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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我要说说 

“洗肺”是怎么回事? 

http://www.qianlong.com/ 　 2004-09-30 09:17:53 

　　编者按：据国家卫生部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提供的资料预测，从2000年至2005年，我国

肺癌的发病人数将增加12万，男性将从2000年的26万增至2005年的33万，女性自12万增至17万。面

对肺癌高发的形势，一种最新流行起来的“洗肺术”非常引人注目。那么，洗肺到底是咋回事？

究竟怎样洗？日前，本报记者赴中国开展洗肺的首创医院———南京胸科医院进行了采访。 

现场目击：还肺一个“清白” 

　　洗肺的准确称呼是“大容量全肺灌洗术”， 

整个过程是在全麻状态下进行，形象地说，就是给肺“洗个澡”的手术。 

　　8月21日上午，在南京胸科医院6楼的手术室，记者目睹了洗肺的全过程。 

　　患者37岁的刘先生，来自浙江某瓷器厂。2年多来，刘先生一直有严重的胸闷、气喘、反复发

作感冒，连上楼都要气喘吁吁。经确诊，患Ⅲ期尘肺。8月13日，刘先生在该院已经进行了右肺灌

洗术，术后病情已明显好转，此次将进行左肺灌洗术。从灯箱所显示的胸片上看，刘先生肺部严

重的斑块阴影清晰可见。 

　　上午8∶00，刘先生被推进手术室。8∶35，刘先生在静脉注射麻醉下进入全麻状态。医生将

一根形同“Y”形的双腔支气管导管从刘先生的口腔中插了进去，进行分隔左右两肺。据现场麻

醉科主任刘晓生介绍，插进肺部的“Y”形双腔支气管导管，主要是进行“气、水”分隔：右侧

肺由麻醉呼吸机进行纯氧通气、供氧，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左侧肺则连接灌洗管道进行灌洗

（洗肺）。别看是简单插管，它的要求却非常精细：差1厘米也不行。深了会影响呼吸侧肺通气，

浅了两侧隔离就得不到保障，灌洗时液体就会流到通气侧肺而出现意外。为插得恰到好处，医生

还分别向双腔支气管导管内插入一根超细的纤维支气管镜来掌握导管的深浅度，通过这个特殊

的“镜子”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到双腔管所处的位置是否适当，并用以调整到最佳位置。这种方

法也是保证肺灌洗安全进行的重要前提。 

　　导管插好后，灌洗就可以开始了。灌洗瓶悬挂于距刘先生头顶约50cm的高处，而引流瓶置于

手术台下约60cm的地面。在手术台旁边的37℃恒温箱里，整齐的摆着一箱待灌液。每灌洗一回

（一进、一出）大约需要3～6分钟，至于需要灌洗多少回，还要根据具体病情因人而异。原则是

以最后冲出来的引流液基本上澄清了为止。 

　　第一个来回下来，记者看到，从引流管排出来的“洗肺水”竟如同变质的米浆一样浑浊。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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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中细看，在瓶中的上方，零零散散地悬浮着一些冲洗出来的絮状尘物，而在瓶子的底部，密

密的一层与刘先生职业有关的白色瓷器碎末，煞是令人触目惊心。现场麻醉科主任刘晓苏向记者

介绍，“洗肺水”的颜色及尘物主要与患者所从事的职业环境有关。如来自煤炭矿工患者，引流

出来的“洗肺水”则会呈现如同墨汁一样的漆黑色。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被我们称为有自

洁功能的人体器官会这样“藏污纳垢”呢。 

　　为了提高灌洗疗效、防止术中低氧血症发生，医生还要采用简易呼吸机对灌洗侧肺同步施行

加压通气2～3次，一方面可明显提高氧气压，另一方面也为了能排出更多的粉尘和尘细胞。这

样，反复灌洗了约8次左右后，引流的灌洗液便逐渐变得清晰了。待灌洗到第10次时，导管的水已

变得又如同清水般明亮，整个灌洗也就结束了。10个来回中，刘先生整整用了20瓶的灌洗液。待

拔除双腔管，记者看了看时间，全程共用时1小时20分。约1小时后，刘先生清醒过来。问他怎么

样，刘先生笑笑说：“像睡了一觉，没有什么感觉。现在肺部轻松多了，原来胸口总像压着块砖

头的感觉没了。” 

洗肺：主要是治病 

　　据南京胸科医院肺灌洗中心主任张映铭介绍，开展“洗肺术”的起因主要是因一种严重的工

人职业病———矽肺（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粉尘所引起的以肺部广泛的结节性纤维化为主的疾

病）。有的病人往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生命，目前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张主任说，当前

我国矽肺病人达50多万，死亡高达20％。国家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防病治病，却仍然阻挡不

了矽肺患者从Ⅰ期向Ⅱ期、Ⅲ期甚至死亡发展。为了克服这类疑难病症，延长患者的生命，该院

在总结前人经验、对国外的现行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国内首创了独特的治疗方法———大

容量全肺灌洗术。 

　　那么，肺部疾病为何一定需要灌洗术治疗呢？张主任说，因为肺是个对外开放的器官。各种

细菌、微生物、大气污染的有害烟雾（包括吸烟）与有害粉尘（包括工矿企业生产环境中的粉

尘）都可直接被吸入，从而侵犯肺组织。还有身体内异常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也可沉积在肺里，

不易排出。这些因素如长期存在便可导致严重的各类肺病。如能将这些沉积在肺脏的有害物质清

洗出来，就有可能控制或减少肺脏疾病的发生、发展。 

　　目前，南京胸科医院已成功为患者实施“全肺灌洗术”1500多例。全国已有10多家医院前来

接受培训。 

洗肺：能治什么病？ 

　　职业性肺病：矽肺、煤工尘肺、水泥尘肺、电焊肺、铸工尘肺等。 

　　重症或难治性支气管—肺化脓性感染：由于儿时患有麻疹、百日咳，或由于支气管炎、急性

肺炎治疗不正规或不彻底，反复发生感染，临床上常有慢性咳嗽、咳黄脓痰等症状。 

　　肺泡蛋白沉积症：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异常蛋白样物质堵塞于肺泡腔内引起的疾病。 

　　难治性哮喘：大部分哮喘发作患者，经适当治疗可在短时间内终止发作，但约有10％左右的

患者经常规治疗无效，他们若接受洗肺，可消除因粘液栓导致的气道引流不畅而达到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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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CO-2 含氧的灌洗液進入肺部仍然是專利的權力要求！      含氧的灌洗液PFCO-2  洗液的洁淨度遠低於使用PFCO-1，左邊所見，20瓶的灌洗液是一種浪費！       PFCO-1含單氧的灌洗液才是最好的選擇！      請尊重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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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简介 

　　张映铭：南京市胸科医院肺灌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从事呼吸内科临床工作20年，擅长胸

部肿瘤和职业性肺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主攻大容量全肺灌洗术在肺科临床应用的研究及胸部肿

瘤热疗技术的研究，被列为南京市“行业技术学科带头人”后备人员。 

　　洗肺除了用于治疗肺部的一些疑难疾病患者，同样也适宜长年累月的重症“老烟枪”。但须

提醒的是，想通过洗肺寻回“清白”的烟民们，必须痛下决心戒烟后方可进行。在南京胸科医院

的肺灌洗中心，一些想依赖洗肺达到保健目的的烟民，都会被医生劝回去，因为洗肺的目的是为

了治病，而非助长烟民的“士气”。 

　　那么，洗肺是否可算作“保健术”？张映铭主任强调，洗肺作为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新型医疗

技术，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绝非保健术。这种医疗设备、术中急救措施都要求相当“高标

准”的灌洗术，也并非街头小巷诊所所能进行的。简单地举例说，假如洗肺过程中，灌洗液的水

温“不达标”或手术后护理措施不到位，这些看似细微的小节，都极有可能让患者“醒不过

来”。 

　　张主任向记者介绍，大容量全肺灌洗术虽然适用病症广，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当出现并发巨

大肺大泡、重度肺气肿、肺心病、活动性肺结核，近期内伴有咯血、气胸病史者；或患有心血管

疾病、血液病或伴有肝、肾、脑等器质性疾病者；或气管与主支气管畸形，防碍双腔支气管插管

正确就位者，均属于慎做人群。此外，即使能接受大容量全肺灌洗术的适应患者，在术前，都要

到医院进行检查，由专业的医生决定病人能否耐受此项手术。 

　　另据记者了解，大容量全肺灌洗术的手术费用大概在5000～7000元左右，患者需住院治疗观

察，时间大概在2～3周。
编辑： 嘉木 来源： 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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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需住院治疗观察，时间大概在2～3周 並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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