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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铁复合物治疗缺铁性贫血的效果评定与分析

【摘要】目的 探讨多糖铁复合物治疗缺铁性贫血的效果评定与分析。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本院的缺铁性贫血患者 100 例，收治时间为

2016 年 6 月—2018 年到 3 月，按照接受治疗药物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

实验组两组，两组患者分别为 50 例，实验组患者接受多糖铁复合物

治疗，对照组 患者接受硫酸亚铁片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Hb、

RBC、sTfR 以及 SF 水平及不良反应。结果 对照组患者的 RBC、Hb

值和治疗前相比显著提高，且实验组患者的升高更加显著，实验组

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100.0%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缺铁性贫血患者接受多糖铁复合物治疗后取得的临床

效果更加显著。

【关键词】多糖铁复合物 ；缺铁性贫血 ；贫血 ；硫酸亚铁片 ；铁剂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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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olysaccharide iron 
complex in the treatment of iron deficiency anemia.Methods This study 
selected from 1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iron-deficiency anemia,  treated 
for 2016.6-2018.3,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drug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wo groups,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50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polysaccharide iron compound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patients 
treated with ferrous sulfate tablets, observ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Hb,  RBC,  sTfR and SF levels and adverse 
reactions. Results RBC and Hb valu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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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even more significant.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00.0%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olysaccharide iron complex on 
patients with iron deficiency anemia is more significant.
[Keywords] polysaccharide iron complex;iron deficiency anemia;ferrous 
sulfate tablets; iron; clinical effect

缺铁性贫血亦称小细胞贫血，是血液系统高发疾病，患者受

到铁元素缺乏的影响，其体内红细胞数量不足，进而发生贫血症状。

本病一般多因患者铁元素耗尽、铁缺乏、铁元素吸收障碍、贴丢

失等因素所致，在发展中国家发病率较高。缺铁性贫血临床主要

症状为头晕、头痛、眼花、心悸、乏力等等 [1-2]。临床中造成缺铁

性贫血与饮食、月经、妊娠、哺乳及病理因素具有密切关系。在

临床上缺铁性贫血是常见的疾病之一，发病人群主要集中在婴幼

儿、青少年以及育龄妇女，该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身

体健康 [3]。本次研究探讨患者在接受多糖铁复合物后的临床疗效，

本次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

1   患者的基线资料和研究方法

1.1   基线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我院的缺铁性贫血患者 100 例，收治时

间为 2016 年 6 月到 2018 年 3 月，按照接受治疗药物的不同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50 例，实验组患者的男女比例为 3:2，

年龄为 16 ～ 67 岁，平均年龄（35.0±5.9）岁；病程 2 ～ 7 月，

平均病程（3.6±2.5）月。对照组患者的男女比例为 2:3，年龄为

15 ～ 68 岁，平均年龄（36.0±6.3）岁；病程 3 ～ 8 月，平均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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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9）月。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经过相关的检查已经被确诊

为患有缺铁性贫血，且均排除接受食疗的轻度贫血患者以及接受

输血治疗的重度贫血患者，且均已签署相关知情声明。本研究内

容经由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一般资

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口服硫酸亚铁片（生产厂家：济南永宁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7020689; 剂量：0.3 g×100 片）

治疗，每次的服药剂量为 0.5 g，服用频次为每天三次，患者接受

连续 16 周的治疗。实验组患者接受口服多糖铁复合物胶囊（生

产厂家：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20030033; 剂量：0.15 g×10 粒），每次的服药剂量为

150 mg，服药剂量为每天一次，患者接受连续 16 周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1.3.1   对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加以评价 显效 ：患

者临床症状以及体征基本消失，血红蛋白指标达到了 110 g/L ；有

效 ：患者的临床体征以及症状显著改善，且 Hb 的上升值超过 20 

g/L ；无效 ：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体征在经过检查后没有显著的改

善，甚至加重，患者血红蛋白指标的上升值没有达到 20 g/L。总

有效率 =（显效 + 有效）/ 总例数 ×100%。

1.3.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的 Hb（血红蛋

白）、RBC（红细胞计数）、SF（血清铁蛋白）、sTfR（血清转换蛋

白受体）水平，并且加以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治疗前后的 Hb（血红蛋白）、RBC（红

细胞计数）、SF（血清铁蛋白）、sTfR（血清转换蛋白受体）、

临床总有效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采用统计软件 SPSS20.0 进行处

理，其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对比 

实验组缺铁性贫血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为 100.00%，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数据详见表 1。

2.2   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 SF、RBC、Hb、sTfR 的比较，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SF、sTfR 水平的比较 ,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RBC、

Hb 值和治疗前相比均显著升高，且实验组患者的升高程度更加显

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细数据对比见表 2。

3   讨论

缺铁性贫血在临床上是较为常见的内科疾病之一，主要病理

机制为患者机体内的血红蛋白减少 [4-5]。患者的临床症状与患者缺

铁性贫血的程度有关，在患者的贫血程度较轻时，临床症状不显著；

当患者的贫血表现为重度时，患者会有心慌、腹胀、头昏以及全

身乏力等症状出现 [6-7]。铁元素是人体中重要的物质，铁元素消耗

过大、储备不足造成患者发生缺铁性贫血，从而导致患者身体健

康存在隐患，临床之中治疗缺铁性贫血症状需针对其实施铁剂补

充，铁剂治疗能够改善患者体内铁元素水平，改善其临床症状。

本研究所应用的多糖铁复合物效果显著，该种药物综合贴匀速及

多糖复合物，通过口服形式予以治疗，其生物利用率较高，在缓

解患者缺铁性贫血症状方面疗效显著 [8-9]。另外，多糖铁复合物可

通过口服方式服用，患者治疗依从性水平较高，且铁元素含量超

过 46.00%，是临床中缺铁性贫血患者常用铁剂药物之一，加之该

药物不会对人体消化道黏膜造成刺激和影响，因此可长时间用药

治疗。

在缺铁性贫血患者的临床治疗中主要以采取对症治疗为原则，

在接受对症治疗的基础上需要给予缓和铁剂药物。随着医疗水平

的发展，补铁剂已经由第一代的无机补铁剂发展为第三代补铁复

合物，其具有高利用率以及低并发症发生率的优点，其中最为常

见的第 3 代补铁剂为多糖铁复合物，多糖铁复合物胶囊是低分子

多糖和铁合成的复合物，其铁含量高达 45.00%。在患者服用多糖

表 1   两组缺铁性贫血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对比 [ 例（%）]

组别（n=50）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验组 39（78.0） 11（22.0） 0（0.0） 50（100.0）

对照组 32（64.0） 10（20.0） 8（16.0） 42（84.0）

χ2 值 - - - 4.000 0

P 值 - - - 0.045 5

表 2   两组缺铁锌贫血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指标对（x±s）

组别 时间 Hb（g/L） RBC（×1012/L） sTfR（mg/L） SF（μg/L）

对照组 治疗前 78.36±10.16 2.86±0.55 1.79±0.68 20.85±2.13

（n=50） 治疗后 120.23±19.06 3.68±0.81 1.76±0.59 20.46±2.11

实验组 治疗前 79.16±12.01 2.81±0.62 1.73±0.71 21.56±2.46

（n=50） 治疗后 135.79±21.35 4.89±0.66 1.76±0.63 20.98±0.56

t 值 - 3.844 4 8.188 8 0.000 0 1.684 3

P 值 - 0.000 2 0.000 0 1.000 0 0.0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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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复合物后，一方面患者机体血液内的血红蛋白含量会迅速上升；

另外一方面其水溶性稳定，其在消化道的吸收率高，对胃肠道粘

膜的刺激性小，因此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低，具有安全性高的优点 [10]。

硫酸亚铁是一种游离的铁离子制剂，其疗效好，价格低廉，但是

患者在服药后，出现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几率较高，并且部分患者

终止治疗，从而影响患者的疾病康复，阻碍患者的身体健康恢复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11-13]。

在本次研究中，缺铁性贫血患者接受多糖铁复合物治疗后取

得的临床效果更加显著，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好，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更低，安全性也更高，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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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肺炎应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与沙丁胺醇治疗的效果

【摘要】目的 分析研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联合沙丁胺醇辅助治疗小儿

肺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随机从本院 2016 年 5 月—2018 年 4 月

期间收治的小儿肺炎患儿中抽取 80 例进行讨论，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

组，其中 40 例接受常规治疗（对照组），另 40 例接受雾化吸入布地奈

德联合沙丁胺醇辅助治疗（研究组），观察比较治疗效果。结果 研究

组治疗总疗效 95% 高于对照组 65%，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研究组发热、肺部啰音、咳嗽消失时间均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10.00% 比对照组

12.50% 低，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雾化吸入布地

奈德联合沙丁胺醇可显著提升小儿肺炎临床治疗疗效，促进症状消失，

值得推广。

【关键字】小儿肺炎 ；雾化吸入 ；布地奈德 ；沙丁胺醇 ；疗效 ；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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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atomization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Methods 80 cases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who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6 
to April,2018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discussion,and were grouped 
by random number method.40 cases were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control group),while 40 cases of patients were received atomization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study group).
Then,the treatment effect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95%,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of 6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The disappearance time of fever, lung rale and 
cough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10.00%,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f 12.50%,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P > 0.05). Conclusion The atomization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combined with salbutamo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hildren with pneumonia and promote the disappearance of 
symptoms,thus i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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