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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功能残气量（FRC）与肺部超声评分（LUS）监测俯卧位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患者最佳呼气末正压（PEEP）以及局部通气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锦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有创通气治疗的 70 例中重度 ARDS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记录患者接受俯卧位通气治疗 
2、16、48 h 的 FRC、LUS 评分和最佳 PEEP 值，分析各时间点 FRC 与 LUS 评分的相关性，并观察氧合指数（OI）、
静态顺应性（Cst）、机械能（MP）的变化趋势。结果  共 53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 36 例存活，17 例死亡。随
俯卧位通气时间延长，存活患者 FRC 呈明显上升趋势，死亡患者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且以存活组俯卧位通气 
48 h 较死亡组升高最为明显（L：1.07±0.10 比 0.70±0.09，P＜0.05）；存活患者 LUS 评分呈明显下降趋势，死
亡患者呈明显上升趋势，且以存活组俯卧位通气 48 h 较死亡组降低最为明显（分：16.08±2.75 比 20.88±2.58， 
P＜0.05）。存活组俯卧位通气治疗各时间点最佳 PEEP 均明显低于同期死亡组〔cmH2O（1 cmH2O≈0.098 kPa）： 
2 h为14.61±1.78比16.13±1.26，16 h为13.44±1.78比15.75±1.24，48 h为11.92±1.27比15.38±1.15，均P＜0.05〕。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俯卧位通气治疗 2、16、48 h FRC 与 LUS 评分均存在显著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410、
0.520、0.740，均 P＜0.05）。随俯卧位通气时间延长，两组 OI、Cst 均呈逐渐升高趋势，以存活组俯卧位通气 48 h 
较死亡组升高最为明显〔OI（mmHg，1 mmHg≈0.133 kPa）：238.86±6.49 比 216.94±12.91，Cst（mL/cmH2O）：
28.64±3.55 比 22.70±4.44，均 P＜0.05〕；存活组 MP 呈下降趋势，死亡组 MP 呈升高趋势，以存活组俯卧位通
气 48 h 较死亡组降低最为明显（J/min：15.67±2.32 比 20.29±1.79，P＜0.05）。结论  FRC 和 LUS 评分有良好
的相关性，可作为 ARDS 患者俯卧位通气过程中的监测指标，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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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using functional residual capacity (FRC) and lung ultrasound score (LUS) 
monitoring  respiratory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dexes  such  as  optimal  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  and 
influencing local ventilation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syndrome (ARDS) receiving prone position 
ventilation.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ARDS treated by the invasive ventilation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Octo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FRC, LUS score and optimal PEEP value at 2 hours, 16 hours and 48 hours  in patients  receiving prone 
ventilation treatment were record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RC and LUS score at each time point was analyzed and the 
changing trends of oxygenation index (OI), static compliance (Cst) and mechanical power (MP) were observed.  Results   
A  total  of  53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of  which  36  survived  and  17  died.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prone 
ventilation  time,  the  FRC  of  survival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while  the  FRC  of  the  patients  with 
death outcome  firstly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and  the most obvious  increase was at 48 hours  in  the survival group  
(L: 1.07±0.10 vs. 0.70±0.09, P < 0.05). The LUS score of the survival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while 
the patients with death outcome showed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 and the most obvious decrease was at 48 hours in the 
survival group under prone ventilation (16.08±2.75 vs. 20.88±2.58, P < 0.05). The optimal PEEP of the survival patients 
under  prone  ventilation  therap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with  death  outcome  at  each  same  time 
point  [cmH2O (1 cmH2O≈0.098 kPa): 14.61±1.78 vs 16.13±1.26 at 2 hours, 13.44±1.78 vs 15.75±1.24 at 16 hours,  
11.92±1.27  vs  15.38±1.15  at  48  hours,  all P  <  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FRC and LUS score at 2 hours, 16 hours and 48 hours after prone position ventilation (r values were 
0.410,  0.520  and  0.740,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prone  ventilation  time, OI  and Cst  in  both 
groups showed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increase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survival group at 48 hours in 
prone ventilation: [OI (mmHg, 1 mmHg≈0.133 kPa) 238.86±6.49 vs. 216.94±12.91, Cst (mL/cmH2O): 28.64±3.55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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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肺部急性、非

均一性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为低氧性呼吸衰竭、

肺实变和顺应性下降，病死率在 43% 以上［1］，俯卧

位通气是目前重症 ARDS 患者管理的重要部分，可

能对呼吸有显著益处。研究表明，俯卧位通气 16 h

可明显改善生存率［2］，其原因可能是潮气量分布均 

匀，从而避免了患者肺损伤加重，但效果尚未明确。

ARDS 患者可有不同程度的功能残气量（FRC）下

降，肺部通气状态直接影响其预后，肺部超声评分

（LUS）通过运用超声手段对肺部通气状态进行评

估，且以赋分的方式客观评价通气图像［3］，相对于

近几年热门的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EIT）具有成本

低廉、技术成熟等优势。因此，本研究探讨 FRC 与

LUS 评分的相关性，并且通过二者监测俯卧位通气

对ARDS患者最佳PEEP以及局部通气效果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

症医学科70例行有创通气治疗的中重度ARDS患者。 

1.1.1  纳入标准：符合2012柏林ARDS诊断标准［2］，

氧合指数（OI）≤200 mmHg（1 mmHg≈0.133 kPa），年

龄＞18 岁，行经口气管插管且有创通气时间＞48 h，

血流动力学稳定（平均动脉压＞65 mmHg）。

1.1.2  排除标准：排除高水平 PEEP≥20 cmH2O 

（1 cmH2O≈0.098 kPa）、肺动脉高压、肺栓塞、颅内高

压、胸腹手术及在俯卧位通气过程中发生严重血流

动力学障碍的患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通

过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审批号：202019），所有治疗和检测全部获得患者或

家属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呼吸机调整：所有患者给予常规对症治疗，积

极处理原发病。在研究期间使用丙泊酚注射液充分

镇静，严重呼吸窘迫时给予肌松剂，抑制患者过强的

自主呼吸〔保持Richmond躁动-镇静评分（RASS）＞
2 分〕。呼吸机采用压力控制通气（P-CMV）模式， 

调节初始吸气压力 15 cmH2O，潮气量为 6 mL/kg，呼

吸频率20次/min，PEEP 5 cmH2O，流量触发2 L/min，

吸入氧浓度 1.00，30 min 后检测动脉血气，根据动

脉血气分析结果设置机械通气参数。待患者稳定 

30 min后首先采用持续膨胀法判断肺的可复张性，呼

吸机设定持续气道正压（CPAP）模式，CPAP 增加到

30～40 cmH2O 维持 30～40 s，若期间患者脉搏血氧

饱和度（SpO2）变化超过 0.03～0.05 则认为可复张性 

良好。随后给予患者俯卧位通气并确定最佳 PEEP，

将呼吸机模式改回 P-CMV，逐渐增加 PEEP 进行肺

复张，使峰压＜40 cmH2O，驱动压＜15 cmH2O，之后

逐渐下调 PEEP 直至顺应性降低超过 3 mL/cmH2O，

顺应性降低前 PEEP 水平则为最佳 PEEP，分别监

测俯卧位通气治疗 2、16、48 h 最佳 PEEP 值。若

在试验过程中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心率上升至

140 次 /min 以上，出现恶性心律失常或 SpO2 下降至

0.85，立即终止此试验。

1.2.2  FRC 测定（图 1）：应用氮稀释技术，采用 GE

呼吸机测量程序测量 FRC，该程序利用侧流气体分

析技术，在传感器和 Y 形接头之间内置 5 mL 分离

器，目的是防止因偏流等因素造成气体交换测量偏

差。收集数据绘制 FRC 的时间曲线，显示 FRC 具

体值，FRC 测量结束后，进行 10 s 吸气末屏气，测量

患者的平台压和静态顺应性（Cst），计算并监测俯卧

位通气治疗 2、16、48 h 的 FRC 变化趋势。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FRC 为功能残气量

图 1 ARDS 患者 FRC 测定程序

22.70±4.44, both P < 0.05]; MP in the survival group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while MP in the death group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most obvious decrease in the survival group was at 48 hours after prone ventilation (J/min: 15.67±2.32 
vs. 20.29±1.79, P < 0.05).  Conclusion  FRC is well correlated with LUS score and these two indicators can be used for 
monitoring ARDS patients during prone position ventilation, being worthy to promote further extensiv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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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LUS 评估：由 2 名有肺部超声资质且经验丰

富的医师使用床旁超声对患者进行 LUS 评估，其中

至少 1 名医师具备副主任医师资格，测量重力依赖

区与非重力依赖区肺组织的通气情况，将超声探头

放置在患者双侧前胸壁、侧胸壁及后胸壁的上、下

部共 12 个肺部区域［4］。正常通气区（N 区）即出现

肺滑动征 A 线、与胸膜线平行的高回声伪影或低于

两个单独 B 线（局限于前胸壁）；肺通气减少中度区

（B1 区）即出现典型且多发 B 线；肺通气减少重度

区（B2 区）即表现为多发融合 B 线（至少 3 条垂直

于胸膜线的高回声伪影）；肺实变区（C 区）即显示

组织影像伴典型的支气管充气征（呈点状或线状高

回声征象分布）。其次对每个肺区的通气状态进行

赋分，LUS 评分为各区域评分总和，分值 0～36 分，

其中 N 区、B1 区、B2 区、C 区分别赋予 0 分、1 分、

2 分、3 分，各区域测量 3 次，取平均值，计算俯卧位

通气治疗 2、16、48 h 的 LUS 评分。

1.3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患者接受俯卧位通气治疗

2、16、48 h 的 FRC、LUS 评分与最佳 PEEP 值，分析

各时间点 FRC 与 LUS 评分的相关性，观察两组 OI、

Cst、机械能（MP）的变化趋势。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 FRC 与 LUS 评分

的相关性，以 Pearson 系数作为判断标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基本资料（表 1）：70 例患者中排除合并

严重颅内压升高8例、肺纤维化1例、多发骨折3例、

中途死亡 5 例，最终纳入 53 例患者，其中 28 d 死亡

17 例，存活组 36 例。入选患者的基础疾病包括脓

毒症（18 例）、重症肺炎（9 例）和外科术后（26 例）。

表 1 不同 28 d 预后两组 ARDS 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BMI
（kg/m2，x±s）男性 女性

存活组 36 22 14 61.81±5.96 22.75±1.84
死亡组 17 10   7 63.18±6.85 23.12±2.50

χ2/ t 值 0.025 0.745 0.604
P 值 0.874 0.459 0.549

组别
例数
（例）

Lac
（mmol/L，x±s）

SOFA 评分
（分，x±s）

APACHE Ⅱ评分
（分，x±s）

存活组 36 3.82±0.73 7.86±1.42 19.72±2.15
死亡组 17 4.36±0.76 9.06±1.52 21.12±1.58

χ2/ t 值 2.548 2.807 2.389
P 值 0.014 0.007 0.021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BMI 为体质量指数，Lac 为血
乳酸，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
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死亡组血乳酸（Lac）、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和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

均明显高于存活组（均 P＜0.05）。不同预后两组患

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等基线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2.2  FRC 与 LUS 评分的相关性（图 2）：Pearson 相

关分析显示，俯卧位通气 2、16、48 h FRC 与 LUS

评分均存在显著相关性（r 值分别为 0.410、0.520、

0.740，均 P＜0.05）。

2.3  FRC、LUS 评分与最佳 PEEP（表 2）：随俯卧位

通气时间延长，存活组 FRC 呈明显上升趋势，LUS

评分呈明显下降趋势；死亡组 FRC 呈先降低后升高

趋势，LUS 评分呈明显上升趋势（均 P＜0.05）。存

活组俯卧位通气各时间点最佳 PEEP 均明显低于同

期死亡组（均 P＜0.05）。

2.4  OI、Cst 及 MP 的变化趋势（表 3）：随俯卧位通

气时间延长，两组 OI、Cst 均呈逐渐升高趋势，且以

存活组升高最为明显（P＜0.05）；存活组 MP 呈下降

趋势，死亡组 MP 呈升高趋势，且存活组治疗各时间

点 MP 均明显低于死亡组（均 P＜0.05）。

注：ARDS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FRC 为功能残气量，LUS 为肺部超声评分

图 2 ARDS 患者行俯卧位通气治疗各时间点 FRC 与 LUS 评分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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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俯卧位通气是患者置于俯卧位而实施机械通气

治疗的一种方式，本质上也是进行肺保护通气的手

段之一［5］。近年来，由于应用俯卧位通气使 ARDS

患者氧合状态得到极大改善，故逐渐受到临床关注。

而一项多国参与的现状调查显示，仅 16% 适用人群

接受了俯卧位通气治疗［6］。尽管目前对行俯卧位

通气 ARDS 患者的管理已取得很大进步，但实施俯

卧位治疗的依从性仍不高，患者病死率居高不下，这

与 ARDS 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有一定关系。

  本研究基于 FRC 和 LUS 评分探讨 ARDS 患者

俯卧位对最佳 PEEP 等呼吸力学指标以及肺部局部

通气效果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插管患者 FRC 会降

低，普通插管患者可用最小的 PEEP 水平来保留正

常的 FRC，但 ARDS 患者由于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加，造成肺损伤和肺萎陷加重，FRC 会呈现不同

程度下降［7］。如果没有 FRC，呼气期肺泡将完全陷

闭，床旁监测 FRC 可反映肺容积改变，有助于维持

肺泡内气体分压的稳定［8］，从而进一步认识 ARDS

俯卧位患者的呼吸力学特征。肺部超声是一种可床

旁快速操作、便携、可重复、无放射性的声学系统，

并逐渐发展到肺实质成像阶段，LUS 量化评分可早

期识别 ARDS 患者肺通气区域的肺损伤和肺容积的

动态病情变化［9］，与肺重量和血管外肺水指数有很

强的相关性，同时也可预测 ARDS 患者病死率。

  本研究显示，随着俯卧位通气时间延长，存活组

FRC 呈明显上升趋势，LUS 评分呈明显下降趋势；而 

死亡组 FRC 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LUS 评分呈明显

上升趋势；存活组 2、16、48 h FRC 均明显高于同期

死亡组。表明随着疾病转归不同，存活组萎陷肺组

织得到复张，原因在于俯卧位通气时患者 FRC 使肺

通气均一性得到改善，利于气体交换，非重力依赖区

肺泡的过度扩张和重力依赖区肺泡通气不足明显优

化［10］。此外，相对于仰卧位，俯卧位可减轻纵隔对

肺组织的压迫，减少膈肌对肺底部的压缩［11］，FRC

进一步升高，肺通气面积增加，同时由于陷闭肺泡张

开，低氧性肺血管收缩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促进心排血量增加、减少后负荷的作用。本研究死

亡组 LUS 评分均明显高于存活组，针对行俯卧位通

气 ARDS 患者的 LUS 评估显示，在非重力肺野区存

在双侧非均匀分布的 B 线，在其他一些区域 B 线则

是可以融合的，而此区域初步判断为中度通气区，之

后肺野 B 线则更加均匀，呈现多发、融合的特点，尤

其是基底部，出现少许不典型的静态或支气管充气

征，也就是说 LUS 评分越高，肺组织存在严重肺泡

陷闭、水肿甚至实变的风险越大［12］，更加充分证实

了俯卧位可改善腹侧和背侧不同区域潮气量的重新

分布。最佳 PEEP 理论上是肺复张后 Cst 最高的压

力水平［13］，对于可复张性高的 ARDS 患者，应积极

采取肺复张策略以复张萎陷的肺泡；但对于可复张

性差的患者，即使塌陷的肺组织开放，也会增加肺

过度膨胀的风险［14］，这也是本研究在俯卧位前采用

持续膨胀法评估肺可复张性的原因。本研究显示，

存活组俯卧位通气各时间点最佳 PEEP 值均明显低

于同期死亡组，表明俯卧位后随着 FRC 升高，肺可

通气面积增加，达到了与肺复张同样的效果。在俯

卧位通气过程中有必要监测 FRC 改变以获得最适

PEEP，因为随着俯卧位通气时间延长，最佳 PEEP

表 3 不同 28 d 预后两组 ARDS 患者行俯卧位通气治疗各时间点 OI、Cst 及 MP 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OI（mmHg） Cst（mL/cmH2O） MP（J/min）

2 h 16 h 48 h    2 h 16 h 48 h    2 h 16 h 48 h   

存活组 36 209.28±13.16 223.39±11.53 a 238.86±  6.49 a 21.70±2.28 25.33±2.48 a 28.64±3.55 a 17.53±2.48 16.70±1.64 a 15.67±2.32 a

死亡组 17 200.76±15.41 214.12±15.30 a 216.94±12.91 a 19.47±2.76 22.53±3.24 a 22.70±4.44 a 19.12±1.87 19.88±2.03 a 20.29±1.79 a

t 值 2.080 2.455 8.268 3.096 3.096 5.230 2.345 6.127 7.256
P 值 0.043 0.018 0.000 0.003 0.003 0.000 0.023 0.000 0.000

注：ARDS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OI为氧合指数，Cst为静态顺应性，MP为机械能；与治疗2 h比较，aP＜0.05；1 mmHg≈0.133 kPa，1 cmH2O≈ 
0.098 kPa

表 2 不同 28 d 预后两组 ARDS 患者行俯卧位通气治疗各时间点 FRC、LUS 评分及最佳 PEEP 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FRC（L） LUS 评分（分） 最佳 PEEP（cmH2O）

2 h 16 h 48 h    2 h 16 h 48 h    2 h 16 h 48 h   

存活组 36 0.86±0.16 0.91±0.18 a 1.07±0.10 a 17.37±2.48 17.22±1.29 a 16.08±2.75 a 14.61±1.78 13.44±1.78 a 11.92±1.27 a

死亡组 17 0.76±0.12 0.65±0.76 a 0.70±0.09 a 18.76±1.79 18.81±2.10 a 20.88±2.58 a 16.13±1.26 15.75±1.24 a 15.38±1.15 a

t 值 2.170 5.386 13.007 2.083 3.352 5.907 3.074 4.689 9.704
P 值 0.035 0.000   0.000 0.042 0.002 0.000 0.003 0.000 0.000

注：ARDS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FRC为功能残气量，LUS为肺部超声评分，PEEP为呼气末正压；与治疗2 h比较，aP＜0.05；1 cmH2O≈0.098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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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得到及时调整，PEEP 继续保持在高水平状态，

腹侧肺泡会过度充气，使俯卧位通气治疗效果大打

折扣。本研究在患者俯卧位通气过程中监测 FRC，

目的在于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既保证了肺组

织复张，又可减轻因 PEEP 过高引起的肺损伤。此

外，LUS 也有助于 ARDS 患者 PEEP 的设置。有研

究显示，对于弥漫型病变较重的患者，LUS 对其最

适 PEEP 的反应相对较好，可通过 LUS 更方便地对

疾病形态（弥漫或局灶）进行床旁评估，有重要临床

价值［15］。而本研究中死亡组最佳 PEEP 变化相对

不明显，一方面与疾病肺部形态有关，另一方面俯卧

位对于 PEEP 的反应也可能具有滞后性。

  本研究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ARDS 患者俯

卧位通气治疗 2、16、48 h FRC 与 LUS 评分均存在

显著相关性，说明二者可反映 ARDS 患者的呼吸功

能状态，均有助于评估俯卧位通气治疗对局部和整

体通气的效果。本研究存活组俯卧位通气治疗 2、

16、48 h 时 OI、Cst 均明显高于死亡组。首要因素可

能为胸腔内压的变化［16］，患者处于仰卧位时，腹腔

内压由非重力依赖区域至重力依赖区域逐渐上升，

最终腹侧跨肺压高于背侧，ARDS 患者的压力差效

应被极度放大，这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 FRC 与跨肺

压的相关性以及二者在 ARDS 患者中预后价值的结

果一致［17］。处于俯卧位时，胸腔压力差明显减小，

改变了萎陷甚至实变区的 FRC，原本实变区因重力

等因素粘连在一起的肺泡在俯卧位通气后肺泡间空

隙增大，肺泡外血管阻力降低，Cst 升高，优化了肺

通气的均一性［18］；其次，俯卧位时大气道变得更直，

有利于气道分泌物的引流，使通气和氧合状态得到

更好的改善，肺泡开放使气体与肺组织的血流交换

更加充分。但值得注意的是，ARDS 患者通气和血

流可能同时聚集在患者腹侧，背侧肺组织由于实变，

气血在此区域均不“流通”，背侧与腹侧通气血流比

例失调加重，所以实施俯卧位通气后应及时评估患

者状态，如果 2 h 内患者氧合无明显改善，说明萎陷

的肺泡没有打开，血流灌注较差［19］，应及时将患者

翻过来。MP 可以更全面地评估 ARDS 患者在机械

通气时肺组织承受的呼吸力学状态，是影响呼吸机

相关性肺损伤发生的有力证据［20］。本研究中 ARDS

死亡患者 MP 较存活组升高，说明打开顺应性较

差、FRC 改善较小的肺组织需要更高的机械做功，

低 FRC 患者的肺组织在吸气末过度变形以及患者 

过度自主做功，导致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更加严重。

  综上所述，FRC 和 LUS 评分有良好的相关性，

通过二者监测 ARDS 患者俯卧位的通气效果是必要

的，可以更加明确 ARDS 患者俯卧各阶段的病理生

理变化，为进一步指导 ARDS 的规范救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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