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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宝胶囊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SOD、
TNF -α 和 免 疫 功 能 的 影 响
李冬生，陈

娴

（天津市南开医院呼吸内科，天津 300100）

摘要：[目的] 观察金水宝胶囊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和免疫功能及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 8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金水宝胶囊，为期 2 a，统计结果，观察两组
患者血清中 SOD、
TNF-α 和免疫功能及肺功能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血清中 SOD 水平较对照组
明显升高（P<0.01）；
TNF-α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下降；
免疫球蛋白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0.01）。治疗组肺功能改善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 2 a 中急性发作次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金水宝
胶囊可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增强机体免疫力，
干预 COPD 气道重塑，
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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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是一种发病率和病
死率较高的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近年

及持续低流量吸氧、化痰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此
基础上加用金水宝胶囊（江西济民制药有限公司生

来研究发现 COPD 的病程与炎症介质和气道重塑
有关[1]。本研究观察金水宝胶囊对 COPD 患者血清中

产），每次 3 粒，每日 3 次，观察期 2 a。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血 清 中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SOD、
TNF-α 和免疫功能的变化以及肺功能的改变。

和免疫功能的影响，从气道炎症、气道重塑和氧化
应激反应的角度探讨其作用机制，为临床运用提供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用 t 检

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验，计数资料比较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09 年 5 月 1 日—2011 年 4 月
30 日本院门诊和病房 COPD 稳定期患者 80 例，诊

2

断标准参照 2002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

组（P＜0．01），见表 1。治疗组患者血清中 SOD 水平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 ，并有以下表现：
短期内咳嗽，咳痰，气短伴或不伴喘息加重，痰呈脓
性或黏液脓性，可伴发热症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治疗组男 25 例，
女 15 例；年龄 51～78 岁，平均（64.3±4.8）岁；病程 9～

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0．01），
TNF－α 水平较
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免疫球蛋白 IgA 水平
较治疗前明显增高（P＜0．01），见表 2；对照组治疗前
后变化不明显。治疗组患者 2 a 中急性发作次数较
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

23 a，平均（15.3±4.3）a；对照组 40 例，男 28 例，
女12 例；年龄 52～77 岁，平均（63.2±5.1）岁；病程 8～
25 a，平均（14.7±5.2）a。两组间性别（c2=0.083）、年

表 3。

计学意义。

[2]

表1
Tab.1

两组治疗前后一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变化（x±s）
Comparison of FEV1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x±s）

龄（t=1.263）、病程（t=1.15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接受抗感染、支气管扩张剂
作者简介：李冬生（1968-），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呼吸内

科临床工作。

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患者肺功能改善明显优于对照

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25

1.21±0.23

1.63±0.33**##

对照组

40

1.19±0.17

1.41±0.28*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P <0.01；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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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SOD、
TNF-α、免疫球蛋白的变化（x±s）
Tab.2 Comparison of SOD, TNF-α and immunoglobulin of two groug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x±s）
组别

SOD（μg/L）

例数

治疗前

TNF-α（ng/L）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组

25

923.5±563.2

1186.4±623.1**

对照组

40

933.6±578.4

978.4±603.7

#

IgA（g/L）

治疗后

34.26±5.92

18.33±4.83**

33.65±5.43

31.53±4.36

治疗前
##

治疗后

1.92±0.36

2.53±0.22**#

1.89±0.31

1.99±0.28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
**P<0.01；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
#

表3

＃＃

两组治疗前后急性发作次数的变化（x±s）

Tab.3 Comparison of the frequency of acute episode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x±s）

次

治疗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组

25

5.33±1.42

2.43±1.22**##

参考文献：

对照组

40

5.19±1.53

4.22±1.36

[1]

##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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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Jinshuibao capsule on SOD TNF-α and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LI Dong-sheng, CHEN Xian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Tianjin Nankai Hospital, Tianjin 3001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effects of the Jinshuibao capsule on serum level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α) and immun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The 80 participants with
the diagnosis of COP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consisted of 40 participants that received the Jinshuibao capsules in addition to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40 participants that
were given only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was 2 years. To observe the variation of SOD, TNF-α, immune function
and lung function of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tudy resulted in increased SOD serum levels as well as decreased TNF-α level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0.01), and the pulmonary function of participa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arkedly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Jinshuibao capsule is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antioxidant capacity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immunity of patients. The Jinshuibao capsule
can increase the curative effect on COPD patients.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Jinshuibao capsule; superoxide dismutase; tumor necrosis factor; immunoglobulin;
lung 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