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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部
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疗效分析

赵将勇
（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 滨州市沾化区人民医院，山东  滨州  256800）

0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病是我国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疾病，具有起

病急、死亡率高的特点。据最新指南中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预测，

2020 年 COPD 将会位于全球死亡原因的第 3 位 [1-2]。本次研

究，主要对本院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200 例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进行分组研究，旨在探究

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的临床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200 例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经肺功能、胸部 X 线、胸部 CT 及血气检查均符合慢性阻塞性

肺病的诊断标准。随机分为对照组（n =100）、观察组（n =100），

2 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纳 入 标 准。 临 床 诊 断 明 确， 符 合 AECOPD 并 呼 吸 衰

竭 的 临 床 诊 断； 动 脉 血 血 气 分 析 显 示 PaO2 ≤ 60 mmHg，

PaCO2 ≥ 50 mmHg。

1.3　排除标准。昏迷患者；自主呼吸消失患者；咳嗽反射较

弱、痰液量较多者；合并气胸者；面部损伤或鼻咽部畸形者；

上呼吸道梗阻者；合并心功能衰竭者。

1.4　方法。全部患者均予以抗感染、持续低流量吸氧、祛痰、

解痉平喘及无创机械通气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使

用伟康 Vision 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严格按照患者的具体情

况选择适合的面罩或鼻罩，其压气控制通气呼吸频率为 14-18
次 /min，氧流量为 5 L/min，吸气压力为 6-8 cmH2O，潮

气量为 7-10 mL/kg，SPO2 超过 90%，其通气时间由患者的

实际情况控制 [3]。对于轻度意识障碍者，需在最初三天在常

规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呼吸机。待病情有所好转后，可适当地

减少通气时间，一般为 6-20 h。对于无意识障碍者需要在最

初的每天内进行机械通气，其通气时间为 10-20 h，待病情有

所好转后便减少其通气时间，一般为 6-14 h/d。

摘 要：目的   分析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本院于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2 月收治的 200 例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其具体的治疗方案进行分组，对照组（n =100）仅凭无创机械通气治疗，观察组（n =100）施行双水平气道
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进行治疗。对比分析 2 组患者的血气指标变化、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经治疗后，
观察组的血气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其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
总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且住院总费用明显降低（P < 0.05）。结论   对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
者施行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不仅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血气指标和相关临床症状，同时可有效
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住院费用，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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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by Dual 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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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 j e c t i v 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dual 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M e t h o d s   2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bined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treated as subjects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8, 
and the control group (n =100) was only controlled by 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 =100) of two-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for 
treatment. The changes of blood gas index, clinical efficacy and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 e s u l t s   After treatment, the blood gas index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Meanwhile, the total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otal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C o n c l u s i o n   The application of dual 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combined with 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lood gas index and related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but also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KEY WORDS：Two-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Non-invas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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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观察指标。对比分析两组的血气指标、临床疗效、住院

天数及住院总费用。

1.6　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 SPSS 19.0 进行分析，计量采用

独立样本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卡方检验，

检验标准 α<0.05。

2　结果

2.1　血气指标比较，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血气指标比较（ ±s）

组别 pH PaO2（mmHg） PaCO2（mmHg） SpO2（%）

观察组
（n =100） 7.42±0.05 88.62±7.14 44.26±5.61 96.75±2.54

对照组
（n =100） 7.21±0.11 68.26±6.41 56.35±7.35 90.57±5.62

t 17.379 21.218 13.075 10.020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的总有效率（94.00%）显著高于

对照组（87.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00 64（64.00） 30（30.00） 6（6.00） 94（94.00）

对照组 100 55（55.00） 29（29.00） 16（16.00） 84（84.00）

χ 2 - 1.680 0.024 5.107 5.107

P - 0.194 0.876 0.023 0.023

2.3　总体住院时间及住院总费用比较，详细情况见表 3。

表 3　平均院时间及平均住院费用比较（ ±s）

组别 平均住院时间（d） 平均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12.4±2.6 12579.6±516.7

对照组 15.7±3.4 15632.5±841.3

χ 2 9.263 11.26

P 0.017 0.031

3　讨论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及多发的慢

性疾病，尽管此病具有气流进行性受限、肺功能进行性减退的

特点，但现在认为该病还是可以预防及治疗的 [3]。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作为一种常见慢性疾病，具有致残率、病死率高的特点，

全球超过 40 岁患病人群占比 9%-10%[4]。目前对于慢性阻塞性

肺病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该疾病可能与吸烟、化学物质的

吸入、粉尘吸入、空气污染、呼吸道感染、居室拥挤、营养较

差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外在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5]。

长期慢性炎症反复累及外周小气道和肺实质，导致肺的

清除力、气道阻力、弹性纤维发生了变化是 CODP 主要的病

理学变化 [6]。这些变化的产生直接导致了肺脏功能残气量的

增加，继而导致动态肺的过度充气（DPH），导致内源性呼

气末正压形成（PEEPi），而患者为了克服此类压力必须增

强其呼吸能力，使呼吸肌运动增加，最终导致呼吸肌疲劳，

诱发呼吸衰竭。目前，对于 AECOPD 合并呼吸衰竭的临床

治疗包括氧气吸入、抗感染、解痉平喘、祛痰及应用糖皮质

激素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气

道阻塞及气流受限的情况，但对于长期反复发作的患者而言，

其呼吸功能较差，极易导致 CO2 潴留，而常规治疗措施并不

能解除患者的这种 CO2 潴留情况 [7]，因而实施呼吸机辅助通

气成为治疗本病的关键措施之一。

呼吸机辅助通气能够更有利于增加患者机体的气体交换

量，缓解呼吸肌疲劳情况。机械通气由于气管插管及不可避

免的气道损伤情况的存在，导致患者及家属往往难以接受，

且机械通气极易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及脱机困难等情况的

发生，临床往往不作为第一选择方案。

无创辅助通气因其简易性及有效性近年来得到广泛应

用。目前，临床上多采用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

对本病进行治疗，在其治疗过程中，当患者吸气时可给予其

压力支持以便有效克服气道阻力，对吸气负荷、呼吸作功、

气道开放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还可有效阻止肺泡萎陷，改

善 V/Q，平衡水电解质，故该治疗方法对改善肺通气、氧合

作用十分有效 [8]。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能

够获得家属广泛认可，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操作简单，

使用灵活，可以保障患者正常的饮食，可随时上机及撤机；

其次，由于避免了气管插管及气道切开情况的出现，有效减

轻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感觉更为舒适，易于接受 [9]。本研

究表明，对照组仅凭无创机械通气治疗，观察组施行双水平

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观察组的血气指标及临床

疗效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其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

院时间及平均住院费用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双水平气道

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可以有效缓解患者呼吸衰竭情况。

综上所述，对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施

行双水平气道正压联合无创机械通气治疗，不仅可以有效改

善患者的血气指标和相关临床症状，还能有效缩短平均住院

时间，降低住院费用，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减轻患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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