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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氨溴索治疗老年慢阻肺合并肺感染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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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盐酸氨溴索用于老年慢阻肺（COPD）合并肺感染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我院老

年病二科收治的老年 COPD 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各 32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治疗，参照组

在此基础上采用溴已新葡萄糖注射液治疗，实验组采用盐酸氨溴索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 经

对比，实验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肺功能指标以及血气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参照组和实

验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68.75%和 96.87%，实验组高于参照组（P＜0.05），且参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多于实验组（P＜0.05）。结论 老年 COPD 合并肺感染患者采用盐酸氨溴索治疗疗效显著，能够有效缩短

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改善患者肺功能和血气指标，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从而提高了治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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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mbroxol hydrochlorid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4 elderly COPD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Second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n this basis,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romhexine glucose injec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mbroxol hydrochloride,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the clinical symptoms disappearance time, pulmonary function indexes 
and blood gas index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mbroxol hydrochloride is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PD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 the pulmonary function and blood gas indexe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reby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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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具有气流受限特征的

疾病，其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1]。

目前，我国慢性肺阻并患病率为 9.9%，均为 40 岁

以上人群。肺部感染是临床一种常见病，该病的发

生主要是各种病原侵犯肺部组织，引发异常的病理

变化所造成，药物的应用，免疫力低下，肺不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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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误吸等，该病的发病，代表患者的肺泡、肺间质

以及终末期等部位存在异常的炎症性病变[2-3]。近几

年来，肺感染发病率逐年上升，受到该疾病危害的

人群越来越普遍。两种病均为高致死率和高致残率，

因此老年COPD合并肺部感染的有效治疗尤为重要，

据相关材料显示：盐酸溴安索能够有效缓解 COPD
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率。其

治疗原则是采用药物治疗，降低病死率，促进患者

康复，本研究采用我院 64 例老年 COPD 合并肺感

染患者，对其进行氨茶碱、盐酸溴安索治疗，分析

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老年病二科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老年 COPD 合并肺感染的患者 64 例，

不限性别，随机分为参照、实验组各 32 例。参照组

男女比例为 18:14，年龄 65～83 岁，平均（70.12
±0.35）岁；病程 3～8d，平均（4.98±0.12）d；实

验组男女比例为 17:15，年龄 65～85 岁，平均（71.04
±0.32）岁；病程 4～11d，平均（5.56±0.32）d；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可对比。 

1.1.1 纳入标准：①符合 2018 年版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全球倡议中的关于COPD及急性加重期的患

者；②年龄为 65 岁以上的老人；③经患者本人或家

属同意研究内容且自愿参加的。 
1.1.2 排除标准：①上呼吸道梗阻患者；②严重

器官或脏器功能不全患者；③不能全程参与治疗的

患者。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溴已新葡萄糖注射液（石家庄四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40486，规格 100ml：
盐酸溴己新 4mg 与葡萄糖 5g）100ml，进行静脉滴

注，滴注时间不能＜10min。 
观察组：采用盐酸氨溴索治疗。盐酸氨溴索（云

南龙海天然植物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103820，规格 4ml:30mg），选取 30mg 与 0.9%
的氯化钠溶液 100ml，进行静脉滴注，一日 2 次，

治疗时间 10 天。 
治疗期间，均给予患者常规治疗。对患者进行

常规检查，给予患者吸氧，止咳平喘，抗感染。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包含咳

嗽、发热、胸闷、肺部湿啰音。 
（2）观察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以及血气指数。

包含用力肺活量（FVC）、呼气第一秒内的呼出量

（FEV1）、一秒率（FEV1/FVC）、血氧分 压（PaO2），

二氧化碳分压（PaCO2）。 
（3）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患者

肺啰音好转，临床症状消失，呼吸道分泌物减少；

有效：肺啰音减少，临床症状好转；无效：患者肺

啰音和治疗前无差异或加重，临床症状无变化[4]。 
（4）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包含恶心、

呕吐、易激动、失眠。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20.0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x±s）、

计数资料行 t 检验、
2χ 检验对比。P＜0.05 为差异

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与参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较短（P＜0.05）。见表 1。 
2.2 观察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以及血气指数 
经对比，实验组患者的肺功能指数与血气指标

均优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2.3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对比参照组，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参

照组（P＜0.05）。见表 3。 
2.4 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参照组与实验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和%，实验组明显少于参照组（P＜0.05）。见表 4。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 x±s），d] 

组名 n 咳嗽 发热 胸闷 肺部湿啰音 

参照组 32 2.83±0.53 6.57±0.12 4.67±0.68 4.56±0.65 

实验组 32 1.78±0.32 3.12±0.23 2.11±0.12 2.43±0.39 

t  9.594 75.229 20.972 15.895 

p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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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与血气指数比较  （ x±s） 

组名 n FVC（L） FEV1（L） FEV1/FVC（%） PaO2（mmHg） PaCO2（mmHg） 

参照组 32 1.27±0.23 1.12±0.35 42.89±7.92 65.98±0.65 58.12±3.45 

实验组 32 2.59±0.52 1.92±0.18 68.12±5.31 85.23±0.98 42.33±3.17 

t  13.132 11.498 14.968 92.600 19.06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例（%） 

组名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参照组 32 8（25.00） 14（43.75） 10（31.25） 22（68.75） 

实验组 32 10（31.25） 21（65.62） 1（3.13） 31（96.87） 

t     8.891 

p     0.002 

表 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例（%） 

组名 n 恶心 呕吐 易激动 失眠 总发生率 

参照组 32 4（12.50） 2（6.25） 1（3.13） 3（9.37） 10（31.25） 

实验组 32 1（3.13） 1（3.13） 0（0.00） 1（3.13） 3（9.39） 

t      4.730 

p      0.029 

 
3 讨论 
随着我国老龄化人群的逐渐增多，老年人群的

自身免疫能力弱，对外界物质的抗感染能力较差，

从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其中 COPD
已经成为临床常见病，发病时会出现慢性咳嗽、咳

痰、胸闷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其特点是肺实质和小

气道受损，气道阻塞，呼气阻力大和肺功能不全，

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等[5-6]。

此病病因较复杂，若未得到有效控制可以进一步发

展为肺病和呼吸衰竭等常见慢性疾病。肺感染作为

COPD 患者的常见病，多伴有咳嗽、咳痰、胸闷等

症状，此病晨间咳嗽较为明显，夜间咳痰明显，严

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若不及时治疗，可致患者终

生不愈[7]。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呼吸衰竭是导致慢

阻肺患者住院和死亡的最重要原因，目前临床治疗

多为药物治疗，其治疗原则是通过药物作用，缓解

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自身免疫力，促进患者康

复。此类治疗药物（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

的治疗目的是促进患者自身免疫力[8]。 
溴已新葡萄糖注射液是治疗老年慢阻肺、肺部

感染的常用药物，可通过促使痰液内粘多糖纤维含

量降低的机制，促使患者痰液黏度大幅下降，让痰

液变得稀薄，促使痰液易于咳出。然而，大量应用

溴已新葡萄糖注射液，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良反应，

且部分患者用药后效果不明显[9]。据相关文献指出：

盐酸氨溴索用于慢阻肺合并肺感染具有显著成效。

盐酸氨溴索为无色澄明液体，是临床一种常见的止

咳化痰药物，本品耐受性好。此药物属于动力型的

祛痰剂，通过对患者肺泡表面刺激，增加了患者体

内活性物质的合成，提高患者肺部适应性，可同时

改进呼吸道纤毛区与无纤毛区的消除作用，降低痰

液以及纤毛的附着力，其显著作用是增加呼吸道黏

膜浆的分泌，减少黏液腺分泌，稀释痰液，从而促

进痰液排出[10]。 
本研究中参照组采用氨茶碱治疗COPD合并肺

感染患者具有一定疗效，但是相对于实验组采用的

盐酸氨溴索治疗，氨茶碱治疗具有明显不足。经数

据分析，实验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肺功能

指标以及血气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参照

组与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相比，实验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且参照组和实验组患者不

良发生率分别为 31.25%和 9.39%，实验组明显少于

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盐酸氨溴索用于老年 COPD 合并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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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具有显著成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肺功能指

标和血气指标，缩短患者临床症状的消失时间，同

时降低了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临床疗效，因此此

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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