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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人用布地奈德混悬液和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雾化吸入治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分析
秦永明
［摘要】日鸶：探讨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雾化吸入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ＥＣＯＰＤ）的疗效。方法：将６５例ＡＥＣＯＰＤ患者随机分为２组，观察组３３
例，对照组３２例，两组均予吸氧、抗感染、静脉氨茶碱及对症等治疗。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观察组给予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和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雾化吸入，对照组单用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雾化吸入，对两组患者用药７一１０天后的临床疗效、血气分
析及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ＦＥＶ。％）变化情况进行对照分析。砖果：观察组治疗前后相比ＰａＯ：、ＰａＣ０２、
ＦＥＶ．％均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１），两组间各对应指标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０．９％，对
照组为６８．８６％（Ｐ＞Ｏ．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雾化吸入对ＡＥＣＯＰＤ
能迅速缓解病情，改善肺功能，是治疗ＡＥＣＯＰＤ的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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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依据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２００７年

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
（ａｃｕｔｅ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１．１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ＥＣＯＰＤ）患者可有咳嗽、咳痰、喘息症状的
反复加重，其患病人数多，危害性大，病死率高，已成

６５例，均有咳嗽、咳痰、气促、喘憋，肺内闻及干湿哕

为严重影响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雾化吸入是治疗

２３例，女ｌＯ例；年龄６ｌ一８４岁；病程５—２２年。对

制定的ＣＯＰＤ诊断和分组标准【Ｉ’诊断ＡＥＣＯＰＤ
音。按入院先后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３３例，男

ＡＥＣＯＰＤ的有效方法之一。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笔者采

照组３２例，男２４例，女８例；年龄６０～８５岁；病程

用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联

５—２０年。两组均排除既往有支气管哮喘、过敏性

合雾化吸人治疗ＡＥＣＯＰＤ ３３例，效果满意，现作

鼻炎、特异性变应原过敏，且１个月内未使用糖皮质

报道。

激素，不合并其他疾病。两组的年龄、性别、体重、病
程、病情均具可比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３１
［作者单位］安徽省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２３３０００
［作者简介］秦永明（１９６４一），男，副主任医师．

１．２方法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抗生素、茶
碱、祛痰、氧疗及营养支持等，在此基础上观察组给
予生理盐水４ ｍｌ加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阿斯利

５８３

康公司生产）２ ｍｇ和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葛兰素
史克集团公司生产）４ ｍｇ雾化吸入，每次１５ ｒａｉｎ，每

３讨论

天２次。７一１０天；对照组仅给予生理盐水４ ＩＩｌｌ加硫

ＣＯＰＤ是世界范围内严重危害公众健康的常见

酸特布他林雾化液４ ｍｇ，同样方法雾化吸入，每次
１５ ｒａｉｎ，每天２次，７一ｌＯ天。

病，其病理生理主要特征是气道狭窄，慢性气流受
阻，造成通气和血流比例失调，引起动脉低氧血症和

１．３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治疗７天，咳嗽、咳痰减

高碳酸血症。因此，应用支气管扩张剂缓解气道阻

轻，气促、喘憋症状消失，肺内哮鸣音散在或消失。
有效：治疗７—１０天，气促、喘憋症状好转，哮鸣音较

塞，改善肺通气功能是治疗ＣＯＰＤ的重要手段之一。
气道炎症加重是ＡＥＣＯＰＤ的重要触发因素嵋Ｊ，

人院时明显减少。无效：用药１０天后上述症状无明

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治疗气道炎症最有效的药物，可

显改善。两组于治疗前后７～１０天检测肺功能和血

广泛抑制炎性细胞所产生的炎症作用，减少渗出和

气分析。

水肿，减轻急性炎症和气道阻塞，在ＡＥＣＯＰＤ的治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ｔ检验和ｒ检验。

疗中广泛应用，效果肯定。但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

２结果

糖皮质激素可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生活

的不良反应是显而易见的，研究表明¨ｊ，全身使用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７—１０天后观察组

质量，并且增加与生活健康状况相关的医疗费用，因

总有效率为９０．９％，对照组为６８．８％，两组疗效差

此吸人疗法为其首选。吸人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是新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见表１）。

合成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有较高的糖皮质醇受体结

２．１

合力，抗炎效果强，雾化吸入即可到达全肺，可抑制
表１两组治疗效果比较（ｎ）

气道高反应性，减少腺体分泌，抑制细胞因子与肥大
细胞的产生。早期预防性应用糖皮质激素可有效预
防气道炎症及气道重塑的发生Ｈ１。吸人用布地奈
德混悬液在肺细胞内与激素受体相结合，形成有效
的受体类固醇复合物，能抑制细胞因子形成及炎性
介质的合成与释放，降低气道反应性。该药９０％经

２．２治疗前后血气分析与肺功能变化比较两组
治疗前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
察组治疗７～１０天后Ｐａ０２、ＰａＣ０２、ＦＥＶ，％均有明显
改善（Ｐ＜０．０１），观察组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ｎ

Ｐａ０２（ｋＰａ）ＰａＣ０２（ｋＰａ）

皮质激素能增加肺组织细胞膜上Ｂ：受体的转录和
呼吸道黏膜上１３：受体蛋白的合成，并能提高ｐ：受
体的敏感性和耐受性＂扣Ｊ。
硫酸特布他林为高选择性肾上腺素能１３：受体
激动剂，吸人硫酸特布他林在数分钟内起效并可维

表２治疗前后两组间血气分析和肺功能比较
分组

肝脏灭活并迅速清除，全身不良反应率低。另外糖

ＦＥＶｌ％

持长达６ ｈ的功效，显效快，作用强，在治疗剂量下
对支气管平滑肌有较强的舒张作用，可以扩张支气
管，抑制气道高反应性，激活激素受体，加强激素的

治疗前（ｉ ４－ｓ）

抗炎作用，减少激素用量。两药联合雾化吸人时，可

观察组

３３

６．９０±１．１０

８．３５±Ｏ．７４

５３．９±３．４

对照组

３２

６．７２±１．３０

８．４３±０．６８

５３．３土３．５

因支气管舒张作用，增加激素进入支气管树的药量，

ｔ

—

Ｏ．６０

０．４５

０．７０

使激素受体活化，Ｂ：受体的敏感性增强，两者联合

Ｐ

一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ｄ±％）
观察组３３ ２．４４±１．１８’。一２．２６±Ｏ．４１’’１５．３±３．０‘＋
对照组

３２

。

１．５０±１．０４—１．３７±０．６４—７．４０±３．３”

Ｉ

一

３．４０

２７．１４

９．７２

Ｐ

一

＜０．Ｏｌ

＜０．０ｌ

＜０．Ｏｌ

配对Ｉ检验：··Ｐ＜０．０１

应用有协同和互补作用，能获得更好的疗效。雾化
吸入操作简单，易于配合，同时置于一个雾化装置
中，可减少患者治疗的吸人次数，使用更方便，增加
患者的依从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无明显
差异，但观察组治疗后ＰａＯ：、ＰａＣＯ：、ＦＥＶ。％均有明

观察组出现心悸３例，震颤２例，

显改善，观察组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

停药后逐渐好转；对照组出现震颤１例，心悸２例，
口干ｌ例，经对症处理症状缓解。两组间不良反应

义，显示布地奈德和硫酸特布他林联合雾化吸入治
疗ＡＥＣＯＰＤ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血气及肺功能指标。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Ｑ２＝ｏ．００３，Ｐ＞ｏ．０５）。

本研究６５例中，仅有少数患者出现咽部不适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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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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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一３，与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乳腺癌的表达及其意义
岳喜成。李德群
［摘要］目的：通过检测信号转导与激活因子３（ｓｔａｒ－３）与生存素（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探讨它们在乳腺癌发生及
发展中的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５ｌ例乳腺癌和２５例癌旁乳腺组织中ｓｔａｔ－３和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表达。结果：ｓｔａｔ－３在
乳腺癌中的表达阳性率高于癌旁乳腺组织（Ｐ＜Ｏ．００１）；ｓｔａｔ一３表达在淋巴结转移组中高于元淋巴结转移组（Ｐ＜ｏ．０５）。ｓｔａｒ－３
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雌孕激素受体和ｃ—ｅｒｂＢ－２均无明显关系（Ｐ＞０．０５）。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乳腺癌中
的表达高于癌旁乳腺组织（Ｐ＜Ｏ．００１）；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
体和ｃ．ｅｒｂＢ－２均无明显关系（Ｐ＞０．０５）。ｓｕｒｖｉｖｉｎ表达阳性者３５例中ｓｔａｔ－３表达阳性３４例，两者表达呈正相关关系（Ｐ＜
０．０５）。结论：ｓｔａｔ－３、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可能相互协同通过抑制细胞凋亡，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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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发病因素涉及领域较广，其中癌基因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激活因子３（ｓｔａｔ－３）与

激活和抑癌基因被抑制，凋亡信号不能正常启动。

生存素（ｓｕｒｖｉｖｉｎ）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以探讨两者与
乳腺癌的发生及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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