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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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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在呼吸衰竭（呼衰）患者脱机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方法，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1 月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症医

学科住院的 96 例呼衰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其中 49 例应用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患者作为观察组〔平均

年龄（56.71±8.61）岁〕，另 47 例未应用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平均年龄（57.52±7.91）

岁〕。观察两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肺气肿、心衰等疾病并发症的发生率，收集患者血红蛋白（Hb）、

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血氧饱和度（SO2）等监测指标，比较两组患者脱机成功率、1 个月呼衰复

发率、6 个月病死率。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呼衰患者脱机成功率明显提高〔53.06%（26/49）比 38.30%

（18/47）〕；1 个月呼衰复发率、6 个月病死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率、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ALI）

发生率均明显降低〔1 个月呼衰复发率：20.41%（10/49）比 40.43%（19/47），6 个月病死率：18.37%（9/49）比

38.30%（18/47），VAP 发生率：24.49%（12/49）比 48.94%（23/47），VALI 发生率：20.41%（10/49）比 31.91（15/47），

均 P＜0.05〕。观察组患者 Hb、CRP、PCT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Hb（g/L）：12.25±4.65 比 16.54±3.42，CRP

（μmol/L）：28.48±2.36 比 68.54±1.32，PCT（g/L）：11.48±1.36 比 28.54±1.32，均 P＜0.05〕，SO2 明显升高（%：

98.54±11.32比88.48±12.36，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亦明显低于对照组〔慢性支气管炎：24.49%（12/49）

比 42.55（20/47），肺结核：12.24%（6/49）比 21.28%（10/47），肺气肿：16.33%（8/49）比 25.53%（12/47），心衰：

16.33%（8/49）比 27.66%（13/47），均 P＜0.05〕。结论  与常规治疗相比，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在呼衰患

者脱机治疗中作用显著，保证了重要生命器官的血氧供应，防止了心衰、呼衰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造成的病情

不断恶化，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疗效肯定，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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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herapy  in  ventilator  weaning  in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Using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96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s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the  objects  of 
observation,  of  which  49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as 
the  treatment  group  [average  age  was  (56.71±8.61)  years  old],  and  47  other  patients  who  did  not  apply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were  in  the control group [average age was  (57.52±7.91) 
years  old].  Observing  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bronchitis,  tuberculosis,  emphysema,  heart  failure  and  other  diseases 
in  two  groups,  hemoglobin  (Hb), C-reactive protein  (CRP),  procalcitonin  (PCT)  to monitor  the  oxygen  saturation  (SO2)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comparing  the  weaning  success  rate,  1-month  recurrence  rate  of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6-month fatality rat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weaning succes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patients  with  call-dow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53.06%  (26/49)  vs.  38.30%  (18/47)].  The  incidence  of  1-month  
call-down, 6-month  fatality,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VAP) and ventilator-associated  lung  injury  (VALI) were 
all  significantly  reduced  [1-month  call-down  incidence:  20.41%  (10/49)  vs.  40.43%  (19/47),  6-month  fatality  rate: 
18.37% (9/49) vs. 38.30 (18/47), the rate of VAP: 24.49% (12/49) vs. 48.94 (23/47), the rate of VALI: 20.41% (10/49)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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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 (15/47), all P < 0.05]. The Hb, CRP and PCT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Hb (g/L): 12.25±4.65 vs. 16.54±3.42, CRP (μmol/L): 28.48±2.36 vs. 68.54±1.32, PCT (g/L): 
11.48±1.36 vs. 28.54±1.32, all P < 0.05]. SO2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 98.54±11.32 vs. 88.48±12.36).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hronic 
bronchitis: 24.49% (12/49) vs. 42.55% (20/47),  tuberculosis: 12.24% (6/49) vs. 21.28% (10/47), emphysema: 16.33% 
(8/49)  vs.  25.53%  (12/49),  heart  failure:  16.33%  (8/49 vs.  27.66%  (13/47),  all P < 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respirator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treat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weaning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ypothermia, ensuring the supply of blood oxygen to important life organs, 
preventing the call-down and causal vicious cycle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disease of heart failure,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heart failure heart failure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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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如果不

能很好地控制病情不断加重，会逐渐出现呼吸严重

衰竭，造成机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继而出现心力衰

竭（心衰）和肝肾功能衰竭等。中晚期呼吸衰竭（呼

衰）患者呼衰、心衰互为因果，相互促进，造成恶性

循环，严重威胁了患者的生命。给予气管插管呼吸

机辅助通气治疗，患者呼衰能够很快得到纠正。呼

衰患者如果病情反复发作，易发生慢性支气管炎、

肺结核、肺气肿、肺心病等各种并发症，在各种诱发

因素的作用下，并发症的反复发作使患者的劳动力

丧失，病死率明显增加。因此，预防各种并发症的

发生，防止病情恶化显得十分重要。本研究通过对 

49 例呼衰患者进行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的

观察，取得了理想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

方法，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1 月在甘肃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的呼衰给予呼

吸机辅助通气的 96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1.1.1  纳入标准：① 呼衰给予呼吸机辅助通气；② 呼 

吸机辅助通气治疗持续时间≥2 d；③ 以呼衰改善

且成功脱机拔管作为主要预后指标。

1.1.2  排除标准：① 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合并有

呼衰之外的严重心脏、脑、肝脏、肾脏等系统疾病； 

② 治疗持续时间＜2 d。

1.2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甘

肃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审批号：YL-KY-2021-033），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

同意，并且分别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分组：应用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的 

49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女性 20 例，男性 29 例；

平均年龄（56.31±8.61）岁。另 47 例未应用呼吸康

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其中女性

20 例，男性 27 例；平均年龄（57.52±7.91）岁。两

组患者除应用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不同外，

各种抢救、对症、支持治疗均相同。观察组与对照

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资料均衡，有可比性。

1.4  治疗方法：对两组患者的基础疾病均进行常规

治疗，出现呼衰、心衰等疾病的急性发作时均给予

相应的抢救、对症支持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

疗方案的基础上给予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

呼吸康复训练每日 2 次、每次 30 min，针灸治疗每

日 1 次、每次 20 min，10 d 为 1 个疗程。患者分别

进行 1～3 个疗程的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后

进行疗效评价。 

1.5  临床资料收集：使用心电监护仪全程监护患

者心电、血压、呼吸、血氧饱和度（SO2）。治疗前

后取血样送检，检测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

（CRP）、血气分析、血常规、电解质、肝功能、肾功能

等指标，并进行心电图、胸部床头X线及CT等检查，

对比分析并评估临床疗效。比较两组患者脱机成

功率、1 个月呼衰复发率、6 个月病死率及呼吸机相

关性肺炎（VAP）、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ALI）的发

生率。检测患者血红蛋白（Hb）、CRP、PCT 等水平，

监测患者 SO2 的变化，比较两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

肺结核、肺气肿、心衰等并发症的发生率。

1.6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非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例）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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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随着体外膜肺氧合（ECMO）、呼吸机、连续性血

液净化治疗、人工肝等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种抢救措施的不断完善，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

率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前由于严重的呼衰

导致死亡的各种危重病患者经过各种现代化的积极

抢救多能存活。但是，因为患者病情严重，仍然有一

部分危重病患者会留下各种并发症甚至终身长期依

赖呼吸机的支持治疗，对他们的生活质量造成显著

的影响。因此，如何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提高患者

的自主呼吸能力，降低危重症患者对呼吸机的依赖，

从而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改善患者的生

存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

  危重病患者的急性呼衰是由于多种因素反复

诱发，导致患者的气道阻力不断增加，呼吸肌的功耗

进一步增加，引起患者呼吸肌疲劳，肺通气功能出现

障碍，继而出现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病情进行性加

重，患者会出现明显的胸闷、气短、呼吸困难，严重

者会导致死亡。非呼吸机支持治疗的患者使用呼吸

兴奋剂等药物治疗，但应用呼吸兴奋剂治疗的同时，

会增加呼吸功耗；而呼吸机支持治疗的患者需要建

立人工气道，进行机械通气，帮助患者克服气道阻

力，增加肺泡通气量，降低吸气肌负荷，减少患者呼

吸肌做功和耗氧量，有利于呼吸肌的休息，防止细支

气管的气道陷闭，增加通气量，增大功能残气量，防

止肺泡萎陷，改善通气血流比例，从而达到提高动脉

血氧分压（PaO2）、降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的目的，为各种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呼衰患者

使用呼吸机支持治疗可以改善呼衰，然而，呼吸机的

使用使患者呼衰得到改善的同时，患者呼吸肌出现

萎缩，自主呼吸功能进一步下降，患者出现呼吸机

依赖。所以，在呼吸机支持治疗的开始，就应该考虑

到脱机拔管，呼吸机的支持给到能够维持患者基本

SO2 的最低条件，即能够保证患者基本的生命需要，

又要防止造成患者呼吸肌的进一步萎缩。

表 1 两组 COPD 呼衰患者脱机成功率、 
1 个月呼衰复发率及 6 个月病死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脱机成功率
〔%（例）〕

1 个月呼衰复发率
〔%（例）〕

6 个月病死率
〔%（例）〕

观察组 49 53.06（26） 20.41（10） 18.37（  9）

对照组 47 38.30（18） 40.43（19） 38.30（18）

χ2 值     8.26   12.13   11.24
P 值 ＜0.05 ＜0.05 ＜0.05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衰为呼吸衰竭

表 2 两组 COPD 呼衰患者 VAP 和 VALI 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例） VAP 发生率〔%（例）〕 VALI 发生率〔%（例）〕

观察组 49 24.49（12） 20.41（10）

对照组 47 48.94（23） 31.91（15）

χ2 值 12.30 7.06
P 值 ＜0.05 ＜0.05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衰为呼吸衰竭，VAP 为呼吸机
相关性肺炎，VALI 为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

表 4　两组 COPD 呼衰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慢性支气管炎
〔%（例）〕

肺结核
〔%（例）〕

肺气肿
〔%（例）〕

心衰
〔%（例）〕

观察组 49 24.49（12） 12.24（  6） 16.33（  8） 16.33（  8）
对照组 47 42.55（20） 21.28（10） 25.53（12） 27.66（13）

χ2 值 15.69 7.07 7.22 7.50
P 值 ＜0.05 ＜0.05 ＜0.05 ＜0.05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衰为呼吸衰竭，心衰为心力 
衰竭

表 3 两组 COPD 呼衰患者 Hb、 
CRP、PCT 及 SO2 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Hb
（g/L）

CRP
（μmol/L）

PCT
（g/L）

SO2

（%）

观察组 49 12.25±4.65 28.48±2.36 11.48±1.36 98.54±11.32

对照组 47 16.54±3.42 68.54±1.32 28.54±1.32 88.48±12.36

χ2 值 6.34 10.25 14.32 11.32
P 值 ＜0.05 ＜0.05 ＜0.05 ＜0.05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衰为呼吸衰竭，Hb 为血红蛋
白，CRP 为 C- 反应蛋白，PCT 为降钙素原，SO2 为血氧饱和度

2 结 果 

2.1  两组脱机成功率、1 个月呼衰复发率、6 个月病

死率比较（表 1）：观察组患者脱机成功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1 个月呼衰复发率、6 个月病死率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4  两组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肺气肿、心衰

等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表 4）：观察组患者出现慢

性支气管炎、肺结核、肺气肿、心衰等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2.2  两组 VAP 和 VALI 发生率比较（表 2）：观察组

患者 VAP 和 VALI 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两组 Hb、CRP、PCT 及 SO2 的比较（表 3）：观

察组患者 Hb、CRP、PCT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SO2 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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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显示，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 成比例压力支

持（CPAP+PPS）模式可以降低呼吸肌负荷，促进呼

吸功能恢复，同时可减少人机对抗的发生，利于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脱机，

明显缩短脱机时间，并进一步缩短住院时间［1］。在

整个呼吸驱动中，患者的自主吸气努力必须占一部

分［2］。但成比例辅助通气（PAV）的气道峰压总是

比在被动通气情况下取得相同容量和流速时的压

力低，差异在于患者所用的力在接近吸气末时是最

大的，而通气支持模式在接近吸气末时，患者的吸

气努力多数是不需要的。AECOPD 患者机械通气

期间膈肌收缩强度降低，并随时间延长而加重，困

难脱机者膈肌收缩强度低于成功脱机者［3］。比较

呼吸训练与常规治疗干预 COPD 合并呼衰患者的

效果时发现，呼吸训练组的肺内气体交换水平〔pH

值、PaO2、PaCO2、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肺功能

〔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

FEV1/FVC、最大吸气压（MIP）、跨膈压（Pdi）〕、运动

能力〔6 分钟步行试验（6MWT）〕均优于对照组；呼

吸频率较对照组慢；mMRC 呼吸困难症状评分、生

活质量〔COPD 评估测试（CAT）、圣 - 乔治呼吸问

卷（SGRQ）〕改善程度均较对照组明显，并发腹胀的

人数也较对照组少［4］。表明呼吸训练有助于改善

COPD 合并呼衰患者的肺内气体交换功能、肺功能、

呼吸频率、运动能力以及呼吸困难症状，提高生活

质量，降低并发腹胀的发生率，但对急性加重次数无

明显影响。

  针灸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将毫针按照一定的

角度及深度刺入患者体内，通过运用捻、转、提、插

等手法对其穴位进行刺激，进而达到疏通经络、扶

正祛邪的效果［5］。采用针灸疗法对 COPD 合并呼

衰患者进行治疗的临床效果较好，可有效缓解患者

的各项临床症状，改善其呼吸功能［6-8］。

  呼衰患者易发生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肺气

肿、肺心病等各种并发症，在各种诱发因素的作用

下，并发症的反复发作使患者的病情不断加重，出现

呼衰，造成机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引起 Hb 升高，

继而出现心衰和肝肾功能衰竭等。中晚期患者心衰、

呼衰互为因果，相互促进，造成恶性循环，病情不断

恶化，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因此，预防各种并发症

的发生，防止病情恶化显得十分重要［9-11］。

  本研究结果显示：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

疗可以使 COPD 伴呼衰患者脱机成功率明显提高， 

1 个月呼衰复发率、6 个月病死率、VAP 发生率、

VALI 发生率均明显降低，观察组患者慢性支气管

炎、肺结核、肺气肿、心衰等各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Hb、CRP、PCT 等炎症

指标明显降低，SO2 水平明显升高，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可以使

呼衰患者脱机成功率明显提高，1 个月呼衰复发率

降低，患者的 6 个月病死率低，慢性支气管炎、肺结

核、肺气肿、心衰等并发症发生率降低，患者血红蛋

白、CRP、PCT 降低，SO2 升高。保证了重要生命器

官的血氧供应，防止了心衰、呼衰互为因果的恶性

循环造成的病情不断恶化，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呼吸康复训练联合针灸治疗在呼衰患者脱机

治疗中的临床疗效肯定，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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