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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治疗 ICU 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的研究
阿里木·阿布都热西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目的  研讨 ICU 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实施机械通气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我院 ICU 治疗

的 80 例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参与实验，在常规基础救治下给予机械通气治疗，并评估不同施治阶段的血气指标、呼吸功能改善状况。

结果  本组 80 例重症患者中，有 78 例（97.5%）经积极救治后好转出院，余 2 例（2.5%）治疗无效病死。相比施治前，患者施治后在呼

吸频率及各项血气指标（PaO2、PaCO2 等）上均显著改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 ICU 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使用

机械通气治疗是一种可行救治方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与血气指标，从而为患者争取救治时机，值得推荐。

关键词：ICU；肺心病；呼吸衰竭；机械通气

 中图分类号：R541.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613/j.cnki.1671-3141.2018.69.056
本文引用格式：阿里木·阿布都热西提 . 机械通气治疗 ICU 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的研究 [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18(69):85.

0   引言
肺心病是指肺部循环在某些因素作用下增阻，进而导致

以肺动脉高压、右心室肥厚为主要病理表现的一种心脏病。
该病较危重，且易与呼吸衰竭合并发生，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构
成了极大威胁。机械通气是一种辅助通气手段，对各种急危
重症患者的呼吸功能均有改善效果 [1-2]。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我院 ICU 对收治的 80 例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实
施机械通气治疗，取得的效果较满意，现详细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择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我院 ICU 治疗的 80 例
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其中男 43 例，女 37
例，年龄 33~78 岁，平均（52.4±6.8）岁；上述患者均接受系统检
查证实病情，符合肺心病呼吸衰竭的相关诊断标准 [3]，血气指标
中氧分压（PaO2）<40mmHg，二氧化碳分压（PaCO2）>80mmHg。
患者或家属均知晓本实验内容，且已在相关同意文件上签署。
1.2   方法

确诊病情后，按常规救治标准向 80 例患者实施抗感染、
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及对症干预等处理，并在治疗不理想时第
一时间转至 ICU 接受呼吸机通气治疗。其中经口插管、经鼻
插管患者各有 54 例和 18 例，另有 8 例接受气管切开辅助通
气。在机械通气期间严密监测患者各项基础体征，包括呼吸
频率、血压及血氧饱和度等，并据此对呼吸机相关参数做适
当调整。
1.3   评估项目

观察记录施治前后患者的呼吸频率与 PaO2、PaCO2 等血
气指标。
1.4   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数据的处理由软件 SPSS20.0 执行，计量数据通过 t
检验，计数资料通过 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 组 80 例 重 症 患 者 中，有 78 例（97.5%）经 积 极 救 治

后好转出院，余 2 例（2.5%）救治过程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VAP）且伴有多脏器功能衰竭，治疗无效病死。相比施
治前，患者施治后在呼吸频率及各项血气指标（PaO2、PaCO2

等）上均显著改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80 例 ICU 重症患者的呼吸功能及血气指标分析（ ±s）

时间段 例数
呼吸频率

（次 /min）

血气指标

pH
PaO2

（mmHg）
PaCO2

（mmHg）

施治前 80 30.53±3.21 7.41±0.04 47.52±8.47 75.24±10.35

施治后 80 23.39±2.68 7.35±0.02 73.98±10.16 54.65±6.88

3   讨论
重症肺心病伴呼吸衰竭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有严重危害。

长时间的血氧不足，容易增加患者发生感染、高血酸症的概
率，使代偿性红细胞生成素过度释放，进而损害患者的血管
内皮组织，使患者的微循环受到干扰，并引起血液高凝反应，

终使患者继发呼吸衰竭或心力衰竭 [4]。
机械通气是目前医院 ICU 救治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的

一种重要手段。其能够维持肺脏的气体交换与充分氧合，抑
制炎性物质渗出，并具有保护肺泡的作用，对于解除患者的呼
吸障碍问题、为危重患者赢取抢救时间均有重要意义 [5-6]。相
关研究表明，机械通气还可用于预防患者发生心肺衰竭或其
他重要器官衰竭 [7]。本组研究中，我们在常规基础救治下，对
80 例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实施机械通气辅助治疗，结果
显示，其中 97.5% 的患者经积极救治后好转出院，仅 2 例由
于发生 VAP 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病死，与有关研究报道 [8] 的
95.6% 有一致性；并且施治后，患者的呼吸频率及各项血气指
标较施治前均出现明显改善，整体救治效果较为令人满意。

综上所述，对 ICU 重症肺心病呼吸衰竭患者使用机械通
气治疗是一种可行救治方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
与血气指标，从而为患者争取救治时机，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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