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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管导管的拔管是麻醉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尽管拔管相关并发症⼤大

多较轻微，但有些并发症可造成严重后果甚⾄至致死，麻醉医⽣生需要⾯面临巨⼤大的

挑战。过去20余年年，由于各国困难⽓气道管理理指南的发布和普及以及多种⽓气道管

理理⼯工具的不不断出现与更更新，⽓气管插管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率得到明显降低。然

⽽而，同时期⽓气管拔管相关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并⽆无明显改变。由于询证依据的

缺乏，⽓气管拔管指南的制定和普及相对滞后。 

    与困难⽓气管插管的识别和处理理相⽐比，麻醉医⽣生对⽓气管拔管重要性的认识常常

不不⾜足。缺乏有效的⽓气管拔管策略略、对⽓气管拔管的困难程度和⻛风险评估不不⾜足以及

⽓气管拔管⽅方案的失败是造成⽓气管拔管相关并发症的常⻅见原因。因此，必须规范

⽓气管拔管的策略略和⽅方法以降低⽓气管拔管并发症，提⾼高的安全性。

图1.⽓气管导管拔管流程图



⼀一. 初步计划⽓气管拔管主要包括四个阶段：①初步计划；②拔管准备；③实施

拔

管；④拔管后处理理（图1）。 

    初步拔管计划应该在麻醉诱导前制定，并于拔管前时刻保持关注。该计划包

括对⽓气道和危险因素的评估。⼤大体上⽓气管拔管分为"低⻛风险"和"⾼高⻛风险" 两⼤大

类。 

 1. ⽓气道拔管危险因素的评估

（1）⽓气道危险因素 

  A. 困难⽓气道病⼈人：诱导期间已预料料的和未预料料的，以及⼿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加

剧的困难⽓气道。包括病态肥胖、阻塞性睡眠暂停综合征以及饱胃的病⼈人等。

  B. 围术期⽓气道恶化：插管时⽓气道正常，但在围⼿手术期发⽣生变化。例例如，解剖

结构的改变、出⾎血、⾎血肿、⼿手术或创伤导致的⽔水肿以及其他⾮非⼿手术因素。甲状

腺⼿手术、颈动脉剥离术、⼝口腔颌⾯面外科⼿手术、颈深部感染、颈椎⼿手术、⾎血管性

⽔水肿、后颅窝⼿手术、⽓气管切除术以及⻓长期⽓气管插管的病⼈人需要特别注意，因为

拔管后再次⽓气管插管往往⽐比第⼀一次插管更更加困难，且常常合并⾯面罩通⽓气困难。

  C. ⽓气道操作受限制：插管时⽓气道在可操作范围内，术后因为各种固定装置导

致⽓气道操作困难或⽆无法进⾏行行，如与外科共⽤用⽓气道、头部或颈部活动受限（下颌

⻣骨⾦金金属丝固定、植⼊入物固定和颈椎固定等）。

（2）⼀一般危险因素：病⼈人的整体情况也需要引起关注，它们可能使拔管过程变

得复杂，甚⾄至延迟拔管。包括呼吸功能受损、循环系统不不稳定、神经或神经肌

⾁肉接头功能受损、低温或⾼高温、凝⾎血功能障碍、酸碱失衡以及电解质紊乱。 

（3）⼿手术的特殊要求：部分⼿手术要求病⼈人平稳苏醒，避免呛咳和躁动。咳嗽和

躁动可以使静脉压升⾼高⽽而形成⾎血肿、⽓气道受压和伤⼝口裂开；眼内压和颅内压的

升⾼高可破坏⼿手术的效果甚⾄至造成⼿手术失败；⼼心⾎血管系统的改变可导致严重的⼼心

肌缺⾎血。

（4）⼈人为因素：⼯工具准备不不充分、缺乏经验或助⼿手以及与病⼈人沟通

障碍等。 

 2. ⽓气管拔管的分类  根据⽓气管拔管危险因素的评估结果，可将⽓气管拔管分为"低

⻛风险"和"⾼高⻛风险"拔管。 

（1）"低⻛风险"拔管：指常规拔管操作，病⼈人的⽓气道在诱导期间⽆无特殊，⼿手术过

程中⽓气道保持正常，如拔管后需要再次⽓气管插管容易易，病⼈人常规禁⻝⾷食且不不存在



⼀一般危险因素。

（2）"⾼高⻛风险"拔管：指病⼈人存在术前为困难⽓气道、术中⽓气道恶化、术后插管受

限、饱胃、合并⼀一般⻛风险因素等⼀一项或多项⽓气管拔管危险因素，拔管后常需要

再次插管且再次插管困难的情况。

⼆二、拔管准备

拔管准备是检查并优化⽓气管拔管条件，选择⽓气道和全身情况的 佳时机，

以降低⽓气管拔管⻛风险，减少并发症。

1. 评价并优化⽓气道情况：⼿手术结束拔管前需要重新评估并优化⽓气道情

况，并制定拔管失败情况下的补救措施以及重新插管计划。

（1）上呼吸道：拔管后有上呼吸道梗阻的可能性，故拔管前需要考虑⾯面罩通⽓气

的可⾏行行性。可以使⽤用普通喉镜、可视喉镜或纤⽀支镜检查有⽆无⽔水肿、出⾎血、⾎血凝

块、外伤或⽓气道扭曲。但是需要注意，⽓气道⽔水肿可在⽓气管拔管后快速进展⽽而造

成严重的上呼吸道梗阻，因此不不可盲⽬目依赖评估结果。

（2）喉：套囊放⽓气试验可以⽤用来评估声⻔门下⼝口径，判断有⽆无⽓气道⽔水肿。以套囊

放⽓气后可听到明显的漏漏⽓气声为标准，如果合适的导管型号下听不不到漏漏⽓气的声

⾳音，常常需要推迟拔管。如果有临床症状提示存在⽓气道⽔水肿，即便便套囊放⽓气后

能听到声⾳音，也需要警惕。

（3）下呼吸道：下呼吸道因素也会限制拔管的实施。例例如下呼吸道

外伤、⽔水肿、感染、⽓气管软化以及⼤大量量分泌泌物等。如果术中氧合不不满意，胸⽚片

有助于排除⽀支⽓气管插管、肺炎、肺⽓气肿或其它肺疾病。纤⽀支镜可评估喉部、⽓气

管和⽀支⽓气管的解剖及功能状况。

（4）胃胀⽓气：胃胀⽓气可能压迫膈肌⽽而影响呼吸，在实施⾯面罩正压通

⽓气或声⻔门上通⽓气时，经⿐鼻或经⼝口胃管减压是明智的。

2. 评估并优化病⼈人的⼀一般情况：拔管前，肌⾁肉松弛药的作⽤用必须被完全拮

抗。

⼤大限度地保证⾜足够的通⽓气，并使病⼈人的⽓气道保护性反射完全恢复，便便于排出

⽓气道的分泌泌物。维持⾎血流动⼒力力学稳定及适当的有效循环⾎血量量，调节病⼈人的体

温、电解质、酸碱平衡及凝⾎血功能⾄至正常范围，提供良好的术后镇痛，防⽌止⽓气

道不不良反射的发⽣生。

3. 评估并优化拔管的物质准备：拔管操作与⽓气管插管具有同样的⻛风险，所以

在



拔管时应准备与插管时相同⽔水平的监护、设备及助⼿手。另外，与外科医师及⼿手

术团队的充分沟通也是拔管安全的重要保障。

三、  实施拔管

⽓气管拔管是⼀一个选择性过程，拔管前的评估和准备是⾮非常重要的。拔管后

的⽬目标是保证病⼈人维持有效的通⽓气，避免⽓气道刺刺激。⽓气管拔管可以理理解为⽓气道

管理理逻辑上的延伸，拔管前麻醉医⽣生要制定⼀一套⽅方案来应对拔管失败的突发情

况，拔管时准备与插管时相同⽔水平的监护、设备与⼈人员，确保在 短的时间内

对病⼈人进⾏行行有效通⽓气或再插管，保证拔管时的安全。⽅方案的制定要依据⼿手术、

病⼈人情况以及麻醉医师的技术和经验综合判断。⽬目前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拔管策

略略可应对所有的情况，拔管执⾏行行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分析。理理想的

⽓气管拔管⽅方法应该是待病⼈人⾃自主呼吸完全恢复，在可控、分步且可逆的前提下

拔除⽓气管导管。 

1. 拔管需要注意的问题：所有的拔管操作都应该尽量量避免⼲干扰肺通⽓气，保证

氧

供。以下问题对于"低⻛风险"拔管和"⾼高⻛风险"拔管均需要注意。

（1）氧储备：拔管前需建⽴立充分的氧储备，以维持拔管后呼吸暂停时机体的氧

摄取，同时可以为进⼀一步⽓气道处理理争取时间。

（2）体位：尚⽆无证据表明某⼀一种体位适合所有的病⼈人，⽬目前主要倾向于头⾼高脚

低位和半侧卧位。头⾼高脚底位尤其适⽤用于肥胖病⼈人，左侧卧头低位常⽤用于饱胃

病⼈人。

（3）吸引：⼝口咽咽部⾮非直视下吸引可能会引起软组织损伤，理理想情况应该在⾜足够

麻醉深度下使⽤用喉镜辅助吸引，特别是那些⼝口咽咽部存在分泌泌物、⾎血液及⼿手术碎

⽚片污染的病⼈人。对于⽓气道内存在⾎血液的病⼈人，因存在凝⾎血块阻塞⽓气道的可能

性，吸引时应更更加⼩小⼼心。进⾏行行下呼吸道吸引时，可使⽤用细的⽀支⽓气管内吸痰管。

（4）肺复张措施：保持⼀一定的呼⽓气末正压（PEEP）及肺活量量呼吸等肺复张措

施可暂时性地减少肺不不张的发⽣生，但对术后改善肺不不张作⽤用不不⼤大。在吸⽓气⾼高峰

同时放松⽓气管导管套囊并随着发⽣生的正压呼⽓气拔出⽓气管导管可产⽣生⼀一个正压的

呼⽓气，有利利于分泌泌物的排出，并减少喉痉挛和屏⽓气的发⽣生率。

（5）⽛牙垫：⽛牙垫可防⽌止麻醉中病⼈人咬合⽓气管导管导致⽓气道梗阻。在⽓气管导管阻



塞的情况下，⽤用⼒力力吸⽓气可迅速导致肺⽔水肿。⼀一旦发⽣生咬合，迅速将⽓气管导管或

喉罩套囊泄⽓气，因⽓气体可从导管周围流出，避免了了⽓气道内极度负压的产⽣生，可

能有助于防⽌止梗阻后肺⽔水肿的发⽣生。

（6）拔管时机：根据拔管时机可将⽓气管拔管分为清醒拔管和深麻醉下拔管。清

醒拔管总体上来说更更安全，病⼈人的⽓气道反射和⾃自主呼吸已经恢复。深麻醉拔管

能减少呛咳以及⾎血流动⼒力力学的波动，但是可增加上呼吸道梗阻的机率。深麻醉

拔管是⼀一种更更⾼高级的技术，常应⽤用于⽓气道容易易管理理且误吸⻛风险较低的病⼈人。

 2. "低⻛风险"拔管：尽管所有的拔管都有⻛风险，但是对于那些⼆二次插管没有困难

的病⼈人，可以选择常规拔管。“低⻛风险”病⼈人可选择清醒（表1）或深麻醉下（表

2）拔管。

表1 “低⻛风险”拔管的清醒拔管步骤

表2 “低⻛风险”拔管的深麻醉拔管步骤

1. 纯氧吸⼊入

2. 吸引⼝口咽咽部分泌泌物， 好在直视下

3. 置⼊入⽛牙垫

4. 合适的体位

5. 拮抗残余的肌松作⽤用

6. 保证⾃自主呼吸规律律并达到⾜足够的分钟通⽓气量量

7. 意识清醒，能睁眼并能遵循指令

8. 避免头颈部的移动

9. 肺活量量正压通⽓气胀肺，松套囊拔管

10.⾯面罩纯氧吸⼊入确认呼吸通畅且充分

11.持续⾯面罩给氧⾄至完全恢复



 3. "⾼高⻛风险"拔管："⾼高⻛风险"拔管主要⽤用于已证实存在⽓气道或全身危险因素，以

致⽆无法保证拔管后维持充分⾃自主通⽓气的病⼈人。“⾼高⻛风险”拔管的关键在于拔管后

病⼈人是否能保证安全，如果考虑能安全拔管，清醒拔管或其他⾼高级技术可以克

服绝⼤大多数困难；如果考虑⽆无法安全拔管，则应延迟拔管或实施⽓气管切开。任

何技术都可能存在⻛风险，熟练程度和经验⾄至关重要。

（1）相对安全拔管

  A. 清醒拔管："⾼高⻛风险"病⼈人的清醒拔管在技术上同"低⻛风险"病⼈人没有差别，⽽而

且适⽤用于绝⼤大多数的"⾼高⻛风险"病⼈人，例例如有误吸⻛风险、肥胖以及绝⼤大多数困难

⽓气道病⼈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以下⼀一种或多种技术可能对病⼈人更更有利利。 

  B. 瑞芬太尼输注技术：⽓气管导管的存在可能引发呛咳、躁动以及⾎血流动⼒力力学

的波动。对于颅脑⼿手术、颌⾯面⼿手术、整形⼿手术以及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

应避免这些反应的发⽣生。输注超短效阿⽚片类药物瑞芬太尼可减少这些刺刺激反

应，并能使病⼈人在耐管的情况下，意识完全清醒且能遵循指令（表3）。瑞芬太

尼的输注主要有两种⽅方式：延续术中继续使⽤用或拔管时即刻使⽤用。成功的关键

在于拔管前其他镇静药物（吸⼊入药及丙泊酚）已经充分代谢，调整瑞芬太尼的

剂量量使既能避免呛咳⼜又能避免清醒延迟及呼吸暂停。

表3 瑞芬太尼输注技术的拔管步骤

1. ⽆无⼿手术刺刺激

2. 良好镇痛，⽆无呼吸抑制

3. 纯氧吸⼊入

4. 保证⾜足够麻醉深度

5. 合适的体位

6. 吸引⼝口咽咽部分泌泌物， 好在直视下

7. 松套囊，如咳嗽加深麻醉

8. 正压通⽓气下拔除导管

9. 再次确认呼吸通畅且充分

10.⼿手法或⼝口咽咽/⿐鼻咽咽通⽓气道保持⽓气道通畅⾄至病⼈人清醒

11.持续⾯面罩给氧⾄至完全恢复

12.持续监测⾄至病⼈人清醒且⾃自主呼吸完全恢复



  C．喉罩替换技术：使⽤用喉罩替换⽓气管导管，可以建⽴立⼀一个⽣生理理稳定的⾮非刺刺激

⽓气道，并能阻⽌止来⾃自⼝口腔的分泌泌物和⾎血液对⽓气道的污染（表4）。该技术既可⽤用

于清醒拔管也可⽤用于深麻醉拔管，主要适⽤用于⽓气管导管引起的⼼心⾎血管系统刺刺激

可能影响⼿手术修复效果的病⼈人，同时对于吸烟、哮喘等其他⽓气道⾼高敏敏病⼈人可能

更更有好处，然⽽而对于饱胃⻛风险的病⼈人不不适⽤用。该技术需要反复的练习和谨慎的

态度，⾜足够的麻醉深度是避免喉痉挛的关键。插管型喉罩亦可应⽤用于⽓气管拔

管，纤⽀支镜定位和引导再插管更更容易易。当问题发⽣生在声⻔门⽔水平或声⻔门下，喉罩

也不不⼀一定能保证建⽴立通畅⽓气道。

表4 喉罩替换技术的拔管步骤

1. 保证有效术后镇痛，可静注吗啡
2. ⼿手术结束前，将瑞芬太尼调制合适的速度
3. ⼿手术适当阶段给予肌松拮抗药
4. 停⽤用其他麻醉药物（吸⼊入麻醉药或丙泊酚）
5. 若使⽤用吸⼊入麻醉，⾼高流量量洗肺
6. 保持正压通⽓气
7. 尽量量直视下吸引
8. 合适的体位
9. 不不催促、不不刺刺激，等待病⼈人按指令睁眼
10.停⽌止正压通⽓气
11.⾃自主呼吸良好者拔管并停⽌止输注
12.⾃自主呼吸⽋欠佳者⿎鼓励深吸⽓气并减少输注量量
13.呼吸改善后拔管并停⽌止输注
14.拔管后严密监护⾄至完全苏醒
15.注意瑞芬太尼⽆无⻓长效镇痛作⽤用
16.注意瑞芬太尼可被纳洛洛酮拮抗



  D. ⽓气道交换导管（Airway exchange catheter，AEC）辅助技术：当⽴立即重新

插管的把握不不⼤大时，可在拔管前把⽓气道交换导管、插管探条、硬质胃管或者纤

⽀支镜等⼯工具置⼊入⽓气管内（表5），使⽓气道可以在需要时快速重建（表6）。⽓气道

交换导管（如Cook⽓气道交换导管、Frova插管引导器器等）是⼀一种内径很细的中

空半硬质导管，国内亦有“换管器器”的称呼。常⽤用于⽓气管拔管的Cook⽓气道交换导

管⻓长83 cm，有外径3.7 mm和4.7 mm两种规格。导管可以连接麻醉机或喷射呼

吸机，既可以作为重新插管的导引，也可以作为吸氧和通⽓气的通道（如喷射通

⽓气）。麻醉医⽣生有更更多的时间来评估重新插管的必要性。AEC辅助重新插管的

成功率⾮非常⾼高，但是应以良好的监护设施、训练有素的操作者及充⾜足的器器械准

备为前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装置并不不能保证成功导引⽓气管插管，仍应常备其

他⽅方案。使⽤用时必须⼩小⼼心使导管尖端在任何时间均位于⽓气管的中部。

表5 AEC辅助技术的拔管步骤

1. 纯氧吸⼊入

2. 避免⽓气道刺刺激，深麻醉或肌⾁肉阻滞剂

3. 喉镜下直视吸引

4. ⽓气管导管后部置⼊入未充氧的喉罩

5. 纤⽀支镜检查确保喉罩位置正确

6. 喉罩套囊充⽓气

7. 松⽓气管导管套囊，正压通⽓气下拔除导管

8. 使⽤用喉罩通⽓气

9. 置⼊入⽛牙垫

10.合适的体位

11.持续监测⾄至完全清醒



表6 AEC引导重插管步骤

（2）不不安全拔管

  A. 延迟拔管：当⽓气道损害严重时，往往需要延迟⽓气管拔管。延迟拔管⼏几⼩小时

或⼏几天待⽓气道⽔水肿消退后再拔管可增加拔管的成功率。如果病⼈人在24⼩小时内有

再回到⼿手术室的可能，明智的做法是保留留⽓气管导管。特殊情况下当⾃自身技术和

周围条件不不⾜足时也可以延迟拔管，例例如在深夜⾥里里⼈人员不不⾜足⽽而病⼈人⼜又是困难⽓气道

则建议延迟拔管。

  B. ⽓气管切开：当病⼈人由于预先存在的⽓气道问题、⼿手术（如游离⽪皮瓣重建

1. 判断AEC插⼊入深度，可纤⽀支镜确认，成⼈人不不超过25CM

2. 按预定深度插⼊入AEC，避免超过隆隆突

3. 充分吸痰

4. 拔出⽓气管导管，避免AEC过深或脱出

5. 固定AEC

6. 记录AEC插⼊入深度

7. 使⽤用麻醉回路路确定AEC周围有⽓气体泄露露

8. 标记AEC以区分⿐鼻胃管

9. 病⼈人送⾄至加护病房或ICU护理理

10.⾯面罩吸氧或持续⾯面罩正压通⽓气供氧

11.拔除AEC前充分吸引⼝口腔分泌泌物

12.呛咳时确认是否过深，可经AEC注⼊入局麻药

13.病⼈人多可保持咳嗽和发声能⼒力力

14.⽓气道安全时可移除AEC， ⻓长可留留置72h

1. 合适的体位

2. 吸纯氧⾯面罩持续正压通⽓气

3. 选择尖端柔软的⼩小号⽓气管导管

4. 重新麻醉诱导或表⾯面麻醉

5. 喉镜挑起⾆舌体，AEC引导下置⼊入⽓气管导管

6. 根据呼末⼆二氧化碳波形图确认导管位置



术）、肿瘤、⽔水肿以及出⾎血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保持⽓气道通畅时，应

考虑⾏行行⽓气管切开。麻醉医⽣生应该与外科医⽣生共同讨论，主要依据以下四点：①

⼿手术结束时⽓气道受累的程度；②术后⽓气道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③是否具备重

建⽓气道的能⼒力力；④⽓气道明显受累可能的持续时间。⽓气管切开可减少⻓长期使⽤用⽓气

管导管造成的声⻔门损伤，尤其当病⼈人发⽣生喉头⽔水肿或者⽓气道问题短期内⽆无法解

决时。

四、拔管后处理理

    拔管后可能导致⽣生命危险的并发症并不不只局限发⽣生于⽓气管拔管后即刻，拔管

后仍应持续管理理、监测，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 ⼈人员配置和交流：病⼈人⽓气道反射恢复、⽣生理理情况稳定前需要专⼈人持续护

理理，

⽐比例例 好是1：1，并且恢复室内不不得少于两⼈人。保证随时能联系到有经验的

麻醉医⽣生。良好的沟通是⼗十分重要的，麻醉医⽣生应在⼿手术结束前与⼿手术医⽣生就

麻醉恢复问题进⾏行行交流。回恢复室或ICU时，必须保证清楚的⼝口头或书⾯面交

接。 

2. 监测和预警信号：术后监测包括意识、呼吸频率、⼼心率、⾎血压、末梢⾎血氧

饱

和度、体温和疼痛程度。使⽤用特制的CO2监测⾯面罩能早期发现⽓气道梗阻。脉搏

⾎血氧饱和度并不不适合作为通⽓气监测的唯⼀一指标，它容易易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预警信号包括⼀一些早期⽓气道问题和⼿手术问题的征象，如喘鸣、阻塞性通⽓气症状

和躁动常提示⽓气道问题，⽽而引流量量、游离⽪皮瓣⾎血供、⽓气道出⾎血和⾎血肿形成常提

示⼿手术⽅方⾯面问题。 

3. 设备：困难⽓气道抢救⻋车应该随⼿手可得，配置标准监护仪和CO2监护设备。 

4. 转运：所有的⽓气管拔管均应由麻醉医⽣生执⾏行行，“⾼高⻛风险”拔管应该在⼿手术室

内执⾏行行。存在⽓气道⻛风险的病⼈人运送⾄至恢复室或ICU时，途中应有麻醉医⽣生陪

同。

5. ⽓气道损害病⼈人的呼吸管理理：存在⽓气道损害的病⼈人应该给予湿化的氧⽓气，同

时

监测呼⽓气末CO2。⿎鼓励病⼈人深吸⽓气或者咳出分泌泌物，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病⼈人 好保留留⽓气管导管进⼊入ICU监护。术后第1个24⼩小时内，应⾼高度警惕创

⾯面的出⾎血和呼吸道的梗阻，术后第2天拔管是较安全的选择。拔管后，⿐鼻咽咽通



⽓气道可改善上呼吸道梗阻；头⾼高位或半坐位能减轻膈肌上抬所致的功能残⽓气量量

降低；⽪皮质激素能减轻⽓气道损伤所致的炎症性⽔水肿，但是对于颈部⾎血肿等机械

性梗阻⽆无效。

6. 镇痛：良好的镇痛可促进术后呼吸功能的恢复，但是要避免或谨慎使⽤用镇

静

药物。同时抗呕吐的药物是⼗十分必要的。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刘进、邓⼩小明等学会领导，⽥田鸣（执笔）、左明章（执

笔）、⻢马武华（执笔）、⾼高学（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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