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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吸入布地奈德、硫酸特布他林佐治zbJL重症肺炎 3O例 

陈贞祥，沈怀云，诸宏伟，董淮富 

[摘要]目的：探讨氧气驱动布地奈德联合硫酸特布他林佐治小儿重症肺炎的效果。方法：将54例重症肺炎患儿随机分成治 

疗组 30例，对照组 24例，2组均采用相同的综合治疗 ，治疗组加用氧气驱动布地奈德联合硫酸特布他林雾化吸入，比较 2组 

治疗后症状、体征改善时间和治愈率。结果：治疗组治愈率为93．3％，高于对照组的62．5％(P<0．01)；治疗组患儿的咳嗽、 

喘息、肺部罗音消失以及病程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1)。结论：氧气驱动布地奈德联合硫酸特布他林雾化吸入能促进重 

症肺炎患儿病情恢复，缩短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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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ulization of budesonide and terbutaline for treatment of infa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CHEN Zhen—xiang，SHEN Huai—yun，ZHU Hang—wei，DONG HuM—fu 

(Department of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既 6“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budesonide and terbutaline on infa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Methods： 

衄 |y—four infa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Both groups received the same 

comprehensive therapy，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ministered nebulization of budesonide and terbutaline in addition．The relieving 

time of the symptoms and the cure rate of the infa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he therapy．Results：The cure rate 

(93．3％)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62．5％)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sappearing time of cough， 

panting，lung rales and duration of the disea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uch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P<0．01)． 

Conclusions：Inhalation atomized budesonide and terbutaline driven by oxygen ma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infa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and decurtate the pat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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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 1．56亿儿童发生肺炎， 

其中1．5亿在发展中国家，而我国每年肺炎发病人 

数高达 2 100万人，其中7％ ～13％是重症肺炎。肺 

炎是儿童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是导致儿童死亡的首 

要原因⋯。以往对重症肺炎的定义局限于肺炎患 

儿是否累及其他系统相应症状体征。目前认为肺炎 

患者出现严重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或全身炎症反应 

时，即可诊断为重症肺炎 J。因此，儿童肺炎的治 

疗，除抗感染外改善气道通气，肺泡换气功能，减轻 

气道换气功能障碍，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对全身各系 

统损害即成为重症肺炎的重要组成。我科应用布地 

奈德、硫酸特布他林氧气驱动雾化吸入治疗小儿重 

症肺炎 30例，临床效果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9年 3月至2010年4月，我科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收治重症肺炎患儿54例，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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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制定的重症肺炎诊断标准 J。 

(1)婴幼儿：腋温 >38．5℃，呼吸频率 >70次／分 

(除发热、哭吵等因素影响外)，胸壁吸气性凹陷，鼻 

扇，紫绀，间歇性呼吸暂停，呼吸呻吟，拒食。(2)年 

长儿：腋温 >38．5 oC，呼吸频率 >50次／分(除发 

热、哭闹等因素影响外)、鼻扇、紫绀、呼吸呻吟、有 

脱水征。54例患儿随机分为 2组，治疗组 30例，男 

18例，女 12例，年龄 4O天至 3．5岁；对照组 24例， 

男 14例，女 10例，年龄30天至2．8岁。2组患儿性 

别、年龄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2组均采用相同的综合治疗方法， 

包括抗感染(抗细菌、病毒、支原体等)、吸氧、止咳、 

平喘、镇静、吸痰等措施。治疗组加用吸人用布地奈 

德混悬液0．5～1 rng(规格 0．5 mg／rnl，阿斯利康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产品批号 307399)与硫酸特布他 

林注射液(规格0．25 mg／ml，成都华宇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 ，批号 HZ0010703)，加 1～2 ml生理盐水混 

合后加入面罩或雾化器中(德国百瑞公司生产，批 

号 09JTZPPG0012)，通过3～4 L／min氧气驱动雾化 

吸人，lO～15 min 1次。根据呼吸困难情况 1 h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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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用 2～3次，每次雾化后即拍背吸痰，症状明显缓 

解后雾化吸人逐次减少，至每天 1～2次，对照组采 

用非布地奈德，硫酸特布他林为主体的雾化成分吸 

入治疗。 

1．3 疗效评价标准 治愈：7天内(包括 7天)患儿 

咳嗽、气促、喘息症状缓解(呼吸 <40次／分)，肺部 

罗音(痰鸣音、哮鸣音、细湿罗音)症状、体征消失； 

有效：7天以上，上述症状、体征明显减轻；无效：7天 

以内，上述症状体征无明显缓解。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t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2组患儿除发热外，咳嗽、喘息、肺部罗音消失 

以及病程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 

0．O1)(见表1)。治疗组治愈率为93．3％(28／30)， 

高于对照组的62．5％(15／24)(P<0．O1)(见表2)。 

表 1 治疗后 2组症状、体征消失时间及病程比较( ±s；d) 

示 值 

表2 2组疗效比较[n；百分率(％)] 

3 讨论 

肺炎是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在婴幼儿 

期，由于其呼吸系统生理解剖上的特点 J，如气管、 

支气管管腔相对狭窄，腺体黏液分泌少，纤毛运动 

差，肺弹性组织发育差，血管丰富易于充血，间质发 

育旺盛，肺泡少，肺含气量少，易为黏液阻塞，而且 

3个月以下婴儿咳嗽反射弱，不能及时清除外界侵 

入呼吸道异物与分泌物，易患肺炎。重症肺炎都有 

低氧血症表现 j̈，有程度不等的肺损伤。根据x线 

胸片显示的肺部浸润范围以及低氧血症和氧合指数 

等 判断肺损伤程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是急性肺损伤的最严重阶段。全身炎症失 

控和放大以肺为原发性损伤中，ARDS是 MODS(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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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发生、发展的源头-o 。呼吸 

不畅是婴幼儿肺炎呼吸衰竭更为常见的原因 J。 

因此，减轻肺炎时呼吸系统炎症反应，减轻气道阻 

力、保持气道通畅、增加氧气的供给、促进氧气在肺 

泡血管内的弥散、缓解缺氧是防治重症肺炎患儿病 

情恶化的重要环节。 

糖皮质激素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对各种原因 

引起炎症和免疫病理的不同阶段有明显的非特异性 

抑制作用，但全身糖皮质激素存在较多的不良反应， 

限制其临床的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是新合成的一 

种卤化肾上腺皮质激素，其具有较高的糖皮质醇受 

体结合力，抗炎作用强，局部吸人可使气道微小血管 

收缩，减少炎症渗出、水肿和毛细血管扩张，同时抑 

制炎症细胞向炎症部位移动，有效清除气道炎症，改 

善气道梗阻，能明显减低患儿肺呼吸道阻力，缩短炎 

性病程 』。布地奈德混悬液通过面罩被动吸入， 

由于药物浓度大，用量少，雾化柔和，不会造成肺内 

液体潴留，而且雾化气内含有大量氧气，有助于改善 

患儿缺氧情况，纠正酸中毒，利于解痉。硫酸特布他 

林为 B 受体激动剂，雾化吸人可选择性作用于呼吸 

道 p 受体，舒张支气管平滑肌，增加黏膜纤毛清除 

能力，降低血管通透性，调节肥大细胞等炎症细胞释 

放介质。氧气驱动是经气流喷射，雾化颗粒能够到 

达气道和肺内深部，雾粒含氧量高，同时又有助于改 

善缺氧及缺氧性肺血管收缩，降低肺动脉高压_l ， 

使细胞代谢氧化过程正常进行，脑、心、肝、肾等重要 

脏器功能得以维持，同时缺氧的改善，可以减轻呼吸 

肌代偿性缺氧而过度的工作负担。 

氧气驱动雾化吸入，以氧气为气源，氧流量 3～ 

5 L／min，使患者吸入呼吸道的药物达到稀痰、排痰、 

改善通气，缓解气喘的同时，纠正缺氧。布地奈德与 

硫酸特布他林配伍同时雾化吸人既扩张气道平滑 

肌，改善呼吸，同时又发挥了吸人激素局部抗炎优 

势，不良反应少。本研究结果显示，氧气驱动布地奈 

德联合硫酸特布他林雾化吸人治疗fl,JL重症肺炎的 

临床症状、体征及治愈率明显高于普通雾化组，缩短 

病程，减少不良反应，仪器条件要求亦不高，可广泛 

适用于重症肺炎治疗的全过程，是fl,JL重症肺炎辅 

助治疗的重要措施，值得推广。 

[ 参 考 文 献 ] 

[1] Rudan I，Bosehi—Pinto C，Biloglav Z，et a1．Epidemiology and etiology 

of childhood pneumonia[J]．Bull WHO，2OO8，86(5)：408—416． 

[2] 乔俊英，栾斌．,'bJL重症肺炎的诊治策略[J]．医学与哲学：临 

床决策论坛版，2007，28(5)：36—39．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1年5月第36卷第5期 

[文章编号]1000-2200(2011)05-0469-02 

469 

· 临床 医学 - 

干扰素2oL联合吡柔比星早期膀胱灌注预防浅表性膀胱癌复发 

韩 锋，李 建，张家俊 

[摘要]目的：探讨干扰素(IFN)2c~联合吡柔比星(THP)早期膀胱灌注在预防浅表性膀胱癌复发中的作用。方法：将 58例浅 

表性膀胱癌患者随机分为A、B 2组，均行经尿道膀胱肿瘤汽化电切术。A组 29例术后早期行IFN 2ct联合 THP膀胱灌注，2 

周后THP常规方案膀胱灌注；B组29例术后单纯行常规THP膀胱灌注。结果：随访24～36个月，A组复发1例，B组复发6 

例，A组疗效优于B组(P<0．05)。结论：IFN 2a联合THP早期膀胱灌注与单纯术后THP膀胱灌注相比，可以更有效地减少 

浅表性膀胱癌复发。 

[关键词]膀胱肿瘤；干扰素2ct；吡柔比星；膀胱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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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 of interferon 2a and pirarubicin for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superficial bladder cancer 

HAN Feng，LI Jian，ZHANG Jia-jun 

(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early 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 and interferon(IFN)2 0【for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superfici~ bladder cancer．M ethods：Fifly—eight patients with superficial bladder carcinoma treated by 

TURBt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Group A(29 cases)were treated by early postoperative bladder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 and 1FN 

2仅and group B(29 cases)by routine postoperative bladder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cin．Results：All the cases were followed up for 24— 

36 months，and the recurrence rates were 3．45％ in group A and 20．69％ in group B．The recurrence rate of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B．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s：Early postoperative bladder instillation 

of Pirarubiein and IFN 2ct after TURBt is an effective method in preventing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of superficial bladder cancer． 

[Key words]bladder neoplasms；interferon 2d；pirarubicin；intravesical instillation 

膀胱尿路上皮癌是泌尿系常见的恶性肿瘤，其 

中非肌层浸润性癌为浅表性膀胱癌。经尿道膀胱肿 

瘤切除术(TURBt)是治疗浅表性膀胱癌的首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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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术后复发率高。为了防止肿瘤的复发，延缓肿 

瘤的进展或根除残余病灶，术后一般都辅助膀胱内 

灌注治疗，寻找合适的药物或药物组合以及合理的 

给药时机对推迟和预防浅表性膀胱肿瘤的复发极为 

必要 。2007年 2月至 2010年 2月，我院对行 

TURBt治疗的58例浅表性膀胱癌患者分别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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