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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清肺消炎汤联合抗感染机械通气
治疗老年重症肺炎临床研究
陆盛强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黄书哲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528400
通信作者：黄书哲，Email: 147701359@qq.com

【摘要】 目的 评价清肺消炎汤联合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老年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符合
入选标准的 2018 年 6 月－2021 年 5 月本院重症肺炎患者 102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51 例。
对照组给予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清肺消炎汤治疗。2 组均治疗 2 周。分别于治
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积分，采用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评估感染严重程度，采用肺功能仪检测患者 FVC、
FEV1 及最高呼气流速(PEF)，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TNF-、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及 CRP 水平，记录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4.1%(48/51)、对照组为
80.4%(41/51)，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P＝0.038)。治疗后，研究组中医证候积分、CPIS
评分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14.203、11.403，P 值均＜0.01)，FVC、FEV1、PEF 高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4.663、
3.451、13.220，P 值均＜0.01)，血清 CRP、TNF-、HMGB1 水平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14.672、10.277、
24.453，P 值均＜0.01)。治疗期间，2 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清肺消炎汤联合抗感染机械通气可
明显缓解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肺功能，减轻炎症反应，提高疗效，且安全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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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Qingfei-Xiaoy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nti infect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severe pneumonia.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8 to May 2021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1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nti-infec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Qingfei-Xiaoyan Deco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 weeks. TCM
syndrome score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severity of infection was evaluated by 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score (CPIS), FVC, FEV1 and peak expiratory flow (PEF) were detected by pulmonary
function meter, and the levels of TNF-α,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 and CRP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and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4.1% (48/51) in the study group and 80.4% (41/51)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χ2=4.320, P=0.038). After treatment, the TCM
syndrome score and CPI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
values were 14.203 and 11.403, respectively, all Ps<0.01), FVC, FEV1 and PEF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 values were 4.663, 3.451 and 13.220, respectively, all
Ps<0.01),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CRP, TNF-α and HMGB1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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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 values were 14.672, 10.277 and 24.453, respectively, all Ps<0.01). During the
treatment, 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occurred in both groups. Conclusions

Qingfei-Xiaoy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anti-infectiv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severe
pneumonia. It can alleviate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lung function, reduce inflammatory reaction with safety.
【Key words】 Pneumonia; Aged; Qingfei-Xiaoyan Decoction; Ventilators, mechanical; Inflammatory
response
DOI: 10.3760/cma.j.cn115398-20210714-00180

重症肺炎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发病

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原因为炎性细胞因子浸润、血管通透性增大、肺
表1

血管扩张等，具有进展快、发病急的特点，会引
发心脏功能和呼吸功能衰竭，损伤多器官功能，
[ ]

为老年住院患者死亡的主要病因 1 。临床上采用抗

组别

例数(男/女)

年龄(岁, x

s)

病程(d, x

s)

研究组

51(30/21)

68.44±5.12

3.02±0.47

对照组

51(28/23)

67.30±5.04

2.94±0.42

χ 值/t 值

0.160

1.133

0.906

P值

0.689

0.130

0.183

2

感染机械通气措施治疗重症肺炎，无需建立有创

2 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人工气道即可有效改善患者通气功能，疗效明显，
[ ]

且患者接受度较高 2 。近年随着抗感染机械通气治

1.2

疗措施的广泛应用，发现在此基础上联用中药可

止咳、扩张支气管、纠正水电解质平衡等。在此

[3]

从一定程度上提高疗效 。中医认为，肺炎多为痰
[4-6]

热壅肺所致，治以清肺化痰、平喘止咳为宜

。

清肺消炎汤为本院自拟方，有平喘止咳、清热解
[7]

治疗方法：2 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化痰

基础上对照组给予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选用
BiAPA 呼吸机，S/T 模式，呼气压力为 4～6 cmH2O
(1 cmH2O＝0.098 kPa)，吸气压力为 12～18 cmH2O，

毒的作用 。本研究拟探讨清肺消炎汤联合抗感染

呼吸频率为 15～20 次/min，通气 5～15 h/d；静脉

机械通气对老年重症肺炎患者肺功能、炎症反应

滴注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辉瑞制药有限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公司，批号 20180203，规格 1 g/瓶)，3 g/次，持
续治疗 2 周。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清肺消

1
1.1

炎汤(麻黄 6 g、陈皮 6 g、法半夏 6 g、前胡 9 g、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 2018 年 6 月－2021 年 5 月
[8]

苦杏仁 9 g、桑白皮 9 g、紫菀 9 g、紫苏子 9 g、

本院患者 102 例，均符合重症肺炎诊断标准 及中

黄芩 12 g、百部 9 g、鱼腥草 5 g、生石膏 18 g、

医痰热壅肺证(主症：胸痛胸闷，气粗咳嗽，身热

甘草 3 g)，水煎取汁约 200 ml，分早晚 2 次温服，

烦渴，或痰黄带血；次症：神昏谵妄，壮热，烦

持续治疗 2 周。

躁不安，面色潮红，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舌脉：

1.3

[9]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

[10]

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或洪数)辨证分型标准 ；年

分

，包括咳嗽、喘息、发热、口渴、便秘、痰

龄 ≥ 60 岁 。 本 研 究 经 本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量、痰性、舌苔 8 项，按其严重程度分为无及轻、

(2018L02049)且患者或其家属对治疗方案知情并

中、重度，分别计 0、1、2、3 分，各项评分之和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并发肺结核、肺栓塞、间

为总分，分值范围为 0～24 分。
[

]

质性肺疾病者；伴免疫系统缺陷者；并发病毒性

采用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 11 评估感染严

感染者；精神障碍者；入组前 1 个月内接受过抗

重程度，包括氧合指数、体温、分泌物、全胸片

菌药物治疗者。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

浸润影、WBC、痰培养 6 项，各项按其严重程度

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分为正常、轻度、重度，分别计 0、1、2 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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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分为 12 分，评分越高病情越重。

2 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CPIS
评分比较(分, x  s )

采用 S-980A 型肺功能仪检测患者肺功能，包

组别

括 FVC、FEV1 及最高呼气流速(PEF)。采集患者
空腹静脉血 5 ml，以离心半径 13 cm、3 000 r/min

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HMGB1)及

肺部啰音消失；有效：症状、体征减轻，胸部 X

t值

45.695

35.051

P值

＜0.001

＜0.001

51
15.33±1.75

8.11±0.80

治疗后

4.50±0.69

4.33±0.69

相关标准制定。显效：症状、

t值

41.115

25.552

P值

＜0.001

＜0.001

CPIS：临床肺部感染评分；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注

体征均明显改善，胸部 X 线片显示病灶基本吸收，

2.96±0.51a

2.72±0.57

治疗前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试行)》

8.08±0.91

a

对照组

CRP 水平。记录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

CPIS 评分

15.29±1.88

治疗后

用。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TNF-、高迁移率族

[12]

中医证候积分

51

治疗前

离心 10 min，取上清，置于 2～8 ℃环境中保存备

1.4

例数

研究组

表4

2 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治疗前后 FVC、FEV1、PEF
比较( x  s )

线片显示病灶吸收＞50%，肺部啰音明显减轻；无
组别

例数

FVC(L)

FEV1(L)

PEF(L/s)

治疗前

2.10±0.20

1.19±0.34

1.99±0.34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组

治疗后

2.72±0.29a

1.98±0.59a

4.10±0.41a

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t值

12.569

8.285

28.290

＜0.001

＜0.001

＜0.001

治疗前

2.07±0.18

1.20±0.33

2.01±0.31

治疗后

2.47±0.25

1.63±0.42

3.09±0.36

效：症状、体征未缓解甚或加重。
1.5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数据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

研究组

P值
对照组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P＝0.038)，见表 2。
表 2 2 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研究组

51

44(86.3)

4(7.8)

3(5.9)

对照组

51

37(72.6)

4(7.8)

10(19.6)

t值

9.273

5.749

16.235

＜0.001

＜0.001

＜0.001

注

2.4

2 组治疗前后各量表评分比较：与同组治疗

PEF：最高呼气流速；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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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
HMGB1 水平均降低(P＜0.01)，且研究组低于对
照组(t 值分别为 14.672、10.277、24.453，P 值均＜
0.01)，见表 5。
2.5

2.2

51

P值

2.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研究组总有效率为 94.1%
(48/51)、对照组为 80.4%(41/51)，2 组比较差异

51

安全性评价：治疗期间，2 组均未发生严重

不良反应，未见心电图异常、肝肾功能损伤等。

前比较，2 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CPIS 评分均
降低(P＜0.01)，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14.203、11.403，P 值均＜0.01)，见表 3。

3

讨论
老年重症肺炎患者免疫功能下降，机体出现

2 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变化比较：与同组

退行性改变，容易并发脓毒血症、呼吸衰竭等，

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FVC、FEV1、PEF 均升

加之老年患者多伴有基础性疾病，长期咳痰无力

高(P＜0.01)，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与卧床，会进一步加重病情 13-15 。临床以支持治

4.663、3.451、13.220，P 值均＜0.01)，见表 4。

疗、化痰、氧疗、药物治疗等为主要治疗手段，

2.3

[

]

·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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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2 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CRP、TNF-、
HMGB1 比较( x  s )

组别

例数

研究组

CRP(mg/L)

TNF-(g/L)

HMGB1(g/L)

通气可较好缓解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
改善肺功能，提高临床疗效。药理研究表明，清
[

]

肺消炎汤中麻黄可改善支气管痉挛 21 ，陈皮可抗

51

治疗前

89.84±9.20

76.08±8.81

278.79±20.06

治疗后

23.30±4.11a

15.21±4.32a

101.13±10.84a

[

]

[

]

溃疡、抗炎、松弛平滑肌 22 ，半夏可抗炎、抗菌 23 ，
[

]

t值

47.159

44.302

55.643

前胡可祛痰、镇咳、平喘、抗炎、镇静 24 ，苦杏

P值

＜0.001

＜0.001

＜0.001

仁可镇咳、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炎、抗菌 25 ，

对照组

51

[

[

]

]

桑白皮可镇静、抗炎、抗菌 26 ，紫菀可祛痰、抗

治疗前

90.11±9.84

77.21±9.93

280.33±21.24

治疗后

37.39±5.49

26.67±6.69

165.53±15.37

病毒、抗菌 27 ，紫苏子可清除氧自由基、抗病毒、

t值

33.413

30.144

31.270

抗炎 28 ，黄芩可抗炎、抗菌、提高机体免疫力 29 ，

P值

＜0.001

＜0.001

＜0.001

注 HMGB1：高迁移率族蛋白 B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1

[

[

]

]

[

[

]

]

百部、鱼腥草可抗菌 30-31 ，石膏、甘草可调节机
[

]

体免疫功能，具有抗病毒、抗氧化等作用 32-33 。
支持治疗多为增强免疫力，化痰多应用氨溴索、

清肺消炎汤的多重药理作用，在治疗肺炎方面从

浓盐水等或加强痰液引流，氧疗多为机械通气治

多靶点来发挥疗效，联合西医疗法，效果更佳。

疗，药物治疗多为抗感染治疗，根据肺炎病原体

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治疗后各炎性细胞因子水

或标本培养结果给药 16 。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

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炎症反应生成的大量

一方面可治疗细菌感染，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无创

炎性细胞因子可诱导炎症反应综合征，诱发多器

机械通气来改善血氧，缓解缺氧症状，提高肺氧

官功能衰竭 34 。CRP 和 TNF-是常见的炎性细胞

[

[

]

]

含量，促进自主呼吸 17 。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重

[

]

因子，可促进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释放氧化物，
[

]

症肺炎的效果明确，然而疗效有限 18 。为提高疗

加重炎症反应 35 。HMGB1 是一种由单核巨噬细

效，中西医结合治疗受到人们广泛关注。重症肺

胞或自然杀伤细胞生成的晚期炎症介质，参与肺

炎患者以老年群体居多，这与老年人体虚密切相

泡上皮细胞的炎性损伤 36 。由本项结果推测，清

关。中医认为，肺炎属“肺热病”
“风温”等范畴，

肺消炎汤联合抗感染机械通气治疗老年重症肺炎

病机为痰热壅肺，是由于外邪入侵或脏腑失调，

的疗效可能与其抗炎机制有关。2 组治疗期间均未

内邪上犯于肺，导致痰热壅塞肺络而发病，治以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提示联合治疗安全性较好。

[

]

[

]

综上所述，清肺消炎汤联合抗感染机械通气

[ ]

宣肺化痰、清热解毒为宜 4 。清肺消炎汤中黄芩、
鱼腥草清热解毒、排脓消痈；生石膏、麻黄、苦

可明显缓解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

杏仁清肺平喘、发散透热、降气化痰；陈皮、法

肺功能，减轻炎症反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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