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16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0 年 4 月第 27 卷第 2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April   2020，Vol.27，No.2

·论著·

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呼吸机转运的 
院感防控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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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南省人民医院收治 1 例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需紧急行气管插管患者，在将
患者呼吸机转运至重症医学科负压病房单间隔离过程中，我们严格执行个人防护措施，规范转运呼吸机的使
用，最终安全转运，未发生院内感染。现分享转运过程中院感防控的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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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atient with  suspected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who needed  emergency  tracheal 
intubation was admitted to H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the patient's ventilator 
to  the  single  negative  pressure  isolation  room  in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we  strictly  implemented 
personal protection measures, regulated the use of the ventilator, and ultimately transported it safely without nosocomial 
infection. Now this article will share the experience and methods of hospital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the 
transfer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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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为新发现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所致［1］，经呼

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气溶胶和

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2］，人群普遍易感［2-3］。 

新冠肺炎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疾病已被纳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

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部分重型患者可进展为急性

呼吸衰竭，需进行机械通气，按照规定要求［2-3］，危

重型病例应尽早收入定点医院的重症医学科（ICU）

治疗。如何确保疑似及确诊患者转运工作顺利，控

制转运风险，有效防止交叉感染呢？现就 1 例疑似

新冠肺炎的机械通气患者院内转运经验进行分享，

报告如下。

1 病例介绍 

1.1  流行病学史：患者男性，51 岁，无武汉流行病

学史。

1.2  临床表现：患者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无明显

诱因出现发热、头痛，自行口服感冒药（具体用药不

详）后自觉症状缓解。1 月 27 日出现发作性四肢抽

搐，伴口吐白沫，呼之不应，持续约 20 min 后自行缓

解。遂至湖南省人民医院就诊。无畏寒、咳嗽症状，

体温最高 40.0 ℃ ；查体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 

啰音。

1.3  实验室检查：1 月 27 日急诊查血常规显示，白

细胞计数 7.2×109/L，淋巴细胞计数 0.24×109/L；胸

部 CT 见双肺支气管血管束增多，双下肺见斑片状

密度增高影，边缘模糊，双侧胸膜增厚，提示双下肺

炎症。发热门诊留取鼻咽拭子，甲型 / 乙型流感病

毒、腺病毒抗原检测阴性。

1.4  确定疑似病例经过：该患者按《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3］不符合疑似

病例诊断，以“头痛、抽搐查因”收入神经内科继续

治疗。1 月 29 日，患者出现意识模糊，体温 38.9 ℃，

呼吸频率（RR）32 次 /min，4 L/min 吸氧状态下脉

搏血氧饱和度（SpO2）为 0.92；血气分析示：校正值

pH 7.425，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44.3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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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Hg≈0.133 kPa），动脉血氧分压（PaO2） 71.5 mmHg，

剩余碱（BE）3.5 mmol/L，吸入氧浓度（FiO2） 0.37, 氧

合指数（PaO2/FiO2）193 mmHg, 考虑中度低氧性呼

吸衰竭。复查胸部 CT，对比 1 月 27 日胸片，双肺散

在分布磨玻璃影及结节状突变，右下肺可见大片状

不规则实变影，双侧胸膜增厚。甲型 / 乙型流感病

毒、腺病毒监测均阴性，虽然无武汉接触史，呼吸内

科主任医师会诊后仍高度怀疑新冠肺炎。上报新冠

肺炎疑似病例，进行 2019-nCoV 核酸检测。根据患

者病情，建议紧急气管插管后接转运呼吸机，由神经

内科转至 ICU 负压病房单间隔离治疗。

2 转运经过 

  神经内科病房电话通知呼吸治疗专科，有 1 例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需紧急气管插管后，转运至 ICU

负压病房。

2.1  转运前准备

2.1.1  用物准备：转运呼吸机采用迈瑞 SV300、一

次性加长型呼吸机管路、一次性可持续自动加水功

能的湿化罐、一次性细菌 / 病毒过滤器 2 个（分别安

装在呼吸机的吸入端和呼出端）、一次性密闭式吸痰

管、移动式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连接方式如图 1 所

示。检测转运呼吸机性能处于正常状态，氧气罐内

的氧气充足，压力正常。

2.1.2  个人防护：呼吸治疗师穿工作服、隔离衣，戴

手套、工作帽、医用防护 N95 口罩等（图 2）；穿戴顺

序［4］：手消毒（七部洗手法）—戴帽子—戴医用防

护 N95 口罩—穿隔离衣—戴护目镜—面屏—穿鞋

套—戴手套。

2.1.3  呼吸机参数设置：使用辅助 / 控制（A/C）、容

量控制（VC）模式；患者身高 165 cm，理想体质量

60 kg，根据小潮气量肺保护性通气策略［2-3］，潮气量

设置为 4～8 mL/kg，初始潮气量 6 mL/kg（360 mL），

通气频率 20 次 /min，吸气时间 1.0 s，呼气末正压

（PEEP）为 8 cmH2O（1 cmH2O≈0.098 kPa），FiO2 为

0.60，流量触发为 2 L/min，接一次性封闭式吸痰管，

点击待机按钮使呼吸机处于待机状态。

2.1.4  气管插管：操作人员在三级防护下（图 3），给

患者使用麻醉剂快速诱导，待患者自主呼吸完全消

失后，麻醉师进行气管插管。拔除导丝，立即进行气

囊充气，同时接转运呼吸机，观察呼吸机的参数，听

诊双肺呼吸音清晰，胸廓起伏明显，确定气管导管在

肺内，固定气管导管。

2.1.5  出发前评估：① 患者安全评估：患者戴防护

头罩隔离，给予充分镇静肌松，避免呛咳；妥善固定

气管导管，约束四肢；连接移动式心电监护仪，显示

心率（HR）68 次 /min，SpO2 0.99，血压 108/65 mmHg； 

确认输液管路通畅；随行携带复苏球囊、抢救箱。

② 转运路线评估：走疫情期间专用隔离转运通道，

电话通知 ICU 病房做好准备。③ 个人防护：医务

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2.2  转运途中：所有转运人员按图 4 位置，各司其

职，转运呼吸机随床转运，位于床的头侧。呼吸治疗

师推转运呼吸机位于床头一侧，密切关注气管导管

和呼吸机管路固定情况，同时观察呼吸机的参数。 

1 名护士位于床头另一侧，观察输液情况，引导床的

走向。2 名同行医生分别在床尾两侧，密切关注患

者的意识、HR、SpO2、胸廓起伏。转运过程中保持

高度警惕，步伐相对一致，快速而平稳地转运。严禁

发生意外拔管和呼吸机管路脱落，确保患者生命安

全，缩短转运时间。

图 1 新冠肺炎患者专用转运呼吸机　　图 2　转运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吸治疗师个人防护　2A 为正面图，
2B 为侧面图　　图 3　操作人员呼吸机转运新冠肺炎患者气管插管前升级的个人防护　

3A 为正面图，3B 为侧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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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到达负压病房 

2.3.1  不移床：使用原病房的床，避免搬动患者引

起呛咳以及呼吸机管路脱落。

2.3.2  不更换转运呼吸机：检查患者气管导管位置，

将转运呼吸机接吊塔的中心供氧，接电源插座，打开

湿化器开关，视情况调整呼吸机参数。

2.3.3  接心电监护：撤下移动监护仪，用 75% 医用

乙醇擦拭消毒，接 ICU 心电监护仪。

2.3.4  完成病例交接 

2.4  离开负压病房：脱摘防护物品流程［4］：摘手

套—洗手或手消毒—脱隔离衣—洗手或手消毒—摘

口罩帽子—洗手或手消毒。按照医院对新冠肺炎的

防控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处理。

3 讨 论 

  患者 2 次 2019-nCoV 核酸检测结果（间隔时间

超过 1 d）为阴性，经专家组判定，于 2 月 1 日排除了

疑似病例。但在此过程中，为我们积累了实战经验。

研究显示，于2019年 12月 16日至 2020年 1月 2日 

在武汉市入院的首批 41 例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例

中，接受无创通气或经鼻高流量氧疗 10 例（24%），

有创机械通气 2 例（5%），有创机械通气和体外膜

肺氧合（ECMO）治疗 2 例（5%），合计 34%（14 例） 

患者接受了呼吸支持技术［5］。新冠肺炎传播途径

主要为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传播［2-3］，目前不能排

除 2019-nCoV 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机械通气

会导致新冠肺炎传播的风险加大，特别是机械通气

患者转运途中风险大、不可控因素多 , 医务人员暴

露及患者气道分泌物和气溶胶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

性高。因此，新冠肺炎机械通气患者转运的安全性

及院感防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3.1  如何正确选择个人防护设备（PPE）：个人防护

是临床管理防控措施中重要的环节，世界卫生组织

（WHO）［6］提出的标准预防措施包括手卫生；使用

PPE 避免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包括

呼吸道分泌物）和不完整的皮肤。标准预防措施还

包括防止针刺或锋利的伤害、安全废物管理、设备

的清洁和消毒、清洁环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印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

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的通知［7］，明确了

各类医用防护用品的使用要求。对本例患者进行气

管插管、吸痰操作时，医护人员应佩戴医用 N95 防

护口罩、护目镜和防护面屏以防止喷出的飞沫或气

溶胶污染眼部及面部［8］。在转运过程中，也需要严

格洗手或手消毒：① 穿戴防护用品前；② 脱摘防护

用品前、中、后；③ 转运结束后。戴手套不能代替

洗手［9］。疫情期间，科学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选择

以及优化的消毒隔离方法和流程，可避免医疗资源

的巨大浪费。

3.2  如何避免患者气道内飞沫及气溶胶造成的污

染：第一，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机械通气时，在呼吸机

回路吸气端和呼气端加装细菌 / 病毒过滤器，可有

效滤除细菌及病毒［10-11］。本例患者使用的呼吸机

既可转运也可在 ICU 使用，我们选择在 SV300 呼吸

机吸入端和呼出端加装过滤器，减少患者气道分泌

物及气溶胶的污染。如果转运时间短于 1 h，对湿化

的要求较低，也可以选择只在人工气道与 Y 管之间

安装细菌 / 病毒过滤器。由于病毒的直径一般小于

细菌的直径，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细菌 / 病毒过滤器

对病毒的过滤效能。此次疑似病例的转运，我们选

择的过滤器型号为 038-41-355CH，对细菌 / 病毒的

过滤效能不小于 99.99%，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可防

止 2019-nCoV 引起院内交叉感染。另外，细菌 / 病

毒过滤器的效能受材质、时间、环境湿度的影响。

根据过滤器滤过膜的结构和材料不同分为单纯亲

水型、单纯疏水型和复合型 3 种类型。疏水型及复

合型过滤器的滤菌效能较亲水型过滤器更优［12-16］。 

王靖等［13］认为亲水型过滤器的更换时间以 1 d 更

换 1 次为宜，复合型过滤器的更换时间以 2 d 更换 

1 次为宜；周红等 ［14］ 建议疏水型过滤器每 5～7 d

更换 1 次；龚爱萍等［15］研究显示，复合型过滤器在

使用第 1 天、第 2 天滤菌效果好，但随着使用时间

的延长，滤菌效应逐渐下降或消失，建议每 2 d 更换

1 次；洪跃玲［16］研究发现，呼吸过滤器使用 24 h 后

滤菌率为 100%，使用 48 h 后滤菌率为 92.85%，建

议每 24～48 h 更换 1 次呼气端过滤器。由于受湿

化的影响，过滤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吸附了部分冷

凝水，当过滤膜有液体浸润时滤菌作用消失［17］。因

此，机械通气过程中，应密切关注细菌 / 病毒过滤器

聚集的冷凝水情况，一旦发现呼气阻力增加，或有气

患者

床头 护士

医生医生

呼吸治疗师

转运呼吸机

图 4 新冠肺炎患者转运过程中人员站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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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陷闭，应随时更换过滤器。

 第二，避免转运过程中气管导管意外脱出和呼

吸机管路断开造成患者气道分泌物或气溶胶污染环

境。① 尽量不移床；② 选择既可转运又具备 ICU 功

能的呼吸机进行转运，减少因更换呼吸机所导致的

管路断开；③ 在气管插管前，呼吸机管路连接一次

性封闭式吸痰管，避免开放式吸痰，减少暴露引起的

交叉感染；④ 给予充分镇静肌松，避免患者躁动、呛

咳和咳嗽，增加气道内分泌物和气溶胶喷出的风险，

以及转运过程中呼吸机管路脱落的风险；⑤ 气管导

管妥善固定，气囊压力维持在 25～30 cmH2O ［18］，避

免漏气和气囊压力过高。 

3.3 转运呼吸机终末消毒的处置 ：我们也试想过，

若转运呼吸机需替换下来，该如何对其实施终末消

毒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五版）》指出［2］，2019-nCoV 对紫外线和热敏感，

56 ℃ 30 min、乙醚、75% 医用乙醇、含氯消毒剂、过

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对于

2019-nCOV 感染患者使用后的转运呼吸机，应严格

按照消毒和灭菌规范进行终末处理。转运呼吸机终

末消毒可大致分为四部分，即呼吸机外表面、外部

回路、特殊零部件和内部回路。① 呼吸机外表面 ：

使用 75% 乙醇湿润纱布擦拭消毒。② 外部回路：建

议使用一次性管路，一人一用一丢弃。丢弃的医用

垃圾按照一次性新冠医疗废物进行销毁处置。③ 特

殊可复用零部件（流量传感器、可重复呼吸过滤器、

呼气阀）：一人一用一灭菌，对于特殊不能耐受高温

灭菌的零部件，需根据厂家说明书立即进行灭菌处

理。④ 呼吸机内部 ：是否需要消毒存在争议 , 一种

观点认为 , 呼吸机的内部气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污

染 , 增加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风险，需要消毒［18-20］。

目前呼吸机内部气路系统消毒方法有环氧乙烷气体

灭菌、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灭菌、过氧化氢蒸汽和

臭氧气流消毒模式［20］。但是呼吸机的气路位置特

殊且包含有多种精密电磁元器件，对呼吸机内部气

路系统的消毒既要考虑消毒效果的有效性，又要兼

顾消毒过程对电磁元器件性能稳定性的影响，因此

这些方法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另一种观点认

为呼吸机内部气路不易被污染 , 主机内部拆卸困难 ,

通常情况不需消毒［21-22］,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患者呼吸机使用感控管理专家共识》也提出，呼吸

机气路为单向开放气路，无需对使用的呼吸机进行

内部环路消毒［23］。

 总之，新冠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转运是疫情阻

击战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环节，容易导致暴露风

险。我们在加强院感防控的同时，积极梳理疑似及

确诊新冠肺炎机械通气患者转运的流程及细节，分

享经验以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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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

急性胃肠功能窘迫综合征

 （acute gastrointestinal distress syndrome，AGDS）

抽血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

微血管性溶血性贫血

 （micro-angiopathic hemolytic anemia，MAHA）

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白藜芦醇预处理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HUVEC）

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 gamma，PPAR-γ）

格拉斯哥 - 匹兹堡脑功能分级

 （cerebral performance category，CPC）

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

 （s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

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断积分系统

 （Chinese DIC scoring system，CDSS）

COPD 患者疗效满意度问卷

 （efficacy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of COPD，ESQ-COPD）

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

 （angiotensin receptor neprilysin inhibitor，ARNI）

内皮素 -1（endothelin-1，ET-1）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

磷酸化黏着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

改良 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

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EP）

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

Charlson 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plication index，C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