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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在慢阻肺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杨会，冯维华，雷显碧，付明，王玉波，曹国强，王芳（通讯作者）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呼吸科，重庆  400042）

0　引言

健康教育作为慢阻肺康复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在慢阻

肺诊疗指南中明确，传统的健康教育主要体现在饮食、用药

指导、运动、休息等，对于患者提高呼吸肌训练方面较少。

传统的健康教育患者依从性较差，膈肌功能提高不明显，单

纯使用膈肌起搏仪，患者如果配合不好，容易加重患者呼吸

困难，引起膈肌疲劳 [1]。现将健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仪同时

进行，患者能更好配合膈肌运动从而提高患者膈肌功能。本

文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242 例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分别使用常规治疗加传统健康教育和健

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治疗临床疗效进行对比观察，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 242 例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修订的 COPD 诊治标准 [2]。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 120 人，给予常规治疗加传统的健

康教育，其中男 78 例，女 42 例；患者的年龄在 46-80 岁；

观察组患者 122 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强健康教育结合膈

肌起搏治疗，其中男 76 例，女 46 例，患者的年龄在 50-83 岁。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上无明显差异性（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主要包括吸氧、

祛痰、平喘、抗感染、对症、传统的健康教育等治疗；观察

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强健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治疗。

健康教育主要体现在饮食、用药指导、运动、休息、有效的

排痰及呼吸肌训练。呼吸肌训练包括：腹式呼吸、缩唇呼吸

及呼吸康复操。体外膈肌起搏的操作方法 [3]：膈肌起搏电刺

激强度，从低至高调节，强度以患者感觉舒适为宜，一般情

况下膈肌起搏脉冲重复频率（密度）40 Hz，膈肌起搏次数 8-12
次 /min。电极放置两个分别置于左右胸锁乳突肌外缘下 1/3
处，两个辅肋电极分别置于左右胸大肌的皮肤表面，每天起

搏 2 次，每次 30 min，14 次为一疗程。

1.3　观察指标。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第一秒呼出气量、第

一秒呼出气量 / 用力肺活量、6 分钟步行、血气分析中 pH、

PaCO2、PaO2、SaO2、CAT 评 分、SDS 抑 郁 \SAS 焦 虑 量

表评分进行对比观察，并做好记录。

1.4　统计学分析。选用 SPSS 16.0 统计学软件包对观察的数
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以（ ±s）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 组 患 者 在 治 疗 前 后 FEV1、FEV1/FVC 的 变 化 存 在

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下表 1 所示；两

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CAT 评分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如下表 2 所示。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气分

析中 PaCO2、PaO2、SaO2 的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表 1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FEV1、FEV1/FVC 的变化情况对比

组别 治疗时间 FEV1（L） FEV1/FVC（%） P

观察组
n =122

治疗前 1.57±0.32 43.53±0.47
=0.02

治疗后 1.75±0.33 52.76±0.51

对照组
n =120

治疗前 1.55±0.29 42.28±0.62
=0.58

治疗后 1.59±0.49 43.91±0.30

表 2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CAT 评分对比

组别 治疗时间 CAT 评分 P

观察组 n =122
治疗前 22.15±3.55

=0.006
治疗后 15.46±1.73

对照组 n =120
治疗前 21.12±4.42

=0.32
治疗后 19.82±3.54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其患病率和死亡率逐

年增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第 3 大死亡原因，其主要机制

是引起呼吸肌无力或者呼吸肌疲劳，因此临床治疗方法以改

善呼吸肌疲劳为主。常规治疗方法使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达

不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往往会加速呼吸肌的疲劳，进一步加

重了低氧血症、呼吸衰竭以及高弹酸血症等，甚至导致多器

官功能衰竭，后期通常需要进行机械通气治疗。膈肌收缩在

呼吸肌和肺通气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缺氧，会造成

膈肌萎缩、膈肌肌力下降以及耐受力下降等，增加了气道阻

力，降低了膈肌做功的储备能力，加重了二氧化碳潴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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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在慢阻肺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7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242 例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加传统
的健康教育，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强健康教育结合体外膈肌起搏器治疗。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 
FEV1、FEV1/FVC、6 分钟步行、血气分析（PaCO2、PaO2、SaO2）、CAT 评分、SDS 抑郁 \SAS 焦虑量表评分
上存在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健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在慢阻肺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取得
的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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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确保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过程中有充足的物资。

在此过程中，我国要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型、发生频率等，

科学构建独立的领导指挥机构，包括行之有效的应急指挥机

制，及时联动多个部门，比如，医疗、行政、公安，在快速

决策的过程中高速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此过程中，领

导指挥机构要随时动态把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现状，在

和各层次部门共同探讨、交流过程中，结合各类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特征，从工作流程、应急手段、善后处理等方面入手

制定合理化的应急预案，便于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爆发后，能

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精准化判断，优化调整应急方案

的同时采取可行性较高的对策，妥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4　构建应急管理系统平台，深化应急队伍建设。在管理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科学构建应急管理系统平台，构建规范化的监控预警、

信息发布、风险评估等子系统，制定不同层次的功能模块，

随时动态化监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各环节，及时预警出

现的隐患问题，在合理防治过程中加强对关键性环节的预防，

避免引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管理部门要随时更新升级

系统平台，确保构建的子系统、数据库等处于稳定运行中，

随时动态分析海量信息数据，在合理调整管理方案的过程中

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管理能力。此外，我国要强调

应急人才队伍建设，要对高校提出针对性人才培养要求，大

力支持其培养应急专业人才，包括多样化的社会人才培养机

构，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不断输入大批高素质专业应急

人才。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也要注重管理工作开展中对应急管

理人员的培训，合理选择典型的案例，引导应急人员进行有

效互动交流，在探究、分析过程中对其进行理论教育，开展

多样化的实践培训活动，在实践中整合掌握的理论知识，提

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与素质。

3　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要综合把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内涵、

严重程度等，以管理问题为基础，围绕现代化管理思维，

不断深入探索可行的管理路径，在方针政策完善、应急管

理机制深化、应急管理平台构建、应急人才建设等过程中

提高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能力以及水平，保证社会

大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新时代下医疗卫生事业健康而高

效开展。以此，呈现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新局面，开启核心

社会建设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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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普遍存在于日常接触的各类生熟食品中，一旦不注意卫生

或加工储藏不当则易引起感染，鉴于此，吉林省各地区食源

性疾病监测机构应了解食源性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趋势，及时

发现食源性疾病聚集性病例和暴发线索，进而提高食源性疾

病暴发和食品安全隐患的早期识别、预警与防控能力，同时，

各地区人群应遵循食品安全原则，养成良好的习惯，要选择

正确科学的加工储藏方式，最大限度的降低疾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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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因此减轻膈肌疲劳，能够对肺通气功能起到显著的改

善作用 [4]。体外膈肌起搏能够通过脉冲电流对膈神经的刺激

作用，对于膈肌的循环起到改善作用 ，增加了膈肌能量以及

血液，对于消除膈肌疲劳、增加膈肌收缩力、扩大胸廓容量、

增加潮气量、降低呼吸肌紧张度以及改善肺通气功能等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慢阻肺患者多为老年患者，依从

性较差，体外膈肌起搏治疗时配合不好，容易加重患者呼吸

困难，引起膈肌疲劳影响治疗效果。Bosnak 等研究发现吸气

肌训练能提高患者的功能能力、平衡功能、呼吸肌和外周肌

肉力量，改善其抑郁状态和呼吸困难感。因此慢性阻塞性肺

病患者在治疗中将健康教育结合膈肌起搏仪同时进行，使患

者能更好配合膈肌运动从而提高患者膈肌功能，可以明显提

高患者的肺功能及活动耐力，提高患者动脉血氧分压，降低

了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提高血氧饱和度 [5]，提高患者 6 分

钟步行，降低患者 CAT 评分，患者的 SDS 抑郁 \SAS 焦虑

量表评分得到改善，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了患者

的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适合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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