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2017年 4月第 24卷第 7期

三拗片治疗儿童急性支气管炎风寒袭肺证的效果

李伦红

急性支气管炎是由各种病因引起的支气管黏膜及周围

组织的非特异性炎症，西医以控制感染及对症治疗为主，虽

有一定疗效但易导致耐药菌的产生，且出现胃肠道菌群紊

乱等不良反应[1]。中医药治疗从整体调治，疗效明显、副作

用小，但中药汤剂因口感相对较差患儿不易接受，服药依从

性差。笔者使用中成药三拗片治疗急性支气管炎风寒袭肺

证，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与分组 我科门诊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急性支气管炎患儿 172 例，体温＜ 38℃；符合西

医急性支气管炎诊断标准（频发较深的咳嗽、早期干咳，病

情发展出现咳痰、喘息；两肺呼吸音粗，可有少量不固定

的干、湿性啰音或哮鸣音；胸部 X线摄片检查无异常发现

或有两肺纹理增粗，白细胞计数正常或稍高）。中医辨证属

于风寒袭肺证：咳嗽喘息、咽痒声重、痰稀色白、鼻塞流清

涕或伴恶寒、无汗、苔薄白、脉浮紧、指纹浮红。发病后未

使用其他药物治疗，且排除合并先天性哮喘、支气管异物、

肺结核，不能合作等影响本次观察的情况。患儿法定监护人

签署知情同意书。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三拗片组与头孢克

肟组，各 86 例。三拗片组男 49 例，女 37 例；年龄 2～14

岁，平均（8.0± 3.4）岁。头孢克肟组男 54 例，女 32例；

年龄 2～14 岁，平均（8.3± 3.2）岁。两组一般资料接近。

1.2 治疗方法 头孢克肟组予头孢克肟分散片（浙江莎普

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0.1g/片），体重＞ 30kg，每次 50～

100mg，每日两次；体重≤ 30kg，1.5～3.0mg/（kg·次），

每日两次。若患儿出现咳喘加服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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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冢制药有限公司，30ml∶0.15mg），年龄≥ 6 岁，每次

5ml，每日 1 次，睡前服用；年龄＜ 6 岁，每次 0.25ml/kg，

每日两次，早、晚睡前服用。三拗片组予三拗片（江苏济川

制药有限公司，0.5g / 片），年龄＜ 3 岁，每次 0.5g，每

日两次；3～6 岁，每次 0.5g，每日 3 次；＞ 6 岁，每次

1.0g，每日 3 次；饭后 30 分钟服用。两组均治疗 7 天后

评定疗效。

1.3 疗效评定标准 痊愈：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完全

消失，听诊肺部体征恢复正常，X线胸部片检查无异常；显

效：咳嗽、咳痰、喘息明显好转，肺部体征恢复正常；有

效：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及肺部体征好转；无效：咳

嗽、咳痰、喘息等症状及肺部体征无变化或病情加重。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

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 2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表 1）

【摘要】 目的 观察三拗片治疗儿童急性支气管炎风寒袭肺证的效果。方法 该院 172 例急性支气管炎（风寒袭肺

证）患儿，随机分为三拗片组与头孢克肟组各 86 例。两组均予相应治疗，头孢克肟组咳喘者加服丙卡特罗口服液；两组

治疗 7 天后评定疗效。结果 三拗片组痊愈率 64.0%，明显高于头孢克肟组的 3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均未发

现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结论 无论是常规应用头孢克肟分散片，还是应用三拗片，治疗儿童急性支气管炎风寒袭肺

证均有效，但三拗片组痊愈率明显高于头孢克肟组，且用药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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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例（%）]

  组 别 例数   痊 愈   显 效   有 效  无 效

三拗片组  86 55（64.0） 23（26.7）  6（ 7.0） 2（2.3）

头孢克肟组  86 29（33.7） 39（45.3） 12（14.0） 6（7.0）

三拗片组痊愈率明显高于头孢克肟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 2=15.73，P ＜ 0.01）。治疗期间，两组均未发

现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急性支气管炎常继发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初起以

咳嗽为主，随病情发展可出现咳痰、喘息等症状；中医多归

属于“咳嗽”“喘证”范畴，病因分为外感和内伤。因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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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脏娇嫩，卫外功能不固，外感时邪每易犯肺，使肺气失于

清宣肃降，发生咳嗽、喘息，故病因外感多于内伤；加之小

儿寒温不知自调，冬令严寒，衣被单薄或单衣露宿，将息失

慎，寒邪外束肌表，内犯于肺，故起病初期多为风寒袭肺证。

三拗片是《金匮要略》中三拗汤剂型转化制成的中成

药，由麻黄、苦杏仁、甘草及生姜组成。方中麻黄为君，解

表散寒，止咳平喘；苦杏仁为臣，降气止咳化痰；二药配伍，

一宣一降，条畅肺气；生姜为佐，温肺止咳；甘草为使，止

咳化痰，补脾益气，调和诸药；四药配伍共奏解表宣肺、理

气化痰、止咳平喘之功。现代药理表明，麻黄具有明显的

平喘及抗炎作用 [2]，苦杏仁能够显著减少咳嗽次数并具有

抗炎作用[3]，生姜提取物具有抗炎和保护胃黏膜的作用[4]，

甘草能够调节人体免疫、减轻气道炎症并具有抗菌和抗病

毒作用 [5]。

临床运用三拗片还具有以下优势：① 减少抗生素的滥

用，避免抗生素不良反应；② 《幼幼集成·咳嗽证治》指

出：“凡有声无痰谓之咳，肺气伤也；有痰无声谓之嗽，脾

湿动也；有声有痰谓之咳嗽，初伤于脾，继动脾湿也”。小

儿脏腑娇嫩、脾气虚弱，邪气易伤脾胃，加之咳嗽症状出现

时已有脾伤，故治疗时需注意保护患儿脾胃。三拗片中四味

中药均无苦寒伤脾胃者，且生姜、甘草均归脾、胃经，具有

补脾益气之功效。③ 将三拗汤剂型转换为三拗片，改善药

物的口感，与中药汤剂较差的口感相比，更利于患儿接受。

本文结果显示，无论是常规应用头孢克肟分散片，还是应用

三拗片，两组治疗儿童急性支气管炎风寒袭肺证均有效，但

三拗片组痊愈率明显高于头孢克肟组，且未见明显药物不

良反应，说明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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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辅助治疗白内障术后角膜水肿效果观察

蒋红芬

白内障主要是指因先天性或后天性等因素所致的晶状

体浑浊，从而发生的进行性视力下降的一种眼科疾病。目前，

超声乳化术是白内障治疗的一种常用手术，角膜水肿是超

声乳化术后常见并发症，影响患者术后视力早期恢复[1]。若

不采取及时有效治疗，则会致使角膜功能失代偿而造成视

力严重障碍甚至永久丧失。本文旨在探讨中药辅助治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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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障术后角膜水肿的效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与分组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

的白内障术后角膜水肿患者 102 例，均行白内障超声乳化

术，且术后出现不同程度角膜水肿；排除合并严重脏器功

能异常、内眼手术史、角膜变性等影响本次观察的疾病。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签订知情同意书。按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1 例。观察组男 23 例，女 28

【摘要】 目的 观察中药辅助治疗白内障术后角膜水肿的效果。方法 该院收治的白内障术后角膜水肿患者 102例，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51 例。两组均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治疗，观察组联合中药汤剂治疗。两组

治疗 14 天后评定疗效，观察角膜水肿消退时间、住院时间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观察组显效率 84.3%，高于对照组的

66.7%；角膜水肿消退时间及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均未出现明显药物不良反应。结论 中药

汤剂联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治疗白内障术后角膜水肿，可加快角膜水肿消退，缩短住院时间，且较安全。

【关键词】 白内障术后；角膜水肿；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中药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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