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8。 ±鱼主堕匿筮金鱼塾盘查!!!!生!旦箜!!鲞笙!塑堡!也!王垦M旦坚堡尘曼!堡!丛!z!!!!!!!!：!!!塑!：!

·论著·

血必净注射液短疗程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的临床研究

彭毅强1，毛艳梅2，朱锦琪1，陈 垣1，邱湘玲1，蒋洁菡1，曾晓媛1，陈娟1，杨 晖1

(长沙市中心医院①呼吸内科，②药剂科，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 目的 探讨短疗程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的疗

效。方法选择62例AECOPD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0例)和治疗组(32例)。对照组予以西医常规基础治

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血必净注射液，连用3 d。监测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血液流变学、血细胞

数和C反应蛋白等指标，并记录患者的住院时间。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组患者治疗后pH值、动脉血氧分

压(PaO。)、动脉血氧饱和度(SaO。)、全血高、低切黏度、血细胞比容、血细胞和C反应蛋白均有明显改善(P<

0．05或P<0．01)；治疗组治疗前后PaO。、SaO：、全血高、低切黏度及血细胞的变化程度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均<o．05)。治疗组患者住院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C(18．5士1．5)d比(23．4土1．9)d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短期联合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AECOPD患者对提高疗效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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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inical study of short-term Xuebijing injection(血必净注射液)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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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short—term Xuebijing injection(血必净注

射液)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ECOPD)．

Methods Sixty—two patients with AECOPD were enroll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which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z=30)and treatment group(超一32)．The conventional western treatment of

COPD was adopted in the control group，based on the similar conventional western therapy in the control

group Xuebijing injection was add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Blood gas analysis，blood rheology，blood cell

count and C reactive protein were monitored before and 3 days after treatment．The hospital stay time was

recorded．Results After patients were treated。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values of pH，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02)，saturation of arterial blood oxygen(Sa02)，hematocrit，whole blood viscosity of low and high

shear rates and blood cells were improved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P<O．05 or P<

0．01)．The change of PaOz，Sa02，whole blood viscosity of low and high shear rates and blood cell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all P<O．05)．The period of patient stay in the hospital in

treatment group was marked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18．5士1．5)days VS．(23．4士1．9)days，P<0．053．Conclusion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he

combined use of western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short-term Xuebijing injection elev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ECOPD．

[Key words]Xuebijing injection，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linical study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在临床发病率高、

其预后较差。炎症反应和凝血功能紊乱在其中起到

很大的作用n。3’。血必净注射液是近年来研制的一种

中成药，有研究发现，血必净注射液具有对抗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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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拮抗与COPD发病有关的多种炎症介质释放，

降低血液黏滞度，促进免疫功能恢复等作用“。63。本

研究旨在通过采用前瞻性方法，探讨短疗程联合应

用血必净注射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AECOPD)患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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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例与方法

1．1病例及诊断标准：选择本院收治的62例患者，

病情分级为Ⅲ级或Ⅳ级，排除进行有创通气的患者。

其中男44例，女18例；年龄53～80岁；按随机原则

分为对照组(30例)和治疗组(32例)。两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表1)。

1．2治疗方法：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基础治疗，包

括吸氧、化痰、解除支气管痉挛等，同时根据病情选

用抗菌药物控制感染，必要时给予强心、利尿、扩血

管等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血必

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40 ml

加生理盐水100 ml静脉滴注，每日2次，连用3 d。

1．3观察指标：观察患者治疗前和治疗4 d的血气

分析[pH值、动脉血氧分压(PaO。)、动脉血二氧化

碳分压(PaC02)、动脉血氧饱和度(SaO。)]、血液流

变学(dr血高、低切黏度、血细胞比容和纤维蛋白

原)、血细胞数(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和C反应蛋

白等指标的情况，并记录患者的住院时间。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1．5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z士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气分析各项指标比较(表2)：

治疗4 d两组pH值、Pa02和SaO。均较治疗前明显

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且

治疗组PaO。和SaO：变化程度较对照组更明显，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比较(表

3)：治疗4 d治疗组全血高、低切黏度和血细胞比容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O．05或尸<0．01)；而对

照组各项指标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治疗组治疗前后全血高、低切黏度的

变化程度均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O．05)。

2．3两组治疗前后血细胞和C反应蛋白变化比较

(表4)：治疗4 d治疗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和C反

应蛋白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O．01)；且治疗组治疗前后白细胞数和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的变化程度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4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细胞和c反应蛋白变化(；士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6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0．05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士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0．05，1 mm Hg=0．133 kPa

表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变化比较(；士J)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6P<0．01，与对照组同期比较，c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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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比较(表1)：治疗组住院时

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3讨 论

COPD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呈进

行性发展，后期可出现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导致

高黏血症，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据

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报道，到2020年，COPD

将从目前的第五大世界疾病死因上升到第三日’。

血必净注射液的主要成分为赤芍、川芎、丹参、

红花和当归等，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清热解毒、

菌毒并治等功效。本研究发现，对AECoPD患者在

根据临床经验应用抗生素的同时加用血必净注射

液，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PaO：、SaO。、血液流变学、

白细胞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明显缩短患者的

住院时间，提高药物疗效。

血必净注射液治疗AECOPD取得明显疗效可

能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临床上各种病原体

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是导致COPD急性加重和恶化

的主要原因，及时有效的抗感染治疗是AECOPD

治疗的关键措施之一。然而，有研究发现，Ⅲ、Ⅳ级

AECOPD患者感染的病原体绝大多数是革兰阴性

菌。3，应用抗生素治疗过程中往往引发细菌内毒素

释放，可能对机体造成严重危害。1∞，从而导致一部

分患者应用抗生素治疗后无明显效果n卜123。血必净

注射液具有的强效抗内毒素作用对AECOPD的感

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已知肿瘤坏死因子一a

(TNF—a)、白细胞介素一6(IL一6)等炎症介质参与了

COPD的发病机制。血必净注射液有较强抗炎作用，

拮抗这些炎症介质对改善和控制COPD有一定作

用。既往许多研究表明，由于血必净注射液具有很强

的抗内毒素和抗炎作用，其对由细菌感染引起的全

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及由细菌感染导致的多器官功能

衰竭均具有满意疗效n∞。本研究将抗生素与血必净

注射液合用，在控制感染的同时拮抗内毒素和炎症

介质，达到了细菌、内毒素、炎症介质并治的目的∞3，

从而使疾病得到更好的疗效。其三，CoPD患者的血

液呈高凝状态。3，低氧血症和酸中毒是导致高黏血

症最主要的因素n们。血液的高黏滞状态往往与

COPD进行性加重的临床表现互为因果，形成恶性

循环n钉。血必净注射液可以加快机体血流流速，使

毛细血管网开放数目增多以及使聚集的红细胞发生

一定程度的解聚，改善机体微循环。盯，从而明显改

善AECOPD患者的PaO。、SaO：和血液流变学。

在本研究中仅1例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出现全身

皮疹，但停药后皮疹消退，说明血必净注射液是一种

有效的、安全的中成药，该药无肝、肾功能损害，不良

反应发生率低。

综上所述，在临床经验性抗生素使用基础上联

合短疗程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AECOPD，结果显

示，短疗程联合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AECOPD

患者对提高疗效具有一定的作用，如果能延长二者

联用时间，其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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