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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32 例大内科临床治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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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主要是针对大内科临床治疗中 32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疗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方法 在
医院中选择 32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查

看患者的治疗结果，治疗结果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患者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是患者的血气情况，进而判

断出患者的临床治疗情况。结果 通过这些患者治疗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治疗有效的患者数量为 31 例，患者的

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6.9%；在治疗结束之后，患者体内的二氧化碳含量以及氧气含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因

此，综合来看，患者的治疗结果较为显著，也较为理想。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在进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者治疗的时候，大内科临床治疗的方法有着较强的有效率，而且这种治疗方法可以使患者的身体情况得到调

整，因此这种治疗方法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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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treatment of 32 case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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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mainly aims at the treatment of 32 cases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major internal medicine the situation is analyzed and studied. Methods: 32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ere selected in hospital, tak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measures for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 and check the treatment results of the patient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It mainly analyzes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pati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lood gas of patients situation, and 
then judg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Resul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results of these patients,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effective treatment is 31, and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is 96.9 %; 
After treatment, the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of patients decreased obviously, and the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increased obviously, in this regard, on the whole, the treatment results of patients are remarkable and ideal. Conclusion: 
Through this study, we can it can be seen that whe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of major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s are strong the effective rate, and the patient's physical 
condition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o this treatment method has a better high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32 cases; Clinical 
Treatment; Treatment Analysis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属于呼吸系统的一种疾病类型，

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为咳嗽、气短、喘息、胸闷

等等，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不仅会使患者的日常生活

受到影响，也会对患者的行动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

这种疾病很有可能造成患者的死亡，因此需要及时进

行疾病的治疗。在这种疾病急性期结束之后，患者的

临床症状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患者的肺部仍旧

是处于恶化的状态，从而使得患者的肺功能受到影响，

而且患者的疾病会出现多次反复的情况，这是因为患

者身体的免疫功能、防御功能遭到了破坏。对于这种

情况，医院要将患者的疾病情况总结起来，采取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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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措施促使患者的情况得到改善。本文主要是针对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中大内科治疗方法的效果进行

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医院中选择 32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这

些患者中男性患者的数量为 26 例，女性患者的数量为

6 例，患者的年龄在 37-7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5
±1）岁左右。医护人员将这些患者的病情、身体情况

进行登记，之后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

方法，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根据患者的治疗结果进行

治疗方法有效性的查看。 
在进行患者选择的时候，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衡

量：第一是让患者的身体情况处于可控的状态，且患

者身上不存在其他类型的疾病，也不存在并发症的情

况；第二是患者的身体机能处于良好的状态，患者可

以主动的将自己的感知情况、身体情况表述出来；第

三是患者及患者家属对本次研究的事项具有全面的了

解，且患者本人已签署同意书。 
1.2 方法 
1.2.1 稳定期治疗 
让患者吸入受体激动剂，像特布他林，在吸入的

时候，需要控制每次吸入的量在 100-200mg 之间，使

用的频率为每天 8 次左右，这样可以使患者的症状情

况得到有效的缓解；给患者使用抗胆碱药物，像异丙

托溴铵，这种药物的吸入量需要控制在 40-80mg 之间，

每天使用 3-4 次左右，这样可以使患者的身体情况得

到明显改善[1]。 
1.2.2 急性期治疗 
急性期的治疗主要是分为四种： 
第一种，一般治疗。让患者保证自己的休息，同

时医护人员需要对患者的饮食情况进行控制，尽量使

患者食用一些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食物，若是患者处

于不能进食的状态，就需要给患者进行营养物质的注

射[2]。除此之外，医护人员也需要对患者体内的电解质

情况进行关注，确保患者的电解质处于平衡的状态。 
第二种，药物治疗。若是患者的呼吸较为困难或

者是患者的咳痰量过多，医护人员就可以结合患者的

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抗菌类药物，像大环内酯类药物，

使患者的身体情况得到调整与改善。 
第三种，呼吸治疗。如果患者出现喘息严重的情

况，医护人员就可以通过一些支气管舒张药物的使用

使患者的喘息情况得以平复，像沙丁胺醇，可以雾化

的形式让患者吸入这种药物[3]；在治疗的过程中，祛痰

类药物的使用必不可少，使患者呼吸道内部的痰量得

以较少；同时也可以采用机械通气的方式进行辅助治

疗，使患者呼吸机的负荷量减小，也使患者的肺部充

气情况得到缓解。 
第四种，吸氧治疗。如果患者的疾病情况较为严

重，医护人员就需要通过控制性吸氧治疗的方式进行

患者疾病的控制[4]。在吸氧治疗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需

要对吸氧罩内部的气体成分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控制

的时候要将患者的身体情况结合在内，防止患者出现

氧气中毒或者是二氧化碳中毒的情况。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观察的指标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患

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另一种是患者体内的血气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涉及的数据分析均是采用 SPSS22.0版本

的统计学软件进行，其中患者治疗的有效率是通过“%”

的形式来体现，患者治疗前后血气情况的变化程度是

通过“P”的形式来体现。 
2 结果 
通过本文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大内科临床治

疗之后，患者的疾病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患者的

治疗效果如表一所示，患者治疗前后血气情况的对比

如表二所示。 

表 1  患者的治疗效果 

类别 患者人数 治疗高效 治疗有效 治疗无效 有效率 

--- 32 13 18 1 96.9% 

表 2  患者的血气情况 

类别 二氧化碳 氧气 

治疗前 50.08±4.73 80.91±7.24 
治疗后 26.38±3.74 96.13±4.29 

P ＜0.05 ＜0.05 

 
3 讨论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产生与患者的呼吸道有着很

大的关系，若是患者的呼吸道出现气流受阻的情况，

就会引发出这种疾病。这种疾病与患者的行为习惯有

着直接的关联。根据相关的调查可以发现，长期吸烟

的人群患上这种疾病的概率比较高[5]。一旦人们患上了

这种疾病，其的日常生活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需

要及时进行疾病的治疗。 
本文主要是针对大内科临床治疗方式的效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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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过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这种治疗方法的有效

率偏高，可以达到 95.0%以上，而且在这种治疗方法

的影响下，患者体内的血气情况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氧化碳的含量有着较大幅度的降低，氧气的含量也

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就使得患者的身体情况、疾病

情况得到有效的控制与改善。 
通过本文进行的研究可以发现在进行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临床治疗的时候，大内科的治疗方法较为有效，

因此这种治疗方法值得在后续的治疗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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