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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鲁司特钠联合三拗片治疗咳嗽
变异性哮喘效果观察

张文江樊长征郑靖铁

【摘要】 目的观察孟鲁司特钠联合三拗片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CVA)(风寒束肺证)的临床效

果。方法 选择符合CVA的西医诊断标准且中医辨证为风寒束肺证患者89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治疗组45例(失访3例，最终为42例)，对照组44例(失访4例，最终为40例)。对照组应用孟鲁司特

钠片治疗，治疗组应用孟鲁司特钠片联合三拗片治疗。两组疗程均为14 d。测定并比较治疗前后中医证

候和主要症状的变化。结果治疗组改善CVA患者中医证候[有效率(90．48％，38／42)、咳嗽程度总有

效率(85．71％，36／42)、频度总有效率(90．48％，38／42)、咯痰总有效率(85．71％，36／42)、咽痒总有效率

(80．95％，34／42)、恶寒总有效率(76．19％，32／42)]的临床疗效均优于对照组[70．00％(28／40)、62．50％

(25／40)、70．00％(28／40)、55．00％(22／40)、52．50％(21／40)、25．00％(10／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值分别为14．046、14．046、13．923、23．104、17．729、17．729，P<O．05或P<O．01)。结论 孟鲁司特钠联合三

拗片在改善CVA患者中医证候、咳嗽、咯痰等临床症状方面优于单纯孟鲁司特钠片治疗。

【关键词】 咳嗽变异性哮喘；孟鲁司特钠；三拗片；风寒束肺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San’ao tables combined with Montelukast tables for cough variant asthma

Zhang Wenjiang，Fan Changzheng，Zheng Jingtie．h，增Disease Department，Xiyua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wal Sciel7啦e$．Be派nK jDDD9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n Sanao tables combined with Montelukast

Tables for cough variant asthma(CVA)(cold bealn lung card)．Methods Ei出ty．nine cases of sydrome

differentiation(cold beanl lung card)complied with CVA diagnostic criter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45 cases，3 cases were lost)and control group(44 cases，4 cases were lost))．r11}le treatment group Was

画yen oral San’ao tables combined with Montelukast tables，and the eontrol group was giveil oral Montelukast

tables．The CouPe of treatment were all 14 days．Chinese medical syndrome．cardinal symptom and airway

reactivity effects were determined and compared at pretherapy．Results Clinical effects of Chinese medical

syndrome(effective rate(90．48％，38／42)，cough severity(85．7 l％，36／42)，frequency(90．48％，38／42)，

COUgh up phlegm(85．71％，36／42)，pharyngeal itching(80．95％，4／42)and aversion to cold(76．19％，32／
42))in treatment group were all superior to control group(70．00％(28／40)，62．50％(25／40)，70．00％(28／
40)，55，00％(22／40)，52．50％(21／40)，25．00％(10／40))．n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x2

=14．046。14．046。13．923．23．104．17．729．17．729：P<0．05 or P<0．01)．Conclusion Clinical effects of

San’ao tables combined with Montelukast tables on CVA iS superior to Montelukast tables．

【Key words】 Cough variant asthma； Montelukast tables； San’ao Tables； Cold beam lung card

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CVA)是

哮喘的一种特殊形式，以顽固性咳嗽为主要表现。

目前中医治疗CVA方法繁杂，以自拟汤剂治疗为

多，不利于形成统一的治疗规范及临床路径。2012

年11月至2013年3月我们应用成药三拗片联合孟

鲁司特钠片治疗CVA风寒束肺型取得较好疗效，报

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研究对象来自2012年11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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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3年3月西苑医院门诊CVA患者89例。诊断标

准：(1)西医诊断标准¨J：(1)慢性咳嗽，常伴有夜间

刺激性咳嗽；(2)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或峰值呼气

流速(PEF)变异率>20％；(3)支气管舒张剂治疗

有效；(4)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2)中医

证候标准∞j：咳嗽变异性哮喘在中医辨证为风寒束

肺证。风寒束肺证主症：咳喘痰多，恶寒肢冷，痰白

清稀多泡沫，痰易咳出。次症：咽痒，不发热或低热，

口不干渴，鼻塞，流清涕，尿清长，舌淡苔薄白或白

腻，脉浮紧或滑。纳入标准：(1)符合CVA西医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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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病程大于8周的慢性咳嗽患者；(2)中医辨

证为风寒束肺型；(3)年龄18～65岁；(4)受试者知

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5)含CVA临床缓解期的患

者。排除标准(1)严重肺部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肺癌、肺结核等疾病；(2)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或准备妊娠的妇女；(3)精神病患者，不配合试验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进行分组，治疗组45例，对照

组44例。治疗组失访3例，最终为42例，其中男

20例，女22例；平均年龄(43．52+7．87)岁；病程最

短8．00周，最长32．00周，平均(12．24±10．51)周。

对照组失访4例，最终为40例，其中男19例，女

21例；平均年龄(41．38±9．52)岁；病程最短8．00

周，最长29．00周，平均(11．47±10．65)周。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均>O．05)。

2．治疗方法：对照组给予孟鲁司特钠片(默沙

东公司生产，国有准字：H20120360)10 ms／次，每晚

1次。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三拗片(组成：麻

黄、杏仁、甘草等，江苏济川药业生产，国有准字：

Z20090708)，每次2片，每日3次。疗程14 d。试

验期间禁止使用其他治疗咳嗽的中西药物。

3．观察指标及方法：(1)安全性指标：包括一般

体检项目及治疗期间发生的不良反应，血常规，尿常

规，肝功能(ALT)，肾功能(肌酐、尿素氮)。(2)疗

效性指标：用药第1、14日记录相关临床症状、体征

及舌象、脉象。尤其注意咳嗽性质、程度、时间的变

化。用药第1、14日检测肺功能和激发试验情况。

4．疗效评定标准：(1)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心]：疗

效指数=[(治疗前积分一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

分]×100％。临床治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

消失，证候积分减少t>95％；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

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70％～94％；有效：临床症状、

体征均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30％一69％；无效：临

床症状、体征均无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30％。

(2)症状疗效判定标准日J：临床治愈为治疗后症状

及体征基本消失。显效为治疗后症状积分下降两个

积分级，咳嗽次数和咳嗽程度由9分转为3分或由

6分转为0分；咽痒、气急、咯痰由3分转为1分或

由2分转为0分。有效为治疗后症状积分下降一个

积分级，咳嗽次数和咳嗽程度由9分转为6分或由

6分转为3分，或由3分转为0分；咽痒、气急、咯痰

由3分转为2分，或由2分转为1分，或由1分转

为0分。无效为治疗后症状体征无好转或加重。舌

苔、脉象只作具体描述，不进行统计分析。

5．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符合纳入标准并完成治疗方案的合格病例归

为PP集，合格病例和可评价的脱落病例归为IrITll

集。对症状疗效评定进行PP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在改善CVA患

者中医证候、咳嗽程度、咳嗽频度、咯痰、咽痒、恶风

寒的疗效方面优于对照组；但两组CVA患者气急

症状的改善疗效相当。见表1。

2．安全性观察：治疗期间未发生明显不良反

应，治疗组出现轻微El干3例，但可耐受，疗程结束

后消失。

讨 论

CVA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咳嗽是其主要临

床表现，无明显喘息、气促等症状或体征，但有气道

高反应性。CVA治疗原则与哮喘相同，大多数患者

吸人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加B受体激动剂即可，很少

需要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H J。

中医学对本病的认识，常将其归于“咳嗽”、“喘

证”等范畴，从外感或内伤进行辨治，临床疗效确

切、不良反应小而具有较强的临床优势。中医认为

本病多因先天禀赋不足，脏腑虚弱，外感邪气而诱

发。《河间六书》咳嗽论有云：“燥、火、湿、暑、风、寒

六气，皆令人咳。”而张景岳认为：“六气皆令人咳，

风寒为主。”近年来，风寒所致CVA逐渐引起人们的

重视。三拗汤源于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后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首次出现以“三拗汤”为名

的成方，“拗”者，违逆不顺的意思，“三拗”，指所用

三药皆违常法而用，选用甘草(不炙)、麻黄(不去

根、节)、杏仁(不去皮、尖)”J。麻黄为君，杏仁为

臣，甘草为佐使，具有宣肺解表、发汗平喘功效。主

治咳嗽痰多、胸满气短、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

不出、头痛目眩等外感风寒咳嗽证。近年来，三拗

汤为主方，临证加减并在治疗支气管哮喘上取得了

较好的临床疗效。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三拗汤中麻

黄主要成分为麻黄碱，具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作用；

阻止过敏递质释放；抑制抗体产生；使黏膜肿胀减

轻；苦杏仁含苦杏仁甙、苦杏仁酶等对呼吸中枢有镇

静作用，使呼吸运动趋于安静而达镇咳平喘效应；甘

草含有大量甘草甜素具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作用，

有抗炎、抗过敏、镇咳祛痰解毒等作用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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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主堕至堡

i==———————————粤塑坠———————。垦整—一一一 查墼 垂墼 璺查整
治疗组42 5(11．90) 10(23．81) 23(54．76) 4(9．52)—1面面_石兀—一
过竖塑 塑 !!!Q：塑2 8(20．oo) 16(40．00) 12(30．00) 28(70．00)222222222222222222222===========================：=：； =!：：≤兰=：：===：：： ；：：=!===

组别 例数—————-一堕堕塑室i==———————————』墅坠———————旦一一 查墼 垂墼 璺查墼
描疗班42 5(11·90)8(19·05) 25(59．52)4(9．52) 38(90．48)b

型堕缉 竺 !(!Q．00) 6(15．00) 18(45．00) 12(30．00) 28(70．00)22222222222252=2=========，_=========三====兰========：：i：：==：j： ； ； ：： ；；：兰==

组别 例数————i_—————————I-———————堕堕矍!!一一一i==—————二二————立塑L———————堕一一． 查垫 垂墼 篁查墼
描玎班 42 6(14·29) 10(23·81) 20(47．62) 6(14．29) 36(85．71)C

盟腰塑 !Q !(!．50)4(10．00) 18(45．00) 15(37．50) 25(62．50)2222222222222=============兰==========三====毛========：：：：：：：j：=：=：==：兰=：兰==：：==：==；；；

竺 竺竺二]匿二二二玉[二二二薹二二二j正二二二亟[二
塑望垒 竺 !!!!；!!! !!堑：!坚：一：：=：』坠竺；竺2：：：： !兰!!!；竺2：：：兰!垡!兰塑：：：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42 6(14．29) 10(23．81) 20(64．52) 6(14．29) 36(85．71)d

塑里塑—————竺———』：!Q 2 1f!：塑2 11(竺：!12 11(箜：塑2 丝(堑：塑2

组别 例数
咽痒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42 6(14．29)lO(23．81) 18(42．86) 8(19．05) 34(80．95)8

盟竖塑 塑 !!!：!12 1(!!：!Q2 11(!!：iQ 2 11(塑：!Q 2 11(!兰：!Q2

注：与对照组比较：8x2=14．046，P<0．05；6x2=14．046，P<0．05；。x2=13．923，P<0．05；。x2=23．104，P<0．01；。x2=17．729，P

<0．01；‘X2_17．729，P<0．0l

本病作为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病理基础为嗜

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的气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o，

气道反应性异常增高是本病的病理特征。当气道受

到致敏原或理化因素刺激后，在多种炎性因子及炎

性细胞的共同作用下，患者气道上皮及上皮内神经

末梢受损而导致气道反应性异常增高。有动物研究

表明，三拗汤通过抑制炎性细胞及调节炎症因子水

平减轻气道炎症旧J。此外三拗片对气道高反应症

状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改善患者症状和体征，在一

定程度上预防疾病的加重∽J。

从本次临床观察结果可以看出，三拗片联合孟

鲁司特钠片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风寒束肺证可显著

改善中医证候以及咳嗽、咯痰等临床主症，对气急也

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三拗片具有止咳祛痰，解痉平

喘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气道高反应的疗效；并且本

次临床观察未出现不良反应。治疗组咳嗽、咯痰、恶

寒、咽痒症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综上所述，三拗片联合孟鲁司特钠片在治疗

CVA风寒束肺证上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治疗期间

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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