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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价值 

陈世秋 

重庆市城口县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在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护理中康复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 实验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选择 88 例因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而就诊于我院的病人进行调研，参与本次调研病人除针对性

治疗外，还配合护理干预。按照护理方案，将其归纳为 2 个小组，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按照护理方式将其命

名为常规组与研究组。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研究组则采用康复护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

方案实施效果。结果 常规组疾病知晓率与研究组疾病知晓率相比较低，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结论 在
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护理中康复护理应用效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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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silicosis complicated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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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silicosis 
complicated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88 patients 
with silicosis complicated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o 
targeted treatment, the patients also cooperated with nursing inter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pla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4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y we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he way of nursing. The nursing scheme adopted by the routine group was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study 
group adopt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nursing schemes. Results: 
the disease awareness rat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silicosis complicated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s excellent. This sche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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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英文全称为 pulmonary silicosis，此疾病是

临床常见且多发的疾病，此疾病和病人长时间大量吸

人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有关，进而导致病人肺部发生结

节性纤维化改变[1]。矽肺是尘肺最为常见且危害性最大

的一种慢性进展性疾病[2-3]。据有关资料证实，前来我

院进行就诊的矽肺病人均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两

种疾病合并后会诱发与引起呼吸困难、咳痰、咳嗽以

及气促等表现，严重者还会出现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临床治疗中以对症治疗

为主，以护理干预为辅助，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提高治

疗效果，改善临床症[4-5]。通常情况下，临床常用护理

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但我院为了提高护理质量则采

用康复护理，为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

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选择 88 例因矽肺合

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而就诊于我院呼吸科的病人进行

调研，具体实施情况、结果分析，如下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期间选择 88 例

因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而就诊于我院的病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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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研，参与本次调研病人除针对性治疗外，还配合

护理干预。按照护理方案，将其归纳为 2 个小组，每

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按照护理方式将其命名为常规组

与研究组。常规组（44）例病人中，参与本次调研病

人均为男性病人，年龄在 45 岁至 76 岁之间，中位年

龄为 60.59 岁。研究组（44）例病人中，参与本次调研

病人均为男性病人，年龄在 46 岁至 76 岁之间，中位

年龄为 60.62 岁。本次实验均在病人知情且同意情况下

进行，所有病人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最后，实验须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实验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即为

基础护理，从饮食健康教育几个方面进行。 
研究组则采用康复护理，具体如下：（1）心理康

复护理干预：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具备病程漫

长的特点，疾病发生后呼吸道症状显著，而且容易反

复发作，大多数病人在疾病作用下而出现焦虑、抑郁

等情绪反应，为此护理人员要对病人实施心理情绪反

应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心理护理方案，引导病人

讲述出心中的苦闷，给予肯定后再进行安慰，帮助病

人纾解心结。（2）呼吸肌功能训练：日常护理中护理

人员要指导病人用嘴呼吸、用鼻子吸气，保持胸廓不

动，吸气时间短，呼气时间长，另外还应指导病人进

行浅呼深吸，不能用力，在呼气时候嘴唇做口哨状，

延长呼气时间，从而提高与改善病人呼吸深度。（3）
间断训练：矽肺合并慢阻肺病人存在呼吸困难情况，

大多数病人都难以完成训练，为此护理人员要制定 1：
1 休息时间、运动时间，按照合适的时间比例对病人实

施训练，有效的预防病人乳酸在肌肉中聚集及呼吸困

难的发生，另外护理人员应针对病人的个体差异性设

定运动强度，如保健体操、太极拳、散步以及力所能

及的家务劳动等，活动开始前先吸气以增加通气量。

（4）健康教育：根据病人文化水平，对病人实施健康

教育，为病人普及与疾病有关的常识。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将对比护理结果：（1）护理满意评分结

果：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价，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

对于本次护理满意度越高，此评分问卷为百分，以病

人自评方式进行。（2）护理配合程度：护理人员进行

打分，总分值为百分，点评分数越高证明病人护理程

度越高。（3）症状改善有效率：采用显著、显效、无

效方式表述，显著：说明病人临床症状显著改善，显

效：说明病人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无效：上述情况均

为达到。（4）疾病知晓率：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价，

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疾病知晓率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进行讨论，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处理

数据，正态计量数据用“Mean±SD”表示，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n=40 例病人，发放与回收 40 份有效问卷，

经统计病人满意本次护理，同时给予 80.25±1.32 分护

理评分；研究组：n=40 例病人，发放与回收 40 份有效

问卷，经统计病人满意本次护理，同时给予 90.11±1.29
分护理评分，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与研究组护理

满意评分结果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两组对照差异

明显，（P<0.05）。 
2.2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配合程度对照 
常规组：n=40 例病人，经评价病人能够配合本次

护理，护理配合程度得分为 75.69±1.32 分；研究组：

n=40 例病人，经评价病人能够配合本次护理，护理配

合程度得分为 88.62±1.12 分，常规组护理配合程度评

分与研究组护理配合程度评分对照，前者较低后者高，

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3 常规组、研究组症状改善有效率对照 
常规组：n=40 例病人，经统计病人症状显著改善

者：n=18 例、症状显效改善者：n=12 例、症状无改善

者：n=10 例，有效率为 30/40（75%）；研究组：n=40
例病人，经统计病人症状显著改善者：n=26 例、症状

显效改善者：n=13 例、症状无改善者：n=1 例，有效

率为 39/40（97.5%），常规组有效率为 30/40（75%）

明显低于研究组有效率为 39/40（97.5%），两组对照

差异明显，（P<0.05）。 
2.4 常规组、研究组疾病知晓率对照 
常规组：n=40 例病人，经统计病人能够掌握与疾

病有关的常识，疾病知晓率为 78.61±1.29 分；研究组：

n=40 例病人，经统计病人能够掌握与疾病有关的常识，

疾病知晓率为 88.62±1.31 分，常规组疾病知晓率与研

究组疾病知晓率相比较低，两组对照差异明显，

（P<0.05）。 
3 讨论 
矽肺又称硅肺，是尘肺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是由于长期吸入大量游离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以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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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广泛的结节性纤维化为主的疾病[6]。矽肺是尘肺中最

常见、进展最快、危害最严重的一种类型。一般情况

下，早期可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随着病情的进展可

出现多种症状。气促常较早出现，呈进行性加重。早

期常感胸闷、胸痛，胸痛较轻微，为胀痛、隐痛或刺

痛，与呼吸、体体位及劳动无关。胸闷和气促的程度

与病变的范围及性质有关。早期由于吸入矽尘可出现

刺激性咳嗽，并发感染或吸烟者可有咳痰。少数患者

有血痰。据有关资料证实，前来我院就诊的矽肺病人

均存在合并慢阻肺疾病等情况。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在临床治疗中以对症治疗为主，以护理干预为

辅，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临床症

状。通常情况下，临床常用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

方案，这种护理方案在实施期间，虽然有效，但作用

不太理想。为了提高护理质量，我院呼吸科采用了康

复护理干预。康复护理干预中，首先对病人实施心理

康复干预，结合病人负性情绪反应评分结果制定精神

康复内容、心理康复内容，进而改善病人负性情绪反

应，帮助病人树立治疗的自信心。另外，在配合呼吸

训练，可改善病人呼吸频次，使病人能够有效呼吸。

再配合健康教育，可提高病人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

进而提高病人重视程度，提高护理配合程度。 
综上所述，在矽肺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护理中

康复护理应用效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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