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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郭慧敏 李泽宇 孙丽君 王淑芳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呼和浩特 010050)

摘要 目的:探讨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效果。方法:将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神经内科收治的8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40例)和对照组(4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

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评分)、正常生活

能力评分(BI评分)及血脂指标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显效率为87.5%(35/40),总有效率为97.5%(39/40),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67.5%(27/40)、82.5%(33/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和BI评分均有改善,且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NIH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B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血脂指

标[甘油三脂(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均有改善,且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TC、TG、LDL-C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HDL-C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红花黄

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期脑梗死有助于提升患者神经功能和生活能力恢复,改善血脂,提高疗效,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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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脑梗死属于一种常见病及多发病,是由脑动脉管腔

狭窄、闭塞导致脑部缺氧、缺血,进而引起的局限性脑软化或

脑组织缺血性坏死病症[1]。脑梗死发病率、致残率及致死率

均较高,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临床上

主要采用溶栓、神经保护和改善循环等方法治疗急性脑梗

死,以及时缓解患者神经功能损伤,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

既往研究表明,红花黄色素注射液以红花为主要有效成分,

具有保护心肌、改善微循环和清除氧自由基等作用[2]。本研

究旨在探讨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

及对患者神经功能、生活能力、血脂水平的影响,为临床治疗

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至2016年3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神经内收治的8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符

合2008年全国第八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订的相关诊断标

准[3],且经颅脑CT或磁共振成像(MRI)确诊。病例纳入标

准:(1)首次发病且急性期48h内入院;意识清醒、愿意配合

治疗、调查者;(2)入院前1个月内未接受过抗血小板聚集、

溶栓及抗凝等治疗,无药物禁忌证者。病例排除标准:(1)合
并大面积脑梗死或近3个月内有手术史者;(2)有明显出血

倾向或血小板计数<80×109/L;(3)伴有严重感染和心、肝、

肾等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者;(4)妊娠、哺乳期妇女。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观察组(40例)和对照组

(40例),其中观察组男26例,女14例;年龄42~80岁,平均

(61.4±13.6)岁;合并疾病:冠心病16例,高血压25例,糖尿

病15例;梗死部位:基底节区梗死24例,小脑梗死8例,脑叶

梗死6例,脑干梗死2例。对照组患者男25例,女15例;年
龄45~82岁,平均(63.5±15.2)岁;合并疾病:冠心病18例,

高血压28例,糖尿病13例;梗死部位:基底节区梗死25例,

小脑梗死6例,脑叶梗死5例,脑干梗死4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及梗死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治疗方法包括吸氧、保持呼吸道

畅通、补液、降低颅内压及抗感染等。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加用红花黄色素注射液(山西华辉凯德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50582):取100mg红花黄色

素注射液 加 入250mL0.9%氯 化 钠 注 射 液 中 静 脉 滴 注,

1次/d,连续治疗2周。

1.3 观察指标

1.3.1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

量表(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strokescale,NIHSS)评分标

准[4]对治疗前及治疗14d后神经功能缺损情况进行评分,该
量表包括意识水平、肢体运动、感觉、面瘫、视野、凝视、忽视、

语言、共济等15项内容,每项0~2分,总分30分,得分越高

表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越重。

1.3.2 疗效判定[5]:疗效指数≥91%,病残程度0级为基本

治愈;疗效指数为46~90%,病残程度1~3级为显著进步;

疗效指数为18~45%为进步;疗效指数≤17%为无效。显效

率=(基本治愈+显著进步)/总例数×100%,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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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治愈+显著进步+进步)/总例数×100%。其中疗效

指数=(治疗前NIHSS评分-治疗后 NIHSS评分)/治疗前

NIHSS评分×100%。

1.3.3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采用Barthel指数(BI)[6]对日常

生活能力进行评分,该量表包括吃饭、用厕、小便、大便、洗
澡、穿衣、修饰、上楼梯、活动及转移10个项目,其中活动、转
移15分,吃饭、用厕、小便、大便、穿衣、上楼梯10分,洗澡、修
饰5分,满分100分,<20分为重度依赖,20~40分为中度依

赖,41~60分为轻度依赖,>60分为日常生活基本自理。

1.3.4 血脂指标:采用日本日立 AU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检测治疗前、后血脂指标变化情况,包括甘油三脂(TG)、总
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t检验,计
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NIH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NIHSS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NIH-
S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IHSS评分比较(췍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20.5±8.3 6.4±0.8*#

对照组 40 20.3±7.5 13.6±3.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
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显效率为87.5%(35/40),总有效率为97.5%
(39/40);对 照 组 显 效 率 为 67.5%(27/40),总 有 效 率 为

82.5%(33/40),两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基本治愈 显著进步 进步 无效 显效率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5(62.5) 10(25.0) 4(10.0) 1(2.5) 35(87.5) 39(97.5)
对照组 40 20(50.0) 7(17.5) 6(15.0) 7(17.5) 27(67.5) 33(82.5)

χ2 4.588 5.000
P 0.032 0.02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I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B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BI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BI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TC、TG、LDL-C、HDL-C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C、TG、LDL-
C、HDL-C水平均有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TC、TG、LDL-C水平低于对照组,

HDL-C水平高 于 对 照 组,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
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BI评分比较(췍x±s,分)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25.1±6.5 58.3±8.5*#

对照组 40 24.6±7.2 41.6±7.8*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
治疗后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췍x±s,

cB/mmol·L-1)

指标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TC 观察组 40 6.5±2.3 4.1±0.3*#

对照组 40 6.5±2.4 5.8±0.5*

TG 观察组 40 2.8±1.6 1.5±0.9*#

对照组 40 2.9±1.9 2.5±1.1*

LDL-C 观察组 40 3.8±1.3 2.4±0.9*#

对照组 40 3.9±1.6 3.5±1.5*

HDL-C 观察组 40 1.4±0.3 1.9±0.6*#

对照组 40 1.3±0.4 1.5±0.2*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P<0.05

3 讨 论

  急性脑梗死是由多因素导致的局部动脉狭窄或完全闭

塞,造成脑组织缺氧、缺血及坏死,进而引起脑神经损伤,临

床表现出一系列神经功能障碍的脑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

究表明,约4/5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疾,其

中10%左右的患者伴有重度残疾,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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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存质量。既往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

化是急性脑梗死形成的主要病因之一[7]。动脉粥样硬化可

导致血管狭窄或闭塞,血液中纤维素、血小板等成分聚集、黏

附于内膜而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形成栓子可影响血液的正常

流动而诱发脑血栓。因此,及时扩张脑血管,改善缺血区血

液供应以保护脑组织,减轻继发性脑损伤是治疗急性脑梗死

的关键。

  中医理论认为,脑梗死属于“眩晕”、“中风”范畴,病机主

要在于气血瘀滞、脉络瘀阻,因此应选用活血化瘀类中药以

益气活血、祛风通络[8]。红花黄色素属于水溶性黄酮中的查

尔酮类物质,主要有效成分为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红花。有

研究证实,红花黄色素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血栓、扩张冠

状动脉、降血脂等作用[9]。红花黄色素可抑制血小板激活因

子(PAF)诱发的血小板聚集与释放,促进血液循环,阻碍动

脉斑块形成,同时提高纤溶酶活性而发挥抗血栓作用,进而

有效保护神经系统功能[10]。张宏宇等[11]研究表明,红花黄

色素注射液可延长大鼠颈动脉血栓形成时间,减轻血栓重量

和体外血栓长度,同时改善高脂血症大鼠血脂水平,证实了

红花黄色素注射液具有抗血栓和降血脂作用。林萍等[12]研

究结果表明,红花黄色素可通过抗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

同时调节血脂而缓解动脉粥样硬化。Ventura等[13]研究表

明,红花黄色素可通过降低TC、TG水平降低高脂血症导致

的血栓和粥样硬化斑块破裂风险。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TC、TG、LDL-C水平显

著低于对照组,HDL-C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红

花黄色素注射液可通过调节血脂而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

化。另外,观察组显效率(87.5%)、总有效率(97.5%)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67.5%、82.5%,且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BI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

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可改善患者神经功能,提

升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确

切,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同时调节血

脂,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TheCooperativeGroupforReassessmentofDefibrase.

ReassessmentofdefibraseIntreatmentofacutecerrbral

infarction:anulticenter,randomized,double-blind,pla-
cebo-controlledtrial[J].ChinMedSciJ,2005,20(3):

115-158.
[2] 崔寒尽,何浩宇,邢之华.红花黄色素注射液治疗急性

脑梗死总有效率和安全性的 Meta分析[J].中成药,

2011,33(8):1299-1302.
[3] 梁 勇.通脉颗粒联合尿激酶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的

疗效及对血清相关因子的影响[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2015,24(7):755-757.
[4] 蔡业峰,贾 真,张新春,等.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

(NIHSS)中文版多中心测评研究-附537例缺血中风多

中心多时点临床测评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8,31(7):494-498.
[5] YooAJ,BarakER,CopenWA,etal.Combiningacute

diffusionweightedimagingandmeantransmittimele-
sionvolumeswithNationallnstitutesofHealthStroke

ScaleScoreimprovesthepredictionofacutestrokeout-
come[J].Stroke,2010,41(8):1728-1735.

[6] LeungSO,ChanCC,ShahS.DevelopmentofaChinese

versionoftheModifiedBarthelIndex-validityandrelia-
bility[J].ClinRehahil,2007,21(10):912-922.

[7] 张 俊,袁 勇,朱本亮.脑动脉粥样硬化性脑血栓形

成患者梗死体积和神经功能评分与多种危险因素的关

系[J].卒中与神经疾病,2013,20(3):169-171.
[8] 宋玲祥,杨明刚.丹红注射液联合常规治疗在急性脑梗

死患者中的应用价值[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

23(14):1522-1524.
[9] 于海亮,王海英,蒋 桦,等.红花黄色素注射液对不稳

定心绞痛患者C反应蛋白、血流变、血脂的临床疗效观

察[J].血栓与止血学,2015,21(1):19-21.
[10]杨丽娟,王莉梅,姚 铭,等.依达拉奉联合红花黄色素

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的荟萃分析[J].中国临床研究,

2013,26(4):313-316.
[11]张宏宇,陈 沫,熊文激.红花黄色素抗血栓和降血脂

作用的实验研究[J].中国实验诊断学,2010,14(7):

1028-1031.
[12]林 萍,任 谦.红花黄色素对老年冠心病患者血脂和

炎症因子影响的临床观察[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09,29(8):652-653.
[13]VenturaNM,PetersonNT,TseMY,etal.Molecular

adaptationsinvasoactivesystemsduringacutestrokein

salt-inducedhypertension[J].MolCellBiochem,2015,

399(1/2):39.

(本文编辑:刘夕霞) 

·888·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6Oct;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