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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叶皂苷钠治疗胸部创伤的临床研究 

梁 忠，李永胜，于 君 

(甘肃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目的：探讨 p一七叶皂苷钠对胸部创伤的疗效及治疗机制 。方法 ：将 160例胸部创伤患者按随机原 

则均分为两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 p一七叶皂苷钠 10 mg和质量分数为 1O％ 

的葡萄糖注射液 25O ml静脉滴注，30~40滴／min，每 日2次，10 d为 1个疗程。结果：治疗组的显效率和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显效率 62．5 比 22．5％，P<0．01；总有效率 97．5 比66．3％，P<0．01)，且治疗组血液 

流变学及血气分析各项指标(如红细胞血泳时间、血沉、血细胞比容、血浆黏度、全血黏度(高切、低切)及动脉血 

氧分压(PaO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等]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或P<O．01)；而对照组仅血细胞比容有显著改善(P<O．05)，其他指标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0一七叶皂苷钠对胸部创伤不良后果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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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earch on B—sodium aecine for treatment of chest trauma LIANG Zhong，LI Yong—shen，yU 

Jun．Dapartment of Chest Surgery。People S Hospital of Gansu Province，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mechanisms of p—sodium aeacine in 

treating chest trauma．Methods：0ne hundred and sixty patients with chest trau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 

while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the study group was also treated with 0一sodium aeacine， 

10 mg of 8一sodium aeacine in 250 ml 10％ glucose solution for intravenous drip，3O to 40 drops／min，twice a 

day for 10 days (one therapeutic course)．Results：The effectiv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effective rate(62．5 VS．22．5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97．5 0A VS．66．3 0A)，both P< 0．01]．The criteria of various hemorheology and blood gas 

analysis[such as red blood cell electrophoretic time，blood sedimentation rate，hematocrit，plasma viscosity， 

whole blood specific viscosity (high tangential，low tangentia1)，arterial blood oxygen partial time (PaOz)， 

arterial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degree (SaO2)，arterial blood carbon dioxide partial time，etc．] were all 

markedly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and in comparisons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尸< 0．01 or P< 0．05)．However，after treatmen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hemorheology and blood gas analysis except hematocrit(P<0．05)in the control group．Conclusion： 

p—sodium aeacine can produce significant effects for treating chest trauma with less toxicity，which is worthy 

to be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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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创伤常并发气胸、血胸、肺损伤、肋骨骨折， 

造成压迫性肺不张、胸膜粘连增厚和纵隔向对侧移 

位，致血容量减少 ，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和表面活性物 

质改变，通气和换气功能障碍，通气／灌注比值失调 

等，不仅可以导致全身血流动力学变化、缺氧和酸中 

毒，严重时还可导致创伤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症，病死率较高H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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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常规行胸腔闭式引流术、肋骨骨折外固定以及止 

血、镇痛、排痰、预防感染后，仍然不能完全解决肺复 

张过程中存在的再灌注损伤、肺水肿、微循环障碍、 

胸膜粘连、通气／灌注比值失调、局部炎性水肿以及 

炎性渗出和炎性积液等问题。国内外实验研究及临 

床应用证明，p一七叶皂苷钠具有消炎、抗渗出、消除 

水肿、改善微循环等多功能治疗价值。 。1998年 

1月一2oo6年6月，本院胸外科在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 p一七叶皂苷钠治疗胸部创伤患者，取得较满 

意的疗效，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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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选择 160例胸部创伤住院患者，临 

床上均有气胸、血胸、肺损伤、肋骨骨折，造成压迫性 

肺不张、胸膜粘连增厚和纵隔向对侧移位，其诊断均 

经胸部X线、CT和动脉血气确定。将所选病例按随 

机原则分成两组。治疗组 80例中男50例，女 30例； 

年龄 19～81岁，平均 (5O．00土22．63)岁；肋骨骨折 

伴血胸 44例，血气胸 17例，血气胸伴肺损伤 19例。 

对照组 80例 中男 49例，女 31例 ；年龄 20～83岁 ， 

平均(51．00土19．73)岁；肋骨骨折伴血胸 50例，血 

气胸 13例，血气胸伴肺损伤 17例。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构成及胸部创伤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 

比性 。 

1．2 治疗方法：两组均行常规的持续低流量吸氧， 

保持呼吸道通畅 ，胸 腔闭式引流术、肋骨 骨折外 固 

定，止血、镇痛、排痰、预防感染，纠正水、电解质和酸 

碱失衡，抗心律失常等治疗。治疗组除继续上述治疗 

外，加用 B一七叶皂苷钠以30~40滴／rain的速度静 

脉滴注(将 B一七叶皂苷钠 10 mg加入质量分数为 

10 的葡萄糖 250 ml中)，每 日2次 ，10 d为 1个疗 

程 。治疗前及治疗 1个疗程后均行 X线胸片、心电 

图、肝功能、肾功能、痰培养 、血液流变学、血气分析 

流变学和动脉血气，显示患者肺复张存在的再灌注 

损伤、肺水肿、微循环障碍、胸膜粘连，以及通气／灌 

注比值失调、局部炎性水肿、炎性渗出、炎性积液基 

本消失，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临床症状和体征 

明显好转。②有效：复查胸部 X线、CT、血液流变学 

和动脉血气，显示患者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临床症 

状和体征减轻或好转。③无效：复查胸部 X线、CT、 

血液流变学和动脉血气，显示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 

和体征无好转，引流管留置时间延长。 

1．4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11．0软件包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用 X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土标准 

差(z±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表 1)：治疗组治疗后显效 

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between two groups 例( ) 

检查，记录临床症状及体征变化特点，并与对照组进 注：与对照组比较：**尸<o．01 

行比较。 2．2 血液流变学及血气分析检测指标变化(表 2)： 

1．3 疗效判定：①显效：复查胸部 X线、CT、血液 治疗组患者治疗后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和血气分析指标的比较( ± ) 

Table 2 Comparison of hemorheololgy and blood gas analysis target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x-k-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尸<O．05，一 尸<O．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尸<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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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细胞电泳时间均显著改善(P<0．05或 P< 制凝固性血胸形成，可以明显缓解由胸腔粘连、积液 

0．01)，血沉变化不显著；而对照组治疗后只有血细 包裹以及感染造成通气／血流比例失调引起的缺氧 

胞 比容有明显改善(P<0．05)，其他指标差异均无 和肺功能降低，有改善微循环、疏通窦房结毛细血管 

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后动脉血氧分压(PaO。)明 和淋巴管正常通透性的作用 ；从而改善血流动力 

显升高，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则明显下降 学及通气／灌注比值失调，降低肺动脉高压，减少渗 

(P均<0．O1)；而对照组治疗后 PaO。、PaCO。比较 出液进入肺泡和间质，且有利于心脏恢复正常的传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治疗后比 导功能，使患者血气分析客观指标得以显著改善。该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药还有增加静脉张力，改善或加快静脉回流 ；预防 

2．3 不良反应：治疗组中 4例因血管疼痛不能耐 和减轻肺复张时存在的肺水肿H ；并有清除自由 

受，8一七叶皂苷钠改为 5 mg，滴速调至 25滴／min 基 、保护心肌细胞、利尿、减轻心脏负荷、增加心肌 

后疼痛消失。用药前和用药后查血、尿常规及肝、肾 灌注等作用，使心功能得以改善，减少肺复张过程中 

功能未见严重的不良反应。 的再灌注损伤，缓解肺间质性炎症。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p一七叶皂苷钠治疗胸部创伤 

胸部创伤后可引起一系列病理、病理生理改变， 患者，具有明显的局部抗炎、消肿，抑制渗出、促进积 

如气管、支气管损伤，肺损伤，心脏瓣膜损伤，心搏骤 液吸收，能短期内缓解或改善胸部创伤的症状和体 

停等。研究发现，胸部撞击时，中性粒细胞在肺组织 征，缩短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减少或避免糖皮质激 

中大量扣押，胞浆游离 Ca。 短暂升高，与肺组织损 素和利尿剂的应用，有利于患者康复。血液流变学和 

伤密切相关。 。目前临床上常规治疗胸部外伤所用 血气分析各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且不良反应少，能 

的方法有：恢复胸壁的完整性和呼吸运动功能；保持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患者的治疗 

呼吸道通畅；补充血容量和止血；胸腔闭式引流术； 费用。 

心包引流术，解除胸膜腔和心包腔内的压力；适时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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