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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论著◆

三甲散加减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研究
赵书刚，陈昕，雷开键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三甲散加减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 的疗效及对炎症因子影响。方
法：将 93 例 ACS 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给予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抗心肌缺血等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
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三甲散为基础方加减治疗。疗程 2 周，比较治疗前后 2 组疗效及观察血清超敏 C- 反应蛋
白 （hs- CR P）、基质金属蛋白酶 9 （MMP- 9） 的含量变化。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7.5%，优于对照组的
64.4%，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2 组治疗后 hs- CR P、MMP- 9 均较治疗前降低 （P＜0.05），治疗组较
对照组降低更明显，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结论：三甲散加减联合西医常规治疗能有效抑制炎症因
子，其可能为治疗 ACS 的机制所在。
［关键词］ 急性冠脉综合征；三甲散加减；超敏 C- 反应蛋白 （hs- CR P）；基质金属蛋白酶 9 （MM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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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Modified Sanjia Powder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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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Ｓ）是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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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Ｃ－ 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用德国德灵公司 ＢＮ－ １００

非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及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

全自动特定蛋白生化分析仪测定。用双抗体夹心酶联

一组临床综合征，所产生的急性心肌缺血综合征具有

免疫法（ＥＬＩＳＡ）测定基质金属蛋白酶 ９（Ｍ Ｍ Ｐ－ ９）（试剂

发病紧急、病情进展迅速及病死率较高的特点。笔者

盒由北京爱迪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以上操作

应用明代温病学家吴又可所创立的名方三甲散加减联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合西医常规治疗 ＡＣＳ，观察临床疗效，及治疗 ＡＣＳ

3.2

患者后炎症因子的变化情况，现报道如下。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

１ 临床资料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

1.1

一般资料

９３ 例 ＡＣＳ 患者均为本院 ２０１２ 年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５．０ 统计软件包对数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１０ 月～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收治的住院患者。按照随机数字

4.1

表 分 组 。 治 疗 组 ４８ 例 ， 年 龄 ４３ ～８３ 岁 ， 平 均

建议》 ［２］。显效：同等劳累程度不引起心绞痛或心绞

（６５．２３±８．３１）岁。对照组 ４５ 例，年龄 ３９～８０ 岁，

痛发作次数减少 ８０％以上，硝酸甘油消耗量减少＞

平均（６１．６５±９．０５）岁。２ 组年龄、性别、及病情分布

８０％以上；有效：心绞痛发作次数及硝酸甘油消耗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具

量减少 ５０％～８０％；无效：心绞痛发作次数及硝酸

有可比性。

甘油消耗量减少＜５０％。

1.2

诊断标准

ＡＣＳ 的诊断标准参照美国心脏病学

会和心脏协会（ＡＣＣ／ＡＨＡ）制定的标准 ［１］。中医诊断标
准（胸痹）参照 １９９３ 年卫生部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 中气虚血瘀证辨证：胸部闷痛，甚至胸痛彻
背，轻者仅感胸闷、憋气、呼吸不畅；舌红或暗、少
苔，脉沉细数、涩或促、结、代。
1.3

纳入标准

①有不稳定型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病

史；②中医辨证为气虚血瘀证；③按规定服药，检查

4.2

疗效标准

参照 《不稳定性心绞痛诊断和治疗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１。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８７．５％ ，优于对照组的 ６４．４％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０．０５）。

组

别

n

治疗组

48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显效
有效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17

6

87.5①

对照组
45
18
11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16

64.4

25

资料齐全。
1.4

排除标准

①各种急慢性感染；②各种心肌心

4.3

2 组 hs- CR P、MMP- 9 比较

见表 ２。２ 组治

内膜炎、严重心力衰竭、主动脉夹层及风湿病；③各

疗后 ｈｓ－ ＣＲＰ、Ｍ Ｍ Ｐ－ ９ 均较治疗前降低（P＜０．０５），

种免疫和自身免疫性疾病；④影响观测本项目的出凝

治疗组较对照组更进一步降低，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血疾病；⑤应用影响观测本项目的激素、免疫抑制剂

（P＜０．０５）。

及抗凝剂。
２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组

给予针对 ＡＣＳ 患者的常规处理，如抗

凝、抗血小板聚集、抗心肌缺血等。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三甲散加减，

处方：穿山甲、鳖甲各 １０ ｇ，僵蚕、降香、人参各
１２ ｇ，黄芪 ６０ ｇ，桃仁、川芎各 １５ ｇ，鸡血藤 ３０ ｇ。
中药采用免煎颗粒剂型，每天 １ 剂，分早、中、晚
空腹服用。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表2 2 组 hs-CRP、MMP-9 比较（x±s）
时 间
n
hs- CRP(mg/L)
MMP- 9(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48
45

1 2.54±3.1 8
①②

3.10±0.92

14.04±3.34

197.61±46.86
101.88±35.39①②
1 89.87±39.1 7

治疗后
5.29±0.76
1 30.34±30.65①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①

②P ＜ 0.05

５ 讨论

均以 ２ 周为 １ 疗程，治疗 １ 疗程后进行疗效判

ＡＣＳ 属中医学胸痹、真心痛等范畴，属于本虚

定。

标实之证。本虚以气虚为主，标实以血瘀、痰浊为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主。研究发现在许多 ＡＣＳ 患者中存在气虚血瘀这一

3.1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采集静脉血离心取血清，

病机，采用益气活血结合西医常规治疗可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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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

ＡＣＳ 的发生主要与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综上所述，三甲散加减联合西医常规治疗 ＡＣＳ

破裂诱发血栓形成从而导致远端血管的完全或不完全

的可能机制为：抑制炎症因子和 Ｍ Ｍ Ｐ，达到稳定斑

阻塞有关。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类似于中医学

块的目的，从而发挥防治 ＡＣＳ 的作用。

的“痰瘀”之邪，本病病程日久，气虚衰微，瘀血内
停，心之络脉痹阻不通，痰瘀阻于心之络脉而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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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意义（P＜０．０５）。三甲散加减联合西医常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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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６，２６（３１２）：３４９１－ ３４９５．
［７］

痛患者发生心肌缺血的预测因子 ［４～５］。Ｍ Ｍ Ｐ－ ９ 是影
放各种炎症因子，导致斑块纤维帽降解破裂 ［６］。目前

ｔｈｅ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９，７（３）：２６１－ ２６３．
［９］

徐静雯，宋晓．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清基质金属
蛋白酶 ９ 测定的临床意义［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０９，４
（１４）：７７．

（责任编辑：骆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