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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拗片联合舒利迭治疗
中重度COPD稳定期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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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三拗片联合舒利迭治疗中重度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符合诊断标准的129
例中重度COPD稳定期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给予三拗片加舒利迭治疗，对照组给予舒利迭单药治疗。记录治疗
前后的肺功能、血气分析及应用COPD评估测试（CAT）问卷进行COPD患者生活质量评价的结果，跟踪观察治疗2个月。结果 研
究组的肺功能、血气指标及生活质量改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三拗片联合舒利迭治疗中重度COPD稳定期患者，能显著
改善肺功能，血气指标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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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table moderate and sev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with Sanaopian combined with seretide treatment. Methods 129 cases of stable moderate 
and severe COPD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Sanaopian combined with Seretide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eretide monotherapy. The 
parameters of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arterial blood gases and COPD assessment test (CAT) for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OPD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 to observe on the treatment 
of 2 months. Result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blood gas indicators, pulmonary 
fun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Conclusion Sanaopian combined with Seretide in treatment of stable 
COP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blood gas indicators, pulmonary function and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the 
therapy deserves to be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Sanaopia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life quality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呼吸系统的一种慢性疾病，在
全球患病率与死亡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

生活质量。目前居于全球第四位主要死亡原因，研究预测，到

2020年其将上升为第三位[1]。2004年5月美国胸科协会及欧洲呼
吸病协会发布了新的COPD防治指南，首次提出在重度COPD稳
定期治疗中，吸入糖皮质激素可减少急性加重频率，改善生活

质量。配伍吸入糖皮质激素和β2受体激动剂，比各自单用效果
好[2]。三拗片宣肺止咳、祛痰平喘，适用于寒邪犯肺、肺失宣
降，临床可用于缓解COPD患者咳嗽、咳痰等症状。我院对中重
度COPD稳定期患者分别采用三拗片加舒利迭治疗和舒利迭单药
治疗，并跟踪观察治疗2月，观察治疗前后肺功能、血气分析变
化及患者生活质量，以观察其疗效。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4月至9月间在本院呼吸科就诊的中重度稳定期

C O P D患者129例。其中男性91例，女性38例，年龄58~75岁，
平均年龄69.4岁；均符合2007版关于中重度COPD稳定期诊断标
准，排除心肌梗死、心衰、肾衰等严重并发症。其中，研究组

67例，对照组62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情程度组间无显著
差异（P＞0.05）。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单用舒利迭粉吸入剂50μg/500μg×60泡（沙美特

罗/丙酸替氟卡松，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按C O P D稳定期推
荐方案治疗，每次1吸，早、晚各1次。治疗组在上述治疗基础
上同时加服三拗片（0.5 g/片，江苏济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2
片/次，3次/d。随访观察治疗2月后评定结果。
1.3 观察指标

（1）肺功能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 E V1），用力肺活量
（FVC），FEV1/ FVC测定：患者的所有肺功能测量均使用同
一肺功能仪，在1天的相同时间段进行。（2）血气分析包括氧
分压（PaO2）、二氧化碳分压（PaCO2）的变化。（3）CoPD评
估测试（CAT）问卷分析包括8个问题：咳嗽、痰液、胸闷、爬
坡或上一层楼梯的感觉、家务活动、外出信心、睡眠和乏力。

患者根据自身情况，对每个项目做出相应评分（0~5分），CAT
分值范围是0~40分。得分为0~10分的患者被评定为C O P D“轻
微影响”，11~20者为“中等影响”，21~30分者为“严重影
响”，31 ~40分者为“非常严重影响”，20~40分提示患者需要
积极治疗。患者治疗前后分别予以CAT问卷调查，记录前后2次
CAT问卷评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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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的比较（x±s）

观察指标
对照组（n=62） 研究组（n=67）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FEV1（%） 50.80±2.60 52.61±3.23 50.45±2.81 59.73±3.14*

FVC（L） 1.55±0.37 1.62±0.33 1.53±0.39 1.87±0.31*

FEV1/FVC（%） 54.11±1.12 55.55±1.49 54.23±1.20 62.36±1.8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气分析的比较（x±s）

观察指标
对照组(n=62) 研究组(n=67)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PaO2(mmHg) 55.60±4.04 59.08±4.16 55.32±4.21 67.47±4.15*

PaCO2(mmHg) 49.20±2.35 41.12±2.13 48.74±2.17 35.50±2.2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 05。

1.4 统计学方法
本组采用S P S 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数据均以均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

以P＜0.05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为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肺功能各项指标FEV1%、FVC（L）和FEV1/

FVC（%）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2个月治疗后，两组肺功
能各项指标均有显著改善（P＜0.05），且治疗结束后实验组改善
程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指标比较

两组的P a O 2、P a C O 2治疗前血气分析指标无明显差异

（P＞0.05），经两月治疗后两组血气分析指标均有明显改善
（P＜0.05）。两组之间比较，实验组两项指标改善程度均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CAT问卷分数及各项评价内容的比较

对照组与治疗组 C A T问卷评估比较，对照组 C A T
评估无明显变化，治疗组 C A T评估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P＜ 0 . 0 5），提示治疗组患者疾病对生活的影响有所
降低。治疗组咳嗽、咳痰二项指标治疗前后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 P＜ 0 . 0 5），外出信心指标评估差异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P＜0 . 0 1）。其他指标均无明显差异。见表3。

表3  治疗2个月前后CAT评分和CAT各指标评分比较（x±s）

观察指标
对照组（n=62） 实验组（n=67）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总体 15.6±3.7 15.3±4.0 15.8±3.9 14.7±2.7*
咳嗽 1.8±0.9 1.8±0.8 1.9±0.9 1.6±0.4*
咳痰 1.9±0.9 1.8±0.5 1.9±0.8 1.5±0.6*
外出信心 2.5±1.2 2.4±1.1 2.6±1.1 1.8±0.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 05，**P＜0. 01。

3 结论

COPD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慢
性病，其发病率、致残率、病死率高，社会经济负担重，已成

为全球呼吸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卫生部已将其列为15年疾
病防治规划的五大重点疾病 [3]。因此，如何提高COPD患者的生
活质量，减少疾病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我们致力于COPD治疗
工作的重点。舒利迭是长效β2受体激动剂和糖皮质激素混合干

粉吸入制剂，上述两药的配伍使用，能起到协同作用[4]，抑制炎

性因子的生成，起到改善COPD患者肺功能的作用，另外经口吸
入使用，药物直接作用于靶器官，仅需较小剂量即可达到有效

作用，全身副作用小[5]。本组研究也证明舒利迭治疗能很好的维

持患者的现有生活质量。

慢性咳嗽、咳痰症状是COPD患者主要症状，影响着患者的
生活质量。本组研究中应用三拗片加强止咳、祛痰等对症治疗，

联合舒利迭治疗2个月后，实验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标、血气分析指
标较对照组明显上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通过患者

CAT问卷的评估，提示咳嗽、咳痰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明显下
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表明咳嗽、咳痰的缓解对治
疗组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评估结果中也发现

患者的外出信心明显提升，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这是
否与缓解了咳嗽、咳痰症状，进而降低了患者外出的心理压力有

关，有待进一步论证。

总之，舒利迭可通过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来维持其生活质

量，三拗片联合舒利迭治疗加强了咳嗽、咳痰等症状的改善，

使其提高COPD患者生活质量的优势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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