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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患者 ICU 获得性肌无力
早期发病率及预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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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机械通气患者 ICU 获得性肌无力（ICU-AW）早期发病率，分析早期 ICU-AW 患者的
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连续选择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1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
兴医院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收治的机械通气患者。于机械通气第（3±1）天对患者进行腓神经试验，阳性
者行完整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异常者纳入观察组 ；腓神经试验阴性或腓神经试验阳性但完整神经电生理检查
正常者均纳入对照组。计算 ICU-AW 的早期发病率 ；对照组于 10 d 后复查腓神经试验，观察晚期 ICU-AW 发
病情况。将患者死亡、转出 ICU 或 ICU 住院时间超过 60 d 设为观察终点。收集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基础指标、
药物使用情况、合并症、代谢相关指标及结局指标等资料，并进行组间比较 ；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
机械通气早期发生 ICU-AW 的危险因素。结果 研究共纳入 60 例患者，观察组 19 例，对照组 41 例，ICU-AW
早期发病率为 31.7%；对照组有 8 例患者于 10 d 后完成腓神经试验复查，其中 4 例检查结果阳性，推测 ICU-AW
晚期发病率仍在 50% 左右。单因素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年龄明显大于对照组〔岁：84（79，89）比 81（65，85），
P＜0.05〕；而两组性别和体重指数（BMI）等人口学资料、基础疾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PACHE 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机械通气主要原因等基础指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应用糖皮质激素及血管活性药物患者比例明显升高〔84.2%（16/19）
比 43.9%（18/41），100.0%（19/19）比 75.6%（31/41），均 P＜0.05〕，血糖最高值明显升高（mmol/L ：18.73±4.98 比
15.66±5.11，P＜0.05），研究期间合并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发生率明显增加〔84.2%（16/19）比 51.2%（21/41），
P＜0.05〕。将单因素分析中 P＜0.1 的指标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年龄是机械通气早期发生
ICU-AW 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1.086，95% 可信区间（95%CI）＝1.008～1.171，P＝0.031〕。预后指
标分析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 ICU 住院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均延长〔d ：16（12，28）比 13（8，31），h ：
306.0（143.0，376.0）比 224.0（144.0，365.5）〕，总住院费用增加（万元 ：17.04±7.20 比 15.23±5.64），28 d 病死率
和 60 d 病死率均升高〔57.9%（11/19）比 41.5%（17/41），68.4%（13/19）比 43.9%（18/41）〕，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结论 ICU-AW 在机械通气患者中较常见，早期发病率高。年龄、APACHE Ⅱ评分、合并脓
毒症及感染性休克、血糖最高值是 ICU-AW 早期发病的相关因素，其中年龄是独立危险因素。机械通气早期
ICU-AW 与患者短期预后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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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2BAI11B00）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9.07.005
Early incidence and prognosis of ICU-acquired weakness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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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arly morbidity of ICU-acquired weakness (ICU-AW)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tients, an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ICU-AW. Method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Fu Xing Hospita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April 2016 to February 2017 were enrolled. The peroneal nerve test was performed on
(3±1) days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complete neuro-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next on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result of peroneal nerve test. The abnormal cases were enroll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thers were
enroll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n the early incidence of ICU-AW was obtained. The control group reviewed the peroneal
nerve test after 10 days, and the late ICU-AW incidence was obtained. Death, ICU discharge, or over 60 days of ICU stay
were set to the endpoints of observation. Demographic data, basic indicators, drug usage, comorbidities and metabolic
marker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outcome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nd risk factors and of early ICU-AW
i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with 19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1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the
early ICU-AW incidence of 31.7%. In the control group, 8 patients reviewed the peroneal nerve test after 10 day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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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4 were positive, so the late incidence of ICU-AW was about 50% finally. It was shown by univariate analysis
that the ag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years old: 84 (79, 89) vs.
81 (65, 85), P < 0.05], other basic indicators such as gender, body mass index (BMI), basic diseases,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 score,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 Glasgow coma
scale (GCS) score, the reas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etc. were simila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ios of
glucocorticoid and vasoactive drugs usa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84.2% (16/19) vs. 43.9%
(18/41), 100.0% (19/19) vs. 75.6% (31/41), both P < 0.05], the highest blood glucos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mol/L:
18.73±4.98 vs. 15.66±5.11,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84.2% (16/19) vs. 51.2% (21/41), P < 0.05]. The indices of P < 0.1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ge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ICU-AW in
early stage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odds ratio (OR) = 1.08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1.008-1.171, P =
0.031]. Analysis of prognostic indicator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ngth of ICU stay and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prolonged [days: 16 (12, 28) vs. 13 (8, 31), hours: 306.0
(143.0, 376.0) vs. 224.0 (144.0, 365.5)], the total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was increased (ten thousand Yuan: 17.04±7.20
vs. 15.23±5.64), 28-day mortality and 60-day mortality were increased [57.9% (11/19) vs. 41.5% (17/41), 68.4% (13/19)
vs. 43.9% (18/41)], 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Conclusions ICU-AW is more
comm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ith high early incidence. Age, APACHE Ⅱ sco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the highest blood glucos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risk factors of ICU-AW, and age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arly onset ICU-AW and short-term prognosi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Key words】 ICU-acquired weakness; Neuro-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Early incidence; Prognosis;
Risk factor
Fund program: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Program of China (2012BAI11B00)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9.07.005

ICU 获得性肌无力（ICU-AW）是继发于接受重

间及机械通气时间≥3 d。

症监护患者的常见神经肌肉并发症，主要表现为除

1.1.2 排除标准：
① 既往有神经肌肉病变，
如格林 - 巴

危重病本身外，无法用其他原因解释的肢体无力，通

利综合征、重症肌无力、卟啉症、兰伯特 - 伊顿肌无

常为四肢对称性肌无力，下肢重于上肢，因呼吸肌无

、肌 萎 缩 侧 索 硬
力 综 合 征（Lambert-Eaton 综 合 征）

力所致的脱机困难，腱反射减弱或消失，不能完全用

化、血管炎性神经病、肉毒中毒等；② 因肢体疾病妨

废用性解释的肌肉萎缩，同时也会伴有感觉障碍。

碍神经电生理检查，如严重肢体水肿、骨折、截肢、

临床上根据累及部位不同分为危重病性多发性神经

石膏绷带等 ；③ 入 ICU 前长期卧床（不能行走 1 年

病（CIP）
、危重病性肌病（CIM）和危重病性多神经

以上）或其他原因肢体制动。

肌病（CIPNM）。由于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及重视

1.1.3

程度不够，且临床表现不典型，使得 ICU-AW 的早

气时间＜3 d ；② 客观因素（如法定节假日）无法及

期诊断困难，造成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呼

时完成神经电生理检查。

剔除标准 ：① 实际 ICU 住院时间或机械通

吸机上机时间和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加、出

1.1.4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
经本院

院后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导致慢性残疾率、病死率

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审批号：2016FXHEC-KY001）
，

升高。近 20 余年，随着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转出

治疗和检测均获得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

ICU 患者存活率的升高，ICU-AW 也逐渐引起了医

1.2 分组方法：于患者机械通气第（3±1）天对患者

务人员的关注，但对此病的认识及重视程度还有待

进行床旁腓神经试验，评估患者双侧腓神经复合肌

［1］

。因此，本研究旨在观察机械通气患

肉动作电位（CMAP）波幅。若判定阴性则纳入对照

者 ICU-AW 早期发病率，分析早期 ICU-AW 患者的

组；若判定阳性则立即行完整神经电生理检查，结果

危险因素及预后。

异常者纳入观察组，结果正常者纳入对照组。对照

资料与方法

组患者 10 d 后复查腓神经试验，观察晚期 ICU-AW

进一步提高

1

1.1

病例选择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连续选

择 2016 年 4 月 至 2017 年 1 月 入 住 本 院 ICU 的 机
械通气患者。

发病情况。将患者死亡、转出 ICU 或 ICU 住院时间
超过 60 d 设为观察终点。

1.3 神经电生理检查

纳入标准 ：① 年龄≥18 周岁 ；② 入 ICU 24 h

1.3.1 腓神经试验：患者取平卧位，保持下肢肢体伸

内进行有创或无创机械通气 ；③ 预计 ICU 住院时

展放松，采用手柄刺激电极分别刺激双下肢腓骨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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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腓骨小头下，并分析波形，读取 CMAP 峰 - 峰

指数（BMI）为（24.26±4.27）kg/m2 ；APACHE Ⅱ评分

值波幅，低于正常值的 2 个标准差（3 mV）即判定为

（21.08±6.12）分，SOFA 评分 8（7，10）分，GCS 评分

阳性。由电生理学专业医师用可移动肌电诱发电位

11（4，15）分 ；基础疾病以心血管系统疾病为主，占

仪操作（型号为 VIKINGQUEST，美国尼高力公司）。

90.0%（54/60）；机械通气原因以肺炎所占比例最大

1.3.2

完整神经电生理检查 ：胫神经、正中神经、尺

神经的 CMAP，混合感觉神经动作电位（SNAP）及针

〔40.0%（24/60）〕。
ჺ৯क़JDVথऐႁཚഘ࣒ኁ544૩

极肌电图检查，均由电生理学专业医师严格按照神
经电生理学科肌电图检查方法的标准，根据患者具

ߵభՔጚ
؛࣒ኁ26:૩

体情况完成全部或部分检查。
1.3.3

ಇأ

ICU-AW 电生理检查诊断标准 ：① CIP ：神经

传导速度正常至轻度降低、CMAP 幅度降低、混合
SNAP 幅度降低 ；② CIM ：神经传导速度正常至轻度

࣒ኁ223૩

降低、CMAP 幅度降低、肌肉对直接刺激兴奋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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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CMAP 持续时间延长、SNAP 正常 ；③ CIPNM ：
同时存在以上两种表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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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① 人口学资料 ：性别、年龄、身高、

体重等 ；② 基础指标 ：基础疾病、急性生理学与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序贯器官衰竭评
分（SOFA）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机械通气的
主要原因 ；③ 药物使用情况 ：神经肌肉阻滞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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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激素、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镇静镇痛药物、肠
外营养、血管活性药物 ；④ 研究期间合并症 ：呼吸

注 ：ICU 为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衰竭、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急性肾损伤、肝功能衰

图 1 机械通气患者获得性肌无力（ICU-AW）
早期发病率及预后研究的研究对象入选流程

竭、凝血功能障碍 ；⑤ 代谢相关指标 ：血清肌酸激
酶最高值、血糖最高值、血钙及离子钙最低值、血钠

60 例患者中观察组 19 例，
对照组 41 例，
ICU-AW

最低值、血钾最低值 ；⑥ 结局指标 ：ICU 住院时间、

早期发病率为 31.7%。对照组除转出 ICU、死亡、已

总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总住院费用、28 d 存活

共 8 例于 10 d 后复查
脱离机械通气及病例脱失患者，

或死亡、60 d 存活或死亡。

腓神经试验，其中 4 例检查结果阳性，推测 ICU-AW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Kolmogorov-Smirnov

晚期发病率仍在 50% 左右。
表 1 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年龄更大

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P＜0.05）
，说明高龄患者更容易发生 ICU-AW。两

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 ；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位数

组患者性别、BM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四分位数）
〔M（QL，QU）〕表示，采用非参数秩和检

0.05）
。基础疾病方面，观察组以呼吸系统疾病、神

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构成比等相对数表示，采用

经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患者比例更

2

χ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机械
通气早期 ICU-AW 的危险因素，针对单因素分析中
P＜0.1 的协变量进行校正，结果用优势比（OR）及
95% 可信区间（95%CI）表示。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研究期间 ICU 接受机械通气患者共
433 例，最终 60 例纳入分析（图 1）。60 例患者中，男
性 41 例，女性 19 例 ；中位年龄 82（74，86）岁 ；体重

高，对照组以心血管系统疾病、内分泌与代谢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患者比例更高，但两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者 APACHEⅡ、
SOFA 评分稍高于对照组，GCS 评分略低于对照组，
提示 ICU-AW 患者病情更重、意识更差，但两组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对机械通气
原因进行分析，两组患者均以肺炎为主，观察组稍明
显，但两组各项机械通气原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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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指标

机械通气早期是否发生 ICU 获得性肌无力（ICU-AW）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

观察组
（n＝19）

对照组
（n＝41）

人口学资料
女性〔例（%）〕
5（26.3）
14（34.1）
年龄〔岁，M（QL，QU）〕 84（79，89） 81（65，85）
BMI（kg/m2，x±s）
24.31±3.82 24.24±4.52
基础疾病〔例（%）〕
心血管系统疾病
17（89.5）
37（90.2）
呼吸系统疾病
6（31.6）
12（29.3）
内分泌与代谢疾病
6（31.6）
16（39.0）
神经系统疾病
14（73.7）
21（51.2）
泌尿系统疾病
5（26.3）
13（31.7）
恶性肿瘤
5（26.3）
4（9.8）
免疫系统疾病
2（10.5）
1（2.4）

χ 2/ Z /
P值
t值
0.368
2.251
0.093

0.544
0.024
0.967

0.000
0.033
0.310
2.696
0.180
1.645
0.491

1.000
0.856
0.578
0.101
0.672
0.200
0.484

观察组
（n＝19）

指标

病情严重程度
APACHEⅡ（分，x±s） 23.26±6.26
SOFA〔分，M（QL，QU）〕 9（7，11）
GCS〔分，M（QL，QU）〕 9（4，15）
机械通气原因〔例（%）〕
肺炎
10（52.6）
AECOPD
2（10.5）
充血性心力衰竭
1（5.3）
脑血管意外
2（10.5）
外科术后
1（5.3）
腹腔感染
1（5.3）
其他
2（10.5）

对照组
（n＝41）

t/Z/
χ2 值

P值

20.07±5.86
7（6，10）
12（5，15）

1.919
1.285
1.026

0.060
0.199
0.305

14（34.1）
1（2.4）
8（19.5）
8（19.5）
6（14.6）
2（4.9）
2（4.9）

1.849
0.491
1.101
0.246
0.384
0.000
0.067

0.174
0.484
0.294
0.620
0.536
1.000
0.795

注：BMI 为体重指数，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AE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表 2 机械通气早期是否发生 ICU 获得性肌无力（ICU-AW）两组患者药物使用情况、合并症及代谢相关指标比较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n＝19） （n＝41）

药物使用情况〔例（%）〕
神经肌肉阻滞剂
4（ 21.1）
糖皮质激素
16（ 84.2）
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 5（ 26.3）
镇静镇痛药物
18（ 94.7）
肠外营养
8（ 42.1）
血管活性药物
19（100.0）
合并症〔例（%）〕
呼吸衰竭
12（ 63.2）
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 16（ 84.2）
急性肾损伤
10（ 52.6）
肝功能衰竭
4（ 21.1）
凝血功能障碍
4（ 21.1）

2.2

P值

15（ 36.6）
18（ 43.9）
5（ 12.2）
41（100.0）
15（ 36.6）
31（ 75.6）

1.448
8.591
0.986
0.158
0.167
3.944

0.229
0.003
0.321
0.691
0.682
0.047

21（
21（
15（
13（
5（

0.748
5.978
1.375
0.726
0.255

0.387
0.014
0.241
0.394
0.613

51.2）
51.2）
36.6）
31.7）
12.2）

观察组
（n＝19）

指标

对照组
（n＝41）

Z/t值 P值

代谢相关指标
肌酸激酶最高值
273（123，635） 225（101，493） 0.628
〔U/L，M（QL，QU）〕
血糖最高值
18.73±4.98
15.66±5.11
2.180
（mmol/L，x±s）
血钙最低值
1.79±0.19
1.71±0.21
1.426
（mmol/L，x±s）
离子钙最低值
0.95（0.84，1.00）0.92（0.87，0.96） 0.795
〔mmol/L，M（QL，QU）〕
血钠最低值
133（131，136） 133（128，138） 0.135
〔mmol/L，M（QL，QU）〕
血钾最低值
3.00±0.33
3.00±0.36
0.111
（mmol/L，x±s）

两组药物使用情况、合并症及代谢相关指标比

2.4

0.530
0.033
0.159
0.426
0.892
0.912

两组预后指标比较（表 4）：观察组 ICU 住院时

较（表 2）：观察组应用糖皮质激素和血管活性药物

间、机械通气时间、总住院费用、28 d 及 60 d 病死率

患者比例、合并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比例、血糖最

等略高于对照组，提示 ICU-AW 患者预后相对较差，

高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两组其他药
物使用情况、合并症及代谢相关指标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多因素分析（表 3）：将单因素分析中两组间比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故不能说明
机械通气早期发生 ICU-AW 与患者短期预后相关。
表4

较 P＜0.1 的指标纳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年龄为机械通气患者早期发生 ICU-AW 的独立危险
因素（P＜0.05）
。
表 3 机械通气患者早期发生 ICU 获得性肌无力
（ICU-AW）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指标

OR 值

95%CI

P值

年龄
APACHE Ⅱ评分
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
血糖最高值

1.086
1.070
4.154
1.104

1.008 ～ 1.171
0.961 ～ 1.192
0.934 ～ 18.462
0.971 ～ 1.255

0.031
0.215
0.061
0.132

注 ：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OR 为
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组别

机械通气早期是否发生 ICU 获得性肌无力
（ICU-AW）两组患者预后指标比较

例数 ICU 住院时间
总住院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例）〔d，M（QL，QU）〕〔d，M（QL，QU）〕 〔h，M（QL，QU）〕

观察组 19
对照组 41
Z值
P值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χ 2 值
P值

16（12，28）
13（ 8，31）
1.105
0.269

28（17，50） 306.0（143.0，376.0）
29（16，85） 224.0（144.0，365.5）
0.103
0.501
0.918
0.606

例数
总住院费用
（例） （万元，x±s）
19
41

17.04±7.20
15.23±5.64
1.056
0.295

注 ：ICU 为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28 d 病死率
〔%（例）〕

60 d 病死率
〔%（例）〕

57.9（11）
41.5（17）
1.408
0.235

68.4（13）
43.9（18）
3.126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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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生理检查存在高度一致性。

ICU-AW 发病率 ：目前国内外报道的 ICU-AW

3.3

危险因素 ：ICU-AW 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

发病率差异较大，从 23% 到 100% 不等，这主要与

前尚不明确，可能与组织缺血缺氧、能量损耗协同

ICU-AW 的诊断标准不统一、评估时间不一致等因

作用相关。也有研究显示，离子通道、线粒体和肌肉

［2］

素相关。ICU-AW 可于机械通气数小时内发生 ，发

蛋白代谢异常及细胞因子异常释放等均可导致肌肉

病高峰在入 ICU 第 3～5 天，平均发病时间为第 6 天，

萎缩、肌力下降及神经传导受损，从而造成 ICU-AW

。本

的发生发展［12］。在 ICU-AW 危险因素分析中，女

研究选择机械通气第（3±1）天患者进行神经电生理

性、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机械通气时间、高血

学检查，
目的是探究 ICU-AW 早期发病情况，以引起

糖、糖皮质激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

临床医生的高度重视。ICU-AW 的发病率高，长期

相对公认的危险因素［13-15］。也有研究显示，氨基糖

机械通气患者发病率可达 60%～80%［4-5］；合并脓

苷类抗菌药物、血管加压素、低蛋白血症、革兰阴

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等疾病的患者发病率更高，

性菌（G- 菌）菌血症可作为 ICU-AW 的独立危险因

甚至可达 80%～100%［6-7］。本研究中 ICU-AW 早期

素［16-18］。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在各项研究中的结果

发病率为 31.7%，根据 10 d 后腓神经试验复查结果，

不一致，能否作为 ICU-AW 的独立危险因素尚未达

得出晚期发病率约 50%。在本研究中，早期未发病

成共识，如高龄、儿茶酚胺药物、神经肌肉阻滞剂、

人群占 68.3%，根据复查结果推测有 34.2% 的患者

血浆钙离子水平、肠外营养、免疫功能低下等［19-22］。

可能在晚期出现 ICU-AW，进而估算出总体发病率

综合目前研究报道，本研究将基本情况、部分药物

约 65.9%，
与既往文献报道及预期结果大致相符。

使用情况、合并症及代谢相关指标纳入分析，根据

机械通气第 3 天 ICU-AW 的发病率约 20%

3.2

［3］

ICU-AW 诊断标准 ：ICU-AW 目前尚无公认的

单因素分析结果，两组年龄、APACHE Ⅱ评分、合并

诊断标准，相对认可的有临床肌力评估、肌电图神

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血糖最高值比较均 P＜0.1，

经电生理以及神经肌肉活检。临床肌力评估是临床

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得出，年龄可作为机械通气患

上较为常见的 ICU-AW 诊断方法，是通过英国医学

者早期 ICU-AW 的独立危险因素。

［8］

，该量表通过对四

研究委员会（MRC）量表实现的

3.4

预后 ：ICU-AW 带来的肌无力症状可于数周或

肢 12 组肌群的肌力进行评分以评估肌力，能够直观

数月恢复，但很多重症特别是老年患者可达数年，甚

反映肌肉力量，操作简单，但存在潜在的上限效应，

至导致慢性残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23-26］。ICU-AW

仅可用于评估清醒患者，而机械通气患者多处于镇

与机械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延长，

静状态，部分患者意识或肢体活动障碍而无法配合

ICU 及住院病死率增加，住院费用高等预后均密切

检查，且评估过于主观，不易于实践。神经肌肉活检

相关［27-2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ICU 住院时间、

被认为是 ICU-AW 诊断的“金标准”，但该检查为侵

机械通气时间、病死率及住院费用均高于对照组，

入性检查，费用较高，且活检后患者会存在部分神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考虑与本研究样本量小、仅

经肌肉功能缺失，很难获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在

观察短期预后等因素有关。已有研究证实，早期康

［9］

临床中很难实现并存在争议

。目前较一致的观

点认为神经电生理学检查结果相对客观，主要依据
［10］

CMAP 幅度及 SNAP 幅度

，其可靠性及敏感性较

复训练能够改善患者的四肢肌力及日常生活能力，
缩短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为 ICU-AW 患
者带来获益［30］。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临床工作者

高，对 ICU-AW 具有早期诊断价值，便于床旁操作，

对 ICU-AW 的重视，更加关注患者神经肌肉康复情

故作为本研究的诊断方法。研究表明，腓神经试验

况，更多考虑患者生活质量及远期预后。

作为 ICU-AW 诊断方法，与完整神经电生理检查相

3.5

比，有 100% 的敏感度和 85.2% 的特异度，省时且易

队列研究，在病例选择上受疾病种类、基础疾病及

［3，11］

局限性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

，故本研究将其作为 ICU-AW 的筛选试

年龄特点影响，使得结果存在偏倚，并不能代表所有

验。本研究中于机械通气第（3±1）天行腓神经试

ICU 发病情况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干

验，阳性患者均酌情完善完整神经功能检查，19 例

扰，造成部分病例脱失，使得样本量减少及回归效能

腓神经试验阴性患者均经完整神经电生理检查证实

下降。今后研究重点可着重于 ICU-AW 发病机制

异常，故认为腓神经试验对 ICU-AW 的诊断与完整

的探讨，开展多中心、多学科的随机对照研究，并对

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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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干预和远期随访。
4

结

论

ICU-AW 在机械通气患者中较为常见，以神经
电生理学检查作为 ICU-AW 的诊断方法，结果显示，
ICU-AW 早期（第 3 天）发病率较高，为 31.7%。年龄、
APACHE Ⅱ评分、合并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血糖最
高值均为 ICU-AW 早期发病的相关因素，而年龄为
独立危险因素。早期 ICU-AW 与短期预后无明显
相关性，对于远期预后及致死致残率的影响还需进
一步开展大样本多中心及随访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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