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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合并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岑永艺△,陈 锋,梁 政1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医院内一科,湛江 524057;1.广东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 510120)

摘要 目的:探讨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慢性心力衰竭(CHF)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收治的COPD合并CHF患者80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常规治疗,对照组加用美托洛尔治疗,观察组加用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及治疗后的肺

功能指标变化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采用St.George's呼吸疾病问卷(SGRQ)评分评价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观察

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7.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5.0%(P>0.05)。两组治疗前肺功能指标[1s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1
与预测值的比值(FEV1/pred)及FEV1与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4个月后,

观察组的FEV1为(1.51±0.42)L,FEV1/FVC为(66.08±10.11)%,FEV1/pred为(51.38±5.67)%,分别高于对照组的

(1.33±0.42)L、(57.88±7.08)%、(46.33±5.15)%,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7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

SGRQ评分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均未出现明显的肾功能异常等严重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结

论: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COPD合并CHF疗效确切,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未明显降低患者肺功能,安全性高,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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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effectsofmetoprololcombinewithulinastationonpatientswithchronicobstructivepul-
monarydiseasecomplicatedwithchronicheartfailure
CenYongyi,ChenFeng,LiangZheng1.(DepartmentofInternalMedicine,WesternHospitalofSouthChi-
naSea,ChinaNationalOffshoreOilCorporation,Zhanjiang524057,China;1.TheFirstAffiliatedHospi-
talofGuangdongMedicalUniversity,510120Guangzhou,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efficacyofmetoprololcombinedwithulinastationonthepa-
tientswith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complicatedwithchronicheartfailure(CHF).
Methods:80patientswithCOPDcomplicatedwithCHFin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4toDecember
2015wereselectedanddividedintoacontrolgroup(n=40)andaobservationgroup(n=40).Thepa-
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routinetreatmentwiththeadditionofmetoprolola,whilethoseinthe
observationgroupweretreatedasthecontrolgroupwiththeadditionofulinastatin.Theclinicalefficacy,

lungfunction,lifequalityandadversereactions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total
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87.5%)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75.0%)(P<
0.05).Beforetreatment,therewa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forcedexpiratoryvolumein1sec.
(FEV1),theratioofFEV1andforcedvitalcapacity(FVC),theratioofFEV1andpredictivevaluebe-
tweenthetwogroups(P>0.05).After4-monthtreatment,theFEV1was(1.51±0.42)L,theFEV1/

FVCratiowas(66.08±10.11)%andtheFEV1/predratiowas(51.38±5.67)%intheobservationgroup,

andwererespectively(1.33±0.42)L,(57.88±7.08)%and(46.33±5.15)%inthecontrolgroup.The
threelung-functionindictors(FEV1,FEV1/FVC
and FEV1/pre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different(P <0.05).After7-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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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theStGeorge’srespiratoryquestionnairescoresintheobservationgroupwaslowerthanthose
inthecontrolgroup(P>0.05).Noseverecomplicationsandadversereactionsoccurredinbothgroups.
Conclusion:MetoprololcombinedwithulinastationachievedabettereffectfortreatingCOPDcomplicated
withCHF,whichcouldimprovepatients'lifequalityanddidnotobviouslyinfluencetheirlungfunction.
Keywords 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hronicheartfailure;metoprolol;ulinastation;clinical
efficacy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obstructivepulmo-
narydisease,COPD)是一种常见的肺部疾病。目

前,COPD的致死率在各类致死性疾病中居第4位。
世界卫生组织(WHO)就COPD目前的发展趋势预

计,在未来几年,COPD将发展为仅次于癌症、心脑

血管疾病的第三大致死性疾病[1-2]。近年来,国外有

研究表明,COPD并发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cardi-
acfailure,CHF)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CHF患

者中合并COPD的患者占33%左右[3]。美托洛尔

是用于治疗CHF的基础药物。有研究表明,COPD
合并CHF的患者采用美托洛尔能够提高其治疗有

效率,且对肺功能无明显影响[4]。乌司他丁作为蛋

白酶抑制剂,能够抑制COPD急性期患者炎性因子

释放,并可改善COPD患者的肺功能[5]。本研究旨

在探讨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 COPD 合并

CHF的临床效果,为COPD合并CHF患者的治疗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医院内一科收治的80例

COPD合并CH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4例,
女36例;年龄44~75岁,平均(66.3±8.7)岁。病

例纳入标准:(1)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订的《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中COPD的诊断标准,分级

为Ⅱ~Ⅲ级;(2)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制订的《慢性心

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中CHF的诊断标准,心功能

Ⅱ~Ⅳ级;(3)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

了知情同意书。病例排除标准:(1)处于COPD急

性加重期者;(2)1个月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和急性

心肌炎所致的心力衰竭的患者;(3)窦性心律过缓、
二度及以上房室传导阻滞者;(4)先天性心脏病未经

手术治疗者。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0例。其中观察组男23例,女17例;年龄44~
72岁,平均(65.9±8.2)岁;COPD分级:Ⅱ级24例,

Ⅲ级16例;心功能分级:Ⅱ级11例,Ⅲ级21例,Ⅳ

级8例。对照组男21例,女19例;年龄46~75岁,
平均(67.4±9.3)岁;COPD分级:Ⅱ级21例,Ⅲ级

19例;心功能分级:Ⅱ级9例,Ⅲ级22例,Ⅳ级9例。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获得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螺内酯、硝酸酯类、洋地黄制剂

等抗心衰治疗和规则吸入1~2种长效支气管舒张

剂解痉治疗。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美托洛

尔(上海黄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0810007-
1012050):10mg/次,2次/d,1周后改为15mg/次,

2次/d,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10万 U
注射用乌司他丁(广东天普生化医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031303034):将其溶于500mL5%葡萄糖注

射液中,静脉滴注,2次/d。两组疗程均为7d。同

时注意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变化。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治疗7个月后的

临床疗效。(2)观察患者治疗前及治疗1个月、4个

月、7个月后的肺功能情况:吸入沙丁胺醇500μg后

进行测定,分别记录1s用力呼气容积(FEV1)、

FEV1与预测值的比值(FEV1/pred)及FEV1与用

力肺活量(FVC)的比值。(2)以St.George's呼吸

疾病问卷(SGRQ)评分来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满
分为100分,分值越低,表明生活质量越好。(3)观
察并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疗效标准[6] (1)显效:肺部啰音、水肿消失,
咳嗽及呼吸困难等症状得到改善,心功能改善2级

以上;(2)有效:肺部啰音、水肿等症状有所缓解,心
功能改善1级;(3)无效:用药后上述症状、体征无好

转或加重。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

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

学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

法;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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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7个月

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7.5%,高于对照组的

75.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变化的比较 治疗前,两
组患者肺功能指标(FEV1、FEV1/FVC、FEV1/pred)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1个

月后,观察组FEV1、FEV1/FVC、FEV1/pred均较

治疗前有所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治 疗4个 月 后,两 组 FEV1、FEV1/FVC、

FEV1/pred进一步升高,但观察组的升高幅度较对

照组更为显著,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治 疗7个 月 后,两 组 FEV1、FEV1/

FVC、FEV1/pred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治疗前及治

疗1、4个月后,两组患者SGRQ评分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7个月后,观察组患

者的SGRQ评分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对照组出现心动过

缓4例,减少药物用量10d后,心率恢复正常;观察

组未出现心动异常、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两组均

未出现明显的肾功能异常等严重并发症和不良反

应。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观察组 40 15(37.5) 20(50.0) 5(12.5) 87.5
对照组 40 12(30.0) 18(45.0)10(25.0) 75.0

χ2 2.05
P 0.15

表2 两组患者肺功能指标变化的比较(췍x±s,n=40)

组别
FEV1/L

治疗前 治疗1个月后 治疗4个月后 治疗7个月后

观察组 1.25±0.52 1.33±0.47 1.51±0.42 1.53±0.38
对照组 1.27±0.33 1.29±0.34 1.33±0.42 1.47±0.47
t 0.21 0.44  2.13 0.63
P 0.84 0.66 <0.05 0.53

组别
FEV1/FVC/%

治疗前 治疗1个月后 治疗4个月后 治疗7个月后

观察组 52.21±6.71 57.33±9.88 66.08±10.11 68.44±9.66
对照组 51.31±4.84 53.37±8.77 57.88±7.08 65.44±6.88
t 0.69 1.89 4.20 1.59
P 0.49 0.07 <0.05 0.11

组别
FEV1/pred/%

治疗前 治疗1个月后 治疗4个月后 治疗7个月后

观察组 43.34±5.17 45.87±5.47 51.38±5.67 52.47±5.37
对照组 43.27±4.97 44.11±5.87 46.33±5.15 50.53±5.23
t 0.06 1.38  4.17 1.64
P 0.95 0.17 <0.05 0.11

表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

组别
SGRQ评分/分,췍x±s

治疗前 治疗1个
月后

治疗4个
月后

治疗7个
月后

观察组
(n=40) 46±6.9 44±5.7 41±6.3 31±6.1

对照组
(n=40) 45±6.2 43±5.5 40±6.1 38±6.3

t 0.68 0.79 0.72 5.05
P 0.49 0.43 0.47 <0.05

3 讨 论

  CHF是由于神经内分泌和细胞因子被过度激

活而造成心肌重构,从而使心肌损伤加重和心功能

恶化。因此,治疗CHF的关键是阻断神经内分泌的

过度激活,进而抑制心肌重构[7-9]。而COPD是临床

中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类疾病,大部分COPD患者

由于长期吸烟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同时其

·693·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7Mar;34(3)



与多种原因相结合,从而导致COPD合并CHF的

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升高[10-11]。近年来,美托洛尔

应用于COPD合并CHF的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研究表明,美托洛尔能显著改善 COPD合并

CHF患者的心功能,且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12-13]。乌司他丁作为临床上治疗COPD的常用

药物,也表现出较好的治疗效果。李国政[14]研究发

现,乌司他丁用于COPD患者的治疗中,能够明显

缩短患者的机械通气时间及住院时间,并对其肺功

能有显著改善作用。此外,尤辉等[15]研究发现,乌
司他丁能显著降低COPD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血清

中环氧合酶-2(COX-2)、前列腺素E2(PGE2)及磷

脂酶A2(PLA2)的含量,对肺功能也具有较好的改

善作用。

  本研究中,治疗1个月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指

标(FEV1、FEV1/FVC、FEV1/pred)均有所升高,但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个

月后,观察组的FEV1、FEV1/FVC、FEV1/pred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原因可能为乌司他丁作为蛋白酶抑制剂,
能够抑制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IL)-6、

IL-8等炎性因子的释放,清除氧自由基,防止白细胞

与炎性因子间的相互作用,降低白细胞对组织的损

伤,从而降低炎症导致的肺功能损伤。本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7.5%,高于对照组

的75.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

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COPD合并CHF的疗

效较好,心功能得以明显改善。其原因可能为美托

洛尔能选择性地与β-肾上腺素受体结合,降低心肌

耗氧量和拮抗儿茶酚胺的致心律失常作用,从而达

到提高疗效、改善心肌重构的作用;此外,由于乌司

他丁通过抑制心肌抑制因子(MDF)的产生,降低心

肌耗氧量,松弛血管平滑肌,改善体内循环,促进心

功能恢复。同时,在治疗过程中对照组出现4例心

动过缓,通 过 减 少 美 托 洛 尔 剂 量,即 由 原 来 的

15mg/次降低为12mg/次,10d后患者心动过缓的

症状消失,心率恢复正常。而观察组未出现心动异

常、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两组均未出现明显的肾

功能异常等严重并发症和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美托洛尔联合乌司他丁治疗COPD
合并CHF疗效确切,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未
明显降低患者肺功能,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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