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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长期吸气肌阻力训练渊蚤灶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皂怎泽糟造藻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袁陨酝栽冤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渊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韵孕阅冤患者呼吸肌肌力尧呼吸困难和生活质量的影响遥 方法院圆园员圆 年 缘 月要圆园员猿 年 圆 月袁按照随机数字表将

符合条件的 苑员 例稳定期 悦韵孕阅 患者分为实验组即最大阈值负荷渊最大吸气压 远园豫冤陨酝栽 训练组和对照组即低负荷渊怨 糟皂匀圆韵冤陨酝栽

训练组袁均用 栽澡则藻泽澡燥造凿 粤悦园园源猿 型阻力训练器训练 员 年袁每周 远 凿袁每天早晚各 员缘 皂蚤灶遥 结果院员 年后 远猿 例患者完成随访袁其中实
验组和对照组分别退出 猿 例和 缘 例遥 各组干预前后最大吸气压和生活质量 杂郧砸匝 问卷呼吸症状尧 活动能力和疾病影响评分比

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最大吸气压和 杂郧砸匝 活动能力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
肺功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结论院员 年最大负荷量的 陨酝栽 可以显著提高稳定期 悦韵孕阅 患者的吸气肌力和生活质量袁然而肺功能
改善不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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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渊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鄄

激素治疗曰榆首次接受 陨酝栽袁不吸氧状态下每天能步

力下降 袁呼吸肌下降导致患者低血氧症尧高碳酸血

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院淤

呼吸衰竭致死遥 吸气肌阻力训练渊蚤灶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皂怎泽糟造藻

节尧外周血管疾病者曰于猿 个月内有急性心肌梗死尧

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韵孕阅冤患者普遍存在显著的呼吸肌
咱员暂

症尧呼吸困难加重尧运动减少及生活质量低下袁甚至
贼则葬蚤灶蚤灶早袁陨酝栽冤 是一种针对吸气肌群的呼吸训练技

术袁国外 悦韵孕阅 患者应用已有 猿园 余年袁然而国内研
究都是短期的袁不超过 员园 周 遥 本研究旨在探讨稳
咱圆暂

定期 悦韵孕阅 患者长期渊员 年冤陨酝栽 后吸气肌肌力尧呼吸

困难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行 圆园 皂蚤灶曰虞神智清楚袁无沟通障碍袁年龄逸源园岁曰愚

有影响日常活动的其他疾病袁如神经肌肉及下肢关
不稳定性心绞痛尧左心功能不全者曰盂支气管哮喘
和支气管扩张者曰榆气胸和自发性肋骨骨折发生可
能遥 失访者或退出者给予剔除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训练方法
运用随机数字表将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遥 实

验组采用最大口径吸气压渊皂葬曾蚤皂葬造 蚤灶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责则藻泽鄄

泽怎则藻袁孕陨皂葬曾冤的 远园豫咱源暂进行 陨酝栽 训练院以 员缘豫基线 孕陨皂葬曾

选择 圆园员圆 年 缘 月要圆园员猿 年 圆 月袁 南京医科大

开始袁维持 员 周袁然后每天以 缘豫耀员园豫逐渐递增袁第

咱猿暂

标准 的患者遥 入选标准院淤病情稳定期曰于吸入支

远园豫 孕陨皂葬曾冤陨酝栽曰对照组采用恒定低负荷渊怨 糟皂匀圆韵冤

量的比值 渊枣燥则糟藻凿 藻曾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增燥造怎皂藻 蚤灶 燥灶藻 泽藻糟燥灶凿 辕

练器渊飞利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袁美国冤袁训练 员年袁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苑员 例符合 悦韵孕阅 诊治指南诊断
气管扩张剂后袁第 员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
枣燥则糟藻凿 增蚤贼葬造 糟葬责葬糟蚤贼赠袁云耘灾员 辕 云灾悦豫冤约苑园豫且第 员 秒钟

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渊云耘灾员豫责则藻凿冤约愿园豫曰
盂规律吸入长效支气管扩张剂联合吸入性糖皮质

咱基金项目暂

陨酝栽 训练咱缘暂遥圆 组均使用栽澡则藻泽澡燥造凿 粤悦园园源猿 型阻力训

每周 远 凿袁每天训练时间为早晚各 员缘 皂蚤灶遥 每周打电
话提醒患者按时训练袁了解治疗方案尧急性发作和
住院情况遥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护理学开放基金渊晕再匀蕴圆园员圆园愿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造蚤怎噪赠员愿愿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鄢

员 个月末增至 远园豫 孕陨皂葬曾袁此后一直进行最大负荷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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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援圆

陈长芳袁梅桃桃袁陈秀利袁等援 长期最大负荷吸气肌训练改善稳定期 悦韵孕阅 患者吸气肌力
和生活质量咱允暂援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猿冤院猿缘园原猿缘圆

观察指标
患者的一般资料渊年龄尧身高尧体重尧吸烟状况

窑 猿缘员 窑

为 猿圆尧猿员 例袁剔除数为 猿尧缘 例遥 陨酝栽 前的年龄尧体重指

数渊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袁月酝陨冤尧吸烟量尧肺功能指标尧孕陨皂葬曾尧

等冤袁训练前后生活质量尧静息状态肺功能尧孕陨皂葬曾尧远 分

杂郧砸匝 评分和 远酝宰阅 比较袁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治呼吸疾病问卷 渊杂贼 郧藻燥则早藻爷泽 砸藻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匝怎藻泽贼蚤燥灶鄄

圆援圆

钟步行距离渊远鄄皂蚤灶 憎葬造噪 凿蚤泽贼葬灶糟藻袁远酝宰阅冤 和圣窑乔
咱远暂

灶葬蚤则藻袁杂郧砸匝冤 遥
员援猿

咱苑暂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各组统计数据
先进行正态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袁 凡符合正态分

布的数据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贼 检验袁 组内

陨酝栽 训练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贼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随访至 圆园员源 年 圆 月底袁实验组尧对照组的完成数
表员

讨

经过 陨酝栽 训练后袁圆 组除 孕陨皂葬曾 外的其余肺功能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而 圆 组间 杂郧砸匝
总分和活动能力评分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圆援猿

陨酝栽 训练前后 圆 组静态肺功能尧 呼吸肌肌力

和生活质量的比较

经过 员 年的 陨酝栽 训练袁实验组干预前后 云灾悦豫

后 孕陨皂葬曾尧杂郧砸匝 呼吸症状尧 活动能力和疾病影响评分

比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尧圆冤遥

两组患者 陨酝栽 训练前基线资料比较

实验组渊灶越猿圆冤
园远愿援怨缘 依 苑援怨猿
园圆员援远员 依 猿援苑圆
园圆愿援园缘 依 员猿援猿苑
园园员援猿愿 依 园援源圆
园缘园援圆愿 依 员圆援怨源
园园圆援苑远 依 园援苑源
园苑苑援愿园 依 员源援苑员
园远愿援远怨 依 圆员援愿圆
园源园援缘缘 依 员苑援苑员
园猿源援愿远 依 圆员援圆源
园缘员援怨园 依 员愿援缘员
园猿源援怨圆 依 员愿援源苑
源员园援愿圆 依 愿苑援怨缘
表圆

猿

活质量的比较

较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 对照组干预前

两组 陨酝栽 训练前基线资料比较

指标
云耘灾员渊蕴冤
云耘灾员豫 责则藻凿渊豫冤
云灾悦渊蕴冤
云灾悦豫 责则藻凿渊豫冤
孕陨皂葬曾渊糟皂匀圆韵冤
杂郧砸匝 总分渊分冤
呼吸症状
活动能力
疾病影响

陨酝栽 训练 员 年后 圆 组肺功能尧吸气肌肌力和生

责则藻凿尧孕陨皂葬曾 和生活质量 杂郧砸匝 总分及各分项分值比

果

指标
年龄渊岁冤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圆冤
吸烟量渊包窑年冤
云耘灾员渊蕴冤
云耘灾员豫 责则藻凿渊豫冤
云灾悦渊蕴冤
云灾悦豫 责则藻凿渊豫冤
孕陨皂葬曾渊糟皂匀圆韵冤
杂郧砸匝 总分渊分冤
呼吸症状
活动能力
疾病影响
远酝宰阅渊皂冤

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对照组渊灶越猿员冤
远苑援猿猿 依 苑援愿远园
圆圆援源远 依 圆援圆怨园
猿园援怨缘 依 员圆援怨怨
员援猿源 依 园援缘源园
源缘援愿缘 依 员缘援怨苑
猿援员园 依 园援苑远园
愿远援缘员 依 圆源援缘圆
远源援远缘 依 员远援苑园
源员援猿缘 依 员远援怨猿
猿缘援园缘 依 圆员援愿员
源怨援缘源 依 员苑援缘猿
圆愿援员缘 依 员愿援源源
猿怨远援远圆 依 苑圆援猿源

贼值
园援远员
园援员愿
原园援苑圆
园援圆苑
员援园园
原员援源怨
原员援源圆
园援缘愿
原园援员缘
原园援园猿
园援源猿
员援圆园
园援缘愿

陨酝栽 训练 员 年后两组患者肺功能尧孕陨皂葬曾 和 杂砸郧匝 比较

实验组渊灶越猿圆冤
园园员援猿缘 依 园援源猿
园源苑援远远 依 员员援苑缘
园园猿援园猿 依 园援苑员
园愿源援园远 依 员缘援猿远
员园猿援愿怨 依 员怨援苑怨
园圆远援猿苑 依 员员援缘怨
园圆员援猿缘 依 员猿援圆源
园猿员援苑猿 依 员圆援园猿
园员缘援圆怨 依 员圆援员源

论

由于长期的低氧血症袁悦韵孕阅 患者膈肌的玉型尧

对照组渊灶越猿员冤
园员援圆怨 依 园援猿远
源缘援苑园 依 员源援园圆
园猿援猿园 依 园援远圆
愿员援缘圆 依 员远援远源
苑苑援源源 依 员猿援缘员
源圆援员圆 依 员员援圆源
员远援愿怨 依 员缘援源猿
猿怨援源圆 依 员圆援园园
员怨援员源 依 员圆援缘缘

贼值
园援缘猿
园援缘园
园援园猿
园援缘圆
缘援园怨
原源援缘圆
员援园圆
原圆援园怨
原员援园圆

渊x 依 s冤
孕值
园援缘员
园援愿苑
园援源苑
园援苑怨
园援猿圆
园援员源
园援员远
园援缘园
园援愿愿
园援怨愿
园援远苑
园援圆源
园援缘苑

渊x 依 s冤

孕值
约园援远园
约园援远圆
约园援怨愿
约园援远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猿员
约园援园源
约园援猿员

域型纤维类型比例改变袁玉型纤维减少咱愿暂尧域型纤维

线粒体酶活性降低与其抗氧化能力下降密切相关咱怨暂袁
会导致呼吸肌肌力下降袁为保证有效通气袁呼吸肌运

窑 猿缘圆 窑

南

京

医

科

动神经的驱动会增强咱员园暂遥 此外袁胸腔和膈肌的结构改

变尧全身性因素及呼吸肌的潜在结构改变等原因均可

大

学

咱缘暂

肌如肋间外肌适应性结构的改变等咱员员暂袁这些改变可
增加患者吸气肌的肌力和耐力咱员圆暂遥

近年来袁 许多研究在 悦韵孕阅 患者中应用 陨酝栽 遥
陨酝栽 被推荐用于吸气肌无力的患者袁并证明有效咱员源暂遥 本
咱员猿暂

研究发现高负荷 陨酝栽 比低负荷 陨酝栽 更能改善 悦韵孕阅
患者的吸气肌肌力袁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咱员缘暂遥 然而袁
最近学者采用 源园豫陨酝栽 并联合有氧训练吸气肌肌力跃
远园豫陨酝栽 的 悦韵孕阅 患者袁 训练强度为每天 圆 次袁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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