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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O指导左心功能低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患者
围术期治疗的研究
杨璐铭1，雷静1，程端2，王敏1，朱文明1，哈斯也提1
【摘要】目的 探讨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iCCO）技术在术前左心功能低下（LVEF＜50%）的重
症冠心病（CAHD）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围术期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及指导意义。方法 选择
2017年1月~2018年12月于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在体外循环下行择期CABG治疗的CAHD患者80例，随机分
为PiCCO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0例。PiCCO组根据置入PiCCO 导管监测的相关数据进行容量管理及血管活
性药物管理，对照组根据常规监测平均动脉压（MAP）及中心静脉压（CVP）对患者进行经验性处理。结
果 PiCCO组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ICU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P=0.01、P=0.02、P=0.04）。PiCCO组在治疗6 h后GEDI、SVRI、CI及EVLWI均出现改善，组内比较有统计
学意义（P均＜0.05）。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中脑钠肽水平治疗后24 h、72 h及出ICU时均明显降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iCCO组患者在术后血管活性药物用量上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P=0.01，
P=0.04）。术后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均无死亡，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对于术前左心功能低下（LVEF＜50%）的CAHD在CABG术后应用PiCCO技术监测血流动力学指标并
指导治疗，可起到稳定循环，减轻肺水肿，提高组织灌注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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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ulse-indicating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 technology in the perioperative treatment of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preoperative left heart function (LVEF＜50%) and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18, 80 patients with CAHD who underwent elective CABG surgery under cardiopulmonary bypas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PiCCO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iCCO
group received volume management and vasoactive dru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PiCCO catheter
monitor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empirical treatment based on routine monitoring of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and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 Results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ICU time and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in the PiCCO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P=0.02, P=0.04, respectively). In the PiCCO group, GEDI, SVRI, CI
and EVLWI all improved after 6 hours of treatment, and the comparison within the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BNP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24
h, 72 h after treatment and when they were out of ICU,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amount of vasoactive drugs in the PiCC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P=0.04,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death during the hospitaliz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seriou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P>0.05). Conclusion For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low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LVEF<50%) before operation, PiCCO technology is used to
monitor hemodynamic indicators and guide treatment after CABG, which can stabilize circulation, reduce pulmonary
edema, and improve tissue perfusion with certain degree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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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是治疗严重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HD）最为有效
的治疗方式 [1]。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到来，严重
冠心病的患者越来越多 [2]。偏远地区由于经济落
后及冠心病的诊疗困难导致患者拖延到很严重的
程度才到医院就诊并得到诊断 [3]，临床中常遇到
合并左心功能低下的重症患者，此类患者围术期
循环波动大，早期并发症多，容量及肺部情况
难以掌握，最终导致机械通气时间及ICU时间延
长，花费多，严重影响围术期恢复，如何更好的
促进围术期的恢复过程，改善预后成为心脏外科
重症监护的难题之一[4]。
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iCCO）技术是一
种比较新的微创技术，该技术结合经肺热稀释方
法和动脉脉搏轮廓分析法，可对血流动力学和
容量进行准确的监测和指导管理[5,6]。PiCCO技术
不仅可常规监测血流动力学参数，还可监测心
功能指数，心输出量、心脏前后负荷参数等，并
在PiCCO技术的指导下可实时动态的了解心脏术
后患者的容量负荷情况，并进行严格的液体管
理 [7]。PiCCO技术在危重症医学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近年来在心外科术后的应用逐渐增多 [7-9]，
目前尚无在CAHD患者CABG后围术期的应用。
本研究拟在术前左心功能低下，左室射血分数
（LVEF）＜50%的CAHD患者CABG围术期治疗
中应用PiCCO技术来探讨该技术在重症患者容量
管理及血管活性药物调整的价值及指导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选择2017年1月~2018年12
月于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在体外循环下行择期
CABG治疗的CAHD患者80例，其中男性54例，
女性26例，年龄57~59（9±10）岁。纳入标准：
术前超声检查LVEF＜50%，美国纽约心脏病学
会（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或Killip分级≥Ⅱ
级的患者，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示多支病变。
排除标准：严重肝肾功能衰竭，存在恶性心律失
常，有股动脉穿刺禁忌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PiCCO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0例。所
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同意。
1.2 方法
1.2.1 术后管理 手术均在体外循环下完成，返
ICU后PiCCO组患者均安装PiCCO导管，持续监测
的相关数据进行容量及血管活性药物管理并每隔
6 h校准，连续测定3次取平均值，对照组根据常
规监测数据[平均动脉压（MAP），中心静脉压
（CVP）]对患者进行经验性处理。
1.2.2 观察指标 PiCCO组：所有患者经颈内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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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锁骨下静脉置入深静脉导管，经股动脉置入
PICCO动脉热稀释导管连接PULSION一次性压
力传感器，连接PiCCO模块（飞利浦）。从中
心静脉注入冰的生理盐水[15 ml/次，匀速快速
（＜7 s）注射，3次，取平均值]校正，每隔6 h校
正。记录测定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平均动脉压
（MAP）、心率（HR）、中心静脉压（CVP）、
心输出量（CO）、外周血管阻力指数（SVRI）、
胸腔内血容量指数（ITBI）、全心舒张末期容积
指数（GEDI）、血管外肺水（EVLW）及其指数
（EVLWI）、心功能指数（CFI）、全心射血分数
（GEF）等。根据前负荷指标：全心舒张末期容
积指数（GEDI）、胸腔内血容量指数（ITBI）、
SVV/PVV，使GEDI达到680~800 ml/m2，ITBVI达
到850~1000 ml/m2，SVV/PVV≤10%指导补液；
后负荷：平均动脉血压（MAP）、外周血管阻
力指数（SVRI），使MAP≥80 mmHg，SVRI达
到1700~2400dyn.s.cm-5.m 2调整去甲肾上腺素剂
量，同时监测血管外肺水（EVLW）及其指数
（EVLWI），使EVLWL在3.0~7.0 ml/kg的范围内指
导液体选择及利尿剂的应用。对照组：根据CABG
患者围术期处理指南及我院的相关经验，通过持
续监测心率、MAP、CVP、胸片、床旁心脏彩超
等指导治疗患者术后心功能及前后负荷情况。
1.2.3 数据采集 所有入选患者记录手术基本情况，
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比较两组患者
机械通气时间、术后ICU住院时间；ICU血管活性
药物用量、时间及血中脑钠肽（BNP）的变化；比
较两组患者术后早期出现的并发症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5.0统计学
软件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
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M（Q1，Q3）]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及手术相关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平均体质量、术前心律失常及心功
能、手术平均体外循环时间及主动脉阻断时间等
未见明显差异（P均＞0.05，表1）。
2.2 两组患者围术期结果及并发症比较 PiCCO组
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ICU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P=0.01、P=0.02、P=0.04）。术后两组患者住院
期间均无死亡，术后因胸液多行二次开胸3例，
二次气管插管3例，切口愈合不良2例，术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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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参数
男性（n，%）
年龄（岁）
平均体质量（kg）
术前心律失常（n，%）
高血压病史（n，%）
糖尿病病史（n，%）
SpO2（%）
心胸比（%）
术前LVEF（%）
二次手术（n，%）
CPB时间（min）
AOC时间（min）

PiCCO组（n=40）
28（70）
59±10
66±11
3（7.5）
38（95）
35（87）
95±3
45±7
47.4±8.3
1（2.5）
181±78
102±61

对照组（n=40）
26（65）
57±9
65±10
2（5）
36（90）
34（85）
94±6
44±5
48.2±5.6
1（2.5）
180±89
101±67

P值
0.79
0.65
0.63
0.30
0.52
0.48
0.72
0.89
0.84
1.00
0.61
0.42

注：SPO2：动脉血氧饱和度；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CPB：体
外循环；AOC：主动脉阻断时间

房颤6例，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均＞0.05）（表2）。
2.3 两组患者血中BNP水平比较 与治疗前相比，
两组患者BNP水平在治疗24 h、72 h及出ICU时均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同时在术后72 h时两组患者BNP水平相比有差
异，PiCCO组BNP水平更低（P=0.04），其他时间
段无明显差异（P均＞0.05）（表3）。
2.4 两组患者血管活性药量比较 PiCCO组患者在
表2 两组患者术后相关参数比较
手术后参数
机械通气时间（h）
ICU时间（d）
住院时间（d）
术后并发症（n，%）
因出血再次手术
二次气管插管
切口愈合不良
术后心律失常

PiCCO组（n=40）
24±16
2.5±1.7
7.5±4.1
2（5）
1（2.5）
1（2.5）
2（5）

对照组（n=40）
30±12
3.7±2.5
9.2±3.8
1（2.5）
2（5）
1（2.5）
4（10）

P值
0.01
0.02
0.04
0.51
0.51
1.00
0.34

表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血中BNP水平指标比较
BNP测定时机
术前（pg/ml）
治疗24 h（pg/ml）
治疗72 h（pg/ml）
出ICU时（pg/ml）

PiCCO组（n=40）
1064.96±159.57
739.57±123.61
487.21±131.28
392.19±162.64

对照组（n=40）
1035.82±178.23
781.66±111.39
622.87±129.21
421.88±159.07

注：BNP：脑钠肽

P值
0.43
0.37
0.04
0.24

ICU期间CABG后常用的血管活性药物（多巴胺、
去甲肾上腺素）用量上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
P=0.01，P=0.04，表4）。
2.5 两组患者的MAP及CVP的比较 与对照组相
比，PiCCO组患者在治疗24 h后MAP更高[（84.96
±11.25）mmHg vs. （82.16±13.11）mmHg，
P=0.03]，表明能够更早的满足组织灌注，且CVP
更低[（6.06±1.01）mmH 2O vs. （7.87±1.65）
mmH2O，P=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2.6 PiCCO组患者不同时间段各指标结果比较
PiCCO组患者在治疗24 h后CI、GEDI、ITBI、
SVRI及EVLWI等指标较治疗30 min及6 h后均明
显改善，尤其在撤除PiCCO时测量的血流动力
学指标，心脏前、后负荷明显减轻，血管外肺
水明显减少，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5）。
3 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PiCCO组在机械通气时间及
ICU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上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BNP水平均在治疗后明
显降低。在ICU内血管活性药物用量上PiCCO组
高于对照组，虽然PiCCO组患者术后早期血管活
性药平均用量偏大，但在机械通气及ICU时间上
比对照组明显缩短，并在转出ICU时血管活性药
量均减停。两组术后均无住院死亡，术后并发症
也未见差异。本研究结果证实在PiCCO技术的指
导下可促进重症冠心病CABG后患者早期平稳安
全的恢复。
目前的有创血压监测及CVP监测均不能精准测
定患者在围术期时的有效血容量、心功能等血流
动力学参数。作为长期以来指导补液的前负荷指
标CVP存在诸多不足，易受多方面因素的干扰，
如：胸腔内压力、肺循环阻力、机械通气PEEP
等。金标准Swan-Gans导管监测心排量的问题则是
操作复杂，创伤大，并发症多，易引起恶性心律

表4 两组病人在ICU血管活性药量比较
用药情况
用药例数（n，%）
平均用量（μg/kg/min）
平均用药天数（d）

PiCCO组（n=40）
40（100）
6.2±2.3
2.5±2.0

多巴胺
对照组（n=40）
40（100）
5.4±2.5
3.7±1.9

P值
0.42
0.01
0.41

PiCCO组（n=40）
37（92.5）
0.082±0.038
2.5±1.1

去甲肾上腺素
对照组（n=40）
34（85）
0.064±0.025
2.8±1.5

P值
0.39
0.04
0.57

表5 PiCCO组不同时间点各监测指标比较
项目
CO（L/min）
CI（L/min/ m2）
GEDI（ml/m2）
ITBI（ml/m2）
SVRI（dyn.s.cm-5.m2）
EVLWI（ml/kg）

治疗30 min（n=40）
5.55±1.92
3.15±0.21
800.04±77.58
895.18±71.27
1223.34±397.3
8.12±1.74

治疗6 h（n=40）
5.44±1.85
3.05±0.63
829.16±66.91
913.62±54.53
2305.34±220.59
10.57±1.82

治疗24 h（n=40）
5.35±1.68
3.1士0.54
834.21±58.45
843.87±69.14
2087.59±216.72
7.16±1.05

撤除PiCCO（n=40）
5.46±1.57
3.4士0.39
861.63±52.67
819.66±58.53
1986.37±186.50
5.87±1.31

P值
＜0.01
0.02
＜0.01
0.03
＜0.01
0.01

注：PiCCO：脉搏指数连续心输出量；CO：心输出量；CI：心功能指数；GEDI：全心舒张末期容积指数；ITBI：胸腔内血容量指数；
SVRI：外周血管阻力指数；ELWI：血管外肺水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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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常且不能连续监测[10]。PiCCO技术作为新一代
的监测技术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在临床危重症患者
的诊疗过程中，其操作简单、创伤小，并能够精
准、连续的监测血流动力学参数[11,12]，为判断患者
在围术期前后负荷及治疗中起到指导作用。
心外科患者在围术期病情进展很快且很难迅
速判断容量及心功能，之前的研究已经报道过
PiCCO技术在先心病[7]和后天性心脏病[9]中的成功
应用，但在术前心功能低下的重症冠心病患者中
是否能够更好的应用，缺乏相关的研究[13]。左心
功能低下的患者术前左心收缩及舒张功能均减
低，左心的舒张功能减低可引起左室舒张末压增
高，严重时会引起心律失常、全身组织灌注不足
等并发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危重症CABG后患
者围术期应用PiCCO技术监测和指导可尽早提高
组织灌注、降低静脉压、降低肺水肿，能缩短
ICU时间和总住院时间，促进危重症患者的早期
恢复。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本实验研究的样本量较
小，仍需设计大样本量的研究来证实PiCCO技术
指导对重症冠心病在CABG围术期容量及血管活
性药物管理的影响。
对于术前左心功能低下（LVEF＜50%）的重
症CAHD患者在CABG术后早期应用PiCCO 技术，
可直观、简便、连续、精确的床边监测心脏前后
负荷、心功能指数和血管外肺水，指导使用正性
肌力药物和血管收缩药物，指导容量治疗方案的
制定，判断机体氧供与氧耗的平衡，起到稳定循
环，减轻肺水肿，提高组织灌注的重要作用，具
有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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