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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阶梯性疗法对急危重症患者临床疗效及负面情绪的影响

陈汶娟 、 王海霞 、 周琼玉

【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呼吸阶梯性疗法对急危重症患者临床疗效及负面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住院治疗的 72 例急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36 例患者予以传统呼吸治疗，观察组 36 例患者予以呼吸

阶梯性治疗，观察对比两组患者复苏成功率、气管切开率、呼吸恢复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治疗前

后的生命体征、治疗后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复苏成功率（94.44％）高于对照组（72.22％）（P< 0.05），观察组患者气管切开率（2.78％）低于对

照组（19.44％）（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HR、DBP、SBP 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呼

吸恢复时间、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呼吸阶梯治疗可有效提高急危重症复苏成功率，降低气管切开率，维持生命体

征稳定，促进呼吸恢复，减轻患者负面情绪，进一步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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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spiratory step therapy on clinical efficacy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nd 
critical illness　　CHEN Wenjuan，WANG Haixia，ZHOU Qiongyu. Critical Care Department，Hebi Coal Industry
（Group）CO. ，LTD. General Hospital，Hebi 458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espiratory step therapy on clinical efficacy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nd critical illness Methods　A total of 72 patients with acute and critical illness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October 2020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36 cases）were given traditional breath therap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36 cas-

es）were given respiratory step therapy. The recovery success rate，the rate of tracheotomy，breathing recovery time，

hospital stay，and self-evaluation of vital signs and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SDS）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uccess 

rate of resuscit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94.44％）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72.22％）（P<0.05），

and the tracheotomy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2.78％）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19.44％）

（P<0.05）. HR，DBP and SBP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respiratory recovery time and hospital stay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SAS and SD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spiratory step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resusc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and critical illness，reduce the rate of tracheotomy，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vital signs，promote respiratory 

recovery，reduc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and further shorten the hospital stay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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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在急诊科中较为常见，一般是由多种

内科疾病或外伤所致，大部分患者伴有低氧血症、

呼吸功能障碍等，具有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

死亡率高等特点［1-2］。急危重症患者在疾病、有创治

疗、治疗费用等因素的影响下，普遍存在强烈的负

面情绪，例如焦虑、绝望、自卑、抑郁、烦躁等，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疾病转归。急危重症患者在

抢救期间面临着呼吸障碍等危险，抢救期间加强呼

吸管理，改善低氧血症，促进呼吸等生命体征恢复

正常极为重要［3-4］。呼吸阶梯性治疗是一种综合性较

高的呼吸抢救技术，根据患者呼吸情况可予以阶梯

方式治疗［5-6］。基于此，本研究选定本院收治的 72
例急危重症患者，旨在探讨呼吸阶梯性疗法对急危

重症患者临床疗效及负面情绪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 2017 年 10 月～2020 年 10 月住院治疗

的 72 例急危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 18 周岁。②均伴有呼吸障碍、低氧血症等；

③病历资料完整、齐全。④家属均知情，已签署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者；②合并帕金森、

痴呆、人格分裂症者；③失血性休克者；④合并严重

器质性病变者。本研究已得到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36
例）：女性 12 例、男性 24 例；年龄在 21～76 岁，平

均（43.62±6.84）岁；发病时间在 1～8h，平均（4.52
±3.11）h；疾病类型：19 例呼吸心搏停止、17 例创

伤；体重在 52-76kg，平均（64.82±9.44）kg；NYHA

分级：18 例 II 级、12 例 III 级、6 例 IV 级。对照组（36
例）：女性 14 例、男性 22 例；年龄在 23～75 岁，平

均（43.57±6.71）岁；发病时间在 2～7h，平均（4.58
±2.08）h；疾病类型：20 例呼吸心搏停止、16 例创

伤；体重在 54～75kg，平均（64.75±9.29）kg；NYHA

分级：16 例 II 级、13 例 III 级、7 例 IV 级。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传统呼吸治疗：根据患者呼吸

困难程度，决定呼吸支持程度，予以完全通气支持、

气管插管、无创机械通气、面罩吸氧等呼吸支持治

疗。

观察组患者予以呼吸阶梯性治疗：①第一阶段：

徒手支持。协助患者采取复苏体位，将患者放置在

坚硬的抢救床上，取平卧位，保持躯干以及头颈部

为相同轴面，将双上肢置于身体的两侧，展开心肺

复苏。对于没有颈椎损伤的患者，则通过仰头、抬

颌的方式开放气道，及时清除干净呼吸道的分泌

物。对于颈部创伤的患者，则通过托颌方式、咽喉

导管清除干净口腔中的异物，对于存在假牙松动的

患者，应将假牙取出，防止假牙脱落，保持呼吸道

通畅。②第二阶段：氧疗支持。首先，予以鼻塞吸氧

或鼻导管吸氧治疗。而后予以面罩给氧、呼吸道支

持、气管插管等治疗，通过呼吸囊 - 面罩控制自主

呼吸。对于呼吸道受损的患者，不可采用气管插管

治疗，否则会加重病情，应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气道

构建。③第三阶段：创伤气道，适用于不同原因导致

的呼吸系统原发损伤、喉梗阻治疗中。采用环甲膜

穿刺、气管穿刺等方式进行呼吸道管理，进行气道

构建，同时切开气道，构建呼吸通路，必要时可通

过气管扩切术治疗。④第四阶段：机械通气。进行气

道构建之后，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采用呼吸机进

行呼吸支持治疗。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复苏成功率比较：自主呼吸以及

意识复常，存在大动脉搏动为显效。自主呼吸以及

意识接近正常，存在微弱的大动脉搏动为有效。自

主呼吸、意识、大动脉搏动无变化、无好转为无效。

复苏成功率 = ［7-8］。（2）两组患者

气管切开率比较：气管切开例数除以每组对应总例

数，乘以 100.00％，即为气管切开率。（3）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生命体征比较：包括心率（HR）、舒张压

（DBP）、收缩压（SBP），三项指标均测量 3 次，取

平均值作为最终诊断结果。（4）两组患者呼吸恢复时

间、住院时间比较。（5）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评分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焦虑情绪：包括 20 项，

每项按 1～4 级评分，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5）采用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分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抑

郁情绪：包括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53～62 分

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

度抑郁。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SPS26.0 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数

据用［n（％）］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数

据用（x±s）表示，比较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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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患者呼吸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呼吸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呼吸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呼吸恢复时间（min） 住院时间（d）

对照组（n=36） 62.62±9.65 10.92±1.65

观察组（n=36） 45.26±5.11 7.63±1.17

t 9.539 9.759

P 0.000 0.000

2.5　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后SAS评分和SDS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n=36） 46.52±3.29 42.82±4.16

观察组（n=36） 31.62±1.05 33.62±1.54

t 25.887 12.444

P 0.000 0.000

3　讨论

急危重症患者普遍存在不同程度气道梗阻、无

自主呼吸、呼吸功能障碍等症状，应及早进行氧气

支持治疗，加强呼吸道管理，帮助患者呼吸功能在

最短的时间内恢复［9-10］。传统呼吸治疗以开放气道、

保持呼吸道通畅为主，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病

情，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选择呼吸支持的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机体缺氧等问题［11-12］。但是传统呼吸

治疗不能保证治疗方案的全面性、系统性，存在盲

目性、随意性强等特点，且呼吸支持、抢救期间由

于疾病复杂，往往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浪费大量的

医疗资源，现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呼吸阶梯性治疗是一种多步骤的操作方式，治

疗过程从徒手到机械，从简单到复杂，可最大限度

的减轻对机体的刺激和伤害。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复苏成功率（94.44％）高于对照组（72.22％），

观察组气管切开率（2.78％）低于对照组（19.44％）

（P<0.05），提示呼吸阶梯治疗可有效提高急危重

症患者复苏成功率，降低气管切开率，呼吸阶梯性

治疗根据患者病情选择针对性的呼吸支持治疗，从

无创到有创，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为下一呼吸阶

梯治疗奠定基础，有助于缩短抢救时间，提高复苏

成功率，可预防由于盲目呼吸支持而引发的不良事

件［13-14］。本研究结果同样发现，观察组治疗后 HR、

DBP、SBP 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呼吸恢复时间、住

院时间短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提示呼吸阶梯治疗可

维持急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促进呼吸恢复，

减轻患者负面情绪，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呼吸阶梯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复苏成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复苏成功率（94.44％）高于对照

组（72.22％）（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气管切开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气管切开 1 例，切开率为 2.78％，

对照组患者气管切开 7 例，切开率为 19.44％，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63，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命体征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R、DBP、SBP 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R、

DBP、SBP 水平较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生命体征改

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1　两组患者复苏成功率比较 ［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复苏成功率

对照组（n=36）11（30.56） 15（41.67） 10（27.78） 26（72.22）

观察组（n=36）15（41.67） 19（52.78） 2（5.56） 34（94.44）

χ2 -- -- -- 6.400

P -- -- -- 0.011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命体征比较（x±s）

组别
HR（次/min） DBP（mmHg） SBP（mmHg）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36） 108.66±10.26 95.62±9.62* 79.62±9.64 75.62±5.62* 116.29±12.34 109.62±9.64*

观察组（n=36） 108.16±10.41 81.26±5.16* 78.55±9.59 70.26±3.46* 115.92±12.33 91.26±2.34*

t 0.205 7.893 0.472 4.873 0.127 11.105

P 0.838 0.000 0.638 0.000 0.899 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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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治疗在第一阶段通过体位复苏，可调节机体血氧

分压、吸氧能力，具有操作简单、无创伤等优点，

可保证机体的正常通气，防止呼吸道分泌物等阻塞

气道而引发误吸，在促进呼吸功能恢复的同时，不

会加重患者心理不良情绪，随着呼吸功能的恢复，

患者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也会逐渐消退。呼吸阶

梯性治疗把呼吸治疗方式分为多个小环节，在各个

小环节中对患者进行呼吸复苏治疗，呼吸复苏治疗

方案层层递进，保证了复苏抢救效果，帮助患者呼

吸功能及早恢复正常，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住院时间，

降低了治疗成本，减轻了患者及家属的心理负担和

经济压力［15］。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样本容量较小，对结

果的普遍性、一般性有所影响，故仍旧需要临床进

一步扩大样本容量、进行随访研究，为评估呼吸阶

梯性治疗在急危重症抢救中的应用效果提供更为科

学的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急危重症患者加强呼吸阶梯性治疗，

可有效提高复苏成功率，降低气管切开率，促进呼

吸恢复，稳定生命体征及改善心理情绪，有助于患

者及早出院，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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