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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医师主导的床旁目标导向超声心动图
检查在ICU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张丽娜 艾宇航刘志勇 田春辉朱继祥

【摘要1 目的 评估由重症医学医师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应用床旁彩色超声心动图对危重患者进行

目标导向超声心动图(’IⅥe)检查的可行性及其对临床决策的影响。方法重症医学医师经过12 h的rITI’E培

训，对88例经过初步心脏临床评价的ICU患者进行TTE检查(2～4个二维视窗，未使用多普勒和M型超声)，

评价患者的左室功能、容量状态、有无局部心室壁运动异常及心包积液；由心脏超声医师重复检查以评价m
质量及重症医学医师解释的准确性。结果重症医学医师成功完成了86例患者(97．7％)的1’rE检查，正确解

释了75例患者(85．2％)的超声心动图结果；TYE检查结果直接影响了22．7％患者的治疗(包括液体治疗、正性

肌力药物及血管活性药物)，45．5％患者获得有价值的信息，31．8％患者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重症医学医师获

得图像和解释的平均时间为(1 1．2±5．2)min。结论经过短暂的正规训练，重症医学医师可以可靠地完成ICU

危重症患者的，ITI'E检查，能够为相当数量的患者提供新的信息并改变其治疗。这项研究支持在国内重症医学

医师培训课程中加入床旁fI『rE检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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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linical applicability offocused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砸)in
intenhsive care unit(ICU)performed by intensivists and its impacts on clinical managements．Methods After 12一hour

tutorials and initial cardiac clinical assessments，intensivists performed a focused，I-rE(2_4 views of 2D，without

Doppler or M mode)examination in 88 patients to assess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left ventricular volume status．and

rule out local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abnormalities and significant pericardial effusions．Each investigation was

immediately reviewed by an echocardiographer to determine tlle technical quality of tIle 7兀匿and tlle accuracy of the

intensivist。S interpretation．Results Intensivists successfully performed a diagnostic focused rrrE in 86 pailents

(97．7％)and interpreted correctly in 75 patients(85．2％)．Management including fluid treatment，inotropic agent and

vasoactive agent in 22．7％of patients were changed directly based on the focused TTE．45．5％of patients were provided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while 3 1．8％of them with non-valuable information．T11e mean focused TrE acquisition time

0f the intensivist was(11．2±5．2)minutes．Conclusions After a brief standard training in using echoeardiographie

system．intensivists can successfully performed and correctly interpreted a focused TTE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new information Call be provided bv focused‘IrI’E．which call alter management i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atients．The present study supports incorporating bedside goal—directed．focused’nE into intensivists’

training progra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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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重患者血流动力学管理上，心脏形态学及

其功能是相当重要的因素。超声心动图是目前能够

在床旁提供实时有关心脏结构和功能信息的唯一

影像工具，同时避免了危重患者的转运。相对于问

接血流动力学数据，超声心动图提供了对异常的双

心室、瓣膜功能、容量状态、心包积液等直接的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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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其对评估患者心脏功能和相对容量状态已

成为临床决策所必需的手段[1-2]。为使心脏超声能在

重症监护病房(ICU)为患者提供24 h服务，本研究

中探讨非心脏专科的重症医学医师临床应用床旁

彩色超声心动图对危重患者进行目标导向超声心

动图(rITI’E)检查的可行性及其对临床决策的影响。

l姿料与方法

1．1研究设计：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2010年

9月至2011年1月本院中心ICU的88例重症患

者，均为在经过最初评价或在ICU住院期间有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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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失代偿事件发生者。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检查获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培训方法：由医院经验丰富的心脏超声专家对

4名重症医学医师进行12 h关于1tI’E的正式培训。

，IlI'E是在保持诊断完整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图

像获得的解释时间，并获得即刻相关有效临床信息

的检查，其定义为完成特定有目的目标检查；目标

包括左心室收缩功能、容量状态、有无局部心室壁

运动异常和心包积液。培训课程包括基本超声心动

图、心脏超声专家示范、图像获取和解释的方法。

1．3研究方法：首先由主管医师对患者心脏功能、

循环容量状态及最初的治疗计划进行临床评估；另

一名重症医学医师完成TTE检查获得胸骨旁长轴、

短轴、心尖两腔或四腔、剑下2～4个二维成像视

图，并记录左心功能、容量状态、有无局部心室壁的

运动障碍及心包积液，心脏科超声专科医师进行诊

断，并评价重症医学医师对心脏结构、功能研究的

质量和解释的准确度。

1．4统计学方法：收集所有资料，使用描述性统计

分析方法，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叉±s)表示，计

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2结果

研究共纳入88例危重患者，其中男性56例，

女|生32例；27例(占30．7％)既往有心脏疾病。70例

患者在人ICU 12 h内完成rITI’E检查；18例在发生

血流动力学失代偿情况下完成TTE检查。

88例患者的TTE检查中，由重症医学医师成功

完成86例(占97．7％)，1例因外科伤口敷料原因未

获得图像，1例因呼吸原因无法获得清晰图像。48例

(占54．5％)患者比较容易地采集到了图像，38例

(占43．2％)患者检查时在技术上有一定困难，但最

终获得了优质图像；经超声专科医师复查，正确诠

释描述了75例(占85．2％)患者的TTE检查结果。

由重症医学医师完成的1TrE检查直接改变了

入住ICU 88例患者中20例(占22．7％)的诊断印象

和治疗，这种改变包括液体治疗、正性肌力药物及

血管活性药物(表1)；40例(占45．5％)患者超声心

动图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虽然并没有立即改变治

疗，但进一步证实和支持了患者目前的血流动力学

治疗选择；28例(31．8％)患者没有提供有用的信息。

在rITllE检查前，80％的患者被认为左心功能正常，

事实上超声检查后发现只有61％患者左心功能正

常。重症医学医师获得图像和解释的平均时间为

(11．2±5．2)min。

3讨论

一般情况下，超声心动图由心脏专科医师完

成，主要目的是帮助诊断心血管急症，但临床研究

提示，应用肺动脉导管指导治疗未见明显好处‘Ⅻ，

因此，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备受争议。与传统有创

血流动力学评估手段相比，心脏超声在评估心脏功

能、容量状态、液体反应性和心肺相互作用等方面

优势突显，已被很多ICU医师接受和掌握。有研究

表1重症医学医师完成床旁TTE后直接改变治疗的20例ICU患者情况

注：rITllE：目标导向超声心动图检查，ICU：重症监护病房，AECOP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SLE：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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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超声心动图检查可明显改变46％以上危重症

患者的治疗，尤其是可以24 h随时进行和重复检查

评估，并且能指导治疗哺]。在国外，超声心动图检查

已开始常规用于危重患者管理，一些相关培训也逐

渐受到重视‘¨]。由重症医学医师主导的rIrI、E检查

逐渐受到提倡M0。。国外已有研究显示，应用便携式

心脏超声设备完成rITI’E检查可成功发现65％以上

的主要心脏异常情况[11|。本研究显示，经过简单的

rrI’E检查培训，重症医学医师可成功提供97．7％的

超声诊断检查，并能正确解释85．2％患者的超声心

动图结果，且获得图像和解释的平均时间还不到

12 min，与Orme等H2]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一项来自

ICU非心脏疾病的500例患者研究中，Bossone等[13]

发现，36％的患者至少有1个隐匿的主要心脏异常，

7．2％的患者有2个异常。在本研究中，80％的患者被

认为左心功能正常，事实上超声检查后发现只有

61％的患者左心功能正常；同时rrI’E检查直接影响

了22．7％患者的治疗，包括液体治疗策略、正性肌力

药物及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提供了45．5％患者有价

值的信息。本研究提示，尽管TTE检查不能替代一

个完整的超声心动图检查，但经过简单正规培训，

由重症医学医师完成的rITE检查可以很快提供关

于室壁运动异常、心脏充盈、心包积液以及大概的

循环容量状态信息，可以很快地识别有意义的发

现，指导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在未来，也许还可以

通过1TrE检查对强心药物的治疗如多巴酚丁胺、左

西孟坦甚至某些被证实在脓毒症心肌抑制中有保

护作用的中药等进行治疗效果监测[1 4。。

当然，本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纳

入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其次，未使用彩色多普勒和

M型超声，从而制约了发现其他重要的超声心动图

研究结果，如瓣膜异常和心内静脉分流的可能；最

后，轻微室壁运动异常和舒张功能不全可能不会被

TTE检查发现。

总之，经过短暂的TTE检查正规训练，重症医

学医师可成功应用超声心动装置为ICU危重症患

者提供1TrE检查。其结果可靠，能够为相当数量的

患者提供新的信息并改变治疗。这项研究支持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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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症医学医师培训课程中加入TTE检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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