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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疗效
及其对内皮细胞膜微粒表达的影响
袁志俊 1，李小刚 1，何晓英 1，谭华 1，杨芳 2
【摘要】

目的

表达的影响。方法

观察天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内皮细胞膜微粒（EMPs）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

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给予天舒片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2 周。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椎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外周血 EMPs 表达情况；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组患者临

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快于对
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外周血 CD31+/CD42b- 微粒、CD144+ 微粒、CD62E+ 微粒分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外周血 CD31+/CD42b- 微粒、CD144+ 微粒分数低于对照组，而外周血 CD62E+ 微粒分数高
于对照组（P<0.05）。治疗期间治疗组患者出现 2 例轻微胃部不适。结论

天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的

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减轻患者眩晕程度，改善椎 - 基底动脉血流，调节 EMPs 的表达，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高血压；后循环缺血；天舒片；眩晕；椎底动脉供血不足；内皮细胞膜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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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ianshu tablets in treating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patients merged with hypertension,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n expression of endothelial microparticles (EMP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a total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patients merged with hypertension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treatment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each of 50 case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Tianshu tablets based on conventional treatmet; 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2

weeks. Clinical effect, Vertigo Rating Scale score, averag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vertebrobasilar artery and peripheral blood EMPs

expr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Vertigo Rating Scale score or averag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vertebrobasilar

artery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Vertigo Rating Scale scor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while averag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vertebrobasilar arte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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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eripheral blood CD31+/CD42b- microparticles percentage, CD144+ microparticles percentage or CD62E+ microparticles percentag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peripheral blood CD31+/CD42b- microparticles

percentage and CD144+ microparticles percentage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hile peripheral blood CD62E+ microparticles percentag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During treatment, 2 cases in treatment occurred mild stomach discomfort. Conclusion Tianshu tablets
has certain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patients merged with hypertension,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vertigo severity, improve the blood flow of vertebrobasilar artery, adjust the expression of EMPs, with relatively high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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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thelial microparticles

后循环又称椎 - 基底动脉系统，由椎动脉、基底动脉和

大脑后动脉组成，主要为小脑、脑干、丘脑、枕叶及脊髓上
段供血。后循环缺血可导致后循环短暂性脑缺血和后循环梗
死，患者常见临床表现包括头晕 / 眩晕、肢体麻木无力、头

痛、呕吐、意识丧失、行走不稳、复视等。天舒片的主要有
效成分为天麻和川芎，主要用于治疗偏头痛、紧张性头痛、
血管神经性头痛、颈源性头痛等，有助于改善脑缺血

［1-3］

。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是导致高血压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始
动因素，而血管内皮细胞在激活或凋亡时会大量释放直径为

0.1 ～ 1.0 μm 的小囊泡，即内皮细胞膜微粒（EMPs），包括
CD31+/CD42b- 微粒、CD144+ 微粒、CD62E+ 微粒。正常血液循环
中 EMPs 表达较少，血管性疾病患者血液循环中 EMPs 数量明

显增多，且 EMPs 数量可反映血管损伤程度及血管功能失调
情况［4-6］，因此外周血 CD31+/CD42b-、CD144+、CD62E+ 表达水
平成为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新的检测指标。本研究旨在观察天
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
对外周血 EMPs 表达的影响。
1

1.1

资料与方法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后循环

缺血的专家共识》［7］ 中的后循环缺血诊断标准；（2）有动
脉粥样硬化、血脂异常、高糖血症病史及吸烟史；（3）以眩
晕为主要临床症状；（4）符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即未使
用抗高血压药物情况下非同日 3 次测量收缩压（SBP）≥ 14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 / 或舒张压（DBP）≥ 90 mm

Hg，或长期服用降压药。排除标准：（1）有周围性眩晕病史，
如良性位置性眩晕、梅尼埃病、前庭神经元炎等；（2）非神
经系统疾病如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精神疾病、严重心肾
功能不全及感染等引起的眩晕；
（3）哺乳期及妊娠期妇女；
（4）
继发性高血压；（5）过敏体质或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6）
近 3 个月内参加过其他临床试验。

1.2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7 年 1 月西南医科大

一般资料

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 10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 50 例。两

组患者性别、年龄、SBP、DBP、体质指数（BMI）、空腹血糖、
吸烟率、血脂异常发生率及高血压家族史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西南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对本研究
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改善循环、控制血压及血糖、

调脂等常规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天舒片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Z10950004，生

产批号：1711405，规格：0.34 g/ 片）治疗，4 片 / 次，3 次 /d。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2 周。
1.4

1.4.1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行）》 ［8］ 中的临床疗效判定标准，显效：治疗后临床症状消

失，短时间内不再发作，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恢复正常；
有效：治疗后临床症状少有发作，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
度明显改善；无效：治疗后临床症状及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
流速度无明显改善。
1.4.2

眩晕程度［9］ 及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

流速度，其中眩晕程度采用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进行评定，由
25 个问题组成，以 0 ～ 30 分为轻度，31 ～ 60 分为中度，
61 ～ 100 分为重度；采用德国 DWL MultiDopX4 型经颅多普
勒超声检测仪测定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
1.4.3

外周血 EMPs 表达情况

例数

对照组
治疗组
t（χ2）值
P值

50
50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枸橼酸钠

抗凝管采集两组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5 ml，270×g 低温
离心 20 min 后 1 500×g 离心 20 min，待血小板沉积后取上清

液，置于 -80 ℃冰箱保存；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C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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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分别于

治疗前后评定两组患者眩晕程度并测定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

年龄
空腹血糖
性别
吸烟
血脂异常 高血压家族
SBP（x±s， DBP（x±s， BMI ( x±s，
（男 / 女） （x±s，岁） mm Hg）
mm Hg）
kg/m2)
（x±s，mmol/L） 〔n（%）〕 〔n（%）〕 史〔n（%）〕
36/14
58.7±15.4
159±14
101±6
23.7±4.2
8.2±2.6
30（60.0） 41（82.0） 16（32.0）
38/12
60.1±14.7
161±15
104±6
24.3±4.5
8.7±2.7
28（56.0） 45（90.0） 14（28.0）
0.208a
3.134
3.865
4.736
2.523
3.243
0.164a
0.657a
0.190a
0.648
0.358
0.312
0.238
0.513
0.374
0.686
0.249
0.669

注：SBP= 收缩压，DBP= 舒张压，BMI= 体质指数；a 为 χ2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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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2b-、CD144+、CD62E+ 微粒分数。

晕由精神因素诱发，28.8% 的眩晕由后循环缺血导致，12.1%

1.5

位置性眩晕，4.6% 的眩晕由其他原因导致（包括梅尼埃病、

1.4.4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
2

的眩晕为不明原因的前庭周围性眩晕，10.8% 的眩晕为良性
多系统萎缩、颈性眩晕、前庭神经元炎、癫痫等）。李江等［11］

以百分数表示，采用 χ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

研究表明，后循环缺血所致眩晕易被误诊为良性位置性眩晕，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建议对难以明确诊断的眩晕患者进行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以明

2

确诊断。天舒片的主要有效成分为天麻和川芎，具有活血平肝、

2.1

结果
临床疗效

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u=4.336，P=0.037，见表 2）。

名贵中药材，主要用于治疗眩晕、目眩、肢体麻木、小儿惊风
等；川芎是伞形科植物川芎的干燥根茎，是治疗头痛的首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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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治疗组

2.2

50
50

显效

有效

17（34）

无效

20（40）

36（72）

13（26）

9（18）

眩晕程度及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

5（10）

治疗前两组患

者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眩晕程度
评定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快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及椎 - 基底动脉平均
血流速度比较（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Vertigo Rating Scale score and averag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vertebrobasilar arter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治疗组
t值
P值

50
50

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63.24±6.35
36.86±3.53
66.16±6.62
27.65±2.77
2.124
43.736
0.678
<0.01

椎 - 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cm/s）
治疗前
治疗后
35.47±5.87
39.15±5.95
34.56±5.92
45.76±6.42
1.938
56.635
0.865
<0.01

2.3 外 周 血 EMPs 表 达 情 况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外 周 血 CD31+/
CD42b- 微粒、CD144+ 微粒、CD62E+ 微粒分数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外周血 CD31+/CD42b- 微
粒、CD144+ 微粒分数低于对照组，外周血 CD62E+ 微粒分数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4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治疗组患者出现 2 例轻微胃部不适，
经服用胃黏膜保护剂后好转。
3

通络止痛功效。天麻是兰科天麻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茎，为

物，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川芎具有抗血小板聚集、镇痛、降
压等作用，且其降压作用可能与直接扩张血管有关［12-14］。

EMPs 是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时释放的产物，携带来自母细

胞膜表面的核因子及抗原，而携带不同抗原的微粒具有不同

的特性，其中携带 CD144、CD51/61、CD105、CD31 等抗原的微粒
可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而携带 CD62E、CD54、CD106 等抗
原的微粒可促进血管内皮修复［4］。近年研究表明，EMPs 在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炎性反应、血栓形成、血管再生、
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狭窄、脑血管重构及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等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5-18］。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治

疗后眩晕程度评定量表评分低于对照组，椎 - 基底动脉平均
血流速度快于对照组，表明天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

压患者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减轻患者眩晕程度、改善椎 -

基底动脉血流，与王琦等［19］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外周血 CD31+/CD42b- 微粒、CD144+ 微粒分数

低于对照组，而外周血 CD62E+ 微粒分数高于对照组，表明天
舒片可有效调节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 EMPs 的表达，

进而改善患者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治疗
期间治疗组患者仅 2 例出现轻微胃部不适，经服用胃黏膜保

护剂后好转，表明天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的
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天舒片治疗后循环缺血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临

床疗效确切，可有效减轻患者眩晕程度，改善椎 - 基底动脉

血流，调节 EMPs 的表达，且安全性较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短，天舒片调节后循环缺
血合并高血压患者 EMPs 表达的具体机制等仍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利益冲突：感谢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药品支

讨论
樊春秋等［10］通过研究眩晕患者疾病谱发现，43.7% 的眩
表4

持，但本研究成果与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无利益冲突。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EMPs 表达情况比较（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peripheral blood EMPs percenta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治疗组
t值
P值

50
50

CD31+/CD42b- 微粒分数
治疗前
治疗后
11.95±10.38
8.68±8.16
11.89±10.37
5.75±4.84
1.836
34.836
0.897
<0.001

CD144+ 微粒分数
治疗前
治疗后
10.25±9.64
8.31±8.15
10.14±9.67
5.26±4.74
1.927
41.927
0.755
<0.001

CD62E+ 微粒分数
治疗前
治疗后
2.23±1.19
3.62±1.35
2.28±1.21
4.78±1.55
1.081
25.937
0.92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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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肺结核”专题研究征稿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被称为“白色瘟疫”。据 WHO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结核病患病人数位居世界第二位，

结核病已成为我国重点控制的重大疾病之一。《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作为肺血管病学类核心期刊之一，密切关注着肺结核领域的研究进展，

包括肺结核诊断和治疗指南解读、肺结核发展现状、最新肺结核诊断和治疗进展、妊娠合并肺结核的治疗现状、肺癌合并肺结核的治疗现状、
耐药肺结核的发病机制及诊治进展、抗结核药物毒副作用的监测及处理等。
欢迎您就以上方面撰写相关稿件并积极投稿，符合条件者将享受本刊“绿色通道”相关优惠政策（详见本刊官网）。投稿方式：登录本刊
官网（www.syxnf.net）进行在线投稿或直接发送稿件到本刊“绿色通道”专用邮箱：xnflstd@chinagp.net，请在文章题目中备注“肺结核专题研究
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