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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

沧州市科学技术局
一、所属科技领域

该项目属于麻醉学其他学科

二、立项背景
目前在国内外开胸手术中，单肺通气模式主要以双腔支气管插管完成，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双腔支气管插管
管径粗、刺激大缺少其他有效单肺通气工具一直存在以下缺陷：1双腔支气管插管机械刺激大对循环干扰大，单
肺通气时气道压力高；2双腔支气管插管后相关并发症多；3儿童、气道狭窄、气管切开等特殊气道患者单肺通气
双腔支气管插管操作困难甚至无法应用。支气管阻塞器是一种新型单肺通气工具，该研究通过支气管阻塞器应用
于单肺通气，探寻该方法是否能够解决双腔支气管插管存在的问题。
三、主要技术内容
该研究通过支气管阻塞器与双腔支气管插管对插管期间循环波动对比探寻支气管阻塞器是否对循环干扰更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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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观察两种方法术后并发症对比探寻支气管阻塞器是否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探寻支气管阻塞器是否能解决双
腔支气管插管无法解决特殊气道问题，通过两项专利发明完善支气管阻塞器应用中存在缺陷。
四、创新点
1）支气管阻塞器在单肺通气中相对双腔支气管插管对患者气道损伤小循环干扰小。
2）支气管阻塞器在特殊气道无法行双腔支气管插管患者的开胸手术中的应用效果良好。
3）支气管阻塞器在引起声音嘶哑、咽痛及气管损伤等并发症方面优于双腔支气管导管。
4）本研究通过一项专利发明完善支气管阻塞器应用范围增加右肺上叶封堵成功率。
5）本研究通过一项专利发明解决纤维支气管镜在较细气管导管定位阻塞器不易进入问题。

五、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因支气管阻塞器独特的优势，在多种类型的开胸手术单肺通气中取得良好效果，开展
过程中，曾组织两次支气管封堵器学习班，有三家医院派麻醉医生到我科参观学习支气管封堵器，并在多次会议
中进行相关专题讲座。该技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及我市三家三甲医院应用两年以
上，为该项技术的应用推广起到良好作用。应用前景广泛，目前支气管阻塞器缺陷费用相对双腔支气管插管较
高。

该项目由第一完成单位沧州市中心医院独立完成。
1、由沧州市中心医院提供该项目研究所需的全部设备及科学试验场所支持。
2、沧州市中心医院三年来开展该项目300余例。
3、多次开展该项目讲座学习机会。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
新推广贡献

4、为该项目所提交的 8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单位。

支气管阻塞器作为一种新型单肺通气工具，围术期应用较双腔支气管插管可明显减轻术中循环波动及术后插管并
发症，在特殊气道的患者单肺通气中发挥着双腔支气管插管无法取代的作用，在患者的安全、快速康复及降低总
住院费用方面发挥了极大地作用。因支气管阻塞器独特的优势，开展过程中，曾组织两次支气管封堵器学习班，
推广应用及经济社 并进行相关学术报告，有三家医院派麻醉医生到我科参观学习支气管封堵器。该技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及我市三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为该技术更快的发展及更好的服务于患者起到了良好的推
会效益情况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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