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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2003年以来，以中西医结合

方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急

性加重期患者30例，并与同期单纯西医

常规治疗者28例比较，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58例COPD急性加重

期患者均为本院住院病例，中医辨证属

痰热蕴肺、腑气不通和痰湿阻肺、脾肾阳

虚两型。根据随机原则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治疗组30例，男20例，女10例，

年龄45～76岁，平均62．26岁，病程

5～12 d，平均7 d。对照组28例，男

18例，女10例；年龄43～78岁，平均

81．23岁}病程6～15 d，平均8 d。两组

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均>O．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①对照组：给予西医常

规治疗，即卧床休息，持续低流量吸氧，

积极抗感染，解痉平喘，祛痰；维持水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扩血管等治疗。②治疗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生大黄

5～10 g，枳实6～10 g·百部15～30 g，

紫菀10～12 g，半夏6～15 g，瓜萎30 g，

金银花12～15 g。痰湿阻肺者加用胆南

星9～12 g，川贝6～10 g。

1．3疗效判定标准：呼吸困难、咳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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绀等明显减轻或消失为显效。呼吸困难、

咳嗽、发绀等减轻为有效。呼吸困难、咳

嗽、发绀等无改善或病情变化为无效I出

现意识障碍甚至死亡。

1．4统计学处理：疗效结果用率表示，

采用r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结 果

治疗组显效22例(73．3％)，有效

6例(20．0％)，无效2例(6．7％)，总有

效率为93．3％；对照组显效17例

(60．7％)，有效4例(14．3％)，无效7例

(25．O％)，总有效率为75．O％。治疗组

疗效优于对照组(P<O．05)。

3讨论

COPD是以气道、肺实质和肺血管

慢性炎症为特征，在肺的不同部位有巨

噬细胞、T淋巴细胞(尤其是CD8+)和

中性粒细胞增多，反映COPD慢性炎症

中，炎症细胞积聚和活化的指标中性粒

细胞黏附分子CDllb／CDl8表达及血

清中细胞黏附分子一1在COPD加重期

患者中表达明显增加[1]．激活的炎症细

胞释放多种介质，破坏肺结构，因而抑制

炎症反应是治疗COPD急性加重期的

重要方法之一，有效的抗炎治疗不但能

缓解病情恶化，缩短病程，而且能够改善

患者的症状和健康状况，增加治疗的有

效率乜]。中医认为COPD急性加重期属

中医学“肺胀”范畴，多系感受外邪，郁闭

肺系，脏腑功能失调，正虚(肺肾气阴亏

虚)标实(痰、湿、瘀阻滞)，复加外感新

邪，人里化热，痰热蕴肺，肺失宣肃，或高

龄脾肾阳虚，内生痰湿阻肺，肺失宣降均

可导致COPD加重。采用中医的清肺化

痰、祛痰法治疗COPD急性加重期，不

但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尚具有增加

气道黏液纤毛运动、清除氧自由基、保护

血管内皮等功能[3]，值得进一步研究。因

此，COPD急性加重期采取中西医结合

方法治疗，较单纯西医常规治疗具有明

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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