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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水平气道正压无创通气治疗重叠综合征的护理

徐　红

[摘要 ]目的:总结双水平气道正压 (BiPAP)无创通气治疗重叠综合征的护理要点。方法:对 21例重叠综合征患者采用整体化

护理模式, 制定切实可行的护理计划, 认真做好治疗前的准备 、治疗中的监测与计划调整和治疗后的出院指导工作 。结果:21

例治疗后 PaO2 、SaO2均升高, PaCO2下降 (P<0.001)。治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均能通过正确的护理而解决。无一例因护理

不当而放弃治疗。结论:双水平气道正压无创通气治疗重叠综合征中的鼻 /面罩选择和连接 、呼吸机参数的调节 、持续氧疗 、

病情监测 、心理护理和出院指导是取得满意疗效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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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叠综合征是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SAS)合并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重叠

综合征危害性大,有与睡眠相关的严重的低氧血症,

而且低氧血症持续时间较长。近年来, 人工呼吸机

辅助通气已成为治疗重叠综合征的重要手段 。 1998

～ 2000年, 我科应用双水平气道正压 (BiPAP)无创

通气治疗 21例重叠综合征患者,现将其临床护理体

会作一报道 。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1例均为住院患者,男 15例,女 6

例;年龄 ( 66±10)岁 。身高 ( 167±10) cm, 体重 ( 67

±12) kg,体重指数为 42 kg/m
2
。有吸烟史 14例 。

OSAS诊断标准:每夜 7h睡眠过程中呼吸暂停及低

通气反复发作在 30次以上或呼吸暂停与低通气指

数 (AHI)每小时≥5次 。采用湖南安特电子有限公

司生产的 GKD-405A型六导睡眠监测仪,连续监测

7h,数据自动储存,微机分析后打印结果。 COPD诊
断:按 1997年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指定标准 。

FEV1≥70%和 (或 ) FEV1 /FVC% <70%, 证实有慢

性气流阻塞 。 21例均符合 OSAS及 COPD诊断标

准 。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当天禁服酒精 、咖啡或镇

静催眠剂,给予常规吸氧 、解痉 、平喘 、抗炎及对症支

持治疗,同时应用美国伟康公司生产的 BiPAP型呼

吸机辅助通气, 每日 2次, 每次 3h,连续 10 ～ 14天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

1.4　结果　所有病例治疗后 PaO2与 SaO2均升高,

PaCO2下降 (P<0.001) (见表 1) 。经通气治疗后均

有不同程度的心率及呼吸频率减慢, 呼吸由浅表变

深而有规律,胸闷 、气促 、呼吸困难均有不同程度缓

解。 15例在治疗前神志恍惚 、嗜睡, 治疗后有 10例

神志转清 。患者睡眠时打鼾消失或减轻,白天困倦 、

嗜睡等症状好转。

　表 1　重叠综合征患者 BiPAP呼吸机治疗前后血气分析

指标的变化 (n=21;x±s)

分组 PaCO2 (kPa) PaO2 (kPa) SaO2

治疗前 9.27±1.34 7.26±1.98 0.73±0.05

治疗后 6.25±1.84 10.90±2.21 0.94±0.02

d±sd -3.02±0.49 3.64±0.38 0.21±0.02

t 28.24 43.90 48.12

P <0.001 <0.001 <0.001

2　护理

2.1　心理护理　本组患者由于对 BiPAP呼吸机不

了解,治疗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抗拒 。责任护士必

须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说明其应用目的及方法,

讲明使用过程中如何配合等注意事项,以便减轻患

者紧张 、恐惧心理, 取得患者的理解和合作。对信心

不足者,可以采用逐步延长使用时间以利患者适应。

2.2　呼吸机操作　

2.2.1　鼻面罩的选择及其连接 　将呼吸机 、鼻面

罩 、硅胶塑料管及电源线按顺序连接。本组 18例使

用鼻罩, 3例因慢性鼻炎而使用面罩。鼻 /面罩的大

小根据脸面形状而变,选择大小适合患者鼻面部为

宜,且对皮肤压迫较轻。本组 5例使用鼻罩不适, 采

用三角形泡沫垫置于鼻梁处,症状减轻 。连接管道

应防止破损漏气。先将鼻 /面罩固定在患者面部,待

患者感到舒适后,再开动并连接呼吸机,最后用尼龙

四头带或软帽固定鼻 /面罩, 不要使鼻 /面罩漏气。

如张口呼吸者可同时使用下颌托带,以免影响疗效。

2.2.2　呼吸机压力调节　由于高水平压力使患者

在入睡前感觉不舒服,所以在调节时注意随睡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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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而逐渐增加压力,直至设定水平。同时密切观察

血氧饱和度 、呼吸情况 。通气过程中允许 15 min暂

停,允许说话及进食。通气结束后分别观察临床症

状改善情况和监测血气分析值的变化 。

2.2.3　合理调节压力参数　做 BiPAP无创通气治

疗时, 须同时进行血氧饱和度及睡眠指数的监测,以

便更好地调节压力参数, 达到更佳的治疗效果 。选

择参数 S/T模式,将吸气压 (IPAP)数值预先置于较

小数值,从 4 cmH2O开始, 在 0.5 h内达到 10 ～ 15

cmH2O,不超过 25 cmH2O。呼气压 (EPAP)数值调
至最低, 然后逐渐调整数值, 一般在 3 ～ 5 cmH2O,

IPAP一定要高于 EPAP,两者数值差以 4 cmH2O为

宜,呼吸频率 16 ～ 20次 /分, 潮气量 400 ～ 600ml。

开始可给予 15 ～ 30 min较小压力值以便适应, 本组

患者中 10例开始使用时出现胸闷难受 、烦躁不安,

不能配合,经过耐心地指导,嘱患者放松, 平静呼吸,

不要张口,将压力逐步上调,直至适应为止 。

2.3　给氧及体位　每位患者在治疗期间均进行氧

饱和度监测,并在通气过程中持续氧疗,氧浓度的设

定以维持氧饱和度 >90%。一般输入氧流量

5 L/min效果较好
[ 1]
。为防止水分丢失过多而引起

口咽干燥,可应用气道湿化系统,每次应用前在湿化

器中倒入 200 ～ 300 ml蒸馏水, 天冷可加温湿化 。

本组患者平均体重 ( 67±12) kg, 睡眠时采取侧卧

位,在睡衣背侧上方缝上球状物, 可控制睡眠姿势 。

因为腹部肥胖可降低肺容量,特别是仰卧位时更严

重
[ 2]
。

2.4　病情监测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特别是在零点

以后, 尤其是 2:00 ～ 5:00之间, 更应加强巡视 。除

了观察呼吸节律 、深浅度 、打鼾情况外, 还应警惕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睡眠中给予吸氧, 2 ～ 3 L/min,

督促患者取侧卧位。

2.5　皮肤处理　皮肤损伤是鼻面罩使用过程中较

为常见的不良反应,大多见于鼻梁 、鼻翼两侧皮肤,

可在鼻翼与鼻梁间垫上三角形泡沫垫以减少皮肤损

伤 。适当调整固定带松紧。长期使用 BiPAP治疗

的患者应备用凡士林油膏 、金霉素眼膏。若发生皮

肤红肿 、破损,可用金霉素眼膏敷贴创面, 轻揉局部,

在停用呼吸机时轻轻按摩脸部及鼻背处以促使血液

循环。本组预先采取了措施,未见皮肤损伤。

2.6　呼吸机保养与消毒　呼吸机面罩和硅胶管道

采用戊二醛浸泡消毒, 机器表面用 84消毒液擦洗,

空气过滤器定期清洗更换,机器每半年检修一次,以

避免院内交叉感染,保证患者安全。

2.7　出院指导　建议患者在采用 BiPAP无创通气

治疗的同时,严格戒烟和控制体重。有条件者辅助

家庭氧疗 。

3　讨论

　　双水平气道正压无创通气治疗重叠综合征疗效

确切,不仅显著升高血氧饱和度和氧分压,而且有效

改善患者的症状。由于重叠综合征是一个慢性长期

过程,且发生于睡眠中,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足, 有

许多重叠综合征患者对自身是否患病还心存疑虑,

对 BiPAP呼吸机治疗开始难以接受, 正确的心理护

理是必不可少的。

鼻 /面罩的选择和连接较重要。目前使用的面

罩可以产生的死腔效应为 80 ～ 100 ml,由于重复呼

吸, 影响 CO2的排出, 使疗效下降;而鼻罩的死腔量

相对较低
[ 3]

,尽量使用鼻罩。要保持连接部位的舒

适, 可使用泡沫垫或棉垫
[ 4]
。

血气分析监测 、氧疗和合理调节呼吸机压力参

数至关重要。由于高水平压力使患者在入睡前感觉

不舒服,所以在调节时注意随睡眠加深而逐渐增加

压力,循序渐进,直至设定水平。压力太小达不到治

疗作用,压力太大患者不能耐受,且可导致肺大泡 、

肺泡破裂等并发症 。同时,须辅以氧饱和度监测,持

续氧疗。因为氧疗可纠正重叠综合征引起的低氧血

症, 减少患者睡眠中的危险因素
[ 5]
。一般以输入氧

流量 5 L/min效果较好
[ 1]
。

重叠综合征大多见于中年以上, 好发于肥胖男

性。成年后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增加, 女性绝经期后

患病率增多,且与吸烟有一定关系
[ 6]
。肥胖是该病

易患因素之一,其危险度是性别的 4倍, 为年龄的 2

倍
[ 7]
。肥胖中约 50%合并有睡眠呼吸暂停,其原因

考虑为上呼吸道周围软组织脂肪沉积,尤其是在软

腭水平的气道后两侧,以致于上气道侧面存在挤压,

易产生气流阻塞。应指导患者戒烟和控制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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