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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脑梗死临床疗效观察 

黄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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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床 医 学 - 

[摘要]目的：观察血栓通注射液治疗JjIij梗死的疗效。方法：将 5O例脑梗死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_q台疗组 25例心川山柃通 

注射液 1O m1加入 5％GS 500 ml静脉滴注，1次／天，14天为 1疗程；对照组给子低分子 旋糖酐注射液 500 inl静脉滴注， 

1次／天，14天为 1疗程。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 2个疗程后观察两组患者的临J末症状 、m流动力学 、10L脂 、脑 流 ( FCD)及心 

电图等变化，以评定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治疗组的临床症状 、脑 TCD及心电图的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 (P=0．036～P< 

0．01)。且治疗组治疗后 胆旧醇 、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全血高切黏度 、仝血低 切黏度、 

浆黏度、血细胞比容 、纤维蛋白原均 著下降(P<0．01)。结论： 栓通能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管『『】L流量 ，增加I血氧供应，治 

疗脑梗死疗效较好。 

[关键词】脑梗死 ；一 七总皂甙 ；血栓通；腑血流图；ra流动力学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43．3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H的老龄化，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最新的流行病学资料 J̈ 

显示，脑血管疾病在我国人口死凶中居第二位。缺 

血性脑血管病在我国已经成为与肿瘤 、心脏病并称 

的三大疾病之一，每年新发病例 250万，死亡 150 

万，而且其高致残率和高复发率给家庭及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对该病的防治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话题。三七是名贵中药材，具有活血祛瘀、消肿镇痛 

等功效。血栓通注射液为三七干燥根茎提取物，其 

有多种药理活性的成分为三七总皂甙。药理研究表 

明，血栓通注射液具有直接或间接清除氧自由基、保 

护血管内皮细胞及缺血组织，抗血液的高黏、高聚、 

高凝状态；阻止 Ca 内流，扩张周围血管，改善微循 

环，降低血管阻力及毛细血管的通透性，促进血管新 

生，加强侧支循环的建立；对组织缺血缺氧损伤起保 

护作用 ，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我们用血 

栓通注射液治疗 25例脑梗死患者，同时用低分子右 

旋糖酐注射液治疗25例脑梗死患者作为对照，现将 

研究结果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及分组 病例选择：(1)符合中华医 

学会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 

(2)随机选择，发病后 10天内人院；(3)依从性好， 

并获得患者或其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对 

三七或同类药物有过敏者，有过敏疾病或过敏体质 

者；(2)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3)由于脑肿瘤、 

脑外伤、脑寄生虫血管炎等引起的脑梗死者；(4)有 

严重的心、肝、。肾器质性损害者；(5)血液系统疾病 

[收稿日期]2009—12．16 

[作者单位]广东省增城市正果 『J生院，51 1390 

[作者简介]黄海浪(1970一)，男，主渝医师． 

及严重糖尿病患者。2007年 9月至2008年 l2月， 

我院符合条件的住院患者 50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头 

晕、神经功能缺损症状 (意识障碍、视力障碍、语言 

功能障碍、肢体运动感觉障碍等)。随机分成治疗 

组和对照组各 25例。治疗绀：男 18例，女 7例；年 

龄 52～75岁；伴高血脂症 22例，高黏血症 20例。 

对照组：男 19例，女6例；年龄 50～74岁；伴高血脂 

症23例，高黏血症 19例。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血栓通注射液 10 ml 

(5 ml：175 mg，珠海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加入 5％ 

GS 500 nil静脉滴注，1次／天，14天为 1个疗程，连 

续用 2个疗程；对照组给予低分子右旋糖酐注射液 

500 ml静脉滴注，1次／天，疗程同治疗组。其他治 

疗措施两组相同。 

I．3 监测指标 两组于用药前及治疗 2疗程结束 

后采清晨空腹肘静脉血样测定血流动力学指标，检 

测血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全 

高切黏度、全血低切黏度、血浆黏度 、血细胞比容 、纤 

维蛋白原，观察脑血流图(TCD)及心电图的变化。 

1．4 疗效判定 参照《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 

点》E 3 3评分，按照治疗前后头晕、神经功能缺损等症 

状的疗效评定标准：症状完伞缓解为 效；明 缓解 

为有效；无明显改善为无效。脑 TCD疗效标准：脑 

TCD示脑动脉供血恢复正常或大致正常为显效；脑 

TCD示腑动脉供 改善，但米达 常范嗣为有效； 

脑 TCD示脑动脉供m【无改善为无效；腑 TCD示腑 

动脉供血较治疗前减少或脑动脉血流较治疗前缓慢 

为加重。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和秩和检验、四格表 

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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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症状的变化比较 治疗组治疗后头 

晕和神经功能缺损缓解的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 

(P<0．01)(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变化比较(n) 

2．2 两组治疗后 TCD的变化 治疗组治疗后 TCD 

变化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 

表 2 两组治疗后 TCD变化比较(n) 

J Bengbu Med Coll，June 2010，Vo1．35，No．6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的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 

各项血脂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治疗后血脂改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3)。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的变化比较(n =25；mmoL／L) 

2．4 两组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两组患者 

治疗前各项血流动力学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后血流动力学指标下降幅度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4)。 

2．5 两组治疗后心电图的变化及不良反应 治疗组 

治疗后心电图恢复正常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36)(见表5)。两组治疗过程中均未出现不良反应。 

表4 两组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比较(n =25) 

表5 两组治疗后心电图的变化比较(n) 

3 讨论 

脑梗死多由于脑部动脉血管出现粥样硬化致管 

腔狭窄和内膜损伤、血黏度和血小板聚集性增高以 

及血液成分的改变等原因引起血液流动性下降 ， 

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从而造成脑神经细胞的坏死 

和(或)功能障碍。因此脑梗死的治疗 目的在于增 

加脑血流量、消除血浆纤维蛋白原、降低血脂、减少 

血液黏滞、改善和恢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功能。祖 

国传统医学认为“风阳上扰，痰瘀阻络”是脑梗死的 

主要发病机制。其治疗以活血化瘀为主，通过改善 

病灶周围的血液循环，解除血管痉挛等措施来解决 

病灶区的血液供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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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通是由中药三七加工提取而成，有效成分 

为三七总皂甙 。三七总皂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对抗垂体后叶素引起的脑组织缺血，减少血细 

胞内磷酸肌酸激酶的生成，具有明显的内皮素拮抗 

剂样作用，可通过调节一氧化氮的合成，起到抗组织 

缺血作用 。(2)明显降低神经细胞凋亡百分率， 

降低凋亡神经细胞积分光密度，减轻病理损害 。 

(3)抑制二磷腺苷、花生四烯酸、血小板活化因子及 

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增强自身的纤溶能力，并 

可使血浆的复钙时间、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起到抗血 

栓形成及溶栓的作用。(4)使脑组织中及血浆中的 

丙二醛显著减少，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升高，对黄嘌 

呤氧化酶氧化嘌呤产生的自由基有清除作用，对抗 

脑组织缺血再灌注性损伤 。(5)阻滞钙内流，降 

低钙调蛋白活性，从而使红细胞变形性增加，改善缺 

血部位的血供。(6)调整血脂的作用，可使动脉血 

管脂肪沉着显著减轻。 

本研究应用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脑梗死患者的头 

晕、神经功能缺损等症状，脑血流量、心电图、血脂及 

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改善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36～P<0．01)。血栓通注射液治疗脑梗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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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安全，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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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四头肌透明细胞肉瘤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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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性 ，45岁，2007年 7月发现右股四头肌下端近膝 

关节处出现一肿块 ，开始无症状 ，3个月后感局部酸痛而就 

诊。体格检查：肿块约2．0 cm x2．0 em x1．5 cm，质硬，边缘 

尚清，活动度差。术前诊断一般体表肿瘤。局麻下行肿块切 

除术，术中见肿块位于股四头肌内，质硬 ，与周围肌肉组织粘 

连，边界不清，行肿块及部分粘连肌肉组织切除术。术后在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病理科检 

查，均报告为透明细胞肉瘤。后到上海仁济医院诊治，因肿 

瘤被膜完整，区域淋巴结不肿大，不主张扩大手术，建议放射 

治疗。术后 2周在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直线加速器放 

射治疗，剂量 70 Cy／7周，放射区域 ：上端至股骨中段 ，下端 

至膝关节。随访 2年余未见复发及远处转移。 

讨论 透明细胞肉瘤 1965年 由 Enzinger首先提出诊 

断，是一种少见的软组织恶性肿瘤，来源于原始神经外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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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由胚胎形成过程中迷走于肌腱和肌筋膜中的神经脊细 

胞发展而来，发病率低，恶性程度高，首次容易误诊。此病可 

发现于任何年龄组，发病高峰年龄为 20～40岁，女性略多于 

男性。该肿瘤生长缓慢，好发于四肢 ，绝大多数发生于下肢 ， 

尤以踝膝部最为多见。肿瘤部位较深，与肌腱、肌膜及肌问 

筋膜关系密切，但很少侵及其上覆盖的皮肤和其下骨骼，主 

要症状及体征为局部肿块的疼痛及压痛 ，肿瘤局部切除后易 

复发，容易出现区域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远处转移以肺 

最为多见，其次为肝脏和骨骼。手术切除是首选的治疗手 

段 ，能保证切缘阴性的术式对预后至关重要，对小病变可采 

取局部广泛切除，病变太大或部位不适合广泛切除者，可行 

选择性截肢术；术前发现有区域淋巴结受侵者还应行区域淋 

巴结清扫。辅助治疗以放射治疗为主。本例的临床表现及 

肿瘤的生长特点与该病基本相符 ，以后在临床工作中如遇到 

类似病例，要高度重视 ，仔细体检 ，术中快速冷冻切片病理检 

查，合理选择手术范围，术后局部辅助放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