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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剂量盐酸氨溴索联合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
老年重症肺炎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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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市垂杨柳医院老年病科，北京 1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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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大剂量盐酸氨溴索联合纤维支气管镜吸痰治疗对老年重症肺炎的临床价值。方法 将

142例入住 ICU的重症肺炎患者按家属知情同意分为两组，治疗组72例和对照组70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治疗

组应用大剂量盐酸氨溴索(1 005 mg/d)，并联合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对照组为常规剂量盐酸氨溴索(30 mg，3 次/d)

联合振动排痰仪等排痰措施祛痰治疗，不采用支气管镜灌洗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降钙素原

(PCT)、C反应蛋白(CRP)呼吸机带机时间、多器官功能衰竭(MOF)发生率及28 d病死率有无差异。结果 治疗组

老年重症肺炎患者氧合指数及炎性指标PCT、CRP均较对照组明显好转(P<0.05)；治疗组患者呼吸机带机时间、

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率和28 d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 大剂量氨溴索联合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能

够增加老年重症肺炎的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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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igh-dose ambroxol combined with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in the elderl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orty-two senior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were selected in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n=70) were treated with standard-dose ambroxol (30 mg, 3 times per day)) and the vibration row

of phlegm meter. The study group (n=72) were given high-dose ambroxol (1 005 mg, once per day) combined with the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for 7 days. The blood gas analysis, plasma PCT, CRP level, APACHEII, time of ventilator,

the incidence rate of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28-day mortality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of clinical and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xygenation indexes, PCT,

CRP level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ime of ventilator, inci-

dence of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28-day mortality rate were remarkab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High-dose ambroxol combined with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can help control the severe pneumonia,

and reduce the mortality rate.

【Key words】 Ambroxol; Fiberoptic bronchoscopy; Pneumonia

通讯作者：彭夫松。E-mail：pengfusongpzhy@sina.com

·论 著·

重症肺炎是导致老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

老年患者由于合并基础疾病或长期卧床、咳痰无力等

因素而致痰液黏稠不易咳出，继发致病菌严重感染或

导致气道阻塞而恶化病情，因此，抑制痰液的分泌和

促进痰液的排出在肺炎治疗中意义重大。近年来我

院应用大剂量氨溴索联合纤维支气管镜吸痰治疗老

年重症肺炎，取得显著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09年 1月至 2012年 5月入住

我院和北京世纪坛医院 ICU 的老年重症肺炎患者

142例，均符合 2001年美国胸科学会(ATS)对重症肺

炎定义[1]。其中男76例，女66例；年龄60~86岁，平均

75.6岁；社区获得性肺炎 118例，医院获得性肺炎 24

例；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血气分

析示Ⅰ型或Ⅱ型呼吸衰竭，胸部CT示双肺或多肺叶

渗出性改变(片状、斑片状、云雾状阴影)，其中气管插

管、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患者 102例，无创呼吸机辅

助通气40例。所有患者行血常规监测及痰细菌学培

养。排除标准：对盐酸氨溴索过敏者，合并严重心、

肺、肾功能不全者，不能耐受纤维支气管镜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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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组及方法 所有患者将采用重症肺炎集

束化治疗策略，包括早期积极的抗感染治疗，早期目标

导向的液体复苏治疗，强化胰岛素治疗，机械通气治

疗，镇静和营养支持治疗等。将上述142例患者按患

者家属是否同意应用大剂量沐舒坦和纤维支气管镜分

为治疗组(72例)和对照组(70例)，治疗组采用大剂量盐

酸氨溴索联合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具体为氨溴索

1 005 mg+生理盐水100 ml，>4 h静脉泵入，1次/d，并

在盐酸氨溴索泵入后 4 h予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

2次/周；对照组则采用常规剂量氨溴索30 mg静脉推

注，3次/d，联合振动排痰仪排痰治疗，1次/d，治疗时

间为7 d。两组患者入选前的年龄、性别、诊断、疾病严

重程度(APACHIⅡ评分)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方法：在 ICU床旁严密监测心

电和血氧饱和度下进行。患者在吸纯氧5 min后，血

氧饱和度升至99%。静脉推注咪哒唑仑5 mg使患者

安静，通过气管切开套管插入纤支镜，从纤支镜注入

2%利多卡因 5 ml进行局部黏膜麻醉，纤支镜进入气

道清除主气道及各段支气管的分泌物，然后根据患者

不同的耐受情况，予0.9%的生理盐水50 ml灌洗病变

部位，灌洗干净后，经纤维支气管镜注入灌洗液(生理

盐水100 ml+根据药敏试验或经验选用的抗生素)，每

次注入剂量为 10 ml，1 min后回吸，每个病变肺段灌

洗 3 次，总灌洗量 100 ml。操作者必须熟练掌握纤

支镜操作技术，动作轻柔迅捷，尽可能缩短气管内

的操作时间，操作时严密观察心电和血氧饱和度，

若血氧饱和度<90%即将纤支镜退出，等待其升到

99%以上后继续。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全部患者分别于治

疗前、治疗 3 d和 7 d的同一时间行血常规、C反应蛋

白(CRP)、血降钙素原(PCT)、血气分析和胸片检查，

监测动脉氧分压(PaO2)、动脉血氧饱和度(SpO2)和氧

和指数(PaO2/FiO2)；评价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

(APACHEⅡ)评分、多器官功能衰竭(MOF)发生率、呼

吸机带机时间、住 ICU天数、28 d死亡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统计，非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

验，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治疗组和对照组血气分析指标比较 两组

治疗前后 PaO2、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PaO2/FiO2的

变化见表 1。结果显示治疗第 3天和治疗第 7天后，

治疗组患者的PaO2、SaO2水平较对照组变化不大，但

PaO2/FiO2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好转。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t值
P值

PaO2 (mmHg)

治疗前

50.3±10.4

52.3±8.6

2.247

0.055

治疗第3天

82.3±12.4

86.6±10.1

1.195

0.260

治疗第7天

90.4±10.6

92.4±2.5

1.340

0.210

SaO2 (%)

治疗前

86.6±10.1

85.4±9.1

1.660

0.114

治疗第3天

94.6±2.5

94.5±2.1

1.444

0.162

治疗第7天

96.4±4.6

96.5±3.5

1.732

0.109

PaO2/FiO2 (mmHg)

治疗前

128±10.5

127±11.4

2.007

0.053

治疗第3天

226±36.5

245±38.7

7.525

0.000

治疗第7天

290±50.7

314±23.4

9.426

0.000

注：1 mmHg=0.133 kPa。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t值
P值

WBC (/mm3)

治疗前

51.4±10.4

52.3±8.6

1.919

0.063

治疗第3天

85.9±12.4

86.6±10.1

1.789

0.082

治疗第7天

91.7±10.6

92.4±2.5

1.375

0.179

PCT (ng/ml)

治疗前

1.99±0.64

2.02±0.61

0.436

0.665

治疗第3天

1.84±0.53

1.30±0.30

2.396

0.027

治疗第7天

0.90±0.46

0.60±0.22

11.14

0.000

CRP (mg/L)

治疗前

90.5±15.1

78.1±7.97

0.398

0.692

治疗第3天

82.0±18.5

67.3±9.02

0.509

0.612

治疗第7天

53.3±6.31

45.9±6.74

5.942

0.004

2.2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炎性指标变化比

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白细胞(WBC)、PCT、

CRP等炎性指标，结果见表2。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

WBC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组治疗

后第 3、7天的 PCT水平及治疗后第 7天的CRP水平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治疗组和对照组预后指标比较 比较治疗

组与对照组预后相关指标如APACHI Ⅱ评分、呼吸机

带机时间、住 ICU时间、多器官功能衰竭(MOF)发生

率、28 d病死率，结果如表3所示。治疗组患者第7天

APACHIⅡ评分明显较对照组下降，两者差异统计学

意义；治疗组患者住 ICU 时间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治疗组患者的呼吸机带机时间、MOF发生

率、28 d病死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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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肺炎为老年人常见的疾病之一，且肺部感染严重

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老年重症肺炎病死率可

达到50%~70%。随着老龄人口的逐渐增多和细菌耐

药日益严重，重症肺炎已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

疾病之一，寻找重症肺炎及时有效的治疗方式成为目

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老年患者常常合并脑血管病、营

养不良、肿瘤等疾病，合并肺部感染时咳痰无力，痰液

阻塞窒息从而引发呼吸衰竭，故加强痰液引流是重症

肺炎集束化治疗中非常重要的环节[2]。

盐酸氨溴索为近年来广泛应用的呼吸道祛痰剂，

其肺脏保护和抗炎作用逐渐受到关注。国内外多家

报道大剂量氨溴索能增加新生儿或成人呼吸窘迫综

合征[3]，肺炎[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5]的治疗效果，且无

明显不良反应发生。但盐酸氨溴索促进痰液排出作

用较弱。近年来，纤维支气管镜灌洗治疗作为肺部感

染的一种新手段，开始用于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治疗。

经纤维支气管镜灌洗吸痰，可在直视下直接进入气

管、支气管或病变部位，准确清除支气管内炎性分泌

物、痰栓及相关病原微生物，选择性吸出黏稠分泌物和

痰液，使管腔通畅。国内外已有报道[6]，纤维支气管镜

能安全有效地用于重症肺炎的治疗，反复灌洗可稀释

痰液，解除气道阻塞，有利于感染的控制及黏膜水肿的

消退。如张起[7]研究应用纤维支气管镜冲洗治疗50例

重症肺炎患者时能明显增加重症肺炎的疗效。

本文在应用大剂量盐酸氨溴索治疗后，在氨溴索

半衰期内，同时采用纤维支气管镜下吸痰，加强老年重

症患者的痰液引流，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的氧合指数、

炎症介质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好转，呼吸机应用时间、多

器官衰竭发生率和28 d病死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已

有研究证实氨溴索能够有效地改善肺顺应性[3]、促进肺

泡表面活性物质的合成，防止肺泡不张，促进肺纤毛上

皮的再生,加速纤毛的运动，改变气道分泌物的浆液/黏

液比例，降低痰液黏稠度，加强排除痰液，促进氧合纠

正低氧血症，纤维支气管镜灌洗可稀释痰液，解除气道

阻塞，有利于感染的控制，故两者的联合作用促进低氧

血症的纠正和肺炎的好转。炎症介质在肺炎发病机制

中有关键的作用，研究指出氨溴索能抑制炎症介质产

生，抑制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释放氧化物的作用，抑

制炎症因子和细胞因子的释放，防止肺损伤[8-9]。近年

来研究发现PCT、CRP [10]水平能够提示重症感染严重

程度，且其下降的程度能够提示重症患者的预后。本

研究发现治疗组治疗后炎症介质如PCT、CRP等浓度

显低于对照组，说明两种方法的结合不仅有效地改善

了氧合指数，还有效减少了炎症介质的产生，从而促进

了肺炎的好转，减少呼吸机应用时间和降低了多器官

功能衰竭发生率，直接降低了28 d病死率。

由于老年重症肺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最

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给个人、家庭、社会造成严重

负担。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剂量盐酸氨溴索联合纤维

支气管镜治疗老年重症肺炎，不仅能祛痰改善氧合情

况，还可以缩短患者的呼吸机带机时间，降低多器官

功能衰竭发生率及病死率，且治疗简单，无明显不良

反应，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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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预后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t值或χ2值

P值

APACHIⅡ评分

治疗前

18.9±2.4

19.0±2.6

1.461

0.146

治疗第3天

15.5±2.6

15.6±3.1

0.938

0.350

治疗第7天

13.0±1.6

12.4±1.5

6.239

0.019

呼吸机带机时间(d)

11.9±2.6

8.6±2.7

13.363

0.000

住 ICU时间(d)

18.4±4.5

18.6±3.0

0.630

0.531

MOF发生率(%)

68.5(48/70)

50.0(36/72)

5.066

0.024

28 d病死率(%)

54.3(38/70)

33.3(24/72)

6.334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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