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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创 - 无创序贯通气能缩短患者有创通气时间、增加

脱机成功率、减少机械通气相关并发症。但目前报道的研究

对象均是气管插管患者，对于气管切开患者的研究极少。本

院采用有创 - 无创序贯通气辅助 1 例困难气道气管切开患

者成功脱机，报道如下。

1 病例简介

 患者女性，70 岁，因机械通气 25 d，脱机困难，于 2014

年 7 月 4 日收入本院呼吸内科。患者于 6 月 8 日因咳嗽、 

咳痰、嗜睡 5 d，加重伴发热 3 d 入当地医院。当时查体 ：体

温 37.5 ℃，血压 162/82 mmHg（1 mmHg＝0.133 kPa），体形肥

胖，嗜睡，球结膜水肿，口唇发绀，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少量

干啰音，腹膨隆。心脏及神经系统查体均为阴性。血气分析

（吸氧 2 L/min）示 ：pH 值 7.24，血氧分压（PO2）68.2 mmHg，

二氧化碳分压（PCO2）68.2 mmHg，HCO3
- 31.0 mmol/L。X 线

胸片（图 1A）提示 ：右下肺有少许渗出病灶。当地诊断为 ： 

① 社区获得性肺炎 ； 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阻

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Ⅱ型呼吸衰

竭、肺性脑病 ； ③ 高血压 3 级，极高危 ； ④ 脑梗死后遗症 ；  

⑤ 肥胖症。

 治疗经过 ：无创通气治疗 2 h，患者意识

未转清，血气分析未改善，多次经口气管插管

失败，予以气管切开（气切）有创机械通气，经

过机械通气、抗感染等积极治疗后病情好转。 

6 月 12 日复查胸片（图 1B）提示，右下肺渗出

病变较前明显吸收。此后多次尝试脱机（断

开气切导管与呼吸机管路，经气切导管吸氧 

2 L/min），但每次脱机4～6 h后即出现呼吸急促、

PO2 下降、PCO2 升高，提示脱机失败。7 月 4 日 

转入本院呼吸内科后予以抗炎解痉，逐渐下调

呼吸机参数至适应性支持通气（ASV）模式，

分钟通气量（MV）为 80%、呼气末正压（PEEP）为 5 cmH2O 

（1 cmH2O＝0.098 kPa）、吸入氧浓度（FiO2）为 0.35。7 月 8 日

至 7 月 14 日每日上午在压力支持通气（PSV）模式〔压力支

持（PS）8 cmH2O、PEEP 5 cmH2O、FiO2 0.35〕下行脱机试验

均未通过。7 月 15 日断开有创呼吸机，松开气囊，封堵气切

导管，经口鼻面罩予以无创机械通气序贯，观察 2 h 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血气分析示 ：pH 值 7.45、PO2 79.0 mmHg、PCO2  

53.0 mmHg，较前无明显变化。更换气切导管为金属导管，封

堵金属导管、气切口填塞凡士林纱布，继续予以经口鼻面罩

行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病情稳定，3 d 后（7 月 18 日）

拔除金属导管，予蝶形胶布黏合气切口，继续无创呼吸机辅

助通气，患者无明显胸闷、气促，多次复查血气较前逐渐改

善。拔管后完善多导睡眠监测，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

105.2 次 /h，阻塞型为主，脉搏血氧饱和度最低 0.34。拔管

12 d 后（7 月 30 日）复查胸片（图 1C）示未见明显异常，复查

血气分析示 ：pH 值 7.42、PO2 79 mmHg、PCO2 42 mmHg，患

者病情稳定出院，体质指数（BMI）和腹围均较入院时有所减

低。出院后继续控制体质量，持续用家庭无创呼吸机辅助通

气。多次随访，患者病情稳定。

图 1 70 岁女性气管切开患者入院时（2014-06-08）X 线胸片示右下肺有少量

渗出病灶（A）；经治疗后于 2014-06-12 复查胸片示右下肺病灶较前吸收（B）；

多次脱机失败后继续予以通气后改为口鼻面罩无创序贯通气，2014-07-30 胸片

未见明显异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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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BiPAP）能使常规有创机械通气

COPD 患者顺利脱机，减少再插管率［1-2］。入住重症加强治

疗病房（ICU）患者，尤其是 COPD 患者，早期脱机序贯无创

通气可降低病死率及减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的发生，

缩短 ICU 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3-4］。

  困难气道是指在气道管理过程中发生困难通气、困难气

管插管，或两者兼有的临床情况。气管插管失败可危及生

命。困难气道与严重缺氧、脑损伤、死亡等致命性并发症的

发生密切相关［3］。OSAHS 患者多存在肥胖、颈部粗短、舌体

肥大，上呼吸道解剖性狭窄、上呼吸道顺应性下降等多重导

致上呼吸道易于塌陷的因素，困难气道发生率明显高于健康

者。Siyam 和 Benhamou［5］报道，OSAHS 患者困难气管插管

的比例是健康者的 8 倍（21.9% 比 2.6%）。对于困难脱机患者，

在积极治疗原发病、解除影响成功撤机的因素，如合理使用

镇静药物［6-7］基础上，可以采用有创 - 无创序贯通气，本例

为气切患者，气切导管留置时间长，拔管后可能出现气道狭

窄，且该患者为困难气道，初次插管时多次经口插管失败，若

拔除气切导管后无创通气治疗失败，再插管失败风险高。若

保留气管导管则存在以下问题 ： ① 气道阻力增加，增加无

创正压通气（NPPV）失败风险 ； ② 气管导管 - 气管间隙小，

松开气囊后因气道黏膜水肿、气道分泌物阻塞、导管位置改

变等原因可导致窒息； ③ 气切口及气管导管可能大量漏气，

导致无创通气失败。

 对于需长期气切接受通气辅助的患者，若无明显大气

道梗阻，可尝试予以 NPPV 序贯通气辅助撤机，但需要尽量

减小气道阻力，且气切口处要避免漏气［8］。因此，我们对该

例患者更换了外径较小的金属导管，增加了气管导管 - 气管

间隙，减小了气道阻力及窒息风险，进而封堵金属导管、气切

口填塞凡士林纱布，防止了因气切口及气管导管漏气导致的

NPPV 失败。脱机 48 h 后患者病情平稳，拔除气管导管继续

无创通气，最终病情好转出院。

 综上所述，对于气切机械通气患者可予以序贯无创通

气，但需要使用管径较小的气切导管，如更换金属导管，以增

加导管 - 气管间隙、减少气道阻力及降低窒息风险，并尽量

减少气切口及气管导管的漏气 ；对于肥胖，尤其 OSAHS 患

者，脱机难度增加，但早期使用无创通气序贯治疗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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