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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急性脑梗死患者中医证型与阿司匹林抵抗的关系研究
吴学兵 1a，余志良 1b，姚晓阳 1a，谢钰帆 1a，李博 1a，沈海涛 1a，符布清 2

（1. 上海第七人民医院 a  医学检验科， b  脑病科，上海  200137 ； 
2. 江苏省中医院检验科，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 目的 探讨阿司匹林抵抗（AR）与实验指标和急性脑梗死不同中医证型的关系。方法 将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上海第七人民医院脑病科住院的 208 例不同中医证型急性脑梗死患者，按 AR 率分为
AR 组和阿司匹林反应敏感（AS）组，以同期 28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观察 3 组受试者红细胞分布
宽度变异系数（RDW-CV）、血小板计数（PLT）及血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的变化。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分析不同中医证型与 AR 及 PLT、RDW-CV、Hcy 的相关性。结果 208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中，AR 总发生率
为 29.32%（61/208）。其中：气虚血瘀证 165 例，AR 发生率为 26.06%（43/165）；风痰阻络证 32 例，AR 发生
率为 43.75%（14/32）；肝阳暴亢证 11 例，AR 发生率为 36.36%（4/11）；各中医证型 AR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AR 组和 AS 组各中医证型患者 PLT、RDW-CV、Hcy 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升高，PLT、
RDW-CV 水平以 AR 组气虚血瘀证升高更显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LT（×109/L）：212.16±66.48
比 187.54±56.85，RDW-CV ： （14.34±3.16）% 比（13.20±2.16）%，均 P＜0.05〕；Hcy 水平以 AR 组风痰阻络
证较 AS 组升高更显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μmol/L ：27.29±18.64 比 21.36±14.61，P＜0.05）。气虚
血瘀证中 PLT 〔优势比（OR）＝1.007 2，95% 可信区间（95%CI）为 1.001 2～1.013 2，P＝0.018 5〕、RDW-CV  

〔OR＝1.165 4，95%CI 为 1.007 9～1.347 4，P＝0.038 8〕升高是发生 AR 的危险因素。结论 RDW-CV、PLT、
Hcy 升高也是反映 AR 产生的指标，特别是气虚血瘀证和风痰阻络证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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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spirin resistance （AR） and laboratory 
index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eight different types of TCM syndrom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12 to November 2013 in the Neurology Department of Shanghai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AR group and aspirin sensitive （AS）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te of AR. Simultaneously， 28 healthy volunteer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assigned in a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red blood cell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RDW-CV）， platelet count （PLT） and homocysteine （Hcy）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the three 
group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TCM syndromes and AR， PLT， RDW-CV， and Hcy was analyzed 
by no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R was 29.32% （61/208） in 208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There were 165 cases with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the incidence 
of AR being 26.06% （43/165）； 32 cases with wind phlegm obstructing channel syndrome， the incidence of AR， 
43.75% （14/32）； 11 cases with liver yang hyperactivity syndrome， the incidence of AR， 36.36% （4/11）； in the 
comparisons，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R among the above types of syndrom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PLT， RDW-CV， Hcy in AR group and AS group 
of various types of TCM syndrome were increased， the PLT and RDW-CV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in AR group were mo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AR and AS group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LT （×109/L）： 212.16±66.48 vs. 187.54±56.85， RDW-CV ： 

（14.34±3.16）% vs. （13.20±2.16）%， both P＜0.05〕； the level of Hcy in patients with wind phlegm obstructing 
channel syndrome in AR group was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in AS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μmol/L ： 27.29±18.64 vs. 21.36±14.61，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increased PLT 〔odds ratio （OR） ＝1.007 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01 2-1.013 2， P＝
0.018 5〕 and RDW-CV 〔OR＝1.165 4， 95%CI ： 1.007 9-1.347 4， P＝0.038 8） was independence risk factor of AS 
development. Conclusion The elevation of RDW-CV， PLT， Hcy in level reflects the index of AR production，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ccompanied by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and wind 
phlegm obstructing channel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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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脑梗死中医称中风，起病急，发病凶险，致

残率高，早期预防和诊治极为重要。急性脑梗死各

中医证型均与血小板活化有相关性［1-2］，服用阿司匹

林等抗凝剂也是预防急性梗死或梗死后再梗死的重

要手段之一，但据报道阿司匹林易产生抵抗现象，在

缺血性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中

的发生率为 3%～85%［3］。阿司匹林的作用主要是

抑制血小板活化，炎症反应可促进血小板活化，动脉

粥样硬化是脑梗死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4］。红细胞

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增大是反映血管慢

性炎症的标志物［5］；血液中同型半胱氨酸（Hcy）水

平是评价动脉硬化产生的指标之一。西医对阿司匹

林抵抗（AR）还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而中医的

精髓在于辨证施治。中医药对脑梗死的综合治疗更

有临床价值［6］。本研究通过对中医证型与实验室指

标血小板计数（PLT）、RDW-CV、Hcy 的分析，探讨

急性脑梗死各中医证型与 AR 及各实验室指标的关

系，为中医辨证诊治 AR 提供客观的理论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1 月

上海第七人民医院脑病科住院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208例，其中男性 124例，女性 84例；年龄 46～94岁。

入选标准： ① 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

《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标准［7］并经临床检查、

头颅 CT 确诊。② 脑梗死系首次发病，临床体征符

合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发病后均由头颅 CT 或磁

共振成像（MRI）证实，发病时间在 6～72 h ；中医辨

型分型标准参照 1996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风中经络气虚血瘀证、

肝阳暴亢证、风痰阻络证 3 型，所有中医证型的确

定均由本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具有中医或中西医

结合资质的主治以上的两名医师

确定。③ 所有患者既往有阿司

匹林用药史，至发病前均仍口服

肠溶阿司匹林。健康对照组为健

康体检者 28 例，男性 13 例，女性

15 例；年龄 42～91 岁。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

准，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

有治疗和检测取得患者或家属的

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抽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6 mL，分
别置于枸橼酸盐及肝素抗凝管中，2 h 内用血栓弹

力图检测 PLT 抑制率来判断阿司匹林抑制率，试剂

和校准品均为原装配套产品。AR 判断标准［8］：血

栓弹力图测定的 PLT 抑制率＜20% 即判定为 AR，

20%～50% 则判定为阿司匹林半抵抗（ASR），＞50% 
即为AS。根据血栓弹力图检测结果最终将患者分为

AR 组、ASR 组和阿司匹林反应敏感（AS）组，为便

于统计，参照 Englyst 等［9］研究以 PLT 抑制率＜50% 
即判定为 AR，故将 AR 和 ASR 合并成 AR 组。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在急性脑梗死发病 24 h 内采

集静脉血 2 mL 加入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采

用美国 Abbott 公司的 CELL-DYN Ruby 型血细胞分

析仪检测 PLT、RDW-CV 水平。另取静脉血 5 mL，
采用德国 ROCHE P8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Hcy 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用 PEMS 3.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均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 2 检验；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中医证型与 AR 及 PLT、RDW-CV、

Hcy 的相关性；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急性脑梗死各中医证型 AR 发生率：208 例患

者 AR 总发生率为 29.32%（61/208）；气虚血瘀证 165
例患者 AR 发生率为 26.06%（43/165）；风痰阻络证

32 例患者 AR 发生率为 43.75%（14/32）；肝阳暴亢证

11 例患者 AR 发生率为 36.36%（4/11）；各中医证型

间 AR 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各组 PLT、RDW-CV、Hcy 水平比较（表 1）：

AR 组和 AS 组各中医证型患者 PLT、RDW-CV、Hcy
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升高，PLT、RDW-CV 水平以

表 1 健康对照组、AR 组、AS 组急性脑梗死各中医证型
PLT、RDW-CV、Hcy 水平的比较（x±s）

组别 证型 例数（例） PLT（×109/L） RDW-CV（%） Hcy（μmol/L）

健康对照组   28 160.15±53.19 11.74±0.98 15.41±  5.01

AR 组 气虚血瘀证   43 212.16±66.48 a 14.34±3.16 a 19.83±11.41 a

风痰阻络证   14 199.21±64.51 a 13.57±2.69 a 21.36±14.61 a

肝阳暴亢证     4 184.25±26.92 12.85±3.30 18.60±  3.97

AS 组 气虚血瘀证 122 187.54±56.85 ab 13.20±2.16 ab 18.34±  8.17 a

风痰阻络证   18 193.06±43.82 a 12.91±2.50 27.29±18.64 ab

肝阳暴亢证     7 190.71±52.03 11.74±1.80 16.41±  7.48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aP＜0.05，与 AR 组相同证型比较，bP＜0.05

【Key words】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 Aspirin resistance ；  
Platelet count； Red blood cell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 variation； Blood homocyst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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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组气虚血瘀证升高更显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Hcy 水平以 AS 组风痰阻

络证升高更显著，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中医证型与 AR
及 PLT、RDW-CV、Hcy 的相关性（表 2）：气虚血

瘀证中 PLT、RDW-CV 升高是发生 AR 的独立危险

因素（P＜0.05），与其他证型各指标无相关性（P＞
0.05）。
3 讨 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均存在血小板的活化，已证实

服用阿司匹林能有效降低急性脑梗死的发生率，中

国和欧美国家的缺血性卒中早期治疗指南中将抗血

小板治疗作为 A 级证据和Ⅰ级推荐之一，其他疗法

作为 B 级证据［10］。但 AR 发生率在 5%～80%［3］，

导致很多患者在服用阿司匹林过程中仍发生严重心

血管事件（心肌梗死、脑梗死等）。阿司匹林的主要

作用机制是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 -1（COX-1），其抑

制 COX-1 的作用比抑制环氧化酶 -2（COX-2）的

作用强 170 倍。所以，当体内 COX-2 增多时 PLT
会继续产生血栓素 A2（TXA2），从而刺激 PLT 聚集，

PLT 数量增多，超过阿司匹林的作用时，即会发生

AR。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与颈

动脉斑块形成有多种危险因素：一方面，生化代谢中

的 Hcy 也是重要的危险因子；另一方面，由于动脉粥

样硬化形成后本身一直处于潜在的炎症状态，一旦

内外因素的刺激而使多种炎症因子产生，从而启动

一系列的凝血机制［11］。文献报道，RDW 升高可以

反映机体潜在的慢性炎症状态，是脑梗死的一个独

立危险因子。在脑梗死急性期，缺血、机体组织受到

各种损伤或炎症刺激后产生的慢性炎性因子，体内

增加的炎症因子会诱导 COX-2 的产生，使 COX-2
在有核细胞中的表达增强 10～20 倍，其过量表达

使 PLT 不能有效被阿司匹林抑制，可能是 AR 产生

的原因之一［12］。同时，炎症存在时 PLT 可通过活化

COX 以外的其他途径，进而导致 AR 发生。

 本研究中脑梗死患者 AR 总发生率为 29.32%，

在各中医证型中，AR 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风痰

阻络证（43.75%）、气虚血瘀证（26.06%）、肝阳暴亢

证（36.36%），各中医证型间 AR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提示 AR 在各中医证型中都会发生。

当然，本研究中所收集的肝阳暴亢、风痰阻络证例数

相对较少，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收集更多的病例进

行探讨。

 按照中医经典著作 《内经》 “有诸于内，必形诸

于外”的理论思想，用实验室的指标来探讨与中医

证型之间的相关性，联合应用中医药是解决 AR 的

对策之一。近年来国内有较多的报道证明，益气、活

血化瘀类中药对改善 AR 有一定作用，在对抗血小

板聚集方面有较好的疗效，这为临床医生选择用药

提供了参考。已有报道，中药血塞通及其活性成分

三七总皂苷治疗心绞痛和脑梗死临床上有较好的

疗效［13-14］。对于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报道主要

是能影响血小板功能，特别是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功 
能［15-16］。复方丹参的主要活性物质丹参素、丹参酮

具有扩血管、降脂、提高机体抗凝和纤溶活性，可以

抑制 AR 患者血小板合成与释放 TXA2 等前列腺素

类血管物质的能力，明显抑制血小板聚集，使血小板

膜流动性明显增加［17-18］。还有文献报道对 AR 患者

使用通心络胶囊，其中药成分水蛭可降低二磷酸腺

苷（ADP）或花生四烯酸和胶原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率，再辅以三七、大黄和桃仁等，从而达到活血化瘀、

益气通脉的功效［19-21］。

 在急性脑梗死的中医辨证分型中，以有无意识

障碍为划分标准，中风可以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

大类。本研究入选的患者按中经络分为肝阳暴亢

证、风痰阻络证、气虚血瘀证 3 型，3 型中发病比例

以气虚血瘀证型为主，风痰阻络证次之，肝阳暴亢少

见，与之前报道的结果［1，22］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

AR 组和 AS 组 PLT、RDW-CV、Hcy 均明显高于健

康对照组水平，气虚血瘀证型 PLT 和 RDW-CV 在

AR 组和 AS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风痰阻络证型

Hcy 在 AR 组和 AS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中

医辨证施治上，益气、活血化瘀类中药定能发挥一定

表 2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中医证型与 AR 及 PLT、RDW-CV、Hcy 的相关性

中医分型
PLT RDW-CV Hcy

OR 值 95%CI P 值 OR 值 95%CI P 值 OR 值 95%CI P 值

气虚血瘀证 1.0072 1.0012～1.0132 0.0185 1.1654 1.0079～1.3474 0.0388 1.0165 0.9745～1.0604 0.4466

风痰阻络证 1.0028 0.9890～1.0169 0.6891 1.1188 0.8422～1.4864 0.4384 0.9701 0.8422～1.4864 0.4384

肝阳暴亢证 1.0006 0.9551～1.0482 0.9798 1.1899 0.6406～2.2111 0.5823 1.0483 0.7405～1.4839 0.7904

注：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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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同时也应注意慢性炎症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

造成血瘀的病理基础不可忽视，同时从理论上推测，

降低 PLT 可能对化瘀有一定的疗效，可发挥中西医

结合的优势和作用进行诊治。当然，影响 AR 的因

素在血小板有血小板经其他途径激活、血小板加速

更新、血小板组分或花生四烯酸代谢酶的基因多态

性等，均可影响阿司匹林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及治

疗效果。今后，应加大在血小板质的方面变化中医

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肝阳暴亢证患者 PLT、RDW-
CV、Hcy 水平在 AR 组和 AS 组间及与健康对照组

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本研究收集的病例

数相对较少有关，仍有待于今后收集更多病例做进

一步的探讨。

 PLT、RDW-CV、Hcy 对急性脑梗死各中医证型

AR 治疗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为 AR 的辨证论治提供

客观依据，为进一步探索中西医结合诊治 AR 开拓

新的路径。
志谢 本研究过程中得到本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顼志兵博士的悉心

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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