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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清气化痰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的疗效。方法

将

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8 年 2 月－2020 年 6 月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84 例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患者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42 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结合支气管肺泡灌洗（bronchoalveolar
lavage，BAL），联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清气化痰汤。2 组均连续治疗 7 d。采用临床肺部感染评
分（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CPIS）评估肺部感染程度，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评估疾病严重程度；采用 ELISA 法检
测血清 CRP、IL-6 水平，电化学发光法检测降钙素原（PCT）水平，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联合组总有

效率为 88.1%（37/42）、对照组为 69.0%（29/42），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4.53，P=0.033）。治疗
2

后，
联合组CPIS［
（2.19±0.42）分比（3.66±0.69）分，
t=11.79］、
APACHEⅡ［（9.84±1.31）分比（11.25±3.22）分，
t=2.63］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血清 CRP、PCT、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30.32、8.59、6.08，
P 值均<0.001）。治疗期间 2 组均未见明显肝肾功能异常。结论

清气化痰汤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有

效减轻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患者肺部感染程度，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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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Qingqi Huat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with phlegm-heat
obstructing the lung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84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with
phlegm-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admitted to Zhangjiag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February 2018 to June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2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ronchoalveolar lavage (BAL)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and the combin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ingqi Huatan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7 days. The 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 (CPI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the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 Ⅱ)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The Serum 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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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L-6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and procalcitonin (PCT)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method to evaluat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8.1% (37/42) in the combined group and 69.0% (29/4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4.53, P=0.033). After treatment, the CPIS (2.19±
0.42 vs. 3.66±0.69, t=11.79) and APACHE Ⅱ (9.84±1.31 vs. 11.25±3.22, t=2.63)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rum CRP, PCT, and IL-6 levels
in the combin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30.32, 8.59,
6.08, all Ps<0.001).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there was no obvious abnormality of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 Qingqi Huat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can reduce the degree of pulmonary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with phlegm-heat obstructing the lung syndrome, reduce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Key words】 Pneumonia; Phlegm heat obstructing lung; Qingqi Huatan Decoctio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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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炎为临床常见呼吸系统危急重症，好发
于中老年人，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具有疾病
进展迅速、病死率高等特点，若不及时诊治易引发

为 2 组，每组 42 例。2 组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1

心肌炎、脓毒血症、脑炎等严重并发症［1-2］。既往研

2 组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究发现，重症肺炎患者合并基础病较多，加上长期

组别

例数
（男/女）

卧床，体位变换频率低，易出现排痰困难等情况，若

联合组

不及时予以干预，可危及生命［3］。支气管肺泡灌洗

对照组

42（20/22）

（bronchoalveolar lavage，BAL）可 有 效 清 除 气 道 脓

性分泌物，改善患者的通气功能，加快支气管黏膜
的修复［4］。中医认为，重症肺炎为外邪入侵，邪热
郁肺，肺失宣降，治宜清热化痰、宣肺止咳。中西医
结合治疗重症肺炎可优势互补，在治疗体系中意义
重大［5］。基于此，本研究拟观察在西医常规治疗基
础上，结合清气化痰汤与 BAL，对重症肺炎患者临
床 症 状 及 炎 性 细 胞 因 子 水 平 的 影 响 ，评 价 临 床

χ /t 值
2

P值

1.2

42（23/19）
0.43

0.513

年龄
（岁，xˉ ± s）

发病至就诊时间
（d ，xˉ ± s）

61.89±6.27

2.69±0.38

62.18±6.43
0.21

0.835

2.81±0.33
1.55

0.126

治疗方法

2 组均参照《2015 年中国急诊社区获得性肺炎

［8］
临床实践指南》
给予营养支持、化痰、抗炎、维持

水电解质平衡、抗感染等西医常规治疗措施。对照

组在此基础上结合 BAL 治疗。方法：患者取仰卧

疗效。

位，以 4 ml 利多卡因行局部麻醉，将纤维支气管镜

1

泌物，当患者痰液黏稠度较高时，可用 10 ml 无菌生

1.1

插入患者一侧鼻腔，吸出支气管及各叶段支气管分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 2018 年 2 月－2020 年 6 月张家港市中医

医院患者 84 例，均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 且经影
［6］

［7］

像学检查确诊；经辨证为痰热壅肺证 （主症：咳嗽
气粗，痰多黄稠；次症：口干口苦，烦躁不安，大便秘
结，小便短赤；舌脉：舌红、苔黄腻，脉滑数）；年龄

40～80 岁；入组前未进行雾化、吸痰等对症治疗。
排除合并肝肾功能障碍者；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

者；存在纤维支气管镜诊治禁忌证者；合并肺栓塞、
恶性肿瘤或伴精神障碍者。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
宣言》原则，且患者或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

理盐水进行负压吸引，负 压 吸 引 压 力 控 制 在
25 ～ 100 mmHg（1 mmHg=0.133 kPa），以免负压过
大过猛，生理盐水总注入量不超过 100 ml，必要时

可注入抗生素。同时使用保护性毛刷取分泌物行
细菌培养与药敏试验，尽量将连续操作时间控制在

30 min 内，操作过程中若患者血氧饱和度明显下
降、心率增快，应暂停吸入纯氧，同时根据药敏试验
结果可适当调整患者所用抗生素。联合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加服清气化痰汤（鱼腥草 30 g，黄芩、麦

冬、桑白皮各 15 g，桔梗、知母、浙贝母、茯苓、栀子、

瓜蒌子各 10 g，苦杏仁、橘红各 9 g，
甘草3 g），
1剂/d，
水煎取汁约 300 ml，分早晚 2 次温服。2 组均连续
治疗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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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临床肺部感染评分
［9］

（CPIS） 评估肺部感染程度，包括痰培养、氧合指

数、体温、分泌物、WBC、全胸片浸润影，按其严重
程度分为正常、轻度、重度，分别计 0、1、2 分，各评
分之和为总分，分值范围为 0～12 分。

采用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
APACHEⅡ）［10］评估疾病严重程度，APACHEⅡ由
急性生理评分、年龄评分及慢性健康评分组成，其

中急性生理评分包括 12 项生理指标，选择入重症

监护室（ICU）最初 24 ｈ内各项生理指标最差值计

表2 2组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联合组

42

16（38.1）

21（50.0）

5 个阶段分别计 0、2、3、5、6 分；慢性健康评分中若

2.2

1.4

疗效判定标准
［7］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相关内容拟定。显效：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痰量明显减少，体温、血常规接近正常水平；有效：
症状、体征均有好转，痰量减少，体温、血常规有所

组别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行正

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ˉ ± s 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

间治疗后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2

χ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联 合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88.1%（37/42）、对 照 组 为

69.0%（29/42），2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2=
4.53，P=0.033），见表 2。

APACHEⅡ评分比较（分，xˉ ± s）
CPIS

APACHEⅡ

6.54±0.87

22.54±4.62

例数
42

联合组
治疗前

2.19±0.42a

治疗后

29.18

t值
42

对照组
治疗前

6.58±0.85

23.21±4.58
11.25±3.22

17.29

t值

17.14

<0.001

3.66±0.69

治疗后

9.84±1.31a

<0.001

P值

13.84

<0.001

P值

<0.001

CPIS：临床肺部感染评分；APACHEⅡ：急性生理和慢性健

注

康状况评分Ⅱ；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2.3

2 组治疗前后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比 较 ，2 组 治 疗 后 血 清 CRP、

PCT、IL-6 水平均降低，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t 值
分别为 30.32、8.59、6.08，P 值均<0.001），见表 4。
2.4

安全性指标

2 组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肝肾功能异常。

改善；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
1.5

2 组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患者治疗前后 CPIS 及

表3

存待测。采用 ELISA 法检测 CRP、IL-6 水平，电化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2 组治疗前后临床肺部感染评分及急性生理

照组（t 值分别为 11.79、
2.63，
P 值均<0.001），
见表3。

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置于-20 ℃环境保

试剂盒均购自上海恒远生化试剂有限公司，严格按

13（31.0）

APACHEⅡ评分均下降（P<0.01），且联合组低于对

采集空腹肘静脉血 5 ml，以离心半径 13 cm、

学发光法检测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

5（11.9）

20（47.6）

与 同 组 治 疗 前 比 较 ，2 组 治 疗 后 CPIS 、

能不全的诊断者，施行择期手术入 ICU 计为 2 分，
总分为 3 项评分之和，分值范围为 0～71 分。

9（21.4）

无效

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比较

患者入院前符合免疫功能抑制状态或慢性器官功
非手术或急诊手术后入 ICU 计为 5 分。APACHEⅡ

42

对照组

分 ，每 项 分 值 0～4 分 ，总 分 0～60 分 ；年 龄 按 <
45 岁 、45～55 岁 、>55～65 岁 、>65～75 岁 、>7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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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 组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治疗前后血清 CRP、PCT、

组别

例数

联合组
治疗前

42

P值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注

PCT（μg/L）

48.54±8.54

1.84±0.62

42

IL-6（μg/L）
26.82±6.54

0.62±0.11a

12.10±4.22a

<0.001

<0.001

<0.001

48.97±8.18

1.78±0.61

27.54±6.48

33.21

t值

P值

CRP（mg/L）

4.58±0.81a

治疗后

t值

IL-6 水平比较（xˉ ± s）

16.12±2.33
25.03

<0.001

12.56

0.97±0.24
8.01

<0.001

12.26

18.54±5.42

PCT：降钙素原；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6.9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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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湿；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祛痰止咳、清热宣肺
之效。药理研究表明，清气化痰汤可减少细菌对抗
生素的耐药性，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13］，其中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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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梗总皂苷可稀释痰液

，黄芩中所含黄酮类化合物

[10]

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及免疫调节作用，黄芩素
可抑制炎性细胞因子释放［15］。本研究中，与对照组

比较，联合组临床总有效率更高，CPIS 及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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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评分更低，提示清气化痰汤联合 BAL 可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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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PCT、IL-6 是重要的炎症指标，当机体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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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升高，对反映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及疗效评估具
有重要意义［16］。本研究中，与对照组比较，联合组
治疗后 CRP、PCT、IL-6 水平更低，提示清气化痰汤

联合 BAL 可降低重症肺炎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
综上，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清气化痰

汤联合 BAL 可改善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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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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