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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麻醉·

小儿单肺通气技术新进展

肖　婷　综述　屈双权　审校

　　单肺通气是防止术侧肺分泌物或血液进入健侧
肺，术中支气管导管只利用一侧肺（非手术侧）进行

通气的方法，可确保气道通畅及防止双肺交叉感染，

同时为手术创造良好的视野条件。目前随着胸外科

手术的发展，单肺通气技术的提高和纤维支气管镜

的普及，单肺通气这项技术在小儿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甚至应用在婴幼儿和新生儿胸科手术中［１］。

目前小儿单肺通气的技术主要有４种：单腔支气管
导管通气、双腔支气管导管通气、Ｕｎｉｖｅｎｔ管通气和
支气管内阻塞管通气等［２－５］。现综述如下。

一、单腔支气管导管通气

单腔支气管导管通气是小儿隔离肺最早的通气

方法［６］，使用比传统小一号的单腔气管导管插入健

侧主支气管，使得患侧肺萎缩。优点：操作技术简

单，导管型号齐全，管腔较大，通气阻力低，不需要其

他设备，只需要支纤镜定位或者听诊定位。但应用

带套囊的单腔管插管时，导管前端到套囊尾端的距

离要比主支气管长度小，以便套囊在支气管内。由

于套囊会增加导管的外径，支气管内经比气管要小，

Ｇｏｌｉａｎｕ等［７］认为 ＞２岁的儿童建议使用带套囊的
单腔管，选择比常规号码小１号到半号的导管。带
套囊的导管可以防止术侧肺通气，预防污染健侧肺。

Ｈｏ等［８］在小儿胸腔镜术中，应用单腔导管实施单肺

通气，术者需要膨胀患侧肺时，插入８０ｃｍ长的导管
内交换器（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４．０至６．０号）进入健侧肺并固
定，引导单腔导管退入主气管内实施双肺通气，此方

法存在损伤气管的风险

单腔支气管导管的缺点：①左侧插管不易成
功；②导管插入右主支气管时，套囊充气后易阻塞
右肺上叶开口；③非通气侧无法吸引和通气，当导
管退入气管时，患儿分泌物和血液可涌入健侧支气

管；④易导致低氧血症。
目前单腔支气管导管通气方法在小儿急救，如

单侧肺出血急救、张力性气胸和新生儿单肺通气中

仍然采用［９］。Ｐａｑｕｅｔ［１０］对 １例罕见的肺泡蛋白沉
着症患儿分别使用ＩＤ３．５和３．０导管进行通气和肺
灌洗，一个气管导管用来通气，一个导管用来灌洗。

二、双腔支气管导管通气

双腔支气管导管（简称双腔管）是实施单肺通

气的经典方法。双腔管的优点是易于安插，容易快

速隔离肺。方便吸引术侧肺的分泌物和实施术侧肺

持续正压，依据患者情况提供快速双肺通气。其使

用低压、高容量套囊不易损伤气道，但是由于解剖原

因，右侧双腔管难于定位，增加了右上肺叶阻塞的风

险。在成人导管插入的深度与身高存在相关性。但

是在儿童方面还没有相关研究。如果不能使用纤支

镜定位，只能靠听诊定位，则可靠性大为降低，因此

插入的深度主要取决于临床经验。这也是临床较少

应用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双腔管外径较大，管型型号有限，也限

制了它在小儿中的应用。其最小型号的Ｒｕｓｃｈ双腔
管为２６号，只能应用于８岁以上儿童［１１］。２８号和
３２号Ｍａｌｌｉｎｃｋｒｏｄｔ双腔管适合于１０岁以上儿童，我
国多适合于１２岁以上儿童。Ｔｏｂｉａｓ［１２］认为２６号双
腔管对于体重小于３０～３５ｋｇ或年龄小于８～１０岁
儿童不大适用。

新型的Ｍａｒｒａｒｏ儿童双腔管使得双腔管在小儿
中的应用成为可能。此导管设计独特，由两个独立

的、无套囊的、不同长度的气管导管构成，支气管导

管长度长于气管导管长度。Ｐａｗａｒ［１３］等报道成功应
用Ｍａｒｒａｒｏ双腔管于１７例胸外科手术患儿，年龄１
天至３岁，体重 ２．７～１２ｋｇ，导管型号 ２．５／３．０～
３０／３．５，这种导管提供了最佳的单肺通气，术中能
够维持氧气供应，阻止了健侧肺污染，两侧肺独立通

气。但这种导管外径有较大可能损伤喉部和气管。

三、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通气
１９８２年，Ｉｎｏｕｅ［１４］等介绍了一种用于单肺通气

的新型导管———带有阻塞套囊的单腔气管导管。

２００１年开始介绍应用它最新的改进型为 Ｔｏｒｑｕ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Ｕｎｉｖｅｎｔ（ＴＣＢＵ）。它有两个管腔，粗
的管腔用于麻醉呼吸环路中空气／氧气经过，中间小
的管腔用于容纳可移动的阻塞套囊。套囊是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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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容量的，用于选择性阻塞某一部位的肺叶，根据阻

塞的部位注入不同的气体量。

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的优点是易于安放，在纤支镜引导
下安放成功率高，方便从单肺通气转换为双肺通气，

由于阻塞导管附加在单腔管上，套囊脱出的发生率

降低，阻塞导管有内腔可以使术侧肺内气体排出，以

及向术侧肺吹送氧气，可以吸引术侧肺分泌物。术

后需要机械通气患儿不需更换导管，可用于困难气

道和咳血或有出血倾向的病人。临床操作时使用纤

支镜，则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的成功率很高，并发症的发生
几率小。

由于阻塞器和导管于一体，因此导管的外径显

著大于同型号的单腔管。最小 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内径是
３．５ｍｍ，相当于 ＩＤ５．５～６．０ｍｍ单腔管外径，适用
于６岁以上儿童［１５］。ＩＤ４．０ｍｍ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相当
于ＩＤ６．５ｍｍ单腔管外径。ＩＤ６．０ｍｍ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
相当于ＩＤ７．５～８．０ｍｍ单腔管外径。所以在选择
Ｕｎｉｖｅｎｔ导管时，应该注意导管的型号。

Ｕｎｉｖｅｎｔ阻塞导管和管体于一体，其导管横断面
积较大、管腔小，导管质地较硬，特别是小号导管，其

有不相匹配的高气道阻力。而导管套囊采用高压、

低容量设计，导管正常充气也有可能损伤黏膜［１６］。

曾有文献报道，外科医师刺破套囊、阻塞器远端被钉

舱夹住切除、导致张力性气胸和肺不张的发生［１７］。

四、支气管阻塞器通气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１８］在１９３５年最早描述了支气管阻塞
管的应用，为了避免分泌物阻塞健侧支气管和肺，他

们将一根远端带套囊的导管盲插入患侧肺，并用 Ｘ
线透视判断导管的位置。在之后使用的 Ｆｏｇａｒｔｙ取
栓导管［１９］，Ｆｏｇａｒｔｙ导管没有内腔，术侧肺不能吸引
分泌物，患侧肺不能实施持续气道正压。由于此导

管较软，不宜固定，易产生移位，且不容易复位，因此

限制了其使用。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又开发了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
气管阻塞管、Ａｒｎｄｔ支气管阻塞管。临床操作时可以
边机械通气边实施支气管阻塞，从而减少了安放阻

塞器时低氧血症的发生，并且手术期间也可以通过

纤支镜的安放，提高了安放的灵活性。

（一）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管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封堵导管是一种由日本研制

的新型简易支气管堵塞器［２０］。导管长６５ｃｍ，外直
径３ｍｍ，其前端３ｃｍ呈１３５°弯曲，导引方向使支气
管阻塞管容易进入目标支气管。导管远端有开孔，

以便肺内气体排出及分泌物的吸引，其套囊为低压

高容，近端有一多功能接头，分别可接通密闭环路，

纤支镜检查通路、气管导管连接口。它利用气囊阻

塞手术侧支气管的方法来实施单肺通气，其插管的

难易程度等同于一般单腔插管，这就使得在导管口

径的选择上有较大的余地，因此对患者正常生理功

能的影响较小，对上呼吸道有变异或双腔管插管困

难者也特别适用［２１］。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封堵导管更有利于小儿微创
心脏手术［２２］。但是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封堵器在选择
性肺叶通气时由于病人体位变动，手术操作等容易

移位，不易固定［２３］。虽然 Ｃｏｏｐｄｅｃｈ管有诸多优点，
但其不能进行双肺独立通气，对于湿肺患者应用支

气管封堵器可能因封堵器管腔太细而影响吸引分泌

物，有液体由患侧流向健侧的可能。郭春明［２４］对９
～１４岁患儿行单肺通气发现，支气管封堵器与双腔
支气管导管均可用于大龄儿童单肺通气，单支气管

封堵器具有咽喉损伤较小，插管成功率较高，术野暴

露较满意，气道压力较低，氧合较充分的优势，对有

适应证的患儿应优先选择。马开喜［２５］发现 Ｃｏｏｐ
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管在单腔气管导管外可安全有效
地实施肺隔离，选择单腔气管导管的型号多，可适用

于低龄患儿，为小儿单肺通气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二）Ａｒｎｄｔ支气管阻塞管（Ｃｏｏｋ导管）
Ａｒｎｄｔ［２６］研发的一种独立的支气管阻塞导管，

于１９９９年开始在临床使用，是一种带引导丝的支气
管阻塞导管。

Ａｒｎｄｔ导管的主要优点：已插管的患儿可直接通
过留置导管达到理想位置完成单肺通气；插管困难

的病人可先用普通单腔管再用支气管阻塞导管，增

加成功率；需鼻插管的患儿，可通过鼻插管联合阻塞

导管完成单肺通气；气道解剖异常和已有气管切开

的患儿，通过气管切开导管插入阻塞导管完成单肺

通气；阻塞导管可实现选择性肺叶通气或单肺叶的

隔离；术后需机械通气治疗的患儿不需要更换导管；

可通过内腔进行 ＣＰＡＰ通气治疗；导管套囊是低压
高容量减小黏膜的损伤。

Ａｒｎｄｔ导管缺点：导管球囊易脱出进入气管影
响双肺通气，影响肺萎陷，污染健侧肺；导管球囊低

压高容，如过度膨胀可能造成气道损伤，甚至气道破

裂。环型导丝若拔除则不能重新插入，定位困难；导

管管腔细，肺萎陷时间长；套囊破损；最严重的是

Ｗａｒｒｅｎ［２７］等报道，导管移位入主气管，导致患者呼
吸暂停，进而引起心跳骤停。

Ａｒｎｄｔ导管最小型号是５Ｆ。由于小儿安放阻塞

·６２６·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１５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５，Ｎｏ．６　　　　　

器受到气管导管内径的限制，３．０ｍｍ纤支镜刚好通
过ＩＤ４．５ｍｍ单腔管（管腔内无阻塞器空间）。２．２
ｍｍ纤支镜可以使用最小的 ５号阻塞器同时通过
ＩＤ４．５ｍｍ单腔管。当阻塞器和纤支镜同时放入单
腔气管导管时，其最小使用的年龄范围是２岁。

Ｗａｌｄ等［２８］应用 Ａｒｎｄｔ儿童阻塞器于２～１６岁
的患者，取得满意的效果。在安放阻塞器时大多选

择单腔管，也有选择喉罩安放。Ｌｉ等［２９］应用 ３号
ＰｒｏｓｅａｌＬＭＡ复合７ＦＡｒｎｄｔ阻塞器，用于１１岁３２ｋｇ
儿童，行特发性脊柱侧弯胸椎松解术，应用３．４ｍｍ
纤支镜引导 Ａｒｎｄｔ阻塞器导丝环进入右主支气管，
成功实施封堵。

当阻塞器和纤支镜不能同时放入单腔管内时，

阻塞器可以行经导管外安放［８］。Ｂａｓｔｉｅｎ［３０－３１］等使
用最小型号的５ＦＡｒｎｄｔ阻塞器与ＩＤ３．０ｍｍ单腔管
应用于９个月７．８ｋｇ女童，行左下肺叶切除术。阻
塞器导丝环于气管导管外连接直径２．２ｍｍ儿童纤
支镜远端，通过纤支镜引导送入左总支气管，多位学

者应用同样的方法于儿童。

Ｓｅｏｋ等［３２］成功应用５ＦＡｒｎｄｔ支气管阻塞器给
１例先天性肺囊性腺瘤畸形新生儿实施单肺通气，
患儿出生４ｄ，体重７．８ｋｇ，通过单腔管插入患侧引
导管进入患侧支气管进行封堵。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３３］等应
用５ＦＡｒｎｄｔ阻塞器于２６例患儿，年龄为１１周至２４
个月，体重为５．８～１３ｋｇ，通过支气管外置入达到
了很好的效果。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３４］等研究发现，在纤支镜
辅助下，应用５ＦＡｒｎｄｔ阻塞弯曲３５℃～４５℃，在气管
外置入对２岁以下患儿实施单肺通气，可以取得非
常满意的效果，术中视野清晰，位置不易改变。

总之，单肺通气技术的发展以及管理水平的提

高促进了胸科手术的发展。熟练掌握多种单肺通气

技术，根据不同的手术特点和病情需要选择最合适

和最安全的技术。支气管阻塞管技术在国外应用已

很成熟，而国内尚存在不足。比如，如何在新生儿和

低龄患儿中开展，如何加速肺的萎陷速度等，这些问

题有望在今后解决。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ｏｔｈｅｎｂｅｒｇＳＳ．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Ｓｅｍ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０７，１６：２３１—２３７．

２　ＫｕｂｏｔａＨ，ＫｕｂｏｔａＹ，ＴｏｙｏｄａＹ，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ｂｌｉｎｄｅｎｄｏ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ｔｓ［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
ｇｙ，１９８７，６７：５８７—５８９．

３　ＢｒｏｄｓｋｙＪＢ，ＭａｃａｒｉｏＡ，ＭａｒｋＪＢＤ．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ｒｅ
ｄｉｃｔｓｄｏｕｂｌｅｌｕｍｅｎｔｕｂｅｓｉｚｅ：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ｌｅｆｔ
ｄｏｕｂｌｅｌｕｍｅｎｔｕｂｅｓ［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１９９６，８２：８６１—８６４．

４　ＨａｍｍｅｒＧＢ，ＢｒｏｄｓｋｙＪＢ，ＲｅｄｐａｔｈＪ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ｎｔ
ｔｕｂｅ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
ａｅｓｔｈ，１９９８，８：５５—５７．

５　ＴｕｒｎｅｒＭＷＨ，ＢｕｃｈａｎｏｎＣＣＲ，ＢｒｏｗｎＳＷ．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ｏｎｅ
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ｎ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
１９９７，７：４２７—４２９．

６　ＲｏｗｅＲ，Ａｎｄ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ＨｅａｒｄＭ，ｅｔ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ｙ［Ｊ］．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ＶａｓｃＡｎｅｓｔｈ，１９９４，８：５６３—５６６．

７　ＧｏｌｉａｎｕＢ，ＨａｍｍｅｒＧＢ．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Ｊ］．
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２００５，１８：５—１１．

８　ＨｏＡＣ，ＣｈｕｎｇＨＳ，ＬｕＰＰ，ｅｔａｌ．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ｌｕｎｇａｎｄｔｗｏ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ｓｅｏｆａｎｅｎｄｏ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ｔｕｂ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ｆｏｒ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ｅｍｐｙｅｍａｄｕｒｉｎｇｖｉｄｅ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ｙ［Ｊ］．ＳｕｒｇＥｎｄｏｓｃ，２００４，１８：１７５２—１７５６．

９　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ｕＧ，ＧｒｅｅｎｏｕｇｈＡ，Ｐｉｎｋ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ｓｔｕｒｅｏｎ
ｏｘｙｇｅｎａｎｄ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ｃｏｖａｌｅｓｃｅｎｔｉｎｆａｎｔｓ
［Ｊ］．ＡｒｃｈＤｉｓｃｈｉｌｄ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２００２，８６：１４７—１５０．

１０　ＰａｑｕｅｔＣ，Ｋａｒｓｌ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ｌｕｎｇ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ｈｏｌｅ
ｌｕｎｇｌａｖａｇｅｉｎａｃｈｉｌｄｗｉｔｈ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ｉｎｏｓｉｓ
［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１０：１９０—１９２．

１１　ＨａｍｍｅｒＧＢ，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ＢＧ，ＢｒｏｄｓｋｙＪＢ．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ｉｎ
ｇｌ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
１９９９，８９：１４２６—４２９．

１２　ＴｏｂｉａｓＪ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０１，１３：３５—３９．

１３　ＰａｗａｒＤＫ，ＭａｒｒａｒｏＧＡ．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Ｍａｒｒａｒｏｄｏｕｂｌｅｌｕｍｅｎｔｕｂｅ［Ｊ］．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５，１５：２０４—２０８．

１４　ＩｎｏｕｅＨ，ＳｈｏｈｔｓｕＡ，ＯｇａｗａＪ，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ｔｕｂｅｗｉｔｈ
ｍｏｖａｂｌｅｂｌｏｃｋｅｒ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ａｔｒａｃｈｅａｌｂｌｅｅｄ
ｉｎｇ［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１９８４，３７：４９７—４９９．

１５　ＨａｍｍｅｒＧＢ，ＢｒｏｄｓｋｙＪＢ，ＲｅｄｐａｔｈＪ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ｎｔ
ｔｕｂｅ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１９９８；８：５５—５７．

１６　ＣｈｏｕｄｈｒｙＤＫ．Ｓｉｎｇｌ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ａｎｅｓｔｈｅ
ｓｉａ［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５，２３：６９３—

７０８．
１７　ＦｒｏｌｉｃｈＭＡ，ＪａｎｅｌｌｅＧＭ．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ｏｎｅ

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ｎｔｔｕｂｅｉｎａｃｈｉｌｄ［Ｊ］．Ｊ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０３，１５：１５９—１６３．

１８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Ｅ．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ｌｏｂｅｃｔｏｍｙ
［Ｊ］．ＪＴｈｅｒａｃＳｕＴｇ，１９３５，４：３３５—３５１．

１９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ＲＪ．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ｏｎｅｌｕｎｇ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ｕｓｉｎｇ
ａｎ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Ｓｕｒｇ，

·７２６·



　　　　　　　　　　　　　　　　 　　　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１５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５，Ｎｏ．６

１９８１；８２：５４２—５４６．
２０　ＣｏｈｅｎＥ．ＴｈｅＣｏｈｅｎｆｌｅｘｉｔｉｐ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Ａｎ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ａｄｏｕｂｌｅｌｕｍｅｎｔｕｂｅ［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５，
１０１：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２１　ＵｚｕｋｉＭ，ＫａｎａｙａＮ，ＭｉｚｕｇｕｃｈｉＡ，ｅｔａｌ．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
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ａｎｅｗ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ｉｎ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ｒａｃｈｅ
ｏｓｔｏｍｙｓｔｏｍａ［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０３，９６（５）：１５３８—１５３９．

２２　陈勇，吴周全．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封堵导管在小儿微创心
脏手术中的应用［Ｊ］．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７）：３５７—
３５８．

２３　ＷｙｇｒｅｃｋａＭ，ＭｏｒｔｙＲＥ，ＭａｒｋａｒｔＰ，ｅｔａｌ．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ａｃｔｉ
ｖａｔ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１ｉｓａ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Ｉ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ｐｒｏ
ｔ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０７，２８２（３０）：２１６７１—２１６８２．

２４　郭春明，马楚洲，余良鑫．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封堵器与双腔
支气管导管在儿童单肺通气中的应用比较［Ｊ］．Ｊ中华
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９４（２１）：１６５１—１６５３．

２５　马开喜，万凤鸣，杜筱玲，等，Ｃｏｏｐｄｅｃｈ支气管阻塞管在
单腔气管导管外单肺通气的临床观察［Ｊ］．临床麻醉学
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９）：９１８—９１９．

２６　ＡｒｎｄｔＧＡ，ＢｕｃｈｉｋａＳ，ＫｒａｎｎｅｒＰＷ，ｅｔａｌ．Ｗｉｒｅｇｕｉｄｅｄｅｎ
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ｉｎ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ｍｏｕｔｈｏ
ｐｅｎｉｎｇ［Ｊ］．Ｃａｎ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１９９９，４６：８７—８９．

２７　ＷａｒｒｅｎＳ．Ｓａｎｄｂｅｒｇ．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Ｄｉｓｌｏｄｇ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Ｐｌｕｓｅｌ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ａｌＡｃｉｔｉｖｉｔｙ［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
２００５，１００（６）：１７２８—１７３０．

２８　ＷａｌｄＳＨ，ＭａｈａｊａｎＡ，ＫａｐｌａｎＭＢ，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Ａｒｎｄｔ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Ｊ］．ＢｒＪＡｎａｅｓｔｈ，
２００５，９４：９２—９４．

２９　ＬｉＰ，ＬｉａｎｇＷ，ＧｕＨ．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ｓｅａｌｌａ
ｒｙｎｇｅａｌｍａｓｋａｉｒｗａｙａｎｄＡｒｎｄｔ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ｉｎ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Ｂｒ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９，１０３：
９０２—９０３．

３０　ＢａｓｔｉｅｎＪＬ，Ｏ’ＢｒｉｅｎＪＧ，ＦｒａｎｔｚＦＷ．Ｅｘｔｒａｌｕｍｉｎａ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Ａｒｎｄｔ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ｒｏｃｋｅｒｉｎａｎｉｎｆａｎｔ：ａ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ａｎＪ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６，５３：１５９—１６１．
３１　ＨａｍｍｅｒＧＢ．ｓｉｎｇｌ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０４，１４：９８—１０２．

３２　ＳｅｏｋＪＨ，ＫｉｍＥＪ，ＢａｎＪＳ，ｅｔａｌ．Ｓｅｖｅｒｅｄ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ｙｓｔｉｃａｄｅｎｏ
ｍａｔｏｉｄ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ｅ［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２０１３，６５：８０—８４．

３３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ＬＬ，ＳｅｅｆｅｌｄｅｒＣ．Ｒｏｕｔｉｎｅｅｘｔｒａｌｕｍｉｎａ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５ＦＡｒｎｄｔＥｎｄ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ｆｏｒｏｎｅｌｕｎｇ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ｕｐｔｏ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ａｇｅ［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Ｖａｓｃ
Ａｎｅｓｔｈ，２０１１，２５：６８３—６８６．

３４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ＴＷ，ＤｏｗｎａｒｄＭＧ，ＳｉｍｐｓｏｎＣＲ，ｅｔａｌ，Ｂ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ａ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５ＦｒｅｎｃｈＡｒｎｄｔｅｎｄｏｂｒｏｃｈｉａｌｂｌｏｃｋｅｒ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２ｙｅａｒｓ［Ｊ］．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６（５）：５１２—
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２）
（本文编辑：张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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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Ａｎａｅｓｔｈ，２０１２，２２（１）：
８１—８７．

１１　Ｏｄｅｒｄａ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ｐｏｓｔｓｕｒｇ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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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Ｓ．

１２　张建敏，王芳，吕红．丙泊酚复合瑞芬太尼静脉麻醉在儿
童纤维结肠镜检查中的应用［Ｊ］．临床小儿外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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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ｓｅ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０３（１）：１４７—

１５５．
１４　滑蕾，张建敏，李立晶．不同剂量瑞芬太尼用于婴幼儿麻

醉的效果比较［Ｊ］．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２（６）：５０３
—５０５．

１５　孔富姣，谢咏秋，唐晓婷，等．神经阻滞联合靶控输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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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８）
（本文编辑：张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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