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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呼吸衰竭的护理 

杨会芬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对比探究慢性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方法及其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1 月收治的 90 例肺心病合并慢性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利用数字奇偶性将其具体分为研究

组与参照组，研究组 50 例，参照组 40 例。研究组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两

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研究组患者中显效例数为 26 例，有效例数为 19 例，无效例数为 5 例，临床护理

总有效率为 90%；参照患者中显效例数为 22 例，有效例数为 11 例，无效例数为 7 例，临床护理总有效率

为 82.5%。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研究表明，综合护

理干预在肺心病合并慢性呼吸衰竭临床上的应用效果显著，且有效降低了相关并发症及不良事件的发生概

率，切实提高了慢性呼吸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效果，加快了患者接受治疗后的病情康复速度，缩短

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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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of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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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atively explore the nursing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Randomly select 90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and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January 2020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and use 
digital parity to divide them into a research group and a reference group, 50 cases in the research group, and 40 
cas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study group us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mber of 
markedly effective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26,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cases was 19, the number of invalid 
cases was 5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care was 90%. In 11 cases, the number of invalid cases was 7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nursing was 82.5%.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adverse event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spiratory failure. It accelerates 
the speed of recovery of patients after receiving treatment and shorten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of patients,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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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健康人体出现呼吸衰竭的原因众多，

其中以肺通气与换气功能严重障碍为主。肺通气与

换气功能障碍会导致人体不能进行正常的内外气体

交换，从而使得患者缺氧或伴有二氧化碳滞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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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构成一系列的生理功能及代谢紊乱等临床综合征
[1]。除此之外，临床上对呼吸衰竭还有另一种界定，

基于海平大气压下，在静息条件下呼吸室内空气，

并排除心内解剖分流与原发性心排血量降低等状况

后，人体的动脉血氧分压≤60mmHg，或者伴有二

氧化碳分压≥50mmHg，即可初步诊断为呼吸衰竭
[2]。近些年来，国内医学临床上的呼吸衰竭患者数

量正在直线上升，基于此，本文回顾性选取 2019 年

3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90 例肺心病合并慢性呼吸

衰竭患者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分为两组，对比探究

慢性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方法及其应用效果，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我院 2019 年 3 月-2020 年 1 月收治的

90 例肺心病合并慢性呼吸衰竭患者作为研究主体，

利用数字奇偶性将其具体分为研究组与参照组，研

究组 50 例，参照组 40 例。研究组采用综合护理干

预，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护

理效果。研究组患者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30 例，女

性患者 20 例；年龄阶段：35-81 岁，平均年龄（65.41
±9.28）岁；病程分布：2.5-8 年，平均病程（5.46
±1.03）年。参照组患者性别比例：男性患者 20 例，

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阶段：37-85 岁，平均年龄（70.41
±6.28）岁；病程分布：3-9 年，平均病程（6.78±
1.03）年。两组患者的性别比例、年龄阶段以及病

程分布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本次研究中，我院将给予 40 例参照组

患者常规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①吸氧治疗，

护理人员依据患者的性别、年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

制定科学合理的吸氧治疗方案，并初步预计临床疗

效[3]。考虑到慢性呼吸衰竭患者存在肺通气及换气

功能障碍等临床症状，其呼吸困难症状加重，因此

护理人员可以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对患者实施优

质吸氧治疗，基于此，避免患者体内二氧化碳潴留

的发生[4]。②抗感染治疗，术前护理人员针对患者

所处病房、治疗场所进行消杀作业，避免患者在接

受治疗的过程中发生医院感染等不良事件，此外，

考虑到部分肺心病合并慢性呼吸衰竭患者需要手术

治疗，因此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手术室、手术台及相

关医疗器械、设备进行严格的消毒杀菌，以此降低

患者术后切口感染的发生概率，同时在术后结合患

者临床资料显示，为患者供应青霉素、半合成耐青

霉素酶类及广谱青霉素等抗感染药物[5]。 
研究组：该次研究我院将给予 50 例研究组患者

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①实时病情监测，

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当及时了解患者性别、姓

名、年龄等一般资料，详细记录后为患者尽快安排

病床，保证患者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环境[6]。为保

证患者在接受治疗前不会出现不良事件，应当对患

者的病情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密切观察患者的

呼吸频率、血压涨幅、心跳频率、脉搏频率以及体

温变化等多项生命体征，如果患者出现面色苍白、

头痛、呼吸困难、口唇紫绀、恶心以及意识不清等

不良反应时，护理人员应当及时向主治医师汇报，

基于此，主治医师才能够对患者的致病原因进行准

确定性，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7]。②健康心

理疏导，患者初到医院，对住院区环境并不了解，

因此较易产生陌生感与距离感，由此变相出现恐惧

心理与焦虑情绪，因此护理人员应当与患者保持沟

通，语速平缓语气柔和，快速增进护患关系，得到

患者信任，以此提高治疗与护理效果[8]。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将两组患者实施相应护理措施后的临

床护理效果作为主要的观察指标，具体将护理效果

分为 3 个不同层级，分别为显效、有效及无效。其

中，显效的评价标准为：患者的护理服务评分≥80
分，且无相关并发症及不良事件发生；有效的评价

标准为：患者的护理服务评分＜80 分，≥60 分，且

无相关并发症及不良事件发生；无效的评价标准为：

患者的护理服务评分＜60 分[9]。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

主要作用于本次研究中所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的统

计与分析，利用（x±s）表示两组患者之间的计量

资料，运用 t 进行检验；利用（%）表示两组患者之

间的计数资料，运用 x2进行检验。当（P＜0.05）时，

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合表 1 所示，50 例研究组患者中显效例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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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例，有效例数为 19 例，无效例数为 5 例，临床

护理总有效率为 90%；40 例参照患者中显效例数为

22 例，有效例数为 11 例，无效例数为 7 例，临床

护理总有效率为 82.5%。研究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比较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0 26 19 5 90 

参照组 40 22 11 7 82.5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理念创新发展进程的不断加

快，改革理念已经深入医疗事业的体系发展中。现

阶段，国内医学临床致力于呼吸衰竭的研究与治愈

工作，基于此，对呼吸衰竭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呼吸衰竭（respiratory failure），常见于呼吸科临床

与急诊科临床，常见的致病原因为患者呼吸道病变、

肺组织病变、肺血管疾病以及胸廓病变等多种因素。

近年来，国内医学临床发现的呼吸衰竭种类越来越

多，因此在重新界定呼吸衰竭概念的同时又对其进

行了类型划分，当前医学临床上的呼吸衰竭分别为

急性呼吸衰竭与慢性呼吸衰竭，虽然种类与名称不

同，但是其病因病理基本相似。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在肺心病合并慢性呼

吸衰竭临床上的应用效果显著，且有效降低了相关

并发症及不良事件的发生概率，切实提高了慢性呼

吸衰竭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效果，加快了患者接

受治疗后的病情康复速度，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

因此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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