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气道异物 

怀德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科 

 

气道异物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多为外源性。外源性气道异物为外来物体以不同方

式进入气管、支气管后造成一系列呼吸道症状的疾病。多发于幼儿，严重或处置不当可危及

生命。气道异物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急症之一，也是构成事故性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报道，美国每年死于气道异物者 2500～3900例，占所有事故死亡病例的第 6位（Eller

等，1973）。我国尚缺乏这方面的确切数据，但估计不会太少。理论上气道异物应包括鼻腔、

咽、喉、气管支气管等。因鼻腔异物的诊断处理相对比较简单，咽部异物通常均归入咽、食

管范畴，故气道异物一般仅限于喉、气管、支气管。 

1.气道异物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生理机制 

异物落入气道，可以停留于喉入口至支气管的任何部位，主要取决于其性质、大小和形

状，气道各部分的解剖特征，吸入的具体力学机制以及吸入时患者所处体位等。一般以右侧

主支气管最多，其次为总气管或左侧主支气管，最后为喉；也可能是多部位的，如左右支气

管均有异物，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异物与气道黏膜初次接触，因部位不同，可出现声嘶甚

至失声、呛咳、发绀、哮鸣以及各种呼吸困难症状。如果异物大、不规则、有锐角或锐利边

缘，可完全嵌顿于声门区导致窒息；勉强通过声门区的，可嵌顿于总气管和隆突区，也可导

致窒息。如果异物不大，不足以造成立即窒息的严重后果-猝死，气道黏膜会对该异物逐渐

地产生适应性，临床上可进入一个长或短的相对无症状期。但只要异物未能被气道的生理性

保护及防御机制（咳嗽、气道纤毛运动等）所排出，则迟早会进入症状期而出现一系列的临

床表现，具体的临床表现取决于异物停留的部位、性质和种类、是否活动、对支气管的阻塞

情况和肺功能的累及情况、有无继发感染以及感染的严重情况等。症状的出现是异物对气道



机械性阻塞、化学性刺激、继发性感染，甚至抗原（变态反应原）性刺激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1）气管异物：绝大多数为可活动的植物性异物，故引起的病理生理机制以机械性作

用和植物性刺激为主。特征性的症状为①撞击声：系活动的气管异物于呼气时特别是咳嗽时，

随气流向上强有力撞击声带下弹性圆锥所引起，故咳嗽时听得最为清楚。②拍击感：与撞击

声所产生的机理相似，以手指铺放在喉气管前壁处触得。③哮喘样喘鸣声：系呼吸时气流通

过管腔的狭窄区所引起，患者安静呼吸时可清楚听到，哭啼时加剧，但因夹杂哭啼声，需仔

细辨听。④气道部分阻塞性呼吸困难：吸气期和呼气期均显示某种程度的呼吸困难，大多见

于非活动性异物。 

（2）支气管异物：活动性异物或变位性异物除了因植物性炎症和继发细菌性感染引起

各种不同程度的局限性或弥漫性支气管肺的病理生理变化之外，更多地引起与上述气管异物

相类似的症状，临床上很难区别，故笼统地称之为气管支气管异物。但非活动性或嵌顿性支

气管异物，因植物性炎症和继发性细菌感染，甚至某种程度变态反应基础上支气管腔的部分

或完全机械性阻塞而引起一系列特征性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如肺气肿、肺不张、支气管

肺炎、气管支气管炎、哮喘，长期停留者甚至导致支气管扩张、肺脓肿。尖锐异物对支气管

壁有损伤者，还可能引起纵膈障气肿和气胸。植物性异物所含有的脂肪酸类有机物质可引起

剧烈的气道黏膜炎性反应，患者可有毒血症、咳嗽、不规则发烧等症状。 

2.气道异物的快速、精准诊断 

气道异物的快速、精准诊断是对病人进行及时正确处理的先决条件。诊断的关键在于弄

清气道有无异物存留、活动性还是非活动性异物、异物的性质、形态和大小，异物可能的理

化变化（如豆类等植物性异物经气道分泌物浸泡后的膨胀和变脆等）以及所引起的支气管病

理生理变化和其他并发症等。 

诊断主要根据： 



①较为准确的异物吸入史。 

②上述各种典型的临床经过、症状和体征。查体可发现小儿有刺激性呛咳、吸气性呼吸

困难及三凹征等，严重者可表现为面色苍白、口唇发绀等低氧症状。听诊可闻及喘鸣音，活

动性异物在呛咳时还可闻及声门拍击音。 

③影像学的间接征象：对不透 X线的异物，X 线检查可清楚显示异物的部位、大小、形

态和周围组织的关系。对透 X线的异物，可通过间接征象加以显示，目前医院多选择胸部多

层螺旋 CT扫描，对所得图像三维重建，以多平面重建、最小密度投影法、CT仿真内窥镜等

成像技术对气管、支气管重建，能够使气管、支气管及肺野组织结构清晰显示，判断有无异

物及异物位置、形态及大小等，同时为硬质支气管镜检查提供了重要指导。江苏省淮安市第

二人民医院的戴俊、怀德等人将64层螺旋CT三维重建技术应用在气管、支气管异物的诊断，

收到了较好效果，螺旋 CT三维重建检查结果和硬质支气管镜检查术中所见基本一致（图 1、

图２） 

 

图 1 箭头所示为右支气管异物 64排螺旋 CT三维重建 



 

图 2箭头所示为主气管异物 64排螺旋 CT三维重建 

④间接喉镜及内腔镜（直达喉镜及气管支气管镜）检查是确诊气道异物的精准方法，能

同时进行异物的取出手术。但其为有创检查，需做好医患沟通，并在充分地术前准备及麻醉

下进行。 

总之，气道异物特别是气管支气管异物的诊断，必须重视临床表现（异物吸入病史、症

状、体征）、X线及 CT检查，以及临床表现、X线 CT检查与内镜检查的密切结合，将辩证思

维贯穿于诊断和治疗的整个过程，既要非常注重异物吸入病史，又要十分尊重 X 线和 CT的

客观发现；既要承认 X 线 CT 检查的阴性结果，也要高度重视持续存在的甚至是很轻微的症

状和体征；既要相信内窥镜下的直接所见是判定异物有无的比较可靠的方法，但又不能过于

自信而无视临床 X 线或 CT的复查结果。临床上气道异物的漏诊和误诊，往往是背离这一指

导思想和原则所造成。 

因气道异物长期停留而漏诊、误诊、误治的文献报道不少。没有仔细追问有关异物吸入

史（无症状期长的、病人及家属可遗忘这类病史、或不把现有症状与原先的这类病史联系起

来），或病人和家属诉说了这方面的病史，未引起有关的医师特别是非耳鼻咽喉科专科医生

的足够重视，以致这类病人长期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复发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哮

喘、肺癌等。国外学者在 13000 例的常规支气管镜检中，出乎意料地发现 11 例为长期存留

的气道异物，存留时间 1～10年，异物种类有肉骨、葵瓜子、假牙等，分别被误诊为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脓肿、哮喘。国内陶正德等（1983）所统计的 222例支

气管镜检查中，亦有 9 例（4.0%）被长期误诊。因此，任何迁延不愈的咳嗽特别是阵发性咳

嗽、哮喘、肺不张、反复发作或持续的支气管炎、小叶性或节段性肺炎，特别是小儿患者，

应仔细追问有无异物史。一旦有异物史，应高度警惕气道异物的可能，尽早考虑支气管镜检

查。 

3.气道异物的治疗 

气道异物一旦发生，通过手术从原路取出是唯一的根治办法，只有不到 3%的患儿能自

行咳出。进行气道异物的手术有相当的风险，不可等闲视之，应在病情允许前提下进行充分

地术前准备，包括充分研判病情、检查有无气道阻塞所致的呼吸困难以及困难程度、询问是

否短期内曾在其他医院做过内腔镜检查；对异物停留的部位、异物性质、形态和大小、因停

留而经历的变化加以仔细了解，遇到较特殊而疑难的异物，应设法找到其复制样品，以便事

先有数；对术中的危险性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如因异物变位，钳取牵引过程中滑脱而产

生的呼吸困难甚至窒息等）应有充分估计，并做好应变、救急的充分准备；如选用全身麻醉，

应与麻醉师共同协商，同时也应向有关护士详细讲解有关病情，使其能全力以赴地当好助手，

本着“宁可多准备 1小时而不在患者身上多耽误 1秒钟”的原则，由手术者自己根据患者年

龄、性别、身体实际发育等情况挑选型号合适的直达喉镜和支气管镜及异物钳等器械。对患

儿家属，要做好充分的沟通。如果患儿因合并严重支气管肺部感染而有高烧、心衰或中毒性

休克、或合并脱水和酸中毒，应先积极抗感染、控制心衰，酌情给予适当补液，同时严密观

察病情，一旦出现因异物本身而引起威胁到病人生命的呼吸困难时，应边控制心衰边抗感染

治疗，同时进行异物的取出手术。 

4.气道异物的取出手术方式 

（1）经口直达喉镜下气道异物取出术：适用于①喉部异物。②活动而不破碎的异物，



如西瓜子。直达喉镜下守株待兔的方法钳取这类异物在我国应用得较为广泛，也是我国气道

异物手术的一大特点。徐荫祥等（1957）最早报道 160例，成功率 76.7%；吴学愚等（1978）

对 210例采用了这种手术方法，效果满意。手术时通过直达喉镜将声门充分暴露，并使其很

好松弛，如声门及声带下区无异物，可立即将鳄鱼式异物钳伸至声带下，钳嘴上下张开，待

病人剧烈咳嗽、异物被呼出气流冲至声带下的一刹那间、持钳的右手稍有感觉时，迅速合拢

钳嘴、钳牢后，旋转约 90°、退出声门区，以免被声带阻挡而滑落（图 3、图 4）。如不成

功，可将钳子逐步轻柔地向气管深处推进，边进边频繁地做钳嘴上下或左右的开闭动作，以

探取异物，有时需多次探取才能成功。 

 

图 3 直达喉镜下钳取气道异物示意图 



 

图 4夹取异物通过声门示意图（通过声门时要变换钳子的方位） 

（2）经口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术：使用最广泛而行之有效的一种气道异物手术方法。

凡直达喉镜下不能取出的异物特别是不活动的异物，一般通过本法取出。它既可在明视下确

诊和钳取异物，又可有效地输入氧气，还可清除伴发的肉芽、息肉，抽吸引流气道内潴留的

分泌物，解除因气道机械性阻塞所致的肺气肿、肺不张等。按常规操作插镜，强调逐渐推进，

边进边仔细检查，做到全面系统、一处不漏。发现异物先露部，不要急于钳取，应使窥镜接

近异物而又不超越或把它推向深处。先用吸引器吸净异物周围的分泌物，仔细察看其先露部

分的形状和位置，以及其与管壁之间的空隙情况，并结合异物样品与 X 线、CT 检查所见，

确定整个异物的位置。邻近黏膜若有肿胀，可用镜嘴轻轻推开，或喷入少许肾上腺素（1:1000）

收缩之，使窥镜与气管支气管保持同一纵轴（图 5），镜腔对准异物中心，然后确定异物钳

开口方向。 



 

图 5钳取异物法 

（正确方法为支气管镜和异物在同一轴线上钳取。错误方法：异物与支气管镜不在同一

轴线上，钳取时可损伤气管） 

向异物钳最易伸入处，趁患者吸气、气管（或支气管）腔扩大之际，迅速把张开的异物

钳伸向异物两旁，紧夹其最大径，以免滑脱。如为易碎的异物，需用有孔杯状钳，钳夹的力

量要恰到好处，既要夹稳，又不能夹碎（图 6）。 

 

图 6正确使用异物钳的示意图 

对于像浸泡了的蚕豆这类较大、易碎、又易滑脱而发生窒息性变位危险的异物，为安全

起见，采用“化整为零"、分块摘取的方法。凡尖锐异物，要防范窥镜将其超越或被挤入肺

实质。对已潜入气管壁或肺实质的尖锐异物，重要的是找到其尖锐端，将其牵引至窥镜内，



或将其转向下方，方可钳出。大多数异物都不能通过支气管镜管腔，故夹稳取出时，一般需

将异物的一部分牵引至镜的管口内，以资保护，然后左手中、食指夹持镜管，拇指固定钳杆

于窥镜近端管口（图 7），将窥镜、异物钳、连同异物一并取出。在通过声门区时，同样需

适当旋转，以防滑脱下坠或嵌顿于声门区，产生窒息。如为玻璃珠，滚珠之类的圆滑异物，

可将患者头部放低，用球形钳或高尔登氏珠钳夹取。 

圆珠笔套（或中空管形异物）也是近年来报道较多的术中需要予以特珠考虑的一类气道

异物，由子异物顶瑞大多向下，空心端朝上，取出方法有①钳嘴一叶置于管内，另一叶置于

管外，紧夹上口边缘，先旋转塑料笔套或中空管物，使空气进入下端支气管，解除其负压，

然后按上述常规方法取出。②用钳齿朝外的扩张钳，伸入笔套内或中空的管内，张开卡紧异

物，将其取出。③董民声（1974)报道用电热螺丝钻、螺丝钻及笔头螺丝三种方法，取该类

异物，效果满意。 

 

图 7牵引异物方法的示意图 

（3）经气管切开以及经气管切开造口的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术：不可否认，大多数异

物可以在经口直达喉镜或支气管镜下取出。如阎承先(1979) 总结 3000余例，只 3例需气管

切开。然而，对下列各种情况，仍应考虑气管切开:①病人呼吸困难严重、病情危急，缺乏



必要的内腔镜设备和技术条件。②较大或形状特殊，估计难以通过声门的异物，如大的圆珠

笔套、玻璃珠、轴承滚珠等。③刚做过经口内腔镜检查而病情又不容许推迟手术，或术前患

者已有明显的声音嘶哑，或系较长期停留的喉、声门下区异物，有明显的组织反应者。④3

岁以下患儿，伴急性喉、气管、支气管炎或肺炎等，估计术后很可能产生喉水肿者。⑤患儿

刚进食不久，病情又不容许推迟手术，这时无论是在全身麻醉下还是在局部麻醉下经口进行

内腔镜检查，都易引起呕吐，造成误吸，而在局部麻醉下经气管切开进行异物取出手术，却

可大大减少这种危险。 

（4）剖胸术：需要剖胸进行异物取出手术者，一般不到 1%（编委综合，1981），主要

适用于①经过一切努力仍无法从内腔镜下取出的异物，特别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嵌顿性或刺入

支气管和肺主质的异物。②因异物长期滞留，已引起支气管扩张、肺脓肿等严重并发症者，

而这类并发症本身就有剖胸手术指征。 

（5）其他：临床上随着纤维支气管镜的广泛应用，在某些情况下如有咽喉、下颌关节

或颈椎病变，硬质支气管镜无法插入，以及异物处于硬质支气管镜所达不到或窥视不到的部

位，均可在纤维支气管镜直视下摘取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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