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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篇辅导是根据 SALG 发表的患者安全更新。SALG 是一个有着核心会员的专业小组，它的核心会员来自于皇家麻醉

学院、爱尔兰麻醉医师协会、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协会的代表。SALG 每季度的病人安全更新包含了英国国家健康服务及

NRLS 报道的事件。SALG 的目标是强调来自于病人事故中潜在或存在的病人安全，并且达到从这些报道的事件中学习的

目的。 
    NRLS 资料库中报道的案例是和严重的风险和死亡相关的。它的内容和临床相比变化很小，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些

案例都有着共同的主题，目的是从中提高对病人的保护。 
 
 
 
 
 
 
 

2016 年 9 月 20 日

问题 
 
在继续下面辅导之前,试着回答下面的问题.判断每个选项的对错: 
 

1.关于肺误吸胃内容物: 
 

a. 误吸大部分发生在引产时 
b. 在英国误吸是与气道管理相关死亡最普遍的原因 
c. 环状软骨压确实能减少诱导时误吸的可能性 
d. 一旦做出误吸的诊断应使用抗生素 
e. 拔管苏醒时，在直立体位时有误吸的风险 

2.关于急诊手术： 
 

a. 抗生素应用的时机不会影响脓毒症病人的预后 
b. 当考虑到病人的死亡风险大于 10%时，术后应送 ICU 
c. 急诊手术病人的预后是差于择期手术病人的 
d. 只有当病人的死亡率 ≥10%时才告知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 
e. 急诊手术不适合教学 

 
3.关于麻醉护理期间持续的眼部受损： 
 

a. 眼部受损是麻醉医生被起诉最常见的原因 
b. 在 100 例麻醉中约有 1 例发生眼部受损 
c. 一般的麻醉药不会影响泪液的产生 
d. 没有机械创伤角膜磨损也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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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内容物反流误吸 
 
“我在手术的早上看到了病人。由于周五手术台上的大量腹泻，他被取消手术，从那时起，他说他很好，没有进一步的腹
泻。 我也问他呕吐，他说他有痰咳嗽。在病房患者做了胃液分析并且使用喉罩，使用喉罩自发的呼吸是没有问题的。他被
转运至手术室并且侧卧位手术。仅仅当手术刀开始切皮时患者开始动弹，并且在喉罩中我看到了大量咖啡渣样物。拔除喉
罩后气道压力+++。大量的咖啡渣样物呕出，患者变得非常烦躁并且低氧，插管通气后，气管插管内抽出大量的咖啡渣样
呕吐物。病人被转运至重症治疗室（在手术室的尽头）。在仔细检查后使用了止吐药，并且不间断的观察。” 
  
 
“使用喉罩患者误吸可以发生在病房或是手术室后的截石位。鼻胃管的放置是经由喉罩最高抽吸端口。大于 500ml 的胃内
容物误吸。给予患者纯氧，琥珀胆碱 100ng，丙泊酚 50mg，使用探条气管插管，通过气管内导管未吸出异物，0.6 的氧浓
度，低气道压，小潮气量通气完成剩下的手术。由会诊医生判断拔管送至恢复室监测一段时间确保病人稳定离开病房。” 
    “我们转运一个肥胖的重症监护室患者至 CT 室。当患者平躺时开始感到恶心呕吐。我们使病人回复到正常体位。吸痰
管不够长不能到达扫描床，因此我们无法吸出患者的气道异物直到接了一个延长管。在此期间病人误吸了呕吐物变得低氧。
尽管支持通气患者未做 CT。我们拨打了急救电话，做了心肺复苏使患者苏醒。” 
 

RCoA 和 DAS 在英国做了一个一年期的关于气道管理的主要并发症的调查，作为第四届国家审查项目在 2011 年发布。

这篇报道发布在 RCoA 和 DAS 的网站上并且得到了很多点击量。每一章节都提供了一个深入的临床案例回顾，总结出了

关键点和学习要点。 
 

     正如上述案例描述的，NAP4 报道的许多事件及死亡是很可能避免的。NAP4 报道的 72%的气道并发症是和麻醉药相关

的，剩余部分的气道并发症是在 ICU 或是急诊手术时发生的。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患者中胃内容物误吸是气道相关发病

率及死亡率最主要的原因，比插管失败及通气失败更重要。对高风险病例的声门上气道装置的不当或不正确的评估是气道

并发症的重要因素。该报告指出，在麻醉期间报告的 24 例吸入病例中，10 例在诱导时发生，13 例在麻醉维持期间，1 例

在手术期间。 
 
     NAP4 的作者提出以下建议以减少麻醉期间胃内容物误吸的风险： 
 
• 麻醉师必须在麻醉前评估所有患者的误吸风险。 这尤其适用于急诊手术，如存在重大疑问，应假设风险较高 
• 气道管理策略应与识别出的误吸风险一致 
• 如果存在合理怀疑，则可能更安全地假定增加的风险并采取相应计划 
• 无论感知到的误吸风险有多低，当诱导麻醉时，设备和技能应该存在以检测并及时管理反流和误吸 
• 总而言之，快速连贯的诱导应继续作为保护气道的标准技术。 进一步的重点研究可能有序地进行，以探索其有效性，

限制性，并还探讨其遗漏的后果 
•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环状软骨压力的可能性，执行人应该训练其方法，应定期练习，并应考虑使用简单的模拟方法 
• 如果气管插管未被指出，但是对回流风险存在一些（小的）增加或担心，第二代声门上气道是比第一代声门气道更合

理的选择 
• 误吸已被认为是诱导时的风险，应采取措施降低出现误吸的危险 
    Robinson 等人已经审查了气道管理中的决策，并且总结了避免与误吸有关的并发症的方法。这些作者总结了澳大利亚

指南： 
• 任何时候都必须向麻醉师提供经验丰富的助手 
• 记录所有紧急情况 
• 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对所有导入装置施加适当的环状软骨压力 
• 在以下情况下，谨慎考虑插管：  
                    延迟胃排空（怀孕，阿片类，糖尿病，肾衰竭） 
                    增加腹内压（肥胖，腹水，肿块） 
• 高风险病人的苏醒后拔管是在一侧，拔除其他装置同样在一侧 
• 许多策略都是有争议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常规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Robinson 等人指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

明还账软骨压力预防反流的效果。 
    麻醉中随后的气道并发症的管理更清楚。 Robinson 等人声明，如果诊断误吸，则应该固定气道并且抽吸气管，首选在

施加正压之前。如果肺炎发展，类固醇没有作用，只能给与抗生素。  
    也请参阅麻醉教程辅导 331（2016 年 5 月 24 日，罗斯和埃拉德） 
 
 
麻醉护理 
 
“患者周一早晨需要做紧急的姑息性造口手术，高危害的麻醉药需要去计划使用。整个星期的病人都碰到了更多的紧急情
况。周二的早晨医院的压力也骤升，但是在那天病人还未准备好。在当地麻醉后做了造口，过了一夜后死亡。” 
“病人做紧急的股骨颈骨折手术，低血压患者恢复回到病房。承诺第二天转到 ICU，但是最终死亡了（多器官功能衰
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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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患者相比，病人经受急诊手术是很脆弱的并且是有很高的围手术期的发病率及死亡率。这两个案例引起了对病

人麻醉护理的注意。围手术期死亡率可以通过应用标准的护理方式和护理细节来减少。RCoA 建立了为急诊麻醉护理

提供服务的细节标准，对 GPAS 提供指导。这份标准关于护理高风险病人包含了以下的建议： 
• 所有的急诊手术病人应该由手术团队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评估 
• 发病率及死亡率应在手术之前被记录 
• 高危病人应由多学科临床团队做术前准备 
• 病人应该被评估脓毒症的发生，医院应有适当的计划来应对脓毒症的发生，尤其是早期使用抗生素 
• 应该有适当的保护（包括复苏、抗生素、介入性放射操作或手术） 
• 当患者的死亡率大于 5%时，手术及麻醉医生顾问应该在手术室 
• 急诊手术麻醉应该交付给能够胜任的个人 
• 实习生应该获得急诊手术麻醉的经验，然而实习生一定要得到适当的监督 
• 高风险患者应该考虑到重症监护，最起码，当预估死亡率≥10%时应该去重症监护室（除非有禁忌） 
 
 
 
角膜磨损 
 

“患者外伤做髋关节置换行腰硬联合麻醉时，麻醉效果是满意的，但是患者变得很焦虑。据报道患者在恢复期间眼部
疼痛（手术中改变体位眼睛是最重要的）。实验揭示少部分患者伴角膜磨损。使用生理盐水冲洗和抗生素治疗。病人收到
道歉，并对所接受的整体治疗表示高兴。” 
 

在麻醉期间由于人为错误这种伤害是持久的并且是可以避免的。眼部受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围手术期眼部受损是很

罕见的，一般麻醉中估计至少是 0.1%。和麻醉相关的眼部受损最常见的类型是角膜磨损，并且可以发生在直接外伤中、

化学物品暴露等情况下。症状包括眼部疼痛，视力模糊，畏光及眼部异物感等。有时甚至能看到眼部泛红。 
麻醉药可以减弱肌力，包括眼部眼睑闭合等，如关闭不全有一半的患者角膜部分暴露。尽管可以通过粘贴胶布使眼睑

闭合，但是麻醉药可以减少泪液的形成，在麻醉期间气管插管，使用面罩，鼻导管等使得眼部易受损。 
 
在调查角膜磨损的发生率后，西格尔等人确定以下角膜磨损的危险因素： 
 

• 高龄 
• 使用麻醉药 
• 俯卧位及低头仰卧位 
• 送往 PACU 途中吸氧 
• 使用胶带 
    他们指出粗暴的粘贴及去掉胶带导致患者术后眼部的摩擦。在角膜磨损事件中，他们强调早期使用第一线的抗生素治疗。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翻译审校：倪新莉 
 
 
 
 
问题的答案 
 
1.关于肺误吸胃内容物: 
 

a. 错误: 2011 年 NAP4 报告的误吸病例中有一半以上发生在诱导后. 
b. 正确: NAP4 中超过 50％的气道相关死亡是误吸的结果. 
c. 错误: 支持环状软骨压力减少反流有效性证据不足. 
d. 错误: 只有在诊断出肺炎后才应给予抗生素. 
e. 错误: 对于有误吸危险的患者，推荐在侧卧位拔管. 

总结 
 

这些事件报道提供了在麻醉期间发生的普遍的并发症并且这些并发症是可以避免的。麻醉期间误吸是一

种普遍且有潜在危险的并发症。高危患者得益于多临床团队合作、脓毒症早期应用抗生素、围手术期高水平

的麻醉护理。角膜磨损是围手术期护理中一种伴随疼痛的并发症并且可以早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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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急诊手术: 

a. 错误: 一旦诊断出脓毒症与严重败血症，理想地在 3 小时内，应当采血培养并且应当给予广谱抗生素. 
b. 正确: 所有高危患者应考虑送至 ICU，除非有 ICU 的禁忌症. 
c. 正确: 急诊手术的风险更高，特别是对于伴有合并症的老年患者。护理的规划需要仔细考虑，特别是对于老年

患者 
d. 错误:  这是一个英国国家标准，至少当估计死亡率风险> 5％时，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顾问应该在所有高风险患

者的病房 
e. 错误:  实习生必须参与紧急手术，但必须随时加以适当的监督 
 

3. 关于麻醉护理期间持续的眼部受损: 
a. 错误: 牙齿损伤是麻醉师被诉讼的最常见的原因 
b. 错误: 在全身麻醉下，1000 名患者中约有 1 名患有角膜磨损 
c. 错误: 麻醉剂显著降低泪液产生 
d. 错误: 围手术期角膜磨损的两种类型：i）由直接机械创伤引起的 ii）由暴露引起的 
e. 错误: 在接受全身麻醉的一半以上的患者中眼睑不完全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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