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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科技  呼吸治療師  黃淑玲

摘要

呼吸肌訓練研究始於1976年 Leith 和 Brodley 二位學者，而近十多年來，在其他國

家的預防保健醫療或急性後期照護醫療領域，已將呼吸肌訓練從應用在心、肺疾病個案

延伸到神經肌肉疾病個案的吞嚥訓練與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改善。台灣醫療界開

始呼吸肌訓練始於為降低呼吸照護中心 (respiratroy care center, RCC) 呼吸器脫離後續發

生的呼吸器重置率，因為此類個案無法成功呼吸器脫離的原因大多是由於長期使用呼吸

器而造成的呼吸肌無力。隨著長照法通過後，國內醫療成員也開始檢視居家長照法內所

涉及的相關照護而延續醫院端的心肺復健單位的照護，包括延續性或居家個案能否建立

自主性的呼吸效能與惡化的預防。這些相關肺復原計畫也與呼吸肌訓練有關，因此呼吸

肌訓練的臨床應用與發展，也會受到關心肺復原技術臨床成員的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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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法

壹、呼吸肌在人體的功能 

呼吸肌分為吸氣肌 (主為橫膈肌、外肋
間肌) 與呼氣肌 (內肋間肌、腹外斜肌、腹內
斜肌、腹橫肌、腹直肌)。因肺臟本身沒有
肌肉，需靠呼吸肌群協助氣體在呼吸道的進

與出，為了維持生命與肢體活動的存續，必

須自空氣中攝取人體器官新陳代謝及各部肌

肉收縮所需要的氧氣，排出組織代謝所產生

的二氧化碳，以維持人體動脈血液中氣體和

酸鹼值的平衡。

一、呼吸肌在人體具備兩大功能

（一）呼吸功能

影響呼吸中的容積量、氣體交換、壓

力、瞬間吸吐流速大小。

（二）非呼吸功能

包括運動中熱氣的排放、 說話清晰度與

音量、呼吸道清潔與通暢、咳嗽強度、吞嚥

功能、運動強度與耐受力、軀幹活動的穩定

度與四肢的投射力、身體動態的負重能力。

當然，人體也會隨著呼吸肌力、年齡老

化、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疾病、神經肌肉系

統疾病等因素而弱化上述呼吸肌相關功能，

進而間接或直接提升急性或慢性呼吸衰竭的

機率風險。

貳、呼吸肌力與測量

1976年 Leith 與 Bradley 將骨骼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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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運用在呼吸肌上1。主張呼吸肌群的肌

力可藉由運動訓練而更提升其肌力與耐力， 
而呼吸肌肌力是指吸氣與呼氣時之最大用

力收縮的力量，可以通過壓力儀器的測量 
(圖一)。測量方法大多以口部最大呼吸壓力 
(圖二)(maximal respiratory pressure) 表示，
且分為最大吸氣壓力 (maximal inspiratory 
pressure，PImax) 與最大吐氣壓力 (maximal 
expiratory pressure， PEmax)2。

改善3。

參、呼吸肌訓練的應用族群

近十幾年在英國醫療界將呼吸肌訓練分

為4：呼吸肌基本訓練 Fundamental Training 
(圖三) 與呼吸肌功能訓練 Functional Training 
(圖四)。

圖一  壓力測量儀器

圖三  呼吸肌基礎訓練

圖四  呼吸肌功能訓練

圖二  口部最大呼吸壓力測量

近年國外各相關醫學會依各疾病管理

方式，建議接受做呼吸肌訓練的標準稍有

不同，但所定義吸氣肌力不足，約為 MIP < 

60 cm H2O or < 50% pred. 或吐氣肌力不足為 

MEP < 60 cm H2O 或 < 70 cm H2O，且以之

做為建議呼吸肌的訓練條件。

另外，在國外醫療機構的研究文獻，也

證實吐氣肌肉訓練有助於吞嚥與咳嗽能力的

台灣近年開始引進呼吸肌訓練應用於健

康族群與醫療族群，包括：

一、運動族群

人體活動所需的能量，來自於腺嘌呤

核苷三磷酸的供應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體內製造與儲存 ATP 的量，直接決定

人體活動量的大小與運動者的執行表現。通

常運動選手透過肌力訓練，鍛鍊運動時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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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群的肌力，增加動作肌群的表現，並延長

運動時間使其較不易產生疲勞。而呼吸肌也

可像骨骼肌一樣，可透過訓練而提升肌力。

據文獻指出，呼吸肌力的訓練有助於改善呼

吸肌群張力收縮的協調與效率5；提升呼吸

肌肉的肌力與耐力5，因此，呼吸肌訓練證

實是可延後呼吸肌疲勞的發生，而且運動強

度所需的氧氣與 ATP 能量也就被正常、充足
地供給，進而突破運動員個人的運動極限表

現， 因此也可應用到一般保健族群、例如
年長者欲提升運動能力者等。

二、音樂族群

歌唱與管樂器的動力啟動系統建立於

人體的胸腔，透過人體吸氣肌與吐氣肌的調

控，利用呼出的氣體向外流動而形成聲帶微

控或管樂器振動的發聲力量來源與巧妙的換

氣技巧 (瞬間大流量的吸氣)。對於這些音樂
家來說，呼吸肌的強壯是提升歌唱或吹奏技

巧最重要的因素，沒有足夠的呼吸肌力，則

呼吸肌收縮力將會降低，肺容量就不能提

升，或瞬間換氣的不能提升，而這就是為什

麼當歌唱家與管樂家欲突破技能限制時，需

要訓練吸氣與呼氣肌力的原因。

三、醫療族群

（一）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其特徵為持續的
呼氣氣流受阻，常具漸進性且伴有肺臟及呼

吸道對有害微粒或氣體的慢性發炎反應6。

COPD 患者常因氣道的痰液阻塞與肺內過度
充氣而使橫膈肌常處於不利收縮的長度因

而減少吸氣量而導致呼吸費力、呼吸負荷過

重、呼吸肌疲勞，最終使得呼吸困難及運動

能力受限的情形更加惡化。尤其在運動時更

為顯著 (動態過度充氣)，因而多種因素的相

互作用下造成身體處於低氧狀況，身體活動

所需能量供應不足，導致運動受限與肌肉萎

縮的惡性循環。

近十年來臨床醫學文獻證實在 COPD 病

人肺部復健過程中的吸氣肌訓練可影響橫膈

肌纖維結構的重塑與性能上的改善7，進而

提升其肌力與耐力，故能改善六分鐘步行距

離、生活的健康質量、日常體力活動。

（二）慢性心臟衰竭

運動耐受性差是慢性心臟衰竭 (CHF，

chronic heart failure) 的定義特徵，其原因

與已發生病理變化的氧氣輸送結構和功能

性是密不可分的。CHF 患者的低氧與運動

受限可能出現的吸氣肌失能，包括力量及

耐力降低、橫膈肌萎縮、使得活動時的缺

氧 (deoxygenation) 情況更加加劇。因而疲倦 

(fatigue) 和呼吸困難 (dyspnea) 是影響 CHF 

病人生活品質與運動耐受力差的主要原因8。

吸氣肌訓練可延緩代謝性反射作

用 (metaboreflex)9與提升心迷走神經張力 

(cardiac vagal tone)、降低交感神經興奮

性 (27%)10，訓練後24小時內降低收縮壓8 

mmHg、舒張壓5 mmHg (高血壓病人)11，因

此吸氣肌訓練近年也應用到穩定期慢性心臟

衰竭病人的心肺復健計畫。

（三）呼吸器脫離

當吸氣肌經研究證實可以被訓練強化

後，其肌力與耐力增強，應可縮短患者因

呼吸肌疲乏或無力而造成依賴呼吸器的時

間。根據文獻，在1985年 Alderich 和 Karpel 

的研究報告中證明，運用阻力式吸氣肌訓

練有助於呼吸器依賴患者的呼吸器脫離 

(weaning)，約近十年在台灣開始將吸氣肌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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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應用在 RCW (respratory care ward) 或 RCC 
(respratory care center) 的呼吸器脫離。

肆、呼吸肌訓練工具介紹

一、訓練工具

Dofin Breathing Strength Builder 呼吸肌
力訓練器 (圖五)，為一屬於吸、吐閥負荷法 
(threshold loading) 的手持呼吸肌訓練器系列
產品，一機三用設計，同時具備吸吐氣肌訓

練及噘嘴呼吸訓練的功能，10級精準的阻抗
值，30段調節設定。黃色互動球體設計，提
升培訓效果，並依各訓練處方所需的訓練級

數規格也不同。

選手與音樂家為要突破個人專業技能限制與

精進，在競賽成績需求或相對報酬來說，其

訓練動機較醫療界強，因此在運動或音樂界

的中文期刊也能發現不少相關研究論文與正

向結論。

呼吸肌訓練在醫療界屬於心肺復健相關

工具，在臨床上，有時物理治療師或肺復原

呼吸治療師會利用腹部沙袋加壓的訓練方式

來做呼吸肌的訓練，但到底是訓練橫膈 (吸
氣肌) 還是訓練腹肌群 (吐氣肌)，或在訓練
強度或效果較無法明確量化。最重要的還是

礙於台灣健保給付在急性後期照護的相關復

健很低。在長照法通過後，國內醫療成員開

始檢視長照法內所涉及的相關照護到底能否

有效延續醫院端的心肺復健工作或居家個案

能否建立自主性的呼吸效能與惡化的預防。

這些都有賴關心此議題的醫療成員重新審

視、探討、評估與臨床研究的成果報告。

圖五  手持呼吸肌訓練器結構

二、呼吸肌訓練器的原理

（一）利用透過吸氣與吐氣的施力，克

服預先設定好的彈簧阻抗值，有如手舉啞鈴

克服重量一樣。（二）當呼吸肌克服不同的

阻抗訓練，經數週的訓練處方即可以強化呼

吸肌力或肌耐力。（三）當操作者能吸進氣

流或吐出氣流，完成標準的一口氣，表示已

達訓練阻抗。可再進行下一口氣，每天早晚

持續訓練固定次數。

伍、結論

在台灣，呼吸肌訓練器在運動界與音樂

界的應用是大於醫療界的，主要是因為運動



呼吸肌訓練增強表現與應用

第31卷第3期
Sep. 30 2015 藥學雜誌   第124冊 25

綜 

合 

評 

論

Functional Benefits and Application of 
Re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Annie Huang

Respiratory Therapist, Galemed Corporation

Abstract

The first research on re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wa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6. Over the last decades, research on the efficacy of re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long-term care of acutely ill patients in other countries expanded 
from focusing on cardiopulmonary and respiratory disorders, to swallowing training of 
patients with neuromuscular disorders and sleep apnea syndromes. 

In Taiwan, re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was first used in respiratory care center to 
reduce the depending on mechanical ventilator following failure in weaning, which is often 
a result of respiratory muscle weakness after prolonged use of mechanical ventilator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regulation in regards to long-term care in Taiwan, hospitals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started to examine ways to assist post-hospital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o prevent relapse or exacerbation. Respiratory muscle strength building is related to re-
establishing patients’breathing autonomy and efficiency. Thus, development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respiratory muscle training is again starting to receive more attention from 
cardio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speci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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