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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呼吸阀应用训练在 COPD 患者肺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王 亚，阮艳萍，冯宏钰*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医院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多功能呼吸阀应用训练在 COPD 患者肺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 110 例 COPD 患者，数字表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多

功能呼吸阀应用训练。比较两组护理前和护理后肺功能指标、并发症率。结果 实验组肺功能指标、并发症率和

对照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 COPD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多功能呼吸阀应用训练可改善肺功能，

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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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ulti-functional breathing valve training in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OPD. 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COP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multifunctional respiratory valve application training.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and complication rate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and complication rat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routine nursing combined with multi-functional respiratory valve applica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pulmonary function and reduce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OPD,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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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D 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其特征是持续的、

进行性的气流限制，并伴随着呼吸道和肺对有害的微

粒或气体产生的长期不正常的炎症反应。COPD 以慢

性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这是由于吸烟，职

业性粉尘，空气污染和肺部感染引起的。在我国，COPD
的发病率特别高，尤其是老年人，其预后差。COPD
的发病时间长、可反复发作、逐渐进展，如果不及时

处理、加强护理，将会对肺组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使肺功能受损，尤其是老年人的生存质量下降。在医

学护理方式转型的今天，临床护理不再只注重对病人

的病情的护理，而是对病人的肺部功能进行全方位的

恢复护理[1]。本研究探析了多功能呼吸阀应用训练在

COPD 患者肺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 110 例 COPD

患者，数字表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55。实验组年

龄 61-81 岁，平均（65.41±5.27）岁，男：女=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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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年龄 62-82 岁，平均（65.45±5.01）岁，男：

女=31：24。两组样本比较显示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1）心理护理。积极了解

病人的身体情况及精神状态，鼓励病人参加团体讨论，

耐心聆听，回答病人的疑问，建立自信。（2）环境护

理。保证病房内部的温度在 22℃，湿度在 60%左右，

保证病房的清洁，营造良好的病房环境。（3）开展健

康教育工作。针对病人的不同状况，进行针对性的健

康教育，以帮助病人战胜病痛。（4）氧气疗法。一天

给病人吸氧 14 小时，这段时间要注意用氧的安全，要

调节适当的氧气温度、湿度和浓度，以保证病人的呼

吸畅通。（5）呼吸训练护理。用手按住胸口，让病人

保持舒服的姿势，并做适当的咳嗽动作。如果病人咳

嗽无力，可以让他转过身来，拍拍他的后背，把他的

痰咳出来；引导病人做腹式呼吸等呼吸训练。（6）膳

食和保健。护士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多吃清淡、

低糖、低盐、高热量的食物。（7）康复训练。针对病

人的不同状况，制订适当的锻炼方案，并在日常生活

中做一些诸如散步、太极拳等的康复训练。 

实验组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多功能呼吸阀应用训

练。在上述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多功能呼吸阀应用

训练。多功能呼吸康复排痰阀选择东莞永胜医疗制品

有限公司生产，产品型号：30014071，训练过程，将

阴接头连接部位和咬嘴或面罩连接，阳接头部位则安

装雾化器或镂空（进气口），这个部位有一单向阀，

病人吸气时气体通过进气口、单向阀、阴接头进入到

患者的肺部，而患者呼气时气体经阴接头、出气口排

出到外界。病人于每日三餐后 1 h 小时各训练 1 次，

每次训练时间 15~20 分钟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和护理后肺功能指标、并发症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6.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的比较采取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肺功能指标 
护理前两组肺功能指标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而护理后实验组肺功能指标优化程度大于对照组优化

的程度，P＜0.05。 
表 1  护理前后肺功能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时期 FVC（L） FEV1（L） PEF（L/S） 

实验组 
35 护理前 1.82±0.42 1.85±0.21 3.33±0.51 

 护理后 3.74±1.31 3.21±0.30 5.71±1.11 

对照组 35 护理前 1.87±0.41 1.83±0.22 3.34±0.46 

  护理后 2.41±1.14 2.56±0.21 4.54±1.04 

 
2.2 并发症率 
实验组的并发症率比对照组高 （P＜0.05）。实验

组的并发症 1 例，对照组是 8 例。 
3 讨论 
COPD 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对病人的

身体和生命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慢性阻

塞性肺病患者的肺功能逐渐衰退，对工作和生活品质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另一方面，因病情持续时间长，

病情反复，情绪波动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使病人

和家人在精神上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资料表明，高

龄 COPD 病人多数会影响病人的呼吸功能，导致低氧

血症，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并有较高的致

残率和病死率。做好护理工作，既能提高病人的疗效，

又能改善病人的肺功能，提高病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3]。 

肺功能康复训练主要以呼吸肌肉锻炼为主，通过

吸呼、呼气的连锁反应来提高呼吸肌肉的强度。同时，

适当的锻炼可以增强病人的身体协调性和运动耐力，

既能改善肺呼吸的通气，又能减轻肺部功能，促进呼

吸功能的恢复。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进行肺功能康复

训练，可明显改善肺功能、改善呼吸功能、改善呼吸

困难，并可使病人的运动耐力得到进一步的恢复。由

于整个肺功能康复训练过程中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必

须和病人的家人一起进行[4]。 
其中，多功能呼吸阀训练对慢性 COPD 患者肺功

能和呼吸功能的康复有较好的作用，主要是由于该气

阀由主体、活塞、弹簧、旋钮、连接件等组成，按活

塞的原理，通过旋钮调节压力（0.00-2.45 kPa），在呼

气过程中，可以形成外源型呼气相正压，使气管、细

支气管、肺泡被动地膨胀，并将振动波传导到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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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气道粘液松解，增加流动性，这样，痰液就会通过

纤毛将痰液推进中心气道，解决“痰液运输”的问题。

同时，通过多功能康复排痰阀的辅助呼气相正压，还

可以预防肺泡和小气道的塌陷，或通过促进肺泡、小

气道的复张来促进肺泡通气量和肺泡换气，减轻患者

的缺氧，减轻患者的呼吸困难，增强患者的舒适度。

另外，呼气阀的阻力最大值为 2.45 kPa，病人通过呼气

阀用力呼气，可以锻炼呼吸肌，增强呼吸肌的肌肉力

量，提高血液中的氧气含量，增加病人的自主活动，

可逐渐提高运动耐力[5-6]。老年 COPD 患者病程较长，

病情反复，患者往往会因为急性发作而入院，从而提

高患者的死亡率。因此，在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必须

加强医院的整体管理，尤其是出院后的护理。多功能

呼吸阀是利用振动波剪切力，使痰液排出更好地排出，

同时还能锻炼呼吸肌肉，提高肺部功能，有利于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运动耐力，减轻患者的

不适。吸痰阀门体积小、携带方便、训练方式简便、

安全、时间灵活、训练地点灵活、训练效果显著，有

助于患者出院后进行康复锻炼，增强患者的遵从性，

从而改善患者的康复情况，有效地减少急性发作，降

低再入院率和死亡率[7-8]。 
该研究的成果显示实验组肺功能指标、并发症率

和对照组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综上，COPD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联合多功能呼吸

阀应用训练可改善肺功能，减少患者的并发症，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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