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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在中医药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的应用

陈文实1，张锋2，丁中2，张燕3

【摘要]日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在中药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前后对比中的应用。方法：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58例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进行检查，观测其应用中药(益气活血汤)治疗前后斑块回声性质、大小、内一中膜厚度、管腔狭窄程

度及彩色多普勒血流频谱参数变化情况。结果：治疗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中斑块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管腔内径扩

大，内一中膜厚度变薄(P<0．01)。结论：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准确监测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大小，评估血管狭窄的程度，为

临床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疗提供客观依据，减少脑梗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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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ole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in comparing th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carotid

athemsclerotic plaque with Chinese medicine．Methods：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Was performed in 58 c蹴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The echo property，size，inner and media tIlickness of the plaque，the stenosis of the lumens and the extent of the narrow spectrum of

color doppler flow parameter change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R嚣lll臼：The plaqu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deflated to varied degree，the diameter of the intracavity wag expanded，and the inner and media thickness wag

reduced(P<0．01)．Conclusions：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c&n accurately monitor the size of the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and

assess the stenosis degree of the blood vessels，which may provide basis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thus reducing the incidene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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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是当前我国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

多发病，严重者危及生命，致残率高。而颈动脉粥样

之人经脉空虚，卫外不固，邪气趁虚人中经络，致使

气血痹阻不畅，经脉失养而发病。喻嘉言《医门法

律》言：“口眼啁斜，面部之气不顺也”。究其原因，

气虚为本，血瘀是实，针当益气以活血。其二，林佩

琴《类证治裁》说：“口眼喁斜，血液衰涸，不能荣润

筋脉”，说明血虚在面神经麻痹中的致病因素，故此

类患者针刺取穴应加强养血荣筋，活血通络。王顺

等∞o以针刺补法治疗了160例面神经麻痹患者，已

证实益气活血针刺之法可以使面部气血充盈，经络

通畅，面部经络得以濡养而面部功能得以恢复。

此外，面神经麻痹的急性期是否针刺以及如何

针刺，也应体现辨证论治的基本思想。急性期刺或

不刺，刺深刺浅，完全责之于正邪虚实的变化。一般

认为，急性期面神经麻痹多属风寒、风热之邪侵袭面

部经络，导致气血痹阻，筋肉功能失调，病性以邪盛

为主，治当引邪外出。结合“新病浅刺”的原则，以

“刺卫出气”、“刺浮痹于皮肤也”为法，针刺宜浅，手

法宜轻，远端配穴可适当用较重刺激的泻法，共奏祛

风通络，疏调经筋之效【6J。现代医学也认为，适宜

刺激强度的针刺治疗对面神经是一种良性刺激，能

增强面神经的兴奋，改善面神经炎症局部的血循环，

促进面神经水肿的吸收，从而促使面神经麻痹更快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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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斑块是引起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危

险性随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因

此，早期发现并通过干预以减轻和逆转颈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可以减少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应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检测58例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患者采用中医药(益气活血汤)治疗前后颈动脉内

一中膜厚度(IMT)、粥样斑块大小、血管腔内径及血

管内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情况，评价应用益气活血汤
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疗效。

l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我院中西医结合科2007年

1月至2008年1月的门诊和住院患者58例，均经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测证实颈动脉IMT增厚

和斑块形成，排除严重心、肝、肾疾病。男32例，女

26例；年龄60～78岁。随机分为：(1)治疗组29

例：男17例，女12例；年龄6l一77岁。其中合并糖

尿病18例，合并高血压14例。(2)对照组29例：男

15例，女14例；年龄60～78岁。其中合并糖尿病

19例，合并高血压13例。两组年龄、性别、并发基

础疾病差异均无明显不同。

1．2方法采用PHILIPS非凡和美国GEVV7型彩

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宽频探头，频率10．0 MHz。

患者取仰卧位，颈后垫一软垫，头后仰，探头置于患

者颈部，头稍向对侧转动，从颈根部甲状腺外侧开始

纵扫，可显示颈总动脉(CCA)，探头逐次向上移动，

移至甲状软骨上缘水平，图像上出现一膨大区，即颈

总动脉分叉部(BIF)，再往上扫查便分别出现2条

血管的纵切面，即颈内动脉(ICA)和颈外动脉

(ECA)，探头旋转90。扫查为横断切面。二维超声

观察血管解剖结构，测量动脉IMT及管径宽度，观

察斑块的形态、大小、范围及有无狭窄及阻塞，有斑

块者测量内径狭窄率。彩色多普勒观察整个管腔的

血流动力学情况，通过彩色血流“充盈缺损”征象，

确定斑块的存在和位置，并根据充盈缺损的形态、面

积大小来判断斑块的大小和狭窄程度，同时提供斑

块表面溃疡、内出血等不稳定因素的信息，脉冲多普

勒用于探测颈动脉血流频谱，测量有关血流参数。

(3)测量参数：①CCA、ICA、ECA内径，观察有无狭

窄，两侧是否对称；②颈动脉IMT，选择颈动脉近膨

大处及膨大处后壁测量；③粥样斑块位置、大小、内

部回声，以IMT≥1．1 mm作为诊断斑块的标准B o；

④血流情况：观察血流充盈情况及颜色，测量CCA

及ICA的峰值流速(cnv's)、阻力指数(RI)、搏动指

数(PI)、狭窄处的最大流速，并记录频谱形态变化。

1．3治疗方法两组根据病情常规应用抗高血压、

降血糖和抗血小板药物治疗。治疗组另给予益气活

血汤(黄芪30 g，党参16 g，当归12 g，川穹10 g，生

地16 g，丹参12 g，红花12 g，桃仁20 g，葛根12 g，

甘草6 g)煎剂口服，每次200 ml，每天2次。
1．4 疗程 8周为1个疗程。1个疗程后统计

结果。

1．5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

2结果

2．1 二维超声 正常颈动脉双侧对称，管壁光滑。

管腔内为无回声，透声好，有搏动感。本组均有颈动

脉内一中膜的增厚，呈弥漫性增厚40例，局限性增

厚18例，IMT，>1．1 mm，最厚者达1．9 mm。内膜面

毛糙、高低不平，可见局限性或弥漫性分布的强回声

点及斑块，颈总动脉分叉膨大部和颈内动脉起始部

为斑块的好发部位，左右两侧发生斑块无明显不同。

58例中29．31％(17／58)为混合斑；27．59％(16／

58)为软斑；25．86％(15／58)为扁平斑，17．24％

(10／58)为硬斑。共检出管腔狭窄6例，轻度狭窄

(管腔减小31％一49％)2例(33．33％)；中度狭窄

(管腔减小50％一69％)3例(50．oo％)；重度狭窄

(管腔减小70％一99％)1例(16．67％)，轻度狭窄

中不含管腔减小1％一30％者。管腔狭窄中4例属

治疗组，包括轻度1例，中度2例，重度1例。ICA

狭窄者其ICA收缩期峰值流速(PSV)为：轻度狭窄

0．85一1．04 cm／s；中度狭窄1．10一1．94 cm／s；重度

狭窄2．09—4．57 cm／s。治疗组经益气活血汤治疗

后各参数值均有明显变化，而对照组改变则不明显。

治疗组中软斑明显减少或消失，有效率为83％，混

合不均匀斑块的软斑区减少或消失，有效率为

76％，硬斑相对改变较少，有效率为3l％。

2．2彩色多普勒本组硬化斑块形成病例中斑块

处局部均出现充盈缺损图像。治疗组治疗后充盈缺

损图像的面积有明显缩小，而对照组治疗前后无明

显变化。本组资料中未出现无血流信号病例。

2．3频谱多普勒 本组资料中管腔无狭窄者频谱

形态无明显异常，峰值流速无明显变化；治疗组4例

管腔狭窄患者治疗前狭窄处频谱充填，峰值于舒张

末期流速加快，远端频谱低平，峰值流速减低，加速

时间延长，对侧颈动脉流速轻度升高；治疗后峰值于

舒张末期流速较治疗前减低，远端频谱峰值流速较

治疗前加快，加速时间缩短。对照组2例管腔狭窄

患者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而严重狭窄或闭塞引不

出多普勒频谱，甚至出现反向波的现象，本组病例未

出现。

2．4治疗前后颈动脉变化比较两组治疗前各指

 



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

后颈动脉血管管径、IMT、斑块大小、PSV、RI均有明

显改善(P<0．01)，治疗效果均优于对照组(P<

621

0．01)，而对照组治疗后疗效均不明显(P>0．05)

(见表1)。

表1 治疗前后颈动脉血管管径、IMT、斑块大小、PSV、RI比较

观察蜘n
。C—CA， 。I。CA， 。E。C。A， 。I。M。T， 雩竺，J、 。三， R一

治疗前(孑4-J)

对照组 29 6．94 4-0．62 6．67±0．48 6．47-t-O．46

治疗组 29 6．82±O．45 6．52±O．47 6．26±O．50

t 一0．84 1．20 1．66

P—— >0．05 >0．05 >0．05

治疗后(d±％)

对照组 29 0．02±O．20 0．03±O．10 0．06 4-0．16

治疗组 29 0．34±0．12—0．30±O．09—0．3l±O．09”

t—— 7．39 13．84 7．33

P—— <0．01 <0．01 <0．01

1．53±O．12

1．5l±0．14

0．58

>O．05

—0．02±O．06

一O．25±O．07’’

13．43

<O．Ol

9．04±1．72

9．19±1．33

0．37

>O．05

149．01 4-32．63

150．25±32．15

O．15

>0．05

一O．06±O．17 一1．03±2．34

一1．50±O．13’‘一28．02±3．51’‘

9．33 34．35

<0．01 <0．01

0．83士0．2l

O．85士O．18

O．39

>0．05

一O．06-t-O．17

—0．34 4-0．15‘。

6．65

<0．Ol

配对t检验：}}P<O．Ol

3讨论

心脑血管疾病日益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

据报道已达我国中年以上人群发病的63％。随着

我国人口El益老龄化，此问题日趋严峻。而其基本

病因是动脉粥样硬化。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彩色多

普勒超声应用，能够清晰显示颈动脉颅外段各血管

管壁结构、血流情况，对管壁内膜一中层微小病变

(>1．0 mm的斑块)较为敏感，可辨别不同回声斑

块，彩色血流(CDFI)可观察管腔内血流情况，对弱

回声或无回声斑块，二维超声不易发现，CDFI可显

示斑块处血流出现充盈缺损，频谱可显示狭窄处血

流收缩期峰值增高，能及早检测出颈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生、发展、斑块形成，并确定其性质。

本组资料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多发生在CCA

分叉处，其次是ICA起始段，往往双侧同时受累，左

右两侧发生斑块无明显不同，而ECA较少见。这是

由于CCA分叉处血管膨大，局部血流形成涡流区

域，血流速度降低，使血液中的脂质、复合碳水化合

物和血液有形成分易沉积在此处所致"J，动脉粥样

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病变首先表现在内膜增厚、

粗糙、逐渐形成斑块。当斑块突入管腔内，由于富含

脂质或管壁压力增大，斑块可发生破裂，暴露的脂质

和胶原纤维激活血小板，启动凝血反应形成血

栓HJ。血栓脱落、斑块破裂、出血均可引起大片脑

梗死或腔隙性脑梗死。对于颈动脉硬化斑块的病理

分型，我们按照众多文献报道的常用分型法”J。

(1)扁平斑：早期少量类脂质积聚，局部隆起或弥漫

增厚(>1．3 rain)，呈均匀的低回声，与内膜一中层

相似；(2)软斑：斑块明显突入管腔内(>1．8 mm)，

含丰富的脂质和少量纤维组织及钙盐沉积，显示低

至中等度回声，较其周围外膜组织中的纤维回声低，

表面有连续的纤维帽回声；(3)硬斑：主要为纤维组

织及钙化灶，与其周围外膜组织中的纤维回声相似

或更强，呈强回声，可伴有声影；(4)混合斑：斑块表

面不平，具有软斑和硬斑的两种回声特征，斑块回声

强弱不均。高血压是脑卒中、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早期引起动脉痉挛，继而使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通透性升高，脂质进入动脉壁，且使一些中膜平滑肌

细胞移入内膜，并与内膜平滑肌细胞一起继续增生，

加上增生的纤维结缔组织，共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的基本病变。可见内膜增厚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

最早期表现，以往对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主要依靠

血管造影、CT及MRI等方法，但它们只能反映粥样

斑块形成后血管的狭窄情况，而不能反映早期的内

膜增厚，而且可重复性差，价格昂贵。彩色多普勒技

术，特别是高频探头的应用，能清晰显示动脉管壁

内、中、外3层结构。可清楚、直观、准确地测量动脉

IMT、管腔内径及斑块的大小，而价格相对其他影像

学检查较低，具有无创、定位准确、直观、可重复性好

的特点。文献报道∽o彩色多普勒超声对狭窄程度

的评估与颈动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相当，所以目

前认为彩色多普勒超声是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无创

检查的最佳方法。彩色多普勒超声不仅具有无创、

可重复等优点，而且还可以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的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依据，为积极开展中医药干

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治疗前后作出准确的对比，

在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中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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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亲水性成分的提取及物性

梁颖1。霍强1。王清清1，王元元2，蒋志文1

·药 学·

【摘要】目的：研究海藻亲水性成分提取工艺，并对这类亲水性物质的物性进行鉴定。方法：采用碱催化法，对海藻亲水性成分

进行提取。以得率作为考察指标，着重对影响石花菜亲水性成分提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考察，并对提取条件进行了优选。砖

杲：得到6种海藻亲水性提取物，其吸水率、重量损失、凝固点等有很大差别。结论：石花菜中提取的亲水性成分的综合性能在

6种海藻亲水性提取物中最为优良。

[关键词]海藻；凝固点；石花菜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282．71 【文献标识码]A ．

The extraction of hydrophilic components from seaweed and its physicalproperties

LIANG Yin91，HUO Qiang‘，WANG Qing·qin91，WANG Yuan—yuanl，JIANG Zhi-wen‘

(Department旷Pharmacology，&，妒u Medical College，&ngbu Anhu／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hydrophilie components from seaweed，and to analyze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nents．Methods：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w鸽studied with alkali as catalyst．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the hydrophlie components from Gelidium amansii were considered，and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by

using yield 88 evaluation index．Results：Six hydrophilic extracts were obtained from seaweed and they had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he

major properties such觞sweUing ratio，weight loss and freezing point．Conclusions：The over—all properties of the obtained hydrophilie

components from Gelidium amansii were the best of the 6 hydrophilie extracts from seaweed．

[Key words]seaweed；freezing point；gelidium amanisi

海藻主要由水、海藻多糖、蛋白质、维生素、叶绿

素等成分构成。作为多糖载体，不论食用还是生物

化学方面，海藻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现

阶段关于海藻的研究多限于养殖、提取方法、成分分

析、改性研究等方面¨。J。本文选取几种代表性的

海藻为研究对象，对海藻多糖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

究，并对提取物的物性一并作了测定。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龙须菜(Gracilaria lemaneiformis)、海带

(Laminaria japonica)、石莼(Ulva lactuca)、石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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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30

[作者简介]梁颖(1965一)，女，讲师．

(Gelidium amansii)由山东威海购得。野生紫菜

(Porphyra tenera)福建产，超市购买。海石花菜产自

南宁，市场采购。日本产琼脂糖样品：伊那食品工业

(株)制。

1．2试剂 氢氧化钠(上海殷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2005年8月8日出厂)，盐酸(江苏省宜兴市第

二化学试剂厂，批号：051201)，硫酸(安徽省蚌埠市

生原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8月21 El出

厂)。

1．3仪器RE．5203型智能数字温控水浴锅(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PHBl000台式PH ORP计(四川

省成都贝斯达仪器有限公司)，DHG-9203A型电热

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FC204型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平)，高压锅(购于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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