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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张功能的作用，对舒张性心力衰竭具有积极治疗作用。但临

员会．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J ]．中华心血管病杂

床观察对患者的观察周期有限，未能进一步长期回访，远期疗
效有待继续观察，同时未能结合中医分型深入评价疗效，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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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继续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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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 （冷哮） 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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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 （冷哮） 急性发作期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6 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平喘汤治疗。7 天为 1 疗程。观察治疗前后嗜酸
性粒细胞 （EOS）、IgE、最大呼气流速 （PEF） 的改善情况及 2 组临床疗效。结果：总有效率观察组 93.0%，对照组 72.0%，2 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治疗后 EOS、IgE、PEF 均有改善，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 2 组 EOS、IgE、PEF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 （冷哮） 急性发作期的
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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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疾病，是由多种

均(42.6±3.1)岁；病程 3～12 年，平均(7.2±3.1)年；病情轻

细胞，例如 T 细胞、中性粒细胞、肥大细胞、气道上皮细胞

度 12 例，中度 20 例，重度 11 例。观察组男 23 例，女 20

等和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这种慢性炎症可

例；年龄 22～74 岁，平均(41.4±5.2)岁；病程 3～10 年，平

导致患者气道反应性增加，出现广泛性的可逆性气流受限，其

均(6.8±4.5)年；病情轻度 13 例，中度 18 例，重度 12 例。2

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气急、胸闷、咳嗽、喘息等。若支气管哮

组年龄、性别、病程、病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喘不及时治疗，可随病程的增长导致气道狭窄或气道重塑，严

0.05)，具有可比性。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临床主要以西医治疗为主，但

1.2

难以长期控制，易反复发作，而中医在治疗支气管哮喘方面具

管哮喘的定义、诊断、治疗及教育和管理方案)》 [3]中关于支气

[1]

病例选择

所有患者均符合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支气

有独到的优势 [2]。本院以平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冷哮)急性发

管哮喘的相关诊断标准，符合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作期，收到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试行)》 [4]中关于支气管哮喘的相关诊断标准。排除药物过敏

１ 临床资料

者、心肝肾严重疾病者、精神疾病者。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本院支气管

２ 治疗方法

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共 8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2.1

每组 43 例。对照组男 25 例，女 18 例；年龄 21～72 岁，平

平喘止咳、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及酸碱平衡，给予支气管扩张剂

［收稿日期］ 2015-05-22
［作者简介］ 张松 （1980-），男，主治医师，研究方向：慢性气道疾病。

对照组

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包括给予吸氧、解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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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发作程度较治疗前减轻，但仍需支气管扩张剂等治疗，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平喘汤治疗。处方：

PEF 增加量在 25% ～35% ，变异率小于 20% ；有效：哮喘症

麻黄、苦杏仁、射干、白芥子、苍耳子、陈皮、防风各 9 g，

状有所改善，PEF 增加量 15% ～24% ，仍需支气管扩张剂等

丹参、地龙各 15 g，法半夏 12 g，五味子 3 g，桃仁 6 g。水

治疗；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

煎服，每天 1 剂，分早晚服用。7 天为 1 疗程。

４．２

2.2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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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行评定。

表1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嗜酸性粒细胞(EOS)、IgE、最

大呼气流速(PEF)的改善情况，比较 2 组临床疗效。
3.2

统计学方法

见表 1。总有效率观察组 93.0% ，

对照组 72.0%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组患者均治疗 2 疗程。在治疗结束后，对其治疗效果进

组 别

n

观察组

43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临床控制

显效

25(58.1 ) 6(1 4.0)

例(%)

有效

无效

9(20.9)

3(7.0) 40(93.0)①

总有效

对照组 43 13(30.2) 5(1 1 .6) 1 3(30.2) 1 2(27.9) 31(72.0)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运用 SPSS1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 t 检验。

４．３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2 组治疗前后 EOS、IgE、PEF 比较

见表 2。2 组治疗

[4]

后 EOS、IgE、PEF 均有改善，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

判定。临床控制：哮喘症状完全缓解，偶有轻度发作但不需药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组 EOS、IgE、PEF 比较，差异

物治疗，其 PEF 增加量大于 35% ，变异率小于 20% ；显效：

有统计学意义(P＜0.05)。

4.1

疗效标准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表2
组

别

n

观察组

43

2组治疗前后 EOS、IgE、PEF 比较(x±s)

EOS(×1 09/L)
治疗前
0.274±0.030

IgE(IU/mL)

治疗后
0.083±0.031 ①②

PEF(L/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471.89±30.72

225.86±53.42①②

3.22±0.51

3.79±0.59①②

253.75±45.62①

3.24±0.48

3.52±0.41 ①

对照组
43
0.276±0.035
0.198±0.035①
472.65±30.5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0.05
５ 讨论
哮喘的急性发作通常是由于患者接触到变异源等刺激引起

治疗后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平喘汤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的，或是由于治疗不当所造成的，其临床表现为胸闷、咳嗽、
气促等症状突然发作甚至加重，以呼气流量降低、伴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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