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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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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联用固本调平汤对支气管哮喘(哮喘)患者吸入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降阶梯治疗成功率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 3 个研

究中心 76 例正在使用 ICS 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38 例。2 组患
者均按 2017 年“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 GINA)方案中推荐的降阶梯方案进行 ICS
减量，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固本调平汤。2 组均治疗 12 周。统计顺利完成降阶梯治疗的患者例数；分
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并采用哮喘控制测试表(Asthma Control Test, ACT)评估哮喘控制情况，
采用圣乔治医院呼吸问题调查问卷(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GRQ)评价患者生活质量，采用
肺功能仪检测 FEV1、FVC、最高呼气流速(PEF)，观察药物安全性及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
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9.5%(34/38)，对照组为 78.9%(30/3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4.862，P＝0.001)。治疗组治疗后日常活动受限、呼吸困难频率、早醒频率、急救药物使用频率、整体
控制情况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3.860、-2.732、-2.262、-6.994、-9.562，P＜0.01 或 P＜
0.05)；胸闷气短(动则加重)、神疲乏力、自汗易感、纳差食少、腹胀便溏评分及总分均低于对照组(t 值
分别为 2.265、13.175、8.350、14.750、6.950、22.344，P＜0.05 或 P＜0.01)；SGRQ 评分低于对照组(t＝5.094，
P＜0.01)。治疗组治疗后 PEF 水平[(6.92±1.71)L 比(5.84±1.22)L，t＝-2.880]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固本调平汤可辅助提高哮喘 ICS 降阶梯治疗的成功率，有效改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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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ombined use of Guben-Tiaoping Decoction on the

success rate of stepwise treatment and life quality of asthm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76 patients with

asthma in remission stage who were using IC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38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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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ICS reduction based on the 2017
Gina Protocol.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Guben-Tiaoping Decoction for 12 week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ho were able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stepwise treat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trial was calculated,
the relevant indexes of Asthma Control Test (ACT), TCM Syndrome score,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SGRQ) and lung function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

After 12 weeks’

treatment, the success rate of stepwise was 89.5% (34/38)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78.9% (30/38) in the
control group (χ2=14.862, P=0.001). Meanwhile, the ACT scor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Daytime symptoms t=-3.860, P=0.001, Dyspnea t=-2.007, P=0.40, Night waking t=-2.732,
P=0.009, Reliever needed for symptoms t=-2.262, P=0.031, Control situation t=-6.994, P=0.001, Total Score
t=-9.562, P=0.001). The score of TCM Syndrom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PEF in treatment group [(6.92 ± 1.71) L vs. (5.84 ± 1.22) L; t=-2.880, P=0.005]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Guben-Tiaoping Decoction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ICS stepwise treatment and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Key words】 Asthma; Glucocorticoids; Administration, inhalation; Stepwise treatment; Guben-Tiaoping
Deco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Fund program: The Fund for Beijing Science＆Technology of TCM (JJ2018-12); The 6th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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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CS)

个研究中心 76 例患者(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哮

是 “ 全 球 哮 喘 防 治 创 议 ” (global initiative for

喘专台门诊 45 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

[1]

asthma, GINA) 推荐的哮喘首选治疗药物。因哮

吸科 16 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中医科 15

喘发作症状重，变化速度快，多数哮喘患者选择

例)设为研究对象，年龄为 25～75 岁，均符合西

使用 ICS 作为初始治疗，以快速控制症状，但长

医支气管哮喘(缓解期)临床诊断标准 5 ；符合中医

期、大剂量使用 ICS 会增加激素不良反应发生风

哮病诊断标准及肺脾气虚证辨证分型标准 6 ；持续

[ ]

[ ]

[ ]

险，给患者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2 ，故 GINA 推荐

使用 ICS(品种及剂量不限)＞3 个月；通过症状、

一旦哮喘控制达 3 个月以上，应进行 ICS 的减停。

肺功能、危险因素的综合评估已达到 ICS 降阶梯

多项临床研究表明，ICS 减量、停用过程进行得并

标准。本研究通过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伦理委

[3-4]

不顺利，此过程哮喘复发率增加

，大量中医呼

员会批准(CYZYLL2018CS001)，且患者均签署知

吸科门诊患者为激素减停而来。如何平稳进行激

情同意书。排除已发展为 COPD 者；依从性差，

素减量，特别让正在应用 ICS 的哮喘患者顺利渡

不能很好合作者；已妊娠或计划妊娠患者；血常

过降阶梯过程，已成为哮喘治疗的新难题，也是

规及胸片 X 线明显异常者；合并其他严重的各系

目前中医呼吸科门诊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拟

统疾病伴有外感症状者(如发热、恶寒、全身酸痛

选择符合 ICS 降阶梯标准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

等)；已知或怀疑对所用药物过敏者；长期口服糖

证)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武维屏教授经验方“固

皮质激素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2 组，

本调平汤”进行干预，观察其对降阶梯治疗成功

每组 38 例。2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率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1.2

1
1.1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将 2018 年 7 月－2019 年 12 月 3

[ ]

治疗方法：2 组均按照 2017 年 GINA 方案 1

中推荐的降阶梯方案进行 ICS 减量。对于正在使
用中高剂量 ICS 的患者将原有剂量减半(如吸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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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变量

[

]

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 6-7 ，包括

2

治疗组

对照组

例数(男/女)

38(18/20)

38(16/22)

0.213 0.245

年龄(岁, x  s )

52.6±12.9

56.7±12.9

1.255

0.214

差食少、腹胀便溏 5 个症状，各症状按无及轻、

病程(年, x  s )

5.9±4.3

6.6±4.8

0.621

0.537

42.2±36.6 -0.458

中、重度，分别记 0、1、2、3 分。各症状评分

0.648

0.213

0.644

ICS 使用时间(月, x  s )

38.2±32.1

初始 ICS 剂量[例(%)]

χ /t 值 P 值

胸闷气短(动则加重)、神疲乏力、自汗易感、纳

之和为总分，评分越高病情越重。

中高

20(52.6)

22(57.9)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圣乔治医院呼吸问题调

低

18(47.4)

16(42.1)

查 问 卷 (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

注

ICS：吸入糖皮质激素

SGRQ)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共包括 3 个方面，50
美特罗替卡松 50 g/500 g、2 次/d 改为沙美特罗

个问题，从呼吸症状、活动能力及疾病影响 3 个

替卡松 50 g/250 g、2 次/d)；对于目前已使用低

方面分别计算各项积分及总分，分值范围为 0～

剂量的患者则改为 1 次/d(如：吸入沙美特罗特罗

100 分，分值越低受哮喘影响越小，生活质量越高。

替卡松 50 g/100 g、2 次/d 改为沙美特罗替卡松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美国胸科学会(ATS)推

50 g/100 g、1 次/d)。其余常规应用的西药(如

荐的肺量计法进行肺功能检测。测定方法参考 ATS

孟鲁司特钠片、茶碱缓释片等)可继续使用。治疗

和欧洲呼吸病学会(ERS)推荐程序和标准。包括：

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固本调平汤(生黄芪 20 g、防风

FEV1、FVC、最高呼气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

10 g、麸炒白术 10 g、柴胡 10 g、枳壳 10 g、赤芍

PEF)。观察治疗期间的药物安全性及不良反应。

10 g、生甘草 10 g、清半夏 6 g、黄芩 10 g，随症

1.4

加减：阳虚畏寒者加桂枝 5 g、干姜 2 g；痰浊壅

ACT 评分标准制定。显效：顺利进行 ICS 减量并

盛者加陈皮 10 g、
茯苓 10 g；
纳少腹胀者加厚朴 5 g、

平稳完成 12 周试验，试验结束时 ACT 为 25 分；

紫苏梗 10 g，处方由康仁堂药业加工制成中药免

有效：顺利进行 ICS 减量并平稳完成 12 周试验，

煎颗粒)，1 袋/d，以 200 ml 温水冲服，于早餐后

试验结束时 ACT 为 20～24 分；无效：试验过程

服用，共服用 12 周。每 4 周复诊 1 次，根据复诊

中因症状未控制，达到升阶梯标准而退出试验。

时症状、舌脉变化，适当调整处方。若患者因受

1.5

凉、情绪等因素导致病情加重，应随时复诊，由

处理。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医师评价患者病情。如仍未达到升阶梯标准，可

且方差齐时采用 t 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校正 t 检

根据具体病情对症处理；如达到升阶梯标准，则

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退出试验。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

[ ]

疗效判定标准：综合 GINA 降阶梯标准 1 及

统计方法学：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

观察指标：统计完成 ICS 降阶梯治疗患者的

比例数，描述中途退出患者的一般特征。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哮喘控制测试表(Asthma
[1]

2

结果
试验过程中，治疗组 4 例，对照组 8 例患者

Control Test, ACT) 对过去 4 周内在工作、学习或

因症状反复、达到升阶梯标准，无法继续试验而

生活中，哮喘患者日常活动受限、呼吸困难频率、

中途退出。具体见表 2。

早醒频率、急救药物使用频率、整体控制情况 5 个

2.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降阶梯

方面进行评估，按其严重程度分别记 1～5 分，各

成 功 率 ) 为 89.5%(34/38) ， 对 照 组 为 78.9%

分值之和为总分，其中，完全控制为 25 分，部分

(30/3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862，

控制为 20～24 分，未得到控制为＜20 分。

P＝0.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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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退出试验患者一般情况
变量

治疗组

对照组

变量

4(1/3)

8(3/5)

退出原因(例)

例数(男/女)

年龄(岁, x  s ) 63.3±5.9 62.6±5.8

减量后症状反复 2

5

病程(年, x  s ) 10.3±4.9 12.5±2.9

外感后症状加重 2

3

初始 ICS 剂量(例)

控制情况评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治疗组 对照组

-3.860、-2.732、-2.262、-6.994、-9.562，P＜0.01
或 P＜0.05)，见表 4。
2.3

退出时间(例)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治疗组治

高

3

5

1～4 周

1

6

疗 后 中 医 证 候 评 分 均 较 同 组 治 疗 前 降 低 (P ＜

中

1

3

4～8 周

2

2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胸闷气短(动则加重)、神

低

0

0

8～12 周

1

0

疲乏力、自汗易感、纳差食少、腹胀便溏评分及
总分均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2.265、13.175、

表 3 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8

18(47.4)

16(42.1)

4(10.5)

对照组

38

3(7.9)

27(71.0)

8(21.1)

8.350、14.750、6.950、22.344，P＜0.01 或 P＜0.05)。
对 照 组 治 疗 前 后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见表 5。

2 组治疗前后哮喘控制测试表评分比较：与

2.2

2.4

2 组治疗前后圣乔治医院呼吸问题调查问卷

同组治疗前比较，对照组治疗后各数据未见明显

评分比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治疗组 SGRQ 评

变化(P＞0.05)，治疗组除急救药物使用频率外各

分降低，对照组 SGRQ 评分升高，但差异无统计

项指标均有提高(P＜0.01)；且治疗组治疗后日常

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后 SGRQ 评分明显

活动受限、早醒频率、急救药物使用频率、整体

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 6。

表4
组别

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治疗前后 ACT 评分比较(分, x  s )

日常活动受限

呼吸困难频率

早醒频率

急救药物使用频率

整体控制情况

治疗前

3.68±0.59

4.44±0.50

4.41±0.56

4.94±0.24

3.94±0.55

21.44±0.82

治疗后

4.65±0.46a

4.94±0.24

4.88±0.33b

5.00±0.00b

4.97±0.17a

24.44±0.71a

t值

-7.099

-5.169

-4.144

-1.436

-10.410

-15.149

＜0.001

＜0.001

＜0.001

0.160

＜0.001

＜0.001

治疗前

3.93±0.69

4.77±0.43

4.73±0.45

4.73±0.45

3.70±0.79

21.87±0.20

治疗后

4.00±0.83

4.73±0.52

4.53±0.63

4.80±0.48

4.00±0.74

22.00±0.23

治疗组

例数

总分

34

P值
对照组

30

t值

-0.348

0.297

1.361

-0.701

-1.608

-0.472

P值

0.730

0.769

0.184

0.489

0.119

0.641

ACT：哮喘控制测试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bP＜0.05

注

表5
组别

例数

治疗组

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分, x  s )

气短胸闷(动则加重)

神疲乏力

自汗易感

纳差食少

腹胀便溏

总分

34

治疗前

0.18±0.39

2.03±0.39

1.44±0.50

2.09±0.51

1.53±0.51

7.26±1.21

治疗后

0.06±0.24a

0.26±0.45b

0.32±0.48b

0.41±0.50b

0.47±0.56b

1.53±0.83b

t值

2.908

16.981

8.471

14.291

8.899

23.192

P值

0.04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对照组

30

治疗前

0.13±0.35

2.03±0.41

1.47±0.51

2.07±0.52

1.53±0.51

7.23±1.22

治疗后

0.27±0.45

2.07±0.64

1.50±0.63

2.13±0.43

1.40±0.50

7.37±1.25

t值

-1.439

-0.254

-0.328

-0.626

1.072

-0.436

P值

0.161

0.801

0.745

0.536

0.293

0.636

注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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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治疗前后 SGRQ
评分比较(分, x  s )

过程中，患者症状更易反复，特别是外感后症状
加重，通常需增加 ICS 用量，甚至使用口服和静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治疗组

34

28.35±9.39

24.74±6.59

1.839

0.070

脉激素才能控制症状 10 。因此，ICS 降阶梯过程

对照组

30

-1.353

0.181

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有些患者因减量后反复

31.47±9.79

34.77±9.09

t值

1.298

5.094

P值

0.199

＜0.001

注

到降阶梯标准，仍不敢轻易尝试 ICS 的减停。中

SGRQ：圣乔治医院呼吸问题调查问卷

前比较，治疗组治疗后 FEV1、FVC、PEF 无明显
变化(P＞0.05)，对照组治疗后 FEV1、FVC、PEF
均下降(P＜0.05)。治疗组治疗后 PEF 高于对照组
(t＝-2.880，P＝0.005)，见表 7。
表 7

例数

治疗组

FEV1

FVC

2.46±0.72

3.47±0.91

6.68±1.61

治疗后

2.42±0.76

3.38±1.07

6.92±1.71a

t值

1.106

1.432

-1.688

P值

0.277

0.161

0.101

治疗前

2.34±0.52

3.19±0.60

6.38±1.49

治疗后

2.13±0.53

3.04±0.59

5.84±1.22

30

t值
注

]

解期患者，特别是在 ICS 减停过程中使用中医药
干预的临床研究尚未见报道。
固本调平汤为武维屏教授临床经验方，由玉
[

]

哮喘缓解期患者中医体质的相关研究 12-13 均提示
气虚质是此类患者的最常见体质，据此方中重用
玉屏风散，以黄芪配白术，补益肺脾、燥湿化痰。

治疗前

P值

[

哮喘缓解期的治疗中 11 ，但针对正在使用 ICS 缓

PEF

34

对照组

医“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思想已广泛运用到

屏风散、四逆散、小柴胡汤三方化裁而成。多个

2 组哮喘缓解期肺脾气虚证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
变化比较(L, x  s )

组别

]

出现症状加重而对 ICS 减停充满恐惧，即使已达

2 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比较：与同组治疗

2.5

[

防风为风中润剂，善流通风气，既可祛外风，又
善熄内风。四逆散出自《伤寒论》，为武老师常用
“调肝理肺、调畅气血”之方。方中以柴胡配枳
壳，一升一降，复气机升降之性；以柴胡配芍药，
一散一敛，复气机出入之常。常易白芍为赤芍，

4.456

6.138

6.296

在调气的同时，亦可增加活血之力。小柴胡汤常

＜0.001

＜0.001

＜0.001

只取柴胡、清半夏、黄芩 3 味中药，合用可调理

PEF：最高呼气流速；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枢机，调畅气机，与补药同用，更可使补而不滞。

安全性及不良反应：试验前后所有患者肝肾

综合而言，固本调平汤组方合理，量少药精，不

功能及心电图均未出现异常变化，治疗过程中亦

仅考虑了对气机升降出入的调节，也兼顾了哮喘

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风、痰、气、瘀、虚的整体病机，是武老师临床

2.6

[

所倡导的“既发祛邪理肺肝，未发扶正益脾肾”14
3

]

思想的具体应用与发挥，适合应用于哮喘缓解期

讨论
ICS 作为 GINA 推荐的哮喘首选治疗药物，临

患者。同时，因“痰浊不除则气化难复，瘀血不

床已验证其有效性，不仅有助于控制症状，更显

去则新血不生”，此方在扶助正气的同时，不忘调

[ ]

著降低了哮喘的病死率 8 。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

畅气血，化痰祛瘀，正邪兼顾，补泻兼施，以防

ICS 也存在一定问题亟待解决，如不良反应虽远低

病复，亦深刻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

于口服或静脉糖皮质激素，但咽哑、口腔感染、
[9]

本研究中，固本调平汤干预后降阶梯治疗成

声带溃疡等不良反应亦经常出现 ，因此 GINA 一

功率提高，特别是平稳渡过降阶梯过程且治疗后

直强调降阶梯治疗(一旦症状控制 3 个月后应进行

仍可达到完全控制的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ICS 减量)的重要性。同时，临床发现在 ICS 减停

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药干预对于平稳完成 ICS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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