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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肺部超声指导危重症患者肺部病变诊疗的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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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应用肺部超声评分（LUS）指导危重症患者肺部病变诊疗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 ICU 住院时间＞2 d 的 212 例危重症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6 例。观察组以 LUS 评分检查为主指导肺部病变诊
疗；对照组常规应用床旁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指导肺部病变诊疗。观察两组患者的影像学检查应用情况、肺部
物理及药物治疗情况，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患者 28 d 累积生存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
组患者床旁胸部 X 线检查次数明显减少 〔2（1，3）次比 3（2，7）次，P＜0.001〕，肺复张及胸腔积液引流更积极
主动 〔分别为 6（2，10）次比 5（2，8）次，17.92%（19/106）比 7.55%（8/106），均 P＜0.05〕，根据影像学检查改变
治疗策略的次数也增加〔3（2，5）次比2（1，3）次，P＜0.001〕。106例行肺部超声检查的患者中，28 d内存活95例、
死亡 11 例。随入组时间延长，死亡患者 LUS 评分呈逐渐升高趋势，存活患者 LUS 评分较稳定。观察组患者 
28 d 累积生存率略高于对照组〔89.62%（95/106）比 82.08%（87/10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与床旁胸
部 X 线相比，LUS 评分对于评估长期住 ICU 的危重患者有明显优势，可以指导 ICU 医师及时调整针对肺部病
变的诊疗措施，对改善患者预后有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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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lung ultrasound score (LUS) guid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ung lesion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212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in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of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7 to October 2019 and staying in ICU for more than  
2  day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106  cases  in  each  grou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lesion were mainly guided by LUS score evaluation obtained by the examination of 
pulmonary ultrasound,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outinely examined by bedside chest X-ray or chest CT 
to guid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ung lesion. The application of imaging examination, lung physical situation and 
drug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was drawn and the patients' 28-day  
cumulative survival situa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bedside chest 
X-ray examin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imes: 2 (1, 3) vs. 3 (2, 7), P < 0.001], lung re-expansion and pleural effusion 
drainage were more active [times: 6 (2, 10) vs. 5 (2, 8), 17.92% (19/106) vs. 7.55% (8/106), respectively, both P < 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treatment  strategy  changes  based  on  imaging  examination  was  also  increased 
[times: 3 (2, 5) vs. 2 (1, 3), P < 0.00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the 10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ulmonary ultrasound 
examination, 95 survived and 11 died within 28 days. From the enrollment date into the group, with the extension of time, 
the LUS score of patients with death outcome increased gradually, while that of the survival patients was stable. The 28-day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9.62% (95/106) vs. 
82.08% (87/106)],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bedside chest X-ray, 
the pulmonary ultrasound LUS score has obvious superior advantages in evaluating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staying in ICU 
for a long time. The score can guide ICU doctors to adjust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asures for pulmonary lesions in 
time, and has a certain guiding role in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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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危重患者，各类肺

部疾病最为常见，但可用于诊断肺部疾病的床旁影

像学技术仍仅限于胸部 X 线，对准确判断肺部疾病

非常困难。而肺部超声评分（LUS）系统通过对双肺

共 12 个区域进行超声扫查，根据影像学特征对每个

扫查区域进行评分和病变判断，最终计算总评分，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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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准确地反映整体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又能反

映各扫查区域的病变特点，存在独特优势［1-3］。但

LUS 评分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能否优于或不劣

于床旁胸部 X 线检查尚需探讨。故本研究针对 ICU

中存在低氧血症需反复进行肺部影像学检查的危重

患者，随机应用 LUS 评分或床旁胸部 X 线检查指导

其肺部疾病的治疗，并观察患者预后，旨在探讨 LUS

评分系统指导危重症患者肺部病变诊疗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的选择及分组：采用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

照研究，选择 2017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 ICU 收治的 212 例危重症患者，根据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106 例。

1.1.1  纳入标准：① 年龄 18～85 岁；② 入住 ICU＞ 

48 h，存在低氧血症；③ 存在原发或继发的肺部疾

病；④ 签署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① 高位颈髓疾病引起截瘫；② 妊

娠期妇女；③ 严重粒细胞缺乏及严重获得性免疫缺

陷；④ 胸壁有重大创伤或接受大手术等无法进行超

声扫查 ; ⑤ 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17PHB064-01）， 

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  检查方法：观察组隔日行肺部超声检查（超

声机为 PHILIPS，CX50；探头使用腹部探头 C5-1），

ICU住院期间平均每周行床旁胸部X线检查≤1次；

对照组因病情需要每周行床旁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检查。如果不能达到要求则作为研究脱落病例。

1.3  LUS 评分系统：肺部超声检查时通过划分双

肺为 12 个区域扫查并评分，最终反映肺部疾病的

严重程度，即 LUS 评分，评分标准见表 1。LUS 评分

客观性较强，操作也相对简单。以双侧胸骨旁线、

表 1 肺部超声评分（LUS）系统评分标准

可能
病变

评分 超声表现 注解 超声图像
可能
病变

评分 超声表现 注解 超声图像

正常
肺部

0 分 胸膜线滑
动及等
距离的 A
线，偶可
见不超过
3 条 B 线

局限
的支
气管
肺炎

1 分，
描述
为 P

起自胸膜
线下实变
的 B 线 

（不超过
1/2 肋间）

P 代表起
自胸膜线
下实变的
B 线

心源
性肺
间质
水肿

1分，
描述
为 R

起自胸膜
线的近似
等间距 B
线

R 代表起
自胸膜线
的等距离
B 线

2 分，
描述
为 P

起自胸膜
线下实变
的 B 线

（超过 1/2
肋间）

肺间
质炎
症

1分，
描述
为 IR

起自胸膜
线的不等
间距 B 线

IR 代表起
自胸膜线
的不等距
离 B 线

弥漫
的肺
泡和
间质
水肿

2 分，
描述
为 D

起自胸膜
线的充满
整个肋间
隙的融合
B 线

D 代表起
自胸膜线
的充满整
个肋间隙
的融合 B
线

肺实
变

3 分 内含点状
强回声的
肺实质

注：空白代表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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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前线、腋后线及各线中点连线分区逐一扫查评分 

（图 1），双肺共 12 个扫查区域，每个区域以病变最严

重分值计算。总分为12个区域相加所得，最低0分、

最高 36 分。

表 2 不同肺部检查方式两组 ICU 危重症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体质量
（kg，x±s）

APACHE Ⅱ评分
（分，x±s）男性 女性

观察组 106 56 50 58.5±17.3 66.9±13.8 21.5±6.7
对照组 106 57 49 61.6±16.3 62.9±14.6 21.6±6.0

注：观察组以 LUS 评分检查为主指导肺部病变诊疗，对照组常规
应用床旁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指导肺部病变诊疗；ICU 为重症监护
病房，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LUS 为肺
部超声评分

表 3 不同肺部检查方式两组 ICU 危重症患者 
影像学检查次数、改善肺功能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胸部 X 线检查次数
〔次，M（QL，QU）〕

胸部 CT 检查次数
〔次，M（QL，QU）〕

肺复张次数
〔次，M（QL，QU）〕

观察组 106 2（1，3） 0（0，1） 6（2，10）
对照组 106 3（2，7） 0（0，1） 5（2，   8）

Z 值     5.350 0.200 3.120
P 值 ＜0.001 0.843 0.002

组别
例数
（例）

使用平喘化痰
药物患者数
〔例（%）〕

胸腔积液引流
患者数

〔例（%）〕

改变肺部治疗
策略次数

〔次，M（QL，QU）〕

观察组 106 13（12.26） 19（17.92） 3（2，5）
对照组 106 16（15.09）   8（  7.55） 2（1，3）

Z /χ2 值 0.360 5.100    3.890
P 值 0.549 0.023 ＜0.001

注：观察组以 LUS 评分检查为主指导肺部病变诊疗，对照组常规
应用床旁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指导肺部病变诊疗；ICU 为重症监护
病房，LUS 为肺部超声评分

注：PSL 为胸骨旁线，AAL 为腋前线，PAL 为腋后线，PVL 为 
脊柱旁线；1A 为患者仰卧位时扫查区域划分方法， 

1B 为患者侧卧时背侧扫查区域划分方法

图 1 肺部超声检查分区

1.4  观察指标：① 基线资料：患者性别、年龄、身

高、体质量、生命体征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

况评分Ⅱ（APACHE Ⅱ）；② 影像学检查：患者超声

检查评分及描述、放射学检查次数及结果；③ 治疗

相关指标：行机械通气患者肺复张次数、胸腔积液

引流情况以及抗感染、升压、镇静等相关药物使用

情况；④ 主要预后指标：患者 28 d 病死率。

1.5  观察终点设置：患者转出 ICU 或死亡。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

〔M（QL，QU）〕表示。若两组患者均服从总体正态分

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反之，则采用非参数检验

中的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Wilconxon 两样本法）

进行测算。分类变量的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

用χ2 检验。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患者

28 d 累积生存情况。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表 2）：共纳入 212 例危重症患

者，其中男性 113 例，女性 99 例；年龄 21～85 岁；

APACHE Ⅱ评分 21 分，病情危重程度很高。以普

外科、泌尿外科、妇科、心胸外科、神经外科等手术

围手术期发生的心、肺、肾等多器官功能障碍患者

为主，其次为严重多发伤、内科心肺疾病、血液疾病

等。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及 APACHE Ⅱ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影像学检查（表 3）：观察组患者行床旁胸部 X

线检查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P＜0.001）。观察组与

对照组行胸部 CT 检查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3  改善肺功能治疗（表 3）：观察组患者行肺复

张治疗次数明显多于对照组（P＜0.05），使用普米

克令舒、多索茶碱、异丙托溴铵等平喘化痰药物的

患者数略多于对照组，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5）。观察组患者行胸腔穿刺置管引流

积液患者数以及根据影像学表现改变肺部治疗策

略（包括肺复张、胸腔积液引流、俯卧位及抗感染、

化痰平喘等药物治疗）的次数均明显多于对照组 

（均 P＜0.05）。

2.4  行肺部超声检查患者 LUS 评分变化（表 4）：

共 106 例患者行肺部超声检查（即观察组），人均接

受 LUS 评分检查 5.8 次，其中 28 d 内存活 95 例、死

亡 11 例。随入组时间延长，死亡患者 LUS 评分呈

逐渐升高趋势，存活患者 LUS 评分较稳定。入组首

日死亡患者 LUS 评分较存活患者稍高，但两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患者入组 2、4、6、

8、10、12、14、16、20 d LUS 评分均明显高于存活患

者（均 P＜0.05），其余时间点死亡患者 LUS 评分仍

高于存活患者，但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可能与后期行肺部超声检查患者数较

少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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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观察组以 LUS 评分检查为主指导肺部病变诊疗， 
对照组常规应用床旁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指导肺部病变 

诊疗；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LUS 为肺部超声评分

图 2 不同肺部检查方式两组 ICU 危重症患者 
28 d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表 4 不同 28 d 预后两组行肺部超声检查患者各时间点 LUS 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不同时间点 LUS 评分（分）

入组 0 d 入组 2 d 入组 4 d 入组 6 d 入组 8 d 入组 10 d 入组 12 d 入组 14 d

存活组 95 17.54±3.39 16.48±3.59 16.45±3.19 16.32±3.38 17.06±3.22 17.04±3.34 17.00±3.48 18.80±3.38
死亡组 11 18.50±3.97 18.78±3.35 20.05±4.79 20.67±3.24 20.12±4.01 19.62±2.32 20.25±3.10 22.43±1.71

t 值 1.050 2.487 3.848 3.635 2.373 2.128 2.417 2.811
P 值 0.294 0.014 ＜0.001 0.001 0.024 0.041 0.023 0.010

组别
例数
（例）

不同时间点 LUS 评分（分）

入组 16 d 入组 18 d 入组 20 d 入组 22 d 入组 24 d 入组 26 d 入组 28 d

存活组 95 17.69±4.47 19.40±2.75 17.78±3.15 17.00±3.55 17.80±4.02 18.20±5.01 18.00±5.21
死亡组 11 21.57±2.76 21.16±3.97 22.16±2.78 22.80±3.96 22.20±6.22 23.80±3.70 24.00±4.60

t 值 2.255 1.307 2.760 2.030 1.685 2.029 1.760
P 值 0.036 0.211 0.016 0.067 0.123 0.073 0.109

注：观察组以 LUS 评分检查为主指导肺部病变诊疗，对照组常规应用床旁胸部 X 线或胸部 CT 指导肺部病变诊疗；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LUS 为肺部超声评分

2.5  患者 28 d 生存情况（图 2）：观察组 28 d 累积

生存率略高于对照组〔89.62%（95/106）比 82.08%

（87/10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7）。

3 讨 论 

  ICU 危重患者往往存在多器官功能障碍，而肺

部病变最为常见［4］，其中既包括原发肺部疾病，也

包括因其他器官疾病并发的肺部疾病，如感染性休

克、严重创伤等原因导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5-6］、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心源性肺

水肿、严重感染、气胸等［7］。而无论是原发还是继

发的肺部疾病都可能导致患者需要各种呼吸支持手

段，难以转出 ICU［8］，最终继发其他严重疾病，形成

恶性循环而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同时还增加医院医

疗资源挤兑和患者经济负担［9］。

  可用于肺部疾病的影像学诊断技术并不多，尤

其是针对危重患者的肺部影像学检查就更少，往往

只有床旁胸部 X 线和胸部 CT 检查［10］。由于 ICU

患者病情危重，外出行 CT 检查的风险极大，从而不

能及时了解肺部病变的进展。所以，目前国内 ICU

常用的肺部疾病影像学检查仍主要为床旁胸部X线 

检查，而床旁胸部 X 线检查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

包括：① 仰卧位投照，投照时机很难把握，可能掩盖

病变部位；② 肺部病变重叠，很难反映局部病变情

况；③ 危重患者病情变化较快，很难做到及时检查；

④ 反复检查增加科室辐射剂量，影响患者及医务人

员身体健康［11］。

  近 10 年来，超声检查技术在 ICU 中的应用得

到迅速发展，从开始的 B 超引导下深静脉及体腔积

液的穿刺引流，到后来的腹部、心脏超声诊断以及

肺部超声检查的应用［12］。而肺部超声检查在近些

年逐渐成熟并成为 ICU 患者肺部病变的重要诊疗

手段之一［13-14］。肺部超声检查是通过肺部超声扫

查时的影像与胸部 CT 及肺部病理诊断对比，逐渐

形成超声下肺部影像的诊断依据［9，15］。截至目前，

很多文献已经报道，超声检查对许多肺部病变的诊

断有很好的效果［16-18］。而肺部超声检查模式多样，

如急诊患者比较适用快速扫查有无血气胸［2］。由

于 ICU 大部分患者已经经过初始抢救阶段进入高

级生命支持的治疗阶段，肺部病变需要进行详细评

估以指导治疗［19-21］。因此，根据患者肺部疾病的特

点和严重程度，总结出 LUS 评分系统，既能够更准

确地反映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又能反映各个扫查

区域的病变特点［22］。与胸部 X 线等放射性检查相

比，肺部超声优势非常明显，包括：① 多部位扫查，

类似 CT 检查，可准确反映病变部位；② 1 d 内可反

复检查，反映患者病情进展；③ 患者病情发生变化

时可立即检查，即时指导诊疗；④ 检查无放射性，对

患者和医务人员无害［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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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床旁胸部 X 线检查次

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同时对于机械通气患者，肺复

张、胸腔积液引流等胸部治疗更加积极［25-26］，平喘

化痰等药物的使用更加具有针对性。由于肺部超声

可及时对危重患者进行检查，无辐射，同时能够具体

反映血管外肺水、胸水、肺部感染、肺不张及 ARDS

等多种病变特点和位置［27-30］，对于 ICU 医生的诊疗

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使得医生对患者肺部病变的

诊疗策略调整更加积极，治疗效果评价更加客观准 

确［31］，最终患者预后略有改善，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此外，行肺部超声检查的患者中，28 d 内

死亡患者的 LUS 评分明显高于存活患者，其对于治

疗的调整反应不敏感，提示后续可根据 LUS 评分的

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患者的预后。

4 结 论 

  与床旁胸部 X 线相比，LUS 评分对评估长期入

住 ICU 的危重患者有明显优势，且无辐射，可以指

导 ICU 医师及时调整针对肺部病变的诊疗措施，对

改善患者预后有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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