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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血通注射液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血小板功能、
血液流变学及脑血流的影响
李欣慰 1，龚丛芬 2
【摘要】
方法

目的

探讨疏血通注射液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血小板功能、血液流变学及脑血流的影响。

选取 2015 年 8 月—2017 年 8 月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医院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86 例，根据治疗方案分为对照

组和研究组，每组 43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疏血通注射液治疗；两组患者

均连续治疗 2 周。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神经功能指标、血小板功能指标、血液流变学指标、
脑血流指标，治疗前及治疗后 1 个月生活质量，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1）研究组患

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2）治疗前两组患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者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3）治疗前两组患者血小板
CD62p、血小板 P 选择素、血小板黏附率、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

者血小板 CD62p、血小板 P 选择素、血小板黏附率、血小板聚集率低于对照组（P<0.05）。（4）治疗前两组患者血

浆黏度、凝血酶原时间、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者血浆黏度、
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低于对照组，凝血酶原时间长于对照组（P<0.05）。（5）治疗前两组患者大脑前动脉（ACA）、

大脑中动脉（MCA）、大脑后动脉（PCA）血流速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者

ACA、MCA、PCA 血流速度快于对照组（P<0.05）。（6）治疗前两组患者脑卒中专门化生活质量量表（SS-QOL）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个月研究组患者 SS-QOL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7）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疏血通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

功能、血小板功能、血液流变学并增加脑血流量，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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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huxuetong injection on neurological function，platelet

function，hemorheology and cerebral blood flow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From August 2015 to August

2017，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were selected in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Maojian District，Shiyan，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according to treatment protocols，each of 43 case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whil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received Shuxuetong injection based o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2 weeks. Clinical effect，index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platelet function，indicators

of hemorheology and cerebral blood flow before treatment and 2 weeks after treatment，quality of life before treatment and 1
month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1）Clinical effect in study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2）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NIHSS scor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NIHSS
score in study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2 weeks after treatment（P<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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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latelet CD62p，platelet P-selectin，platelet adhesion rate or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while platelet CD62p，platelet P-selectin，platelet adhesion rate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in study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2 weeks after treatment（P<0.05）.
（4）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lasma viscosity，prothrombin time or plasma fibrinogen level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2 weeks after treatment，plasma viscosity and plasma fibrinogen level in study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while prothrombin time in study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5）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blood flow velocity of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ACA），middle cerebral artery（MCA）or posterior cerebral artery（PCA）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ACA，MCA and PCA in study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2 weeks after treatment（P<0.05）.（6）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SS-QOL scor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SS-QOL score in study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 month after treatment（P<0.05）.（7）No one in the two groups
occurred any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Conclusion Shuxuetong injection has certain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platelet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adjust the
hemorheology and increase the cerebral blood flow，with relatively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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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中医学称之为“中风”，指脑血栓形

肿瘤者；（3）合并血液系统疾病者；（4）对本研究所用药物

成或脑血栓栓塞导致脑梗死、脑动脉闭塞而引起的以偏瘫和

过敏者；（5）无法正常沟通、交流者；（6）近期有手术史者；（7）

意识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据统计，我国缺血性

治疗依从性差及中途退出研究者。根据治疗方案将所有患者分

（150~200）万，复发率约为 30%，已成为导致我国居民残疾

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及责任血

脑卒中约占全部脑血管疾病的 70%，每年新发患者数量为

和死亡的重要疾病，严重影响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1］。溶栓、
抗血小板聚集、抗凝及神经保护等是临床治疗缺血性脑卒中
的常用方法，但溶栓治疗有严格的时间窗限制，广泛应用存
在一定困难

［2］

。近年研究表明，部分具有活血化瘀、益气养

阴、祛风化痰、舒筋活络、补益肝肾、开窍提神等功效的中药、
中成药或汤剂等可有效缓解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临床症状，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疏血通注射液是一种中成药，具有活血化瘀、
通经活络等功效。本研究旨在探讨疏血通注射液对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神经功能、血小板功能、血液流变学及脑血流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8 月—2017 年 8 月十堰市茅箭

或磁共振成像（MRI）等确诊，且发病时间≤ 48 h。排除标准：
（1）合并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变者；（2）合并恶性

年龄
例
性别
（x±s，
数 （男 / 女）
岁）

对照组
研究组
χ2（t）值
P值

43
43

21/22

本研究经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
有患者及其家属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给予降颅内压、控制脑水

肿、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改善微循环、保护脑神经、吸氧等
常规治疗，同时口服抗血小板药物硫酸氢氯吡格雷（河南天
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153010）75 mg/ 次、
1 次 /d，阿司匹林（通化白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
字 H22021377）100 mg/ 次、1 次 /d。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19/24
0.187
0.666

病程
（x±s，
h）

0.840

1 次 /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2 周。
1.3

1.3.1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临床疗效判定标

准［3］：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或明显改善，颅

总胆固醇
低密度脂
责任血管〔n（%）〕
高血压病史 糖尿病病史
（x±s， 蛋白（x±s，
〔n（%）〕 〔n（%）〕 MCA+ 颈内动脉
MCA
穿支动脉
mmol/L）
mmol/L）

56.9±5.8 14.1±2.6 4.62±0.85
0.202a

国药准字 Z20010100）6 ml+0.9% 氯化钠溶液 250 ml 静脉滴注，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57.1±6.1 13.9±2.8 4.57±0.92

注： 为 t 值；MCA= 大脑中动脉
a

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

础上给予疏血通注射液（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区人民医院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86 例，均经颅脑 CT 和 /

组别

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43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0.378a
0.706

0.262a
0.794

2.29±0.72

23（53.5）

14（32.6）

0.340a

0.419

0.221

2.34±0.64
0.734

20（46.5）
0.518

12（27.9）
0.639

2（4.7）
1（2.3）

19（44.2） 22（51.1）
18（41.9） 24（55.8）

0.447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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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 CT 和 / 或 MRI 等复查结果示脑动脉再通、脑组织损伤基本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所改善，颅脑 CT 和 / 或 MRI 等复查结果示脑动脉再通、脑组

时间、血浆纤维蛋白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消失或明显改善为基本治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有

织损伤改善为进步；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

颅脑 CT 和 / 或 MRI 等复查结果示脑动脉未再通、脑组织损伤
无明显改善为无效。
1.3.2

神经功能指标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2.4

血液流变学指标

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者血浆黏度、血浆纤维蛋白原低于对照组，
凝血酶原时间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5）。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IHSS）评价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神经功能，共 15
个项目，总分 42 分，评分越高表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重。
1.3.3

血小板功能指标和血液流变学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及

治疗后 2 周采集两组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3 ml，3 000 r/min

离心 10 min（离心半径 8 cm），后置于 -20 ℃环境下保存待测；
采用 Sienco.Inc. 公司生产的 DP2951 型血小板分析仪检测血小

板功能指标，包括血小板 CD62p、血小板 P 选择素、血小板

黏附率、血小板聚集率；采用上海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 AU-400 全自动血凝仪检测血液流变学指标，包括血浆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进步

无效

对照组

43

11

22

10

脑血流指标

43

研究组

17

23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对照组

43

18.78±4.21

43

研究组

采用徐州贝尔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 BLS-X8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t值

生活质量

采用脑卒中专门化生活质量量表（SS-QOL）

度共 49 个项目，每项计 1~5 分，评分越低表明生活质量越差。
1.3.6
1.4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相对数表示，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临床疗效

研究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u=4.441，P=0.035，见表 2）。
2.2

NIHSS 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者 NIHSS 评分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血小板功能指标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小板 CD62p、血

小板 P 选择素、血小板黏附率、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差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0.05）； 治 疗 后 2 周 研 究 组 患 者 血 小 板

CD62p、血小板 P 选择素、血小板黏附率、血小板聚集率低

6.38±1.67
7.507

0.785

<0.001

表 5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x±s）
Table 5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of hemorheolog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血浆黏度（mPa·s）
治疗前

凝血酶原时间（s）

治疗后 2 周

治疗前

对照组 43 2.14±0.38 1.79±0.43

10.8±1.4

0.704

0.396

研究组 43 2.20±0.41 1.41±0.32
t值

结果

9.86±2.54

0.274

大脑后动脉（PCA）血流速度。
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1 个月生活质量，包括 12 个维

治疗后 2 周

19.02±3.92

P值

周脑血流指标，包括大脑前动脉（ACA）、大脑中动脉（MCA）、
1.3.5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 NIHSS 评分比较（x±s，分）
Table 3 Comparison of NIH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黏度、凝血酶原时间、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
1.3.4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浆黏度、凝血酶原

0.484

P值

2.5

脑血流指标

10.9±1.4

4.649

<0.001

0.693

血浆纤维蛋白原（g/L）

治疗后 2 周
11.8±0.9
13.1±0.8
6.520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4.41±1.93 3.05±0.87
4.53±1.82 2.40±0.71

<0.001

0.297
0.768

3.796

<0.001

治疗前两组患者 ACA、MCA、PCA 血流速

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2 周研究组
患者 ACA、MCA、PCA 血流速度快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6）。
2.6

SS-QOL 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 SS-QOL 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个月研究组患者 SS-

QOL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7）。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血小板功能指标比较（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dex of platelet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3

研究组
t值
P值

43

血小板 CD62p（μg/L）
治疗前

3.69±1.48
3.75±1.52
0.186
0.853

治疗后 2 周
2.87±0.79
2.31±0.68
3.523
0.001

血小板 P 选择素（μg/L）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15.93±2.95 12.86±3.65
16.22±3.21

9.62±3.14

0.664

<0.001

0.436

4.413

血小板黏附率（%）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44.12±4.24 38.52±4.03
43.79±3.96 34.88±3.29
0.373
0.710

4.588

<0.001

血小板聚集率（%）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34.83±3.90 30.57±3.26

35.26±4.11 28.06±2.84
0.498
0.62

3.80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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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2 周脑血流指标比较（x±s，cm/s）
Table 6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of cerebral blood flow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2 weeks after treatment
例
组别
数

ACA 血流速度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对照组 43 49.85±4.13 57.82±3.56
研究组 43 50.26±3.82 60.37±3.64
0.478

t值

3.284

0.634

P值

0.002

MCA 血流速度

治疗前

治疗后 2 周

56.12±3.90 62.84±3.68
55.83±4.21 70.05±3.92
0.331
0.741

8.793

<0.001

PCA 血流速度

治疗前

对照组

43

88.76±8.08

43

研究组
t值

3

不良反应

0.209
0.835

P值

2.7

89.1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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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抗凝、修复损伤神经元等作用；地龙具有清热、定惊、
通络、平喘、利尿之功效，其主要有效成分为蚓激酶，其是
一种活性较高的纤溶酶，可通过溶纤作用降低血液黏滞度、
抑制血栓形成、促进脑局部微循环恢复［10］。张学斌等［11］研
究结果显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疏血通注射液治疗缺血

40.76±4.23 53.96±2.28

度明显降低。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

41.25±4.61 47.59±3.71
0.514
0.609

9.592

<0.001

性脑卒中 30 d 后总有效率达 95.0%，且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

照组，治疗后 2 周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表明疏血通注射
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改善患者神经功能。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疏血通注射液具有抗血小板聚
集、抗凝、促纤溶、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及抗炎等作用［12］。本

表 7 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1 个月 SS-QOL 评分比较（x±s，分）
Table 7 Comparison of SS-QOL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1 month after treatment
例数

No.8

治疗后 2 周

治疗前

注：ACA= 大脑前动脉，PCA= 大脑后动脉

组别

August 2018，Vol. 26

治疗后 1 个月
129.56±14.53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2 周研究组患者血小板 CD62p、血小
板 P 选择素、血小板黏附率、血小板聚集率及血浆黏度、血

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低于对照组，凝血酶原时间长于对照组，
ACA、MCA、PCA 血流速度快于对照组，表明疏血通注射液

可有效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小板功能、血液流变学，增

196.42±15.38

加脑血流量，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3］。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0.001

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表明疏血通注射液可

20.722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讨论
缺血性脑卒中是神经内科常见疾病之一，中老年人高发，

患者常于休息、静止或睡眠时突然出现眩晕、耳鸣、面瘫、
吞咽困难、四肢无力甚至偏瘫、意识障碍等，病变实质为局
部脑组织缺血性坏死。研究表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由于脑
组织缺血缺氧、颅内压紊乱而出现不同程度神经功能损伤，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4］。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均具有抑制
血小板聚集、降低纤维蛋白原水平、抗血栓形成等作用，是
临床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常见药物，但整体控制效果仍有待
提高［5-6］，且长期使用氯吡格雷或阿司匹林可导致出血性并
发症发生风险升高［7］。
中医学对“中风”的认识较早，早在《黄帝内经》中就
有相似记载，《灵枢·刺节真邪》有云，“虚邪偏客于身半，
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
《医林改错》有云，“元气即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
必停留而为瘀”。因此，中医学理论认为饮食不节、情志内伤、
气候变化及劳逸失调等引起脏腑功能失调、正气衰弱、气血
运行不畅、经脉失养日久等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因病机。
基于中医学“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的理论及辨证论治
理念，缺血性脑卒中多属于气虚血瘀证型，主要治则为活血
化瘀、益气通络。
疏血通注射液是一种中成药，由水蛭、地龙提取物等精
制而成，具有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等功效，常用于治疗缺血
性脑卒中引起的口舌歪斜、半身不遂等［8-9］。水蛭、地龙是
常见的生物类中药，药用价值较高，其中水蛭具有活血、散瘀、
通经之功效，其主要有效成分为水蛭素，其是一种小分子氨
基酸，是天然的强凝血酶抑制剂，可透过血 - 脑脊液屏障而

治疗后 1 个月研究组患者 SS-QOL 评分高于对照组，且两组
有效提高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疏血通注射液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疗效
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功能、血小板功能、血液流变学
并增加脑血流量，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观察时间较短，结果仍
有待扩大样本量等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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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肺解毒汤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TP 化疗方案的
增效减毒作用研究
陈创，王秀改，刘振昌
【摘要】

目的

探讨益肺解毒汤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 TP 化疗方案的增效减毒作用。方法

选

取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10 月阜阳市太和县中医院收治的晚期 NSCLC 患者 9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
观察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 TP 化疗方案（紫杉醇类 + 铂类），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益肺解毒汤

治疗；21 d 为 1 个化疗周期，两组患者共治疗 4 个化疗周期。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血清
转化生长因子 α（TGF-α）、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并比较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卡氏（KPS）评分、生活质量核心 30 问卷调查表（QLQ-C30）评分；计算两组患者随访 6 个月、1 年及 2 年
生存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毒副作用发生情况。结果

（1）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2）

治疗前两组患者 CD 细胞分数、CD 细胞分数、CD8 细胞分数、CD4+/CD8+ 细胞比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3

+
4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CD3+ 细胞分数、CD4+ 细胞分数、CD4+/CD8+ 细胞比值高于对照组（P<0.05），而两组患者 CD8+ 细胞
分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TGF-α、TGF-β1、VEGF 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清 TGF-α、TGF-β1、VEGF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4）治疗
前两组患者 KPS 评分、QLQ-C30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KPS 评分、QLQ-C30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5）两组患者随访 6 个月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 1 年及 2

年观察组患者生存率高于对照组（P<0.05）。（6）治疗期间观察组患者白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血红蛋
白降低、肝功能损伤、胃肠道反应、周围神经损伤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益肺解毒汤对晚期 NSCLC

患者 TP 化疗方案有一定增效减毒作用，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疗效、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生长及转移，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和近期生存率，有利于减少毒副作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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