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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危重病及呼吸衰竭患者病死率高的常见原因。ARDS 时死腔分

数（VD/VT）增大与肺损伤加重及死亡独立相关。VD/VT 可通过床旁测量动脉血气和呼气末二氧化碳容易获得。

床旁早期重视和应用 VD/VT 这个指标，有助于更好理解 ARDS 的病理生理特征，指导临床治疗，并能更好地评

估病情严重程度及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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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临床表现主要是呼吸窘迫、氧合障碍，易并发多个器

官的功能障碍［1-2］，且病死率较高［3］。除了分流外，ARDS

的肺部病理生理学还包括死腔分数（dead space fraction，

VD/VT）增加、肺容积减少、顺应性下降及大量肺泡塌陷［4］。

ARDS 中死腔增加的机制有多种，包括肺泡毛细血管损伤、

原位微血管血栓形成以及通气 / 血流比值（V/Q）不匹配的

小气道和（或）肺泡上皮损伤。此外，右心室功能的降低可

能会通过增加肺Ⅰ区和Ⅱ区灌注而导致更高的死腔［5］。机

械通气是临床治疗的主要措施。尽管有多种方法可以帮助

我们在 ARDS 患者机械通气时进行相关参数设置，并在临

床积极应用，但是对临床极易获得的 VD/VT 应用较少，并对

ARDS 临床治疗的指导作用理解还不深入。本文结合文献

和临床实践，对 VD/VT 的指标进行详细阐述，希望能够帮助

临床医生深入理解其反映的临床意义，指导临床治疗及对预

后的评价。

1 肺泡死腔

 肺泡死腔是指肺的总通气量中没有参与外呼吸的通气

量部分，进一步理解为仅能从外界吸入空气填充呼吸道而不

能与血液进行气体交换的气道。总的肺泡死腔也称生理死

腔，由 3 个部分组成。① 解剖死腔 ：总通气量的一部分，没

有与肺泡上皮细胞接触的通气量。理想体质量下正常的解

剖死腔约为 1.0 mL/kg ；在正压通气时、呼吸机回路延长时

解剖死腔的绝对值增加，小潮气量（tidal volume，VT）和快频

率通气时解剖死腔量增加，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气胸时解

剖死腔减少。② 肺泡死腔 ：总通气量的一部分，与肺泡上皮

接触，但是由于肺泡毛细血管血流的减少而没有进行气体交

换。在健康个体中，肺泡死腔只占生理死腔的很小部分，生

理状态下，死腔通气以解剖死腔为主，肺泡死腔可以忽略不

计，而在疾病状态下肺泡死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肺栓

塞、血管肿瘤时肺泡死腔增加。③ 死腔效应（V/Q 比值失调）：

即死腔样通气，肺泡灌注存在，但通气量超过灌注量（血供

减少）而形成的病理生理过程（V/Q＞1）。直立位时，死腔效

应可发生在肺尖部，因为该部分的血流减少而通气较好 ；死

腔效应增加的情况为 ：正压通气时呼气末正压（positive end-

expiratory pressure，PEEP）设置过高、VT 过大、肺泡血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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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治疗纠正，但在纠正过程中，分钟通气量变化不大。对

于 ARDS 患者，在肺内分流增加的情况下，PaCO2 升高与

PETCO2 降低一致，可能反映了死腔通气的增加［10］。随着分

钟通气量的增加，PaCO2 升高，一般是由肺内分流引起的低

氧血症，如果低氧血症是反应性的，氧气治疗可以降低心肌

和呼吸做功，并减轻低氧血症，最终分钟通气量和 PaCO2 可

回到正常水平。

4 VD/VT 的临床应用

4.1 评估 ARDS 机械通气患者的自主呼吸能力 ：ARDS 时，

过强的自主呼吸可导致过度的全肺和局部肺应力、高跨

血管压力和肺水肿增加及人机不同步，VT 增大均导致肺

损伤加重，即强烈呼吸驱动造成的自我通气相关性肺损伤

（patient self-inflicted lung injury）。肺损伤的不均一性是 ARDS 

呼吸窘迫产生的基础。早期监测 VD/VT 可判断患者自主呼

吸能力和呼吸驱动（respiratory drive），帮助指导呼吸机的应

用和镇痛镇静药物的使用等［11］。一般情况下，机械通气患

者 VD/VT 通常是增加的，可高达 0.5 ；如果 VD/VT＜0.6，一

般认为肺的病理改变不影响自主通气能力 ；如果 VD/VT 在

0.6～0.8，提示肺的病理改变已经影响机体维持持续的自主

通气 ；如果 VD/VT＞0.8，则要求完全的机械通气支持［12］。

4.2 判断 ARDS 时 CO2 增高的原因 ：临床上肺栓塞及肺泡

血供减少造成的肺泡死腔增加大家都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

发现，而肺泡过度通气造成的肺泡死腔增加并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机械通气时监测血气分析提示 CO2 潴留，医生往

往会增加 VT 或吸气压力以进一步改善通气，呼吸机调整后

复查血气发现 CO2 潴留并没有改善，甚至还会加重。问题

出在哪里？通过 PETCO2 监测发现 PETCO2 较血气 PaCO2 明

显低，如何考虑？此时的 CO2 潴留也许是肺泡过度通气造

成的肺泡死腔过大，下调吸气压力或减小 VT 的治疗策略可

能才是正确的方向。由于 ARDS 时非重力依赖区的肺泡往

往出现过度膨胀，导致可通气肺组织的肺泡通气容积明显增

加，并且部分肺泡过度扩张，肺组织牵拉造成血流减少或中

断产生死腔通气。大量肺泡塌陷、肺毛细血管阻力增加从

而引起肺血流的重新分布，导致非重力依赖区肺组织血流减

少，造成分流引起的死腔样通气，导致肺泡 VD/VT 进一步升 

高［13］。ARDS 病理生理的本质是肺泡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受

损，肺泡Ⅱ型上皮细胞受损，进而引起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高，异常的炎症反应和凝血障碍可以损伤并且激活肺毛细血

管内皮细胞，导致微血管内血小板纤维素性微血栓形成，造

成可通气区的肺泡通气过多而血流减少，从而导致 V/Q 比值

升高，无效通气增多。此时，由于死腔通气的这部分 VT 并

少（休克时心排血量减少、心肺复苏等）、肺泡毛细血管壁微

小血栓形成、肺泡壁破坏［6］。

2 死腔方程计算

 肺泡潮气量（alveolar tidal volume，VA）里的 CO2 量为 VA

与肺泡二氧化碳浓度（fractional concen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in alveolar gas，PACO2）乘积，即 VA×PACO2（对于气体来说，

分压和浓度是一样的）。呼出气体中 CO2 量为 VT 与呼出气

体中 CO2 浓度（PECO2）乘积，即 VT×PECO2。由于呼出气

体（呼 出 VT）中 的 CO2 均 来 源 于 VA，所 以 VA×PACO2＝ 

VT×PECO2，而 VA＝VT － VD，重组方程，得出波尔（Bohr）

方程，VD/VT＝（PACO2 － PETCO2）/PACO2。式中 PETCO2 为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ressure of end-tidal carbon dioxide），

由于气体分压和浓度成比例，肺泡里的 CO2 浓度（分压）等

于动脉血里 CO2 的浓度（分压），方程后来由 Enghoff 等人修 

正，就成了 VD/VT＝（PaCO2 － PETCO2）/PaCO2
［7］，式中 PaCO2

为 动 脉 血 二 氧 化 碳 分 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死腔很难直接测量，直接测量死腔的一种潜在替

代方法是使用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PaCO2）与 PETCO2 的差值，理论上这应该是对

死腔的可靠估计［7-8］。死腔量越大，PaCO2 － PETCO2 的差值

就越大，VD/VT 也越大。正常 VD/VT 值为 0.2～0.4。VD/VT 

的计算：患者在安静状态时，同时采集动脉血和呼出气体的

标本。PaCO2 从动脉血气分析结果中可以获得，而 PETCO2 要

注意呼出气体的标本须足够大，可以反映呼出 PETCO2 的平均

值；存在自主呼吸的患者，须收集 40 L 的呼出气体，为了弥补

VT 变化带来的影响；机械通气的患者，在无自主呼吸做功，

VT 始终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收集 5 L 的标本就足够了。目前

在呼吸机上，通过主流呼气末监测及配套软件，一般可以自

动测得 PETCO2。正常情况下的 PaCO2 与 PETCO2 梯度，CO2 弥

散能力强，极易从肺毛细血管弥散至肺泡中，所以在 V/Q 正

常时，PaCO2、肺泡二氧化碳分压、PETCO2 三者大致相等［9］， 

PETCO2 仅较 PaCO2 略低 2～5 mmHg（1 mmHg≈0.133 kPa）。

3 死腔量及分钟通气量与 PaCO2 之间的相关性

 分钟通气量即肺通气量，是指平静呼吸时每分钟吸入

或呼出的气量，其正常值为 6～9 L/min，是 VT 和呼吸频率的

乘积。正常成人平静状态下呼吸频率为 12～18 次 /min，VT

为 500 mL，则分钟通气量为 6～9 L/min，若大于 10 L/min，表

明通气过度，可能发生呼吸性碱中毒，小于 3 L/min，表明通

气不足，可发生呼吸性酸中毒。分钟通气量和 PaCO2 之间

存在必然的联系，对于大多数成人来说，4～6 L 的分钟通气

量维持 PaCO2 的水平约在 40 mmHg，如果分钟通气量增加，

PaCO2 下降，反之亦然。分钟通气量增加 1 倍，PaCO2 下降

约为 10 mmHg，如果分钟通气量和预期的 PaCO2 之间不一致，

那么证明死腔量增加了。如果分钟通气量是 20 L/min，预期

的 PaCO2 应当是 20 mmHg，如果测得的 PaCO2 是 40 mmHg，

说明通气死腔增加，见表 1。

 分钟通气量大幅增高，伴或不伴 PaCO2 的下降，引起

的低氧血症，可能是由死腔导致的，这种低氧血症可通过氧

表 1 正常分钟通气量与 PaCO2 的关系

分钟通气量

（L/min）

PaCO2

（mmHg）

分钟通气量

（L/min）

PaCO2

（mmHg）

1.25 60 10.00 30
2.50 50 20.00 20
5.00 40

注：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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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气体交换，增加 VT 只是增加了死腔通气，并没有

增加有效气体交换的量，血液中的 CO2 没有经过弥散作用进

行交换从而无法随呼出气体排出，导致 PETCO2 较血气 PaCO2

明显低。

4.3 区别 ARDS 时死腔样或分流样的低氧血症：ARDS 时死

腔样或分流样效应均可导致低氧血症。ARDS 常见的病理生

理主要是肺泡塌陷及肺间质和肺泡水肿，主要表现为通气减

少，VD/VT减小，导致低氧血症。此时，增加氧浓度、分钟通气

量、PEEP，镇静镇痛减轻机体应激及适当降低心排血量能够

纠正 V/Q 比值，纠正低氧血症。ARDS 的另一种病理生理表

现主要为肺微血管损伤，包括血管内皮损伤，毛细血管渗漏，

血液流变学改变，微血栓形成，肺动脉循环中灌注缺陷［14］。 

此时会出现死腔样效应，VD/VT 增大，导致氧合功能障碍，

通过增加氧浓度、加大 VT 等均不能改善低氧血症，唯有改

善微血管血流，增加心排血量，如俯卧位通气、抗凝治疗等

才是最有效的手段。这两种治疗手段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新冠肺炎）治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俯卧位有助于最大限

度地减少死腔通气，更好地改善 V/Q 比值，改善气体交换，从

而减少分流并改善 CO2 清除［15］。与常规 ADRS 俯卧位通气

指征相比，新冠肺炎患者行俯卧位通气的关口已前移至清醒

俯卧位，能够明显改善新冠肺炎患者的氧合，减轻呼吸窘迫

综合征。同理，抗凝治疗在新冠肺炎治疗中也有着重要的作

用［16-17］。还有一种病理生理特征，ARDS 时死腔样效应和

分流样可能都存在，此时 V/Q 比值是正常的，但会出现低氧

血症，临床上应当加以甄别，仔细分析低氧血症原因，给予优

化处理。

4.4 助力机械通气条件的设置 ：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可降低

ARDS 患者的病死率，由于 ARDS 患者的肺容积降低、肺顺

应性下降、肺泡塌陷等病理生理学特征，需要进行肺复张后

选择合适的 PEEP 来维持肺泡开放，若 PEEP 选择过高或过

低可导致肺泡过度膨胀或塌陷，最终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损

伤。最小 VD/VT 法可指导临床医师进行 PEEP 滴定［18-19］，

最小 VD/VT 滴定 PEEP 后机械通气患者氧合较基础状态明

显增加，功能残气量增加，死腔通气量减少，顺应性明显改

善，能避免肺泡过度膨胀，避免平台压过高［20］，且对血流动

力学无影响，从而有可能减轻肺损伤。

4.5 判断 ARDS 患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 ：有研究显示，在

ARDS 病程早期，平均 VD/VT 显著升高 （0.58±0.09），并且

死亡患者 VD/VT 高于存活患者（0.63±0.10 比 0.54±0.09，

P＜0.001）［21］。 因 此 有 学 者 认 为 在 ARDS 患 者 中，VD/VT

升高是死亡的预测因子，并且是少数与病死率独立相关的

肺特异性生理变量之一［7，22］。Lecompte-Osorio 等［7］使用

来自 ALTA、EDEN 和 OMEGA ARDS 网络试验（n＝124）的

公开可用数据库作为衍生队列进行了两个单独的探索性

分析，然后使用芝加哥大学患者（n＝302）作为验证队列，

对 ARDS 患者进行了单独的回顾性分析。ARDS 网络衍生

队列通过单变量分析证明 PaCO2 与 PETCO2 差值、血管加压

药的需求、年龄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与病死率

相关 ；通过多变量分析，只有 PaCO2 与 PETCO2 差值仍然显

著相关（P＝0.047）；在单独的分析中，使用修正的 Enghof 方

程〔（PaCO2 － PETCO2）/PaCO2〕来 代 替 PaCO2 与 PETCO2 差

值，并没有改变结果。芝加哥大学队列在单变量分析中发

现，PaCO2 与 PETCO2 差值、年龄、呼吸机模式、血管加压药

的需求和 APACHE Ⅲ与病死率相关；而通过多变量分析，只

有 PaCO2 与 PETCO2 差值仍与病死率相关（P＝0.031）。在验

证队列中，用修正的 Enghof 方程替代 PaCO2 与 PETCO2 差值

显示出类似的结果。结论表明，PaCO2 与 PETCO2 的差值是

ARDS 患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对于 ARDS 患者，特别是

重度 ARDS 患者，由于肺泡塌陷等原因，患者 VT 较小，患者

的肺被称为“婴儿肺”，在 ARDS 治疗策略里就有小 VT 通气。

因此这一部分患者 VD/VT 是增加的，而 VD/VT 越大意味着

有效通气越少，因此可能影响患者病死率。

 但是有学者也提出不一样的观点，Morales-Quinteros

等［10］共纳入 927 例新冠肺炎相关 ARDS 患者，在基线检查

时和机械通气后数日内对无效通气量进行估计，如 VD/VT

（Harris-Benedict 法和 direct 法）和通气比例，非幸存者明显高

于幸存者（P＜0.001）。非幸存者的呼气 PaCO2 比例明显低

于幸存者（P＜0.001）。随着 ARDS 严重程度的增加，病死率

随着 Harris-Benedict 法 VD/VT 的连续三分位数及直接估计

值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通气比例的增加而升高。PETCO2 

与 PaCO2 比值的三分位水平下降也有同样的趋势。在对包

括慢性病、通气及氧合指数在内的基本风险模型进行调整

后，在通气开始时或随后数日测量的 VD/VT 均与 28 d 病死

率无显著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 VD/VT 增加可能是疾病

严重程度的标志，而不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10］，在没有床

旁 CO2 监测的情况下，VD/VT 可以作为评估新冠肺炎相关

ARDS 的严重程度以及其他变量（如氧合异常和呼吸力学）

的重要工具。新冠肺炎相关 ARDS 有其特殊性，因此可能造

成结果差异，值得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及研究。

5 总 结

 在重症患者，特别是 ARDS 患者的机械通气治疗中，我

们应该关注 VD/VT，并给予足够重视。VD/VT 能够帮临床

医生更好地判断 ARDS 患者高碳酸血症及低氧血症的原因，

指导机械通气参数设置及调整，并且可能与 ARDS 患者的病

死率相关。通过对 VD/VT 的计算，研究 PaCO2 与 PETCO2 之

间的关系，指导临床评估机械通气患者的自主呼吸能力，为

镇静镇痛药物的使用和脱机时机提供依据，并能评估 ARDS

患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而且该指标系无创方法容易获得，

期望同道们在临床广泛应用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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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关于统计学方法的写作要求

 尽可能详细描述，补充有关统计研究设计、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等要求。

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t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等）和统计量的具体值 

（如 t＝3.45），并尽可能给出具体的 P 值（如 P＝0.023）；当涉及总体参数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还应给出 95% 可

信区间。对于服从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应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或四分位数）〔M（QR）或 M（QL，QU）〕方式表达，不应采

用均数 ± 标准差（x±s）方式表达。对于定量或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

适的统计分析方法，前者不应盲目套用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者不应盲目套用 χ2 检验。要避免用直线回归方程描述

有明显曲线变化趋势的资料。不宜用相关分析说明两种检测方法之间吻合程度的高低。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

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

使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20 ；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的不同。统计学符号按 GB/T 3358.1-2009《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 1 部分 ：一般统计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的有关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关于法定计量单位的写作要求

 执行 GB 3100-1993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及 GB/T 3101/3102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 （所有部分）量和单位》

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 3 版（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1 年出

版）。量的名称应根据 GB/T 3102.8-1993 《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规定使用，如分子量应为相对分子质量。计量

单位使用正体。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如：ng·kg-1·天 -1 应改为 ng·kg-1·d-1 ；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

多于 1 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ng/kg/min 应采用 ng·kg-1·min-1 的形式 ；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

前例不宜采用 ng/kg·min-1 的形式。量的符号一律采用斜体字，如体积的符号 V 应为斜体。血压及人体压力计量单位使用毫

米汞柱（mmHg），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须注明 mmHg 与 kPa 的换算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