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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重症超声技术的发展，临床开始关注重症超声在重症患者护理中的作用，超声在重 

症护理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了可视化的工具，可以定性、定量地评估护理指标， 

有助于解决现有工作中的护理问题、护理难题，促进重症护理质量的提升与护理学术的发展，为此，专 

家根据多年来重症护理超声实践的经验和应用， 制定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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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care ultrasound technology， clinics begin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critical care ultrasound in nursing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The increasingly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ultrasound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care provides a visual tool for clinical nursing work，which can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nursing indicators，help to solve the existing nursing problems and nursing difficultie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ritical care qu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ursing academics. To this end， 
experts formulates this consensus based on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application of intensive care ultrasou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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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识形成 

2019 年 12 月成立了由全国各地的 24 名重症医 

学和护理专家组成的重症护理超声共识小组召开工 

作会议，讨论重症护理超声实践相关问题。经小组 

专家讨论认为，重症护理超声将重症超声理念、技 

术应用到重症护理领域中，有助于解决临床护理工 

作中的护理问题、护理难题，涉及相关概念的更新 

及临床护理实践的规范，目前有必要并有条件形成 

共识，以促进重症超声护理实践的系统发展和逐步 

推广。根据既往工作经验、会议讨论和沟通结果， 

专家们确定了重症护理超声专家共识包括 5 个方面 

内容：重症护理超声的基本理念、重症护理超声评 

估与干预、应用超声评估 / 引导下的护理操作技术、 

重症护理超声院感防控、重症护理超声培训与质控。 

由 20 名经过专业的重症护理超声培训的重症 

护理专家组成工作组， 每 2 名专家组成专题组， 负责 

其中一个专题，完成相关文献的查找、阅读、专家意 

见的收集和共识条目初稿的书写。每个专题组中有 

1 名专家负责把握专题内涵的学术性和临床定位， 

以及与其他专题的协调一致性。之后工作组召开焦 

点讨论会， 针对各个条目逐一讨论和修改。 

通过问卷星的形式将此共识基本条目发送给 

中国重症超声研究组和重症护理领域的 27 名专家 

为每项共识意见的推荐强度进行计分评价，每项 

共识条目的推荐强度标准基于专家自身的认同度 

及专家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循证证据，最终综合评 

分以 0~9 计分，确定各条目的推荐强度。0 分为不 

推荐，9 分为强力推荐，分数由低到高表示推荐强 

度逐渐增强，此评价过程重复 2 轮，综合获得较为 

完善的共识条目和推荐程度，每条共识意见的推 

荐强度以表示。之后，通过改良的德尔菲法，组织 

15 名专家，结合最新的临床医学证据和重症医学和 

护理发展前沿，分别对共识条目的相关专题进行审 

阅。并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召开共识电话会议集中 

讨论，记录每位发言者对共识的意见和建议，所有 

参会专家针对每个拟共识条目进行讨论。根据会议 

所有专家达成共识的条目及其内容描述要求，在综 

合评分基础上，最终形成 5 个版块，推荐意见 37 条。 

随后，共识条目撰写小组根据电话会议的意见，再 

次查阅及增补最新文献，于 2020 年 2 月底完成共识 

意见初稿， 2020 年 3 月初形成最终稿。 
二、重症护理超声的基本理念 

1. 重症护理超声是将重症超声的理念、技术融 
入重症护理中，通过可视化定性、定量评估，确定目 

 

标导向性的护理策略，以指导重症护理实践，为重 

症患者提供精准护理，是重症超声的重要组成部分 

 (8.85±0.36)分：重症护理是在重症医学、护理学理 

论框架的指导下，针对重症患者，以解决危及患者 

生命的临床问题，改善器官功能及预后，提升患者 

生存质量，促使患者身心健康为特点的护理学科 [1]。 

重症超声是在重症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超声技术 

针对重症患者，问题导向的多目标整合的动态评估 

过程，是确定重症治疗，尤其是血流动力学治疗方 

向及指导精细调整的重要手段 [2] 。重症护理超声是 

将重症超声的理念、技术融入重症护理中，通过可 

视化定性、定量评估，确定目标导向性的护理策略， 

以指导重症护理实践，为重症患者提供精准护理， 

是重症超声的重要组成部分 [3]。 

2. 超声图像的标准化获取是快速有效实施重症 

护理超声的基础(8.93±0.26)分： 重症超声的客观准 

确评估与实施需要超声图像获取的标准化 [4] 。超声 

检查的准确性与操作者水平密切相关。操作者应遵 

循“滑、摇、倾、转”基本手法获取超声标准图像， 如 

肺部超声检查的标准切面征象为“蝙蝠征”，在标准 

切面可观察 A 线、B 线及胸膜滑动征， 进而判断患者 

呼吸是否正常。当胸膜滑动消失或减弱时提示各种 

原因引起的胸膜黏连或有气体分隔脏、壁两侧胸膜。 

胃肠道超声在评估中，胃窦短轴切面时以超声屏幕 

右部显示肝脏左缘，屏幕下部显示腹主动脉，夹角 

处的环状结构定位为胃窦。超声是操作者依赖的可 

视化工具，标准化的操作可以缩小不同操作者之间 

的差距，重症超声主导的护理评估和操作，应采用 

标准化流程，以保证获取图像的一致性，进行客观、 

有效的护理评估及护理操作 [5]。 

3. 重症超声指导的流程化护理方案是实施目标 

导向性护理策略的重要保障(8.48±0.64)分：流程化 

和规范化的实施方案是重症超声的重要保障，也 

是重症护理超声得以在重症护理领域广泛推广及 

提升质量的根本。肺部超声可以动态评估重症患 

者肺部状况，有效制定目标导向性的肺部护理策 

略 [6] 。在床旁放置空肠营养管的操作中超声联合 

胃窦渐进式注水法的置入流程可以显著提高放置 

成功率及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7] 。将流程化的重症 

护理超声实施方案切入护理工作中， 可以使得重症 

护士从全新的视野解决护理工作中的困惑。 
三、重症护理超声评估与干预 

 (一)呼吸评估与干预 
1. 重症超声主导的肺部护理是重症患者呼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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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要组成部分(8.41±0.84)分： 重症患者由于自 

身的特点，重症患者经常出现肺实变、肺间质病变、 

胸腔积液、气胸等，而这样病变的护理措施不尽相 

同，对不同病变的护理措施需要细化，肺部超声可 

以方便、快捷地对重症患者实施检查，并针对超声 

图像分析出低氧血症的原因。重症患者发生肺不 

张、肺实变、胸腔积液的部位主要集中在重力依赖 

区 [8] 。胸腔积液随着胸水量的增多在各检查点均呈 

现出不同的超声影像，少量胸腔积液时后侧肺泡 / 

胸膜综合征(PLAPS)点及后蓝点都有可能呈现出不 

同程度的四边形征，胸水量增多导致肺组织被压迫 

不能进行足够通气时膈肌点可能呈现出水母征的超 

声影像。改良床旁肺部超声诊断流程(bedside lung 

ultrasound in emergency， BLUE)流程可以明确重症 

患者肺部病变的确切部位，从而针对肺部不同情况 

采取个体化的体位治疗策略，还能了解重症患者肺 

实变的范围大小，及时采取体位治疗、排痰等护理 

措施，经过护理治疗后还可通过超声评估了解护理 

效果。 

2 . 重症超声有助于快速筛查呼吸困难原因， 

进而指导护理决策的改变，实现目标导向性护理  

 (8.19±0.74)分：肺部超声作为可视化的评估工具， 

可以快速鉴别低氧血症的原因，并已逐步发展成床 

旁呼吸监测的工具之一 [9]，急性呼吸衰竭 BLUE 可 

以用于筛查急性呼吸衰竭的原因 [10] 。当重症患者 

出现呼吸困难时，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排查原因， 

BLUE 可以在几分钟内通过对肺的快速筛查，对低 

氧血症发生的原因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 [11] 。患者 

出现组织样征、碎片征、支气管充气征的超声影像 

时评价为存在肺实变和肺不张。当存在单侧肺不张、 

肺实变时，可以采用调整正侧卧位时间比例、单方 

向正侧卧位或侧俯卧位的方式促进痰液引流，有利 

于肺部通气从而改善肺顺应性。ICU 护士应用肺部 

超声有助于开展目标导向性胸部物理治疗 [12]。 

3. 肺部超声是指导和评价体位治疗及护理策略 

有效性的重要手段(8.56±0.70)分：肺部超声可以主 

导胸部物理治疗决策的改变，根据肺部超声征象选 

择合适的体位引流护理策略。重症患者进行肺部超 

声检查，可以进行问题导向的医疗、护理策略的改 

变，对于肺部病变部位，便于实施有针对性的胸部 

物理治疗 [13] 。根据 B 线的数量、间距可判断肺间质 

性病变，进而评估重症患者肺通气情况。ICU 护士 

可以根据肺部超声检查的影像结果做出准确的分 

析，通过分析肺部超声的各类征象评估重症患者肺 

 

部情况并制定目标导向性护理计划，如果为 B 线主 

要采取脱水的措施，而实变则需要体位引流和振动 

排痰，采取不同护理措施后可以继续评价护理的效 

果。推荐重症护士将肺部超声作为呼吸功能监测的 

工具，重症护理超声是胸部物理治疗得以快速有效 

实施的重要手段。 

4. 膈肌超声可以评估膈肌功能，有助于指导重  

症患者呼吸康复(8.11±0.89)分：机械通气是临床  

上 治疗呼吸衰竭和危重患者呼吸支持最有效的手   

段，但是长时间的机械通气将导致呼吸机相关膈肌  

功能障碍(ventilator associated diaphragm dysfunction， 

VIDD)的发生[14] 。膈肌功能障碍的主要表现为肌肉  

萎缩以及收缩功能的下降。实时监测膈肌功能，在  

机械通气管理中非常重要。超声对机械通气患者膈  

肌功能进行床旁评估具有可行性及可信性 [15] 。超  

声可测定膈肌功能，包括膈肌运动幅度及收缩幅度  

两方面。正常人群的膈肌厚度为 0.22~0.28cm，膈  

肌厚度变化率(diaphragmatic thickness fraction， DTF)  

为 28%~96%。若 DTF ＜20%、膈肌呼气末厚度＜  

0.2 cm， 提 示 膈 肌 萎 缩 伴 功 能 障 碍 [16] 。ICU 护  

士 可 以 通 过 膈 肌 厚 度 测 量 及  M 超 膈 肌 移 动 度   

 (diaphragmatic displacement， DD)的测量来预测机械  

通气患者脱机成功率，进而指导脱机操作。DD 位  

移距离越小代表膈肌障碍越严重，脱机的失败率越  

高 [17] 。膈肌超声可实时评价膈肌功能，在重症患者  

护理的呼吸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颅脑评估与干预 

1. 经 颅 彩 色 多普 勒超声 检测技术(transcranial 

color-coded duplex sonography， TCCD)血流频谱的改 

变预示着颅内压的改变，临床护理可以根据频谱形 

态评估颅内压，预警病情变化，比生命体征及临床 

症状更早(7.56±0.93 分)：颅内压增高是患者预后不 

良的因素之一 [18]，因此及时评估颅内压对于神经重 

症患者意义重大。目前评估颅内压方式分为有创 

和无创，侵入式压力传感器检测的侵入性颅内压， 

是颅内压监测的金标准，但是出血、感染、脑组织损 

伤等限制了它在临床中的应用，而无创的方式中颅 

脑超声因其具备可床旁及重复性、及时性、在临床 

中被广泛使用。TCCD 可以动态的监测脑血流的早 

期变化，为实时评估颅内压提供了依据，血流频谱 

的动态改变与颅内压有很好的相关性 [19] 。正常血 

流频谱类似三角形，上升波陡而直，下降波斜而平， 

S1 峰＞ S2 峰，当颅内压开始升高时而脑血管自动调 

节功能正常时 S2 稍高于 S1，且舒张期血流速度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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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降，呈现“阻力血流图形”；当脑血管调节功 

能减退时颅内压持续增高时， S1、S2 峰融合且高尖， 

舒张期血流明显减弱，D 峰切记不规则加深，呈现 

“双塔尖状波”，当颅内压进一步增高到达舒张期血 

流时，频谱上血流速度消失，仅留下一个尖锐的收 

缩峰，呈现“收缩峰图形”；当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 

完全丧失，频谱的舒张期血流再次出现，但方向逆 

转， 呈现震荡波； 脑血流接近停止。 

2. 通过 TCCD 测量视神经鞘宽度可以成为临 

床护理床旁无创定性颅内压的较快速准确的方法  

 (7.85±0.99 分)：视神经鞘是硬脑膜的延续，视神经 

及鞘膜之间的间隙与蛛网膜下隙交通，脑脊液在其 

间自由流动，颅内压增高时，视神经鞘内的脑脊液 

增多，使鞘内压力增加，从而导致视神经鞘直径的 

扩张，这一现象能在颅内压极早期就体现，因此视 

神经鞘能快速反应颅内压力 [20] 。视神经鞘与颅内 

压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其敏感度和特异性都较高， 

是床旁无创快速诊断颅内压的有效方法，能让医护 

人员在第一时间做出临床反应。目前一般认为在眼 

球后壁方 3 mm 处的视神经鞘宽度＞ 5 mm 提示颅内 

压增高的可能性比较大 [21]，但需排除神经损伤及其 

他病变的影响。临床现有的常规监测手段无法满足 

神经重症患者颅内情况的病情观察，无法对其病情 

做出预警，临床护士可以利用 TCCD 测量视神经鞘 

宽度弥补这一缺陷，使护理在临床工作中对神经重 

症患者病情观察更为准确客观，及时发现神经重症 

患者的病情变化。 

3. 经 TCCD 可以使瞳孔的测量及反射评估更为 

精准，是护理临床观察瞳孔大小及对光反射的可靠 

且易操作的工具(7.74±1.13 分)： 瞳孔的大小及对 

光反射是神经系统查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诊断 

和预后价值 [22]，现阶段临床主要以直接光照判定 

瞳孔大小及反射为主，基本上是基于视觉的定性评 

估，这样的判定方法易因评估者的经验及视敏度不 

一致而出现误差，而通过 TCCD 测量瞳孔大小可以 

对瞳孔大小进行定量评估，避免了主观误差，尤其 

当患者眼睑水肿或拒绝被打开眼睑无法观察瞳  

孔时，可以利用 TCCD 直接进行测量，减少对患者的 

刺激，减少患者不适感， 提高准确性； 当双眼关闭时 

可以通过眼睑进行对侧眼球超声透视来观察瞳孔的 

间接对光反射，使瞳孔对光反射判定更为精准。利 

用 TCCD 测量瞳孔大小及光反射是观察临床护理 

中可靠的且易操作的测量瞳孔大小及对光反射的 

方法。 

 

 (三)胃肠评估与干预 

1. 重症护理超声导向的胃肠功能评估有助于指 

导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的安全实施(8.67±0.68 分)：重 

症护理超声导向的胃肠功能评估包括评估重症患者 

的胃残余量、胃动力、胃排空情况、小肠结肠厚度、 

宽度和蠕动度等多项内容 [23]，可指导重症患者肠内 

营养的安全实施。在实施肠内营养之前，首先需要 

确定有无肠内营养禁忌证，如肠缺血、肠穿孔、严重 

的肠梗阻等 [24]，重症护理超声可以辅助肠内营养 

禁忌证的筛查以确保肠内营养实施的安全有效，肠 

缺血时，超声可见弥漫肠壁改变，可见肠管血流信 

号缺失，血流速度减低 [25] 。肠梗阻时，梗阻部位以 

上肠管非一过性扩张，肠管内积气或积液，肠腔内 

充满低回声或无回声内容物，也可见到气液平，积 

气为形态不同的强回声团，积液显示为管状无回声 

区，其内有时可见浮动的强回声光点。同时超声还 

可辅助判断经胃喂养的可能性，使用胃窦单切面法 

测量胃窦运动情况，客观地反映胃动力情况和胃排 

空，如胃窦运动指数(motilite index， MI)＜ 0.4，患者 

又存在高误吸风险可考虑经空肠喂养。而在肠内  

营养实施过程中，通过超声测量胃残余量来定期进 

行肠内营养的耐受性监测，根据耐受性评分结果调 

整肠内营养输注速度，如评分增加≥ 4 分或总分≥ 

5 分，可考虑采用超声引导下置入空肠管进行幽 

门后喂养，减少重症患者肠内营养不耐受的发生 

率 [26] 。重症护理超声导向的胃肠功能评估操作简 

单、有效、无创、可重复性且能快速获取结果，患者 

无痛苦更容易接受，有助于安全有效地指导肠内营 

养的实施，预防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使患者更快 

地达到目标喂养量。 

2. 重症护士可应用超声快速评估胃残余量，从而  

有效评价重症患者肠内营养的耐受性(8.33±0.88 分)： 

重症患者在早期肠内营养期间容易出现喂养不耐  

受，而胃残余量监测的意义在于可预测反流和误吸  

及患者对肠道喂养的不耐受 [27]。空针抽吸法是临床  

上最常使用的胃残余量监测方法，但此方法受到疾  

病、患者体位、胃管直径、注射器规格及胃管侧孔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结果不准确。胃窦单切面法  

测量胃窦面积与胃内容积存在良好的相关性，与放  

射性核素法比较有很好的一致性，由于胃窦距离体  

表较近，位置相对固定，超声检测胃窦评估胃内容积  

成功率明显高于胃底及胃体，运用重症护理超声进  

行胃残余量评估时建议选择半坐位或右侧卧位[28] 。 

有研究显示通过胃镜与胃窦单切面法测定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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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胃 内 容 积(ml)=27.0+14.6× 右 侧 卧 位 胃 窦 面 

积 -1.28× 年龄 [29]。因此应用超声胃窦单切面法测 

量胃窦面积评估胃残余量，具有非侵入性、准确性、 

可重复性，易于掌握及可以床旁实施等优势，是重 

症患者肠内营养耐受性评估的重要手段。 

3. 运用超声对胃窦运动评估能更准确评价重  

症患者的胃排空功能(8.44±0.70)分： 重症患者经  

历严重创伤、感染、休克等应激后，通常伴有胃肠道  

黏膜的结构和功能改变，导致肠功能障碍，而胃肠  

排空障碍是主要临床表现之一，直接影响重症患者  

肠内营养的实施，胃肠排空障碍的严重程度可作为  

评价重症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 [30]。胃动力正  

常的患者超声下可见胃窦的舒张和收缩运动，因   

此，超声胃窦单切面法测定胃窦运动指数是一种   

客观的、操作简单且无创的胃排空检测方法。超   

声 测定胃窦运动指数可用于判断重症患者的胃   

排空功能，胃 MI 是反映重症患者胃排空的重要指  

标 [31]，可以通过超声做胃窦短轴切面，以 300 ml  

温开水快速充盈胃腔，连续记录 6 min 内胃窦收  

缩次数，以每 2 分钟胃窦收缩次数记为胃窦收缩  

频 率(antral contraction frequency， ACF)；  连 续 测 量  

3 次胃窦最大舒张(S舒张)和最小舒张(S收缩)面 积， 

计算胃窦面积变化(S舒张  -S收缩)，而胃窦收缩幅度  

 (antral contraction amplitude， ACA)=(S舒张 -S收缩)/S舒张； 

MI=ACF×ACA[32] 。运用超声对胃窦运动的评估可 

用于床旁动态判断重症患者胃排空功能，能较好地 

反映重症患者的胃排空状态 [33]，且检测时间较短， 

在 10 min 内就可以计算出来，从而更准确地评价重 

症患者的胃排空功能，对于重症患者能否接受肠内 

营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34]。 

4. 基于床旁胃部超声的半定量评估和定量评估 

可帮助评价重症患者的误吸风险(8.04±1.09)分：误 

吸是指进食或非进食时，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 

的液体或固体的食物、分泌物、血液等进入声门以 

下的呼吸道的过程 [35] 。误吸的主要危险因素是患 

者胃内容物，其严重程度与胃内容物的容积、性质 

以及 pH 值相关。患者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期间容 

易发生误吸，进一步导致吸入性肺炎的发生。因此， 

启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需行误吸风 

险评估。 

胃部超声的半定量评估可帮助对重症患者的 

误吸风险进行评价，在不同体位下对胃内容物性质 

的显像来进行评估，分别在仰卧位和右侧卧位时扫 

描胃窦对胃内液体进行评估，分为 3 个等级：0 级， 

 

仰卧位和右侧卧位位置胃窦部完全是空的； 1 级，仰 

卧位胃窦部是空的，但在右侧卧位中可见液体，提 

示小容量胃内容积；2 级，两个体位胃窦均可见液 

体，提示大容量胃内容积，当半定量分级为 0 级和 

1 级时提示低误吸风险，当分级为 2 级时提示高误吸 

风险，需要予以特别关注。同时还可以通过床旁胃  

部超声的定量评估来评价患者的误吸风险，通过胃 

窦横截面积(antral cross-sectional area，CSA)的测量 

得出胃残余量的多少，当通过超声测量患者胃残余 

量为≤ 1.5 ml/kg 时则发生误吸的风险小，当胃残余 

量＞ 1.5 ml/kg 时，则发生误吸的风险明显增加，需 

要采取干预性措施预防误吸的发生 [36-37] 。基于床 

旁胃部超声的半定量和定量评估是一种可以快速诊 

断胃内容物性质和估测胃液量的无创、高效、可靠、 

可重复率高的无创检查方法 [38]，可帮助评价重症患 

者可能存在误吸风险，需要进行干预性措施，从而 

减少重症患者误吸的发生。 

5. 重症超声可以进行肠功能的评价，通过肠道  

宽度、厚度、活动度 3个方面进行检查(8.00±1.07)分： 

胃肠功能已成为判断重症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指  

标，消化道运动障碍可能导致营养摄入不足，增加  

感染的风险，延长住 ICU 的时间，因此，评估重症患  

者的胃肠动力和肠功能状态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由于小肠器官的长度、位置和弯曲难以直接评估， 

是消化道检查最困难的部分，传统检查如小肠钡剂  

造影、CT、MRI、无线胶囊内镜和双气囊内镜都无法  

在 ICU 床旁实施，与这些方法相比，肠道超声可成  

为小肠筛查病变有用的工具，并具有成本低、便携  

灵活和良好的患者耐受性等优势。重症肠道超声  

图像的获取，建议顺时针方向，按照空肠、左半结  

肠、回肠、右半结肠的顺序进行评估 [4] 。肠道超声  

图像在疾病状态下更容易观察，通常从肠道厚度、 

宽度、活动度 3 个方面进行评价。肠腔内径为未加  

压时，肠壁黏膜面与对侧黏膜面回声之间的距离。 

肠壁厚度为肠壁浆膜面到黏膜面回声之间的距离。 

小肠内径＞ 3 cm，结肠内径＞ 5 cm，可诊断肠扩张； 

肠壁厚度＞ 4 mm 可诊断肠壁增厚 [39] 。重症患者因 

炎症、缺血等疾病，可出现肠壁增厚、肠腔充盈，甚 

至合并腹腔游离积液。此外，由于手术、疾病、大 

剂量镇静药或肌肉松弛药的刺激，肠蠕动可能减弱 

或消失。应用重症超声动态、实时等对肠功能进行 

评价，通过对肠道的宽度、厚度、活动度的检查可 

以有效评估肠道功能恢复情况，监测肠内喂养的耐 

受情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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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膀胱评估与干预 

1. 膀胱超声可准确测量尿量，有助于快速鉴别 

重症患者肾后性少尿的原因(8.44±0.84)分： 测量膀 

胱容量的金标准是通过导尿测量尿量，但是导尿有 

尿道损伤和尿路感染的风险。超声作为一种无创、 

安全、快速的工具，可以进行膀胱的检查和测量膀 

胱容量，将膀胱看作椭圆形球体计算出的体积更接 

近实际的膀胱容量 [41 -42] 。膀胱超声可以快速判断 

是否有尿，以及判断是否发生下尿路梗阻和通过观 

察输尿管射流现象排除输尿管梗阻，是鉴别患者发 

生肾后性假性少尿的重要方法。 

2. 膀胱超声是判断尿潴留及泌尿系统异常情况 

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指导导尿指征(8.44±0.84)分：尿 

潴留导致膀胱损伤是临床护理中常见的并发症。尿 

潴留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是留置导尿管，而长期留置 

导尿可能导致 80% 的医院获得性尿路感染。膀胱超 

声可用于评估膀胱容量，从而区分尿潴留和少尿[43]。 

正常成人膀胱容积 400~600 ml，当膀胱残余尿量 

 (postvoid residual urine， PVR)＞ 400 ml 时表示尿潴 

留， 测量 PVR 应在排尿后 10~15 min 内进行 [44] 。膀 

胱超声还可以识别膀胱内血凝块、前列腺肥大、膀 

胱或尿道结石等，有助于识别尿潴留的原因 [45] 。同 

时还有助于判断留置导尿管的通畅性，当留置的导 

尿管位置正确而患者有尿潴留症状时，膀胱超声可 

以确定膀胱容量，此时尿潴留提示导尿管阻塞 [46]。 

因此，通过膀胱超声判断尿潴留、早期识别泌尿系 

统相关异常情况，可降低膀胱损伤的发生率，降低 

治疗成本，缩短住院时间 [47] 。膀胱超声可以在导尿 

前确定膀胱容量，增加首次导尿的成功率 [43] 。膀胱 

超声有助于协助护士确定导尿的时机，严格把控导 

尿的指征，避免不必要的导尿，提高患者的舒适感 

和增强患者的满意度 [48]，建议对重症患者常规的进 

行膀胱超声检查。 

 (五)血管评估与干预 

1. 重症护士需要对 DVT 进行常规筛查(8.37± 

0.69)分：DVT 作为一种隐匿性极强的并发症，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是降低患者死亡风险的重要措 

施。重症护士可以使用超声结合患者查体结果进行 

筛查，快速获取 DVT 的诊断信息， 从而精准治疗， 减 

少血栓造成的风险 [49] 。重症护理超声目标导向的 

血栓筛查，可尽早识别 DVT，帮助医师排除梗阻因 

素导致的呼吸、循坏障碍，帮助护士明确静脉治疗 

导管不通畅的原因，针对性地改变护理行为，避免 

盲目操作带来的医源性伤害，且深静脉超声筛查操 

 

作相对简单， 更适合重症患者常规筛查。 

2. 血栓筛查流程的标准化可以降低筛查过程给 

患者带来的风险(8.52±0.64)分：静脉血栓栓塞症 

 (venous thrombosis embolism， VTE)作为重症患者住 

院期间常见并发症，在未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可以增 

加患者病死率。急性肺栓塞患者中 90% 栓子来源 

于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美国胸科医师学会指南提 

出超声对于近端 DVT 诊断准确性更高，且操作更简 

单，适用于筛查诊断 [50] 。中国重症超声临床应用规 

范提出 [4]，通过血管二维超声图像观察有无血管内 

高回声，彩色多普勒血流评估血管内有无充盈缺损 

或血流消失，以及间断血管加压观察血管是否能被 

压闭的 3 个步骤可以准确诊断 DVT。此操作流程简 

明，准确性高，也更有利于对已有血栓的治疗效果 

的监测， 是避免深静脉血栓筛查风险的重要措施。 

3. 超声筛查可及早识别导管相关性血栓形成 

 (catheter-related thrombosis， CRT)(8.22±0.80)分： 中 

心 静 脉 导 管 作 为 重 症 患 者 救 治 中 常 用 的 静 脉 通  

路。在导管置入后对血管内皮损伤和持续刺激，是 

CRT 形成的直接原因，上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高  

于下肢 [51 -52]，肺栓塞的发生率为 8%[53] 。导管相关 

性血栓形成与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存在较高相关  

性 [54] 。作为一种症状不明显，预防措施有限，危害 

较大的并发症，超声筛查可以早期发现和明确诊断 

CRT 并指导临床医务人员及时处理，是预防 CRT 风 

险的最佳手段。  

 (六)骨骼肌评估与干预 

1. 重症超声是早期、快速评价重症患者骨骼肌 

的有效手段(7.78±1.09)分： 骨骼肌占机体细胞总质 

量的 50％以上，是人体最大的运动器官，骨骼肌数 

量或者功能的减少，会引起对人体有害的变化。重 

症患者在应激状态下高分解代谢增加导致肌肉与内 

脏蛋白丢失增加，脂肪动员加速及糖代谢异常，从而 

导致人体组成部分改变，其中骨骼肌体积减少在重症 

疾病时非常突出[55]。脓毒症患者在住院 7 d 内股直 

肌厚度每日丢失 6%[56] 。超声成像技术能实时、无 

创、便捷和准确地探测到肌纤维长度、羽状角、肌肉 

厚度和横截面积等肌肉的结构参数，成为评估骨骼 

肌形态和功能影响的有效手段。肌肉结构在声像图 

上显示为低回声，纤维膜、筋膜和肌腱显示为强回 

声。由于绝大多数骨骼肌的解剖位置比较表浅，是 

重症超声检查的理想目标，与 CT、MRI 比，床旁超 

声测量重症患者骨骼肌的形态、功能改变，具有较 

好的可靠性，且费用低廉、可反复监测 [57]，因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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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超声可早期、快速评价重症患者骨骼肌。 

2. 应用重症超声评估时，建议优先评估骨骼肌 

的形态学参数(7.70±0.95)分： 骨骼肌的力学特性与 

其结构形态相关，肌纤维长度、羽肌角度和肌肉横 

截面积等骨骼肌结构参数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骨骼 

肌力的产生和输出。机械通气患者在第 5 天股外侧 

肌厚度与羽状角度均有明显丢失，羽状角度是决定 

肌肉力量动力学的重要因素，多器官功能衰竭患者 

在入住 ICU 前 7 d，肌肉丢失 16%[58] 。超声能实时， 

无创，便捷和准确地测量肌肉形态学参数，从而有 

效地评估疾病对肌肉形态和功能的影响，其应用有 

广阔前景。护士应用超声探测骨骼肌形态参数与经 

验丰富的超声科医师相比，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57]。 

在重症领域中，ICU 医务人员可以利用超声测量肌 

肉的形态结构评估肌肉的功能，并指导康复计划的 

制定、评估康复治疗的效果。 

3. 应用重症超声连续与动态评估时，有助于早 

期识别 ICU 获得性衰弱(7.85±0.86)分： 肌肉超声可 

以评估神经肌肉疾病患者的肌肉厚度和回声，也有 

助于筛查患者有无 ICU 获得性衰弱。应用超声检查 

评估肱二头肌、前臂或大腿中部肌肉的超声检查， 

骨骼肌回声增强诊断骨骼肌功能障碍的敏感性为 

82%，特异性为 57%。超声能够为骨骼肌的大小和 

骨骼肌中存在的慢性病理改变提供有用的实时监 

测。骨骼肌超声常见的 4 种病理征象： 回声增强、骨 

骼肌萎缩、回声的均质性增加、骨骼声影消失 [59]。 

应用超声灰阶图像分析有助于定量评价骨骼肌回声 

的强度，根据骨骼肌、筋膜、骨膜的回声强度有助于 

半定量评价骨骼肌质量。 

4. 超声评估骨骼肌评价营养状态，有助于重症 

患者康复(7.85±0.99)分：骨骼肌是最大的瘦体质 

量(lean body mass，LBM)的存储，双 能 X 射线 吸 收 

 (DEXA)、CT 和 MRI 是 LBM 和骨骼肌质量评估的黄 

金标准。超声检查广泛应用于不同骨骼肌群，它  

允许在 ICU 期间检测肌肉消耗，并且在测量肌肉质 

量 方 面 与 CT 或 MRI 一 样 准 确。  肌 肉 厚 度(muscle 

  thickness，MT)是预测老年人群无脂质量的一个参 

数，小腿 MT 可以作为老年人营养状况的一个指标， 

下肢肌肉超声参数可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肌肉客观评 

价方法用于老年人营养评价 [60] 。同样，急性肾损伤 

患者骨骼肌的定量变化，可以用超声这种简单、准 

确、无创的方法来评估。重症超声是实现患者营养 

状态评估、指导重症患者早期康复，尤其是骨骼肌 

形态监测必不可少的手段。 

 

 (七)压力性损伤评估与干预 

1. 重症超声可通过评估皮肤及皮下深部组织 

的状况，有助于对压力性损伤进行准确分期(8.07± 

0.99)分：压力性损伤的分期主要通过病史、视诊和 

触诊皮肤表面变化来判断其受损程度，对深部组织 

的潜在变化不能及时识别和判断。某些情况下，皮 

肤表面是完整的，但皮下的各层受损的情况仅视诊、 

触诊无法观察到；或者通过皮肤表面看到的损伤， 

难以确认压力性损伤的深度和范围 [61] 。掌握深部 

组织损伤的范围有助于了解压力性损伤的程度与进 

展。超声可明显提高深部组织损伤期压力性损伤评 

估准确性，指导临床对压力性损伤尽早进行干预。 

用超声可以发现压力性损伤高危患者与健康人相比 

有早期压力所致的软组织改变图像，而存在压力性 

损伤患者都有深部组织损伤的改变 [62-63]，因此利用 

超声可以检测到受压部位经过长时间压力负荷后局 

部皮肤和皮下组织发生潜在的变化，对深部组织压 

力性损伤的诊断比视诊和触诊检查结果更具有诊断 

意义 [64-68] 。超声成像技术作为一种辅助诊断压力 

性损伤分期的方法，完整或疑似损伤的皮肤组织下， 

超声的不同表现对于压力性损伤分期有预测价值， 

可帮助护士护理针对性更强，可作为危重患者临床 

压力性损伤分期诊断的重要辅助手段。 

2. 应用重症超声评价压力性损伤有助于早期实 

施目标导向性护理策略(8.00±1.00)分： 重症超声不 

仅可辅助判断是否存在压力性损伤或潜在深度，还 

可通过已有压力性损伤不同图像的表现，辅助临床 

护士实施目标导向性护理策略。当超声图像显示皮 

下组织层次结构不清时或低回声表现时提示皮下组 

织有损伤，如水肿、组织间液和炎症发生 [69]，宜减 

少受压，避免摩擦，加强翻身。当超声图像显示皮 

下层次不清楚伴有不均匀低回声区域异质回声时， 

提示皮下组织出现血肿、皮下积液或坏死形成 [70]， 

宜使用气垫床和侧卧位减压，减少局部刺激和局部 

受压，并根据创面渗液和基底情况制定合适的治疗 

性方案。当超声图像显示结构不清楚和不均匀低 

回声区域、有筋膜线不连续、低回声灶时，提示筋膜 

或浅筋膜发生缺血、炎症改变或解剖结构的破坏， 

甚至深筋膜内微血管网的破坏导致筋膜缺血性坏 

死 [65-71]，宜继续采用相应的减压方案，并根据所监 

测的创面进展情况制定护理策略。因此，使用超声 

进行评估，可使临床护士明确是否存在压力性损伤 

以及其严重程度，协助压力性损伤的判断和准确分 

期。同时超声技术还可以辅助监测压力性损伤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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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指导护士制定目标导向性的护理策略，做到早 

发现、早预防和早处理。 

四、应用超声评估 / 引导下的护理操作技术 

1. 重症患者推荐常规应用超声引导的动脉穿刺 

置管技术(8.85±0.36)分： 随着重症医学的迅速发 

展，动脉穿刺置管广泛应用于重症患者 [72] 。重症患 

者由于动脉血压低，脉搏细弱甚至无法触及，经常 

难以通过盲法一次穿刺置管成功，造成不能及时进 

行动态血压监测、血气分析等， 影响患者的抢救 [73]。 

超声引导下动脉穿刺置管可以动态观察动脉血管， 

有利于定位穿刺点和引导穿刺，可有效克服盲穿置 

管的局限性 [74-75]，操作简便、安全、可重复，提高了 

初次置管的成功率，减少穿刺次数，降低并发症的 

发生率，节省操作时间，提高临床救治水平 [76]，其 

优越性和实用性值得在重症患者中推广，推荐重症 

患者动脉穿刺置管常规应用超声引导。 

2. 重症超声的血管评估有助于进行外周静脉困 

难置管难度分级，从而指导选择合适的穿刺方式和 

导管(8.70±0.47)分：使用外周静脉留置针能够避 

免患者被反复穿刺和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便于及时 

给药、减轻护理工作量，但穿刺成功率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患者外周静脉条件。很多患者由于长期输 

液、肥胖或者水肿，低血容量休克等原因，外周静脉 

条件较差从而困难置管，外周静脉穿刺失败率高达 

20%[77]。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及重症超声逐渐普及， 

使用超声进行血管的穿刺定位亦作为一项重要的 

技术应用于临床 [78] 。建议外周静脉血管评级在Ⅱ、 

Ⅲ级的外周静脉血管在超声引导下穿刺。穿刺前使 

用超声图像可以明确静脉的走向、周围组织情况。 

在穿刺前应用超声测量患者静脉血管的深度和直 

径，选择合适导管，必要时在超声引导下穿刺 [79]， 

可有效克服传统外周静脉置管的局限性，提高初次 

置管成功率，降低医疗耗材的相关费用。超声引导 

在外周静脉置管中体现了实用性和优越性，为困难 

置管患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保证 [80]。 

3.PICC 置管建议在超声引导下进行，重症超声 

引导的 PICC 穿刺技术可以优化流程，减少并发症 

 (8.78±0.51)分： 传统的 PICC 穿刺置管术是依据体 

表解剖标志定位法进行，但由于患者个体差异、穿 

刺时体位差异和术者的医技水平差异等因素，常常 

需要反复穿刺探查 [81] 。在同一部位反复多次穿刺， 

可直接导致血肿、误穿动脉、周围组织及神经损伤、 

感染等穿刺有关并发症的发生 [82-83]，并且延长穿刺 

置管操作时间，增加患者痛苦。重症护理超声引导 

 

下 PICC 置管，能准确定位靶向血管，实时观察血管 

的深度、走形和分叉位置以及血管有无畸形和血管 

内有无血栓等，缩短了穿刺时间，减少穿刺次数，减 

轻穿刺创伤，保护外周组织，避免因反复穿刺给患 

者造成的痛苦 [84-85] 。重症超声引导 PICC 置管还具 

有优化穿刺部位、减少血栓形成、判断导管尖位置 

和判断导管移位等优势 [86] 。因此，PICC 置管条件 

允许建议在超声引导下进行。超声引导留置中长静 

脉导管有着与 PICC 置管相近的优势，建议条件允许 

情况下在超声引导下进行。 

4. 重症超声能第一时间定位营养管进入食道， 

且重症患者优先建议超声引导下放置胃 / 空肠营养 

管(8.37±0.74)分：重症患者在实施肠内营养过程 

中，要进行密切的监测和护理，尽量避免和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其中营养管位置不当会造成的危害极 

大的并发症。营养管位置不当包括置管时位置不当， 

置管后移位，营养管留置过程中误将营养管置入气 

管、支气管内，甚至可穿破肺组织，引起一系列恶性 

并发症，严重者可造成患者死亡。重症患者留置胃 

管后因躁动、胶布松脱等因素可致胃管异位，因此管 

饲前需确定胃管在位情况 [87-88] 。通过超声静态观察 

营养管双轨征、动态观察食道充气征，可以判断营养 

管进入胃内之前提前知道导管是否在食道内。 

经鼻置入空肠营养管，适用于胃排空障碍的患 

者，可降低返流与误吸的发生率，增加患者对肠内营 

养的耐受性 [89] 。传统放置方法主要有床旁盲插法、 

X 线引导法、胃镜引导法及电磁定位导航法等 [90]。 

超声具有床旁、实时、可视化、无辐射等特点 [91 -92]。 

在留置鼻胃 / 鼻肠管管过程中，可在超声下观察食 

道充气征，来鉴别导管是否误入气道。留置鼻肠管 

过程中，超声联合胃窦渐进式注水法，有助于引导 

空肠营养管尖端位置和胃窦的相对位置变化，逐步 

引导导管进入幽门及十二指肠 [7] 。因此，重症患者 

优先建议超声引导下放置。 
五、重症护理超声院感防控 

1. 超声引导下外周静脉置管可以减少中心静脉 

导管的使用和留置时间，进而有助于减少导管相关 

性血流感染(8.41±0.69)分：静脉通路是重症患者治 

疗的“重要生命线”。然而，临床上常因为肥胖、水肿、 

慢性疾病、低血容量、血管畸形、静脉血栓等造成置 

管失败，甚至因外周静脉穿刺困难而被迫留置或不 

能及时拔除中心静脉导管。在 ICU，中心静脉导管引 

起的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atheter 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CRBSI)发生率(2.8~12.8)/1 000 导管日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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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RBSI 的发生将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增加患者 

的医疗费用，导致患者死亡风险增高 [94] 。因此，降 

低 ICU 内 CRBSI 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超声引导 

可以减低置管困难患者外周静脉穿刺的失败率，减 

少穿刺时间 [95] 。应用超声引导下外周静脉置管可 

减少中心静脉导管使用量 [96]，尤其是病情平稳、置 

管困难的患者。因此，超声可以明确血管位置，有 

助于引导穿刺， 减少中心静脉导管的使用。 

2. 肺部超声可以优化呼吸管理流程，有助于减 

少呼吸机相关性肺炎(8.30±0.82)分：随着预防策略 

的发展，VAP 的发生率和病死率有所下降，但仍是重 

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和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重 

症超声对患者肺部情况评估和快速诊断明显优于胸 

片、CT、MRI、听诊。肺部超声在成人中诊断肺炎的敏 

感度和特异度也高达 94％与 96％，通过监测感染的 

超声征象，是床旁早期诊断 VAP 的可靠的工具[97-99]， 

及早对 VAP 进行干预，进而减少 VAP 的发生。ICU 

护士可通过肺部超声 BLUE 流程为重症患者肺部情 

况提供可视化、半定量的评价，根据超声图像实施 

目标导向性肺部护理，从而优化呼吸管理流程，做 

到精准肺部护理，进而避免气管插管或减少呼吸机 

辅助的治疗时间，加快脱机，进而减少呼吸机相关 

肺炎的发生 [12]。 

3 . 膀胱超声可减少导尿管的使用和留置时   

间，从而减少导尿管相关性泌尿系感染(catheter  

associ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CAUTI)(8.04±1.09)分： 

超声可以通过对尿管是否通畅的判定、尿残余量的  

测定，有助于早期拔出尿管、避免尿潴留和减少不  

必要的导尿，最大程度缩短尿管留置时间，进而有  

效 预 防 CAUTI 的 发 生 [100] 。膀 胱 超声 可及早 发 现  

尿潴留，及时地进行间歇导尿。术后导尿管放置＞  

2 d，感染率和死亡率都会增加，因此术后拔除不  

必要的导尿管是重要的，当膀胱超声测量连续 2 次  

PVR ＜ 100 ml 时可以停止留置导尿管，如果膀胱容  

量＜ 400 ml 或 PVR ＜ 100 ml 时，结合患者无不适症  

状，可以避免留置导尿，从而避免CAUTI的发生。《中  

国重症超声专家共识》表明重症超声可以快速识别泌  

尿系部位的感染[91]。 

4. 在使用超声进行无菌操作、破损皮肤及黏膜 

做检查时，应使用无菌保护措施(8.96±0.19)分：院内 

感染的预防应当首先重视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101]。 

护士在进行血管内导管的穿刺、维护及感染控制措 

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人员、 

输液护理专家和感染预防专家应有针对性、有计划、 

 

有目的对临床医生和护士等进行教育和培训。超声 

探头在进行无菌操作、给破损皮肤和黏膜做检查时，建 

议使用无菌耦合剂和探头用无菌保护套，严格无菌操 

作及集束化干预策略以预防院内感染的发生[102-103]。 

5. 重症超声检查结束后均应常规进行清洁消毒  

 (8.89±0.32)分：超声探头在使用过程中反复接触人  

体皮肤黏膜及存放容器，并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其  

诊疗过程实际为带菌操作。对于体外超声探头最常  

用的是非无菌纸巾、含酒精湿巾、肥皂和水 [104]，酒  

精湿巾擦拭是较常使用的体外超声探头消毒方式， 

应用复合双链季铵盐湿巾消毒超声探头 30 s，消毒  

效果合格率达 97.5%[104] 。T-Spray 湿 巾(含 季 铵 盐)  

是专门为消毒超声探头而设计的。Protex(含二甲基  

氯化铵)另一种含双链季铵盐消毒方法现广泛应用  

于美国、韩国、委内瑞拉等多个地区，对体外超声探  

头进行擦拭或喷雾作用 30 s，消毒效果与酒精相仿  

且不会对超声探头造成任何影响 [19]。Spaulding 系  

统将医用超声感染风险分为低风险、中度风险和高  

风险 [105] 。低风险级别即接触到完整的皮肤，进行  

腹部、乳房和小部位检查的体外探头，只需清洁或  

低水平消毒。中度风险级别是与黏膜接触，经食道、 

阴道、直肠的体内探头或接触病理性、损坏皮肤的  

探头，国内规范要求中、高水平消毒，而国外超声相  

关指南要求必须达到高水平消毒。总之，重症超声  

检查结束后均应常规进行清洁消毒。 

六、重症护理超声培训与质控 

1. 重症护士应接受重症护理超声规范化培训 

 (8.74±0.86)分：培训是超声常规实践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超声技术在重症医学及重症护理领域的日 

益广泛应用，越来越需要保证有效的培训，培训流 

程应包括理论学习、临床实践、定期考核等。经过 

短暂规范化的培训，重症护士可规范实施重症护理 

超声的流程、掌握超声技术的操作要点及技巧，获 

取标准化图像，以及准确解读超声图像。在经过一 

些简短课程，包括血管评估、肺部超声、心脏超声、 

膀胱超声和实际操作的培训后，护士对于图像获取 

的熟练度和解释的准确度已经与重症医师无异，可 

有效地将重症超声技术应用到临床护理工作中从而 

解决相应护理问题。因此，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 

有助于提高重症护士应用超声的精确性，重症护士 

需要学习、培训、实践，才能真正掌握重症护理超声。 

2. 质量控制是规范实施重症护理超声与持续提 
升质量水平的基本要求(8.85±0.36)分： 随着超声技 
术在重症护理中的普及，超声主导的护理评估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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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和超声引导的护理操作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重 

症护理超声的质控以及应用重症护理超声对重症临 

床护理进行规范与质控变得越来越重要。经规范化 

培训的重症护士需具备质控图像质量的能力，避免 

图像陷阱，能根据不同临床护理问题选择相应的评 

估流程和干预方案，正确解读与护理相关的关键信 

息，以确保规范实施重症护理超声和持续提升护理 

质量水平，使重症护理超声对改善重症患者的护理 

带来更大的优势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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