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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无创呼吸机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
疗效观察

阿吉古丽·买买提明
（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新疆  和田  848000）

0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具有治疗

过程缓慢，治疗难度大等特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次研究中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我院在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5 月所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

呼吸衰竭的患者，被纳入研究的患者总人数共有 100 例，其

中男 54 例，女 46 例，平均（58±4.9）岁，所有的研究对象

均经过了相关确诊，并且 100 例患者均没有呼吸抑制、心血

管系统功能以及其他会对无创呼吸机治疗造成影响的疾病 [1]。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其他和本次研究无关的因素上的

差异可以被忽略，本次研究的推进均在患者以及其家属同意

的基准上进行。

1.2　方法。在所有患者入院后均对其进行常规的治疗，治

疗的要点主要含括抗感染、平喘、祛痰等，此外维持患者体

内的电解质水平，对患者加以扩张剂的使用等也是治疗的重

点 [2]。在患者入院后要对患者进行雾化吸入治疗，雾化吸入

的频率为每天 4 次，雾化药物主要为 2 mL 灭菌生理盐水、2 
mg 的普米克令舒以及 8 万 U 的庆大霉素。除了雾化外也要

对患者进行静脉滴注，滴注药物主要为盐酸氨溴索以及头孢

呋辛钠，药物剂量分别为 30 mg 以及 1.5 g，在滴注时要分别

把其溶解到 100 mL 生理盐水中，滴注的频率为每日 2 次，

持续用药的时间维持在 3-5 d，然后对患者的治疗情况进行观

察，在治疗过程中相关医护人员也要对患者进行必要的电解

质补充，并确保病人所获取的营养能够支持治疗的进行 [3]。

研究组患者除了上述常规治疗措施外还要加以无创呼

吸机治疗，在对研究组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把呼吸机调

为 S/T 模式，通气方式为正压通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选择面罩或者鼻罩，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要对呼吸机的呼吸频

率进行控制，一般情况下每分钟 15-18 次即可，IPAP 为 4-8 

cmH2O，EPAP 为 2-3 cmH2O。由于患者的个体情况有所不同，

因此在治疗的过程中，要在保证安全的基准上，对于通气时

间以及通气频率进行调整。

1.3　统计学分析。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的获得以及分析所取

得软件均为 SPSS 18.0，所有数据在统计学上被认可。两组患

者在数据上的差异性 P <0.05，即两组患者在数据上的差异性

在统计学被认可。

2　结果
通过治疗措施的采取，两组患者的症状均得到一定的

缓解，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此外研究组整

体治疗时长短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1 d 的 PaO2、

PaCO2、SaO2 等指标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对照组，具体状况

如表 1 所示。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炎是一种致死率比较高的慢性疾病之一，

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患者在患病期间会出现不可逆的气流受阻

现象，这也是其被称为慢阻肺的重要原因。一旦患者患有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会致使自身的有机体气道和肺部被颗料或者

有害气体损害，进而诱发一系列慢性炎症，这对患者的生存

质量的保证是极为不利的。呼吸衰竭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危

重时最常出现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大多数患者死亡的原

因，相关医护人员必须加强对其的重视。

在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进行治疗的过程

中，无创呼吸机的应用可以极大程度的对治疗效果进行提升，

其可以让患者的通气量以增加的状态所存在，进而可以使得

患者自身的氧化功能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无创呼吸机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

竭的治疗中所具有的效果明显，其可以减少并发症的产生，

这对于患者的恢复是极为重要的。

摘 要：目的   对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治疗过程中无创呼吸机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方法   选取我
院在 2016 年 5 月到 2018 年 5 月所手指的骂醒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本次研究中所纳
入的研究人数为 100 例，利用统计学随机原理把其分为两组，把采取常规治疗手段的组别定义为对照组，把在常
规治疗基础上加以无创呼吸机使用的组别定义为研究组，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结果   通过治疗措施
的采取两组患者的症状均得到一定的改善，研究组患者治疗有效的患者人数比对照组多，对照组整个治疗时间也
相对于研究组较长。结论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治疗中，无创呼吸机应用效果明显，相关医疗机
构必须加强对其的重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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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各项指标比较（ ±s）

组别 例数
PaO2（mmHg） PaCO2（mmHg） SaO2（mmHg）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50 75.26±4.21 81.57±12.45 49.87±12.8 46.54±6.84 67.91±10.59 95.04±4.82

对照组 50 75.41±3.76 76.21±12.14 49.85±13.21 49.80±10.3 68.12±9.24 78.6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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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重症感染患者 EICU 治疗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世奇，封荣建

（泰兴市人民医院，江苏  泰兴  225400）

0　引言
临床诊断的过程中，重症感染属于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

在对重症感染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因为患者的病情较不稳定，所

以这要求医护人员应该对患者的病情变化给予密切的关注，并

注重导致病情变化的因素 [1]。本文中就从我院选取 100 例 EICU
老年重症感染患者，探究分析了影响 EICU 治疗时间的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于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从我院选取

100 例 EICU 老年重症感染患者，根据治疗时间将其分为两组，

即 1 组与 2 组各 50 例。1 组内有男 26 例、女 24 例；患者龄

为 58-88 岁，平均（62.21±4.7）岁。2 组内有男 28 例，女 22 例，

患者年龄为 52-89 岁、平均（63.6±5.3）岁。两组患者的基

本资料（年龄、性别）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 >0.05），

所以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1 组患者的急诊重症病房治疗时间大于等于 7 d；2 组

患者的急诊重症病房治疗时间小于7 d，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

探究分析各个临床指标对急诊重症病房治疗时间产生的影响 [2]。

1.3　观察指标。比较观察两组患者的慢性健康系统状况Ⅱ评分、

乳酸水平、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以及弥散性血管凝血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本文中均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所有研究

数据进行处理，采用“ ±s”对计量资料进行统计，采用 t
进行检验，采用“n ”对计数资料进行统计并以 χ 2 检验，若

检验所得的 P <0.05，则代表所对比的数据具有明显差异，且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乳酸水平、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急性生理学和慢性

健康状况评分以及弥散性血管凝血情况等指标 1、2 两组不同

EICU 治疗时间所产生的重症感染患者具有显著临床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情见表 1。

3　讨论

随着的相关医疗技术的进步，老年重症感染的治疗方法

也得到的快速发展，其中急诊重症病房治疗则是一种在临床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治疗措施，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对重症感染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急诊重症

病房的治疗时间则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病情预后判断指标。从

本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影响老年重症感染患者急诊重症

病房治疗时间的因素主要可分为慢性健康系统状况Ⅱ评分、

乳酸水平、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以及弥散性血管凝血情况。

由此可知，慢性健康系统状况Ⅱ评分和患者的病死率成正比，

在 EICU 患者出院时间的预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此外，乳

酸水平不仅对患者住院时间产生影响，而且对预后情况也有

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弥散性血管凝血情况则是一种对预后

效果产生影响的独立危险因素，当患者出现弥散性血管凝血

情况后，患者的急诊重症病房住院时间显著延长，为此这也

就提醒患者应该注意重症感染患者 EICU 住院时间的危险因

素，从而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并有效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综上所述，老年重症感染患者 EICU 治疗时间的因素主

要可包括慢性健康系统状况Ⅱ评分、乳酸水平、序贯器官衰

竭估计评分以及弥散性血管凝血等情况。

参考文献
[1]　孙理社 .EICU患者下呼吸道感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J].疾病监测与

控制 ,2017,11(11):932-933.
[2]　蒋宝虎 , 葛志军 ,陆俊杰.ICU应用有创呼吸机患者下呼吸道感染

的影响因素分析 [J].中外医疗,2017,36(17):71-73.

摘 要：目的   探究分析老年重症感染患者急诊重症病房中影响治疗时间的因素。方法   于 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从我院选取 100 例 EICU 老年重症感染患者，根据治疗时间将其分为两组，即 1 组与 2 组各 50 例，1 组
患者的急诊重症病房治疗时间大于等于 7 d，2 组患者的急诊重症病房治疗时间小于 7 d，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指
标。结果   慢性健康系统状况Ⅱ评分、乳酸水平、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以及弥散性血管凝血情况等指标 1、2
两组不同 ICU 治疗时间所产生的重症感染患者具有显著临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乳酸水平、
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以及弥散性血管凝血情况均会对 EICU 治疗时间产生影
响，在患者进行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应该对上述指标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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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两组患者的影响因素相关指标进行比较（ ±s）

组别 例数
急性生理学
和慢性健康

状况评分

乳酸水平
（mmol/L）

序贯器官衰
竭估计评分

弥散性血管
凝血情况

1 组 50 20.5±4.9 5.6±1.8 9.1±3.1 12

2 组 50 12.7±2.5 2.3±1.7 4.2±2.7 1

T - 6.9170 7.4523 5.3269 4.0267

P -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