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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滞通胶囊辅助治疗脑血栓患者的疗效随机对照研究及护理
章群飞 1，孙菲 2，陈丽丽 3，徐林颖 1
１． 浙江医院重症监护室，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３
２．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管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３．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血滞通胶囊辅助治疗脑血栓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并总结其护理方法。方法：选取 110 例脑血栓患者为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5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方案，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血滞通胶囊进
行治疗，2 组患者均接受康复护理干预。观察比较 2 组患者疗效情况、脑血流动力学改善情况和脑血栓并发症情况以评价血滞通
胶囊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共 53 例患者完成研究，对照组共 51 例患者完成研究；治疗后，2 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较
治疗前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但观察组患者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治疗后，2 组患者
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和血小板聚集率三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但观察组患者三项指标均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1）；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1.89%，低于对照组 1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应用血滞通胶囊对脑血栓患者进行辅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状况和脑血液流变学指标，降低患者脑
卒中并发症发生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脑血栓；血滞通胶囊；康复护理；并发症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３．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６－ ７４１５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２２５－ 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ｎｃｍ．２０１６．０６．０９９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发脑卒中患者达 ２００ 万人，因脑血

的研究取得显效成果，笔者采用中成药血滞通胶囊对脑血栓患

栓死亡患者高达 １５０ 万人以上，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

者进行了辅助治疗，同时给予护理，结果报道如下。

加剧，脑卒中发病率和患者总数仍在逐年增高 。脑血栓是最

１ 临床资料

常见的脑卒中类型，该病致残率和患者死亡率高，严重威胁着

1.1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近年来，应用中医中药治疗脑血栓患者

列诊断标准确诊为脑血栓患者：患者多为安静状态下发病，发

［１］

纳入标准

［收稿日期］ 2016-01-14
［作者简介］ 章群飞 （1983-），女，护师，主要从事重症监护室护理工作。

①参照 《临床诊疗指南·神经病学分册》 ［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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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时无明显头痛、呕吐，意识清楚或轻度障碍，有颈内静脉系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统或椎 － 基底动脉系统症状、体征，头部 ＣＴ 或 Ｍ ＲＩ 检查可

3.1

见与症状、体征相应的呈缺血改变的责任病灶，腰穿检查脑脊

善情况、脑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情况和患者脑卒中相关并发症

液正常；②年龄≤７０ 岁；③首次发病，发病后立即进入本院

情况以评价血滞通胶囊的治疗效果。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采

治疗；④预估生存时间≥６ 月；⑤入院时神经功能缺损情况为

用 《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１９９５）》 ［３］进

观察比较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改

观察指标

中度缺损［参照 《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行评价；患者脑血液流变学指标观察内容包括患者治疗前后全

（１９９５）》 ［３］评分为１６～３０ 分］。

血黏度、血浆黏度和血小板聚集率变化情况；患者脑卒中相关

1.2

排除标准

①腔隙性脑梗死患者；②合并糖尿病、呼吸

并发症情况观察内容包括坠积性肺炎、压疮、消化道出血、尿

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谷丙转氨酶（ＡＬＴ）高于正常值 ２ 倍或

便障碍等脑卒中常见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血清肌酐（Ｃｒ）＞３０ ｍｇ／Ｌ］、凝血功能障碍、恶性肿瘤等可能对

3.2

治疗造成影响的疾病；③合并精神异常的患者；④合并本研究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U 检验或配对 U 检验进行处理；

所用药物应用禁忌症的患者。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进行处理，有序列

1.3

剔除标准

①中途退出的患者；②未严格遵医嘱治疗的

患者；③失访的患者。
1.4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本院治疗的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录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进行处理。

联表数据采用 Ｍ 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秩和检验进行处理。
４ 结果
完成情况

4.1

观察组患者共 ５３ 例完成研究，２ 例因中途退

１１０ 例脑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 ５８ 例，女 ５２ 例；年龄

出被剔除；对照组患者共 ５１ 例完成研究，３ 例因中途退出，１

４８～６９ 岁，平均（５８．９６±７．７４）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

例因失访被剔除。２ 组完成研究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

随机分入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５５ 例。２ 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报本院伦理

4.2

2 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情况比较

见表 １。治疗前，

学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批准备案，所有入选患者对本研究可能带

２ 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来的风险及收益均已知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治疗后，２ 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均有统

２ 研究方法

计学意义（P＜０．０１），但观察组患者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2.1
2.1.1

计学意义（P＜０．０１），观察组患者治疗疗效优于对照组。

治疗方法
对照组

患者入院后立即入住卒中单元进行治疗，治

疗内容包括保持呼吸道通畅、调整血压、控制血糖、降低颅压
和减轻脑水肿、控制体温、控制癫痫、预防并发症等常规治
疗，对无禁忌症的患者采用氯吡格雷，每天 ７５ ｍｇ，口服抗凝
治疗，对于入院时间在发病 ６ ｈ 以内且无禁忌症的患者可给予
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
2.1.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血滞通胶囊

表1

2 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情况比较（x±s）
治疗后

U值

分
P值

组 别

n

治疗前

观察组

53

24.83±3.51

1 1.34±3.56

1 9.45 ＜0.01

对照组

51

24.72±3.80

1 5.28±4.44

1 1.54 ＜0.01

U/χ 值

0.1 5

4.94

P值

0.91

＜0.01

2

（吉林省东方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７００７６，规格：

4.3

０．４５ ｇ／ 粒）进行治疗，用法用量：每次 ２ 粒，口服，每天 ３

治疗前，２ 组患者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和血小板聚集率比较，

次。

2 组治疗前后脑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见表 ２。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患者三项指标均
２ 组患者均接受脑卒中患者常规护理和早期

较治疗前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但观察组患者

康复护理，其中康复护理内容包括：①患者病情评定：患者病

三项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P＜

情评定包括患者脑卒中复发危险因素评价、并发症风险评价、

０．０１），提示观察组患者治疗疗效优于对照组。

意识和认知功能评价、吞咽功能评价、情绪评价、日常生活活

4.4

动能力评价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价，以及患者家庭、

发生率 １．８９％ ，低于对照组 １３．７２％ ，经 χ２ 检验，χ２＝－ ４．６４，

陪护者对患者康复治疗的支持度评价等。②制定康复计划：护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士根据患者病情评定结果指定康复护理计划，并进行相应准

５ 讨论

2.2

护理方法

备。③实施康复护理：按照“早期开始、综合治疗、循序渐

2 组脑血栓并发症情况比较

见表 ３。观察组患者并发症

脑血栓形成是神经内科常见病之一，其病因以动脉粥样硬

进、持之以恒”的原则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内容包括：帮助

化和动脉炎最为常见，也可由可卡因等药物、血液系统疾病、

患者取良肢位，并定期翻身；帮助患者对瘫痪肢体进行被动运

脑淀粉样血管病等因素诱发；其中约 ８０％ 的患者病变发生于

动，并逐渐过渡到主动运动；采用各种物理技术诱发患者肢体

颈内动脉系统，２０％ 发生于椎基底动脉系统［４］。脑血栓患者的

随意运动等。

病灶由中心坏死区及周围脑缺血半暗带组成，在脑血栓早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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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 组治疗前后脑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情况比较（x±s）

指 标

组 别

治疗前

n

治疗后

U值

全血黏度 观察组

53

7.62±1 .23

5.14±1 .07

对照组

51

7.64±1 .40

6.48±1 .1 2

(mPa·s)

血浆黏度 观察组

53

1 .79±0.53

1.32±0.44

对照组

51

1 .78±0.51

1 .50±0.48

(mPa·s)

对照组

P

·227·

的发生，早期开始关节被动运动不但可以防止患者发生关节强
直，而且可以为患者未来运动功能的恢复起到良好的促进作

11.07 ＜0.01

用。因此，在 《中国脑卒中康复治疗指南（２０１１ 完全版）》 ［９］中

4.62 ＜0.01

已将康复护理列为脑血栓患者 Ａ 级推荐的早期干预手段，足

4.97 ＜0.01

见康复护理的重要作用。

①

2.86 ＜0.01

本研究观察显示，应用血滞通胶囊对脑血栓患者进行辅助

53 65.39±1 3.45 54.27±1 2.47② 4.41 ＜0.01

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状况和脑血液流变学指标，降

51 66.48±1 3.97 60.89±1 3.24

低患者脑卒中并发症发生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血小板聚 观察组
集率(%)

①

June 2016 Vol.48 No.6

2.1 0 ＜0.05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①P ＜ 0.05，②P ＜ 0.01
表3

2 组脑血栓并发症情况比较

例(%)

坠积性肺炎 压疮 消化道出血 尿便障碍 合计

组 别

n

观察组

53

0

0

1(1 .89)

0

对照组

51

2(3.92)

1(1 .96)

2(3.92)

3(5.00) 8(1 3.72)

＜0.01

1.45

4.64

0.46

0.98

0.97

0.23

0.03

Fisher/χ2 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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