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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打鼾并非睡得香
危害身体需及早就医

在日常生活中，打呼噜已成
为众人见怪不怪的一种“常态”，
更有不少人认为呼噜声越响就
代表着睡的越香，但长期如雷般
的鼾声却让同眠者苦不堪言、难
以入眠，也使打鼾者尴尬无奈。
而所谓睡得香甜，实则却为疾病
信号。如若夜间打鼾时呼吸停
止，出现憋气，甚至突然坐起，有
窒息或濒死感，则极可能患有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睡觉张着大嘴、鼾声如雷
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常见
的症状之一。”金乡县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科主任
张志国称，有的人之所以会打
鼾，主要是由于在呼吸过程中，
管道中存在障碍或狭窄时，气体
的流动就会受到影响，局部的紊
乱气流和由此导致的管壁振动
就会产生声音。其原理犹如吹口
哨般，吹的缝隙越小，声音越响。
而在连续的打呼噜过程中，如若

突然停止一次，然后继续打，这
便是出现了呼吸暂停，即为医学
上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打呼噜的人睡眠质量并不
高，睡八小时相当于正常人睡眠
2小时，所以会有疲惫之感。”问
及打呼噜的危害，张志国则表
示，呼吸道受压变窄，可使氧气
呼入量大幅减少，由平均400ml-
500ml降为100ml-200ml，进而
导致血液氧含量下降，脑供氧不
足。让患者出现白天嗜睡、注意
力不集中、晨起头痛、记忆力减
退、认知障碍、性格改变等神经
精神症状。长期间断缺氧使冠状
动脉收缩，在此基础上易引发心
绞痛，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夜间
猝死。

据了解，该病症多发于肥
胖者、男性、老人、孕妇、儿童、
绝经后妇女及脖子粗短、脸颊
两侧有赘肉等具备打鼾面容
特征的群体，所以如出现白天
不明原因的疲倦、打瞌睡；夜
间出现明显心律不齐等症状
的患者需尽快到专业正规的
医疗机构就诊。

睡眠监测仅需睡上8小时
精准治疗让患者次日精力充沛

“单纯常年习惯性打呼噜的
人，四分之一以上都患有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其中80%的人自
己并不知道。”为正确了解该病
症，除科普宣教外，金乡县人民
医院睡眠呼吸疾病门诊的开设
更是为患者提供了一个精准诊
疗平台。

“当时患者前来就诊时，坐
着不动就会打瞌睡，精神状态也
十分差。”张志国称，十余年的病
史让一位50多岁的患者备受困

扰，随着体重增加至200斤，其疲
乏、精力不集中等病症越发明
显，已影响到日常生活。为尽快
找准病因解除困扰，通过结合病
史、体征与多导睡眠监测结果，
予以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而
今，使用无创气道正压通气治疗
后的患者每晚睡眠不再打鼾，第
二日神清气爽、精力充沛，体重
也有所下降。

“睡眠监测可使诊疗更加
精准，患者仅需佩戴睡眠监测
睡眠8小时即可完成。”张志国
介绍，目前医院现有便携式睡
眠呼吸检测仪与多导睡眠呼
吸检测仪两种，其中便携式睡

眠呼吸检测仪可由患者带回
家中使用，在家睡上一觉即可
记录体动、鼾声、鼻气流等数
据，从而得到更加精准的无线
监测数据。而无创气道正压通
气治疗，实为呼吸机疗法，即
通过压缩并湿化空气后，经患
者鼻部面罩正压输入上气道，
从而解除呼吸暂停症状。

为使更多患者得到更加精
准、优质的诊疗服务，科室不断
深耕医学领域，从胸腔镜介入治
疗到呼吸介入治疗，实现每年开
展新技术，每年都有新进展的目
标。让患者大病不出县，看病更
便捷。

打鼾并非睡得香，潜在疾病需注意
金乡县人民医院睡眠呼吸疾病门诊特色诊疗助患者“睡好觉”

打呼噜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不少人认为打呼噜就是睡的
沉、睡得香，殊不知它是一种潜在的疾病，与失眠同属于睡眠障碍性
疾病，严重者可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率失常、心肌梗死、心绞痛以
及内分泌等疾病。为及早干预，解决患者困扰，金乡县人民医院特设
睡眠呼吸疾病门诊及睡眠监测中心，通过多导睡眠监测综合判定，
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帮助患者夜间睡眠顺畅呼吸，告别“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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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17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何双胜 ) 近
年来，任城区妇幼保健院开展的
产后家庭式亲情护理服务，从医
院延伸到家庭 ,有效助力产后妈
妈健康恢复，产妇足不出户便可
以享受专业的产后康复护理，受
到广大产妇们的普遍欢迎，同时
也成为了任城妇幼中医产后康复
科的特色服务品牌。

今年受疫情影响，任城区妇幼
保健院在春节过后暂停了此项亲情
服务。时隔9个多月，随着疫情防控
常态化管理和医院规范化防护措施
的有效落实，任城妇幼产后康复上
门亲情服务按下“重启键”，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继续为产后
妈妈们提供上门服务。

据了解，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疫情防控期间的产后家庭式亲情
护理服务将严格执行各项防控措
施。进门前，服务人员会随身携带
消毒液，并对自身进行消毒，同时
告知被服务对象自己体温，在进
入服务对象家中之后首先洗手，
避免通过触碰门把手、电梯等传
播病毒。全程佩戴一次性口罩、鞋
套。此外，医院产后康复科将在严
格保护服务对象隐私的情况下记
录外出行程，对密切接触者进行
备案登记，确保每一位服务对象
的安全。

为保证产后家庭式亲情护理服
务的服务质量,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专门挑选了从事产后护理20多年、
经验丰富的主管护理师负责此项工

作。从抱孩子、哺乳的姿势到婴儿洗
澡的水温调试、洗澡方法；从婴儿包
裹、穿衣到母乳喂养；从产妇生活起
居注意事项到康复锻炼内容；甚至
从房间的空气流通到温度调节……
产妇康复的所有细节,护理师都将
给予具体的讲解、示范和手把手指
导。同时上门服务人员将会运用国
际先进的产后康复标准和产后康复
技术，针对产后妇女进行子宫复旧、
卵巢保养、乳腺疏通(或催乳)、腰部
疲劳、产后腹部、臀部、大腿、小腿形
体恢复等一系列服务，另有各种手
法按摩，有效缓解产后所产生的各
种疲劳，以此减轻产妇身体的各种
疼痛，从而促进产后皮肤弹性的恢
复，使产后妈妈们的身心更好更快
的恢复至未孕之前的状态。

零距离接触，心贴心服务
任城区妇幼保健院重启产后家庭式亲情护理

本报济宁9月17日讯
(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王良身) 近日，汶上县苑
庄卫生院根据上级通知要
求，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建
设了发热哨点诊室，严格
落实“四早”“四集中”原
则，并组织院内医务人员
和全镇村医人员学习了

《济宁市应对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医疗救治工作方
案》及《新型冠状病毒诊疗
方案(试行第八版)》。

此外，卫生院还组织
召开了临床、护理、预检工
作会议，会后副院长王良
身带领与会人员来到预检

分诊岗位，要求预检分诊
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严格
执行预检分诊制度“五个
一”，一旦发现发热和呼吸
道症状的患者及时引导至
发热哨点。

在卫生院发热哨点的
留观室、治疗室、诊室、更衣
室，王良身就房屋设施、设
备的配备、人员防护、规范
工作流程、预检接诊处置等
进行了详细培训讲解，进一
步提升医护人员在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常规
院感防控的意识和应急处
理能力，为2020年秋冬季疫
情防控夯实基础。

本报济宁9月17日讯(记
者 李锡巍 通讯员 张
格红) 15日，为落实医院
核心制度和等级医院评审
条款及持续改进监管，进
一步提高全院医护人员整
体素质和医疗操作水平，
实现全员徒手心肺复苏操
作达标，汶上县杨店医院进
行了一场情景逼真的心肺
复苏实践操作演练。

“喂，你怎么啦！”“快
来人啊，准备抢救”随着呼
救声响起，医护人员迅速
判断是否丧失意识，有无
自主呼吸、脉搏，进行胸外
心脏按压，清理口腔异物，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操
作，为尽早建立循环赢得

宝贵时间。现场医护人员
镇静面对，凭借扎实的基
本功和熟练操作，充分展
示了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的
应急能力和抢救技能，急
救演练在紧张有序的氛围
中顺利完成。

演练结束后，杨店医
院院长郑磊就操作过程有
针对性的做了指导及点
评，总结了操作过程中出
现的不足以及防范措施。
号召全院职工以此活动为
挈机，在以后的工作中更
加熟练的掌握心肺复苏急
救等操作要领，以过硬的
本领，良好的素质，优质的
服务，更好的为保障群众
健康做出贡献。

落实发热哨点建设

疫情防控不松懈

开展心肺复苏急救实景演练

提升医护人员突发应急能力

本报济宁9月17日讯(记者 李
锡巍 通讯员 姜静静) 秋冬季
节冷热交替、昼夜温差悬殊，极易
感冒进而并发肺炎，儿童和老年人
是肺炎的高危人群，他们抵抗力
弱、适应性差，济宁市疾控中心温
馨提示：秋冬季节要做好个人防
护，预防肺炎感染。

肺炎是目前十分常见的一类
呼吸道疾病，常见的临床症状主要
有咳嗽、咳痰、寒战、发热，或伴有
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危重患者

还可能出现休克的临床表现甚至
危及生命。根据不同的病原体感
染，人体还可能有不同的临床表
现。其中老年人和儿童由于免疫力
较弱，肺炎链球菌相关的疾病很容
易找上门。接种肺炎疫苗是预防肺
炎球菌性疾病最经济、最直接、最
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感染肺
炎并因此增加死亡的风险。目前国
内批准上市的肺炎疫苗有两种：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PCV13)和23
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PPV23)，一

般5岁以下儿童接种13价肺炎结合
疫苗，老年人接种23价肺炎多糖疫
苗。

除接种疫苗外，日常生活中还
要注意保持室内环境的卫生、通
风；注意保暖，随时调整衣物的增
减；多喝温水，清淡饮食、以营养丰
富的食物为主，多吃当季新鲜蔬
菜、水果；坚持适当的运动锻炼，比
如散步、慢跑、打球、游泳等，能显
著提高身体素质。如有不适症状及
时就医并做好个人防护。

秋冬季节，如何预防感染肺炎
济宁市疾控中心提醒，这些预防措施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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