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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肺化痰汤治疗老年肺炎临床观察
华英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清肺化痰汤治疗老年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66 例老年肺炎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33 例，对照组给予
常规西医治疗；研究组给予清肺化痰汤治疗。比较 2 组临床疗效、症状缓解时间以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总有效率研究组
93.94%，对照组 81.82%；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研究组咳嗽消失时间、气促缓解时间、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
腹痛腹泻缓解时间等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研究组 15.15%，对照组 36.36%，2 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清肺化痰汤治疗老年肺炎临床疗效显著，显著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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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肺炎的病因多变，有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之分，但临床

罗音；⑤排除肺癌、肺结核、肺纤维化、继发感染及急性肺脓

大部分患者为感染性肺炎 ［１］。老年患者在留取合格的呼吸道标

肿等疾病可能［２］。

本难度较高，对病原学的诊断影响较大。加上老年患者机体免

２ 治疗方法

疫功能逐渐衰退，易遭受病菌的侵袭，肺炎极易反复发作。临

2.1

床西医的治疗主要以抗感染为主，辅以止咳平喘治疗，具有一

结果为基础选择对应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治疗，同时辅以止

定的治疗效果，但治标不治本。笔者采用清肺化痰汤治疗老年

咳、平喘、化痰对发热患者进行退热治疗，必要时给予患者氧

肺炎，取得满意结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气的吸入。１ 疗程为 １５ 天。

１ 临床资料

2.2

1.1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本院呼吸

对照组

研究组

以患者的病情为基础制定治疗方案，以痰培养

采用清肺化痰汤治疗，处方：芦根、板蓝根各

２０ ｇ，天竺黄、鱼腥草各 １５ ｇ，玄参、炙紫菀各 １２ ｇ，黄芩、

内科老年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共 ６６ 例，随机分为 ２ 组，每

炒杏仁、浙贝母、白前、橘红、甘草各 １０ ｇ。每天 １ 剂，水

组 ３３ 例，对照组男 １８ 例，女 １５ 例；年龄 ６０￣８０ 岁，平均

煎服，２５００ ｍ Ｌ 煎至 ６００ ｍ Ｌ，每次 ２００ ｍ Ｌ，每天 ３ 次。１

（７１．６ ±５．５）岁；病程 ０．５￣６ 月，平均（２．６ ±１．３）月；病情严重

疗程为 １５ 天。

程度：轻度 １１ 例，中度 １５ 例，重度 ７ 例；心肺功能分级：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Ⅰ级 ５ 例，Ⅱ级 １０ 例，Ⅲ级 １２ 例，Ⅳ级 ６ 例。研究组男 １６

3.1

例 ， 女 １７ 例 ； 年 龄 ６０￣８０ 岁 ， 平 均 （７２．３ ±６．２）岁 ； 病 程

状及体征改善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进行组间比较。

观察指标

１ 疗程后统计 ２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临床症
运用 Ｓ Ｐ Ｓ Ｓ １４．０ 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

统计学方法

０．５￣６ 月，平均（２．３±１．１）月；病情严重程度：轻度 １０ 例，中

3.2

度 １６ 例，重度 ７ 例；心肺功能分级：Ⅰ级 ６ 例，Ⅱ级 ８ 例，

以（x±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Ⅲ级 １４ 例，Ⅳ级 ５ 例。２ 组年龄、性别、病程、疾病严重程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度以及心肺功能分级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4．1

具有可比性。

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水

1.2

纳入标准

①主要临床症状为呼吸急促、咳嗽、心悸、

疗效标准

参照文献［２￣３］并结合临床制定。临床治愈：

平，复查胸部 Ｘ 线片无异常；有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明

腹痛、腹泻、呕吐、食欲减退以及胸痛等；②白细胞计数

显，白细胞计数下降，复查胸部 Ｘ 线片吸收在 ５０．０％ ；无效：

（Ｗ Ｂ Ｃ ）升高，中性粒细胞＞８０％ ；③Ｘ 线胸片示：肺叶及肺段

临床症状及体征未见明显改善甚至加重，白细胞计数仍异常，

发生典型的实质性改变；④肺部叩诊浊音或实音，听诊闻及湿

复查胸部 Ｘ 线片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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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临床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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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１。总有效率研究组 ９３．９４％ ，

对照组 ８１．８２％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别

n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无效
有效
临床治愈

研究组

３３

２１（６３．６４）

１０（３０．３０）

２（６．０６）

９３．９４

对照组

３３

１２（３６．３６）

１５（４５．４５）

６（１８．１８）

８１．８２

χ２ 值

４．８３４７

１．５８５４

２．２４１４

６．７８４１

P值

０．０２７９

０．２０８０

０．１３４４

０．００９２

组

例（％）
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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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寒战等，部分患者体温可高达 ４０．０℃，伴明显的稽留
热、咳痰、咳嗽等，重症患者气促、呼吸困难等对患者的生命
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患者在临床中常伴食欲减退、头痛等
症状，可放射至腹部及肩部。故临床对老年肺炎患者的治疗中
需加强对病原菌和临床病症的诊断，以实现早预防、早治疗保
证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４］。
中医学认为，肺炎属于外感风邪、咳喘证候的范畴。清肺
化痰汤由芦根、板蓝根、天竺黄、鱼腥草、元参、炙紫苑、黄
芩、炒杏仁、浙贝母、白前、橘红、甘草等组成。方中芦根具

４．３ 2 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 见表 ２。研究组咳嗽消失时

有清肺热，生津止渴等功效；板蓝根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天

间、气促缓解时间、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腹痛腹泻缓解时间

竺黄清热化痰；元参、鱼腥草、黄芩等可泻火清肺；白前、炒

等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杏仁、炙紫苑等降逆止咳；橘红化痰理气，浙贝母清热化痰，

表 2 2 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比较（x±s）
天
组 别 咳嗽消失时间 气促缓解时间 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 腹痛腹泻缓解时间
研究组

５．１±１．５

２．６±１．１

５．９±１．３

３．８±１．３

对照组

７．６±１．２

４．５±１．３

８．６±０．７

５．３±１．２

t值

７．４７６２

６．４０９３

１０．５０４９

４．８７０５

P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４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甘草泻火和中。全方共奏清热化痰，降逆止咳之效。
笔者采用清肺化痰汤治疗老年肺炎患者，取得较满意疗
效。总有效率研究组 ９３．９４％ ，对照组 ８１．８２％ ，研究组疗效
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总不良反应发生率研究组 １２．１２％ 低于
对照组 ２７．２７％ （P＜０．０５）；２ 组治疗后临床症状均得到缓解，
但研究组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提
示清肺化痰汤对老年肺炎患者的治疗效果良好，安全性高，有

见表 ３。主要不良反应表现为

助于缓解患者临床症状。

恶心、皮疹、头晕、嗜睡等，未见其他肝肾功能损伤，总发生
率研究组 １５．１５％ ，对照组 ３６．３６％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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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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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例（％）

皮疹

头晕

嗜睡

总发生

研究组 １（３．０３）

１（３．０３）

２（６．０６）

１（３．０３）

１５．１５（５／３３）

对照组 ４（１２．１２）

２（６．０６）

４（１２．１２）

２（６．０６）

３６．３６（１２／３３）

组

别

恶心

χ２ 值

１．９４７５

０．３４３９

０．７２２２

０．３４３９

３．８８２４

P值

０．１６４３

０．５５７６

０．３９５４

０．５５７６

０．０４９

５ 讨论
肺炎是老年患者感染性疾病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因为中
国老龄化速度的加速，发病率呈现出不断升高的趋势。老年肺

布与耐药性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１
（２）：３９８－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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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６（１）：１６．
［３］ 秦福芳，孙倩．血必净对老年肺炎患者的影响［Ｊ］．中国
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１６）：４０１６－４０１７．
［４］ 梁爱武，谭玉萍，杨红梅，等．清肺通腑汤灌肠辅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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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好发于秋冬季节，患者发病时无典型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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