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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患者过度镇静与临床预后关系的 
回顾性队列研究

翁云龙
（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安徽  六安  237005）

【摘要】 目的 分析过度镇静对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机械通气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入住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214 例行机械通气成人患者的病例资
料，记录患者入院时的各项生理学参数、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血管活性
药物的使用剂量和时间等。主要临床结局为 ICU 病死率。按照患者入院 48 h 镇静剂使用情况，将 Richmond
躁动 - 镇静评分量表（RASS）评分为 -5～-4 分定义为深度镇静，计算患者深度镇静的发生率 ；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患者不良预后是否与过度镇静相关。结果 共 214 例患者入选，ICU 总体病死率为 36.92%

（79/214）；深度镇静组 114 例，轻度镇静组 100 例。与存活组（135 例）比较，死亡组（79 例）患者年龄更大（岁 ：
60.41±18.68 比 53.30±19.05，t＝-2.653，P＝0.009），APACHE Ⅱ 评 分 更 高（分 ：19.20±2.98 比 17.50±3.15， 
t＝-3.904，P＜0.001），深度镇静患者比例更高〔60.8%（48/79）比 38.5%（52/135），χ2＝9.903，P＝0.002〕，去甲
肾上腺素使用剂量更大（mg ：62.8±12.4 比 34.7±7.5，t＝2.055，P＝0.043）。与轻度镇静组比较，深度镇静组患
者无合并症的比较更高〔22.0%（22/100）比 10.5%（12/114），χ2＝5.248，P＝0.022〕，病死率更高〔48.0%（48/100）
比 27.2%（31/114），χ2＝9.903，P＝0.002〕。多变量 logsi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龄〔优势比（OR）＝1.020，95%
可 信 区 间（95%CI）＝1.004～1.037，P＝0.016〕、高 APACHE Ⅱ 评 分（OR＝1.182，95%CI＝1.070～1.305，P＝
0.001）及深度镇静（OR＝2.882，95%CI＝1.543～5.382，P＝0.001）是 ICU 机械通气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深度镇静会增加 ICU 机械通气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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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over sedation on outcomes of critically ill adult patients unde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V)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Methods The historical data of 214 adult patients with MV 
admitted to ICU in Lu'an City Hospital of Anhui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09 to November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score, the 
dosage and days of vasoactive drugs used, etc were recorded after admission. The main clinical outcome was ICU 
mortality.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sedative usage in 48 hours after patient's admission, the incidence of deep 
sedation was calculated, the definition of deep sedation being -4 to -5 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 (RASS) scores.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patient's unfavorable outcome or mortality was correlated 
to deep sed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214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Overall ICU mortality was 36.92% (79/214).  
114 cases in deep sedation group, 100 cases in mild sed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survival group (135 cases), the 
patients in death group (79 cases) had older age (years: 60.41±18.68 vs. 53.30±19.05, t = -2.653, P = 0.009), 
higher APACHE Ⅱ scores (19.20±2.98 vs. 17.50±3.15, t = -3.904, P < 0.001), the higher rate of patients with deep  
sedation [60.8% (48/79) vs. 38.5% (52/135), χ2 = 9.903, P = 0.002], and the larger dose of norepinephrine used  
(mg: 62.8±12.4 vs. 34.7±7.5, t = 2.055, P = 0.043). Compared with mild sed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deep sedation 
group had high rate of non-complication [22.0% (22/100) vs. 10.5% (12/114), χ2 = 5.248, P = 0.022], and higher 
mortality [48.0% (48/100) vs. 27.2% (31/114), χ2 = 9.903, P = 0.002].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es showed, older 
age [odds ratio (OR) =1.02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1.004 - 1.037, P = 0.016], higher APACHE Ⅱ  
score (OR = 1.182, 95%CI = 1.070 - 1.305, P = 0.001) and deep sedation (OR = 2.882, 95%CI = 1.543 - 5.382, 
P = 0.001)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ICU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under 
MV. Conclusion Deep sedation can increase the mortality of patients under MV in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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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静能增加机械通气患者的舒适度并能有效降
低氧耗，是重症患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镇静可能与呼吸机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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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VAP）、创伤后应激紊乱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等

不良反应有关［5-10］。虽然相关指南推荐对于机械通

气患者给予镇静治疗，但镇静程度及维持镇静的时

间仍不明确，同时目前针对机械通气患者镇静方面

的研究多是开始机械通气后 24～48 h 才给予镇静，

并未充分评价早期镇静的临床效果。基于这一点，

本研究拟通过评估早期镇静对患者机械通气时间及

临床预后的影响，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入住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行机械通气患者的病例资料。

 入选标准 ： ① 年龄＞18 周岁 ； ② 接受有创机

械通气 ； ③ 预计 48 h 内无法撤机。

 排除标准 ： ① 有不可治愈的基础疾病（如恶性

肿瘤转移、不可逆转的颅脑外伤）； ② 有神经肌肉

接头病变者 ； ③ 外科手术后发生吻合口瘘导致严

重感染，且瘘口未给予处理者 ； ④ 资料不全者。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治疗方案得到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干预措施 ： ① 根据是否有感染及相关培养结

果给予抗菌药物治疗 ； ② 根据心功能及容量负荷

情况给予强心或液体复苏 ； ③ 机械通气即刻开始

镇静治疗，选择药物有咪达唑仑或丙泊酚，具体根

据患者肝肾功能决定 ； ④ 镇静程度采用 Richmond

躁动 - 镇静评分量表（RASS），每隔 4 h 评估 1 次， 

-5～-4 分定义为深度镇静 ； ⑤ 待基础疾病控制后

每日早晨评估是否达到自主呼吸试验（SBT）标准，

如果已经达到 SBT 条件则于每日 7 时停用镇静剂，

待患者完全清醒后进行 SBT［11］。如试验成功，则进

行负荷试验［12］；如负荷试验成功则进行漏气试验 ；

如吸入器潮气量大于呼出气潮气量 20% 并且绝对

值大于 110 mL，则定义为漏气良好［13］，给予撤机拔

管 ；如 SBT 未成功，则恢复至前一日的通气模式。

1.3 研究变量 ：收集患者入院时的各项生理学参数

（如性别、年龄、各项生命体征等），计算急性生理学

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记

录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剂量和时间。主要临床结局

为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病死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5.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采用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筛选导致死亡的危险因素。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入选患者基础情况 ：共有 1 352 例患者在本院

ICU 接受机械通气，剔除 1 138 例（资料不全 872 例，

晚期肿瘤 45 例，严重颅脑疾病 112 例，终末期肺脏

疾病及心脏疾病 45 例，入院时心肺复苏大于 30 min 

23 例，入院时伴多器官衰竭且超过 48 h 者 14 例，运

动神经元病 5 例，脊髓损伤 16 例，重症肌无力及格

林巴利综合征 6 例）。最终 214 例患者入选，其中男

性 111 例，女性 103 例；平均年龄（55.92±19.18）岁；

死亡 79 例（病死率 36.92%）。深度镇静组 100 例，

死亡 48 例 ；轻度镇静组 114 例，死亡 31 例。

2.2 不同预后两组患者各参数比较（表 1）：与存活

组比较，死亡组患者年龄较大，APACHE Ⅱ评分较

高，深度镇静的比例较高，去甲肾上腺素（NE）用量

较大（均 P＜0.051）；而两组性别、平均动脉压、心率、

血氧饱和度、合并症以及 NE、多巴胺、多巴酚丁胺使

用例数和 NE 使用时间均无明显差异（均 P＞0.05）。

表 1 不同预后两组机械通气患者各参数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APACHE Ⅱ

评分（分，x±s）
平均动脉压

（mmHg，x±s）
心率

（次 /min，x±s）
血氧饱和度

（x±s）

镇静程度〔%（例）〕

男性 女性 轻度 深度

存活组 135 66 69 53.30±19.05 17.50±3.15 81.59±14.52 104.07±23.24 0.917±0.045 61.5（83） 38.5（52）

死亡组   79 45 34 60.41±18.68 19.20±2.98 79.56±14.58 101.95±23.47 0.920±0.053 39.2（31） 60.8（48）

χ2/t 值（P 值） 1.300（0.254） -2.653（0.009） -3.904（＜0.001） 0.988（0.324） 0.641（0.522） 0.478（0.619） 9.903（0.002）

组别
例数

（例）

合并症〔%（例）〕 使用药物数〔例（%）〕 NE 使用时间

（d，x±s）
NE 使用剂量

（mg，x±s）未合并 高血压 糖尿病 慢性肾功能不全 NE 多巴胺 多巴酚丁胺

存活组 135 18.5（25） 48.1（65） 36.3（49） 17.0（23） 47（34.8） 0（0） 0（0） 3.4±1.6 34.7±  7.5

死亡组   79 11.4（  9） 38.0（30） 30.4（24） 13.9（11） 32（40.5） 0（0） 0（0） 7.7±1.8 62.8±12.4

χ2/t 值（P 值） 1.890（0.169） 2.089（0.148） 0.776（0.378） 0.361（0.548） 0.693（0.405） 1.760（0.082） 2.055（0.043）

注 ：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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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预后及不同镇静深度两组患者机械通气原因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机械通气原因〔例（%）〕

肺部感染 非肺源性脓毒症 COPD/ 重症哮喘 心衰 非颅性外伤 误吸 肺动脉栓塞 其他

存活组 135 22（16.3） 36（26.7） 25（18.5） 9（6.7） 16（11.9） 6（4.4） 5（3.7） 16（11.9）

死亡组   79 21（26.6） 18（22.8） 14（17.7） 5（6.3）   7（  8.9） 4（5.1） 3（3.8）   7（  8.9）

χ2 值（P 值） 3.840（0.050） 0.398（0.528） 0.021（0.884） 0.009（0.923） 0.465（0.495） 0.043（0.836） 0.001（0.972） 0.465（0.495）

组别
例数

（例）

机械通气原因〔例（%）〕

肺部感染 非肺源性脓毒症 COPD/ 重症哮喘 心衰 非颅性外伤 误吸 肺动脉栓塞 其他

轻度镇静组 114 23（20.2） 25（21.9） 20（17.5） 9（7.9） 13（11.4） 6（5.3） 6（5.3） 12（10.5）

深度镇静组 100 20（20.0） 29（29.0） 19（19.0） 5（5.0） 10（10.0） 4（4.0） 2（2.0） 11（11.0）

χ2 值（P 值） 0.001（0.975） 1.411（0.235） 0.076（0.783） 0.730（0.393） 0.109（0.741） 0.191（0.662） 1.576（0.288） 0.012（0.911）

表 3 不同镇静深度两组机械通气患者各参数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APACHE Ⅱ

评分（分，x±s）
平均动脉压

（mmHg，x±s）
心率

（次 /min，x±s）
血氧饱和度

（x±s）

预后〔%（例）〕

男性 女性 存活 死亡

轻度镇静组 114 61 53 56.06±18.87 17.99±3.10 82.22±14.71 102.96±23.19 0.916±0.048 72.8（83） 27.2（31）

深度镇静组 100 50 50 55.76±19.62 18.28±3.29 79.27±14.27 103.66±23.52 0.920±0.047 52.0（52） 48.0（48）

χ2/t 值（P 值） 0.263（0.608） 0.114（0.909） -0.660（0.510） 1.484（0.139） -0.220（0.826） -0.574（0.566） 9.903（0.002）

组别
例数

（例）

合并症〔%（例）〕 使用药物数〔例（%）〕 NE 使用时间

（d，x±s）
NE 使用剂量

（mg，x±s）未合并 高血压 糖尿病 慢性肾功能不全 NE 多巴胺 多巴酚丁胺

轻度镇静组 114 10.5（12） 45.6（52） 39.5（45） 17.5（20） 30（26.3） 0（0） 0（0） 4.4±1.6 42.2±10.8

深度镇静组 100 22.0（22） 43.0（43） 28.0（28） 14.0（14） 49（49.0） 0（0） 0（0） 5.9±2.2 51.9±12.4

χ2/t 值（P 值） 5.248（0.022） 0.147（0.701） 3.120（0.077） 0.501（0.479） 0.296（0.586） 0.564（0.574） 0.592（0.556）

表 4 Logistic 回归分析机械通气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变量 OR 值 95%CI P 值

年龄 1.020 1.004～1.037 0.016

APACHE Ⅱ评分 1.182 1.070～1.305 0.001

镇静程度 2.882 1.543～5.382 0.001

平均动脉压 0.990 0.969～1.011 0.359

心率 0.998 0.985～1.011 0.768

血氧饱和度 1.005 0.943～1.070 0.888

性别 0.685 0.372～1.263 0.226

病因 1.052 0.933～1.186 0.408

合并症 1.099 0.909～1.328 0.329

器官支持 0.882 0.611～1.273 0.501

注 ：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2.3 不同预后及不同镇静程度两组患者机械通

气 原 因 比 较（表 2）：存 活 组 与 死 亡 组、轻 度 镇 静

组与深度镇静组机械通气原因比较均无明显差异 

（均 P＞0.05）。

2.4 不同镇静程度两组患者各参数比较（表 3）：与

轻度镇静组比较，深度镇静组无合并症患者比例高，

病死率高（P＜0.05 和 P＜0.01）；而两组性别、年龄、

APACHE Ⅱ评分、平均动脉压、心率、血氧饱和度及

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均无明显差异（均 P＞0.05）。

2.5 Logistic 回归预测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表 4）：

高龄、高 APACHE Ⅱ评分及深度镇静是预测机械通

气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或 P＜0.01）。

3 讨 论

 对机械通气患者实施镇静镇痛的益处主要有 ：

减少患者氧耗，从而保障重要器官的氧需 ；减少

ICU 环境及各种有创操作对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影

响。随着重症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 2006 年

镇静镇痛指南［14］推出以来，对机械通气患者进行镇

静治疗越来越被广大医生所接受［15-16］。重症医学

医护人员对 ICU 患者镇痛、镇静治疗的认同率已达

到 70%～98%，并正逐渐成为国内多数重症医学工

作者的共识［8］。 然而镇静治疗对血流动力学及呼

吸力学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对这种

副作用的担心，2011 年安友仲教授呼吁“无监测，

勿镇静”［17］。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系统

评估了镇静深度对 ICU 机械通气患者预后的影响。

以患者 RASS 评分≤-4 分定义为深度镇静，≥-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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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轻度镇静，结果发现，深度镇静组患者的病死率显

著高于轻度镇静组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龄、入

院时高 APACHE Ⅱ评分以及深度镇静为预测患者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与国外早期

文献基本类似。一项包含 251 例患者的多中心研究

显示，早期深度镇静会增加患者住院病死率（OR＝

1.11，95%CI＝1.02～1.20，P＝0.01）及 180 d 病死率

（OR＝1.08，95%CI＝1.01～1.16，P＝0.026）［18］。 马

来西亚一项包含 259 例患者的队列研究结果也显

示，早期深度镇静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9］。

 传统上认为深度镇静的不良事件与其对患者血

流动力学影响有关。但本研究分析显示，不同镇静

深度两组患者在血压、心率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结合机械通气对患者呼吸力学的影响，我们考虑

深度镇静导致患者病死率增高的原因可能有 ： 

 ① 深度镇静后患者膈肌功能减弱 ：正常情况

下，因为重力的关系，气体在肺的上部分布较多，而

血液在肺的下部分布较多，这会导致通气 / 血流比

例失调，近而导致右向左的分流及死腔增加 ；而在

自主呼吸条件下，因为膈肌是吸气的主要肌肉，故在

靠近膈肌部位所形成的胸膜腔负压最大，肺扩张程

度最大，通气增多，从而使各区通气 / 血流基本处于

理想水平。而正压通气降低了膈肌的这种代偿功能，

较多气体进入上肺区，血流则因为重力的作用更多

地进入下肺区，故正压通气会加重通气 / 血流比例

失调，深度镇静导致膈肌功能进一步下降［20］。

 ② 膈肌活动减少，以致患者的膈肌在能量代谢

过程中的酶作用底物供大于求，可能在膈肌功能障

碍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在接受

机械通气后的人类膈肌细胞内，线粒体及线粒体内

容物的生物合成均有下调［21］，并伴有呼吸链的细胞

色素 C 氧化酶出现特异的缺陷 ；而针对细胞色素 C

氧化酶缺陷纤维的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标本的研究显

示，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的基因缺失与来自于氧化

应激的损伤程度相一致［22］。横膈脂质的积累和主

要细胞代谢传感器（腺苷酸激活的蛋白激酶和去乙

酰化酶）的反应与能量代谢中酶作用底物的过剩程

度具有一致性，而后者可能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一个

刺激因素［23-24］。膈肌功能失调以及膈肌运动度下

降又会导致靠近膈肌侧肺不张，同时肺小血管内会

形成小血栓，这些因素均会导致肺脏功能的恶化，近

而触发一系列炎症反应［25］。

 ③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Sanders 等［26］用革兰阳

性（G+）球菌成功诱导脓毒症大鼠模型后，将大鼠随

机分为镇静组及非镇静组，结果发现，镇静组大鼠死

亡率与细菌负荷量均显著升高，他们推测其原因可

能为 γ- 氨基丁酸（GABA）受体为信号传导系统，

镇静药物抑制 GABA 受体后，其传导系统受到抑制，

从而导致单核 / 巨噬细胞系统内反应性细胞因子浓

度下降，同时发生细胞内酸中毒，细胞对细菌的清除

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死亡率增高。

 综上，本研究结果表明，早期深度镇静与 ICU

机械通气患者预后不良相关，这一点应该受到广大

重症医学科医生的注意。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 ： ① 入组病例无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急性左心功能不全患者

也较少，这两类患者均具有严重低氧血症的特点，而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对于这两类患者给予较深的

镇静往往能最大程度降低呼吸系统本身的氧耗，从

而改善预后。② 未区分镇静药物种类本身所导致

的不良反应，如苯二氮 类对肝脏功能的影响，丙泊

酚导致的输注综合征等。研究药物本身的特异性会

导致研究结果的偏差。③ 未评估患者谵妄的发生

率。对于机械通气患者而言，谵妄是患者预后不良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谵妄的发生率与镇静药物的选

择及镇静剂量相关，这也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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