肺 21 例袁年龄 57耀79 岁袁
平均渊68.3依1.4冤岁遥对照组男 30 例袁女 27 例袁原发病院

糖尿病 4 例袁支气管扩张 15 例袁心血管疾病伴吸入性
肺炎 3 例袁脑血管疾病 7 例袁慢阻肺 28 例袁年龄 57耀

分压渊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袁PaO2冤尧血二氧化碳分
前尧后空腹采取患者 5 mL 的静脉血袁离心后进行检测袁
通过血气分析仪进行检测[7]遥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79 岁袁平均渊67.9依1.6冤岁遥 纳入标准[31]院淤确诊为重症

资料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淤有精神病史或语言尧认知障碍曰于麻醉禁忌曰盂合并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肺炎患者曰于患者和家属均同意研究遥 排除标准 院
[4]

有心肌病曰榆有恶性肿瘤曰虞有血液或免疫系统疾病遥

验曰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

已签订知情同意书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

2 结果

统计学意义袁具有可比性渊P跃0.05冤遥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因子变化情况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治疗袁培养细菌后袁根据药敏结
果给予肠外营养支持尧抗感染尧雾化吸入尧吸氧等常规
治疗遥
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应用支气管肺泡灌洗

治疗遥 器械选用日本潘泰克斯生产的 FB-18RBS型号

研究组治疗后 WBC尧PCT尧hs-CRP 低于对照 组

渊P约0.05冤袁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因子变化情况比较渊x依s袁n=57冤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的纤维支气管镜遥 具体操作方法袁操作前患者需禁食

3 h遥 吸入性麻醉袁麻醉剂为 2%的利多卡因遥 为患者吸
氧袁对其血氧尧气饱和度尧呼吸尧心率进行严密的检测遥

治疗后
t值
P值

研究组

治疗前

根据疾病的位置缓慢插入支气管镜袁 逐渐对肺叶段尧

治疗后
t值

支气管尧气管进行检查遥 之后将患者深处的痰液取出袁
进行细菌培养遥 然后灌洗病变部位袁依据分泌物的多

WBC

时间

PCT

hs-CRP

13.6依4.3

51.1依5.3

17.3依5.2

15.231

15.243

15.267

渊伊109/L冤
10.2依3.1
约0.05

15.282

15.319

15.247

7.8依2.2
15.308

2.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persensitive-c-reactive-protein袁hs-CRP冤[5]遥 治疗前尧后
空腹采取患者 5 mL 的静脉血袁离心后进行检测袁其中

WBC 通过全自动细胞计数仪进行检测袁PCT 通过发光
免疫法进行检测袁hs-CRP 通过免疫检测法进行检测遥

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袁其中显效代表痰培养
是阴性袁气喘尧咳嗽尧肺部啰音等症状明显改善袁体温
和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遥 有效代表气喘尧咳嗽尧肺部啰
音等症状有所改善袁体温降低袁白细胞计数基本恢复遥

约0.05

15.227
约0.05

4.5依1.2
约0.05

15.248
约0.05

研究组治疗效果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见表 2遥

1.3 观察指标

素原渊procalcitonin袁PCT冤水平和超敏 C 反应蛋白渊hy鄄

约0.05

P 组间治疗后值

黏液后进行冷藏遥

其中包含白细胞计数渊White blood count袁WBC冤尧降钙

23.2依2.1

约0.05

P值

约0.05

18.3依4.1

回收袁直到灌洗液变清澈袁然后将抗生素注入患者的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尧后的炎症因子变化情况袁

约0.05

7.1依2.1

52.1依5.9

少用 10耀20 mL 0.9%的生理盐水灌注袁重复 4 次袁每次
病变部位袁2 d 一次遥 将回收的灌洗液进行过滤袁除去

31.3依6.2

渊mg/L冤

14.1依4.1

t 组间治疗后值

20 s袁总量 200耀300 mL遥注入灌洗液后袁立即将灌洗液

渊ng/mL冤

表 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n渊%冤]
n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字2 值

57
57

显效

34渊59.6冤
49渊86.0冤

有效

无效

5渊8.8冤

3渊5.2冤

13渊22.8冤 10渊17.6冤

有效率渊%冤
82.4
94.8

5.347

约0.05

P值

2.3 两组患者的治疗前尧后的动脉血气情况比较

研究组治疗后 SaO2尧PaO2 水平高于对照组袁PaCO2

水平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见表 3遥
3 讨论

不同病原菌尧病因导致的肺部炎症袁发展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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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动脉血气情况比较渊x依s袁n=57冤
SaO2
PaO2
PaCO2
组别
时间
渊%冤
渊mmHg冤
渊mmHg冤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研究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t 组间治疗后值

气管肺泡灌洗治疗袁结果显示袁研究组治疗效果高于

75.2依4.1

62.2依5.9

55.1依3.2

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研究组治疗后 SaO2尧PaO2 水平高于

15.358

15.546

15.374

将气道内的分泌物进行有效的清除袁改善机体的换

77.6依4.3
约0.05

77.1依5.2
约0.05

50.5依3.7
约0.05

73.1依3.8

61.8依6.1

56.7依4.2

15.437

15.429

15.471

89.6依5.2
约0.05

15.382
约0.05

P 组间治疗后值

本研究中袁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进行支

84.2依7.1
约0.05

15.341
约0.05

41.8依2.1
约0.05

15.362
约0.05

程度均会形成重症肺炎袁主要表现为咳痰困难尧气短尧
发热等袁而重症肺炎发展迅速袁会引发并发症袁病死率
较高遥 目前袁临床中针对重症肺炎患者的治疗袁多给予
止咳尧抗感染尧吸氧尧化痰等全身性的治疗袁但抗生素
的大剂量应用袁会损伤患者的肝肾功能袁且较容易产

对照组袁PaCO2 水平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表明其可以

气尧通气功能以及动脉血气情况袁从而提高治疗效果遥
对 WBC尧PCT尧hs-CRP 进行检测袁可以对全身炎性反应
综合征进行鉴别袁感染情况不同袁其浓度也会不同袁是
临床中医生应用抗生素的依据 [13]遥 本研究还显示袁研
究组治疗后 WBC尧PCT尧hs-CRP 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表
明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可以降低机体的炎症因子水

平袁从而控制感染袁有利于病情的观察以及抗生素的
应用遥
肺泡灌洗术的注意事项院其是侵入性的一种治疗
方法袁老年重症肺炎患者不仅心肺功能差袁且会伴有

生耐药菌株袁导致耐药菌蔓延袁因此治疗效果不佳遥 重

多系统疾病袁应用支气管治疗具有较高的风险袁如果

症肺炎的治疗关键点在于如何快速尧有效的促使肺部

操作不正确袁会导致患者出现心律失常尧呕吐尧低氧血

复张袁气道畅通袁消除呼吸道的分泌物遥

症尧恶心尧喉头水肿尧心脏和呼吸骤停等症状袁降低治

医疗技术不断发展袁促使纤维支气管镜肺泡技术

疗的依从性袁且术中发生窒息的几率也较大[14]遥 因此

其治疗支气管哮喘尧肺部感染效果均较好遥 纤维支气

洗液时也需要匀速缓慢的注入袁如果操作时发生低氧

也愈加成熟袁在肺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广泛应用[8]遥

在操作时袁动作轻柔袁灌洗液需要在 37益左右袁注入灌

管肺泡灌洗是保护性 PSB渊毛刷技术冤的补充袁且将

血症或支气管痉挛等袁 需要立即给予针对性的治疗袁

对气道的阻塞程度和部位进行全面的了解袁同时将分

前需要让患者充分吸氧袁同时操作中需要对患者的生

PSB 的不足进行了弥补遥 其相对无创袁可以通过直视袁
泌物消除袁用生理盐水对分泌物较黏稠或炎症严重的

疾病部位进行稀释后在将灌洗液吸出 遥 反复灌洗尧吸
[9]

出后袁可以将黏稠的痰液和炎性分泌物消除袁减少炎
性刺激导致的恶性循环袁从而消除细菌袁净化病变位
置袁改善机体的换气尧通气功能袁缺氧尧缺血状态以及

血液循环 遥 反复灌洗袁消除分泌物袁之后注入抗生
[10]

素袁可以提高局部药物浓度袁与全身用药相比袁其副作
用小袁且效果更优遥 通过支气管镜袁可以将患者深部的

且需要严格掌握治疗的适应证袁给予支气管肺泡灌洗
命体征进行严密的观察袁全程对 SPO2 和心电进行监
测袁同时给予吸氧遥 尽可能的减少操作时间袁连续时间

最好低于 30 min 如果 SPO2 小于 80%的时候需要立
马停止操作袁直到其上升到超过 90%的时候才能再次
进行治疗[15]遥

综上所述袁老年重症肺炎患者应用支气管肺泡灌

洗治疗效果理想袁值得临床中推广和应用遥

痰液取出袁细菌培养时袁其杂菌少袁因此准确性会更

高袁有利于针对性的用药治疗[11]遥 局部用药量相对较

少袁因此出现细菌耐药尧不良反应的几率较少[12]遥 给予
老年重症肺炎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治疗其优势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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