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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冷盐水不同注射位置对绵羊经肺热稀释参数的影响

滕洪云  杨万杰  王伟  冯庆国  高海玲  王玉梅  化宁
300450，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讯作者 ：杨万杰，Email ：yangwanjie0709@126.com
DOI：10.3969/j.issn.1008-9691.2018.04.025

【摘要】 目的  观察经不同位置注射冷盐水对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iCCO）经肺热稀释参数的影响。
方法  选择健康杂种绵羊10只，分别经右侧颈外静脉置入Swan-Ganz导管，经左颈外静脉逆行置入中心静脉导
管，并于股动脉置入 PiCCO 热稀释导管。根据冷盐水注射部位的不同分为 Swan-Ganz 导管静脉端注射对照组 

（A 组）、左侧逆行颈外静脉导管注射组（B 组）、Swan-Ganz 导管鞘管注射组（C 组）、Swan-Ganz 导管肺动脉端
注射组（D 组）。在 10 min 内，分别自上述 4 个注射点注射冷盐水，由股动脉置入的 PiCCO 导管获得热稀释
参数、记录各组所测得的平均动脉压（MAP）、心排血量（CO）、全心舒张末期容积（GEDV）、血管外肺水指数 

（EVLWI）等参数；记录经肺热稀释曲线获得的平均传输时间（MTt）、下降时间（DSt）和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① 4 组 MAP、CO 和 EVLW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 GEDV：B 组较 A 组明显升高

（mL：737.96±321.63 比 645.53±234.46，P＜0.05），且为 4 组最高；C 组高于 A 组、低于 B 组，但分别与两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mL：687.33±298.55 比 645.53±234.46、737.96±321.63，均 P＞0.05）；D 组较 A 组 
明显降低（mL：493.33±254.65 比 645.53±234.46，P＜0.05），且为 4 组最低。③ DSt、AUC 和 MTt：4 组 DSt
和 AU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B 组 MTt 较 A 组明显升高（s：46.26±16.64 比 43.91±16.93，
P＜0.05），且为 4 组最高；C 组 MTt 高于 A 组、低于 B 组，但分别与 A、B 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s：45.92±16.87 比 43.91±16.93、46.26±16.64，均 P＞0.05）；D 组 MTt 较 A 组明显降低（s：40.22±15.77 比
43.91±16.93），且为 4 组最低。结论  经不同部位冷盐水注射可能对经肺热稀释参数造成一定的影响，临床上
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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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ial  sites  for  cold  saline  injection  on 
transpulmonary  thermodilution  parameters  of  pulse-indicated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  Methods  Ten 
healthy hybrid sheep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Swan-Ganz catheter was inserted into the right external jugular vein, 
the  center  venous  catheter  was  retrogradely  inserted  into  the  left  external  jugular  vein,  and  PiCCO  thermodilution 
catheter was inserted into femoral artery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injection sites of cold saline, the sheep 
were divided  into  injection  site  of  Swan-Ganz  catheter  at  venous  infusion port  (VIP)  control  group  (group A),  the  left 
retrograde external jugular vein catheter injection group (group B), Swan-Ganz catheter sheath canal injection group (group 
C) and Swan-Ganz catheter pulmonary artery end injection group (group D). In 10 minutes, the cold saline was injected 
at the above 4 injection sites respectively, the thermodilution parameter was obtained from the PiCCO catheter inserted 
into  the  femoral  artery.  Th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cardiac  output  (CO),  global  end  diastolic  volume  (GEDV) 
and 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index  (EVLWI),  etc.  parameters were detected  in  various  group; The mean  transmission 
time  (MTt),  downslope  time  (DSt)  and  area  under  curve  (AUC)  of  the  transpulmonary  thermodilution  curve  were 
recorded.  Results  ①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AP, CO and EVLWI (all P > 0.05) among 
the four groups. ② GEDV: The GEDV in group 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mL: 737.96±321.63 vs. 
645.53±234.46, P < 0.05), and GEDV in group B was the highest in the four groups; GEDV in group 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lower than group B, however,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 and A group 
and C and B group, respectively (mL: 687.33±298.55 vs. 654.53±234.46, 737.96±321.63, both P > 0.05); the GEDV 
in group 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A (mL: 493.33±254.65 vs. 645.53±234.46, P < 0.05), and it was 
the lowest among the 4 groups. ③ DSt, AUC and MT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St and AUC 
among the four groups (all P > 0.05); the MT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B than that in group A (s: 46.26±16.64 
vs. 43.91±16.93, P < 0.05), and was the highest  in four groups;  the MTt in group 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lower than group B, 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 and A group and between C and B 
group (s: 45.92±16.87 vs. 43.91±16.93, 46.26±16.64, both P > 0.05); the MTt in group 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A (s: 40.22±15.77 vs. 43.91±16.93, P < 0.01), and it was the lowest in four groups.  Conclusion  The 
injection  of  cold  saline  via  different  sites  possibly may  impact  transpulmonary  thermodilution  parameter  and  volume 
parameter value for a certain degree, thus clinicall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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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的进步，曾被誉为血

流动力学监测“金标准”的 Swan-Ganz 导管已逐渐

被脉搏指示连续心排量（PiCCO）监测技术所代替。

PiCCO 监测技术整合了经肺热稀释技术和连续脉搏

轮廓分析，能对心排血量（CO）、全心舒张末期容积

指数（GEDVI）及血管外肺水（EVLW）、每搏量变异率

（SVV）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帮助医生对患者的心

功能、容量状态进行评估，从而指导并优化临床的液

体治疗［1-2］。但有时 PiCCO 测量数值也是可能被误

读，而且临床上影响其数值准确性的因素有很多［3］， 

其中冷盐水不同注射位置就是影响 PiCCO 数值准确

性的因素之一，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由于患者原因或

医生操作熟练程度不够而导致注射导管位置发生改

变的情况，从而影响了对测量参数的正确解读。目

前已有研究比较了经颈内静脉与股静脉注射冷盐

水对经肺热稀释参数的影响，结果显示，经股静脉注

入冰盐水方法检测血流动力学，对心排血指数（CI）、

血管外肺水指数（EVLWI）、GEDVI 的估计过高，其

中对 GEDVI 影响最大［4］。但对静脉导管在上腔静

脉不同部位时对经肺热稀释参数的影响尚未见报

道，本研究通过动物实验模拟不同位置注射冷盐水， 

观察其对 PiCCO 所获得的经肺热稀释参数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模型制备：8～10 个月龄健康杂种

绵羊 10 只，体质量（41.5±4.5）kg，术前禁食 12 h， 

自由饮水。将实验动物置于手术台上，用氯胺酮

20 mg/kg 麻醉诱导满意后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

（Evita4，德国德尔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辅助通气，

并给予咪达唑仑 3 mg/h、芬太尼 2 μg·kg-1·h-1 持续

泵入维持麻醉。呼吸机模式为同步间歇指令通气/压

力支持通气（SIMV/PSV）模式，吸入氧浓度（FiO2）

0.50，呼 气 末 正 压（PEEP）5 cmH2O（1 cmH2O＝ 

0.098 kPa），呼气压力（PC）15 cmH2O，吸呼比（I：E）

1：1.5，呼吸频率（RR）20 次 /min；自颈部游离左侧

颈外静脉，于第 8 气管环平齐处逆行（向头侧）置

入中心静脉导管（7F，美国 Arrow 公司）5 cm。游

离右侧颈外静脉，于第 8 气管环平齐处正常方向置

入 Swan-Ganz 导管鞘管 10 cm，自鞘管置入 Swan-

Ganz 导管（美国 Edwards 公司）。游离右侧股动脉，

自腹股沟韧带下方 2 cm 正常方向置入 PiCCO 热稀

释导管（PV2014L16A，德国 Pulsion 医疗系统公司）

16 cm，连接至 PiCCO Plus 容量监护仪（PC 8100）和

压力换能器，调零后持续监测中心血温、心率（HR）、

平均动脉压（MAP）和中心静脉压（CVP），定期压力

调零校准。

  本研究符合动物实验伦理学标准，获得天津市

第五中心医院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分组方法：根据冷盐水注射部位不同将动物

分为 4 组，Swan-Ganz 导管静脉端注射为对照组 

（A 组），左侧逆行颈外静脉导管注射组（B 组），

Swan-Ganz 导管鞘管注射组（C 组），Swan-Ganz 导

管肺动脉端注射组（D 组）。分别从 4 个不同位置注

射 0～4 ℃冷盐水，每次注射 15 mL，于 4 s 内推入，

从股动脉端接收获得热稀释参数值。

1.3  观察指标：记录每只动物每次同一时间段 

（10 min 内）4 个不同注射点所测得的 CO、全心舒张

期末容积（GEDV）和 EVLWI，记录动物体温、HR、

MAP 和 CVP。同时，记录同一时间点用 PiCCO-

VoLEF-Win 软件描记出经肺热稀释曲线，获得的

平均传输时间（MTt）、下降时间（DSt）和曲线下面

积（AUC）。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测量 60 例次、共 

240 个数值。在采集数据时保持血管活性药物、

输液速度和呼吸机参数不变。每只动物每次测量

间隔至少 30 min。整个研究过程中维持绵羊体温

36～37 ℃。

1.4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1.5 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4组动物MAP、CO、GEDV、EVLWI比较（表1）：

4 组 MAP、CO、EVLWI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B 组 GEDV 较 A 组 明 显 升 高（P＜
0.05），且为 4 组最高；C 组高于 A 组、低于 B 组，但

与A、B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D 组较 A 组明显降低（P＜0.05），且为 4 组最低。

2.2  4 组动物 MTt、DSt 和 AUC 比较（表 2）：4 组

DSt 和 AUC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B组MTt较A组明显升高（P＜0.05），且为4组最高；

C 组高于 A 组、低于 B 组，但与 A、B 两组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D 组较 A 组明显降

低（P＜0.05），且为 4 组最低。

【Key words】  Site of injection;  Transpulmonary thermodilution;  Global end diastolic volume;  Extravascular 
lung water

Fund program: Tianjin Binhai New District Medicine and Health technology Project (2012BWKL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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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随着重症医学的发展，血流动力学监测已经成

为危重患者监测的重要内容，并贯穿危重疾病治疗

的始终。与传统监测方法相比，PiCCO 监测技术整

合了脉搏轮廓和经肺热稀释技术，克服了单纯依靠

医生经验和 HR、血压等评估容量的不足，减少了传

统监测方法对肺血管的损伤，真正实现了微创，目前

在临床已得到广泛的应用［5］。PiCCO 监测技术能同

时监测血管张力、前负荷和心功能，为临床提供完

整的血流动力学状态［6］。在早期诊断、鉴别肺水肿

类型、指导补液和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及评估病情、

预测预后方面有着较好的作用［7］。然而，由于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机械通气潮气量、PEEP、

体外膜肺氧合、冷盐水注射部位及接收部位变化等

的影响［8-9］，严重影响了医生对病情的判断和治疗

指导。其中，冷盐水注射部位是影响经肺热稀释参

数准确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临床上，由于患者原

因及医生穿刺技术的不同，中心静脉导管顶端的位

置有时会发生异位，此时冷盐水的出口与标准的位

置有了较大的差距，可能会影响经肺热稀释数值的

准确性。本研究即是通过动物实验的方法，模拟临

床上中心静脉导管位置过浅、过深及逆行放置后对

经肺热稀释参数的影响。

  目前临床上关于对影响 PiCCO 获得参数准确

性的研究大多可以通过经肺热稀释的原理解释［3］。

经肺热稀释原理是从中心静脉注入一定量及温度

的冷盐水后（同时温度探头测得冷盐水温度及注射

时间），冷盐水经上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循

环—左心房、左心室—主动脉—股动脉到达 PiCCO

动脉压力温度探头，导管尖端的热敏电阻测得温度

的变化及出现时间，从而描记出一条经肺热稀释曲

线。之后再通过经肺热稀释曲线获得 AUC、MTt 和

DSt，由此衍生出其他经肺热稀释参数。

  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 CO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iCCO 采用热稀释法可测得单次的 CO，并通

过动脉压力波型曲线分析技术测得连续 CO。在中

心静脉注射冷盐水后，通过 PiCCO 动脉导管尖端的

热敏电阻测量温度的变化，分析热稀释曲线后，根据

Stewart-Hamilton 方程［10］计算 CO＝〔（Tb－Ti）Vi K〕/ 

∫ΔTb dt（Tb 为注射冷溶液前血温，Ti 为溶液温度，

Vi 为溶液容积，ΔTb dt 为热稀释曲线下面积，K 为

校正常数），从公式可以看出，CO 主要由血液温度、

注射液温度、注射液容积和AUC决定。本研究显示，

4 组 AU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一时间段内其

他注射条件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故 CO 不会

受到较大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 EVLW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EVLW 是反映心肺功能的一个双重指标，

能更直观、更准确地反映肺水肿的严重程度［11-12］。 

EVLW 的测定最早来源于温度 - 染料双指示剂法，

通过计算胸腔内热稀释容积（ITTV）与胸腔内血容

积（ITBV）差得出 EVLW［13］，后经多位学者的研究，

仅通过热稀释法即可获得［14-15］。PiCCO 结合了经

肺热稀释和动脉脉搏轮廓分析两种技术原理，计算

肺水指标［16］。可根据下面公式 EVLW＝ITTV －

ITBV 换算后得出，EVLW＝肺热稀释容积（PTV）－

肺循环血容积（PBV）。本研究显示，4 组中 AUC 和

DSt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PTV＝DSt×CO，DSt

和 CO 无明显变化，故 PTV 也无明显变化，而同一时

间段内 PBV 没有改变，故 4 组 EVLW 也不会出现显

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经颈外静脉逆

行注射组 GEDV 明显升高，肺动脉端注射组明显降

低，而经鞘管注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根据 Newman 模型［17］，容量＝时间 × 流速，这

里的流速即是 CO。流过右侧心房心室、肺部以及

左侧心房心室的时间可以和 MTt 对应，也即是 MTt

由注射点到接收点的总容积决定。因肺部有丰富的

毛细血管，故在肺部热稀释加速，即 DSt 主要由其中

最大的腔室（肺）决定。因此，ITTV 等于两侧心房、

表 1 4 组动物 MAP、CO、GEDV、EVLWI 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 MAP（mmHg） CO（L/min）

A 组 10 53.16±6.72 3.75±1.34
B 组 10 55.43±5.23 4.03±0.99
C 组 10 57.90±4.62 3.72±1.06
D 组 10 56.47±5.14 3.98±1.15

组别 动物数（只） GEDV（mL） EVLWI（mL/kg）

A 组 10 645.53±234.46   9.36±3.43
B 组 10 737.96±321.63 a 10.14±4.55
C 组 10 687.33±298.55   9.62±4.62
D 组 10 493.33±254.65 abc   9.31±4.35

注：与 A 组比较，aP＜0.05；与 B 组比较，bP＜0.01；与 C 组比较，
cP＜0.05；1 mmHg＝0.133 kPa

表 2 4 组动物 MTt、DSt、AUC 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 MTt（s） DSt（s） AUC（cm2）

A 组 10 43.91±16.93 22.76±12.96 6.56±2.32
B 组 10 46.26±16.64 a 24.17±12.32 6.58±2.33
C 组 10 45.92±16.87 23.33±12.34 6.49±3.12
D 组 10 40.22±15.77 abc 23.41±12.54 6.24±2.68

注：与 A 组比较，aP＜0.05；与 B 组比较，bP＜0.01；与 C 组比较，
c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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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室容积与 PTV 之和，根据公式 ITTV＝MTt×CO；

PTV＝DSt×CO；ITTV － PTV＝GEDV。 换 算 后，

GEDV＝（MTt － DSt）×CO。本研究结果显示，4 组

AUC 和 DS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 GEDV 的差异主

要由 MTt 决定。经鞘管注射组与对照组距离相差

较少，MTt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颈外静脉逆行注

射组与对照组间距离较远，MTt 表现出统计学差异；

而对照组和肺动脉端注射组的距离相差 30 cm，MTt

亦表现出统计学差异。

  本研究显示，虽然大部分热稀释发生在肺部，由

于受 MTt 的影响，冷盐水不同注射部位对经肺热稀

释参数中容积参数的准确性仍存在一定影响，对 CO

和 EVLW 影响较小。在临床上，应努力将注射冷盐

水的导管顶端放到标准位置，如果存在导管顶端异

位，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对相应的经肺热稀

释参数数值进行校正，并根据经肺热稀释原理进行 

恰当推断，准确解读。只有这样，医生依靠经肺热稀

释参数才能更好地判断血流动力学状态，从而正确

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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