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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祛风止咳方辅助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 CVA)风盛挛急证

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8 年 9 月－2020 年 9 月本院 82 例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41 例。对照组给予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干粉吸入剂，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加服祛风止咳方。2 组均治疗 8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肺功能测试仪检测 FEV1、
FVC 和最高呼气流速(PEF)，以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行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采用纳库伦呼
气分析仪检测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水平，采用莱赛斯特咳嗽量表(LCQ)评估咳嗽生活质量，记录不良
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中医证候疗效总有效率为 97.6%(40/41)、对照组为 82.9%(34/41)，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86，P＝0.026)。观察组治疗后 1、2、8 周中医证候评分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2.104、5.329、3.527，P＜0.05 或 P＜0.01)。治疗后，观察组 FEV1[(2.78±0.41)L 比(2.56±0.37)L，
t＝2.551]、FVC[(3.55±0.50)L 比(3.24±0.44)L，t＝2.980]、PEF[(357.58±70.98)L/min 比(316.30±
75.60)L/min，t＝2.549]高于对照组(P＜0.05)，外周血 EOS 计数[(0.26±0.07)×109/L 比(0.30±0.09)×109/L，
t＝2.246]、FeNO 水平[(22.55±7.83)g/L 比(28.87±9.36)g/L，t＝3.316]、LCQ 评分[(5.62±1.71)分比
(7.04±2.28)分，t＝3.190]低于对照组(P＜0.05)。2 组治疗期间未见明显的肝肾功能损伤及药物不良反应。
结论

祛风止咳方辅助治疗可有效减轻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的变态反应，改善临床症状及肺功能，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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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safety of Qufeng-Zhike prescription in the

adjuvant treatment of 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with severe wind and acute narrow airway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82 patients with CVA with severe Wind and acute narrow airway syndrome, meeting the

inclusion criteria in the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between September 2018 and September 2020, with 41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udesonide formoterol dry powder inhala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Qufeng-Zhike
prescription on basis of control group. Both were treated for 8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cores of TCM
symptoms was recorded. The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1),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and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were detected by spirometer. The 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 (EOS) count was
detected by full-automatic blood cell analyzer. The level of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FeNO) was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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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piration analyzer.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evaluated by Leicester cough questionnaire (LCQ). The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an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in total response rate

of TCM syndromes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97.6% (40/41) vs.
82.9% (34/41); χ2=4.986, P=0.026]. At 1, 2 and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scores of TCM syndrom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2.104, 5.329, 3.527, P<0.05 or
P<0.01). After treatment, FEV1 (2.78 ± 0.41 L vs. 2.56 ± 0.37 L, t=2.551), FVC (3.55 ± 0.50 L vs. 3.24 ± 0.44 L,
t=2.980) and PEF (357.58 ± 70.98 L/min vs. 316.30 ± 75.60 L/min, t=2.549)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le peripheral blood EOS count [(0.26 ±
0.07)×109/L vs. (0.30 ± 0.09)×109/L, t=2.246], FeNO level (22.55 ± 7.83 g/L vs. 28.87 ± 9.36 g/L, t=3.316)
and LCQ score (5.62 ± 1.71 vs. 7.04 ± 2.28, t=3.190)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During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obvious adverse events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damage) in either
group. Conclusion

The adjuvant treatment with Qufeng-Zhike prescription can help to alleviate allergic

reactions,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lu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of CVA with severe wind and
acute narrow airway syndrome.
【Key words】 Cough; Asthma; Fengsheng clonic acute syndrome; Qufeng-Zhike prescription; Integrated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Fund progra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Project in Suzhou (SYSD201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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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cough variant asthma, CVA)

期患者；合并有恶性肿瘤或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其病理生理改变同哮喘

典型支气管哮喘患者；对本研究中使用药物过敏

一样存在气道高反应性特点，患者以咳嗽为主要

或不能耐受者。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原

[1-2]

临床表现

。部分 CVA 最终可发展为典型哮喘，

儿童与成人 CVA 患者比例分别为 50%～80%和
[3]

10%～33% 。研究认为，CVA 是哮喘的前驱表现，
[4]

及时有效的治疗对预防哮喘病具有重要意义 。小

则，且全部患者或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2 组，
每组 41 例。2 组患者性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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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支气管舒张剂是 CVA 的首选
表1

治疗方式，但易出现停药复发现象，导致病情迁

2 组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男/女)

延、反复。本研究在常规西医基础治疗上结合祛

年龄(岁, x  s )

病程(年, x  s )

观察组

41(22/19)

51.20±8.41

1.82±0.65

风止咳方，拟观察对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临床症

对照组

41(24/17)

50.52±7.26

1.64±0.72

χ2 值/t 值

0.198

0.392

1.188

P值

0.656

0.696

0.238

状、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注

1
1.1

CVA：咳嗽变异性哮喘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 2018 年 9 月－2020 年 9 月

本院患者 82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 CVA 诊断
[5]

1.2

治疗方法：对照组常规吸入布地奈德福莫特

罗干粉吸入剂(AstraZeneca AB，规格：每吸含布

标准 及中医风盛挛急证(主症：咳嗽；次症：咳

地奈德 160 g、福莫特罗 4.5 g)，2 吸/d，早晚

痰、咽痒、气促；舌脉：舌苔薄白，脉弦滑；其

各吸 1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祛风止咳

中主症必备，次症至少具备 2 项，结合舌脉确诊)

方(蜜麻黄 10 g、苦杏仁 10 g、细辛 3 g、枇杷叶

[6]

辨证分型标准 ；年龄 18～65 岁；入组前 2 周未

10 g、浙贝母 10 g、枳壳 6 g、桔梗 6 g、五味子

使用过激素、解痉平喘类药物。排除孕期或哺乳

6 g、炙甘草 9 g、僵蚕 10 g、蝉蜕 10 g、全蝎 3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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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剂/d，水煎取汁约 300 ml，分早中晚 3 次服用，

2

服药时间与西药间隔 30 min 以上。2 组均连续治

2.1

疗 8 周。

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1、2、8 周中医证候评分均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1、2、8

1.3

[7]

结果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与同组治

降低(P＜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1)，

周进行中医证候评分 ，根据严重程度分为无及

见表 2。

轻、中、重度。主症(咳嗽)分别计 0、2、4、6 分，

2.2

次症(咽痒、气急、咳痰)分别计 0、1、2、3 分，

效总有效率为 97.6%(40/41)、对照组为 82.9%

总分值范围为 0～15 分。采用肺功能测试仪行常

(34/41)，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986，

规肺功能检测，记录 FEV1、FVC 和最高呼气流速

P＝0.026)，见表 3。

(PEF)。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 3 ml，以全自动血液
细胞分析仪检测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
采用纳库伦呼气分析仪检测呼出气一氧化氮
[ ]

(FeNO)水平；采用莱切斯特咳嗽问卷(LCQ) 8 评

2 组中医证候疗效比较：观察组中医证候疗

表 3 2 组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中医证候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观察组

41

2(4.9)

20(48.8)

18(43.9)

1(2.4)

对照组

41

1(2.4)

10(24.4)

23(56.1)

7(17.1)

注

CVA：咳嗽变异性哮喘

估患者咳嗽程度，分值范围为 3～21 分，得分越
高健康状况越好。观察并记录治疗期间肝肾功能
及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前比较，2 组治疗后 FEV1、FVC、PEF 水平均升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1.4

2 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与同组治疗

2.3

[ ]

导原则(试行)》 7 中相关标准制定。临床控制：症

高(P＜0.05 或 P＜0.01)，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2.551、2.980、2.549，P＜0.05)，见表 4。

状明显改善，疗效指数＞95%；显效：症状明显改
善，疗效指数为＞70%～95%；有效：症状改善，
疗效指数 30%～70%；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
疗效指数＜30%。疗效指数(%)=(治疗前评分－治
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100%。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

1.5

处理。计量资料首先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
用配对 t 检验，组内多时点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
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2 组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治疗前后 FEV1、FVC、PEF
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FEV1(L)

FVC(L)

PEF(L/min)

治疗前

2.27±0.54

2.92±0.67

257.82±69.32

治疗后

2.78±0.41a

3.55±0.50a

357.58±70.98a

观察组

41

t值

4.816

4.825

6.438

＜0.001

＜0.001

＜0.001

治疗前

2.32±0.62

2.98±0.49

250.34±70.83

治疗后

2.56±0.37

3.24±0.44

316.30±75.60

t值

2.128

2.528

4.077

P值

0.036

0.013

＜0.001

P值
对照组

注

41

CVA：咳嗽变异性哮喘；PEF：最高呼气流速；与对照组

治疗后比较，aP＜0.05

表 2 2 组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分,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治疗 8 周

观察组

41

10.47±2.61

7.35±1.50

5.42±0.89

3.26±1.63

122.716

＜0.001

对照组

41

10.15±2.33

8.10±1.72

6.67±1.21

4.80±2.09

58.981

＜0.001

t值

0.586

2.104

5.329

3.527

P值

0.560

0.038

＜0.001

＜0.001

注

CVA：咳嗽变异性哮喘

F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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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治疗前后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比较：

2.4

肺气失宣、气道痉挛为其主要病机，治宜疏风宣
[ ]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外周血 EOS 计数

肺、利咽止咳，则疾病向好 9 。中西医结合治疗

均 降 低 (P ＜ 0.01) ， 且 观 察 组 低 于 对 照 组 (P ＜

CVA 多有报道 10-11 。刘梦等 12 采用祛风敛肺汤联

0.05)，见表 5。

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治疗 90 例 CVA 风盛

表5

2 组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治疗前后 EOS 计数比较
(×109/L， x  s ）

[

]

挛急证患者，同时与单独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
剂作对照观察，结果中西医结合干预方式可提高
疗效，改善咳嗽患者生活质量。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41

0.78±0.23

0.26±0.07

13.849

＜0.001

对照组

41

0.74±0.27

0.30±0.09

9.899

＜0.001

0.722

2.246

急证患者，方中蜜麻黄宣肺化痰，蝉蜕、僵蚕祛

0.472

0.027

风解痉，细辛祛风通窍，桔梗宣肺、祛痰、利咽，

P值
注

P值

]

观察组
t值

t值

[

CVA：咳嗽变异性哮喘；EOS：嗜酸性粒细胞

2 组治疗前后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及莱赛斯

2.5

特咳嗽量表评分比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
疗后 FeNO 水平及 LCQ 评分均降低(P＜0.01)，且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3.316、3.190，P＜
0.01)，见表 6。

例数

FeNO(g/L）

LCQ 评分(分）

治疗前

51.12±10.64

12.92±3.81

治疗后

22.55±7.83a

5.62±1.71a

t值

13.848

11.193

P值

＜0.001

＜0.001

观察组

41

对照组

苦杏仁味苦降泄，浙贝母、枇杷叶清热化痰止咳，
枳壳行痰行气，五味子敛肺止咳，全蝎熄风镇痉，
炙甘草止咳祛痰，同时调和诸药，全方共奏疏风
达邪、宣肺化痰、降逆止咳之效。药理研究表明，
蝉蜕水提取物可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改善气
[

]

道慢性炎症及气道高反性状态 13 ；五味子可兴奋
呼吸系统、镇咳、祛痰，此外尚有调节免疫、抑

表 6 2 组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治疗前后 FeNO 和 LCQ 评分
比较( x  s )
组别

本研究采用祛风止咳方辅助治疗 CVA 风盛挛

[

]

菌功效 14 ；甘草可通过抑制呼吸中枢发挥镇咳作
用，通过鸟苷酸环化酶途径对支气管痉挛发挥解
[

]

痉作用 15 。本研究中，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观
察组患者中医症状评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且
治疗后 8 周，观察组肺功能及咳嗽严重程度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显示出更好的中医证候疗效
(97.6%比 82.9%）
，提示联合使用祛风止咳方治疗

41

治疗前

49.91±13.40

13.27±4.20

治疗后

28.87±9.36

7.04±2.28

t值

8.242

8.347

FeNO 易于检测，对于 CVA 的诊断和治疗具

0.036

0.013

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可反映呼吸道产生炎性病变

P值
注

CVA：咳嗽变异性哮喘；FeNO：呼出气一氧化氮；LCQ：

莱赛斯特咳嗽量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CVA 风盛挛急证有增效作用。

和氧化应激反应的变化与进展，用于判断用药疗
[

]

效，指导 CVA 临床用药 16 。本研究结果显示，祛
2.6

安全性评价：2 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

的肝肾功能损伤及药物不良反应。

风止咳方有助于进一步降低 CVA 患者的 FeNO 水
平，改善炎症状态，对促进疾病痊愈具有重要意
义。CVA 与哮喘类似同样存在持续的气道炎症，

3

讨论

且有过敏因素参与。研究发现，CVA 可引起外周

CVA 主要症状包括干咳、咽痒、气急等，中

血 EOS 计数不同程度升高，EOS 在变态反应性疾

医有“无风不作痒”之说，多数学者认为 CVA 风

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17-18 。本研究表明，祛风止咳

盛挛急证可对应中医学中的“风咳”，风邪犯肺、

方可显著降低外周血 EOS 计数水平，有效减轻机

[

]

·1183·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21年12月第43卷第12期 Int J Trad Chin Med, December 2021, Vol. 43, No.12

体变态反应水平，这可能与祛风止咳方抗过敏、

［7］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以及抗炎作用相关。在治

［8］

疗安全性方面，2 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明显的肝

郑筱萸.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 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王志超,李晶. 从风论治咳嗽变异性哮喘[J]. 世界中西医结
合杂志,2018,13(2):289-291. DOI:10.13935/j.cnki.sjzx.180236.

［9］

BirringSS,PrudonB,CarrAJ,et al. Development of a symptom

肾功能损伤及药物不良反应，提示祛风止咳方联

specific health status measur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cough:

合西医基础治疗安全性良好，未增加治疗之外的

Leicester Cough Questionnaire (LCQ)[J]. Thorax,2003,58(4):
339-343. DOI:10.1136/thorax.58.4.339.

不良反应。

［10］ 李静洁. 宣肺止咳方联合孟鲁司特钠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肺

综上所述，在西医基础治疗上辅以祛风止咳

功能和血清总 IgE 的影响[J]. 陕西中医,2018,39(1):29-31.

方可有效减轻 CVA 风盛挛急证患者变态反应水

［11］ 刘雅娟,曹译丹,赵强,等. 槐杞黄颗粒联合布地奈德治疗儿

DOI:10.3969/j.issn.1000-7369.2018.01.009.

平，改善中医症状及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研究[J]. 现代药物与临床,2018,
33(4):832-836. DOI:10.7501/j.issn.1674-5515.2018.04.025.

且安全性良好。

［12］ 刘梦,张迪,陈云凤. 祛风敛肺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风盛

利益冲突申明

［13］ 江泓,杨炀,陈胡兰,等. 蝉蜕止咳祛痰平喘有效部位筛选[J].

挛急证)临床研究[J]. 四川中医,2019,37(12):84-87.
除基金项目支持外，本文全体作者未接受过其他第三

中国现代中药,2017,19(1):56-59. DOI:10.13313/j.issn.1673-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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