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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吸入疗法用于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应用
王云凤

（朔州市妇幼保健院，山西  朔州）

摘要：目的  探讨采用雾化吸入疗法治疗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应用方法以及效果。方法  从本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中选取 80 例，按照随机抽选的方式将患者分成两个组别，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对观察组 40 例患者实施氧气驱
动雾化吸入疗法，对对照组患者实施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疗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耐受情况。结果  在治疗总有效率
方面，观察组为 97.5%，对照组为 87.5%，P<0.05，差异显著；在患者的各类主要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方面，观察组均明显
比对照组短，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治疗之后，观察组的血氧饱和度以及最大呼吸流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在
治疗耐受情况方面，观察组中有 1 例患者出现轻微的呼吸困难，对照组中有 6 例出现气促、胸闷、呼吸不通畅等症状，两组差异显著
（P<0.05）。结论  对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采取氧气驱动雾化吸入疗法能够使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提升，且耐受性较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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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发病率较高，病情较轻的患者可表

现为咳嗽、胸痛、呼吸受到一定影响，病情严重的患者则可发
生呼吸困难、严重缺氧甚至发生呼吸衰竭而导致死亡 [1]。因
此临床中应当加强对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重视。儿科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较多，这是由于儿童的身体发育尚未完善，抵
抗力较差，使得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病。在儿科呼
吸系统疾病患者的治疗中，雾化吸入是常用治疗方法，这种
方法可以使药液雾化后进入呼吸道，提升药物作用效果，同
时减少药物用量，对于儿科患者尤其适用 [2,3]。常见的雾化吸
入疗法主要有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疗法以及氧气驱动雾化
吸入疗法。本研究对这两种雾化吸入疗法的治疗效果进行
探讨，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区间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研究对象为
本院儿科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共计 80 例，进行随机分组：（1）
观察组 40 例：其中男、女分别为 24 例、16 例，年龄 4 个月 -6
岁；疾病类型：肺炎 18 例，支气管哮喘 9 例，急性支气管炎 9
例，毛细支气管炎 4 例；（2）对照组 40 例：其中男、女分别为
23 例、17 例，年龄 3 个月 -7 岁；疾病类型：肺炎 19 例，支气
管哮喘 8 例，急性支气管炎 10 例，毛细支气管炎 3 例。经过
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符合进行对照研究的标准。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性治疗，即通过静脉滴注形式进行
消炎、平喘、抗病毒等治疗，同时根据病情使用相应的配置液
进行雾化吸入治疗。
1.2.1   观察组

该组使用氧气驱动雾化吸入疗法，具体方法如下：将氧
气管路与一次性气动雾化吸入器连接好，湿化瓶内应当尽量
避免混入水分导致药液稀释，影响药物作用，氧流量设置为
6-8L/min，面罩紧扣住患者口鼻直至药液吸完。每次雾化吸
入治疗时间约为 10min 左右，治疗结束取出雾化器。
1.2.2   对照组

该组使用空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疗法，具体方法如下：将
空气压缩泵的电源接通并打开开关，将面罩扣住患者口鼻，
直至患者将药液全部吸完。雾化治疗结束后将电源关闭。
雾化时间以及治疗结束后的面罩和雾化管道处理方式与观
察组相同。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耐受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疗

效评定：咳嗽、喘息、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为显
效；各临床症状有一定程度好转为有效；各临床症状改善效
果不明显甚至加重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
理，其中计量资料表现形式为（ ±s），检验方式为 t 检验，计
数资料表现形式为（%），检验方式为 χ2 检验，P<0.05 代表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治疗，观察组的显效、有效、无效患者人数分别为 31
例、8 例、1 例，总有效率 97.5%，对照组的显效、有效、无效患
者人数分别为 28 例、7 例、5 例，总有效率 87.5%，P ＜ 0.05，
两组差异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各项症状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情况比较

在症状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方面，观察组均较对照组
短（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各项症状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情况 [（ ±s）/d]

组别 例数 喘息 胸闷 咳嗽 呼吸困难 住院时间

观察组 40 2.9±0.6 3.4±0.9 5.8±1.2 1.7±0.6 6.7±1.3

对照组 40 4.0±0.8 4.6±1.1 7.1±1.4 2.8±0.5 8.6±1.5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氧饱和度、最大呼吸流量比较
在治疗之前，两组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最大呼吸流量无

差异，在进行治疗之后，观察组的血氧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氧指标比较（ ±s）

组别 例数（n）
血氧饱和度（%） 最大呼吸流量（L/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87.2±3.1 98.1±1.5 12.3±3.1 25.1±3.1

对照组 40 87.5±2.9 92.0±2.1 12.1±3.2 18.6±2.8

2.4   两组治疗耐受情况比较
在治疗过程中，观察组仅有 1 例患者出现轻微的呼吸困

难，占比为 2.5%，对照组中有 6 例出现气促、胸闷、呼吸不通
畅等症状，占比为 15.0%。经统计学分析，两组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较高，且由于儿科患者年龄
小，身体抵抗力差，对治疗耐受力差等原因，使得儿科呼吸系
统疾病具有病程长、迁延不愈、容易反复发作的特点 [4-6]。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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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后，患儿会表现出一系列不适症状，严重影响患儿的身
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严重的情况下还可导致患儿死亡。雾
化吸入疗法对于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尤为适用，其具有
见效快、药物用量少、副作用少、局部用药效果好等特点 [7,8]。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取氧气驱动雾化吸入疗法的效果优于空
气压缩泵雾化吸入疗法，在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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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固醇、总胆固醇以及三酰甘油数据明显
比其他两组数据高，P<0.05，这说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生
和妊娠期糖尿病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
的重要因素，而长期的胰岛素抵抗会导致 β 细胞功能降低，
进而引发糖耐量异常，出现糖尿病，而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则为内分泌代谢紊乱 [6]，因此要保证母婴健康，应对妊娠期
糖尿病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进行定期监测，重点在于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血脂等，并且根据孕妇的情况，制定针
对性、科学性的饮食方案，同时也可为孕妇制定有效的运动
计划，以此来降低孕妇的血糖情况，如果其血糖控制仍不理
想，则可实施胰岛素治疗 [7]。

另外有文献报道称，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空腹胰岛素
明显比正常人群以及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高，这是由于多囊卵
巢综合征患者身体脂肪量较高，会改变身体胰岛素的分泌，
降低自身对胰岛素的调节功能，导致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妊娠
期糖尿病叠加，因此其血糖的控制程度也较难 [8]。

综上所述，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血脂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较高，因此为了保证母婴健
康，应加大对上述指标的监测，实施有计划的干预措施，控制

血糖，保证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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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髋关节置换术能够使患者肢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恢复，
且痛苦小，并发症少 [4，5]。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能够较早
下床活动，这对于促进骨折愈合、功能恢复、降低并发症风险
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可以使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活，使患
者家庭负担得以减轻 [6]。另外，与骨折内固定术相比较，髋
关节置换术的术中出血量也更少，因此能够促使患者机体得
到更快更好地恢复 [7]。

综上，使用全髋关节置换术进行中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治
疗，其效果优于骨折内固定术治疗，且患者机体功能能够得
到更快恢复，患者痛苦更小，并发症更少，能使患者生活质量
得到更好的改善，推广应用价值较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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