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哮喘指引
哮喘管控手册



什么是哮喘？
哮喘是一种影响气道（将空气送至肺部的呼吸道）的病症。

哮喘患者有时会感到呼吸困难，因为他们肺部的气道变窄了–就
像试图通过细小的吸管呼吸一样。

其他时候，他们的呼吸是正常的。

哮喘目前没有根治方法，但通常能很好地控制。 

绝大多数哮喘患者都能保持身体活跃，过健康的生活。

若要控制好哮喘，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使用药物–以正确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使用药物

 ■  定期就医并了解控制哮喘的更多信息。 

 ■ 制定一份行动计划，这样当症状出现时您会确切知道
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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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有哪些症状？
哮喘最常见的症状有：

 ■ 哮鸣：呼吸时从胸腔内发出的高音调的声响

 ■ 感觉不能获得足够的空气或喘不过气来。

 ■ 感到胸闷

 ■ 咳嗽

并非要出现所有这些症状才说明您有哮喘。.

对不同的人而言，诱发哮喘症状的因素可能是
不同的。 常见的诱发因素有运动、香烟烟雾、
普通感冒和流感以及空气中的过敏原（如草花
粉）。

出现哮喘症状时，肺内会发生什么？

气道收紧  
在每一气道的壁内有薄薄的一层肌肉。当其收
缩时，会使气道变窄 – 缓解药物的作用在于使
气道内的这些肌肉放松。

气道增厚  
气道内壁肿胀与发炎，减少了呼吸时空气通过
的空间 – 预防药物的作用在于减轻引起肿胀的
炎症。

气道堵塞  
气道内腔会被粘液堵塞 – 预防药物可以减少
粘液。

所有这些状况都可能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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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得哮喘？
有超过250万个（每9个人中有1个）澳大利亚人
罹患哮喘，包括儿童和成年人。

哮喘在有哮喘或过敏症的家庭中更常见，但并非
每一个哮喘患者都有过敏症。

哮喘在儿童中很常见，但也可能在长大之后出
现。

学龄前儿童的哮喘症状经常是从哮鸣开始。但
并非所有哮鸣都是哮喘 – 很多有哮鸣的学龄前
儿童到上小学的年龄时并没有哮喘。

任何年龄的成年人都可能罹患哮喘，即使他们
在孩童时期没有得过哮喘。

是什么导致了哮喘？
导致哮喘的确切原因目前还未知。

罹患哮喘的风险一部分来自遗传。哮喘会在家
庭成员中遗传。

哮喘可分为过敏性和非过敏性两种。过敏性哮

喘在有哮喘和过敏症的家庭中更常见。

儿童罹患哮喘的风险似乎会因为以下因素而增

加：母亲怀孕时抽烟、有人在婴儿或儿童周围

抽烟、交通或工业导致的空气污染、住在有霉

菌的房屋内、早产或出生时体重轻。

成年人可能会因为工作场所或家中的室内空气

污染而患上哮喘（比如，吸入刺激肺部的烟雾

或吸入对其过敏的灰尘）。

运动员在经过数年高强度训练后有可能会罹患

哮喘，尤其是在训练时吸入被污染的、寒冷或

干燥的空气。

研究人员还发现其他很多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

哮喘会如此普遍的原因，至于为何有些人会患

哮喘而其他人不会，确切原因目前还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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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哮喘突发
哮喘症状开始出现或比平常更严重

哮喘突发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例如，有人在
您附近吸烟），但也可能经过数小时或数天才
逐渐出现（例如，您得了感冒）

若未接受恰当的治疗，哮喘突发可能会变严
重，即使对于通常哮喘控制良好的人来说也是
如此。遇到严重的哮喘突发时，需由医生或医
院急诊部进行紧急治疗。

哮喘发作
“哮喘突发”的另一术语。

“哮喘发作”一词对不同的人而言意味着不同的
事。有些人在出现哮喘症状（如哮鸣、呼吸困难
或胸闷）时，就把它叫做哮喘发作。 

“严重的哮喘发作”通常意味着症状已经严重到
需前往急诊部或住院进行治疗。

近期哮喘症状的控制
最近4周内哮喘症状模式 – 控制良好、部分
控制或控制不佳

对儿童和成年人来说，良好的近期哮喘症状控
制意味着：

 ■ 白天出现哮喘症状的频率不高于每周2次 
（并且在出现症状时，服用缓解药物后，症状
会很快消失）

 ■ 夜间或醒来时无哮喘症状

 ■ 哮喘不影响运动、玩耍和工作

 ■ 需使用缓解药物的频率不超过每周2天 
（不包括运动前为预防症状而服用的剂量）

哮鸣
呼吸时从胸腔内发出的高音调的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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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药物
哮喘症状出现时使用的吸入型药物

每一位哮喘患者都应备有一支缓解药物吸入器
（如‘Puffer喷药器’），以便在其出现哮喘症状时
使用。有些人还需要在运动前服用缓解药物。
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应使用缓解药物。

在澳大利亚，大多数缓解药物都无需处方，能
从药房购买到。

预防药物  
（也叫控制药物）
每天定时服用的哮喘药物，用于预防哮喘症
状和哮喘突发。 

预防药物能帮助缓解肺内部的刺激和炎症。

大多数预防药物是通过吸入器吸入的。也有一
种片剂的预防药物。

吸入器
一种小型手持装置，用于使用必须吸入肺部
的哮喘药物。

吸入器有很多不同类型。

Puffer喷药器
这是一种常见的吸入器，由一个装有药物的
小罐和一个按钮组成，按下按钮便会释放出
一剂药物。

Puffer喷药器可以和储雾罐 
一起使用。

储雾罐
和puffer喷药器配合使用的一种配件，用于
确保吸入的药物能够抵达肺部深处。

储雾罐是一个空的容器，使用时和puffer喷药
器相接，这样患者就不是直接从puffer喷药器中
吸入药物，而是从此容器中吸入。

在药房可买到储雾罐。您的药剂师或护士可以
帮助您挑选最适合您或您孩子的储雾罐，然后
为您示范如何使用。

nationalasthm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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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疗哮喘？
要管控哮喘，药物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位哮喘患者都应该有一份最新的书面哮
喘行动计划，上面列有症状加剧时的应对措施
说明。

良好的哮喘护理也要考虑到会影响哮喘的其他
病症的治疗方法。

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哮喘患者控制好哮喘症
状，并使其感觉良好。

哮喘治疗的主要目的是：

 ■ 尽可能保持肺部的健康

 ■ 控制好哮喘症状

 ■ 不因哮喘影响学习、工作或玩耍

 ■ 预防哮喘突发或称”发作”

药物

哮喘药物主要有缓解药物和预防药物两类。 

每一位罹患哮喘的儿童、青少年或成年人都应
当随时备有一支缓解药物吸入器（如puffer喷药
器），以便在其出现哮喘症状时立即使用。

大多数成年人、青少年以及一些儿童还需要每
天服用预防药物，以减少哮喘突发（发作）的
风险。大多数预防药物含有吸入型皮质类固醇
（corticosteroids） – 一种缓解肺内炎症的药物。

在遇到严重的哮喘突发时，患者还需服用其他
药物（如泼尼松龙（prednisolone）片）。

安全治疗哮喘离不开药物 – 严重的哮喘突发 
（发作）可能是致命的。

最佳治疗方案取决于患者的年龄、症状以及患
者觉得最容易正确使用的吸入器种类。 

正确地使用吸入器对于充分发挥药效是很重要
的。每一种吸入器的使用步骤都不同 – 请仔细
按说明书上的步骤做，并请医生、护士或药剂
师提供培训。 

有些吸入器应和储雾罐配合使用。某些类型的
塑料储雾罐在首次使用时，必须提前准备 – 否
则药物会粘附在其内部，不能被您吸入。无静
电储雾罐在首次使用前不需要做特别的准备。

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会承担大多数哮喘药物的
部分费用。若您想要知道确切的数额，可以向
医生询问您需为这些药物支付的费用。

更多信息
澳大利亚有很多种不同的哮喘药物和品牌。 
在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 
（National Asthma Council Australia） 
的网站上可找到哮喘药物的完整清单。 
正确使用吸入器需要进行练习。 
在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的网站上可找到培训视频。

网站上还有关于如何准备和使用储雾罐的信息。

ASTHMA & COPD MEDICATIONS

Seebri Breezhaler #glycopyrronium 50mcg

Onbrez Breezhaler ^indacaterol
150mcg • 300mcg

Spiriva Respimat # ‡tiotropium 2.5mcg Spiriva Handihaler #tiotropium 18mcg

SABA RELIEVERS

Bricanyl Turbuhaler † ^terbutaline 500mcg

Airomir Autohaler ‡ ^ salbutamol 100mcg
Asmol Inhaler † ^ salbutamol 100mcg

Ventolin Inhaler † ^salbutamol 100mcg

Atrovent Metered Aerosol † ^ipratropium 21mcg

ICS/LABA COMBINATIONS 
LAMA MEDICATIONS

LAMA/LABA COMBINATIONS

ICS/LAMA/LABA

SAMA MEDICATION

Seretide MDI ‡
fluticasone propionate/salmeterol 50/25  • 125/25  • 250/25  # 

Fluticasone + Salmeterol Cipla Inhaler ‡
fluticasone propionate/salmeterol  125/25  • 250/25  # 

Seretide Accuhaler ‡fluticasone propionate/salmeterol100/50 • 250/50 • 500/50 # 

Symbicort Turbuhaler ‡budesonide/formoterol100/6  • 200/6 • 400/12 # 

DuoResp Spiromax ‡budesonide/formoterol 200/6 • 400/12 # 

QVAR Autohaler ‡ 
beclometasone
50mcg • 100mcg

Pulmicort Turbuhaler †budesonide 
100mcg • 200mcg • 400mcg

Flixotide Accuhaler †fluticasone propionate100mcg* • 250mcg • 500mcg

Flixotide Inhaler † fluticasone propionate50mcg* • 125mcg • 250mcg*Flixotide Junior

Fluticasone Cipla Inhaler †fluticasone propionate 125mcg • 250mcg

Alvesco Inhaler †ciclesonide
80mcg • 160mcg

Trelegy Ellipta c
fluticasone furoate/umeclidinium/vilanterol100/62.5/25

ICS PREVENTERS

Singulair Tablet amontelukast
4mg • 5mg • 10mg

Tilade Inhaler †
nedocromil sodium  2mg

Intal Inhaler † 
sodium cromoglycate1mg • 5mg*
*Intal Forte

all units in mcg

all units in mcg

NON STEROIDAL PREVENTERS

2018

This chart wa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by the National Asthma Council Australia with support from Boehringer-Ingelheim, GSK Australia, Mundipharma and Teva Pharma Australia

RESOURCES TREATMENT GUIDELINESAustralian Asthma Handbook: asthmahandbook.org.auCOPD-X Plan: copdx.org.au
INHALER TECHNIQUEHow-to videos, patient and practitioner informationnationalasthma.org.auInhalers/MDIs should be used with a compatible spacer

QVAR Inhaler †
beclometasone
50mcg • 100mcg

Montelukast Tablet amontelukast
4mg • 5mg • 10mg
Generic medicine suppliers

Bretaris Genuair #aclidinium 322mcg

Incruse Ellipta #umeclidinium 62.5mcg

Brimica Genuair caclidinium/formoterol  340/12

Anoro Ellipta c
umeclidinium/vilanterol62.5/25

Spiolto Respimat ctiotropium/olodaterol  2.5/2.5

Ultibro Breezhaler cindacaterol/glycopyrronium110/50

Symbicort Rapihaler ‡budesonide/formoterol50/3 • 100/3  • 200/6  # 

Flutiform Inhaler ‡fluticasone propionate/formoterol50/5 • 125/5• 250/10

Breo Ellipta ‡
fluticasone furoate/vilanterol 100/25  # • 200/25

Oxis Turbuhaler ‡formoterol
6mcg • 12mcg

Serevent Accuhaler ‡salmeterol  
50mcg

LABA MEDICATIONS

PBS PRESCRIBERS    † Asthma unrestricted benefit    ‡ Asthma restricted benefit    aAsthma authority required    ̂  COPD unrestricted benefit    # COPD restricted benefit    C COPD authority required    Check TGA and PBS for current age and condition criteria

© National Asthma Council Australia 

IC
S, inhaled corticosterioid  |  L

A
B

A
, long-acting beta

2  agonist  |  L
A

M
A

, long-acting m
uscarinic antagonist  |  SA

B
A

, short-acting beta
2  agonist  |  SA

M
A

, short-acting m
uscarinic antago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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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的副作用

所有药物都可能会有副作用。多年来，大多数
哮喘药物已被世界各地大量的儿童和成年人
服用，所以现有关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的可靠
信息。

请向医生或药剂师询问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以及
应如何避免。

含有吸入型皮质类固醇的预防药物可能会导致
声音嘶哑和鹅口疮（一种喉部感染）。用药时将
储雾罐连接到puffer喷药器，并且在用药后用水
漱口，可以减少此风险。

也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副作用，但是服用正常 
（低）剂量的药物，副作用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对于哮喘严重、需连续数月或数年服用大剂
量药物的患者而言，出现严重副作用的风险较
大。

含孟鲁司特（montelukast）的预防片剂可能会对
患者的情绪和行为造成影响。对成年人而言，可
能会有睡眠问题、感到焦虑不安或抑郁。在极
端情形下，服用孟鲁司特的成年人会有自杀倾
向，但这很罕见。对儿童而言，副作用可能是做
恶梦、睡眠问题、感到忧伤、易怒或发脾气。

如果您认为您或您的孩子由于服用哮喘药物
可能导致了某一健康问题，请立即告诉您的医
生。 

什么是哮喘行动计划？
哮喘行动计划是您或您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管
控哮喘的一套行动指引。 该计划由您和您的医
生一起制定，写下来以后由您保管。

哮喘行动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 患者通常服用的哮喘药物清单，包括剂量

 ■ 哮喘加重时的行动说明，包括何时服用额外
的剂量或额外的药物，以及何时联系医生或
前往急诊部就诊。

 ■ 在发生哮喘的紧急情况下应如何应对

 ■ 制定该行动计划的医生或其他健康专业人
士的姓名

 ■ 日期

每一位哮喘患者（所有儿童和成年人）都应当
有一份自己的、依据个人情况制定的哮喘行动
计划。哮喘行动计划至少每年应检查和更新一
次。每次看医生时请记得携带好您或孩子的行
动计划。

更多信息
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网站上有更多 
关于哮喘行动计划的信息。 

请访问nationalasthma.org.au

 

NAME

DATE	 	 	

NEXT	ASTHMA	CHECK-UP	DUE	

	

DOCTOR’S	CONTACT	DETAILS EMERGENCY	CONTACT	DETAILS

Name

Phone

Relationship

ASTHMA	ACTION	PLAN
Take this ASTHMA ACTION PLAN with you when you visit your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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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reventer is:...................................................................................................................................
. (NAME.&.STRENGTH)

Take...................................puffs/tablets............................................................ times.every.day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Your reliever is:.......................................................................................................................................
. (NAME)

Take...................................puffs.....................................................................................................................

When:.You.have.symptoms.like.wheezing,.coughing.or.shortness.of.breath.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Peak.flow*.(if.used).above:

OTHER INSTRUCTIONS
(e.g..other.medicines,.trigger.avoidance,.what.to.do.before.exercise)

...............................................................................................................................................................................

...............................................................................................................................................................................

................................................................................................................................................................................

...............................................................................................................................................................................

Asthma	under	control	(almost	no	symptoms)WHEN	WELL ALWAYS CARRY YOUR RELIEVER WITH YOU

Peak.flow*.(if.used).between.........................and

Asthma	getting	worse	(needing	more	reliever	than	usual,	having	more	symptoms	than	usual,		
waking	up	with	asthma,	asthma	is	interfering	with	usual	activities)

OTHER INSTRUCTIONS .Contact.your.doctor
(e.g..other.medicines,.when.to.stop.taking.extra.medicines)

...............................................................................................................................................................................

...............................................................................................................................................................................

................................................................................................................................................................................

...............................................................................................................................................................................

WHEN	NOT	WELL	

Keep taking preventer:......................................................................................................................
. (NAME.&.STRENGTH)

Take...................................puffs/tablets...........................................................times.every.day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Your reliever is:.......................................................................................................................................
. (NAME)

Take...................................puffs.....................................................................................................................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IF	SYMPTOMS	GET	WORSE Severe	asthma	flare-up/attack	(needing	reliever	again	within	3	hours,		
increas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waking	often	at	night	with	asthma	symptoms)

Peak.flow*.(if.used).between........................and

OTHER INSTRUCTIONS  Contact your doctor today
(e.g..other.medicines,.when.to.stop.taking.extra.medicines)

Prednisolone/prednisone:.

Take......................................................................... .each.morning.for.....................................days

...............................................................................................................................................................................

...............................................................................................................................................................................

...............................................................................................................................................................................

Keep taking preventer:......................................................................................................................
. (NAME.&.STRENGTH)

Take...................................puffs/tablets............................................................ times.every.day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Your reliever is:.......................................................................................................................................
. (NAME)

Take...................................puffs....................................................................................................................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Call an ambulance immediately
Say that this is an asthma emergency
Keep taking reliever as often as needed

	Use your adrenaline autoinjector (EpiPen or Anapen)

*.Peak.flow.not.recommended.for.children.under.12.years.

DANGER	SIGNS Asthma	emergency	(severe	breathing	problems,	symptoms	
get	worse	very	quickly,	reliever	has	little	or	no	effect)

Peak.flow.(if.used).below:.......................

DIAL	000	FOR	
AMBULANCE

 

NAME
DATE	 	

	NEXT	ASTHMA	CHECK-UP	DUE	

	

DOCTOR’S	CONTACT	DETAILS

EMERGENCY	CONTACT	DETAILS

Name
Phone

Relationship

ASTHMA	ACTION	PLAN

Take this ASTHMA ACTION PLAN with you when you visit your doctor

nationalasthma.org.au

 

Your preventer is:...................................................................................................................................

.

(NAME.&.STRENGTH)

Take...................................puffs/tablets............................................................ times.every.day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Your reliever is:.......................................................................................................................................

.

(NAME)

Take...................................puffs.....................................................................................................................

When:.You.have.symptoms.like.wheezing,.coughing.or.shortness.of.breath.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Peak.flow*.(if.used).above:

OTHER INSTRUCTIONS

(e.g..other.medicines,.trigger.avoidance,.what.to.do.before.exercise)

...............................................................................................................................................................................

...............................................................................................................................................................................

................................................................................................................................................................................

...............................................................................................................................................................................

Asthma	under	control	(almost	no	symptoms)

WHEN	WELL

ALWAYS CARRY YOUR RELIEVER WITH YOU

Peak.flow*.(if.used).between.........................and

Asthma	getting	worse	(needing	more	reliever	than	usual,	having	more	symptoms	than	usual,		

waking	up	with	asthma,	asthma	is	interfering	with	usual	activities)
OTHER INSTRUCTIONS 

.Contact.your.doctor

(e.g..other.medicines,.when.to.stop.taking.extra.medicines)

...............................................................................................................................................................................

...............................................................................................................................................................................

................................................................................................................................................................................

...............................................................................................................................................................................

WHEN	NOT	WELL	
Keep taking preventer:......................................................................................................................

.

(NAME.&.STRENGTH)

Take...................................puffs/tablets...........................................................times.every.day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Your reliever is:.......................................................................................................................................

.

(NAME)

Take...................................puffs.....................................................................................................................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IF	SYMPTOMS	GET	WORSE Severe	asthma	flare-up/attack	(needing	reliever	again	within	3	hours,		

increasing	difficulty	breathing,	waking	often	at	night	with	asthma	symptoms)

Peak.flow*.(if.used).between........................and

OTHER INSTRUCTIONS 

 Contact your doctor today

(e.g..other.medicines,.when.to.stop.taking.extra.medicines)

Prednisolone/prednisone:.

Take......................................................................... .each.morning.for.....................................days

...............................................................................................................................................................................

...............................................................................................................................................................................

...............................................................................................................................................................................

Keep taking preventer:......................................................................................................................

.

(NAME.&.STRENGTH)

Take...................................puffs/tablets............................................................ times.every.day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Your reliever is:.......................................................................................................................................

.

(NAME)

Take...................................puffs....................................................................................................................

...............................................................................................................................................................................

	Use.a.spacer.with.your.inhaler

Call an ambulance immediately

Say that this is an asthma emergency

Keep taking reliever as often as needed

	Use your adrenaline autoinjector (EpiPen or Anapen)

*.Peak.flow.not.recommended.for.children.under.12.years.

DANGER	SIGNS Asthma	emergency	(severe	breathing	problems,	symptoms	

get	worse	very	quickly,	reliever	has	little	or	no	effect)

Peak.flow.(if.used).below:.......................

DIAL	000	FOR	
AMBU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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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因素会使哮喘加重？
以下因素可能会导致哮喘症状突发：

 ■ 运动

 ■ 香烟烟雾

 ■ 室外和室内的空气污染（如交通、烟雾、家用
清洁剂）

 ■ 寒冷、干燥的空气

 ■ 过敏（如对动物、尘螨、霉菌或花粉有过敏）

 ■ 您所服用的治疗其他病症的药物（如降血压
的药物）。

对于患有如过敏性鼻炎（花粉症）、胃食管反
流或肥胖症等其他病症的人来说，哮喘会更难
控制。

患春季花粉症的儿童和成年人

请随时携带您的缓解药物和储雾罐，
这样在您出现哮喘症状时就可以立即
使用。

在春季和夏初，空气中有大量花粉的日
子里，在雷暴前和雷暴中应避免待在室
外，尤其是下雨前刮大风的时候。

应躲进建筑物或车内并关紧窗户。

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网站上有更多
信息，供患过敏性鼻炎（花粉症） 
者参考。

雷暴哮喘 

对患有春季过敏性鼻炎（花粉症）和对草花粉
过敏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空气内花粉计数很
高的日子，发生雷暴前身在室外，则可能会出现
严重的哮喘发作。

请访问pollenforecast.com.au，查看维多利亚
州、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和首都领地的花
粉计数

请访问asthmaaustralia.org.au/sa，查看南澳州
的花粉计数

请访问 sense-t.org.au/projects-andresearch/ 

health， 查看塔斯马尼亚州的花粉计数

如欲查看雷暴预警，请访问bom.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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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患者运动贴士

 ■ 运动前进行适当的热身

 ■ 尽可能保持身体健康 – 身体越健康，可
以承受的不会引发哮喘症状的运动量
就越多。

 ■ 避免在含有大量花粉、灰尘、烟雾或污
染的地方运动

 ■ 应在温暖与湿润的地方运动 – 如有可
能，避免吸入寒冷、干燥的空气。

 ■ 运动时尽量通过鼻子（而不是嘴）呼
吸 – 这样可以确保空气抵达肺部时是
温暖与湿润的。

 ■ 如果您最近出现过哮喘症状，请询问
医生何时可以恢复运动。

若患者在服用缓解药物后症状没有立刻得到缓解，或在较短时间内症状又再次出现， 
应立即取得帮助。

发生哮喘的紧急情况
如果成年人或儿童有以下危险征兆，就说
明出现了紧急情况：
 ■ 严重的呼吸问题

 ■ 症状迅速加剧

 ■ 缓解药物药效甚微或无效

 ■ 说话成句有困难

 ■ 嘴唇发紫

 ■ 昏昏欲睡。

呼叫救护车（拨打000）并实
施哮喘急救。

“急救说明”位于本手册 
最后一页。

运动
很多罹患哮喘的成年人和儿童在运动时会出现
哮喘症状。通过服用药物（运动前服用缓解药
物、定时服用预防药物或同时服用两种药物）
可以预防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准备也是有帮助
的 – 请查看”哮喘患者运动贴士”。

请告诉您的医生 – 不要让哮喘阻碍您或您的孩
子保持身体活跃。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参加有组织的运动。参与运
动训练的哮喘患者感觉会更好。 

游泳很受儿童哮喘患者的欢迎，但经常进行其
他体育锻炼或活动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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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哮喘患者

基本行动指引

 ■ 确保随时都备有缓解药物吸入器，以便
在哮喘症状出现时使用（切勿将puffer喷
药器存放在温度很高的车内 – 应随身携
带）。

 ■ 请告知照护人、老师、体育教练和任何负
责照看您孩子的人员，您的孩子罹患哮
喘。请确保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帮助您的
孩子使用缓解药物，并且了解在紧急情
况发生时何时以及如何给孩子使用缓解
药物。

 ■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经常使用缓解药物，这
意味着哮喘控制做得还不够好。孩子面临
着出现严重哮喘发作的风险。如果您的孩
子每周超过两次需要使用缓解药物吸入器
（Puffer喷药器）缓解症状，请带孩子做一
次哮喘检查。

 ■ 请确保您确切知道该如何正确地使用您
孩子的吸入器，建议您询问医生、护士或
药剂师以确保您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
如果您的孩子年龄足够大，可以自己使用
吸入器，请注意观察他们，以确保他们知
道该如何使用。在孩子下一次做哮喘检查
时，请健康专业人员查看孩子的使用方法
是否正确。

 ■ 向医生或药剂师询问孩子的哮喘药物可
能存在哪些副作用。若您有任何担忧，请
告诉您的医生、护士或药剂师。

 ■ 如果您的孩子每天都需要服用预防药物，
请确保他们每天都服用（即使是感冒和
哮喘发作时）。未同医生沟通，切勿私自
停药。

 ■ 请确保您的孩子有一份最新的哮喘行动
计划。

 ■ 请确保您孩子白天所在的幼儿园或学校
有哮喘护理计划。您可以请医生填写一
份哮喘护理计划，提供给教育和照护服务
机构。 

 ■ 同时罹患食物过敏和哮喘的儿童需要的
行动计划应包含何时使用治疗哮喘的缓
解药物喷药器 、何时使用肾上腺素自动
注射器以及何时这两种药物都需使用的
说明。

11nationalasthm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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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诊断儿童哮喘？
如果您的孩子有呼吸问题并且可能是哮喘，医

生将：

 ■ 询问孩子的症状和整体健康状况

 ■ 询问家庭成员中的哮喘和过敏症情况

 ■ 给孩子做身体检查（如胸部听诊，检查鼻腔）

 ■ 寻找可能导致症状的其他病症的征兆。

医生可能会让您在短时间内（如几天或几周）

给孩子服用哮喘药物，并仔细观察其症状的变

化。

在做出诊断前，医生可能会将您的孩子转介给

专科医生（如儿科医生或小儿呼吸科医生）。

学龄前儿童

即使未罹患哮喘，哮鸣和咳嗽在幼儿中也很常

见。若您的孩子发出哮鸣音时仍然愉快和活跃，

并且似乎没有任何呼吸问题，那这可能不是哮

喘，也无需治疗。

尽可能多向医生提供有关孩子的哮鸣和呼吸问
题的信息。

在看医生前，如果情况允许，在手机上用视频
或音频记录下孩子的哮鸣音。在健康的婴儿
和学龄前儿童中，呼吸作响，如咯咯声，是很常
见的。这与哮鸣不同，也不意味着孩子罹患哮
喘。

当孩子发出哮鸣音时，请注意观察其胸部，并告
诉医生这与孩子不发哮鸣音时是否有所不同。

医生会询问哮鸣是在数天内发生，不时地发生
（例如，当孩子感冒时），还是任何时候都会
发生（例如，在玩耍或大笑时咳嗽并发出哮鸣
音）。

学龄儿童

除询问症状和进行身体检查外，医生还会安排
进行肺活量检测。这可以在医生办公室或检测
诊所完成。

测量肺活量的机器能测出孩子将气吹进和一根
管子相连的咬嘴的强度和速度。检测获得的这
些信息能显示孩子肺功能的好坏。 

如果您的孩子发出哮鸣音时感到
呼吸困难（即若您能看到孩子每
吸一口气时胸部和颈部的肌肉都
在费力地运动），请立即送孩子

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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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孩子的哮喘
开始治疗

询问医生药物的用途以及您如何知道药物是
否有效。 

告诉医生您对孩子治疗的期望（例如，孩子能
够开展学校的体育运动，而不会出现症状），
若您有任何顾虑（如副作用的风险），也请告诉
医生。

吸入器的使用需要练习。大多数年满四岁的儿
童能使用带puffer喷药器的小储雾罐。婴儿和幼
儿可能需要和储雾罐相连的特制面罩，以便他
们能吸入哮喘药物。面罩必须紧密贴合孩子的
嘴和鼻子，以确保药物不会泄漏。

一些哮喘患儿需每天定时接受预防药物治疗 
（吸入型药物或片剂），并在症状出现时服用
缓解药物。通常低剂量就足够了。

哮喘突发（发作）

若您的孩子出现哮喘症状，请使用缓解药物
puffer喷药器并按孩子的哮喘行动计划做。

若症状没有立即停止，或不到4小时再次出现，
请开始急救（请按本手册最后一页或孩子哮喘
行动计划中的步骤做）。

如果您的孩子在急诊部或医院接受了哮喘治
疗，请确保您确切知道回家后该做什么。如果
医院没有给您可以遵循的书面指示，请让他们
写下以下几点：

 ■ 接下来几天应给孩子哪些治疗（片剂、吸入
式药物或两者都用）

 ■ 如果孩子在家中出现呼吸问题该怎么办

 ■ 哪些预警征兆意味着您需要带孩子回急诊部
或叫救护车

 ■ 何时去家庭医生那里复诊。国家指南建议是
3天内去看医生，然后在3-4周后再进行一次
哮喘检查。

如果治疗包括使用吸入器，请确保您确切知道
如何正确使用该种吸入器。.

在看家庭医生时，请带好孩子的哮喘行动计划 

– 计划可能需要更新。

哮喘检查

大多数哮喘患儿应每3-6个月进行一次哮喘检
查，并在每次哮喘突发（发作）后或治疗方案改
变时接受额外检查。

哮喘检查很重要 – 可以帮助医生调整治疗方
案，以便控制好哮喘症状，避免哮喘发作和过
度治疗。预防药物处方应以能见效的最低强度
为准 – 服用比孩子所需的效力更强的药物并没
有额外的好处。

当您孩子的哮喘没有得到良好控制时

在增加剂量或更换药物前，医生会检查为何当
前剂量不起作用（例如，正确使用吸入器的问
题），并确保症状不是由任何其他病症引起的。

若您孩子的哮喘症状难以控制，医生可能会将
其转介给专科医生（例如，小儿呼吸内科医生
或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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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孩子的哮喘护理，您需要知道什么？

请确保您能回答以下有关您孩子哮喘的所有问题。如果您不确定，请询问您的
医生、护士或药剂师。

■  孩子的哮喘行动计划是最新的吗？

■  每种哮喘药物应何时使用（以及使用多少）？

 ■  我（或孩子）是否会正确使用吸入器来获得最大药效？

■  这些药物可能产生哪些副作用？

■  我应该如何记录孩子的哮喘症状？

■  我还能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孩子出现哮喘症状或哮喘突发？

■  如果孩子的哮喘症状加重，我该怎么办？

■  孩子可能需要的任何药物的处方是否是最新的？

■ 在哮喘发生的紧急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 孩子的下一次哮喘检查是什么时候？

■  我应该向日托机构/幼儿园/学校/其他组织提供哪些有关孩子哮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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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 
人哮喘 
患者

基本行动指引

 ■ 确保随时携带缓解药物吸入器，以便在哮
喘症状出现时使用。切勿将吸入器放在温
度很高的车内。

 ■ 如果您需经常使用缓解药物，这意味着
您的哮喘控制做得不够好。您可能有出现
严重哮喘发作的风险。如果您使用缓解
药物治疗症状超过每周两次，请接受哮喘
检查。

 ■ 大多数成年人应定时服用预防药物。若医
生为您开了预防药，请每天服用（即使是
感冒和哮喘发作时）。未同医生沟通，切勿
私自停药。.

 ■ 请确保您确切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吸入
器 – 请询问医生、护士或药剂师以确保您
能正确地使用。

 ■ 请询问医生哮喘药物可能有哪些副作用。
若您有任何担忧，请告诉您的医生、护士
或药剂师。

 ■ 请确保您有一份由您的医生或哮喘护士
所写的最新哮喘行动计划。

 ■ 对于青少年而言，哮喘的诊断和管控通常
与成年人相同。.

nationalasthm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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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诊断成年人和青少年
的哮喘？
如果您有可能由哮喘引起的症状，医生将：

 ■ 询问症状

 ■ 询问您的整体健康状况，包括过敏和花粉症

 ■ 给您做身体检查（如进行胸部听诊， 
检查鼻腔）

 ■ 考虑导致症状的其他可能原因

 ■ 安排肺活量测定，可在医生办公室或检测诊
所进行。

哮喘没有单项检测方法。当患者出现哮喘的典
型呼吸症状时，医生会将其诊断为哮喘，通常是
在呼吸测试后。呼吸检测能测量出空气进出肺
部的容易程度，以及气流是否变化。

健康人的气流也会出现变化（例如，当人感冒
时，肺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但对于哮喘患者
来说，他们肺部的最佳和最差工作状态之间存
在的差异大得多。

肺功能（肺部的工作状态）可使用肺活量计检
测。测量时，尽力向管内吹气，持续数秒。肺活
量计能测量出被吹入管内的气量以及其他肺部
测量指标。

如果您的症状仅在或主要在工作时发生，您的
家庭医生可能会将您转介给专科医生。

如果您曾在过去被诊断出患有哮喘而现在换了
新的医生，则之前的诊断可能需要重新核查。
这可能意味着改变药物或减少药量几周时间，
以及再次进行肺活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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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您的哮喘
如果您有任何特定的治疗目标（例如，参与体育
锻炼，而不会出现哮喘症状）或任何担忧（如副作
用的风险），请告诉您的医生。

开始治疗

大多数哮喘患者需每天服用低剂量的”吸入型
皮质类固醇”预防药，并在出现症状时使用缓
解药。

此类预防药物能缓解气道内炎症，降低您出现
严重哮喘发作的几率。大多数成年人可以通过
服用低剂量药物控制好哮喘症状。

针对下列任一问题回答”是”的成年人或青少
年，医生通常会开吸入型皮质类固醇药物：

 ■ 在过去一个月中，您出现哮喘症状的次数达
到过两次或更多吗？

 ■ 您有过因哮喘症状醒来的情况吗？

 ■ 在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有过严重的哮喘突
发（发作），需要紧急前往家庭医生处或医院
急诊部就诊？

除吸入型皮质类固醇药外，一些预防药中还包
括第二种药。

医生经常开组合药物，您可以将其作为日常预
防药，也能在症状出现时用相同的吸入器使
用额外的剂量。这被称为”维持和缓解治疗法
（MART）”。

哮喘检查

您的哮喘药物剂量应根据需要上下调整，以尽
可能实现对症状的最佳控制，避免哮喘突发。
目标是使用能够控制症状的最低剂量 - 服用比
您所需的效力更强的药物没有额外的好处。

这意味着您需要进行定期检查，而不仅仅是在
您出现哮喘症状时才去看医生。

计划每六个月或十二个月进行一次哮喘检查（即
使您没有症状）。您也需在突发后立即接受检
查，并在开始使用预防药治疗后或调整剂量后
约一至三个月接受检查。. 

每次就诊时，医生都会询问前一个月的症状。

记录您的症状 

在看医生前后，大多数成年人和青少年可以通
过遵循他们的哮喘行动计划来监测和管控自己
的哮喘。

请记录您的哮喘症状，以便在下次哮喘检查时
告诉医生。

请记下白天或晚上症状发生的频率、您有哪些
症状、您是否服用了缓解药治疗症状以及药物
是否快速生效。

告诉医生您的症状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一
天、一周或一年内）而变化，以及是否有任何因
素使症状加剧（例如，运动、普通感冒和流感、
过敏）。

ASTHMA BUDDY是一个移动设
备专用的网站，可帮助您记录您
的哮喘症状并获得有关哮喘的最

新信息。

请访问 asthmabuddy.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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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与怀孕

怀孕期间小心管控哮喘尤其重要，因为您正为
您的宝宝呼吸。 

像往常一样继续使用哮喘药。另外，请尽快与您
的医生讨论有关怀孕期间的哮喘护理事宜。

在怀孕期间，请医生增加哮喘检查的频率。国
家指南建议每4-6周一次。

哮喘和春季花粉症

在空气中花粉含量高的地区，患有春季过敏性
鼻炎（花粉症）的人可能会面临患上雷暴哮喘的
风险。对于这类人而言，每天坚持定时服用吸
入型哮喘预防药尤为重要。

当您没有良好控制哮喘时

如果您的哮喘症状引起问题，医生可能会增加
您的用药量。这可能是增加每天的剂数，也可
能是增大每一剂的量或是添加第二种药物（另
一种吸入型药物或片剂）。

在增加剂量或更换药物前，医生会检查为何当
前剂量不起作用（例如，正确使用吸入器的问
题），并确保症状不是由任何其他病症引起的。

如果您的哮喘症状难以控制，医生可能会将您
转介给呼吸科医生。

哮喘突发（发作）

若您有哮喘症状，请服用缓解药并按您的哮喘
行动计划做。

如果您的症状没有立即缓解，或症状不到四小
时再次出现，请立即就诊。

如果您在急诊部或医院接受了哮喘治疗，请确
保您确切知道回家后该做什么。出院前，向工
作人员索要有关以下问题的明确指示：

 ■ 接下来几天使用什么治疗

 ■ 出现哮喘症状时该怎么办

 ■ 哪些预警征兆意味着您需要带孩子回急诊部
或叫救护车

 ■ 何时去家庭医生那里复诊。国家指南建议是
3天内去看医生，然后在3-4周后再进行一次
哮喘检查。

看家庭医生时，请携带好您的哮喘行动计划 – 

计划可能需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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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控哮喘，正常生活
管控好过敏 – 哮喘和过敏紧密相关。大多数哮
喘患者都罹患过敏性哮喘。虽然过敏测试对于
诊断疑似哮喘并非必须，但您的医生可能会建
议做该检测。检测可以帮助您了解是否需要考
虑将管控过敏作为管控哮喘的一部分。 

管控过敏性哮喘有以下内容：

 ■ 若您有花粉症，就进行治疗

 ■ 了解是哪一种过敏诱发因素（如尘螨、宠物、
花粉和霉菌）导致您的哮喘症状

 ■ 避免能够避免的诱发因素（仅在可行时），并
管控好无法避免的诱发因素。

生活在无烟环境中 – 不要吸烟，并避开他人的
香烟烟雾（即使在户外）。吸烟和哮喘是一种危
险的组合。

健康的饮食 – 每天摄入充足的水果和蔬菜，经
常吃鱼，并限制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例如
快餐）。超重可能使哮喘更难管控。即使是减轻
很少的体重，也可以真正改善哮喘。

注意您的心理健康 – 如果您一直心情不好和焦
虑，或是未能像往常一样享受生活，请告诉您
的医生。您的心理健康会影响您的哮喘，而哮
喘也可能会影响您的心理健康。

注射最新的流感疫苗 – 请咨询您的医生或查询
澳大利亚政府卫生部网站以获取相关信息.

请访问 sensitivechoice.com

更多信息
我们的”防过敏之选”计划可帮助人们轻松识别可能有助于 
改善哮喘和过敏的产品与服务。

请留意获批产品上的蓝色蝴蝶标志或访问下方网站了 
解有关管控哮喘和过敏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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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的哮喘护理，您需要知道什么

请确保您能回答以下有关您的哮喘的所有问题。如果您不确定，请询问您的医
生、护士或药剂师。

■   我的哮喘行动计划是最新的吗？

■   我应何时使用每种哮喘药物（以及使用多少）？

■   我是否能正确使用puffer喷药器/吸入器来获得最大药效？

■    我的药物可能产生哪些副作用？

■   我应该如何记录自己的哮喘症状？

■    我还能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孩子出现哮喘症状或哮喘突发？

■    如果哮喘症状加重，我该怎么办？

■   我的哮喘处方是否是最新的？

■    在哮喘发生的紧急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    我下一次哮喘检查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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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获得 
更多信息

 ■  医生、护士或药剂师处

 ■ 访问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网站 
nationalasthma.org.au

 ■ 拨打澳大利亚哮喘服务热线1800 278 462 或访问
网站asthmaustralia.org.au

本指引中的信息来自：

《澳大利亚哮喘手册》（Australian Asthma Handbook） （由澳大
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专为医生、护士和药剂师制定的国家指引）
asthmahandbook.org.au 

《哮喘概要》（Asthma snapshot）（澳大利亚政府健康与福利所发
布的在线报告，上次更新于2018年10月） aihw.gov.au

nationalasthm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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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吸入器

让患者舒服地坐直。
保持冷静并宽慰患者。
不要让患者独自一人。

给患者使用蓝色或灰色的缓解药物
(Ventolin、Asmol 或 Airomir），
喷四下，若有储雾罐，请使用 
每次喷一下，让患者自然呼吸四至六次，之后再喷一下

尽可能使用患者自己的吸入器。 
如果没有，请使用急救包内的吸入器或借用一个。

等待四分钟。
如果此人仍无法正常呼吸，再喷四下。

如果此人仍无法正常呼吸，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告诉他们有人哮喘发作。

继续给患者使用缓解药。
每四分钟喷四下，直到救护车到达。
儿童：每次喷四下是安全剂量。
成年人：对于严重的发作，您可以每四分钟喷六到八下

有储雾罐

• 组装储雾罐
• 取下puffer喷药器的盖子并充分摇动
• 将puffer喷药器垂直插入储雾罐
• 将咬嘴置于患者齿间并让其用嘴唇

包紧咬嘴
• 用力按压puffer喷药器一次，将喷出

药物压入储雾罐内
• 让患者对着储雾罐呼吸四次
• 从患者口中取下储雾罐
• 反复喷，每次喷一下，直到喷满四下 – 

记得每次喷之前摇一摇puffer喷药器
• 盖上盖子

无储雾罐

• 取下喷药器的盖子并充分摇动
• 让患者避开puffer喷药器呼气
• 将咬嘴放置患者齿间并让其用嘴唇

包紧咬嘴
• 在患者缓慢深吸气时，用力按压

puffer喷药器一次
• 从患者口中取下puffer喷药器
• 让患者屏住呼吸，保持四秒或其

舒服的时长
• 让患者避开puffer喷药器缓慢地呼气
• 反复喷，每次喷一下，直到喷满四下 – 

记得每次喷之前摇一摇puffer喷药器
• 盖上盖子

不确定是否是哮喘？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如果患者意识清醒，且看上去主要问题是呼吸，请按照哮喘急救步骤施救。
即使他未罹患哮喘，哮喘缓解药也不太可能会伤害到他。 

分两次给患者使用博利康尼
（Bricanyl）吸入器或信必可
（Symbicort）吸入器，每次一剂

如果没有puffer喷药器，您可以使用信必可
（Symbicort）吸入器（12岁以上的患者）或博利康尼
（Bricanyl）吸入器，即使此人平常不使用这些药。

等待四分钟。

如果此人仍无法正常呼吸，再给一剂药。

如果此人仍无法正常呼吸， 请立即呼叫
救护车（拨打000）， 告诉他们有人哮喘
发作。

在等待救护车时，请继续给患者使用缓
解药

若是博利康尼(Bricanyl)，每四分钟给一剂。

若是信必可，每四分钟给一剂（最多再给三剂）。

使用博利康尼或信必可

• 旋松并取下瓶盖
• 垂直持握吸入器并旋转握柄，然后转回
• 让患者避开吸入器呼气
• 将咬嘴放置患者齿间并让其用嘴唇

包紧咬嘴
• 让患者用力深吸气
• 从患者口中取下吸入器
• 让患者避开吸入器缓慢地呼气
• 重复以上步骤，让患者吸入第二剂

药 – 记住使用每剂药之前朝两个方
向旋转握柄来重新装药

• 盖上盖子

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请按照患者的过敏反应行动计划进行施救。如果患者有严重过敏， 
且似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请先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如EpiPen、Anapen），之后再给他们使用哮喘缓解药物。

欲了解有关哮喘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哮喘基金会网站 www.asthmaaustralia.org.au 
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 www.nationalasthma.org.au  

哮喘的急救步骤

尽管已采取所有谨慎措施，但本图表仅作一般指引，而非旨在取代个人医疗建议/治疗。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明确声明对因依赖本图所含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 
损害或人身伤害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疏忽责任）。 ©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2011。

或

哮喘指引    

nationalasthma.org.au22



M
S
C
55
2

1

2
3

4

如何使用
吸入器

让儿童舒服地坐直。
保持冷静并宽慰儿童。
不要让儿童单独一人。

给儿童使用缓解药吸入器 – 蓝色或灰色的puffer
喷药器 （如Ventolin、Asmol 或 Airomir）， 

喷四下，若有储雾罐，请使用。
每次喷一下，让其自然呼吸四至六次，之后再喷一下

如果可以，使用儿童自己的吸入器。
如果没有，请使用急救包内的吸入器或借用一个。

分两次使用博利康尼吸入器， 
每次一剂。

如果没有puffer喷药器，针对六
岁和六岁以上儿童，您可以使用
博利康尼，即使该儿童平常不使
用此药。

等待四分钟。
如果儿童仍无法正常呼吸， 再喷四下。
每次喷一下（如果有储雾罐，请使用储雾罐）。

如果儿童仍无法正常呼吸，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告诉他们有儿童哮喘发作

继续给儿童使用缓解药物。
每四分钟喷一次，每次喷四下，直到救护车到达。

等待四分钟。

如果儿童仍不能正常呼吸， 
再给一剂药。

如果儿童仍无法正常呼吸，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告诉他们有儿童哮喘发作
继续给儿童使用缓解药物
每四分钟给一剂药， 
直到救护车到达。

有储雾罐
如果有储雾罐，请使用储雾罐*

•  组装储雾罐（如果儿童是四岁以下， 
请连上面罩）

• 取下puffer喷药器的盖子并充分摇动
• 将puffer喷药器垂直插入储雾罐
•  将咬嘴置于儿童齿间并让其用嘴唇包紧咬嘴或

将面罩罩在儿童的嘴和鼻上，将其封紧。
•  用力按压puffer喷药器一次，将药物压入储

雾罐内
• 让儿童对着储雾罐呼吸四到六次
•  反复喷，每次喷一下，直到喷满四下 – 请记

得每次喷之前摇一摇puffer喷药器
• 盖上盖子

没有储雾罐
若没有储雾罐，儿童需在七岁以上

• 取下喷药器的盖子并充分摇动

• 让儿童避开puffer喷药器呼气

•  将咬嘴置于儿童齿间并让其用嘴唇包紧

咬嘴

• 让儿童缓慢深吸气

•  在儿童吸气时，用力按压puffer喷药器一次

•  让孩子屏住呼吸至少四秒，再避开puffer
喷药器缓慢地呼气

•  反复喷，每次喷一下，直到喷满四下 – 记
得每次喷之前摇一摇puffer喷药器

• 盖上盖子

使用博利康尼 
仅限六岁及六岁以上的儿童

• 旋松并取下瓶盖

• 垂直持握吸入器并旋转握柄，然后转回

• 让儿童避开吸入器呼气

• 将咬嘴置于儿童齿间并让其用嘴唇包紧咬嘴

• 让儿童用力深吸气

• 让儿童避开吸入器缓慢地呼气

•  重复以上步骤，让儿童吸入第二剂药 – 记
住在给每剂药之前朝两个方向旋转握柄来

重新装药。

• 盖上盖子

如果儿童在七岁以下而没有储雾罐，将儿童或帮助者的双手握成杯状，盖住口鼻，形成良好封闭。按压puffer喷
药器，让药物从双手之间进入形成的气囊。接下来按有储雾罐的步骤做。

不确定是否是哮喘？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如果儿童意识清醒，且看上去主要问题似乎是呼吸，请按照哮喘
急救步骤施救。即使其未罹患哮喘，哮喘缓解药也不太可能会伤
害他们。

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请立即呼叫救护车（拨打000）
请按孩子的过敏反应行动计划（若有）做。如果您知道孩子有严重过敏并
且似乎正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请先使用其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如EpiPen、Anapen），之后再给他们哮喘缓解药物。

欲了解有关哮喘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哮喘基金会网站 www.asthmaaustralia.org.au       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 www.nationalasthma.org.au 
如果有成年人哮喘发作，您可以按上述步骤对其实施急救，直到您能够让其就医治疗。
尽管已采取所有谨慎措施，但本图表仅作一般指引，而非旨在取代个人医疗建议/治疗。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明确声明对因依赖本图所含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损害或人身伤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包括疏忽责任）。 ©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2011。

儿童哮喘急救

或

哮喘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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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澳大利亚国家哮喘委员会网站：

nationalasthma.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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