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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无创心排血量监测系统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猪模型

呼吸循环功能的评价意义

边伟帅 晁彦公 陈炜 王兰 李黎明 关键 盛博 甄洁 赵磊

【摘要】 目的 探讨无创心排血量监测（NICO）系统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中的应用价值，为

临床应用提供基础实验依据。方法    选择 11 只健康雄性家猪，经中心静脉缓慢注入 0.2 mL/kg 的油酸复制

ARDS 动物模型。应用压力控制通气对 ARDS 模型进行肺复张；采用 NICO 系统监测肺死腔率（VD/VT），以确定

最佳呼气末正压（PEEP）；同时测定心排血量（CO）及呼吸功能，记录基础值、ARDS 时以及最佳 PEEP 时 ARDS
模型猪的 VD/VT、肺动态顺应性（Cdyn）、氧合指数（PaO2/FiO2）、肺泡通气量（Valv）及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等

参数，计算肺内分流率（Qs/Qt）。同时应用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技术（PiCCO）测量 CO，并与 NICO 测

量的 CO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有 7 只猪成功制备 ARDS 模型；通过最低 VD/VT 方法测定的最佳 PEEP
值为（15.71±1.80）cmH2O（1 cmH2O＝0.098 kPa）。与基础值比较， ARDS 时 VD/VT、 Qs/Qt 明显增加〔VD/VT ：

（72.29±8.58）% 比（56.00±11.06）%，Qs/Qt ：（21.04±15.05）% 比（2.00±1.32）%，均 P＜0.05〕，SaO2、Valv 则

明显降低〔SaO2 ：0.888±0.108 比 0.999±0.053，Valv（mL）：92.06±35.22 比 146.11±45.43，均 P＜0.05〕；而在

用最佳 PEEP 通气后 VD/VT、Qs/Qt、SaO2、Valv 均恢复到基础值水平〔分别为：（61.07±9.30）%、 （3.21±6.10）%、 
0.989±0.025、 （117.14±41.14）mL〕。ARDS 时 Cdyn、 PaO2/FiO2 均较基础值明显降低〔Cdyn（mL/cmH2O）：

14.43±5.50 比 38.14±6.72，PaO2/FiO2（mmHg，1 mmHg＝0.133 kPa）：78.71±23.22 比 564.37±158.85，均 P＜
0.05〕；应用最佳 PEEP 通气后二者均较 ARDS 时明显升高〔分别为：（19.71±4.86）%、（375.49±141.30）mmHg，
均 P＜0.05〕，但仍明显低于基础值（均 P＜0.05）。在给予最佳 PEEP 通气后，NICO 测量的 CO 较 ARDS 时有所

下降，由（4.18 ±2.46）L/min 降至（3.95±2.69）L/min，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 NICO 监测系统

测量的 CO 与 PiCCO 测量的 CO 有较好的相关性（r2＝0.925，P＜0.001）。结论    应用 NICO 监测系统可以很好

地监测 ARDS 时的呼吸功能及 CO，并且通过 NICO 监测最低 VD/VT 可以作为滴定最佳 PEEP 的方法。

【关键词】 无创心排血量监测；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最佳呼气末正压；    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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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肺内、外严重

疾病导致的以肺毛细血管弥漫性损伤、通透性增强

为基础的进行性呼吸窘迫为临床特征的综合征，其

病死率可高达 40% ［1-3］。肺死腔率（VD/VT）增加是

ARDS 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之一。开放肺策略和最

佳呼气末正压（PEEP）是治疗 ARDS 的主要方法，

现有的研究表明，PEEP 可有效降低 VD/VT
［4］，但过

高的 PEEP 则可导致心排血量（CO）下降［5］。无创

心排血量监测（NICO）是一种简便、安全、无创的

监测技术，可以监测 ARDS 时的 VD/VT、动态顺应性

（Cdyn）、肺泡通气量（Valv）及 CO 等参数的变化。

而国内关于 NICO 在 ARDS 中应用价值的研究较

少，本研究旨在应用 NICO 监测系统测量 ARDS 时

VD/VT，以滴定最佳 PEEP，并通过观察机体在最佳

PEEP 时呼吸功能及 CO 的变化，对 NICO 所测 CO
与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技术（PiCCO）所测

CO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进一步了解 NICO 监测系统

在 ARDS 中的价值，为临床指导 ARDS 治疗提供实

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11 只健康雄性实验家猪，体质量

（39.62±6.78）kg，由首都医科大学平谷医院动物中

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SYXK（京）2010-0016。
1.2 ARDS 动物模型的建立：肌肉注射 3% 戊巴比

妥钠 30 mg/kg、氯胺酮 35 mg/kg、安定 1.5 mg/kg 诱

导麻醉，静脉注射哌库溴铵 0.03 mg/kg、戊巴比妥

钠 2 mg·kg-1·h-1、氯胺酮 3 mg·kg-1·h-1 维持麻醉。将

实验动物仰卧位固定，经口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

（Servo-i，德国西门子公司），将 NICO 的 CO2 重复

呼吸管路连接于呼吸机 Y 型管。采用容量控制通

气模式作为基础通气模式，参数设置：潮气量（VT） 
8 mL/kg，PEEP 5 cmH2O（1 cmH2O＝0.098 kPa），通

气频率（f）20 次 /min，吸入氧浓度（FiO2）1.00，吸
呼比（I∶E）1∶2，吸气时间 25%，吸气暂停 5%。在

超声定位下于左侧股动脉置入 PiCCO 导管，并于

右颈内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30 min 稳定期后，

采用 PiCCO 测量心排血量（COpi）；用 NICO 监测

系统记录心排血量（COni）、VD/VT、Cdyn、氧合指数

（PaO2/FiO2）、Valv、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等参数，

并计算肺内分流率（Qs/Qt）。
 ARDS 模型制备：经中心静脉 15 min 内缓慢注

入 0.2 mL/kg 油酸（美国 Sigma 公司），注射完成后

90 min 时测定动脉血气，若 PaO2/FiO2＜200 mmHg 
（1 mmHg＝0.133 kPa）为 ARDS 模型制备成功。本

组有 7 只成功制模。

 本实验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肺复张方法：采用压力控制通气模式，参数

设置：FiO2 1.00，气道峰压 35 cmH2O，f 40 次 /min，
PEEP 20 cmH2O，吸气时间 0.6 s。15 min 后若动脉

血氧分压（PaO2） +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400 mmHg 则认为肺复张成功［6］；若 PaO2 + PaCO2＜
400 mmHg 则保持 PEEP 不变，以每次 5 cmH2O 的

间隔提高气道峰压，最高值为 50 cmH2O，至 PaO2 + 
PaCO2＞400 mmHg 为止。

1.4 滴定 PEEP 方法：在肺复张成功后，采用容量

控制通气模式，f 40 次 /min，VT 8 mL/kg。将 PEEP

（1 cmH2O ＝ 0.098 kPa）. Compared with before infusing oleic acid， VD/VT and Qs/Qt after stabilization of ARDS 
model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VD/VT ： （72.29±8.58）% vs. （56.00±11.06）%， Qs/Qt ： （21.04±15.05）% 
vs. （2.00±1.32）%， both P ＜ 0.05〕， and SaO2 and Valv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aO2 ： 0.888±0.108 vs. 
0.999±0.053， Valv （mL）： 92.06±35.22 vs. 146.11±45.43， both P ＜ 0.05〕. VD/VT， Qs/Qt， SaO2 and Cdyn at 
optimal PEEP level were improved to the levels before infusing oleic acid 〔（61.07±9.30）%， （3.21±6.10）%， 
0.989±0.025， （117.14±41.14）mL〕. Cdyn and PaO2/FiO2 after stabilization of ARDS mode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infusing oleic acid 〔Cdyn （mL/cmH2O）： 14.43±5.50 vs. 38.14±6.72，  
PaO2/FiO2 （mmHg， 1 mmHg ＝ 0.133 kPa）： 78.71±23.22 vs. 564.37±158.85， both P ＜ 0.05〕. Cdyn and  
PaO2/FiO2 at optimal PEEP level 〔（19.71±4.86）%， （375.49±141.30）mmHg〕 were elevated compared with the 
levels after stabilization of ARDS model （both P＜0.05）， but still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nfusing oleic acid （both P＜
0.05）. Compared with the levels after stabilization of ARDS model， CO at optimal PEEP level showed obvious decrease  
from （4.18±2.46） L/min to （3.95±2.69） L/min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There was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CO determined by NICO and CO determined by PiCCO （r2 ＝ 0.925， P ＜ 0.001）. Conclusions NICO 
technique provides a useful and accurate non invasive estimation of CO and respiratory function.VD/VT provided by 
NICO can titrate the optimal PEEP in patients with ARDS.

【Key words】 Non invasive cardiac output monitoring ；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 Optimal 
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ulse indicated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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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cmH2O 以 2 cmH2O 为间隔逐渐下调至 0，每个

间隔稳定 10 min。在每一个下调间隔，用 NICO 系

统监测 VD/VT
［7］。

VD/VT＝（PaCO2 － PeCO2）/PaCO2

式中，PeCO2 为呼出气平均二氧化碳分压。当 VD/VT

到最小值时得到的 PEEP 值即为最佳 PEEP 值［8］。

 同时记录 COpi、 COni、 Cdyn、PaO2/FiO2、Valv、
SaO2 等参数，计算 Qs/Qt［9］。

Qs/Qt＝（CcO2 － CaO2）/（CcO2 － CvO2）

式中，CcO2 为肺毛细血管血氧含量，CaO2 为动脉血

氧含量，CvO2 为混合静脉血氧含量。

1.5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正态

分布结果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差

分析、配对 t 检验，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 NICO 与

PiCCO 所测 CO 的相关性。P＜0.05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 种状态下呼吸功能变化（表 1）：通过最低 
VD/VT 方法测定的最佳 PEEP 为（15.71±1.80）cmH2O。

ARDS 时，VD/VT、 Qs/Qt 均较基础值明显增加，SaO2、 
Valv 较基础值明显降低（均 P＜0.05）；应用最佳

PEEP 通气后，VD/VT、Qs/Qt、 SaO2、 Valv 均恢复到基

础值水平。ARDS 时，Cdyn、 PaO2/FiO2 较基础值明

显降低（均 P＜0.05）；应用最佳 PEEP 通气后明显

升高，但仍显著低于基础值（均 P＜0.05）。
2.2 3 种状态下 NICO、 PiCCO 监测 CO 比较（表 2）： 
在采用最佳 PEEP 通气后，COni、COpi 均较基础值

及 ARDS 时有所下降，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COni 与 COpi 的直线回归分析（图 1）：COpi
与 COni 呈明显的直线正相关，校正 r2＝0.925（P＜
0.001），线性回归方程 y＝0.287 + 0.908x，其中 y 为

COpi，x 为 COni。

3 讨 论

 NICO 监测系统的最大优势是无创、易操作、费

用低，可动态监测 ARDS 机械通气患者 VD/VT、Valv、
Cdyn 等呼吸功能参数，也是在无条件进行肺动脉

置管或 PiCCO 导管测量 CO 时一种较好的替代方

法。它可以通过血液和呼出气的二氧化碳分压来

计算 VD/VT。Caramez 等［10］认为：CO2 通过肺泡膜

的扩散性明显高于氧气的扩散性，所以在 ARDS 机

械通气策略评估肺复张方面，测量 VD/VT 相对于监

测 PaO2/FiO2 有更高的价值，VD/VT 也是提示是否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COni、COpi 分别为无创

心排血量监测系统（NICO）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

技术（PiCCO）测得的心排血量

图 1 ARDS 模型猪 COni 与 COpi 的直线相关关系

表 1 7 只 ARDS 模型猪在不同状态下呼吸功能的变化（x±s）

测量时间
PEEP

（cmH2O）
VD/VT

（%）

Cdyn
（mL/cmH2O）

Qs/Qt
（%）

PaO2/FiO2

（mmHg）
SaO2

Valv
（mL）

  基础值 5.00±0.00 56.00±11.06 38.14±6.72 2.00±  1.32 564.37±158.85 0.999±0.053 146.11±45.43
  ARDS 时 5.00±0.00 72.29±  8.58a 14.43±5.50a 21.04±15.05a 78.71±  23.22a 0.888±0.108a 92.06±35.22a

  最佳 PEEP 时 15.71±1.80ab 61.07±  9.30b 19.71±4.86ab 3.21±  6.10b 375.49±141.30ab 0.989±0.025b 117.14±41.14b

  F 值 150.000 5.164 32.876 8.984 27.518 6.447 3.069 
  P 值     0.000 0.017   0.000 0.002   0.000 0.008 0.071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PEEP 为呼气末正压，VD/VT 为肺死腔率，Cdyn 为肺动态顺应性，Qs/Qt 为肺内分流率，PaO2/FiO2 为

氧合指数，SaO2 为动脉血氧饱和度，Valv 为肺泡通气量；1 cmH2O ＝ 0.098 kPa，1 mmHg ＝ 0.133 kPa；与基础值比较，aP ＜ 0.05；与 ARDS
时比较，bP ＜ 0.05

表 2 7 只 ARDS 模型猪不同状态下
COni 与 COpi 的变化（x±s）

测量时间 COni（L/min） COpi（L/min）

   基础值 5.31±2.52 5.21±2.62
   ARDS 值 4.18±2.46 4.46±2.57
   最佳 PEEP 时 3.95±2.69 3.94±2.35
   F 值 0.568 0.668
   P 值 0.577 0.525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COni、COpi 分别为无创心

排血量监测系统（NICO）和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监测技术（PiCCO）

测得的心排血量，PEEP 为呼气末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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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过度通气的指标［11-14］。因此有学者认为，监测

VD/VT 可以指导最佳 PEEP 的滴定［15］。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 ARDS 制模成功后，VD/VT

较基础值明显增加，达到（72.29±8.58）%，考虑其

升高的主要原因有：① 部分肺血管阻塞，从而导致

通气 / 血流比例失调，死腔增大［16-17］；② 微血栓和

炎症造成肺毛细血管损伤［18-19］；③ 有效肺泡通气面

积的减少影响 CO2 清除［20］。随着 PEEP 增加，VD/VT

逐渐下降，在 PEEP 达到（15.71±1.80）cmH2O 时，

VD/VT 已降至最低〔（61.07±9.30）%〕，此时，有效

Valv 达到最大值，Qs/Qt 也明显降低；而继续增加

PEEP，有效 Valv 下降，VD/VT 再次上升，提示肺泡存

在过度通气。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在最低 VD/VT 状

态下，Cdyn、 PaO2/FiO2 及 SaO2 较 ARDS 时得到明

显的改善，这与 Fengmei 等［14］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最近研究还发现， VD/VT 也是预测 ARDS 患者死亡

的重要因子之一［7，21-23］。

 机械通气时 PEEP 的应用在改善 ARDS 呼吸功

能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过高的 PEEP 亦可导致机体

CO 下降［4］。因此，在滴定 PEEP 的过程当中，有必

要监测机体 CO 的变化。目前常用 Swan-Gans 导管

或 PiCCO 来评价患者心功能的变化，而这些方法的

应用可能出现气胸、恶性心律失常、血行性感染、局

部血肿等并发症［24-25］。因此，近年来作为无创监测

CO 的 NICO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NICO 监测是

以 CO2 为指示剂，采用部分 CO2 重复吸入的方法，

根据 Fick 原理测定 CO［26］。

 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COni 与 COpi 之间有很

好的一致性，可以应用 NICO 替代有创的 PiCCO 来

测定 CO［27-28］。但 Rocco 等［29］认为：当 Qs/Qt＜35%
时 COni 与 COpi 有较好的相关性；但当 Qs/Qt＞35%
时，因为呼出气 CO2 产生量减少，所以 COni 将低估

实际 CO。在本实验中，ARDS 制模成功后 Qs/Qt 由
（2.00±1.32）% 升高至（21.04±15.05）% ；而给予

最佳 PEEP 通气后则明显下降至（3.21±6.10）%，

实验期间 Qs/Qt 均未超过 35% ；同时还显示，COni
与 COpi 之间呈明显的相关性。提示我们在临床上

可以用 NICO 替代 PiCCO 来监测心功能的变化。

 综上所述，应用 NICO 监测 VD/VT 能指导 ARDS
时最佳 PEEP 的滴定，以达到改善机体氧合及顺应

性等目的，并可以有效了解其 CO 的变化。但由于

本实验所采用的是油酸诱导的 ARDS 动物模型，且

样本量相对较少，同时在临床中 ARDS 发病因素较

多［30-31］，因此，还需要更多的实验研究以进一步明

确 NICO 在 ARDS 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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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可降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的血压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与高血压、炎症相关，并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可以

降低血压，但患者依从性往往不太理想，而且目前尚不清楚患者能从中获益多少。由于间歇性低氧血症可能是导致 OSAS 患

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基础，因此，近期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评估了夜间吸氧和 CPAP 对心血管风险标志物的

影响。研究人员通过对患有心血管疾病或具有多个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患者进行柏林问卷和家庭睡眠测试来筛选 OSAS 患

者。受试对象被随机分为对照组（只接受睡眠卫生和健康生活方式教育）、CPAP 治疗组和夜间辅助吸氧治疗组。该研究共纳

入 318 例 OSAS 患者，完整收集了 281 例患者（占 88%）基础及治疗后的血压数据。总体来说，CPAP 组治疗 12 周时 24 h 平

均动脉压（mmHg，1 mmHg＝0.133 kPa）显著低于对照组〔-2.4，95% 可信区间（95%CI）-4.7～-0.1，P＝0.04〕或夜间辅助吸

氧治疗组（-2.8，95%CI -5.1～-0.5，P＝0.02）；对照组与夜间辅助吸氧治疗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CPAP 治疗可降低 OSAS 患者的血压，但常规辅助吸氧治疗达不到该效果。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N Engl J Med》，2014，370（24）： 2276-2285

高水平呼气末正压通气策略并不能降低腹部开放手术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的

风险：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常规手术麻醉中呼气末正压（PEEP）通气的效果仍不确切，PEEP ＞0 可能会预防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但也可能导致

术中循环功能抑制和过度扩张引起的肺损伤。因此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旨在评估高水平 PEEP 对腹部开

放手术全麻中接受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的保护效果。这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了欧洲、北美和南美 30 个医

疗中心拟接受全麻下腹部开放手术的 900 例患者，计划给予 8 mL/kg 潮气量机械通气，预测其可能存在术后肺部并发症风险。

研究人员将受试者随机分为高水平 PEEP 通气组〔PEEP 12 cmH2O（1 cmH2O＝0.098 kPa）〕和低水平 PEEP 通气组（PEEP ≤ 
2 cmH2O）两组，主要评价指标为患者术后 5 d 内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从 2011 年 2 月至 2013 年 1 月共有 447 例患者被

随机分配到高 PEEP 组，453 例患者被分配到低 PEEP 组。研究结果显示：高 PEEP 组和低 PEEP 组的中位 PEEP 水平分别为

12（12，12）cmH2O 和 2（0，2）cmH2O。高 PEEP 组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为 40%（174/445），低 PEEP 组为 39%（172/449），相
对危险度为 1.01，95% 可信区间（95%CI）为 0.86～1.20（P＝0.86）。与低 PEEP 组相比，高 PEEP 组患者术中低血压发生率更

高，并需要更多的血管活性药物。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在腹部开放手术患者麻醉中，高水平 PEEP 通气策略并不能预防术

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术中应当采取小潮气量、低 PEEP 水平的保护性通气策略。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Lancet》，2014，384（9942）：495-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