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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塞通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的疗效观察

卢 丹,阮海林

(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柳州 545005)

摘要 目的:探讨血塞通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ICVD)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广

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收治的ICVD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50例。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和降压等治

疗,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血塞通治疗,两组均连续治疗6个月,每月随访一次。比较两组患者疗效、血压控制率、血脂

和血液流变学指标。结果: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8%(P<0.05)。研究组治疗后总胆固醇、甘油

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较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明显降低,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研究组合并高血压患

者治疗期间高血压控制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治疗后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全血黏度、全血低切黏度、红细胞

压积、纤维蛋白原)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均P<0.05)。结论:血塞通联合阿司匹林治疗ICVD的效

果优于单用阿司匹林治疗,具有降低血黏度、血脂、辅助降压、抗凝及改善肢体麻木、头晕、记忆力减退等功效,同时可预防脑血

管意外事件发生,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缺血性脑血管病;阿司匹林;血塞通;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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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脑血管病(ischemiccerebrovasculardis-
ease,ICVD)是一种由脑血管病变而引起的脑部病

变,常见的诱发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胰
岛素抵抗、高纤维蛋白原血症等。近年来,ICVD的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好发于老年人,该病发病

后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命

健康和生活质量[1-2]。本研究对100例ICVD患者

采用血塞通联合阿司匹林治疗,探讨其治疗效果。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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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0月至2015年10
月期间广西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收治的ICVD患

者100例,其中男56例,女44例;年龄62~85岁,
平均(72.3±10.5)岁。所有患者均符合1995年全

国第4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血管疾病分类

标准[3]。其中72例患者合并高血压,所有患者均有

不同程度的肢体麻木、头晕、记忆力减退等症状。按

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
组50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上的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肠溶片(拜耳

医药 保 健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J20130078)治 疗:

0.1g/次,1次/d,口服;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如必要时

可给予盐酸氟桂利秦胶囊(1粒/次,2次/d);冠心病

患者给予酒石酸美托洛尔片(50mg/次,2次/d)及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60mg/次,1次/d)进行治

疗;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患者给予相应的降压、
降脂、降糖药物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

上,联用血塞通片(云南白药集团大理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国药准字Z20050467):2片/次,3次/d,口服。
两组患者均连续服药6个月。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治疗6个月后(每月进

行一次随访)两组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血压控制情

况以及是否出现急性脑梗死、急性脑出血、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等脑血管意外事件;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
治疗6个月后的血脂、血压水平和血液流变学指标

(包括全血黏度、全血低切黏度、红细胞压积、纤维蛋

白原)。

1.4 疗效判定 (1)显效: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血
脂恢复正常或明显改善;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恢复

正常或明显降低,如患者合并高血压,在治疗期间血

压稳定在正常范围内;未发生脑血管意外事件;(2)
有效:符合显效项中任意一项,且未发生脑血管意外

事件;(3)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血脂和血

液流变学指标未见明显改善;治疗期间6次随访中,
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超出正常范围>3次;6个月

内发生脑血管意外事件。总有效率=(显效+有效)

例数/总例数×100%。ICVD合并高血压患者中,
血压控制率=血压正常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量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研究组中显

效34例(68%),有效13例(26%),无效3例(6%),
治疗总有效率为94%;对照组显效28例(56%),有
效11例(22%),无效11例(22%),治疗总有效率为

78%;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 与治疗

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

度脂蛋白水平均下降,但研究组下降更加明显(均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

密度脂蛋白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治疗后,研究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

脂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 <0.05),见
表1。

2.3 两组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治疗1~6个月后,研究组中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血压

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与

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各项血液流变

学指标均有所改善,但研究组改善程度更加明显(P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研究组治疗

后全血黏度、全血低切黏度、红细胞压积及纤维蛋白

原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均P<0.05),见表3。

2.5 两组患者脑血管意外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研

究组在治疗期间无急性脑梗死、脑出血、短暂性脑血

发作等意外事件发生,而对照组在治疗期间出现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2例,急性脑梗死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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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的比较(mmol/L,췍x±s)

组别 时间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

研究组 治疗前 5.62±1.21 1.72±0.53 3.31±0.81
(n=50) 治疗后 5.03±1.14* 1.47±0.50* 2.96±0.80*

t 2.51 2.43 2.17
P 0.014 0.017 0.030

对照组 治疗前 5.58±1.19 1.73±0.51 3.30±0.82
(n=50) 治疗后 5.41±1.17 1.66±0.52 3.22±0.81

t 0.72 0.68 0.49
P 0.470 0.500 0.62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高血压控制率比较[n(%)]

组别 n
治疗

1个月后
治疗

2个月后
治疗

3个月后
治疗

4个月后
治疗

5个月后
治疗

6个月后

研究组 50 30(60.0)* 31(62.0)* 30(60.0)* 31(62.0)* 31(62.0)* 32(64.0)*

对照组 50 24(48.0) 23(46.0) 23(46.0) 24(48.0) 24(48.0) 24(48.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全血黏度
(mPa·s)

全血低切黏度
(mPa·s)

红细胞
压积/%

纤维蛋白原
(g/L)

研究组 治疗前 1.69±0.41 9.13±2.05 43.86±5.63 3.83±1.15
(n=50) 治疗后 1.46±0.39* 8.12±2.02* 40.56±5.68* 3.26±1.21*

t 2.87 2.48 2.92 2.41
P 0.005 0.015 0.004 0.018

对照组 治疗前 1.67±0.47 9.11±2.01 43.23±5.58 3.78±1.16
(n=50) 治疗后 1.60±0.45 8.83±1.97 42.35±5.56 3.69±1.15

t 0.76 0.70 0.79 0.39
P 0.450 0.480 0.430 0.70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ICVD是一种临床常见病,其发病率、复发率、

致死率及致残率均较高,好发于老年人,给患者的生

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较大威胁。近年来,随着生

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明显变化,不健康

的生活习惯也不断增多,而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大

多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危因素。因此,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的患者数量也逐渐增加,短暂性脑缺血发

作主要是指脑动脉在某些原因的影响下短暂性的供

血障碍,导致其相对应的供血区域发生视网膜功能

障碍或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

一种非常严重的脑部疾病,一旦发生会给患者生命

带来严重的威胁。当患者的颈动脉、椎底动脉系统

供血不足时会导致其脑部出现短暂性、突发性神经

功能障碍,当发作时间超过2h,患者神经功能会受

到一定程度的损伤,通常会留下轻度后遗症。因此,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

预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频率和时间和脑梗死的

发生概率密切相关,往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频率

越高、时间越长,脑梗死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大[4-7]。

  血塞通片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三七皂苷,其具有

通脉活络、活血化瘀、抑制血小板聚集、调节脑血流

量和改善微循环的作用[8]。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血

塞通联 用 阿 司 匹 林 治 疗 后,研 究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9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8%(P<0.05)。研究组

患者均未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而对照组中出现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2例,急性脑梗死1例。由此可见,
血塞通联用阿司匹林有明显的抗凝作用,疗效确切,
可明显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概率。血脂异常是

ICVD的高危因素,改善血脂对于治疗ICVD和预

防心血管事件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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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组治疗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均P<0.05)。提示血塞通联

合阿司匹林能够明显改善ICVD 患者的血脂水平。

ICVD患者中多数合并高血压,有效地控制血压是

阻止ICVD病情进一步发展和恶化的关键,并能促

进患者的康复,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中,合并高血

压的ICVD患者均给予了合理的降压药物治疗,治
疗前和治疗半年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血压均明显下

降,但研究组的血压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提示血塞通有明显辅助降压的作用,更有

利于患者的病情恢复。全血黏度较高也是ICVD的

危险因素,降低血液黏度也是治疗ICVD 的关键。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

较对照组均显著降低(均P<0.05),表明血塞通联

合阿司匹林治疗ICVD,能够明显改善患者血液循

环,较单用阿司匹林的治疗效果更优[9-10]。

  综上所述,血塞通联合阿司匹林治疗ICVD的

疗效确切,具有显著改善患者全血黏度、抗凝、降血

脂和辅助降压的功效,同时可以有效缓解头晕、肢体

麻木、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预防脑卒中等脑血管意外

事件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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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治疗前、后龈沟及口腔中细菌的变化情况分析

李艳平△,李春晖

(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荆州 434000)

摘要 目的:探讨口腔正畸治疗前、后牙龈沟及口腔中细菌菌群的变化。方法:选取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湖北省荆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口腔正畸患者130例(正畸组)及健康人群60例(对照组),收集正畸组术前及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和

对照组的牙龈沟液体进行细菌培养,比较两组菌斑指数(PLI)、牙龈沟出血指数(SBI)牙龈沟出血指数(SBI)、探针测定探诊深

度(PD)探诊深度的差异。结果:正畸组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的PLI、SBI、PD显著高于术前及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与术前比较,正畸组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的球菌、杆菌、弯曲菌比例显著降低,梭状菌、螺旋菌、丝状菌比

例显著增高,牙龈卟啉单胞菌、核酸杆菌、福塞类杆菌、放线

杆菌检出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结论:正畸治疗后口腔细菌繁殖增加,应注意维护口腔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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