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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超声在重症加强治疗病房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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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含气的肺脏一直被看作是超声检查的禁区，但是当肺脏受损时，肺泡和间质充气、含水量将发生

改变，这时会产生一些异常的超声影像和超声伪影，从而使肺脏超声检成为可能。正常肺超声征象有肺滑动征、

A线、海岸征等；异常的肺超声有B线或彗尾征、平流层征、肺点、肺搏动、支气管气影、碎片征、四边形征等。

通过观察肺的异常征象可以在诊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肺炎、胸腔积液有无以及胸腔积液的多少、气

胸、鉴别ARDs与心源性肺水肿、监测肺脏疾病的治疗效果等方面有较大的价值，且应用越来越广泛。

【关键词】肺超声检查；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心源性肺水肿

由于超声波不能穿透空气，肺部又是主要的含气器官，

加之胸廓骨性结构的阻挡，所以肺脏一直被看作是超声检查

的禁区。然而肺脏是一个水和气交融的器官，任何肺脏的病

变都伴随着水、气比例的变化，而超声对液体的探测又有很

好的敏感性。因此，受损肺脏的肺泡和间质充气、含水量的

改变将产生一些超声影像和伪影，从而使得肺脏超声检查成

为可能。肺脏超声检查具有简便易行、可重复性强、易于在

床边开展、无放射线污染等优势，而传统的x线和cT检测

不能实时监控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因此床旁肺脏超声对于危

重症患者心肺状态的实时评估显得特别有价值，这也使得肺

脏超声在急危重症患者中的运用将日益增多。最新的观点

认为，常规应用肺超声检查可以减少甚至替代传统放射学检

查。本研究就肺超声的正常征象、异常征象和临床应用进行

综述。

1正常征象

1．1肺滑动征：B型超声下可见脏壁层胸膜随呼吸发生相

对滑动，M型超声肋骨下5 mm可见高回声胸膜线随呼吸往

复运动，肺滑动征消失可见于肺炎、肺不张、气胸、呼吸微弱、

呼吸暂停等。

1．2 A线：A线是超声下与胸膜线平行的多条高回声伪影。

正常情况下胸膜下的肺组织充满气体、气胸时胸膜腔内的空

气阻止了超声波穿透，此时在胸壁软组织和充气肺表面形成

一条强反射线，其深度是皮肤和胸膜线间距离的数倍。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0PD)、气胸、肺栓塞等病理状况下可表

现为A线。

1．3海岸征(沙滩征)：M型超声下胸膜线上的平行线是相

对固定不动的胸壁的超声表现，其下方表现为沙粒状图像，

是正常的肺实质超声图像，这种现象称为海岸征。

2异常征象

2．1 B线或彗尾征：当一个物质和其周围物质之间有比较

显著的声阻抗差异时，会产生彗尾征，又称为B线，彗星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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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可以单条或多条同时出现，局限或弥散于整个前胸壁。单

条或双条彗尾征无临床意义。至少3条B线才有意义。

典型的B线呈7个特征：彗星尾征起自胸膜线；超声

表现为高回声；镭射样；直达屏幕边缘没有衰减现象；A线

消失；彗星尾征随肺滑动而运动。

B线的数量取决于肺通气损失程度，B线之间的平均间

距≤3 mm时提示肺泡性肺水肿。间隔大约7 mm提示间质

性肺水肿。肺局部炎症、间质疤痕及乳腺癌放疗后可在局

部胸壁扫查到B线。侧胸壁扫查到而前胸壁未见B线可能

是肺炎或中度血流动力性肺水肿。后胸壁扫查到B线提示

重力依赖性肺水积累，长期卧床患者后胸壁未扫查到B线

可能提示血容量不足。28％的正常人在第11～12肋间隙

(膈肌上方)可见局限性B线。

2．2平流层征(条码征)：在M型超声实时观察下，平流层

征显示为数条平行的水平线，意味着胸膜线及以下部位无任

何移动。

2．3肺点：肺点是诊断气胸的特殊超声征象，B型和M型

超声都能检测到。B型超声下B线消失，A线伴肺滑动征的

消失；M型超声下平流层征替代海岸征的临界点称为肺点。

超声检查外侧胸壁肺点的位置有助于确定局灶性气胸。

2．4肺搏动：完全性肺不张早期可出现肺搏动的诊断性征

象。心脏活动可引起胸膜线的震动，正常条件下呼吸时两层

胸膜的相对滑动以及肺内气体反射的干扰会妨碍M型超声

观察，但当由于支气管阻塞或肺通气障碍产生完全性肺不张

时，不张的肺和脏、壁层胸膜之间的相对滑动消失。此时，由

于心脏搏动引起的胸膜线震动可以被M型超声记录到，此

时超声检测到胸膜线随心脏搏动的现象称为肺搏动。

2．5支气管气影：支气管气影是二维超声下图像类似肝脏

回声的肺超声影像，表现为不均匀、组织样、其内有点状或线

状高回声的超声影像，分为动态支气管气影和静态支气管气

影。动态支气管气影是呼吸运动时支气管内气体活动时的

充气影。静态支气管气影是肺不张区域内静止的不活动的

支气管内充气影。动态支气管气影是区别肺炎和肺不张重

要的诊断出迢声诊断征象。

2．6碎片征：实变的肺脏和充气肺泡交界的地带出现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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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碎片样的强回声光斑，称为碎片征。

2．7四边形征：B型超声下见胸腔内的四边形无回声区，其

四个边界分别为由探头所在肋间隙的上下肋骨以及脏、壁层

胸膜，无回声区是胸腔内的积液。

3临床应用

3．1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ARDs是一种非静水压

性肺水肿，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常见病和多发病，急

性起病，肺部通气丧失是ARDs早期病理生理改变之一¨J。

ARDS病死率非常高，尤其是重度ARDs患者的临床病死率

约为27％～45％∽J。早期鉴别肺部通气丧失和肺水量的增

加有助于ARDs的早期诊断、及时正确治疗，有助于降低临

床病死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缩短患者的Icu住院时间，减

少费用。Gar鼬ni等"o研究发现肺部超声肺脏形态变化先于

氧合指数改变。李莲花等H1研究发现，肺部超声可以评估

ARDs患者肺部通气面积的变化，进而评估病情严重程度，

可有效预测患者的预后和病死率。

3．2肺炎：与肺炎诊断相关的常见超声征象包括动态及静

态空气支气管征、超声存在胸腔积液、肺内表现为大小和形

状不同的低至无回声区、肺内杂乱的超声表现、实变肺组织

内有彩色血流存在、肺组织表现为类似肝脏样回声等。静态

空气支气管征出现在大多数的肺炎患者中。肺炎肺区域肺

滑行征消失。肺实变特异性超声征象是动态空气支气管征。

危重患者肺部实变分跨肺叶实变和非跨肺叶实变两种类型：

跨肺叶型实变表现为类似肝组织样的声像图，由于炎症病损

部位周围组织水肿，通常实变区被多条B线包绕；非跨肺叶

型表现为实变的肺组织与充气的肺组织边界表现为不规则

碎片形，一部分患者则会出现动态空气支气管征，表现为实

变区内支气管内气体高回声点状图像呈现动态变化，随呼吸

运动气体进出支气管内实变区。国内凌兰等¨1对104例老

年重症肺炎患者行肺超声检查发现，老年重症肺炎患者超声

影像特点为肺实变、胸膜下病变、胸膜改变及肺炎旁积液。

刘敬等¨1研究发现，正常肺组织呈低回声，胸膜线与A线均

呈清晰、光滑、规则的强回声，两者等间距平行排列、由近及

远回声逐渐减弱，无或仅有少数几条B线。新生儿感染性

肺炎最主要的超声表现为边缘不规则的大面积肺实变伴支

气管充气征、A线消失和间质综合征，其次为胸膜线异常、实

时超声下可见肺搏动和动态支气管充气征等，少数患儿可有

胸腔积液。

3．3胸腔积液：胸腔积液是超声在肺部最常见的诊断疾病，

在急危重症患者中，胸腔积液是普遍存在的。与体检和x

线相比，超声诊断胸水的敏感性更高，尤其在鉴别渗出和肺

膨胀不全方面⋯。肺脏超声很容易检测出胸腔积液，图像上

表现为一个均质的无回声暗区，如果其内可见点状强回声，

则提示伴有出血或感染。8 o。另一方面通过超声来评估胸腔

积液，方法是将探头放在腋后线的位置测量肺脏和胸腔前壁

之间的距离，当距离>5 cm时表明胸腔积液超过500 mL，该

位置测得的最大距离乘以20即可估算胸腔积液的容量∽j。

对于包裹性胸腔积液及少量胸腔积液，则可以在超声监测下

抽取积液，大大提高了穿刺的安全性。

3．4气胸：肺脏超声检查很容易诊断气胸，肺点是诊断气胸

的特殊超声征象，较x线更快捷，同时二者之间有很好的相

关陛‘10]。

3．5鉴别ARDs与心源性肺水肿：周树生等¨¨将肺超声检

查A线阳性被定义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0PD)，B线阳性

被定义为心源性肺水肿，可用于有效区分c0PD和心源性肺

水肿等相关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辅助诊断。刘永岭等¨21研

究发现，肺部超声检测彗星尾征与心功能有良好的相关性，

在评估心源性肺水肿及鉴别ARDS方面是一个较好的指标，

临床可列入心功能不全患者的常规筛查。马欢等¨引通过小

规模的临床试验发现，肺脏超声确实能快速判断心源性气

促。

3．6监测治疗效果：肺部超声在评估肺复张时呼气末正压

(PEEP)通气中的应用，肺复张是ARDs患者重要的治疗手

段之一，PEEP通气的目的在于防止呼气末肺泡塌陷，并且

开放闭陷的肺泡，通过改变肺通气／血流比值来改善动脉血

氧饱和度。而且肺通气不良区域的重新开放也可以使肺的

潮气量与PEEP的分布更为均匀，避免了肺泡出现周期性

开放与塌陷，进一步减少肺损伤。超声在评估肺复张疗效

中非常有用。丁欣等¨4 o研究发现，肺超声检查可有效评估

ARDs患者俯卧位时肺重力依赖区的肺通气改变，俯卧位通

气3 h肺超声可以预测ARDs患者俯卧位通气7 d内治疗

是否有效及能否脱机。国内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肺超声监

测血管外肺水(EvLw)B线评分与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

(Picc0)监测获取的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具有良好的

相关性，肺超声B线评分可用于EVLw的监测及评价治疗

效果’1“。张丽娜等’16‘亦提出重症医学医师主导的床旁目

标导向超声心动图检查在ICu中应用的可行性，再次将肺脏

超声检测肺水作为容量反应性的评价手段。caltabeloti等¨71

发现床旁肺部超声评分(Lus)可以评估ARDs肺部通气面

积的变化，可以早期评估脓毒性休克并发ARDs液体复苏时

肺通气丧失的改变，这种改变却发生在氧合指数改变之前。

综上所述，肺超声具有无创伤、无放射性、简便、快速、价

格低廉和可重复检查的优点，尤其是危重患者，可在床旁检

查，对设备要求低，临床医师可通过短时间培训快速掌握这

一技术，是危重症患者床旁检查的首选方法。虽然肺超声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皮下气肿、胸膜钙化、全身性水肿、肥

胖等)，影响了经胸部超声的应用，但是多系统联合超声、床

旁超声监测与临床常规诊治流程的有机结合是今后发展方

向，将大大提高诊断效能，肺超声的临床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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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学术活动预告-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主办，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协办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分会第23届全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术年会将于2016年9月16至18日

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本次会议将邀请多位国内著名的骨伤科专家就骨伤疾病中西医结合特色诊治的最新国内外进展进行

专家论坛、专题讲座和疑难、典型病例讨论。
1征文内容：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骨伤科疾病诊疗与防治。本次会议将涉及关节、创伤、脊柱、足踝、外固定、运动医学、骨

质疏松、骨肿瘤、骨伤科基础研究、康复、护理等专业。涵盖创伤、关节、脊柱、足踝外科等骨伤疾病、软组织与运动医学损伤疾

病、老年退行性骨伤疾病、骨与软组织肿瘤疾病的临床诊疗经验与诊疗技术规范研究，微创骨科／外固定支架技术的临床应用

及相关基础研究，骨伤科相关疾病临床和相关基础研究，骨伤科相关疾病药物治疗的临床及相关基础研究，康复与护理的相关

临床及基础研究，与骨科相关的临床论著、基础研究英文版论文。

2征文要求：未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摘要600～800字，结构为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并标注文章类别：关

节、创伤、脊柱、足踝、外固定、运动医学、骨质疏松、骨肿瘤、骨伤科基础研究、护理、康复。论文请勿涉及保密内容，文责自负。

本次会议只接受电子版。请您将征文稿以word格式发至联系邮箱。邮件主题请注明“会议投稿”。请务必注明工作单位、通

讯地址、邮政编码及通讯作者的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以便及时通知您稿件录用情况。如您参加青年论坛(45周岁以下)，请务

必在来稿中注明出生年月、电话及单位，并明确标注“青年论坛”。投稿截稿日期为2016年8月15日(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如您参加英文论坛(优秀论文推荐刊登至国内骨科唯一scl收录期刊《0nhopaedic surgery》)；请注明“英文论坛”，并务必注

明电话及单位。

3联系方式：大会邮箱：lnzy23@163．com；联系人：康斯文18102456787，王健18102456821。

4英文论坛联系方式：投稿邮箱：orthopaedicsurgery@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中西医结合骨伤科英文论文比赛投稿”；联

系人：万瑜(13323350990)、孙静(13821715917)。

第二届全国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真菌学杂志》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年9月23日至25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元名都大酒店召开。会议将通过研讨各种致病真菌与宿主的相互作用，进一步

揭示各种致病真菌感染的发病机制，以促进我国在真菌感染疾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的发展，为提高我国真菌感染的临床诊治

水平提供理论基础。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就上述内容进行演讲，同时为国内真菌感染疾病相关工作者提供学习和交流

的学术平台。欢迎感染、呼吸、血液、Icu、器官移植、皮肤、妇产科及从事微生物研究的学者踊跃投稿，参会交流。

l投稿要求：①投稿内容：各种致病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的研究，包括真菌感染病例分析、实验研究、诊断与治疗等。②投

稿方式：将中文全文和4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通过电子邮件投稿，Email：medicalmycology@163．com，投稿时注明联系电话，并

注明“2016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会议征文”。③截稿日期：2016年7月31日。

2会议注册及学分：会议注册费为800元；注册费包括学费、资料费和餐费，差旅及住宿费用自理。参会代表可授予国家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类学分10分。

3投稿联系人：马立英；联系电．话：13522393367，Email：medicalmyc010}；)r@163．com。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