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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通脉胶囊对冠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 
血浆小分子代谢产物的调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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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活血通脉胶囊对冠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血浆小分子代谢产物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

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天津市大港地区就诊的 136 例冠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

按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成两组。对照组（68 例）采用硝酸酯类、β 受体阻滞剂、钙离子拮抗剂及肠溶阿司匹林

等常规疗法；活血通脉胶囊组（68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活血通脉胶囊，每次 4 粒（每粒 0.25 g），每日 3 次，

30 d 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评定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和心电图疗效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血浆和肽素、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及白细胞介素 -10（IL-10）水平，计算 TNF-α/IL-10 比值。结果 活

血通脉胶囊组临床疗效及心电图疗效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 ：89.71%（61/68）比 80.88%（55/68）；

心电图总有效率 ：57.35%（39/68）比 48.53%（33/68），均 P＜0.05〕。两组治疗后和肽素及 TNF-α/IL-10 比值均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以活血通脉胶囊组降低更显著〔和肽素（ng/L）：0.22±0.04 比 0.31±0.05，TNF-α/IL-10

比值 ：0.49±0.11 比 0.65±0.09，均 P＜0.05〕。结论 在常规疗法基础上加用活血通脉胶囊能通过降低和肽素

水平及 TNF/IL-10 比值来改善冠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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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uoxue Tongmai capsules (HXTMC) 
for the regulation of small molecule metabolites in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CM blood stasis 
syndrome. Methods A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which 136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treated in Dagang district in Tianjin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68 cases) and HXTMC group (68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conventional oral therapy with nitrates, β receptor blockers, calcium antagonists, enteric coated aspirin, etc, and the 
HXTMC group received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additionally oral administration of HXTMC, 4 capsules each time 
(each capsule 0.25 g), trice a day, 30 days constituting a therapeutic course, 3 courses in total.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curative effect evaluation of angina pectoris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clinic total curative effects of angina pectoris 
and electrocardiogram (ECG) were evaluat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copeptin,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and 
interleukin-10 (IL-10) in the plasma were tes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TNF-α/
IL-10 ratio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s of patients and the ECG in HXTM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clinic total effective rates: 89.71% (61/68) vs. 80.88% (55/68), 
ECG total effective rates : 57.35% (39/68) vs. 48.53% (33/68), both P < 0.05]. Concentration of copeptin and TNF-α/
IL-10 ratio in the plasma after treatment of the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changes were more obvious in HXTMC group [copeptin (ng/L): 0.22±0.04 vs. 0.31±0.05, TNF-α/IL-10 ratio: 
0.49±0.11 vs. 0.65±0.09, both P < 0.05]. Conclusion Addition of HXTMC to conventional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ccompanied by blood stasis syndrome can lower the plasma level of copeptin and 
TNF-α/IL-10 ratio, thus it may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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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心绞痛的中医病理基础为本虚标实，表

现为心血瘀阻，以气虚血瘀证型为最常见的一种类

型［1］。冠心病患者血中精氨酸加压素（AVP）水平

与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紧密相关，曾被认为是

冠心病的重要预警分子，但 AVP 在血浆中极不稳

定，且半衰期极短，临床中检测困难［2］。研究表明，

VAP 不仅有降低机体应激性体温升高的作用，而

且内源性 VAP 在应激性体温过高中有负向调节作 



·  73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1 月第 22 卷第 1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January 2015，Vol.22，No.1

用［3］。和肽素作为一种与 AVP 同源的含糖肽，在

体内稳定存在，可通过放射免疫法方便而快捷地检

测到［4］。同样在冠心病发病过程中，致炎因子肿瘤

坏死因子 -α（TNF-α）与抗炎因子白细胞介素 -10

（IL-10）的比例失衡是促进冠心病病情进展的重要

因素［5］。本研究通过检测血浆小分子代谢产物和

肽素水平及 TNF-α/IL-10 比值，评价中成药活血通

脉胶囊对冠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的调节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心绞痛

患者 136 例，按简单随机抽样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68 例中男性 37 例，女性 31 例 ；年龄 48～69 岁，平

均（58.31±5.97）岁；病程 2.4～23.5 年，平均（8.19± 

5.04）年。活血通脉胶囊组 68 例中男性 39 例，女性

29 例 ；年龄 52～67 岁，平均（59.37±5.65）岁 ；病程

2.8～21.6 年，平均（8.55±4.87）年。两组性别、年龄

和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1.1 诊 断 标 准 ：西 医 诊 断 根 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制定的慢性缺血性心脏病的标准。中医辨

证参考国家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制定。

1.1.2 排除标准 ：急性心肌梗死（AMI）、心脏神经

症、心肌炎、其他疾病（如 X 综合征、肥厚型心肌病、

先天性冠状动脉畸形、主动脉瓣狭窄或关闭不全）

引起的心绞痛等。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疗法，口服硝

酸酯类、β 受体阻滞剂、钙离子拮抗剂及肠溶阿司

匹林。活血通脉胶囊组在常规西医疗法基础上加

服活血通脉胶囊（由山西云中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治疗，每日 3 次，每次 4 粒（每粒 0.25 g），30 d 为 

1 个疗程，共 3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于治疗前和治疗 3 个疗程

后取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4 mL，构橼酸钠抗凝，离

心取血浆，于 -80 ℃下冻存。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检测和肽素、TNF-α、IL-10 水平，试剂盒

由美国 RD 公司提供，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

行。在波长 150 nm 的酶标仪上读取各孔的吸光度

（A）值，以 A 值为纵坐标，以标准品的浓度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图，并观察临床疗效和心电图疗效。

1.4 疗效判定标准

1.4.1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 ： ① 显效 ：心前区发作性

疼痛消失，无胸闷、心悸等症状，住院期间一般活动

无心绞痛发作 ； ② 有效 ：心前区发作性疼痛次数明

显减少，胸闷、心悸症状明显改善 ； ③ 无效 ：心前区

发作性疼痛，胸闷、心悸等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1.4.2 心电图疗效标准 ： ① 显效 ：ST 段基本恢复

到正常范围，T 波倒置变浅恢复≥80% ； ② 有效 ：

ST 段恢复≥80%，T 波倒置变浅恢复≥50% ； ③ 无

效 ：心电图 ST-T 无变化，或发生心肌梗死。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 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表 1）：活血通脉胶囊组临

床总有效率和心电图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均 P＜0.05）。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和心电图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临床疗效 〔例（%）〕 总有效率

〔%（例）〕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68 19（27.94） 36（52.94） 13（19.12） 80.88（55）

活血通脉胶囊组 68 21（30.88） 40（58.82）   7（10.29） 89.71（61） a

组别
例数

（例）

心电图疗效 〔例（%）〕 总有效率

〔%（例）〕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68 9（13.24） 24（35.29） 35（51.47） 48.53（33）

活血通脉胶囊组 68 12（17.65） 27（39.71） 29（42.65） 57.35（39） a

注 ：与对照组比较，aP＜0.05

表 2 两组和肽素及 TNF-α/IL-10 比值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和肽素（ng/L） TNF-α/IL-10

对照组 治疗前 68 0.49±0.08 0.83±0.12

3 个疗程后 68 0.31±0.05 a 0.65±0.09 a

活血通脉胶囊组 治疗前 68 0.47±0.07 0.81±0.08

3 个疗程后 68 0.22±0.04 ab 0.49±0.11 ab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bP＜0.05

2.2 两组和肽素及 TNF-α/IL-10 比值水平比较

（表 2）：两组治疗后和肽素水平及 TNF-α/IL-10 比

值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以活血通脉胶囊组降低

更显著（均 P＜0.05）。

3 讨 论

 目前冠心病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类生命健康

和生活质量的疾病之一，2009 年中国城市居民冠心

病死亡粗率为 94.96/10 万，农村为 71.27/10 万，城市

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6］。C- 反应蛋白［7］、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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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素 -1［8］、血小板聚集率［9］、循环内皮微粒［10］等

生物标志物在评价冠心病严重程度、预测预后等方

面有重要价值。冠心病患者血液中 AVP 水平与疾

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密切紧密相关，曾被认为是冠心

病的重要预警分子［11］。但是 AVP 在血浆中极不稳

定，且半衰期短，临床中检测困难。此外，由于 AVP

相对分子质量小，ELISA 方法无法完成测定，而竞

争法测定则过于耗时，故临床上 AVP 不作为常规检 

查［12］。精氨酸加压素原由和肽素、神经垂体素运载

蛋白Ⅱ及信号肽组成，其中和肽素作为与 AVP 同源

的一种糖肽，在体内稳定存在，且可通过放免法快捷

地检测到，因此，和肽素被认为有可能成为冠心病的

预警标志分子之一［13-15］。同样在冠心病发病过程

中，致炎因子 TNF-α 与 IL-10 的比例失衡是促进

冠心病病情进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评价病情程度和

判断预后有重要预警作用［16］。

 中医理论认为，冠心病属胸痹、心痛、心络痛的

范畴。治疗方面以祛瘀通脉为主，首选活血化瘀方

药［17-19］。该类药物具有改善心肌供血、参与缺血心

肌细胞的自身调节等作用，可贯穿于冠心病心绞痛

的整个治疗过程，且并不拘泥于血瘀证［20］。水蛭在

破血、逐瘀、通经、消癥等方面的疗效已为我国数千

年中医实践所证明，由其提炼而成的水蛭素对凝血

酶有极强的抑制作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最强的凝

血酶天然特异抑制剂［21］。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水

蛭素能阻止血液凝固，具有较强的破血、逐瘀、止痛

的作用，能降低血压和血液黏稠度，改善高凝状态，

故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疗效明显［22-23］。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研究首次通过检测血浆

小分子代谢产物和肽素水平及 TNF-α/IL-10 比值

评价中成药活血通脉胶囊对冠心病心血瘀阻证患者

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选择 136 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进行分组治疗，治疗方法包括使用常规西药治疗和

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活血通脉胶囊，结果发

现，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活血通脉胶囊对于

改善临床总有效率和心电图总有效率方面有明显效

果。此外，通过对血浆小分子代谢产物和肽素的水

平及 TNF-α/IL-10 比值的检测发现，活血通脉胶囊

能进一步降低和肽素的水平及 TNF-α/IL-10 的比

值，提示活血通脉胶囊在治疗冠心病方面的疗效肯

定，但其内在复杂的机制有待于在未来工作中不断

加以探索完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常表现为虚实夹

杂、标本互见，故当审证求因，谨慎辨证，根据虚实的

主次缓急灵活运用诸法，不可守一法而图终，以期获

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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