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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从1897年德国的Gustav Killian首先用食管镜从气道内

取出异物开始⋯，支气管内窥镜从硬质气管镜、纤维支气

管镜(1966年池田茂人发明)，发展到电子气管镜，至今

已有120多年历史。随着便携式支气管镜技术上的不断改

进，支气管镜被广泛的应用在呼吸科及其他的科室，特别

是在急诊科危重患者的抢救及监护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几种常见支气管内窥镜见图1。

纤维支气管镜 电子支气管镜 便携式支气管镜

图1常见支气管内窥镜

2 支气管镜在急危重症中的临床应用

2．1 支气管镜在困难插管和调整气管插管中的应用

重症颅脑外伤、颌面部重度损伤致张口困难及颈椎损

伤的患者出现呼吸衰竭，但不能耐受经口咽喉镜引导下气

管插管者应首选支气管镜引导下的经鼻气管插管早期开通

患者气道，为抢救赢得成功的机会。此外，还有部分患者

体型肥胖、颈部短粗、小颌畸形、口咽部及喉部异常，特

别是颈部肿物压迫气管，或者口咽部有大量分泌物声门暴

露不清导致喉镜插管失败的困难插管者，可行支气管镜引

导下的气管插管，同时可以清理局部的分泌物、畅通气道、

改善氧合，使患者迅速恢复供氧。研究显示全麻手术麻醉

过程中有1／22 000会出现类似的严重情况，经支气管镜引

导插管可解决这一问题。这项技术于1967年应用于临床，

目前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旧⋯。

气管插管远端的最佳位置在气管隆突上3-4 am，部分

患者抢救过程中紧急经口气管插管，无法准确判断该位置

是否合适，支气管镜下直视调整可避免插管过深导致单侧

肺通气或者插管过浅导致脱管。还有部分初始经口气管插

管时间过久的患者出现口腔护理困难、下颌关节脱位、清

醒者不耐受等问题，可以在支气管镜引导下快速准确地改

为经鼻插管"J。

具体操作：将气管插管充分润滑后套在支气管镜上，

支气管镜先行经鼻插入患者气管，以此为引导将气管插管

插入，如遇阻力可适当旋转插管，最终根据镜下所见调整

插管深浅⋯，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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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套有气管导管支气管镜通过鼻腔进入到气管内；B：沿

支气管镜将气管导管送入气管内；C：再确认气管导管位置合适后

退出；D：固定气管导管

图2可弯曲支气管镜引导经鼻气管插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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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支气管镜在重症肺部感染的病原学诊断和治

疗中的应用

急诊监护室部分重症肺部感染、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

者，包括免疫缺陷合并肺部感染者，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效果

不理想，痰培养阳性率低、特异度差，难以达到“精确”、

“及时”的抗感染治疗。而经支气管镜无菌操作吸取的分泌

物、保护性毛刷刷检物及肺泡灌洗液的细菌学培养敏感度

高、特异度好，对于临床抗感染药物的应用有较强的指导作

用；其中肺泡灌洗液病原学诊断敏感度40％-93％(中位数

73％)，特异度45％～100％(中位数82％)；保护性毛刷采

样敏感度33％～100％(中位数67％)，特异度50％一100％

(中位数95％)；即保护性毛刷采样较肺泡灌洗液特异度高，

敏感度稍差，是开展病原学检查科研的好方法¨’1“。而且有

研究显示，对于机械通气患者，通过人工气道支气管镜引导

下保护性毛刷采集下呼吸道标本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没有明显

影响，安全可靠¨“。

保护性毛刷的操作：支气管镜经声门一气管或者人工

气道到达胸部影像显示浸润病灶最明显或镜下显示有脓性

分泌物的区域，保护性毛刷经支气管镜吸引孔道进入并伸

出支气管镜末端1～2 cm后从保护性套管再推出毛刷，顶

掉保护性毛刷末端的保护塞(相对分子质量4 000的聚乙

二醇)，毛刷再伸出2 cm7采集标本，采样后将毛刷缩回到

。套管中，然后将有套管保护的毛刷从支气管镜中拔出，见

图3。75％酒精消毒套管末端，将毛刷伸出套管并浸入1

mL无菌生理盐水中，充分震荡使标本在无菌溶液中均匀分

布，然后送实验室进行微生物培养。细菌定量培养以≥103

CFU／mL作为诊断肺部感染的阈值¨3‘”1。

卜薹厦／B
C

A：俅护一陀毛刷操作JHII“l{：保{：f1I。陀己刷：c：毛刷取样小意

钏；I)：￡刷取样内窥镜㈥毹：

图3保护性毛刷的操作图

支气管肺泡灌洗的方法：在肺部影像显示感染较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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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段或镜下分泌物较多的叶段灌洗，一般为室温下(25℃

左右)生理盐水即可。将支气管镜楔入肺段或亚段支气管，

每次灌入生理盐水10—20 mL，总量50—60 mL，后经负压

吸引入标本收集瓶，在0．5 h内送至实验室，通常在2—3 h

内处理。细菌定量培养确定肺部感染的阈值定为≥104

CFU／mL，对于检验前应用过抗生素的患者应采用较通常低

10倍的阈值作为标准¨。”J。

2．’3支气管镜在气道管理和治疗肺不张中的应用

高龄、衰弱、具有多种合并的症患者(特别是脑卒中

患者)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发生肺部感染后气道分

泌物较多，同时其自主排痰无力甚至丧失排痰功能，导致

痰液引流不畅，严重时阻塞气道引起肺不张，甚至导致呼

吸衰竭。而通常拍背排痰、气道湿化的作用不明显，支气

管镜可以进入患者下呼吸道，便携式支气管镜一般可以到

达亚段支气管开口进行吸痰、清除痰栓、痰痂，甚至可以

给予局部盐水或药物灌洗治疗，配合拍背排痰，可以达到

肺复张的目的，见图4。肺泡灌洗的操作：将支气管镜楔人

肺不张的肺段或亚段支气管，每次灌入常温生理盐水10—

50 mL，总量50～250 mL，不应超过300 mL 017-19
J。还有溺

水患者的抢救，可以在完成气管插管同时，通过支气管镜

充分吸出支气管内的水和分泌物，快速缓解患者症状。

毒j|、▲一‘
图4 芝’i错镜清除’i箭内姨液

2．4支气管镜在咯血的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咯血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呼吸系统急症，若救治不及时

可能出现窒息、休克，甚至导致患者死亡。由于支气管镜具

有可弯曲性、视野广，可进入3级支气管，观察到全部4级

支气管。因此，对咯血的患者确定出血部位，明确出血原因

是极为有效的检查方法，特别是胸部影像检查阴性的患者更

有意义，具体见图5。一般咯血急性期是支气管镜检查的相

对禁忌证，避免支气管镜操作引起咳嗽导致出血加重，但对

致命性大出血(一次出血量>500 mL者)或者医师支气管

镜技术掌握娴熟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即刻镜下检查和治

疗ⅢJ。因为，支气管镜下直视检查可以明确出血部位和出血

状况，从而采取针对陛的治疗措施。特别是对于药物保守治

疗效果欠佳的大咯血患者，可以在全程心电、血氧监护的情

况下，利用支气管镜引导气管插管插入健侧气管，充盈气管

插管的气囊后可保护该侧不被出血灌注，进一步清除健侧气

道的积血及血块就可保证患者健侧肺正常通气供氧。在支气

管镜检查明确出血部位后从工作孔道给予注入1：10 000肾上

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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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素盐水、凝血酶等药物用于局部止血；还可以经支气管镜

引导放置球囊压迫止血‘211。

厂 、一囊＼-
．美jj。-童0，， -

■▲ ■
A：气管内活动性出血；B：右上叶陈旧出血

图5支气管镜检查咯血部位

2．5支气管镜在气管内异物治疗中的应用

误吸是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的急症，如吸入牙齿、笔

帽、花生等等，甚至将图钉吸人支气管内。通过支气管镜

检查可以明确气管内异物的性质、嵌顿的位置，以及肉芽

组织包被的情况等。有一部分气管内异物可以通过支气管

镜直接吸出或钳夹出来，操作简单。异物不能轻易取出者

在明确诊断后转入呼吸科全麻后经硬质支气管镜取出，可

以明显缩短患者救治时间，减少阻塞性肺炎、肺不张的发

生率m圳，见图6。

■

A：气管内黄豆吸入；B：冷冻取出黄豆

图6支气管镜在气管内异物治疗中的应用

2．6支气管镜在诊断气管食管瘘中的应用

急诊部分高龄、营养状况较差，长期气管插管的患者

偶有发现鼻饲时呛咳，或者气道内吸出胃内容物，如鼻饲

液等情况，需要排除气管食管瘘。怀疑气管插管球囊压力

过大或者长期压迫气道壁导致气管食管瘘时，一般影像学

检查往往无法诊断，可在支气管镜直视下观察，较小的气

管食管瘘可以通过美蓝实验来证实是否存在：将1：50一l：

100美蓝溶液口服后，支气管镜下观察气管后壁膜部，如有

蓝色色素出现即为阳性，从而为进一步治疗提供诊断依

据∽。o，见图7。

2．7支气管镜在诊断气道狭窄和气管内新生物中

的应用

长期气管插管患者因插管远端反复摩擦气道内膜发生

肉芽组织增生，部分堵塞气道，导致呼吸困难；或者曾经

气管插管、有瘢痕体质的患者出现球囊压迫部分黏膜增生

堵塞气道，严重者可致窒息；我国更多见的良性气道狭窄

的原因为支气管内膜结核所致。支气管镜检查可明确或者

排除该诊断Ⅲ圳，见图8。

图7 7i1’：食管瘘

弋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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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气管插管后气管内肉芽组织增生；B：气管插管后气管环形狭窄

图8支气管镜在诊断气道狭窄和气管内新生物中的应用

3支气管镜临床应用的禁忌证、并发症及

注意事项

3．1 支气管镜临床应用的禁忌证

①严重心、肺功能不全，严重呼吸衰竭，心绞痛或急

性心肌梗死，未控制的高血压及心律失常患者；②出凝血

机制障碍或者长期应用华法林等抗凝药物者；③哮喘急性

发作者；④主动脉瘤有破裂危险者。如果出现致命性气道

病变，以上均为相对禁忌证¨“。

3．2支气管镜临床应用的并发症

①喉、气管、支气管痉挛。出现该情况应立即停止检

查，并吸氧，待缓解后再酌情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操作。②

出血是最常见的并发症。一般血量不大，可自行缓解，偶

尔有大出血，甚至引起窒息危及生命。检查前要了解患者

是否有凝血功能障碍，活检时要尽量避开血管。出血较多

可给予1：10 000肾上腺素和／或10 U／mL凝血酶局部止血，

并保持出血侧低位，防止血液灌入健侧，并充分抽吸凝血

块，以防窒息，内镜下见出血停止后方可退镜。③心律失

常、心搏骤停，是支气管镜操作时的刺激引起迷走神经反

射和缺氧所致，此时应立即进行抢救。

3．3支气管镜临床应用的注意事项

术前禁食水4—6 h，经胃肠管给予肠内营养者。术前

将胃内容物抽吸干净。为减少患者的痛苦和并发症，如无

禁忌证，可给予镇静剂，通常使用短效苯二氮卓类镇静药

咪唑安定，具体用法： (1)60岁以下患者的初始剂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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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g，在操作开始前5—10 rain给药；(2)静脉注射咪唑

安定应缓慢，约为l mg／30 s；(3)如果操作时间长，必要

时可追加l mg，但总量不宜超过5 mg；(4)年龄超过60

岁的患者、衰弱及慢性病患者药量应酌减。对这些患者初

始剂量应减为1～1．5 mg，也在操作前5—10 min给药；根

据需要可追加0．5～l mg，但总量不宜超过3．5 mg。或给予

丙泊酚镇静：术前给予丙泊酚2 mr,／kg缓慢静推，至睫毛

反射?肖失后行支气管镜检查，术中若烦躁明显可追加剂量

至满意、32。⋯。术中动态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确保稳定；持

续机械通气者可连接一个三通连接管带机操作，操作中给

予较高的吸入氧浓度，但需将潮气量和呼气末正压降低，

避免压力损伤。术后嘱患者2 h内禁食水，避免误吸；置人

人工气道者，在气囊充盈的前提下，可以即刻给予胃肠内

营养；如全身麻醉，要等胃肠功能恢复后才能进食；术后

患者有胸闷症状或持续低氧血症者，做胸部影像学检查排

除气胸。

支气管镜在急诊科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而且，在我国《急诊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标准细则》中明确要求急诊ICU基本设备中必须备有支

气管镜。按照卫计委《呼吸内镜诊疗技术管理规范2012)

规定：有3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累计参与呼吸内镜诊疗

技术操作50例次者即可独立进行操作。因此，每个进行气

管镜操作的急诊医生都应该在经验丰富的上级医师指导下，

接受系统正规的气管镜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训，最

终能够独立、规范地处理临床常见问题。使支气管镜在急

诊科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急诊医生手中的“利器”，挽救

更多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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