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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盐酸氨溴索与沙丁胺醇气雾剂联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临床效果遥 方法 研究对象

为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来我院治疗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 81 例袁随机分组袁对照组 40 例袁观察组

41 例遥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袁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用沙丁胺醇治疗袁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用盐酸氨溴索
注射液治疗袁比较临床疗效尧动脉氧分压渊PaO2冤尧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渊PaCO2冤尧症状缓解时间遥 结果 观察组总有

效率为 95.12%袁高于对照组的 75.00%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 PaO2
[渊78.25依15.68冤mmHg尧渊71.85依12.93冤mmHg]高于治疗前[渊66.38依10.72冤mmHg尧渊66.12依10.47冤mmHg]袁PaCO2[渊40.67依

6.15冤mmHg尧渊47.34依7.81冤mmHg]低于治疗前[渊51.43依9.07冤mmHg尧渊51.76依9.25冤mmHg]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
治疗后观察组 PaO2 高于对照组袁PaCO2 低于对照组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治疗后观察组喘息

缓解时间为渊4.13依0.56冤d尧咳嗽缓解时间为渊4.59依0.78冤d尧咳痰缓解时间为渊3.20依0.47冤d尧肺部啰音缓解时间为

渊5.21依0.89冤d袁短于对照组的渊5.63依0.97冤d尧渊6.29依1.23冤d尧渊5.92依1.16冤d尧渊6.85依1.34冤d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P<0.05冤遥 结论 盐酸氨溴索与沙丁胺醇气雾剂联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效果显著袁能够提高患者的
肺功能袁改善患者的血气分析指标袁使整体治疗效果显著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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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ambroxol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aerosol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bronchitis
FU Jia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Northeast International Hospital, Shenyang 11062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mbroxol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aerosol in

treating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bronchitis. Methods A total of 81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bronchit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9 to June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40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1 cases). Both groups were given basic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albu鄄

tamol on the basis of basic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mbroxol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linical efficacy, PaO2, PaCO2, and symptom remission time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12%, which was higher than 75.0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aO2 [(78.25依15.68)mmHg, (71.85依12.93)mmH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66.38依10.72)mmHg, (66.12依10.47)mmHg],
the PaCO2 [(40.67依6.15)mmHg, (47.34依7.81)mmHg]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51.43依9.07)mmHg, (51.76依

9.25)mmHg],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aO2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aCO2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鄄

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heezing relief time (4.13依0.56) d, cough relief time(4.59依0.78) d, ex鄄
pectoration relief time(3.20依0.47) d, and pulmonary rales remission time (5.21依0.89) 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5.63依0.97)d, (6.29依1.23)d, (5.92依1.16)d, (6.85依1.34)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Ambroxol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aerosol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bronchiti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the pulmonary
funct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blood gas analysis index of patient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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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支气管炎是呼吸内科常见疾病之一袁发病率
较高遥 研究表明袁慢性支气管炎发病率为 3.2%[1]遥 该病
冬季发病率更高袁春夏季逐渐缓解袁具有病程长尧易反
复发作尧迁延难愈等特点[2]遥 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早期症
状较轻袁随着疾病的不断进展袁炎症加重袁急性发作更
加频繁袁症状也随着发作次数的增加而越来越严重袁
可导致患者发生肺呼吸障碍袁出现心衰尧肺源性心脏
病尧呼吸衰竭尧肺动脉高压尧肺性脑病等多种并发症袁
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袁因此袁积极探索高
效的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方法不仅有利于
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袁还可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
率遥 盐酸氨溴索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袁溶解分泌物袁使
患者黏液滞留减少[3]遥 我院收集 81 例慢性支气管炎急
性发作患者袁对其中的 41 例患者用盐酸氨溴索与沙丁
胺醇气雾剂联合治疗袁效果较为满意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来我院
治疗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 81 例袁随机分组袁
对照组 40 例袁观察组 41 例遥 其中对照组男 25 例袁女
15 例曰年龄 35耀78 岁袁平均渊53.71依9.65冤岁曰病程 2耀
13 年袁平均渊7.64依1.38冤年遥 观察组男 25 例袁女 16 例曰
年龄 36耀75 岁袁平均渊55.27依10.39冤岁曰病程 2耀15 年袁
平均渊7.26依1.13冤年袁两组一般资料渊性别尧年龄尧病程冤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纳入
标准院淤均符合叶内科学曳中慢性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4]曰
于无大量饮酒尧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者曰盂临床资料
完整者曰榆对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曰虞本
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遥 排除标准院淤对
沙丁胺醇尧盐酸氨溴索过敏者曰于不配合研究者曰盂其
他原因诱发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者袁如肺结核尧
支气管哮喘尧心脏病等曰榆重要脏器严重疾病者曰虞合
并其他肺部疾病者遥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袁包括抗炎尧吸氧尧补
液尧解痉尧镇咳尧祛痰尧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遥 对照组在
基础治疗基础上给予沙丁胺醇渊GlaxoSmithKline Aus
tralia Pty Ltd袁国药准字 H20160660袁规格院2.5 mL颐5 mg冤
治疗袁雾化吸入给药袁沙丁胺醇 5 mg+生理盐水 5 mL
雾化吸入给药袁雾化时间为 15耀20 min/次袁2 次/d袁连续
用药 1 周曰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用盐酸氨溴索注

射液渊勃林格殷格翰袁国药准字 J20080083袁规格院2 mL颐

15 mg冤治疗袁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15耀30 mg+沙丁胺醇
溶液 5 mg+生理盐水 5 mL 雾化吸入给药袁雾化时间
为 15耀20 min/次袁2 次/d袁连续用药 1 周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临床疗效比较遥 根据治疗后临床症状改善程度

将疗效分为痊愈尧显效尧有效尧无效四个等级袁其中治

疗后患者肺部听诊正常袁两肺呼吸音非常清晰袁临床
症状渊咳嗽尧咳痰尧胸闷等冤完全消失为痊愈曰治疗后肺
部听诊湿啰音显著改善袁临床症状渊咳嗽尧咳痰尧胸闷
等冤及肺部纹理显著缓解为显效曰治疗后肺部听诊湿
啰音及哮鸣音有改善袁临床症状渊咳嗽尧咳痰尧胸闷等冤
及肺部纹理有所缓解为有效曰治疗后肺部听诊湿啰音
及哮鸣音无改善或者显著增多袁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袁
排痰效果不理想袁或症状不轻反重为无效遥 总有效率=

渊痊愈垣显效垣有效冤例数/总例数伊100%[5]遥 于血气指标
检测遥 动脉氧分压渊PaO2冤尧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渊PaCO2冤袁
采用血气分析仪渊美国 OPTICCA-TS 型冤于治疗前后

对两组患者上述指标进行测定遥 盂症状缓解时间遥 包
括喘息缓解时间尧咳嗽缓解时间尧咳痰缓解时间尧肺部
啰音缓解时间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曰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
检验水准 琢=0.05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痊愈 18 例袁显效 16 例袁有效 5 例袁总有效

率为 95.12%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00%袁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n渊%冤]
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字 值
2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2渊4.88冤

39渊95.12冤

40 10渊25.00冤 12渊30.00冤 8渊20.00冤 10渊25.00冤 30渊75.00冤
41 18渊43.90冤 16渊39.02冤 5渊12.20冤

6.496
0.011

P值

2.2 两组治疗前后 PaO2尧PaCO2 比较

观察组治疗前 PaO2尧PaCO2 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后两组 PaO2 高于治疗

前袁PaCO2 低于治疗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
治疗后观察组 PaO2 高于对照组袁PaCO2 低于对照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2.3 两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喘息尧咳嗽尧咳痰及肺部啰音缓解
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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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PaO2尧PaCO2 比较渊x依s袁mmHg冤
组别

n

时间

对照组

40

治疗前

41

出黏痰袁提高患者肺功能遥 使用沙丁胺醇气雾剂进行

66.12依10.47

51.76依9.25

治疗在短期内效果明显袁能够改善患者的咳嗽尧咳痰

2.178

2.309

渊PaCO2冤

71.85依12.93

t值
观察组

动脉二氧化碳分压

渊PaO2冤

治疗后

47.34依7.81

0.032

P值
治疗前

0.024

t值

6.287

停药复发率较高袁因此袁联合用药效果更好[10]遥 盐酸氨溴

0.162
0.872

环己胺醇袁广泛用于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治疗中袁兼具

0.000

泡表面活性的作用袁从而减轻咳嗽等症状 [11]遥 盐酸氨

0.000

0.912

P 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2.001

t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4.276

0.049

P 治疗后组间比较值

组别

n

喘息缓解 咳嗽缓解 咳痰缓解 肺部啰音

对照组

40

5.63依0.97 6.29依1.23 5.92依1.16 6.85依1.34

41

观察组
t值

时间

缓解时间

4.13依0.56 4.59依0.78 3.20依0.47 5.21依0.89
8.549

7.448

0.000

P值

时间

0.000

13.893
0.000

沙丁胺醇为气雾剂给药方式袁有较高的使用频率袁一旦

索是一种黏液溶解剂袁属于醇类物质袁又称为盐酸溴
抗氧化尧抑制白三烯尧组胺等炎症因子的释放尧促进肺

溴索能够刺激病变组织袁直接与呼吸道分泌细胞发生

表 3 两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渊x依s袁d冤
时间

的刺激袁但在改善患者肺功能方面起效时间较慢袁且

4.001

40.67依6.15

0.110

t 治疗前组间比较值

物的浓度显著升高袁更好地发挥作用袁避免对胃肠道

51.43依9.07

0.000

P值

等临床症状袁发挥良好的抗炎作用袁且能够使局部药

66.38依10.72
78.25依15.68

治疗后

气管黏膜纤毛廓清运动起到促进作用袁使机体有效排

动脉氧分压

6.504
0.000

3 讨论

作用袁使其分泌粘滞性较低的小分子黏蛋白袁使粘痰
的黏度降低袁稀释痰液袁促进排出痰液袁能够使痰液
pH 值恢复正常袁减少黏液的长期滞留[12]曰盐酸氨溴索
可对纤毛运动起到刺激作用袁使纤毛排送功能及运动

频率增强袁减少纤毛-黏液之间的粘合吸附袁使呼吸困
难等临床症状得到显著的缓解[13]遥 盐酸氨溴索能够使
抗生素在支气管分泌物中浓度提高袁增强抗感染效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由吸烟尧机体防御功能下

果袁使病程缩短袁抗生素用药时间缩短曰此外袁该药物

降尧气温降低尧呼吸道小血管痉挛缺血尧过敏等多种因

能够快速起效袁有稳定的药效袁患者有较好的耐受性袁

素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袁根据患者的病情袁慢性支气
管炎可分为三个时期袁分别为缓解期尧急性发作期尧慢
性迁延期袁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尧喘息尧咳痰等袁

安全性高袁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14]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5.12%袁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遥 说明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联合沙丁胺

而气候出现变化或不良生活习惯等均会导致慢性支

醇气雾剂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能提高治疗总

气管炎患者出现急性发作袁在该时期临床表现会更加

有效率袁明显优于单独应用沙丁胺醇气雾剂治疗遥 治

严重袁呼吸道分泌物量增加袁粘稠度也更高袁难以咳出
的痰液滞留于已经变形的呼吸道中袁会导致细菌滋生袁

加重病情袁增加治疗难度 遥 有研究表明袁气道上皮细
[6]

胞受到刺激性气体尧烟雾尧粉尘等影响会发生损伤袁其

疗后两组 PaO2 高于治疗前袁PaCO2 低于治疗前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治疗后观察组 PaO2 高于对

照组袁PaCO2 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

说明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联合沙丁胺醇气雾剂能够显

气道净化功能会降低袁同时还会对黏膜下感受器进行

著改善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的血气分析指标遥

刺激袁导致气道平滑肌收缩袁增加腺体分泌功能及气

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短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

道阻力 遥 近年来袁我国环境污染加重袁并且随着人们
[7]

工作压力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袁吸烟人群增加袁慢
性支气管炎发病率有不断升高的趋势袁对患者的身体

健康及生命质量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遥 目前袁临床对
[8]

说明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联合沙丁胺醇气雾剂能够快

速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袁缩短病程遥 赵会芳[15]将 86 例

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袁分别用沙丁胺醇气雾剂雾化吸入治疗尧

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患者主要采用抗感染尧镇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联合沙丁胺醇气雾剂雾化吸入治

咳尧祛痰等常规药物进行治疗袁可使患者的不适症状

疗遥 结果表明袁观察组总有效率尧症状缓解时间及住院

疗方法中袁祛痰治疗起效最为快速尧作用最为显著遥

力低于对照组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该结

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善袁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9]遥 在多种治
沙丁胺醇气雾剂为 茁2 受体激动剂袁能够对气道

黏膜表面 茁-肾上腺能受体选择性发挥作用袁可抑制中

时间优于对照组袁治疗后 PFE 高于对照组袁呼吸道阻
果与本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遥
综上所述袁盐酸氨溴索与沙丁胺醇气雾剂联合治

性粒细胞及肥大细胞释放炎症介质袁从而使气道高反

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效果显著袁能够提高患者的

应性降低袁使患者的水肿症状减轻袁沙丁胺醇可对支

肺功能袁改善患者的血气分析指标袁使整体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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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提升袁可作为一种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有
效的方法在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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