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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精纯降纤酶治疗脑梗死 22例分析

王　辉

[ 摘要]目的:观察力源精纯降纤酶治疗缺血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方法:应用力源精纯降纤酶治疗脑梗死 22 例, 并与维脑路

通组作对照。结果:力源精纯降纤酶治疗组总有效率 90.9%, 明显高于维脑路通对照组( 50.0%) ( P<0.01) 。结论:力源精纯

降纤酶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较好,见效快, 副作用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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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ebral infarction treated by Liyuan purified defibrinogease:Analysis of 22 cases
WANG Hui

(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uz hou Municipll Hospital, S uzhou 23400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Liyuan purified difibrinogease in treatment of cerebral infarction.Methods:Twenty-

two case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w ere treated with Liyuan purified defibrinogease and the outcome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s treated by venoruton.Results: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w as 90.9% in the Liyuan purified defibrinogease g roup, w hich w as

g reatly higher than tha t in the venoruton group( 50.0%) ( P <0.01) .Conclusions:Liyuan purified defibrinogease is effective in

treatment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w ith little side effect.It is w 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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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评估降纤酶对脑梗死的疗效和安全性,

1998年 4月 ～ 1998年 12月,我们参照全国降纤酶

临床应用研究协作组号召并组织应用力源精纯降纤

酶治疗缺血性脑梗死的方法, 采取随机分组, 选择

22例脑梗死患者,应用力源精纯降纤酶治疗(治疗

组) , 并与维脑路通组对照(对照组) ,现作报道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治疗组 22例,男 12例,女 10例;

年龄 45 ～ 80 岁。头晕 6 例, 头痛 2 例, 言语障碍

11例;偏瘫 16例(左肢瘫 8 例, 右肢瘫 7 例) ;吞咽
困难 6 例;肌力:0 级 5 例, Ⅰ级 3 例, Ⅱ级 4 例,

Ⅲ级2例, Ⅳ级1例,其中双侧瘫痪 2例。发病<6 h

4例, 6 ～ 24 h 6 例, 48 h ～ 7 d 12 例。头痛 4例, 头

晕5 例,言语障碍 10例, 吞咽困难 3例,共济失调

2例,偏瘫 16例, 其中双侧瘫 2例 。

1.2　方法　入选标准:( 1)急性期发病≤7 天;( 2)

年龄 80岁以下;( 3) CT 或 MRI检查排除颅内出血;

( 4)用药前血浆纤维蛋白原 2.0 g/L 以上, 血小板 、

出凝血时间 、凝血酶原时间 、心肝肾功能正常 。药物

剂量:治疗组发病 1周内的病例应用力源精纯降纤

酶 10 u加 0.9%生理盐水 500 ml静脉滴注(静滴) ,

3 h滴完, 隔日重复 1次,第 3 、4次用 5 u加0.9%生

理盐水 250 ml静滴, 2 h内滴完,共 30 u为 1疗程;

同时应用 20%甘露醇 、脑活素 、维生素 、尼莫地平。

对照组用 5%葡萄糖注射液 500 ml 加维脑路通

0.8 g静滴, 每天 1次。10 天为 1 疗程, 其他治疗药

物相同 。

1.3　实验室指标　( 1)影像学:治疗组用药前行头

颅 CT 或 MRI检查, 头颅 CT 15 例(左侧基底核区

梗死 4例,右侧基底核区梗死 6例,双侧基底核区梗

死 3例, 脑叶梗死 2 例, 分别为额颞 、颞顶叶) ;MRI

成像5例(单纯脑桥梗死1例,双侧基底核区梗死2例,

双侧基底核加桥脑梗死 2例) , 梗死面积 0.8 cm ×

1.2 cm ～ 2.93 cm×0.85 cm 。治疗后复查 CT 、MRI

1次;( 2)治疗前 、后检查血浆纤维蛋白原 1次 。

1.4　疗效判定及神经功能评分　采用脑卒中患者
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1] , 急性脑梗死病

例于用药前和治疗后 14天进行评分;恢复期及后遗
症期病例于用药前及治疗后 28天进行评分。( 1)基

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91%～ 100%, 病残程度

为 0 级;( 2)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46%～

90%,病残程度为 1 ～ 3 级;( 3)进步:功能缺损评分
减少 18%～ 45%;( 4)无变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17%左右;( 5)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多 18%

以上;( 6)死亡。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治疗 1个月观察疗效,治疗组总疗效明显高于

530 J Bengbu Med Coll, November 2005, Vol.30, No.6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5.06.024



对照组 ( P <0.01) (见表 1) 。治疗组梗死灶缩小

8例,但有 1例 CT 显示基底核区出血(梗死灶中散

在出血) , 停药后病情无加重 。对照组治疗前 CT 检

查阴性 4例,治疗后复查显示腔隙性梗死。治疗组

血浆纤维蛋白原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18/22)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n)

分组 n
基本

痊愈

显著

进步
进步

无

变化
恶化

总有效率

(%)
uc P

治疗组 22 3 11 6 2 0 90.9

对照组 20 1 6 3 7 3 50.0 2.53 <0.01

合计 42 4 17 9 9 3 71.4

3　讨论

　　随着对蛇毒制剂的研究不断深入, 降纤酶治疗

缺血性脑卒中日益受到关注。降纤酶不仅能够有效

降低血液中纤维酶蛋白原和纤维酶蛋白的浓度, 具

有降纤作用,还能消耗血栓形成的底物,具有抗凝作

用[ 2, 3] 。

力源精纯降纤酶是新型强力单成分降纤 、改善

微循环制剂,且具备降低血浆纤维蛋白等防止血栓

形成的双重作用 。力源精纯降纤酶可促使内皮细胞

释放组织型纤维酶原激活剂( t-PA) [ 4] ;降低血浆纤

维蛋白激活因子活性,增强活性纤维蛋白酶, 达到抑

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力源精纯降纤酶还可直接作用

于血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α-链释放出肽A,此时生

成的肽A 血纤维蛋白单体和松散的血纤维蛋白多

聚体,易被纤溶系统从血液中清除,从而降低血浆中

纤维蛋白原( F IB)的水平 。FIB作为血液组成成分,

分子量大 、浓度高 、且有聚合作用;其水平增高,是血

栓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 是脑血管血栓性疾病发生

的重要原因之一[ 5] 。此外, 力源精纯降纤酶还可以

降低血黏度, 以致红细胞聚集及增强红细胞变形能

力和血管的通透性, 使血流加速, 抑制血栓形成[ 4] 。

由此共同产生降低血管阻力,增加脑血流量和氧的

利用,改善缺血区的血供, 缩小半暗带区, 从而挽救

濒临死亡的脑细胞的治疗作用。

降纤酶是降解血浆 FIB 的有效药物, 随着治疗

时间窗的缩短, F IB水平逐渐下降,适当延长维持治

疗的时间, 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症状亦随之改善[ 6] 。

从本组资料看,力源精纯降纤酶治疗脑梗死有如下

特点:( 1)疗效好。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P

<0.01) , 与以上双重治疗作用有关。 ( 2)见效快。

以起病 6 ～ 24 h 内用药者效果最佳,这与国内相关

资料和降纤的最佳时间窗完全一致
[ 7]
。 ( 3)副作用

少 。我们初步的经验:只要遵照入选标准 、实验室的
指标,以及规范用药,还是比较安全有效的 。虽然在

治疗中有 1例出血, 但血浆纤维蛋白原在正常范围

内,出血量不大, 病情不加重,至于出血的发生率和

复发率有多高,还有待于进一步临床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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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药物标准名称摘编(十七)

宜用 不宜用 宜用 不宜用 宜用 不宜用

青光安 碘三甲糠胺 碘曲仑 碘十醇 奎孕酮 醋炔醚

丙吡胺 达舒平 哌替啶 地美露 碘附 碘伏

地芬尼多 戴芬逸多 达卡巴嗪 氮烯咪胺 依拉地平 导脉顺

卡马西平 得理多 特非那定 得敏功 萘甲唑林 滴鼻净

洋地黄毒甙 狄吉妥辛 奥沙拉嗪 地泊坦 辛可卡因 地布卡因

地拉卓
艹

地拉齐普 氟哌利多 哒罗哌丁苯 格列本脲 达安疗

格列齐特 达美康 碘赛罗宁 碘甲腺氨酸 碘解磷定 碘磷定

齐多夫定 叠氮胸苷 乙酰唑胺 醋氮酰胺 对乙酰氨基酚 醋氨酚

乙酰麦迪霉素 醋酸麦迪霉素 硫代硫酸钠 大苏打 枸橼酸铋钾 德诺

[ 摘自:《国家基本药物(西药) 》( 1999 年版) 、《中国药典》 ( 1995 年版)和药典委员会《药名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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