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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中西医结合方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D 组稳定期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咳喘专病门诊或急诊科门诊就诊的 180 例阳虚
血瘀、痰浊蕴肺型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以 1：1 比例分为常规西医治疗组
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每组各 90 例。常规西医治疗组给予西医内科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西医内科治疗
基础上给予三拗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桔梗汤加味白附片、生晒参、丹参。两组均连续治疗 6 个月。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量化积分、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VC%）、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
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以及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分。结果  ① 中医证候量化积分：治疗前，两
组间各维度中医证候量化积分以及总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6 个月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喘息、
咳嗽、咳痰、畏寒肢冷、舌象症状积分以及中医证候量化总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明显低于同期常规西
医治疗组〔喘息症状积分（分）：5.56±2.12 比 6.93±1.54，咳嗽症状积分（分）：6.00±1.43 比 6.84±1.33，咳痰
症状积分（分）：4.87±2.34 比 6.01±1.86，畏寒肢冷症状积分（分）：5.53±1.59 比 8.25±1.38，舌象积分（分）：
4.58±1.78 比 7.23±1.58，中医证候量化总积分（分）：41.69±3.56 比 50.66±4.45，均 P＜0.05〕。② 肺功能指
标：治疗前，两组间 FVC% 和 FEV1%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6 个月后，两组 FVC% 均较治疗前明显
降低，FEV1% 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FEV1% 明显高于常规西医治疗组（%：55.66±7.12
比 51.23±9.61，P＜0.05）。③ SGRQ 评分：治疗前，两组间 SGRQ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6 个月
后，两组 SGRQ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SGRQ 评分明显低于常规西医治疗组（分：
42.64±4.98 比 52.67±5.25，P＜0.05）。结论  该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能够改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临床
症状、肺功能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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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tabl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patients  in  group  D.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6  to  December  2018,  a  total  of  180  patients  with  stable  COPD  group  D  admitted  into  the  cough  and 
asthma  clinic  or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ere enroll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yndromes in TCM, they showed 
Yang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and  phlegm  accumulation  lung  typ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routine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M) group 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WM+TCM)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1  :  1  method,  with  9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ventional WM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he treatment in WM+TCM group was given Sanao Decoction with addition of Gualou Xiebai Banxia 
Decoction and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Decoction plus Baifu tablets, Shengshaishen and Salvia miltiorrhiza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medicin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continuously  for 6 months. The quantitative scores of TCM syndromes, 
lung  function  indexes  [forced vital capacity as percentage of predicted value  (FVC%),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 as percentage of predicted value (FEV1%)] and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GRQ)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① TCM syndrome quantitative score: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ach dimension of TCM syndrome quantitative  score and 
total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symptom scores of wheezing, cough, expectoration, 
chilly  limbs,  tongu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ntitative  total  scores  of  TCM  syndromes  in  the  WM+TC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WM group in the sa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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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ezing symptom score: 5.56±2.12 vs. 6.93±1.54, cough symptom score: 6.00±1.43 vs. 6.84±1.33, expectoration 
symptom score: 4.87±2.34 vs. 6.01±1.86, chilly limb symptom score: 5.53±1.59 vs.8.25±1.38, tongue picture score: 
4.58±1.78  vs.  7.23±1.58,  total  TCM  syndrome  quantification  score:  41.69±3.56  vs.  50.66±4.45,  all  P  <  0.05).  
②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VC% and FEV1%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FVC%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while FEV1%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ll P < 0.05), and 
FEV1% in the WM+TC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WM group (%: 55.66±7.12 vs. 51.23±9.61, 
P < 0.05). ③ SGRQ score: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GRQ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SGRQ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score in WM+TCM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WM group (42.64±4.98 vs. 52.67±5.25,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COPD group D patients in stable stage.

【Key words】  Deficiency  of  Yang  and  blood  stasis;  Stagnation  of  phlegm  in  the  lu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enyang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Ventilating lung to transforming phle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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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可预防和

治疗的常见慢性肺部疾病，以持续存在的呼吸系统

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通常由暴露于有毒颗粒或

气体引起的气道或肺泡异常所致。虽然数十年来

COPD 患者的病死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与缺血

性心脏病、脑卒中、下呼吸道感染等一样，仍是人类

死亡的主要原因［1］。我国目前 COPD 患病人数约

为 1 亿人［2］。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吸入治疗

COPD 虽具有中医药无法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不

能阻止患者肺功能持续下降、生活质量无法得到有

效改善等严重不足［3-5］。而中医药治疗 COPD 具有

明显的优势，更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在西医内科治疗的

基础上，对 COPD D 组稳定期且证属阳虚血瘀、痰浊

蕴肺型的患者给予三拗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合桔梗

汤加味白附片、生晒参、丹参治疗，并通过中医证候

量化积分、肺功能指标、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

评分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治疗 COPD D 组稳定

期患者的优势。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选择2016年 12月至 2018年 

12 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咳喘专病门诊或

急诊科门诊就诊的 180 例阳虚血瘀、痰浊蕴肺型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停药＞7 d 视

为脱落；访视阶段处于急性加重期或无法判断疗效

时视为剔除。按照随机数字表法以 1：1 的比例分为 

常规西医治疗组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每组 90 例。

1.1.1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和分级评估采用

2017 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指南标

准［6］，其中，A 组为改良呼吸困难量表（mMRC）分

级 0～1 级，1 年内急性加重≤1 次（未导致住院）；

B 组为 mMRC 分级≥2 级，1 年内急性加重≤1 次

（未导致住院）；C 组为 mMRC 分级 0～1 级，1 年内

急性加重≥2 次或≥1 次导致住院；D 组为 mMRC

分级≥2 级，1 年内急性加重≥2 次或≥1 次导致住

院。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参照《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

指南·中医病症部分》［7］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

医诊疗指南（2011 版）》［8］制定，阳虚血瘀、痰浊蕴

肺证以喘息、咳嗽、咳痰、畏寒肢冷、舌质暗或有瘀

斑、瘀点为主症，以胸闷、疲倦乏力、易感冒为次症。

1.1.2  纳入标准：① 年龄 50～75 岁；② 符合西医

COPD稳定期诊断标准；③ 符合中医阳虚血瘀、痰浊

蕴肺证诊断标准；④ 1 年内急性加重≥2 次或≥1 次 

导致住院；⑤ mMRC 分级≥2 级；⑥ 同意参与临床

观察并能接受治疗和各项检查，签署知情同意书。

1.1.3  排除标准：① 无症状或仅肺功能检查显示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 / 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
0.70；② 有严重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肝

肾功能不全、糖尿病、恶性肿瘤、消化道出血史等；

③ 患有焦虑症、抑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④ 过敏体

质或对本试验药物过敏；⑤ 不能按时服药、预计不

能完成6个月治疗及随访；⑥ 正参加其他临床试验；

⑦ 其他肺部疾病以及其他全身疾病所致肺部疾病。

1.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审批

号：2016KL-016），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得患者或家

属的知情同意。本研究已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进行注册（ChiCTR 210004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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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方法

1.2.1  常规西医治疗组：常规西医治疗组采用西

医内科治疗，给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剂吸入剂每日 

2 次、每次 1 吸（规格：50 μg/250 μg，每盒 60 泡，生

产厂家：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噻托溴铵粉吸入剂

每日 1 次、每次 1 粒（规格：18 μg/ 粒，每盒 10 粒，

生产厂家：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疗程为 6 个

月。同时避免患者接触烟雾粉尘及其他刺激性气体，

加强保暖，预防呼吸道感染，积极防治并发症，具备

控制性氧疗、无创通气支持指征的患者可进行相应 

治疗。

1.2.2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常

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三拗汤合瓜蒌薤白半夏汤

合桔梗汤加味白附片、生晒参、丹参〔处方：白附片

20 g（先煎1 h）、生晒参15 g、丹参15 g、炙麻黄15 g、

燀苦杏仁 15 g、薤白 15 g、瓜蒌皮 15 g、法半夏 15 g、 

桔梗15 g〕。每2剂药加水2 500 mL，先浸泡白附片

30 min，煎煮 1 h，待白附片煎液不麻嘴后下其余诸

药，继续煎煮 40 min，将煎煮药液浓缩为 1 200 mL， 

分装为 12 袋，每袋 100 mL。每次 1 袋，每日 3 次，

饭后 30 min 温服。中药治疗疗程以及西医内科治

疗疗程均为 6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中医证候量化积分

1.3.1.1  主症：① 喘息：无为 0 分；偶发，不影响睡

眠或活动为 3 分；喘息日夜可见，尚能坚持工作和

日常活动为 6 分；喘息不能平卧，影响睡眠及活动

为 9 分。② 咳嗽：无为 0 分；白天间断咳嗽，不影

响工作和生活为 3 分；白天咳嗽或夜间偶咳，尚能

坚持工作和活动为 6 分；昼夜频咳或阵发咳嗽，影

响工作、日常活动和休息为9分。③ 咳痰：无为0分；

昼夜咳痰 10～50 mL 为 3 分；昼夜咳痰 51～100 mL

为 6 分；昼夜咳痰＞100 mL 为 9 分。④ 畏寒肢冷：

无为 0 分；四肢末梢轻微发冷为 3 分；四肢发冷，需

加衣被为 6 分；全身发冷，增加衣被仍觉不能完全

缓解为 9 分。⑤ 舌质暗或有瘀斑、瘀点：无为 0 分；

舌暗红，有瘀点为 3 分；舌紫暗，有瘀斑、瘀点为 

6 分；舌青紫或舌下静脉曲张为 9 分。

1.3.1.2  次症：① 胸闷：无为 0 分；轻微胸闷为 2 分； 

胸闷明显，有时叹息样呼吸为 4 分；胸闷如窒，叹息

不止为 6 分。② 疲倦乏力：无为 0 分；精神振作，

气力较差，可坚持日常工作和活动为 2 分；精神疲

乏，全身无力，勉强坚持工作和活动为 4 分；精神、

气力严重疲乏，难以坚持日常活动为 6 分。③ 易感

冒：无为 0 分；偶有为 2 分；常有感冒，但能自愈为

4 分；易感冒而迁延不愈为 6 分。

1.3.2  肺功能指标：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6 个月的肺功能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的

百分比（FVC%）、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

百分比（FEV1%）。

1.3.3  客观评分：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 6 个

月的 SGRQ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且满足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以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表示。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COPD D组稳定期患者的一

般资料比较（表 1）：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程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说明资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表 1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病程
（年，x±s）男性 女性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56 34 64.35±5.21 13.68±3.77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52 38 64.23±6.63 14.36±3.65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2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

中医证候量化积分比较（表 2）：治疗前，两组间各

维度中医证候量化积分以及总积分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 6 个月后，中西医

结合治疗组喘息症状、咳嗽症状、咳痰症状、畏寒

肢冷症状、舌象积分及中医证候量化总积分均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且明显低于同期常规西医治疗组 

（均 P＜0.05）。

2.3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

肺功能指标比较（表 3）：治疗前，两组间 FVC% 和

FEV1%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治疗 6 个月后，两组 FVC%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FEV1% 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FEV1% 明显高于常规西医治疗组（均 P＜0.05）。

2.4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

SGRQ 评分比较（表 4）：治疗前，两组间 SGRQ 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6 个月后，

两组 SGRQ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以中西医

结合治疗组明显低于常规西医治疗组（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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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 
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FVC%（%）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51.76±9.21 45.39±7.91 -2.106 0.008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52.33±8.69 46.22±9.62 -2.679 0.005

t 值 0.895 0.921
P 值 0.366 0.374

组别
例数
（例）

FEV1%（%）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47.92±9.97 55.66±7.12 -3.233 0.006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48.32±9.86 51.23±9.61 -2.862 0.004

t 值 4.865 2.325
P 值 0.621 0.019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FVC% 为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
的百分比，FEV1% 为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表 4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 
治疗前后 SGRQ 评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SGRQ 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56.77±7.36 42.64±4.98 7.462 0.000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57.15±6.24 52.67±5.25 2.561 0.031

t 值 -0.134 5.467
P 值   0.810 0.000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SGRQ 为圣·乔治呼吸问卷

3 讨 论 

  目前，对于 COPD 稳定期的核心病机认识多停

留在“痰”“气”“虚”3 个方面，其中“虚”者往往

归为“气虚”“阴虚”“气阴两虚”［9］，而强调“肺阳

虚”“肺阳气虚”者则较少。本课题组通过对四川盆

地 COPD 患者进行长期观察与诊治发现，COPD 稳

定期患者以肺阳虚、肺阳气虚为本者居多［10］。究其

病机，肺脏为受病之脏，病久则耗伤肺气，喘促耗气

则肺气虚益甚，“气不足便是寒”，气虚之渐则为阳

气虚，加之四川盆地潮湿氤氲，湿邪困阻人体阳气宣

发，阳气渐衰，故见阳虚失于温煦之征、气虚衰弱之

征。以往喘息气促者常见肺阴耗伤之征，然而四川

盆地湿气困顿，阳气失于振奋，气虚而无力推动，津

液输布失司，反成痰湿，故阴虚者甚少。若肺病日久，

传变自生，子病及母则肺脾同病；母病及子则肺肾

同病；终末可见肺、脾、肾三脏同病。此外，肺之宣

发肃降功能失司，肃降不及、宣发不得，津液疏布失

常而痰液内生，痰气积聚搏结，加之肺气虚而无力推

动，肺络渐瘀，终致肺阳气虚，痰瘀互结。故进一步

认为痰瘀是本病的重要病理产物，并贯穿疾病始终，

临证虽有瘀之轻重之别，但难辞其咎，即“有一分阳

气虚，便有一分瘀血”。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阳虚

之证和痰浊成因与蜀地气候潮湿、空气湿度大、常

年日照较少、空气流动性较差以致患者生活环境极

易滋生细菌及霉菌，进而导致病情反复急性加重、

机体长期消耗而呈现虚弱状态密切相关。且有研究

表明，存在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在 COPD 急性

加重期合并多种呼吸道病原体感染的概率明显升

高，可能会导致患者病情程度较单一病原体感染者

重，而瘀血则与由肺部结构性改变和慢性炎症所致

肺微小血管慢性血栓形成密切相关［11］。

  不仅如此，现代中医也应积极吸收现代医学精

华，让西医为中医所用。本课题组将“微观辨证”学

表 2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量化积分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喘息症状积分（分） 咳嗽症状积分（分）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7.16±1.49 5.56±2.12 -4.146 0.000 7.51±1.46 6.00±1.43 -3.312 0.001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7.11±1.42 6.93±1.54 -1.546 0.126 7.48±1.78 6.84±1.33 -1.505 0.108

t 值 0.241 2.536 -0.359 2.164
P 值 0.812 0.009   0.722 0.030

组别
例数
（例）

咳痰症状积分（分） 畏寒肢冷症状积分（分）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5.72±2.77 4.87±2.34 -2.673 0.008 7.51±1.69 5.53±1.59 -3.856 0.041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5.89±2.68 6.01±1.86   0.267 0.761 7.68±1.62 8.25±1.38 -2.246 0.024

t 值 0.087 5.486 0.346 2.386
P 值 0.944 0.000 0.712 0.016

组别
例数
（例）

舌象积分（分） 中医证候量化总积分（分）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 t 值 P 值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90 6.55±2.27 4.58±1.78 -3.837 0.000 53.15±5.69 41.69±3.56 9.334 0.000
常规西医治疗组 90 6.37±1.84 7.23±1.58   2.451 0.013 53.22±5.66 50.66±4.45 0.867 0.351

t 值 -0.614 4.841 -0.183 -9.566
P 值   0.543 0.000   0.865   0.000

注：COPD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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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引入本研究，结合中医急危重症医学原理［12-14］，

发现 COPD 的关键病理生理学改变在于慢性炎症长

期刺激气道，破坏肺实质，进一步影响肺脏的修复与

防御功能，最终导致肺脏结构改变，肺功能不断恶

化，频繁出现急性加重。因此，及时阻断 COPD 患者

肺部炎症是中医药介入的关键点。现代医学认为，

慢性炎症改变主要表现为增生、坏死、纤维化，急性

期以变性、渗出为主要病理改变。由于 COPD 的复

杂性，患者肺部往往存在急性与慢性两种病理学改

变。慢性炎症组织苍白或晦暗肥厚、质地坚硬，结

合中医类象推演的思维与患者舌质暗等症状，认为

其多由气虚血瘀所致。而患者咳痰则是因各种急慢

性炎症、寒冷空气刺激呼吸道腺体，黏液分泌增加

并积聚于气道，犹如中医“内痈”窠臼之症，留连气

道，结合患者喘息、畏寒肢冷、疲倦乏力、易感冒等

症状，即成“寒伤阳气”“寒凝痰成”之说。

  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我们提出 COPD 稳定期

患者“有一分喘，必有一分（阳气）虚”的病机理论，

认为 COPD 稳定期以肺阳气虚为本，痰、瘀为病理

产物，即“阳虚血瘀，痰浊蕴肺”的证型。《金匮要

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载：“病痰饮者，当以温

药和之”，且痰为阴邪，非温不化；虚者补之，寒者温

之［15］。因此，本证首要当以温煦肺中之阳，益气补

肺为要。肺中阳气复位，寒痰得化，瘀随痰解，络随

气通，痰瘀得除。

  基于“阳虚血瘀，痰浊蕴肺”证型，本研究采用

“温阳活血，宣肺化痰”治法治疗 COPD 稳定期患

者，结果表明，以温肺阳为核心的治法与方剂能够在

治疗 6 个月时改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喘息、

咳嗽、咳痰、畏寒肢冷、舌象评分以及 FEV1% 和

SGRQ 评分；而仅使用西医内科治疗的常规西医治

疗组患者在畏寒肢冷、舌象方面则呈加重趋势。经

典的支气管扩张剂联合吸入型糖皮质激素确实能

够有效改善患者 FVC% 与 FEV1%，而本方药的关

键所在为对患者 FEV1% 的有效改善。两组患者的

SGRQ 评分均得到有效改善，但中西医结合治疗组

则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能改善 COPD 

D 组稳定期患者的“肺阳虚”症状与体征、肺功能指

标及生活质量。然而，我们也应承认，单纯应用症状

评分不能很好地评价患者呼吸困难程度，而 GOLD

指南中的 mMRC 分级则具有良好的效力，且与反映

患者健康状况的其他指标具有良好的相关性［16］。 

另外，相关研究表明，COPD 患者死亡前 1 年的运动

能力会有所下降［17］，这与人体运动能力反映心肺功

能密切相关，也间接说明了对 COPD 患者进行 6 min

步行试验（6MWT）比较的重要性。因此，对 COPD

稳定期患者进行 mMRC 分级、6MWT 和 SGRQ 评分

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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