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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他啶联合多索茶碱治疗对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患者外周血
TNF-α、PDGF-B水平的影响

陈 蓉，冯 钰△

（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市人民医院药学科，东台 224200）

摘要 目的：探讨头孢他啶联合多索茶碱治疗对慢性阻塞性肺气肿（COPD）患者外周血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B（PDGF-B）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市人民医院于 2014年 7月至 2016年 7月收治的

106例COPD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3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多索茶碱注射液，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给予头孢他啶联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近期疗效、肺通气功能、外周血TNF-α和PDGF-B水平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2. 4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 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最

大呼气中段流量（MMEF）、最大呼气峰流速（PEF）和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

0. 05）；而外周血TNF-α和PDGF-B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 05）。两组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结论：头孢他啶联合多索茶碱治疗COPD能够有效改善机体炎症和低氧状况，抑制TNF-α和PDGF-B的释放，缓解病情进展，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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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eftazidime combined with doxofylline on serum levels of TNF-α，PDGF-B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hen Rong，Feng Yu.（Affiliated Dongtai People's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Dongtai 2242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eftazidime combined with doxofylline on serum levels of tu-

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and 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B（PDGF-B）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Methods:
106 COPD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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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气肿（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

nary disease，COPD）是由慢性支气管炎或其他原因引

起的细支气管不完全阻塞或狭窄，终末细支气管远端

气腔过度充气，并伴有气腔壁膨胀、破裂，临床上常继

发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和支气管扩张等；

COPD 患者治疗以支气管扩张药、糖皮质激素、祛痰

药等控制症状和改善肺功能为主，但很难治愈[1]。多

索茶碱片为黄嘌呤类药物，具良好的松弛支气管平滑

肌、镇咳的作用，能抑制磷酸二酯酶的活性，适用于缓

解 COPD 引起的可逆性支气管痉挛 [2]。临床实践表

明，COPD 的发病与细菌感染密切相关，而头孢他啶

为第三代头孢类广谱抗生素，抗菌效果良好，已广泛

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抗感染治疗[3]。氧化应激反应

及炎症机制在COPD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4]。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B（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

tor-B，PDGF-B）是氧化应激反应的下游产物。肿瘤坏

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是一种重要的

炎症因子，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临床研究表明，

TNF-α、PDGF-B均在COPD患者肺动脉高压的发生、

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对疾病发展和预后有重要意

义 [5]。本研究通过观察头孢他啶联合多索茶碱治疗

COPD肺气肿患者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COPD肺气

肿患者外周血TNF-α、PDGF-B表达的影响，以期为该

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江苏省南通大学附属东台市人民

医院于 2014年 7月至 2016年 7月收治的 106例COPD

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3例。观察组中，男33例，女20例；年龄51～76岁，平

均（65. 2±3. 7）岁；平均病程（10. 18±3. 04）年；体重

指数（22. 96±3. 16）kg/m2；肺功能分级：Ⅱ级（1秒用

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50%～＜80%）

7 例 ，Ⅲ 级（30% ≤FEV1% ＜50% ）41 例 ，Ⅳ 级

（FEV1%＜30%）5 例。对照组中，男 34 例，女 19 例；

患者年龄 49～78 岁，平均（65. 4±3. 5）岁；平均病程

（11. 02±3. 10）年；体重指数（23. 12±3. 09）kg/m2；肺

功能分级：Ⅱ级 6例，Ⅲ级 43例，Ⅳ级 4例。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

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COPD诊断标准[6]；（2）符合肺

动气肿诊断标准；（3）年龄 40～80岁；（4）患者知情且

同意参与本研究方案。排除标准：（1）心、肝、肾功能

严重不全者；（2）排除全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感

染性疾病者；（3）近期手术及 3个月出现心肌梗死者；

（4）对本研究方案药物过敏者；（5）不配合本研究治疗

方案者。

1. 3 治疗方法[7]

所有患者均给予补液、化痰、止咳、抗压、吸氧、吸

入激素以及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

组患者给予多索茶碱注射液[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H20052247]缓慢静脉注射，剂量：200

mg/次，隔 12 h一次。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

础上给予注射用头孢他啶（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84054）静脉注射 1. 0 g/次，隔 12 h 一

次。以7 d为1个疗程，所有患者均进行2个疗程的治

疗。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用药反应。

1. 4 观察指标

1. 4. 1 近期疗效 2个疗程后观察患者的近期疗效，

疗效判定标准[8]：（1）显效：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得到

了明显改善，其咳嗽和发绀症状显著好转，肺部鸣音

消失；（2）有效：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有所改善，咳嗽

和发绀症状有所减轻，肺部鸣音减弱；（3）无效：患者

的临床症状无明显好转甚至加重。总有效率=（显效

2014 to Jan.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with 53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xofylline，while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eftazidime combined with doxofylline. The clinical effect，the pulmonary ventilation function，

serum TNF-α and PDGF-B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

pared. Results: The respons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 45%，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79. 24%）（P＜0. 05）. The maximal mid-expiratory flow（MMEF），peak expiratory

flow（PEF），and the percent of predicte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were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but the increases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0. 05）. After treatment，the

TNF-α and PDGF-B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0. 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noted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 05）. Conclusion: Ceftazidime combined with doxofylline could inhibit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correct

the hypoxic injury，suppress the release of TNF-α and PDGF-B，relieve the progress of disease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OPD.

Keywords ceftazidime；doxofylline；COPD；TNF-α；PDG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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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有效例数）/患者例数×100%。

1. 4. 2 肺通气功能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6个月

测定最大呼气中段流量（MMEF）、最大呼气峰流速

（PEF）和FEV1%。

1. 4. 3 外周血TNF-α和 PDGF-B水平 分别于治疗

前和 2个疗程后清晨抽取静脉血，离心取血清。采用

免疫酶联吸附试验（ELISA）测定血清 TNF-α和

PDGF-B的水平。试剂盒由上海恒远生物公司生产，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说明书进行操作。

1. 4. 4 不良反应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不良反应。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计

量资料的采用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92. 45%，对照组

患者总有效率为 79. 24%，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 05），见表1。

2.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肺通气功能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MMEF、PEF、FEV1％均较治

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肺通气功能指标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2。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u/χ2

P

n

53
53

显效

31（58. 49）
15（28. 30）

3. 230
0. 001

有效

18（33. 96）
27（50. 94）

无效

04（7. 55）0
11（20. 75）

总有效率

49（92. 45）
42（79. 24）

4. 120
0. 047

表1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n

53
53

TNF-α/（ng/L）

治疗前

54. 72±6. 14
56. 06±5. 79

1. 156
0. 250

治疗后

19. 17±2. 45
31. 36±3. 94

19. 128
00. 000

PDGF-B/（ng/L）

治疗前

513. 29±38. 18
510. 65±37. 03

0. 361
0. 719

治疗后

127. 44±12. 63
246. 72±18. 02

39. 462
00. 000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n

53
53

MMEF/（mL/s）

治疗前

0. 17±0. 09
0. 16±0. 11

0. 512
0. 610

治疗后

0. 36±0. 10
0. 25±0. 13

4. 883
0. 000

PEF/（L/min）

治疗前

0. 27±0. 14
0. 26±0. 15

0. 355
0. 723

治疗后

0. 45±0. 16
0. 30±0. 13

5. 297
0. 000

FEV1%

治疗前

40. 52±3. 91
41. 18±3. 84

0. 877
0. 383

治疗后

57. 24±5. 63
47. 04±3. 92

10. 824
0. 0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通气功能比较（x ± s）

2.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TNF-α和PDGF-B水

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外周血TNF-α和 PDGF-B水平

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且观察组TNF-α和 PDGF-B水

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P＜0. 05），见

表3。

表3 两组患者外周血TNF-α和PDGF-B水平比较（x ± s）

2. 4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观察组出现 1例恶心，3例

呕吐，2例腹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1. 32%；对照组出

现 3例恶心，2例呕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9. 43%。两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 10，

P ＝0. 750）。

3 讨 论

流感嗜血杆菌、肺炎链球菌、肠杆菌或铜绿假单

胞菌等均能导致COPD，因此，COPD临床治疗则主要

有缓解呼吸困难、控制感染、改善机体缺氧状态及患

者生活质量，延长其生存时间，而治疗后患者的肺功

能恢复对于其预后尤其关键[9-10]。

多索茶碱是一种黄嘌呤衍生物，能舒张气管平滑

肌，解除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等呼吸痉挛，改善呼吸

困难，并对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少 [11]；茶碱

类药物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减少 cAMP分解，松弛

支气管平滑肌；也可通过阻断腺苷受体，抑制内源性

腺苷诱发的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同时还可抑制过敏

介质释放[12]。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92. 4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 24%（P＜0. 05），且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的MMEF、PEF、FEV1％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均P＜0. 05）；表明头孢他啶联合多索茶碱治

疗COPD肺气肿能够提高临床疗效，缓解病情症状，

促进患者呼吸功能恢复。头孢他啶能够与转肽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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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竞争性结合，阻断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使细菌发生

溶菌死亡，具有良好的抗感染效果 [13]。二者机制不

同，具有协同作用，联合应用能够减少相应的药物的

用量，同时能有效地控制患者临床症状，改善肺功

能。且对比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现，头

孢他啶抗感染治疗联合多索茶碱并未增加患者的不

良反应，提示联合疗法安全性较好。

目前对于COPD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但炎症和

氧化应激在 COPD 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OPD

小气道发生慢性炎症，激活后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炎

症因子 TNF-α[14]。而氧化应激可激活核转录因子

NF-κB和相关激活蛋白AP-1，调控下游产物PDGF的

表达，介导炎症介质的释放，加重炎症反应 [15]。林玫

等[16]指出，PDGF-B、TNF-α与COPD关系密切，可能参

与了COPD 的病理生理过程。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后，观察组 TNF-α和

PDGF-B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P＜0. 05）。COPD患者处于长期低氧和慢性炎症状

态，炎症反应能促进TNF-α等多种炎性因子的分泌[17]；

而TNF-α等炎症因子能诱导NF-κB的活化，活化后的

NF-κB 的 5’端能与 PDGF-B 相结合，提高 PDGF-B 的

转录速度 [18]。氧化应激反应产生的大量的超氧自由

基，会导致气道发生氧化损伤；同时，氧化应激反应能

诱导核转录因子 NF-κB 活化和 AP-1 激活，而激活的

AP-1 能与 PDGF-B 的基因启动增强子结合，加强

PDGF-B表达 [19]。因此，采用头孢他啶抗感染治疗联

合多索茶碱治疗能够有效抑制炎症因子 TNF-α和

PDGF-B的释放，缓解病情。

综上所述，针对COPD肺气肿患者采用头孢他啶

联合多索茶碱进行治疗，疗效确切，有效地调节外周

血TNF-α和 PDGF-B表达，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促进呼吸功能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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