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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特殊性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既有传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的血流动力学特点ꎬ 又有其特别之处ꎮ 血流动力学治疗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的核心治疗手
段ꎬ 肺内血流分布状态和右心￣肺循环单元的血流改变其是核心环节ꎮ 重症超声为基础的多元监测有助于精细地描述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血流动力学特点ꎬ 导向肺血流分布调节￣右心￣左心一体化精准治疗ꎮ 由于治疗与
伤害并存ꎬ 贯彻保护与预警理念对患者的早期救治及预后改善尤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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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实质上是血流动力学器官ꎬ 全身血流均需通过
肺循环ꎮ 肺血流变化是肺部病理生理状态变化的重要
影响因素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肺血流的管理决定了肺
功能的维持

[１]

ꎮ 正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ａｃｕｔｅ 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ＲＤＳ) 的本质是肺水肿一

样ꎬ 新型冠 状 病 毒 肺 炎 ( 以 下 简 称 “ 新 冠 肺 炎” )

导致的 ＡＲＤＳ 管理本质是血流动力学的治疗ꎮ 厘清新
冠肺炎的血流动力学特征ꎬ 是合理开展 ＡＲＤＳ 治疗的
基础ꎮ 本文就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患者的血流 动 力 学 特
征ꎬ 重症超声在其血流动力学展示、 监测中的应用进

基金项目: 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临床特征及其转归大型队列研究 ( ＨＸ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０２７)ꎻ 重症超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
快速筛检、 确诊、 效果评判及重症化防治中的价值研究 (ＨＸ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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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ＰＥＥＰ) 、 肺气体阻滞、 左

行概述ꎬ 旨在为临床更好地救治患者提供借鉴ꎮ

１ 新冠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血流动力
学特征

心室负荷增加导致的肺静脉压力增高等ꎮ 这些均加剧
了肺动脉压力ꎮ 由于右心的特殊性ꎬ 升高的肺动脉压
导致右心室扩大ꎬ 室壁张力增高、 收缩功能下降ꎬ 并
进一步增加左心室压力ꎬ 导致恶性循环ꎮ 新冠肺炎同

１ １

样会造成上述结果ꎬ 而其进展的快速性则会加重上述

肺部损伤特殊性与肺内血流特征
肺血管内皮￣间质￣肺泡上皮这一结构是肺气血交

换的基础ꎬ 其解剖完整性是肺生理状态保持稳定的前
提ꎮ ＡＲＤＳ 发生的关键在于此结构的破坏 [２] ꎮ 分析某

改变的程度ꎮ

１ ３

左心房 肺静脉单元
左心房作为肺血流的终点ꎬ 对于肺血流的调控具

一疾病引起 ＡＲＤＳ 的特征ꎬ 首先需分析其对该关键结

有重要作用 [７] ꎮ 当左心房压力升高时ꎬ 肺血流回流

ꎬ 新

脉压力升高ꎬ 进而使右心进一步扩大ꎬ 左心房压力继

构的影响特点ꎮ 新冠肺炎作为一类新发的特殊病毒性
肺炎ꎬ 有其自身特点ꎮ 现有的尸检证据表明

[３]

阻力增加ꎬ 不仅增加渗漏风险ꎬ 也会进一步导致肺动

冠肺炎早期主要为肺泡上皮受损ꎬ 继而出现肺间质为

续增加ꎮ 除此之外ꎬ 左心房压力受基础心脏顺应性、

主的渗出ꎬ 并逐步累及肺泡腔、 导致严重低氧ꎬ 临床

左心容量负荷、 瓣膜血流、 左心室收缩力和心率的影

变ꎬ 但重力依赖性肺水分布现象并不显著ꎻ 由于可能

细胞ꎬ 部分患者临床表现为左心收缩抑制ꎻ 同时炎症

表现为弥漫肺间质性渗出ꎬ ＣＴ 影像上呈磨玻璃样改

响ꎮ 现有的尸检证据表明 [３] ꎬ ＣＯＶＩＤ￣ １９ 会攻击心肌

出现低氧性肺血管收缩ꎬ 理论上肺血流总体氧合时间

反应下心率增快ꎬ 可能出现的应激性损害等均会进一

减少ꎮ 随着病情进一步进展ꎬ 在全身炎症反应和自身

步加重左心舒张障碍ꎬ 增加左心房压力ꎮ

病理生理紊乱的作用下ꎬ 出现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一
系列与传统 ＡＲＤＳ 一致的病理生理变化ꎻ 临床上开始

出现明显的 间 质￣肺 泡 渗 出ꎬ 重 力 依 赖 性 肺 水 分 布ꎬ
肺部呈 “ 海绵样” 特征ꎬ 在重力依赖区出现明显实

１ ４

新冠肺炎病毒全身损害对肺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已有充足证据证实新冠肺炎病毒可攻击患者全身

多个器官 / 组织 [３] ꎮ 病毒攻击与全身性炎症反应均会
造成全身脏器损伤ꎬ 通过不同途径进一步损害肺循

变ꎬ 造成肺动静脉短路为代表的 “ 功能性分流” ꎬ 总

环ꎮ 如肾损伤后启动肾脏内分泌反应导致水钠潴留ꎬ

区ꎬ 造成经典的 “ 死腔样通气” ꎮ 在肺泡结构本身破

体负荷的脱水治疗不当也会加重肾脏的血流灌注障

体上参与氧合血流减少ꎬ 气体则积聚在非重力依赖
坏的加持下出现严重 ＣＯ ２ 潴留

[４]

ꎮ 因此在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患者中需区分两种病理生理亚型

[５]

ꎬ 即以肺间

质损害为主要特征的 “ ＡＲＤＳ” 和以肺泡上皮受累呈
经典渗漏性肺水肿病理生理过程的 “ ＡＲＤＳ” ꎮ 两者
的肺血流分布特征不同ꎬ 更进一步的影响是由于内皮
细胞受累情况不同ꎬ 其对液体输注的反应不一ꎮ 对于
后者而 言ꎬ 液 体 输 注 的 渗 漏 风 险 更 大ꎬ 更 易 加 剧
ＡＲＤＳ 的病理生理紊乱ꎮ

１ ２

加重肺血流负荷、 导致肺水肿出现ꎮ 为了清除过多液
碍ꎬ 进而影响肺血流ꎬ 导致恶性循环ꎮ

２ 重症超声融合的多元化监测全面展示血流
动力学特点
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的血流动力学特征决定了其精准

精细监测的必要性和特殊性ꎮ 肺部 ＣＴ 作为 ＡＲＤＳ 的
首要检查手段ꎬ 核心价值在于直观评价肺部渗出情
况ꎮ 其渗出的特征性改变有助于鉴别肺水肿的性质ꎬ

右心室 肺动脉单元
ꎬ 其原因为以

具有血流动力学监测的内涵ꎮ 但肺部 ＣＴ 实施过程困

首先ꎬ 肺部疾病本身会造成肺泡小血管结构的破坏及

旁无创的可视化检查手段ꎬ 在 ＡＲＤＳ 诊治中发挥重要

ＡＲＤＳ 易出现急性肺源性心脏病

[６]

肺原发损害为基础、 次生损害为协同的 “ 病因群” ꎮ
血栓形成ꎬ 引起肺动脉压力升高、 右心后负荷增加ꎬ
其增加程度与肺部病变程度密切相关ꎮ 其次ꎬ 肺部病
变导致的病理生理紊乱会进一步加重肺动脉阻力ꎮ 比
如ꎬ 低氧、 高碳酸血症等均会促进肺动脉收缩ꎬ 肺实
变造成的肺泡间血管受压变形、 肺泡膨胀导致的肺泡
表面血管受压等均会增加肺动脉阻力ꎮ 第三ꎬ 不当治
疗也会增加肺血管阻力ꎮ 如过高的呼气末正压 ( ｐｏｓ￣

难ꎬ 不具有短期重复性监测的条件ꎮ 重症超声作为床
的作用 [８￣ １０] ꎮ 首先ꎬ 重症超声能可视化显示肺组织结
构、 形态、 功能、 血流、 病理生理状态ꎬ 并可进行定
量评估ꎬ 这满足了血流动力学监测多维度的需求ꎮ 第
二ꎬ 重症超声能对肺部病理生理状态 ( 气水分布状
态) 进行很好的监测ꎬ 更加有利于全面展示肺内血
流分布特征和右心循环受累的细节和病因权重ꎮ 第
三ꎬ 重症超声是目前唯一能对心脏进行床旁模块化评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５ 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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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监测仪器ꎬ 能分别从右心室￣肺动脉单元、 左心
房￣肺静脉单元、 左心室收缩模式及效果等方面全面
展示心、 肺及左右心相互作用状态及结果ꎬ 更加有利
于找到治疗切入点ꎬ 推进精准治疗ꎮ 更重要的是ꎬ 在
新冠肺炎救治的特殊防护要求和物资消耗下ꎬ 重症超
声更能满足此特殊环境的需要ꎮ 在此次 “ 抗疫” 过
程中ꎬ 重症超声被临床普遍使用ꎬ 因此能在抗疫早期

即认识到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患者的肺部病理生理特点ꎬ
并发现在重度低氧、 ＣＯ ２ 潴留的病例中急性右心扩大

较为常见ꎮ 随着病情的改善或体外生命支持的应用ꎬ
右心功能可及时恢复ꎬ 成为病情控制的重要标志ꎮ 然

善ꎬ 但其更能起到改善右心障碍的效果 [６] ꎮ 肺部超
声可发现重力依赖性失充气现象以启动俯卧位或肺复

张治疗ꎬ 并评判肺再充气以评估俯卧位效果和时长需
求ꎮ 右心超声可以作为联合评估的重要组成 [１３] ꎮ 在
此次武汉 “ 抗疫” 过程中ꎬ 我们特别注重于借助肺

部 ＣＴ、 重症超声等手段对患者肺部病变进行监 测ꎬ
更早发现需要进行俯卧位治疗的患者ꎬ 并监测肺部通

气改善情况指导确定俯卧位的周期ꎮ 通过监测发现ꎬ
俯卧位除可改善氧合外ꎬ 右心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
所恢复ꎬ 这也印证了肺血流管理的重要性ꎮ

３ ２

右心循环管理

而ꎬ 任何监测均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ꎮ 在技能依赖

对于肺血流和氧合的优化ꎬ 呼吸机的调整等同时

度、 指标连续性和动态性方面ꎬ 重症超声存在不足ꎮ

有助于减小右心后负荷ꎬ 改善右心功能及右心循环ꎮ

特别是对右心全面指标的获取ꎬ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导管作
为经典手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１１]

ꎮ 因此ꎬ 基于

但往往上述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右心功能障碍ꎮ 在右
心上游淤血、 左心受压的状态下ꎬ 可能需要更积极的

病情需 求 的 以 重 症 超 声 为 基 础ꎬ 融 合 有 创 动 脉 压、

措施以减轻右心后负荷ꎬ 比如扩张肺动脉的其他药

来说至关必要ꎮ

持治疗等ꎮ 同时ꎬ 精细的滴定右心液体负荷ꎬ 在肺循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导管等手段的多元化监测对于某些病例

３ 新冠肺炎以肺血流为核心的整体血流动力
学治疗
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患者救治的核心在于改善严重低

氧ꎬ 避免进一 步 肺 损 伤ꎮ 如 前 文 所 述ꎬ 无 论 何 种 亚

物ꎬ 更严格的 ＣＯ ２ 限制ꎬ 更积极的体外膜肺氧合支
环能满足的情况下适当减少右心负荷也很关键ꎮ 此时
需结合右心收缩能力的调整共同来完成ꎬ 并需注意液
体清除的方式和速度ꎮ 右心循环的优化是为了适应肺
血流的需求ꎬ 同时也是在通过右心乃至全身的调节减
轻肺部血流动力学紊乱ꎮ

３ ３

左心房压力为目标的左心舒张功能管理

型ꎬ 其肺部主要特征改变均是在于血流动力学紊乱导

左心房压力作为肺血流回心的调节点ꎬ 对于原本

致的肺水肿ꎬ 因而单纯的机械通气并不一定能起到良

渗漏的肺来说尤为重要ꎮ 利用重症超声监测左心房大

好的效果ꎮ 血流动力学治疗着力于改善肺部血流动力

小、 二尖瓣前向血流及瓣根组织多普勒等可以发现左

学紊乱ꎬ 其实质上是减少肺水肿、 气血失调和上皮￣

心房压力升高ꎮ 而监测左心室收缩功能、 容量负荷

间质￣内皮单元的进一步伤害ꎬ 因而是改善顽固性低

等ꎬ 则可通过改善收缩障碍、 减轻容量负荷和控制心

氧的重要基础和减轻进一步肺损伤的重要着力点ꎮ 因

率等措施来减低左心房压力ꎬ 同时解除其他导致左心

此ꎬ 结合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的血流动力学特点ꎬ 开展精
准的血流动力学治疗尤为重要

３ １

[１２]

肺血流与肺水分布的管理

ꎮ

舒张障碍的因素ꎮ

３ ４

尝试内皮细胞及糖萼保护
炎症导致肺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其表面的多糖包

适当提高 ＰＥＥＰ 或延长压力作用时间气道压力释

被 ( 糖萼层) 脱落是渗漏发生的核心环节ꎮ 除了炎

质压力ꎬ 以减少肺血管渗漏ꎬ 但在肺部炎症状态下作

发现ꎬ 液体成分和量如晶体液的大量输注会影响糖萼

用相对有限ꎮ 因此ꎬ 减少重力依赖性血流及肺水分布

层结构ꎬ 在晶体液的持续输注过程中患者肺水肿程度

以减轻通气血流比例失调和自我损伤的恶性循环具有

的急剧增加可能也是由于糖萼层受损导致ꎮ 遗憾的

重要意义ꎮ 一氧化氮的吸入更多作为妥协性扩张充气

是ꎬ 目前并无可监测糖萼层的临床手段ꎬ 也无法评判

肺泡区血管临时缓解低氧的过渡措施ꎬ 而俯卧位通气

其与肺水肿的因果关系ꎮ 但作为已被证实的内皮表面

则可从机理上有效改善血流分布异常及通气血流比例

的重要结构ꎬ 糖萼层具有防止渗漏的独特功能ꎬ 应得

失调ꎮ 在俯卧位的基础上联合肺复张对部分患者更有

到足够的重视ꎮ 除了积极控制炎症反应外ꎬ 在进行液

益ꎮ 因此ꎬ 俯卧位通气的实质更是一种血流动力学治

体输注时积极控制输注量ꎬ 减少不合理的晶体液处

疗的措施ꎮ 肺血流分布优化的直接获益即是氧合改

方、 适当增加人血白蛋白的占比等措施ꎬ 应纳入考虑

放通气 ( 气道压力释放通气模式) 有利于增加肺间

５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２０

症反应外ꎬ 其他措施也可能加重糖萼层的损害ꎮ 现已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血流动力学治疗

范围ꎮ

４

治疗的前移: 保护与预警
无论多么精准的治疗ꎬ 对组织的伤害均无法完全

避免 [１４] ꎮ 因此保护与预警具有重要意义ꎮ 肺保护性

[４]

拓展和改进ꎮ 俯卧位作为一个重要的反重力措施应在

[５]
[６]

立起肺保 护 性 通 气￣循 环 保 护￣反 重 力 依 赖 性 保 护 体

[７]

系ꎮ 而肺水肿、 左心房压力及右心关键指标监测则能

５

[８]

小结

[９]

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有不同于传统 ＡＲＤＳ 之处ꎬ 其血

流动力学治疗亦存在一定的特殊性ꎮ 但万变不离其
宗ꎬ 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的治疗同样遵循血流动力学的核
心理念ꎮ 重症超声有助于监测、 全面展示新冠肺炎
ＡＲＤＳ 血流动力学特点ꎬ 指导临床治疗ꎮ 由于治疗的
同时不可避免地对组织造成伤害ꎬ 更好地执行 “ 保
护￣预警￣治疗” 的思想ꎬ 才能真正提高重症救治的质
量ꎬ 挽救更多的生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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