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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水腫之護理
Pulmonary edema
■ 陳佩君

行政院衛生署胸腔病院護理科門診護士

壹、前言
肺水腫可能發生於手術麻醉後的健

於肺泡曲度較大處，隨著量增多而填滿整
個肺泡。

康正常病患，其中因喉部肌肉痙攣或吸入

臨床上引起肺水腫最常見因素為血管

異物引起呼吸道阻塞所導致的肺水腫較常

的液體靜水壓增加與滲透性的改變。 當血

見。其成因可能由於呼吸道阻塞後，病人

管通透性增加，則水腫形成閾值就降低，

用力吸氣而形成胸內負壓上升所致。

同時會加強微血管靜水壓使水分積於血管

呼吸道阻塞引起的肺水腫常伴隨著高

外的影響力，導致液體由微血管滲出且積

死亡率，這是一種快速發生快速緩解的疾

聚在肺臟間質造成氧氣及二氧化碳交換障

病，它可能發生於上呼吸道阻塞被緩解以

礙，而影響心臟功能。急性肺水腫常因輸

後，這種肺水腫的病生理學包括胸腔內壓

液過快或過量、急性心肌梗塞、慢性心臟

力的改變、血液動力學的改變、以及動脈

衰竭的急性惡化而引起。慢性肺水種除了

缺氧等因素。急性肺出血可能伴隨肺水腫

造成肺功能受損之外，還會易於感染。

一起出現，它主要是上述病生理變化引起

二、肺水腫的分類與原因

肺部微血管壓力衰竭而造成。

肺水腫分為靜水性(Hydrostatic)
肺水腫(如鬱血性心衰竭)和非靜水性

貳、文獻查證
一、定義

(Nonhydrostatic)肺水腫(如急性肺傷害
[Acute lung injury, ALI]、急性呼吸窘迫症

肺水腫是一種病態的表現，其原因是

候群[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由於肺部血管內滲出液體至血管外的速度

ARDS]、多器官失能[Multiple organ

，超過肺臟排除滲出液能力，所造成的結

dysfunction, MODS])。

果。在解剖上造成的結果是過多的液體形

靜水性肺水腫的病理機轉為肺靜脈增

成於組織間隙，更嚴重者液體則出現於肺

加及水分滲出，其原因有：(1)心因性：左

泡內。在肺泡內的液體量不多時，則出現

心衰竭、心血管疾病；(2)血管：全身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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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肺栓塞；(3)容積過多：水分過度給

心因性肺水腫最常見的一種型式，致病機

予、腎臟衰竭。

轉先是微血管內皮細胞受損，最後連表皮

非靜水性肺水腫的病理機轉為全身性

細胞也受到傷害。造成廣泛的肺泡微血管

發炎反應症候群(Systemic Inflammatory

傷害，引起嚴重的肺水腫、呼吸衰竭和氧

Response Syndrome, SIRS)造成血管壁

氣治療無效的動脈血缺氧。對於氧氣治療

與肺泡壁損害，造成大分子滲出，呼吸衰

無效的呼吸衰竭，通常伴隨著感染，死亡

竭，廣泛的器官失能；其原因為(1)主要

率高達0%。

因素：肺炎(病毒，細菌，黴菌)、吸入胃

三、症狀

酸、毒性吸入(phosgene、cocaine、煙

ARDS臨床症狀的發生通常在事件發

霧、高濃度氧氣)、溺水、肺挫傷等；(2)

生後數小時內出現。早期的症狀就是嚴重

次要因素：敗血症、燒傷(化學或熱)、全

的低血氧，胸部X光片卻沒什麼變化，而

身性低血壓或休克太久、多處創傷、婦科

心因性肺水腫初期低血氧較輕微，到了末

問題(胎盤剝離、羊水栓塞、子癇前症)、

期才加重。肺水腫之臨床表徵有呼吸困

藥物(salicylates、thazides)、猛爆性肝衰

難、端坐呼吸、呼吸過快、鼻翼外張、肺

竭、鐮刀狀貧血等。

底部出現濕囉音、哮鳴聲、合併咳嗽且出

靜水壓高造成的肺水腫，常因左心衰

現粉紅泡沫痰、嚴重焦慮不安、意識混

竭引起，而高滲透性的肺水腫是因一群疾

亂、皮膚發紺、蒼白、冰冷、出汗、心搏

病造成微血管發炎性浸潤所引起，總之，

過速且心律不整、代謝性和呼吸性酸中毒

造成微血管傷害和水腫，其主要原因，列

(PH值下降、PaCO 2 增加、PaO 2 減少)、

表如下：

頸靜脈怒張、中心靜脈壓升高、尿量減少

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是現代醫院中非
血行動力水腫
靜水壓上升
左心衰竭、二尖瓣狹窄
體液過載、肺靜脈阻塞
滲透壓降低
低白蛋白血症
腎病症候群、肝臟疾病
蛋白流失腸病症
淋巴管阻塞
微血管受損所造成之水腫
感染：病毒；黴漿菌；或其他
吸入性氣體：氧氣；二氧化硫；氰酸；
煙；氨及氯氣
吸入液體；胃內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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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狀。
藥物與化學物質
化學治療藥物
其他藥物：amphotericin B，秋水仙素，
金
其他：海洛因；kerosene；paraquat
休克、外傷和敗血症
放射線
不明原因
急性胰臟炎；大量脂肪、氣體或羊水栓
塞；尿毒症；熱；糖尿病酮酸血症；血
栓性血小板低下紫斑症；瀰漫性血管內
凝血；體外循環
不明原因的水腫
高海拔、神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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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診斷及檢查
●

胸部X光：早期的ARDS、低血氧比胸
部X光片的變化明顯，而早期的心因性
肺水腫，胸部X光片的變化比低血氧明
顯。微血管滲透性水腫的特徵是瀰漫
性週邊浸潤及肺底部清晰，而高靜水
壓水腫的浸潤在肺門周圍明顯(兩側從
中央放射出來的毛玻璃影像)，可看到
Kerley's B lines且肺底部因肋膜腔積
水變模糊。

●

心電圖：顯示心搏過速及心律不整。

●

動脈血液氣體分析：低血氧及酸中毒
(早期為呼吸性鹼中毒；晚期為呼吸性

●

●

治療ARDS有四個目標：減少水腫、

酸中毒及低血氧)。

維持組織氧分供應、避免氧氣中毒、避免

侵襲性的血行動力學測量：用肺動

副作用的發生。

脈導管測量肺毛細血管楔壓(Pulmonary

肺水腫之藥物治療有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

(一) Morphine：可減輕焦慮並使血管擴張，

PCWP)，以區分ARDS及高靜水

使血流集中於周邊靜脈，減少回流，

壓水腫，正常病人的楔壓(Pc)與

以降低前負荷，並可促使呼吸減慢變

PCWP相差不大，嚴重ARDS時 Pc

深，以改善氧合情況，亦可減少肌肉

可能高達二倍。

骨骼與呼吸肌的活動，以減少對氧的

核醫掃描：附著同位素的物質及白血

需要量。

球在高滲透性肺水腫中被用來偵測微

●

五、治療

(二) Lasix：可使血管擴張，血液鬱積於

血管的洩漏。

周邊，而使回流量減少，並可經由利

水腫液體的蛋白質：分析在上呼吸

尿效果，將過量液體經由腎臟排出，

道出現之水腫液體中的蛋白質成分(需

以減輕心肺負荷和降低中心靜脈壓。

3C.C.未被呼吸道污染之水腫液)，血

ARDS是肺部的急性發炎，而利尿劑

清的蛋白質要同時測，以比較兩者的

並不能降低發炎程度。

比值。區分準則如下：
蛋白質比(水腫液/血清) <0.：高靜水壓
水腫>0.：ARDS

(三) Digoxin：增強心肌收縮力，使心輸出
量增加。
(四) Aminophylline：可使支氣管平滑肌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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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以消除支氣管收縮，並可增強心
肌收縮力和腎血流量。
六、護理措施
在維持呼吸道並改善呼吸情形和血中
含氧濃度方面之護理措施如下：
(一) 監測呼吸次數、深度及型態的變化，
並每小時聽診胸部及注意呼吸音的
變化。

在維持血液動力學穩定並使心輸出量
增加之護理措施如下：
(一) 密切監測血壓、心跳速率、周邊皮膚
顏色和溫度的變化。
(二) 插入存留導尿管且密切觀察每小時尿
液排出量。
(三) 使用心電圖監測器並密切監測是否
因缺氧、酸中毒或藥物 (Aminophylline、

(二) 協助患者採高坐臥，並避免將下肢抬

Degoxin)過量引起心律不整的合併

高，以減少靜脈回流量減經肺充血情

症，若出現心律不整需立刻通知醫

形。

師處理。

(三) 監測動脈血液氣體分析值和胸部X光
的變化。
(四) 鼓 勵病人 臥床 休息 以減 少氧 氣 消 耗
量。
(五) 予噴霧治療或胸腔物理療法。
(六) 依醫囑由鼻導管、面罩或插入氣管內
插管，以供正確濃度的氧氣吸入。
(七) 備妥抽痰設備，抽痰前後給予100%
氧氣吸入。
(八) 依病人情況使用呼吸器和呼氣末期陽

(四) 插入中心靜脈導管及肺動脈導管以監
測肺動脈壓、肺微血管楔壓及中心靜
脈壓的變化當做為給液指標。
(五) 密切監測肺微血管楔壓的變化，做為
病情及治療評估的指標。
(六) 依醫療給予增強心肌收縮力的藥物，
並監測其血中濃度，預防中毒之副作
用。
(七) 協助置放主動脈內氣球幫浦，以改善
心肺鬱血情形。

壓(PEEP)治療，以使塌陷的肺泡能再
度擴張，促進換氣的進行。
(九) 密切評估意識狀態的改變。
(十) 協助患者心理支持及再保證，以減輕
其焦慮情況及耗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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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肺水腫通常是手術後的併發症，或是
疾病的併發症。分為心因性及非心性，臨
床的表徵主要有呼吸困難、端坐呼吸、呼

(十一) 依醫療使用Morphine治療，但須密

吸過快、鼻翼外張、肺底部出現濕囉音、

切注意是否引起呼吸受抑制或休克

哮鳴聲、合併咳嗽且出現粉紅泡沫痰⋯⋯

的副作用，有異常時，應立即告知

等，在臨床上仍需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醫師。

才不會延誤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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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坊

行政院衛生署胸腔病院藥劑科藥師

過期藥品 簡單處理
近來在電話藥物諮詢常接到民眾詢問：「藥師，請問過期的或吃剩的藥品，該怎麼
處理？」很多民眾的直覺反應就是，直接丟到垃圾桶或者沖進馬桶就好了。但是這些廢
棄藥品可以直接當成一般垃圾處理嗎？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
西藥大多是化學合成製劑，因此若是隨意丟棄或處理不當，就可能會造成環境污
染。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曾公佈了幾種較有污染問題的藥物，包括抗生素、磺
胺類、消毒劑、鎮痛解熱劑、化療與免疫抑制劑、含金屬藥品、及含鹵素顯影劑等。那
我們目前的生活環境有遭受到藥品污染嗎？有國內學者曾針對台灣河川進行藥檢發現，
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乙醯胺酚、水楊酸、咖啡因檢出率竟高達至9成，甚至紅黴素的
檢出量居然也是超出國外河川的數百倍以上。目前雖然無法證實這些污染河川的藥品，
是否會直接對人類的健康造成危害，但如果透過食物鏈而不小心吃了這些含藥的魚蝦，
恐怕也會對身體造成不良的影響。
廢棄藥品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呢？目前台灣地區共計有21座公有焚化爐，燃燒溫
度都可以達到0℃以上，已可處理含鹵化元素有機物及抗腫瘤藥物以外之過期藥品。
因此，廢棄藥品其實也是可以隨一般垃圾清運到焚化爐進行焚燬，但千萬別丟進馬桶或
水槽。不過在丟棄到一般垃圾前有幾項重點步驟要注意：
1. 將剩餘的藥水倒入夾鏈袋中。
2. 將藥水罐用水沖一下。沖過藥水罐的水也要倒入夾鏈袋中。
3. 將剩餘的藥丸從包裝(如鋁箔包裝、藥袋等)中取出，全部藥丸集中在夾鏈袋裡。
. 把泡過的茶葉、咖啡渣或用過的擦手紙等，和藥水藥丸混合在一起。
. 將夾鏈袋密封起來，就可以隨一般垃圾清除。
. 乾淨的藥袋和藥水罐則可回收。
除了自行動手依上述步驟處理廢棄藥品外，民眾還是可以把廢棄藥品送到有藥品回
收服務的社區藥局或醫院藥局。其實，民眾只要能夠遵照醫囑確實服完藥品，也盡量不
要有「逛醫院」或重複就醫的情況，這樣不但可以節省醫療資源，也不會有藥品過剩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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