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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躯体运动对 ICU 呼吸衰竭

机械通气病人获得性衰弱的干预效果

章摇 勤1,孙向东1,宋长春1,张海丽1,邹摇 琪2,杨摇 斌1

[摘要]目的:探讨被动躯体运动对 ICU 呼吸衰竭机械通气病人获得性衰弱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入住 ICU 病房且符合纳入

标准的病人 60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早期被动躯体运动来

对病人进行干预。 比较 2 组病人获得性衰弱的发病率、独立功能状态、呼吸机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 结果:观察组病人获

得性衰弱的发病率低于对照组,使用呼吸机进行机械通气的时间短于对照组,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临床

中,对 ICU 呼吸衰竭机械通气病人进行被动躯体运动,能够有效降低获得性衰弱的发病率,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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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effects of passive somatic movement on ICU acquired weakness
in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ZHANG Qin1,SUN Xing鄄dong1,SONG Chang鄄chun1,ZHANG Hai鄄li1,ZOU Qi2,YANG Bin1

(1.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Bengbu Third People忆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2. 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assive somatic movement on ICU acquired weakness in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Methods:Sixty patients from ICU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nursed with routine car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nursed with early passive
somatic movemen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care. The incidence rate of acquired weakness, independent functional status,mechanical
ventilation ti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The incidence rate of acquired weaknes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using ventilator and hospital
stay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passive somatic
movement for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treated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ICU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acquired
weakness,shorten the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hospital stay.
[Key words] passive somatic movement;mechanical ventilation;acquired weakness

摇 摇 ICU 获得性衰弱( ICU acquired weakness,ICU鄄
AW)这一概念自 1993 年 Ramsay[1] 提出后,逐步进

入大家的视野。 指的是 ICU 病人出现的神经肌肉

功能紊乱症状,是一种常见并发症,其临床表现为脱

机困难、轻瘫或四肢瘫痪、反射减弱或肌肉萎缩

等[2]肌无力症状。 该疾病使得病人病死率升高,机
械通气和住院时间延长,严重影响病人的生命质量,
增加病人焦虑紧张等情绪、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浪费

国家医疗环境资源。 研究[3] 结果显示,早期对其进

行活动干预是预防获得性衰弱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

结合文献回顾,对 ICU 病人进行被动躯体运动干

预,取得较好效果,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
入住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综合 ICU 病房的 60 例病

人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原则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30 例。 纳入标准:(1)年满 18 周岁;(2)入
院后确诊呼吸衰竭并使用呼吸机辅助机械通气,时
间逸48 h;(3)自愿参与本研究。 排除标准:(1)入

院前确诊患有肌无力等神经肌肉障碍性疾病;(2)
昏迷意识障碍者;(3)孕产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不

予纳入;(4)行骨科术后固定者;(5)患有颅脑损伤

及相关性疾病者。 剔除标准:(1)干预期间,自愿退

出本研究者;(2)实施过程中,研究小组成员未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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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案实施干预者。
1. 2摇 研究方法摇 对照组按照我院 ICU 护理常规进

行病人肢体运动及护理,例如为病人活动四肢,包括

肩、肘、腕、膝、踝关节的内旋外展前后屈伸等。 观察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为病人开展本研究方案中

的护理项目,自纳入研究之日起,每日进行干预,直
至病人恢复至原来肢体功能状态或转科。 干预过程

中密切观察病人表现,如出现不适,立即停止操作。
具体干预方法为:(1)成立课题组,前期请康复治疗

师培训参与本研究的护士掌握相关肢体活动方法。
(2)将纳入本研究的病例进行划分,本研究之所以

选取呼吸衰弱病人,是因为其意识多为清醒状态,配
合度良好,且大部分采取呼吸机辅助机械通气,符合

本研究目的。 分两级别进行被动活动:一级为病人

意识清楚,但肢体完全不能活动,此时护士给予病人

被动运动,同时加入按摩穴位等中医手法。 各个关

节方向均活动,每次不少于 10 min,每日 2 次。 二级

为浅镇静病人出现轻微嗜睡,针对该部分病人采取

每日唤醒策略,当病人意识清楚时为病人采取床上

被动躯体运动。 若病人可以自行移动,则请病人配

合研究人员进行躯体活动,病人每次自行活动躯体

时尽量保持较长时间,不少于 120 s。 若病人可进行

下床活动,可辅助病人从床上移动到椅子上,每次不

少于 180 s。 每次运动干预期间,均有康复治疗师在

旁进行指导并监督,保证病人安全。
1. 3摇 观察指标摇 经查阅文献[3 - 5] 得知,握力、获得

性衰弱发病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机械通

气时间和住院时间等指标能较好反映病人接受被动

活动后产生的临床效果。 故本研究收集上述相关数

据来进行评估分析。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一般资料摇 本研究收集并完成病例 66 例,剔
除不合格病例 6 例,共纳入研究 60 例。 干预对象

的平均年龄为 (73. 78 依 12. 93) 岁;其中男 34 例

(56. 7% ),女 26 例(43. 3% )。 观察组和对照组年

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2. 2摇 2 组病人握力变化情况比较摇 干预第 1 天、第
8 天 2 组病人左、右手握力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0. 05)(见表 2)。
2. 3摇 2 组病人获得性衰弱发病率情况比较摇 干预

后观察组病人获得性衰弱发病率(3. 3% )低于对照

组(40. 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字2 = 16. 98,P <

0. 01)。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

分组 n 年龄(x 依 s) / 岁 男 女

观察组 30 73. 38 依 8. 64 18 12

对照组 30 74. 93 依 9. 91 16 14

t — 0. 65 0. 27*

P — >0. 05 > 0. 05摇

摇 摇 *示 字2 值

表 2摇 2 组病人握力变化情况比较(N;x 依 s)

分组 n 左手 右手

第 1 天

摇 观察组 30 90. 13 依 68. 89 98. 42 依 61. 49

摇 对照组 30 101. 76 依 82. 31 105. 53 依 89. 56

摇 摇 t — 0. 59 0. 36

摇 摇 P — >0. 05 > 0. 05

第 8 天

摇 观察组 30 106. 00 依 67. 78 113. 54 依 61. 94

摇 对照组 30 74. 69 依 73. 09 102. 54 依 89. 01

摇 摇 t — 1. 72 0. 56

摇 摇 P — >0. 05 > 0. 05

2. 4摇 干预后 2 组病人 ADL 情况比较摇 干预后观察

组 ADL(15. 98 依 2. 79)高于对照组(4. 72 依 1. 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20. 79,P < 0. 01)。
2. 5摇 干预后 2 组病人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情况

比较摇 干预后观察组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少

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2 组病人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情况比较(d;x 依 s)

分组 n 机械通气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30 3. 57 依 0. 28 7. 03 依 1. 39

对照组 30 7. 61 依 0. 85 13. 94 依 2. 74

t — 24. 73 12. 32

P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经查阅文献[6]得知,我们普通健康人卧床平躺

7 d,握力可降低 20%左右,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

结论的正确性。 对照组病人卧床 8 d 后,握力下降。
说明适当被动躯体运动可有效提高病人的肌力水

平,这对临床 ICU 急危重症病人恢复健康具有很大

的指导意义。 临床上 ICU 这一病人群体比较特殊,
病人病情重、且长期在监护病房,没有家属陪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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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病人心灵和情绪具有很大的考验。 因此让病人

尽快恢复机体功能顺利转到普通病房是每一个医护

人员的共同心愿。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病人获得性衰弱发病

率 3. 3% ,对照组病人获得性衰弱发病率 40% ,充分

说明了被动躯体运动的有效性。 课题组经查阅文

献[8]得知,ICU 病人获得性衰弱的发病率为 25% ~
100% ,获得性衰弱将影响病人机体功能状态,加重

病人病情、延长住院时间,严重者可能导致病死率的

上升。 同时获得性衰弱对部分危重病人,可能持续

时间长达 5 年之久[9]。 加重了病人原有病情的严重

程度,增加病人再入院的风险,同时消耗陪护家属精

力,加重家庭经济负担,严重降低了病人的生活质

量[10],消耗了国家医疗资源。 如果从入院则进行相

关干预,可有效避免获得性衰弱的发生,从源头解决

问题,一劳永逸。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被动躯体运动干预后,

病人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P < 0. 01)。 课题组经查阅文献[11] 得知,对于呼吸

衰竭病人行早期活动干预,可使得观察组病人出院

后其身体机能明显改善高于对照组病人,观察组病

人下床活动距离较对照组增加 65 cm,且只有少于

1% 病 人 出 现 不 良 事 件。 有 学 者 研 究 结 果 表

明[12 - 13],对呼吸衰竭病人行早期活动性干预是安全

的,该方法对于镇静病人同样适用[14]。 临床 ICU 病

人使用镇静药物[8] 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科学、
合理、有效的镇静有利于病人减轻焦虑、躁动等不安

情绪,使得病人机体代谢减慢,病人机体应激反应减

少、机体组织代谢和耗氧量降低,从而使器官组织负

担减轻。 但同时镇静也有负面影响,持续镇静能够

抑制病人呼吸,延长机械通气时间,同时还会产生压

疮等[15 - 16]不良事件。 本研究采用每日唤醒对观察

组病人进行被动躯体运动,可以有效降低上述不良

风险,更好地发挥镇静药物的优势作用,在保证病人

安全的前提下使病人受益。 机械通气时间的降低,
可加速病人自主呼吸功能的恢复,顺利脱机并自主

呼吸对临床 ICU 病人进一步康复治疗来说至关重

要。 住院时间的缩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ICU 病

床紧张的情况,使得临床医疗资源得到有效循环利

用,这对现阶段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来说,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

本研究结合现阶段医疗环境资源紧张的趋势,
从病人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研究目的。 经研究结

果显示,被动躯体运动可有效缓解病人获得性衰弱

的发病率、提高病人肌力水平、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和

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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