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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宁注射液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液流变学的作用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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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院采用脉络宁注射液治 

疗急性脑梗死 3O例，取得较好疗效，报 

告如下 。 

1 资料 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6o例患者急性脑梗死 

诊断均符合文献[1]标准，且经头颅 CT 

确诊，2 d内就诊 。按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评分(NDS)分为重型(31～45分)、中型 

(1 6～30分)和轻型(O～1 5分)。按随机 

原则分为两组：治疗组 3O例中男 2O例。 

女 10例；年龄40--73岁，平均 56．0岁。 

对照组 3O例 中男 22例，女 8例；年龄 

4O～76岁，平均 56．5岁。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一般情况、NDS、病程、伴随疾 

病等基线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均无 

显著性(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 

(保护脑细胞、降低颅内压、降血压等)，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脉络宁注射液 

2o m1．对照组加用丹参注射液 2o ml，均 

加入质量分数为 5O的葡萄糖液 250 ml 

中静脉滴注。每日1次 ，治疗 15 d 

1．3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文献[1]标准 

分为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无效、恶 

化和死亡 。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土标准差 

( ±5)表示，采用 Ridit分析、x 检验和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及 NDS比较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 NDS比 

较(表 1)：治疗组临床疗效 明显优于对 

照组，且治疗组 NDS评分改善较对照组 

更显著(尸均<O．05)。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表 2)：除 

对照组 TC外 ，两组其余指标治疗后均 

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其中治疗组 TG、 

LDL、TC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明显。 

2．3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 比 

较(表 3)：除对照组全血高切黏度、红细 

胞变形指数、血沉方程 K值外，两组治 

疗后各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且 

以治疗组更佳(尸<O．05或 P<0．01)。 

治疗组 30 】．48~o．52 1．76士o．46A 3．42土o．42 2．84土o．43△△ 3．09~o．48 2．80~0．46△ 4．48土o．52 4．56土o，51△ 

对照组 30 1．36~0．52 1．64士o．45A 3．43土o．45 3．13土o．42△ 2．8o士o．46 2．5l士o．44A 4．84土o．52 4 80~0．50 

注：HDL为高密度脂蛋白，LDL为低密度脂蛋白，TG为甘油三酯，TC为总胆固醇；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 P<0．01；与对照组 

治疗后比较： P<0．05 

寝 3 两组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Ap<0．0lI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一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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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近来中西医结合研究证实，血栓性 

脑梗死患者的红细胞变形指数、纤维蛋 

白原等血液流变学指标异常 ，血液流 

变学改变常表现为血液黏度 明显增高， 

红细胞聚集性增加及脑血流量减少Ⅲ。 

血脂代谢紊乱可加重脑血管病变 脉 

络宁注射液具有的抑制血小板聚集、降 

低血细胞比容、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以 

及抗氧自由基等作用“ ，能增加血液灌 

流，使全血黏度下降，红细胞解聚，增加 

纤溶酶原活性，降低纤维蛋白原等，从而 

使微循环加快 。本临床研究结果表明， 

治疗组在改善血液流变性和血脂变化， 

· 经 验 交 流 · 

减轻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以及基本痊 

愈率、显著进步率和总有效率方面均优 

于对照组。提示脉络宁注射液对脑梗死 

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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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芪己丹苈蛭龙汤辨证加减治疗难 

治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衰)86例，取得 

较好疗效，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 例：86例患者 中男 54例，女 

32例；年龄 4～84岁，平均 46岁；病程 

2～48年，平均 l1年；原发病t肺心病合 

并心衰 16例，高心病合并心衰 16例，冠 

心病合并心衰 1 6例，风心病合并心衰 

1O例，心肌病合并心衰 6例 ，心肌炎合 

并心衰 4例，先 天性心脏病合并心衰 

3例，肝肾疾病合并心衰 2例，白血病合 

并心衰 1例。心衰诊断按文献[1，2]标准 

判定。其中心功能 Ⅳ级 36例，心功能 

Ⅲ级39例，心功能 Ⅱ级 11例。 

1．2 治疗方法：参芪己丹苈蛭龙汤由人 

参 45 g，黄芪 45 g，炒北葶苈子 45 g，汉 

防己 18 g，丹参 24 g，炙水蛭 9 g，地龙 

15 g，熟附子 15 g(先煎)，桂枝 10 g等组 

成。心阴虚者去附子、桂枝，加麦冬、五昧 

子、炒枣仁、旱莲草、炙甘草；肾气虚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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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桃仁、仙灵脾、杭 巴戟；痰清稀喘甚者 

加干姜、半夏 、苏子、蛤蚧粉 6 g(冲服)； 

痰稠难咯出者去附子、桂枝，加鱼腥草、 

苇茎、黄芩、川贝母 10 g(分 3次冲服)。 

每剂 煎汁 400 mI，分 3～5次服，每 日 

1剂，5 d为 1个疗程，心衰基本纠正、水 

肿消除时酌减量，适加紫河车末(冲服) 

以善后 。 

1．3 疗效判定标准 ：①治愈：心功能纠 

正到 I级。③显效 ：心功能在原发病基础 

上改善 2级，但心功能未能纠正到 I级。 

⑧有效：症状、体征略有减轻，心功能在 

原发病基础上略有改善。④无效：症状、 

体征无任何改变，心功能无改善。 

1．4 治疗结果：86例患者中治愈 56例 

(65．1 )，显 效 18例 (20．9 )，有 效 

7例 (8．1 )，无效 5例(5．8 )，总有效 

率为 94．1 。 

2 讨 论 

难 治性心衰 病机在 虚、滞、饮、瘀 

4个方面。虚为心气虚、心阳虚、心阴虚、 

肺肾气虚、阴阳两虚；饮为痰浊壅盛、水 

气凌心射肺或悬饮 ；滞和瘀为气滞痰结、 

气滞血瘀、心脉瘀阻。四者相互关联又相 

互影响，致使病情反复发作、加重、恶性 

循环。针对这一病理枢机，而立扶正遂饮 

行滞化瘀法，白拟参芪己丹苈蛭龙汤为 

主，适当加减配伍或调整剂量，临床应用 

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桴鼓相应之效。从 

中体会到，该方药的效应有类似洋地黄 

及非洋地黄类正性肌力药物的强心、扩 

血管、降低血液黏度、抗血小板聚集、抗 

凝、溶血栓、改善微循环及血液流变性等 

作用，并有增强机体应激和抗病能力，还 

有升降血压的双重调节作用，对机体内 

环境干扰小，不 良反应少。后期药物减 

量，酌加益气养血之品，可促进患者早 日 

康复，防止虚虚之害，为今后疗效的巩固 

奠定了基础，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之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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