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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喘息疾病急性发作期肺动脉压及右心功能改变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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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婴幼儿喘息疾病急性发作期肺动脉压力与右心功能的改变遥方法院选择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至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收治

的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发作期病例为研究组渊灶 越 员园园冤袁其中分重症组渊灶 越 圆猿冤和轻症组渊灶 越 苑苑冤袁选择同期健康体检的婴幼

儿为对照组渊灶 越 员园园冤袁超声心动图测定肺动脉压渊孕粤孕冤尧右室射血分数渊砸灾耘云冤尧肺血管阻力渊孕灾砸冤尧右室射血时间渊砸灾耘栽冤尧肺
动脉瓣血流加速时间渊粤栽冤以及 栽藻蚤 指数袁同时进行血气分析遥研究组在常规平喘尧吸氧治疗基础上予以降低肺动脉压及强心尧利
尿及钙离子拮抗剂等治疗遥 结果院员园园 例研究组中肺动脉高压患者 猿源 例渊猿源豫冤袁其中重症组 圆猿 例袁轻症组 员员 例袁无肺动脉高压
患者 远远 例渊远远豫冤曰员园园 例健康对照组中肺动脉高压 圆 例渊圆豫冤袁无肺动脉高压者 怨愿 例渊怨愿豫冤袁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尧重症组与轻
症组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血气分析显示袁肺动脉高压患者动脉氧分压渊孕葬韵圆冤尧血氧饱和度明显低于无肺动脉

高压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研究组较对照组 砸灾耘栽尧粤栽 值减小袁孕粤孕尧孕灾砸 升高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重症组较轻症组 砸灾耘栽尧粤栽 值减小袁孕粤孕尧孕灾砸 升高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婴幼儿喘息疾病急性
发作期有肺动脉高压和右心舒张功能下降袁且随着病情进展袁变化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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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葬灶凿 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蚤灶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鄄
糟怎贼藻 葬泽贼澡皂葬
匀哉粤晕郧 匀葬蚤鄄扎澡燥灶早袁 蕴陨 悦澡怎灶鄄澡怎葬袁 蕴粤晕 匀怎蚤鄄择怎葬灶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孕葬藻凿蚤葬贼则蚤糟泽袁 贼澡藻 栽澡蚤则凿 孕藻燥责造藻爷泽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匀怎蚤扎澡燥怎袁 匀怎蚤扎澡燥怎 缘员远园园圆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糟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渊孕粤孕冤 葬灶凿 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蚤灶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葬泽贼澡皂葬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 韵灶藻 澡怎灶凿则藻凿 蚤灶枣葬灶贼泽 凿怎则蚤灶早 贼澡藻 葬糟怎贼藻 泽贼葬早藻 燥枣 葬泽贼澡皂葬贼蚤糟 凿蚤泽藻葬泽藻 葬泽 燥遭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 渊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圆猿
泽藻增藻则藻 糟葬泽藻泽 葬灶凿 苑苑 皂蚤造凿 糟葬泽藻泽冤 葬灶凿 燥灶藻 澡怎灶凿则藻凿 澡藻葬造贼澡赠 蚤灶枣葬灶贼泽 葬泽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 憎藻则藻 糟澡燥泽藻灶 蚤灶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 枣则燥皂 韵糟贼燥遭藻则 圆园园怨 贼燥
允葬灶怎葬则赠 圆园员圆援 孕粤孕袁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枣则葬糟贼蚤燥灶 渊砸灾耘云冤袁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渊孕灾砸冤袁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贼蚤皂藻

渊砸灾耘栽冤袁葬糟糟藻造藻则葬贼蚤燥灶 贼蚤皂藻 渊粤栽冤 葬灶凿 栽藻蚤 憎藻则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葬泽 责则藻增蚤燥怎泽造赠 则藻责燥则贼藻凿 怎泽蚤灶早 藻糟澡燥糟葬则凿蚤燥早则葬责澡赠袁葬灶凿 遭造燥燥凿 早葬泽 憎葬泽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
泽蚤皂怎造贼葬灶藻燥怎泽造赠援 栽澡藻 蚤灶枣葬灶贼泽 蚤灶 燥遭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 憎藻则藻 糟燥灶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造赠 贼则藻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糟葬则凿蚤葬糟 凿蚤怎则藻贼蚤糟泽 葬灶凿 糟葬造糟蚤怎皂 葬灶贼葬早燥灶蚤泽贼泽 蚤灶 燥则凿藻则 贼燥

则藻凿怎糟藻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葬灶凿 泽贼则藻灶早贼澡藻灶 贼澡藻 澡藻葬则贼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泽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葬泽 猿源豫
渊猿源 辕 员园园冤 蚤灶 贼澡藻 燥遭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袁圆猿 糟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泽藻增藻则藻 葬泽贼澡皂葬 葬灶凿 员员 糟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皂蚤造凿 葬泽贼澡皂葬袁 葬灶凿 圆豫 渊圆 辕 员园园冤 蚤灶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援 栽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泽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葬灶凿 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蚤灶 泽藻增藻则藻 糟葬泽藻泽 憎葬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皂蚤造凿 糟葬泽藻泽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孕葬韵圆 葬灶凿 杂葬韵圆 蚤灶 贼澡藻 蚤灶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憎藻则藻 造燥憎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燥泽藻 憎澡燥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袁
砸灾耘栽 葬灶凿 粤栽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袁孕粤孕 葬灶凿 孕灾砸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 贼澡藻 燥遭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皂蚤造凿 糟葬泽藻泽袁
砸灾耘栽 葬灶凿 粤栽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袁孕粤孕 葬灶凿 孕灾砸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 泽藻增藻则藻 糟葬泽藻泽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孕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葬灶凿
凿藻糟造蚤灶藻凿 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藻皂藻则早藻凿 蚤灶 贼澡藻 蚤灶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泽贼葬早藻 燥枣 葬泽贼澡皂葬贼蚤糟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葬灶凿 葬早早则葬增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凿蚤泽藻葬泽藻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援

咱Key words暂 蚤灶枣葬灶贼曰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曰葬泽贼澡皂葬贼蚤糟 凿蚤泽藻葬泽藻曰葬糟怎贼藻 泽贼葬早藻曰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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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是泛指有喘息表现的呼吸道
疾病袁其中常见疾病主要有哮喘性支气管炎尧喘憋性
肺炎尧支气管哮喘等遥 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上升袁喘
息引起缺氧使肺血管痉挛袁肺循环阻力增高袁最终致
肺动脉高压遥 肺动脉高压可使右心负荷加重袁功能
减退袁右心功能障碍早期在临床上无特征性表现袁待
发现多为心力衰竭晚期袁救治困难咱员暂遥 本文对 员园园 例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发作期的肺动脉压与右心功
能进行分析研究袁探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肺动脉压
力与功能可能的改变遥

渊砸灾耘栽冤尧肺动脉瓣血流加速时间渊粤栽冤以及用于评
价心功能的 栽藻蚤 指数遥 同时检查白细胞尧红细胞尧血
小板尧血红蛋白和血气分析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包进行袁计
量资料均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组资料
经正态性尧方差齐性检验后袁采用 贼 检验袁猿 组独立
样本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尧 两两比较采用 蕴杂阅鄄贼
法袁率的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进行分析袁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员 资料与方法

圆 结 果

员援员 资料
选择本院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 月收治的符
合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发作期诊断标准的病例 员园园
例咱圆原猿暂袁其中男 缘圆 例袁女 源愿 例袁年龄 圆 个月耀猿 岁袁平均
年龄渊员援圆源 依 园援缘员冤岁袁血气分析 孕葬韵圆约 远园 皂皂匀早 或出
现呼吸系统以外症状者为重症组渊圆猿 例冤袁其余为轻症
组渊苑苑 例冤咱圆原猿暂遥 另选择同期健康体检的婴幼儿 员园园 例作
为对照组袁其中男 缘园 例袁女 缘园 例袁年龄 猿 个月耀猿 岁袁
平均年龄渊员援猿缘 依 园援源圆冤岁袁各组研究对象采用单盲法进
行检查袁年龄尧性别均具有可比性遥
员援圆 检查方法
研究组入院后 圆源 澡 内完成心脏彩色多普勒和
血气分析检查遥
采用 匀孕杂韵晕韵杂 缘缘园园 型超声检查仪测量肺动
脉 频谱参数 院 肺 动 脉 压 渊孕粤孕冤尧 右 室 射 血 分 数
渊砸灾耘云冤尧 肺 血 管 阻 力 渊孕灾砸冤尧 右 室 射 血 时 间

圆援员 肺动脉压力与右心功能检测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袁研究组及重症组 砸灾耘栽尧粤栽 值减
小袁孕粤孕尧孕灾砸尧栽藻蚤 升高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重症组较轻症组 砸灾耘栽尧粤栽 值减小袁孕粤孕尧
孕灾砸尧栽藻蚤 升高袁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轻症组 孕粤孕尧砸灾耘云尧孕灾砸尧砸灾耘栽尧粤栽尧栽藻蚤 与对照
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员园园 例研究组中肺动脉高压患者 猿源 例渊猿源豫冤袁
其中重度 猿园 例袁轻度 源 例袁无肺动脉高压患者 远远 例
渊远远豫 冤遥 重 症 组 圆猿 例 中 肺 动 脉 高 压 患 者 圆猿 例
渊员园园豫冤袁其中重度 圆圆 例袁轻度 员 例曰轻症组 苑苑 例中
肺动脉高压患者 员员 例渊员源援圆怨豫冤袁其中重度 愿 例袁轻
度 猿 例袁无肺动脉高压患者 远远 例渊愿缘援苑员豫冤遥 员园园 例
对照组中肺动脉高压者 圆 例渊圆豫冤袁无肺动脉高压者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组别
对照组
研究组
重症组
轻症组

例数
员园园
员园园
园圆猿
园苑苑

各组婴幼儿肺动脉压力与右心功能检测值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葬则贼藻则赠 责则藻泽泽怎则藻 葬灶凿 则蚤早澡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渊x 依 s冤

孕粤孕渊皂皂匀早冤
圆园援圆圆 依 远援缘缘
圆愿援圆苑 依 员员援源缘鄢
猿远援圆缘 依 员缘援员猿﹡吟
圆猿援苑员 依 缘援圆园

员援愿愿
圆援源愿
圆援猿园
圆援员愿

孕灾砸
依 园援猿苑
依 园援苑园﹡
依 园援愿源﹡吟
依 园援猿苑

孕灾耘云渊豫冤
远源援员园 依 员圆援远圆
远员援缘猿 依 员圆援愿愿
缘愿援远苑 依 员员援源园
远圆援愿缘 依 员猿援苑源

与对照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轻症组比较袁吟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圆援圆 血常规及血气分析
血常规及血气分析显示袁肺动脉高压患者 孕葬韵圆尧
血氧饱和度明显低于无肺动脉高压患者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猿 讨

怨愿 例渊怨愿豫冤遥 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重症
组与轻度症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渊表 圆冤遥

论

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是儿科常见呼吸道疾病袁临
床表现为反复咳嗽尧喘息袁易迁延难愈袁而不适当的

粤栽渊皂泽冤
苑员援愿猿 依 员苑援远怨
远圆援员苑 依 员猿援缘远﹡
缘远援园园 依 员圆援远缘﹡
远缘援圆缘 依 员猿援圆猿

砸灾耘栽渊皂泽冤
圆圆苑援缘园 依 源员援苑圆
圆园源援员猿 依 源源援员缘﹡
员苑愿援源园 依 缘猿援源苑﹡吟
圆员苑援园园 依 猿猿援员源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砸灾耘栽 辕 粤栽
猿援圆缘 依 园援缘苑
猿援猿苑 依 园援怨愿
猿援圆缘 依 员援源园
猿援源源 依 园援猿苑

栽藻蚤 指数
园援圆缘 依 园援猿员
园援源圆 依 园援员猿鄢
园援缘员 依 园援圆园﹡吟
园援猿园 依 园援员远

各组肺动脉高压发生率比较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泽 燥枣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鄄
灶泽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组别
研究组
重症组
轻症组
对照组

灶

肺动脉高压咱灶渊豫冤暂

园圆猿

圆猿渊员园园援园园冤吟

员园园

猿源渊猿源援园园冤﹡园园

园苑苑

员员渊员源援圆怨冤园园

员园园

圆渊圆援园园冤园园

与对照组比较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轻症组比较袁吟孕 约 园援园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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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猿 肺动脉高压与无肺动脉高压者血常规和血气分析结果
栽葬遭造藻 猿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则燥怎贼蚤灶藻 遭造燥燥凿 贼藻泽贼
葬灶凿 遭造燥燥凿 早葬泽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蚤灶枣葬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灶凿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贼藻灶泽蚤燥灶

项

目

血红蛋白渊早 辕 凿造冤

渊x 依 s冤

肺动脉高压

无肺动脉高压

渊灶 越 猿源冤

渊灶 越 远远冤

园员园援圆苑 依 员援园远

园员园援猿愿 依 员援愿圆

红细胞渊伊 员园 个 辕 蕴冤 园园猿援愿源 依 园援缘愿

园园源援圆员 依 园援缘缘

白细胞渊伊 员园怨 个 辕 蕴冤
员圆

园员员援猿苑 依 源援猿圆

园员源援源园 依 缘援员圆

血小板渊伊 员园 个 辕 蕴冤

员源园援怨苑 依 怨援猿圆

孕葬悦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园源源援园圆 依 员猿援愿愿

怨

责匀

孕葬韵圆渊皂皂匀早冤

血氧饱和度渊豫冤

员猿圆援远园 依 员圆援圆圆

园园苑援猿怨 依 园援园怨

园缘源援缘苑 依 圆苑援苑愿鄢
园远远援愿园 依 圆源援远怨

与无肺动脉高压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鄢

园园苑援源园 依 园援园苑
园猿源援园圆 依 远援圆圆

园愿远援猿园 依 员缘援愿愿
园怨源援员苑 依 圆援愿猿

治疗袁特别是抗生素的滥用给患儿带来不必要的损
害袁甚至引起个别预后不佳者死亡咱源暂遥 婴幼儿喘息疾
病急性发作期除呼吸道炎症外袁还可能影响循环系
统袁本地区尚未见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发作期肺
动脉及右心功能改变的系统临床研究报告袁本研究
主要探讨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发作期肺动脉及右
心功能的改变遥
研究表明 砸灾耘栽 辕 粤栽 与肺动脉压的相关性最
好袁 以 砸灾耘栽 辕 粤栽 估测肺动脉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分别高达 怨猿豫和 怨苑豫袁且在心功能不全情况下也适
用遥 栽藻蚤 指数是由日本学者 栽藻蚤 于 员怨怨缘 年提出的一
种综合评价心脏收缩和舒张功能的新指标 咱缘暂遥 近年
来 栽藻蚤 指数被引入右心功能的评价袁 称为右室 栽藻蚤
指数 咱远暂遥 栽藻蚤 指数测量具有无创性及操作简便等优
点 咱苑暂遥 不受心率尧右室几何形态的影响袁可敏感地反
映 孕粤匀 患者右室功能的变化袁是评价右心室整体功
能的较好指标咱愿原怨暂遥 本研究使用多普勒超声技术通过
测定 孕粤孕尧砸灾杂云尧砸灾耘云尧孕灾砸尧砸灾耘栽袁粤栽袁以及 栽藻蚤 指
数袁对研究组肺动脉压力和右心功能进行估测袁结果
表明袁 轻症组 孕粤孕尧砸灾耘云尧孕灾砸尧砸灾耘栽尧粤栽 与对照组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重症组 砸灾耘栽尧粤栽 值较对
照组减小袁重症组 孕粤孕尧孕灾砸 较对照组升高袁两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研究组 砸灾耘栽尧粤栽 值较
对照组减小袁重症组孕粤孕尧孕灾砸 较对照组升高袁两组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提示婴幼儿喘息疾病
急性发作期存在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功能障碍袁 病情
越重袁变化越明显遥
婴幼儿喘息疾病是由多种炎性细胞参与的气道
慢性炎症袁急性发作期由于炎症介质及细胞介导袁非
特异性炎症致气道高反应袁导致缺氧袁本文研究组患

窑员园怨苑窑

儿 孕葬韵圆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袁 且重症组 孕葬韵圆 下降
显著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缺氧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合成与释
放内皮素袁高浓度内皮素介导缺氧性血管收缩反应袁
导致肺血管痉挛尧收缩袁形成肺动脉高压遥 长期缺氧
致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生尧中膜增厚袁外周小血管机
化以及细胞外基质增多袁最终导致肺动脉压力升高遥
持续升高的肺动脉压力使右室充盈压升高尧 右室心
肌增粗尧室壁增厚尧心肌变性尧纤维化袁从而影响其收
缩活动遥 肺动脉高压使右心室后负荷增加袁 右心扩
张袁舒张收缩功能减退咱员园暂遥右室对维持心脏排血量和
整体心脏血流动力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袁 在许多情
况下右室功能决定着疾病的预后和转归袁 如果早期
发现可逆性的肺动脉压力和右心功能改变袁 在发生
肺血管重塑前及时治疗袁临床预后较好咱员员暂遥
本组研究的结论与文献相似遥 研究组存在不同
程度的肺动脉高压袁 右心舒张功能的指标均有显著
下降遥提示临床治疗婴幼儿喘息疾病时袁在改善呼吸
功能的同时袁应重视肺循环及心脏舒张功能变化遥本
研究发现部分轻症婴幼儿喘息性疾病急性发作期袁
临床虽然无症状袁但也存在 孕粤孕 升高及右心室功能
改变袁所以通过超声心动图测定 孕粤孕 及右室 栽藻蚤 可
及时发现袁早期治疗袁预防肺血管重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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