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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β 受体激动剂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 COPD 合并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临床疗效的对比研究
叶

斌，叶

波

[ 摘要 ] 目的 探讨布地格福与硫酸特布他林联合应用阿托伐他汀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的疗效、肺功能和氧化应激水平的差异研究。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选择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合并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心脏病患者 104 例，依据随机数表法将所有纳入患者分为治疗 A 组、治疗 B 组，每组各 52 例。治疗 A 组予以
阿托伐他汀+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治疗 B 组用阿托伐他汀+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干预，观察比较干预前后各组纳
入患者的临床疗效、临床症状缓解时间、血清炎性水平、血浆内皮素-1（endothelin-1,ET-1）与脑钠肽（brain natri‐
uretic peptide,BNP）水平、肺功能、氧化应激水平以及药物安全性, 并且随访 6 个月记录心血管事件(急性心肌梗死、
心力衰竭、新发心绞痛)的发生率。结果

治疗 B 组接受联合干预方案后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2.3%，高于治疗 A

组 69.2%（χ2=8.914，P<0.05）。治疗 B 组接受联合干预方案后的咳嗽缓解时长、喘息缓解时长及肺啰音消失时长等

指标均短于治疗 A 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8
（Interleukin-8,IL-8）与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较干预前均下降（P<0.05），且干预后治疗 B 组患者的
TNF-α、IL-8 与 IL-6 水平均低于治疗 A 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较干预前均改善（P<
0.05），且干预后治疗 B 组患者的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低于治疗 A 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较干预
前有了明显改善（P<0.05），且干预后治疗 B 组患者的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percentage,FEV1％）、FEV1/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水平则高于治疗 A 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水平较干预前有了明显改善（P<0.05），且干预后治疗 B 组患者的 ROS、MDA 水平低于治
疗 A 组，而 GPX、SOD 水平则高于治疗 A 组（P<0.05）。两组 COPD 患者在干预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药物
干预方案安全性良好。治疗 A 组出现转氨酶上升 4 例，皮肤过敏 2 例，腹部疼痛 2 例，排便困难 3 例，不良症状出现
率为 21.2%(11/52)。治疗 B 组出现转氨酶上升 1 例，皮肤过敏 1 例，腹部疼痛 0 例，排便困难 1 例，不良症状出现率为
5.8%(3/52)，暂停用药后两组患者不良症状均得到有效缓解，且治疗 B 组患者的不良症状出现率低于治疗 A 组（P<
0.05）。随访 6 个月期间，治疗 A 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12 例(23.1%)，其
中新发心绞痛 6 例(11.5%)，急性心肌梗死 2 例(3.9%)，心力衰竭 4 例(7.7%)。治疗 B 组 MACE 7 例(13.5%)，其中新发
心绞痛 3 例(5.8%)，急性心肌梗死 1 例(1.9%)，心力衰 3 例(5.8%)，两组 MACE 相比较，有治疗 B 组比 A 组低(P<0.05)。
结论

将 β2 受体激动剂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与阿托伐他汀联合应用于 COPD 治疗中，其临床疗效显著，可加快临

床症状缓解时间，有效改善患者肺功能、血浆 ET-1 与 BNP 水平，减轻血清炎性水平，控制氧化应激水平，降低 COPD
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 MACE 发生率, 药物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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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Beta receptor agonists and atorvastatin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OPD and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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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Beta receptor agonists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Methods

This study prospectively selected 104 patients with COPD combined with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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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e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1. All th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 and treatment group B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2 cases in each group. Treatment group
A was given atorvastatin and terbutaline sulfate nebulized liquid, and treatment group B was given atorvastatin and
Budesonide inhalation aerosol for intervent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included patients in
each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The serum inflammatory level, plasma endo‐
thelin-1(ET-1)and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 levels, lung function, oxidative stress level, and drug safety, and the
cardiovascular event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heart failure, new-onset angina) were recorded during 6-month fol‐
low-up.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in the group B after receiving the combined intervention pro‐

gram was 92.3%,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A 69.2% (χ2=8.914, P<0.05). The duration of wheezing relief
and the duration of pulmonary rales disappearing in the group B were shorter than these in the group A ( P<0.05). The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interleukin-8(IL-8), and interleukin-6(IL-6)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
tion were lower than these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nd the levels of TNF-α, IL-8, and IL-6 in the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group A after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lasma ET-1 and BNP level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 (P<0.05). The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and the levels of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percentage(FEV1％ ) and FEV1 / forced vital capacity(FVC) in the
group B after were higher than these in the group A (P<0.05). The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malondialde‐
hyde (MDA),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
vention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se before intervention(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ROS and MDA level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group A, while the GPX and SOD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ese in the group A (P<0.05). There were no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in patients of the two groups during the interven‐
tion process, and the drug intervention program was safe. In the group A, there were 5 cases of transaminase increasing,
2 cases of skin allergy, 2 cases of abdominal pain, 3 cases of defecation difficult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symp‐
toms was 21.2% (11/52). In the group B, there was 1 case of transaminase, 1 case of skin allergy, and 1 case of defeca‐
tion difficult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symptoms was 5.8% (3 / 52). During the 6-month follow-up period, there
were 12 cases (23.1%)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in the group A, including 6 cases (11.5%) of
new angina pectoris, 2 case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 3.9%), 4 cases (7.7%) of heart failure. There were 7 cases
(13.5%) of MACE in the group B, including 3 cases (5.8%) of new angina pectoris, 1 case (1.9%)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3 cases of heart failure (5.8%). The MACE in the group B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A (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β2 receptor agonist Budesonide inhalation aerosol and atorvastatin in the treatment of

COPD had a good clinical effect, which can speed up the clinical symptom remission tim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ulmonary function and reduce serum inflammatory level, controlling oxidative stress level, and MACE in patients with
COPD and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The treatment is safety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 Key words ] β2 receptor agonists; atorvastat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ulmonary function; car‐
diovascular events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
monary Disease, COPD）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占据着
较高的病发比例，其病发率和病死率高，患者病情
恶化到一定程度还极易造成肺心病，从而对患者生
活质量以及生命健康都构成严重威胁[1]。以往研究
对 COPD 患者死亡后的尸体检查发现，其中合并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比例高达 77.7%，上述
两种疾病在老年人群中有较高的发病率，是常见的
慢性病之一，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据推算，我国每年因冠心病去世的人数约有
110 万，给患者及其家属、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该病发机制十分复杂，与肺功能、氧化应激水平之
间都具有密切联系[2]。因此对患者的肺功能与氧化
应激水平实施密切监测对于 COPD 患者的病情评
估具有关键意义[3-4]。当 COPD 与心绞痛、心肌梗
死、心力衰竭等疾病同时存在时，可以遵循心绞痛、
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疾病治疗指南，使 COPD 合

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治疗更加规范化。
目前临床上治疗 COPD 以药物治疗为主，其中 β2
受体激动剂的抗炎效果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血
清炎性水平，减轻不良症状，从而改善患者的肺功
能[5]。同时，阿托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具有显著的效
果，可有效改善血浆内皮素-1（endothelin-1, ET-1）
与脑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水平，并减
轻患者炎症水平，改善氧化应激指标[6]。因此，本文
旨在对比 β 受体激动剂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和布
地格福吸入雾化剂分别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
COPD 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的疗效、
肺功能和氧化应激水平，以及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差
异研究，旨在为 COPD 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
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前瞻性选择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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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COPD 合
1.4.3 血清炎性水平检测 所有患者在治疗一月后
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患者 104 例。依据随
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5mL，4000 rpm/min，离心
机数表法将所有纳入患者分为治疗 A 组、治疗 B
半径 5.0cm，
离心 15 min 后，
取上层血清于-80 ℃冻存
组，每组各 52 例。其中，治疗 A 组年龄 41～78 岁， 以备待检。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所有纳入患者的
病程 12～16 d；治疗 B 组年龄 42～76 岁，病程 10～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
15 d。两组纳入患者的基础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
细胞介素 8(Interleukin-8,IL-8)与白细胞介素 6 (in‐
意义（P>0.05），具有一定可比性，详见表 1。本治疗
terleukin 6,IL-6)水平予以检测，
试剂盒均购自中国上
方案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的认可支持。
海联迈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具体操作按照说明书实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 COPD 稳定期
施，
控制批内差异保持<10%，
批间差异保持<15%[10]。
且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的患者，依据《慢
1.4.4 肺功能评估 通过肺功能仪（德国，耶格医疗
[7]
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层诊疗指南(2018 年)》 和《稳定
器械有限公司 ）对所有纳入患者的第一秒用力呼气
[8]
性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指南》 中 COPD 稳定期和冠
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
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的诊断标准；②患者伴有呼
FEV1 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9]
吸困难、咳嗽等慢性阻塞性肺病临床症状 ；③患
percentage, 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者在治疗前 1 个月内未接受过 COPD 治疗药物；④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用力肺活量
患者以及家属均知情同意本次研究，并签订研究知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予以检测评估[9]。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患者伴有明显的阻滞剂禁
1.4.5 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评估 通过酶联免疫
忌证；②患者存在精神不正常或认知功能障碍等， 吸附法对所有纳入患者的血浆 ET-1 内皮-素 1 和
不能独立配合完成研究；③患者具有肺部功能感染
BNP 水平予以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中国上海西唐生
以及恶性肿瘤等症状；④患者属于支气管哮喘；⑤
物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操作按照说明书实施，控制
患者对本次治疗药物具有过敏史。⑥慢性阻塞性
批内差异保持<10%，批间差异保持<15%[10]。
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患者
1.4.6 氧化应激水平评估 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对
1.3 干预方法 治疗 A 组：该组患者接受 β2 受体激
所 有 纳 入 患 者 的 活 性 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动剂干预，给予患者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Astra‐
ROS)、丙二醛(Malonic dialdehyde, MDA)、谷胱甘肽
Zeneca AB，注册证号 H20140108，2 mL:5 mg*20 支)
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超氧化物
进行雾化吸入干预，1 次 5 mg，1 日 2 次及阿托伐他
歧化酶 Orgotein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水平予
汀干预。治疗 B 组：该组患者予以阿托伐他汀干
以检测，试剂盒均购自美国 R&D 公司，具体操作按
预，给予患者温水口服阿托伐他汀钙片(福建东瑞
照说明书实施，控制批内差异保持<10%，批间差异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国 药 准 字 H20193043，10 mg*28
保持<15%[11]。
片)，1 次 20 mg，1 日 1 次，同时给予布地格福吸入雾
1.4.7 药物安全性评估 仔细记录所有纳入患者在
化剂。两组患者均连续接受干预 3 个月。
干预期间的转氨酶上升，皮肤过敏，腹部疼痛，排便
1.4 观察指标
困难等不良症状出现情况以此评估药物安全性。
1.4.1 临床疗效评估 显效：
纳入患者的临床不良症
1.4.8 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
状基本消失，肺功能指标监测改善，肺部感染症状
vascular events, MACE)发生率 随访六个月，评估
也基本消失。有效：纳入患者的临床不良症状部分
和记录新发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的发
好转，肺功能指标有所改善；无效：纳入患者的临床
生率。
不良症状、肺功能指标有所改善以及肺部感染症状
1.5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通过 SPSS 26.0 软件对本
均无好转。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次所有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主要通
1.4.2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评估 仔细记录所有纳入
过均数±标准差（x±s）予以描述，组间比较则通过 t
患者在干预后的咳嗽缓解时长、喘息缓解时长 以
予以检验。计数资料通过百分数予以表示，组间比
及肺啰音消失时长。
较则通过 χ2 予以检验。均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
表 1 两组患者的基础信息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程（d）

吸烟史

肺功能分级

从不

有时

经常

1级 2级 3级

4级

治疗 A 组

52

35/17

54.9±2.1

14.5±1.1

11

18

21

9

16

14

13

治疗 B 组

52

9

19

22

10

14

15

13

34/18

55.2±2.3

14.6±1.3

2

χ /t

0.043

0.241

0.109

0.402

0.220

P

0.836

0.786

0.897

0.982

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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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 B 组接受联合干预方案
后的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92.3% 高于治疗 A 组 69.2%
（χ2=8.914，P<0.05）。见表 2。
2.2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 治疗 B 组接受联合
干预方案后患者自觉咳嗽缓解时长、喘息缓解时长
以及听诊肺啰音消失时长等指标均显著短于治疗
A 组（P<0.05）。见表 3。
2.3 血清炎性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TNFα、IL-8 与 IL-6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两组患者 TNF-α、IL-8 与 IL-6 水平均下降
（P ＜0.05），且干预后治疗 B 组患者的 TNF-α、IL-8
与 IL-6 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 A 组（P ＜0.05），说明
B 组患者炎症更轻，见图 1。

图 2 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比较
a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b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

2.5 肺功能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无明
显差异（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有了
明 显 改 善（P<0.05），且 干 预 后 治 疗 B 组 患 者 的
FEV1、FEV1％、FEV1/FVC 水平则显著高于治疗 A
组（P<0.05），说明 B 组患者肺功能比 A 组患者好，
见图 3。

图 1 血清炎性水平比较
a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b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

2.4 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
者血浆 ET-1 和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两组患者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均显著改
善（P<0.05），且干预后治疗 B 组患者的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 A 组（P<0.05），说明 B 组患
者心脏负荷较低，见图 2。

图 3 肺功能比较
a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b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

2.6 氧 化 应 激 水 平 比 较 干 预 前 ，两 组 患 者 的
ROS、MDA、GPX、SOD 水 平 无 明 显 差 异（P>0.05），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ROS、MDA、GPX、SOD 水平有
了 明 显 改 善（P<0.05），且 干 预 后 治 疗 B 组 患 者 的
ROS、MDA 水平显著低于治疗 A 组，而 GPX、SOD 水
平则显著高于治疗 A 组（P<0.05），说明 B 组氧化应

表 2 两组 COPD 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n(%)]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 A 组

52

15（28.8）

21（40.4）

16（30.8）

36（69.2%）

治疗 B 组

52

25（48.1）

23（44.2）

4（7.7）

48（92.3%）

2

χ

8.914

P

0.003
表 3 对比 2 组 COPD 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x±s）

组别

例数

咳嗽缓解时长(d)

喘息缓解时长 (d)

肺啰音消失时长(d)

治疗 A 组

52

6.38±2.79

4.96±1.62

6.56±2.85

治疗 B 组

52

4.75±1.48

3.22±1.06

3.24±2.18

t

3.722

6.481

6.672

P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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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有效减轻患者体内的自由基水平，以此阻碍
肺纤维化的发生。同时，阿托伐他汀能有效抑制患
者肺部多种炎性细胞的募集和趋化，抑制炎性细胞
释放炎性细胞因子，从而起到抗炎效果。此外，阿
托伐他汀还能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可改善 COPD 患
者肺功能，降低病发率和病死率[16-17]。
目前临床有研究证实 β2 受体激动剂与阿托伐
他汀均对 COPD 具有一定疗效[18]。本研究结果显示
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组患者在干预后的临床治疗有
效率显著高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组（χ2=8.914，P<
0.05），且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组患者在干预后的咳
嗽缓解时长、喘息缓解时长 以及肺啰音消失时长等
图 4 氧化应激水平比较
a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P<0.05；b 表示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指标均显著短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组（P<0.05）；
P<0.05
同时，干预后两组患者 TNF-α、IL-8 与 IL-6 水平较干
2.7 药物安全性比较 两组 COPD 患者在干预过程
预前均显著下降（P<0.05），且干预后布地格福吸入
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药物干预方案安全性良
雾化剂组患者的 TNF-α、IL-8 与 IL-6 水平均显著小
好。治疗 A 组出现转氨酶上升 4 例，皮肤过敏 2 例， 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组（P<0.05）；干预后两组患
腹部疼痛 2 例，排便困难 3 例，不良症状出现率为
者血浆 ET-1 和 BNP 水平较干预前均显著改善（P<
21.2%(11/52)；治疗 B 组出现转氨酶上升 1 例，皮肤
0.05），且干预后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组患者的血浆
过敏 1 例，腹部疼痛 0 例，排便困难 1 例，不良症状
ET-1 和 BNP 水平显著低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组
出现率为 5.8%(3/52)，暂停用药后两组患者不良症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肺功能较干预前有了
状均得到有效缓解，且治疗 B 组患者的不良症状出
明显改善（P<0.05），且干预后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
现率明显低于治疗 A 组（P<0.05）。
组患者的 FEV1、FEV1％、FEV1/FVC 水平则显著高
2.8 心血管事件比较 随访 6 个月期间，治疗 A 组
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用药组（P<0.05）；
两组 COPD
MACE 12 例(23.1%)，其中新发心绞痛 6 例(11.5%)， 患者在干预过程中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药物干
急性心肌梗死 2 例(3.9%)，心力衰竭 4 例(7.7%)，治
预方案安全性良好，且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组患者
疗 B 组 MACE 7 例 (13.5%)，其 中 新 发 心 绞 痛 3 例
的不良症状出现率明显低于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组
(5.8%)，急 性 心 肌 梗 死 1 例 (1.9%)，心 力 衰 3 例 （P<0.05），由此可以提示将 β2 受体激动剂布地格福
(5.8%)，B 组 MACE 低于 A 组(P<0.05)。
吸入雾化剂与阿托伐他汀联合应用于 COPD 治疗的
疗效显著，
可加快临床症状缓解时间，
有效改善患者
3 讨 论
肺功能、
血浆 ET-1 与 BNP 水平，
减轻血清炎性水平，
COPD 作为临床上常见的气流受限性的呼吸
且药物安全性良好。其原因分析如下：β2 受体激动
系统疾病之一，其病发人群广，老年人群为主，且目
剂能有效减轻患者体内的炎性水平，抑制炎症反应
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病发几率也在逐年
的发生，从而促使患者肺部和气道的炎症均能获得
递增，进而为患者带来严重不良后果，降低其生活
有效控制。阿托伐他汀则能有效加快支气管内皮细
质量，严重者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从而
胞因子生长，
提高患者的通气功能，
促使肺部血管得
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已成为重要的社
到扩张，
进而改善其肺功能。因此两者联合应用，
可
会公共问题。因此，对于 COPD 合并冠状动脉粥样
有效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肺功能，减轻其炎症水平以
硬化心脏病患者予以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对缓解
及不良症状。郭新跃研究证实，阿托伐他汀可显著
患者病情，改善其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2-13]。
改善患者的肺功能，
并减轻其炎性因子水平，
与本文
β2 受体激动剂作为一种支气管扩张剂，其具
研究结果相似[19]。
有抗炎效果，可以促使气道表面的 β-受体保持兴
薛华等研究发现，COPD 患者体内的气流受限
奋，减弱微血管通透性，进而减轻气道不良症状。 不仅和患者自身机体的异常炎性水平有关，在疾病
有研究表示，β2 受体激动剂可作为治疗 COPD 患者
发生进展过程中，还和氧化应激水平的变化情况具
的首选药物[14-15]，但 β2 受体激动剂种类较多，不同
有密切联系。氧化应激的出现可对患者的肺部组
药物的应用效果对比有待验证，因此本文就布地格
织造成损伤，还能使得炎性因子水平上升，进而加
福吸入雾化剂相比硫酸特布他林雾化液两种药物
重患者病情。SOD 作为人体内一种有效的自由基
的疗效进行对比同时，也有研究表示阿托伐他汀对
清除剂，对清除 COPD 患者体内过高的自由基发挥
COPD 患者具有一定治疗效果。其具有抗氧化效
着重要作用，而在清除患者过高自由基时又需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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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 SOD，所以 COPD 体内的患者 SOD 水平相较于
正常人群而言较低。GPX 作为人体内重要的抗氧
化指标，能有效控制脂质过氧化，降低 MDA 的生成
率，从而达到降低对患者造成的脂质氧化损伤[20]。
因此，本文将重点监测患者的氧化应激水平，以此
评估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本研究中干预后两组
患者的 ROS、MDA、GPX、SOD 水平较干预前有了明
显改善（P<0.05），且干预后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组
患者的 ROS、MDA 水平显著低于硫酸特布他林雾
化液组，而 GPX、SOD 水平则显著高于单纯用药组
（P<0.05），提示 β2 受体激动剂联合阿托伐他汀能
有效发挥抗炎和抗氧化应激的效果。Liu Y 等研究
文献表示，β2 受体激动剂对改善氧化应激水平具
有明显效果，还可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与本文研究
结果相似[21]。同时，本文发现随访 6 个月期间，治疗
A 组应用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总心血管事件发生
率明显降低，说明布地格福吸入雾化剂相比硫酸特
布他林雾化液对患者心脏疾病预后有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将 β2 受体激动剂布地格福吸入雾
化剂与阿托伐他汀联合应用于 COPD 治疗中，其临
床疗效显著，可加快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有效改善
患者肺功能、血浆 ET-1 与 BNP 水平，减轻血清炎性
水平，控制氧化应激水平，降低心血管事件，药物安
全性良好，值得推广。由于研究的样本量受到一定
的限制，所以其研究数据需进一步加大样本量进行
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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