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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临床研究
吴献珍
建德市中医院中医内科，浙江 建德 ３１１６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AECOPD） 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220 例 AECOPD 气
虚痰瘀证患者根据随机配对原则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10 例，2 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对照组服用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治疗，观察
组以益气化痰祛瘀方联合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治疗，2 组疗程均为 1 月。观察 2 组的疗效与心肺功能、免疫功能的变化情况。结果：
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83.6%、96.4%，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2 组左室射血分数、第 1 s
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均高于治疗前 （P < 0.05），观察组 2 项指标值均高于对照组 （P < 0.05）。2 组 CD4+水平均较治疗
前升高 （P < 0.05），观察组 CD4+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 AECOPD 能改善患者
的心肺功能和免疫功能，有利于提高疗效与生活质量。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AECOPD）；气虚痰瘀证；中西医结合疗法；益气化痰祛瘀方；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心肺功能；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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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黄芪、太子参各 ３０ ｇ，丹参 ２０ ｇ，茯苓 １５ ｇ，淫羊藿、

限为特征，患者的病程比较长，呈现进展性发展趋势 。而

菟丝子各 １２ ｇ，陈皮、法半夏、地龙、川贝母、紫苏子、紫

ＣＯＰＤ 急性加重期（ＡＥＣＯＰＤ）临床主要表现为气促加重、精神

石英、山茱萸各 １０ ｇ。每天 １ 剂，水煎取汁 ２００ ～３００ ｍ Ｌ，

紊乱、嗜睡、全身不适、失眠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在晚饭前口服。

［１］

２ 组疗程均为 １ 月。

康。孟鲁司特钠被广泛应用于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等，并取得了
确切的疗效 ［２］，但用于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 的报道不多。ＡＥＣＯＰＤ

３

以标实为急，属于中医学咳嗽、肺胀、喘证等范畴，中医治疗

3.1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①心肺功能测定：治疗前后进行超声观察，

该病有很好的疗效 。本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ＡＥＣＯＰＤ

记录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同时进行肺功能测定，主要观察与

患者，观察疗效以及对心肺功能、免疫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

记录第 １ ｓ 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ＦＥＶ１％ ）。②免疫功

下。

能测定：治疗前后于平卧位抽取空腹外周静脉血 ５ ｍ Ｌ，应用

１

流式细胞分选仪检测 Ｔ 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４ ＋ 与 ＣＤ８ ＋ 的水平。

［３］

临床资料
年龄 １８～７５ 岁；符合 ＡＥＣＯＰＤ 诊断标准，

纳入标准

1.1

③生活质量调查：治疗后，２ 组采用简化的健康调查简 表

神志清醒且存在自主呼吸；辨证属气虚痰瘀证，有咳嗽、咯痰

（ＳＦ－ ３６）进行生活质量的调查与评分，包括机体疼痛、一般健

症状；文化程度为小学或小学以上；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且

康、活力、躯体功能、躯体职能 ５ 个维度，评分越高说明生

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活质量越好。

排除标准

1.2

妊娠与哺乳期妇女；长期卧床患者；患有恶

统计学方法

3.2

选择 ＳＰＳＳ１４．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性肿瘤，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同时参加其他临床研究

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

者。

采用配对 t 检验与成组 t 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

1.3

纳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由本院接

一般资料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收并医治的 ２２０ 例 ＡＥＣＯＰＤ 患者，根据随机配对原则分为观

4.1

察组与对照组各 １１０ 例。观察组男 ６０ 例，女 ５０ 例；年龄

效：肺部啰音减轻，临床症状好转；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甚

１９～７４ 岁，平均（６１．４４±５．３２）岁；平均体质量指数 ２２．１５±２．

或恶化。

疗效标准［１］ 显效：肺部啰音减轻，咳嗽、咯痰缓解；有

８７；文化程度：小学 １０ 例，初中及高中 ４０ 例，大专及以上

４．２

６０ 例；ＡＥＣＯＰＤ 病程 ０．４６～６ 月，平均（２．１１±０．４５）月。对照

别为 ８３．６％ 、９６．４％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组男 ５５ 例，女 ５５ 例；年龄 ２１ ～７３ 岁，平均（６１．０９ ±５．４５）

０ ．０５）。

2 组疗效比较

岁；平均体质量指数 ２２．４５ ±３．１５；文化程度：小学 １２ 例，
高中及初中 ３８ 例，大专及以上 ６０ 例；ＡＥＣＯＰＤ 病程 ０．５～６
月，平均（２．０９±０．４１）月。２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

治疗方法
２ 组均给予祛痰、解痉平喘、抗感染、控制性氧疗等常规

对症支持治疗。
2.1

对照组

给予孟鲁司特钠咀嚼片（顺尔宁，杭州默沙东制

药有限公司），每次 ５ ｍ ｇ，于晚上睡前服用。
2.2

观察组

表2
组

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别

表 1 2 组疗效比较
显效
有效
无效

n

例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１１０

９０

１６

４

９６．４

对照组

１１０

６０

３２

１８

８３．６

２

χ 值

３．９８５

P

＜０．０５

4.3

2 组治疗前后心肺功能指标比较

见表 ２。治疗后，２ 组

ＬＶＥＦ、ＦＥＶ１％ 均高于治疗前（P ＜ ０．０５），观察组 ２ 项指标值均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益气化痰祛瘀方，

ＬＶＥＦ

组

见表 １。对照组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

高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

2 组治疗前后心肺功能指标比较（x±s）
t值

P

ＦＥＶ１ 预计值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

观察组

１１０

０．４１ ±０．１ ５

０．５４±０．１ ４

９．１１ ４

＜０．０５

０．４３±０．２１

０．４９±０．２６

７．１１４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１０

０．４１ ±０．１ １

０．４９±０．１ ７

４．８７３

＜０．０５

０．４２±０．１ ９

０．４５±０．３２

３．８７２

＜０．０５

t值

０．０００

４．３９８

０．４３２

３．２９８

P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4.4

2 组治疗前后 CD4 +与 CD8 +水平比较

见表 ３。治疗后，

２ 组 ＣＤ４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P ＜ ０．０５），观察组 ＣＤ４ 水平
＋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4.5

2 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见表 ４。治疗后，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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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

表3
组

别

n

观察组

１１０

对照组

１１０

ＣＤ４
治疗前
５１ ．３３±６．４９

＋

2 组治疗前后 CD4+与 CD8+水平比较（x±s）
ＣＤ８＋
t值
P
治疗后
治疗前

P

６１．３４±７．８３

９．８８２

＜０．０５

２９．４４±８．１ ４

３１ ．３９±８．４５

０．８５７

＞０．０５

５．１３４

＜０．０５

２９．１１±６．２４

３１ ．８９±７．５４

０．８３４

＞０．０５

５１ ．４９±５．３３

５８．６６±９．８２

t值

０．０８４

４．３９８

０．１ ７７

６．５５５

P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 别 n

t值

治疗后

表 4 2 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
躯体功能 躯体职能 机体疼痛
一般健康

分
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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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９］。同时，要改善 ＡＥＣＯＰＤ 患者的预后，必须提高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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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键指标，ＣＤ４ ＋ 细胞表达于所有成熟 Ｔ 淋巴细胞表面，其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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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肾不纳气。病理因素主要为痰浊、水饮与瘀血相互影响，

黄怀焕，林坚耿，伍胜孟，等．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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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凌）

金匮肾气丸联合西药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临床观察
黄莹，黄进，陈少藩，凌小浩，黄振炎
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金匮肾气丸联合西药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稳定期患者的疗效。方法：选取本院治疗的 90
例老年 COPD 稳定期肾阳虚证患者，随机分成 2 组，2 组均给予噻托溴铵干粉剂等西药治疗，治疗组加予口服金匮肾气丸，共治
疗 6 月，在治疗 3 月和 6 月时分别进行肺通气功能、运动耐力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评定，同时记录和统计患者急性加重次数、
住院或入住重症监护病房 （ICU） 率和死亡率，以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2 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肺功能指标均较治疗前
无明显改善 （P > 0.05）。与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 6min 步行距离 （6MWD） 均有改善 （P < 0.05）；对照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 6MW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而治疗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治疗 6 月后，2 组 6MWD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与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圣乔治呼吸问题调
查问卷 （SGRQ） 评分均有下降 （P < 0.05，P < 0.01）；对照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而治
疗组治疗 3 月和 6 月时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 6 月后，2 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随访 6 月期间，2 组均有 1 例患者发生 1 次急性加重，2 组均无患者入住 ICU，也无死亡病例；2 组均有 3 例患者主诉轻微口干，
均无严重不良反应。结论：金匮肾气丸联合西药治疗可有效改善老年 COPD 稳定期肾阳虚证患者的症状、抑制短期肺功能的恶化、
提高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但对肺功能指标并无明显改善。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肾阳虚证；中西医结合疗法；金匮肾气丸；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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