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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炎症性亚急性咳嗽应用
三拗片治疗的效果观察

张洁 唐瑾厉旭光何翔 张路尹琦郭忠良

【摘要】 目的探讨气道炎症性亚急性咳嗽应用三拗片干预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我院诊

治的90例无影像学异常的亚急性咳嗽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5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三拗

片，1．0 g／次口服，3次／d；对照组(45例)仅给予常规治疗，连续治疗2周。观察患者治疗第3、7、14天临

床症状的变化。结果(1)呼吸道症状评分：两组咳嗽症状积分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P均<0．01)，其

中以治疗组明显。组间分析发现，治疗组在第3、7、14天日间咳嗽症状评分[(2．18±0．62)、(1．22

±0．46)、(0．83±0．45)分]、夜间咳嗽症状评分[(2．12±0．51)、(1．18±0．44)、(1．01±0．32)分]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13间咳嗽症状评分(2．78±0．55)、(2．05±0．41)、(1．86±0．68)分，夜间咳嗽症状评分

(2．38±0．38)、(1．85±0．49)、(1．24±0．3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组内=10．23，P<0．05；F组间

=8．46，P<0．05；F交互=12．05，P<0．05；F组内=6．38，P<0．05；F组问=7．59，P<0．05；F交互=8．13，P均

<0．05)。(2)总体疗效：治疗组22例痊愈，17例显效，总有效率86．7％；对照组痊愈14例，显效17例，总

有效率68．9％；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2=9．172，P<0．01)。(3)两组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

应。结论三拗片对于气道炎症性亚急性咳嗽患者的呼吸道症状改善作用较好，且安全性高，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关键词】 亚急性咳嗽；三拗片； 中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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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San’ao Pian’s treatment on

subacute cough induced by airway inflammation．Methods Ninety cases with subacute cough induced by airway

inflammatio【1 were selected as our subjects．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45)and San’ao

Plan group(n=45)，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egular treatment，and in San
7

ao Pian group were

received Sanao Pian’s(1．O g／time oral，3 times／day)for 2 weeks plus regular treatment．The changes of clinical

symptoms such as COUgh．sputum，and wheeze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at the 3th，7tIl，14th day．Results

(1)The main symptoms regarding of cough were improved in two groups(P<0．01)．The day cough symptoms

score in San’ao Pian group were(2．18±0．62)，(1．22±0．46)，(0．83±0．45)at山e 3th，7th，14th days after

treatment．10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2．78±0．55)，(2．05±0．41)，(1．86±0．68))and the

difierences were significant(F within group=10．23，P<0．05；F between=8．46，P<0．05；F intercross group

=12．05．P<0．05)．The same trend was seen in night COUgh symptoms score((2．12±0．51)vs．(2．38

±0．38)，(1．18±0．44)vs．(1．85±0．49)，(1．01±0．32)vs．(1．24±0．37)；F within group=6．38，P

<0．05；，between group=7．59，P<0．05；，intercross group=8．13，P<0．05)．(2)The total efficacy rate of

San 7ao Pian’s was 86．7％．including 22 cases were cured，17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68．9％)．including 14 cases were cured and 17 cases markedly effective，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L Conclusion San’ao Pian’s is proved with better clinical effect in terms of treating subacute COUgh

induced by airway inflammation．

【Key words】 Subaeute cough； San 7ao Plan； Chinese traditional treatment

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症状，多由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引起，多数患者2～3周

·183·

·论著·

能明显缓解，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持续3周以上，

甚至转为慢性咳嗽(>8周)。咳嗽是感染或气道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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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产生的保护性机制，但持久剧烈的咳嗽可影响患

者休息，还易消耗体力，甚至可引起肺泡壁弹性组织

的破坏，诱发肺气肿。有时也使气管病变扩散到邻

近的小支气管，使病情加重。亚急性咳嗽常见于感

染后咳嗽、细菌性鼻窦炎、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和咳嗽

变异性哮喘等，多为气道非特异性炎症所致，其中以

感染性咳嗽居多¨J。感染后咳嗽虽多为自限性，但

长时间频繁的咳嗽和夜间睡眠障碍可显著影响工

作、生活和学习。目前，虽然有多种药物来治疗咳

嗽，但各有不同的适应证和副作用，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旧J。有研究报道三拗片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

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等的疗效已经

得到证实∞圳。可能对亚急性咳嗽尤其是感染后咳

嗽具有独特的功效。故本研究选用三拗片联合镇咳

解痉和祛痰药物治疗无特异性肺部改变的亚急性咳

嗽患者，以寻求对亚急性咳嗽更佳的治疗方案。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来我院门诊就诊的

亚急性咳嗽患者90例，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哮喘学组《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2009)》中的亚急性咳嗽的诊断标准”J，并具备以

下临床表现：(1)均有咳嗽，伴／不伴咳痰、气喘，持

续3—8周；(2)胸部听诊正常或伴少量干哕音，咳

嗽后可改变或消失；(3)胸部影像学检查未见明显

异常；(4)肺功能正常或轻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排除原发性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青光眼、甲状腺

功能亢进、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严重肝肾功能不

全患者。90例患者中男42例，女48例；年龄16．0

～75．0岁，平均(42．8±19．5)岁；病程3．0～8．0

周，平均(5．3±1．4)周。按照随机对照原则分为两

组：治疗组45例，对照组45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病程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均>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患者知情同

意，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二、方法

1．治疗方法：两组均予睡前给予复方甲氧那明

胶囊[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33669]2片，口服，进行镇咳、抗过敏治疗，以缓

解夜间症状并提高睡眠质量；予祛痰药盐酸氨溴索

片(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30360)口服，30 mg／次，3次／d；对嗜酸性粒细

胞明显增高或伴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加用孟鲁斯特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070058)

10 mg／晚，原则上不使用抗生素治疗。治疗组再加

用三拗片(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Z20090708)I-q服，1．0 g／次，3次／d。两组均于饭后

0．5 h服用药物，疗程14 d。所有患者原则上不再同

时使用其他止咳化痰药物及支气管扩张剂。治疗1

周症状未见好转，归于无效，加用其他止咳、解痉平

喘药物。所有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均根据咳嗽症状

积分表∞1进行评分，见表1。统计患者的得分为Et

间及夜间症状得分的总和。

2．观察指标：治疗前后分别统计两组患者血常

规情况、呼吸道症状积分、症状及体征持续时间、总

体疗效、加用其他止咳、解痉平喘药物比例，并详细

记录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理措施。

3．疗效判定标准：痊愈：症状明显缓解，治疗后

得分为1分或0分；显效：得分减少3分或以上；进

步：得分减少1—2分；无效：得分无减少或得分增

加。有效=痊愈+显效。

三、统计学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 16．0进行数据处理。呈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z±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z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

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咳嗽症状积分

结 果

1．呼吸道症状评分：两组患者治疗前各咳嗽症

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治疗后均显著降低(P

均<0．01)。组间分析发现，治疗组在第3、7、14天

日间咳嗽症状评分、夜间咳嗽症状评分和总评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P均<0．05)。见表2。

2．总体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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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两组亚急性咳嗽患者呼吸道症状积分比较(*--s，分)

注：8F组内：10．23，P(0，05；8F组同：8．46，P(0．05；。F交互=12 05，P<o．05；hF纽内=6．38，P(0．05；bF组问=7，59，P<o．05；bF交互=

8．13，P<O．05；与治疗前比较，。P<O．01；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两组亚急性咳嗽患者总体疗效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8x2=9．172，P(0．01

3．不良反应：两组治疗期间血常规检查中3例

白细胞轻度下降，其余均在正常范围。少部分患者

初始治疗时出现晨问嗜睡症状，考虑与复方甲氧那

明胶囊副反应有关，经减少复方甲氧那明胶囊剂量

后均改善，其中治疗组2例在服用2、3 d出现轻度

便次增多，呈糊样便，但均可耐受，疗程结束后消失。

两组均未发生其他明显不良反应。

讨 论

咳嗽是机体的防御反射，有利于清除呼吸道分

泌物和有害因子，但频繁剧烈的咳嗽对患者的工作、

生活和社会活动造成严重的影响。临床上胸部影像

学检查无明显异常的亚急性咳嗽患者主要由于气道

非特异性炎症导致气道反应性增高"-所致，此时抗

菌药物治疗多数无效，而因诊断不清反复进行各种

检查，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也加重了患者的经济

负担。

亚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是感染后咳嗽，其次

为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咳嗽变异性哮喘等。在处理

亚急性咳嗽时，首先要明确咳嗽是否继发于先前的

呼吸道感染，并进行经验性治疗。治疗无效者，再考

虑其他病因并参考慢性咳嗽诊断程序进行诊治。当

呼吸道感染的急性期症状消失后，咳嗽仍迁延不愈，

x线胸片检查无异常。感染后咳嗽为自限性，多能

自行缓解，通常不必使用抗生素。对亚急性咳嗽多

推荐使用覆盖范围较广、价格适中的复方制剂进行

经验治疗，如美敏伪麻溶液、复方甲氧那明等，这些

制剂对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咳嗽变异性哮喘、感染后

咳嗽等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亚急性咳嗽多为感染后咳嗽，属于中医“外感

咳嗽”范畴。古今医家对感染后咳嗽积累了丰富经

验，取得了较好疗效旧引。三拗片方源于宋代经典

方，是由三拗汤转化剂型所制成的中成药，现代药理

学研究表明，该药具有如下作用：(1)止咳、祛痰、平

喘：方中麻黄可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麻黄水溶

液提取物对豚鼠气管机械刺激所致咳嗽有明显的镇

咳作用；杏仁可抑制呼吸中枢，起镇咳作用；甘草中

的甘草次酸具有明显的中枢性镇咳作用。(2)解热

镇痛：麻黄具有明显的发汗散寒、利水消肿作用，甘

草具有解热作用，麻黄、杏仁、甘草都有一定的镇痛

作用；另外生姜所含的姜辣素可促进血液循环，起

到发汗解表的作用。(3)抗炎：麻黄、杏仁、甘草、生

姜都具有抑制炎症作用。(4)抗菌、抗病毒：麻黄、

甘草、生姜对呼吸道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并对甲

型流感病毒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有研究表

明[1m11j，三拗汤试管法原液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

菌、绿脓杆菌、乙型溶血链球菌、肺炎球菌的繁殖，具

有较好的抗菌作用。(5)抗过敏：麻黄、甘草、生姜

有抗过敏作用。因此，四药联合，具有较强的抗菌、

抗病毒、抗炎、止咳化痰、解痉平喘以及抗过敏作用。

三拗片对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慢

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等的疗效已经得到证实旧‘31。

从作用机制上分析，三拗片对感染后亚急性咳嗽效

果较明显，而对其他原因如气道咳嗽综合征、咳嗽变

异性哮喘等引起的亚急性咳嗽同样具有一定疗效。

本研究中，多数患者为感染后咳嗽，在上呼吸道

卡他症状消失后出现持续较长的咳嗽，多数血常规

表现正常，少部分患者存在长时间的流涕、咽干、咽

痛症状，另外部分患者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加，可能与

变态反应增高有关。虽然多数患者通过对症治疗可

以痊愈，但加用三拗片对减少咳嗽时间、改善临床症

状和生活质量有一定的临床意义。本次研究结果表

明，治疗组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积分的改善情况

明显优于对照组，并且第3天起即出现一定的效果，

症状次数和持续时间短于对照组，总体疗效高于对

照组，且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说明三拗片对于亚急

性咳嗽患者的呼吸道症状改善作用较好，且安全性

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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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肺曲菌球病的诊断及治疗，减少手术的并发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5年4

月至2012年5月行手术治疗的24例肺曲菌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8例，女6例；年龄22～67岁。其

中行肺叶切除15例，全肺切除4例，复合切除(肺叶+肺楔形切除)3例，右肺上、中叶切除1例，病灶清

除+脓腔引流1例。结果无手术死亡病例，全部患者均治愈，7例发生并发症，包括术中大量渗血1

例，术后大出血I例，肺部感染2例，支气管胸膜瘘1例，肺复张不全1例，切口感染1例，其中2例行二

次开胸手术治疗并发症。术后随访均无咯血或血痰、复发或死亡。结论手术切除是肺曲菌球病的首

选治疗方法，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提高及胸腔镜技术的应用，同时加强围手术期的处理，将最大限度地

降低肺曲菌球病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

【关键词】肺曲菌球病；外科手术；并发症

The experience share of surgicaI treatment on 24 cases with pulmonary aspergilloma 能o Yizhe．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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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and SU哂cal management of pulmonary

aspe晒lloma．Methods Twenty—four patients underwent SUrgicat treatment for pulmonary aspergi．1loma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from April 2005 to May 2012 at the second hospital of Xiamen．The information of all cases

was recorded．Results There were 18 males and 6 females in all subjects。and their age ranged from 22 to 67

year．The surgical outcome were 15 lobectomies，3 segmenteetomies or wedge resections，1 right upper and middle

lobectomy．1 radical debridemeut。4 pneumonectomy．Results There was no preoperative mortality．Seven cases

(29．2％)developed complications in this series including l postoperative bleeding，l bleeding during operation，

2 pulmonary infection，1 bronchial fistula，1 pulmonary reexpansion insufficiency，1 wound infection．Condusion

Surgical resection of pulmonary le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for pulmonary aspergilloma．Moreover

strengthening the perioperative management could decrease the morbidity and morality．

【Key words】Pulmonary aspergi．Boma；Surgical management；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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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菌病的常见病理类型，由预先存在于人体肺腔中

的曲霉菌定植形成真菌球所致。近年来，由于抗生

素、免疫抑制剂、化疗药物、激素的应用增多，该病的

发病率明显升高。同时，当真菌球形成后，抗真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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