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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心功能监测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
监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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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无创心功能监测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监护中的应用。方法选择２００６年１—

【摘要】

３月．，Ｃ，ＹｂＩＣＵ收治的２９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应用胸腔生物阻抗法心脏ｍ流动力仪和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
管，同时测定患者的心排出量和肺动脉楔压，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两种方法测定的结果心排出量
（ｃｏ）分别为（５．０３±１．Ａ８）Ｌ／ｍｉｎ和（５．２５±１．５５）Ｌ／ｒａｉｎ（Ｐ＞０．０５），ｒ＝Ｏ．８２（Ｐ＜０．００１）；肺动脉楔压（ＰＣＷＰ）的结果
分别为（１０．．３５±２．１８）ｍｍ Ｈｇ和（９．８６＋２．６７）ｍｍ Ｈｇ（Ｐ＞Ｏ．０５），ｒ＝Ｏ，７１（Ｐ＜Ｏ．０５）。两种方法测定的结果具有良好
的相关性。结论胸腔生物阻抗法无创心功能监测与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管测定结果是一致的。它不仅能准确地
测定心排出量和肺动脉楔压，而且还具有无创、连续、简便和廉价的优点。
【关键词】心电描记术，阻抗；导管插入术，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心排血量；肺动脉，肺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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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动力学监测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ｏｒｏ—

１资料与方法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ＣＡＢＧ）患者术后监护的
重要内容。目前临床常用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管进行监

１．１病例选择选择２００６年ｌ一３月我院心外ＩＣＵ

测，虽然能比较准确地提供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信

例，年龄４６￣７３（６３．８±８．２）岁。

息，但它毕竟是一项有创技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

１．２方法全部２９例ＣＡＢＧ患者在麻醉诱导后

多种并发症。

置入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管，术后回到心外ＩＣＵ在麻醉未

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收治的ＣＡＢＧ患者２９例，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７

胸腔生物阻抗法无创心功能监测具有无创、连

清醒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时，应用宝利好（山东）医

续、简便、廉价的特点，本研究拟通过比较胸腔生物

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无创心脏血流动力监测仪

阻抗法和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管在ＣＡＢＧ后血流动力学

（ＣＨＭＴ ３００２）以及爱德华公司生产的Ｓｗａｎ—Ｇａｎｚ

监测中的应用，探讨二者的相关性及无创心功能监

导管和连续心排仪两种方法同时监测心排出量

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ｕｔｐｕｔ，ＣＯ）及肺动脉楔压（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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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值，连取３次计算其平均值。

阻率差异很大，以血液电阻率最低，随着心脏收缩

１．３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

其阻抗也随血流量而变化。阻抗法血流动力学监测

ｉｌｌａｒｙ ｗｅｄｇｅ

和舒张活动，主动脉内的容积随血流量而变化，故

计量资料以ｉ蜘表示，两种方法测得的ＣＯ及

技术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早期的仪器由于与临

ＰＣＷＰ应用配对ｔ检验并进行相关分析，Ｐ＜０．０５为

床误差较大而未能广泛应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期，阻抗法血流动力学监测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

２结果

展，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已达到了准确

无创心脏血流动力监测仪（ＣＨＭＴ ３００２）以及
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管和连续心排仪两种方法同时测定

可靠，适合临床应用的阶段。
ＣＨＭＴ

３００２型无创心脏血流动力监测仪采用

心排出量（ＣＯ）的结果分别为（５．０３＋１．４８）Ｌ／ｍｉｎ和

胸腔生物电阻抗技术进行心动描记，只需在患者的

（５．２５＋１．５５）Ｌ／ｍｉｎ，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

头颈及胸部两侧贴上类似心电监护的４个电极，然

有良好的相关性（ｒ＝０．８２，Ｐ＜０．００１）。测定的肺动脉

后联上监测仪即可，监测仪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实时

楔压（ＰＣｗＰ）的结果分别为（１０．３５＋２．１８）ｎｌｎｌ Ｈｇ（１

波形及各项参数值。医务人员可以随时掌握危重患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和（９．８６＋２．６７）ｍｍ

Ｈｇ，Ｐ＞０．０５，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样有良好的相关性（ｒ＝０．７１，
Ｐ＜０．０５）。

３讨论

者的血流动力学状况，如有异常，可及时采取治疗
措施。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利用电阻抗法测得的血流
动力学指标（ＣＯ及ＰＣＷＰ）与有创法测得的结果进

ＣＯ及ＰＣＷＰ是ＣＡＢＧ后重要的血流动力学监

行比较，发现两种方法测得的结果有良好的相关

测指标。它对于掌握病情、早期发现心血管功能异

性，说明电阻抗法测得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是准确、

常，尤其对于指导临床针对性用药，抢救血流动力

可靠的。国内外多项临床试验研究结果都表明，电

学不稳定的患者，以及监测药物疗效，有非常重要

阻抗法测得的ＣＯ和ＰＣＷＰ值与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管

的意义。目前可进行ＣＯ测定的方法很多（如热稀

法测得的结果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６－¨】，也说明电

释法、超声心动图检测法、胸腔生物阻抗法、指端容

阻抗法测得的ＣＯ和ＰＣＷＰ值是准确可靠的。此

积脉搏曲线法等），热稀释法连续测定ＣＯ是公认

外，Ｎｏｂｌｅ等【１２】报道，在左心功能不全的患者中，阻

的“金标准”Ｄ－３１。其监测的有创性和对设备、操作技

抗法测得的心排出量值低于正常参考值且差异有

术的要求，限制了它的使用，在放置Ｓｗａｎ—Ｇａｎｚ导

统计学意义，而经过有效的治疗后，心排出量值明

管过程中还有心律失常、肺栓塞、肺小动脉破裂和出

显上升，说明阻抗法对于监测和评价左心功能不全

血、气囊破裂、导管打结等并发症的隐患，甚至引起

的治疗效果有临床指导意义。

败血症，在一些特殊患者如二尖瓣关闭不全等测量

胸腔生物阻抗法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最大的

结果不准确，由于搬动患者等因素造成的导管位置

优点是无创伤性，从而避免了有创监测的诸多并发

变动亦同样影响观察结果，而且应用费用昂贵【扣５１。

症，使监测在床边就能连续实时进行，这对于及时

超声心动图检测法，利用患者在某一截面积，心脏

掌握病情，及时对症处理，以及监测和评价治疗效

一个收缩周期中内径的变化，计算出患者的ＣＯ。利

果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其次是监测费用低廉，

用彩色多谱勒超声心动图来测量ＣＯ虽然也是无

除一次性电极外，其余的部分均可以重复使用，其

创的，但这种方法受不同的操作员、不同截面的影

费用远低于一次性使用的Ｓｗａｎ—Ｇａ眦导管，大大减

响，并且也难以做到长时间连续实时监测，临床应

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临床应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

用并不广泛。胸腔生物阻抗法连续无创ＣＯ监测避

测系统操作简便、检测准确可靠，对指导临床治疗

免了有创技术带来的并发症，可重复性高，避免主

和判断预后是一种有效的检测手段．

观效应，为危重病抢救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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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新发右束支传导阻滞患

【摘要】

者左室重构的影响。方法８６例新发右束支传导阻滞的ＡＭＩ患者随机分为急诊ＰＣＩ治疗组（４５例，观察组）
及静脉溶栓治疗组（４１例，对照组），分别于入院后２４ ｈ、１周、１个月及３月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测量左心室
舒张末期容积指数、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指数和左心室射血分数。结果急诊ＰＣＩ组与静脉溶栓治疗组于
术后１个月及３个月左心室容积均减小，左心室射血分数升高；术后３个月两组左心室舒张期末容积指数
［（６３．４±５．８）ｍｌ／ｍ２比（６７．３＋６．４）ｍｌ／ｍ２］、左心室收缩期末容积指数［（３０．５±３．４）ｒｏｌ／ｍ２比（３４．６＋４．０）ｎｄ／ｍ２］
和左心室射血分数［（０．５３±０．０４）％比（０．５０±０．０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急诊ＰＣＩ治疗可明显抑制
新发右束支传导阻滞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左室重构，改善左心室功能。
【关键词】血管形成术，经腔，经皮冠状动脉；心脏传导阻滞；心肌梗死；心室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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