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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瑞克林联合血栓通对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神经功
能缺损评分变化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黄德波 、 冯国宽 、 毛献泉 、 何玉燕 、 周远方

【摘要】目的　探讨尤瑞克林联合血栓通对急性缺血性脑梗死（Acute Ischemic Stroke，AIS）患者

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变化与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方法　按随机抽样法选取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 114 例 CIS 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 57 例。两组入组前均给予基础性治疗，对照组常规治疗基础上以尤瑞克林进行治疗，而

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使用血栓通，对比两组疗效以及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缺损和日

常生活能力的变化情况。结果　两组治疗前 NIHSS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 0.05）；观察组治疗 1 疗

程后以及治疗完毕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

治疗前两组 SF-36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 SF-36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在 CIS 患者中采用尤瑞克林联合血栓通治疗可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神

经功能缺损以及恢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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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Ureklin combined with Xueshuantong on patients with the clinical effect of Urekrin 
combined with Xueshuantong 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andchanges of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and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were analyzed　　HUANG Debo，FENG Guokuan，MAO Xianquan，et al. Hezhou People's Hospital，
Hezhou 54289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Ureklin combined with Xueshuantong on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cerebral infarction（AIS）and the changes of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Methods　A total of 

114 CIS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anuary 2019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57 cases each.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basic treatment before enrollment，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uricillin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combined with thrombu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 nerv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Changes in functional impair-

ment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NIHS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The NIHS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after finishing treatment（P<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F-36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After treatment，SF-36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Urekrin combined with Xueshuantong in CIS patients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and restore the daily living ability of patients，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Key words】Ureklin；Xueshuantong；Acute ischemic cerebral infarction；Neurological impairment；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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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梗死（Cerebral Ischemic Stroke，

CIS）是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泛指因脑动脉闭塞，

血流受阻而出现脑组织梗死，且多伴神经元、星形

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的损伤。CIS 发病机制复

杂，临床研究发现，动脉粥样硬化是脑梗死出现的

最为常见的病因。此外，吸烟、饮食不当、缺乏体

育锻炼以及精神压力过大、偏头痛等因素均和 CIS

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关系。近期，有学者发现，CIS 发

病后，患者常会因为脑组织缺血而出现不同程度的

意识和运动障碍，而其中运动障碍是最为常见的症

状，严重影响患者日常工作和生活［1］。既往 CIS 的治

疗主要以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为主，并辅以部分

特殊治疗，包括溶栓、抗血小板聚集、抗凝、神经

保护剂和手术等［2］。尤瑞克林是国家一类新药，也

是目前临床治疗急性脑梗塞的主要和常用药物，但

临床实践发现，采用尤瑞克林治疗 CIS 虽能够取得

较为良好的效果，但其副作用相对较大，不利于患

者预后改善［3］。而焦燕等［4］学者在研究中指出，血

栓通在 CIS 中具有良好的效果，加之其成分多为中

药，副作用小，更符合患者和临床所需。基于此，

本次研究特选取 114 例 CIS 患者，分析尤瑞克林联合

血栓通治疗 GIS 的效果和价值，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患者于 2017 年 6 月 ~2019 年 1 月就诊于我院神

经内科且行临床检查和 CT、MRI 以及 X 线等影像学

仪器确诊，同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组。其

中，观察组男 31 例，女 26 例，年龄 48~81 岁，平

均年龄（63.57±2.18）岁，病程 3h~72h，平均病程

（31.51±1.76）h，合并症状：高血压 22 例，糖尿病

13 例，冠心病 11 例，血脂异常 11 例；对照组男 33
例，女 24 例，年龄 50~80 岁，平均年龄（63.61±

2.25）岁，病程 3h~70h，平均病程（31.48±1.67）h，

合并症状：高血压 23 例，糖尿病 15 例，冠心病 12
例，血脂异常 7 例，对比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等

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知情同意；②符合《中国脑梗死中

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17）》［5］中关于 CIS 的相关诊断

标准；③临床资料完整且依从性良好；④无过敏反应

和身体禁忌症。

排除标准：①存在心、肾功能障碍；②合并严重

精神性疾病；③药物过敏或存在相关禁忌症；④认知

障碍；⑤昏迷或大面积梗死者；⑥临床资料不全或拒

绝参与本次研究者。

1.3　方法

两组入组前均给予基础性治疗，即阿司匹林口

服，150~300mg/ 次，1 次 /d 和氯吡格雷 75mg，1 次

/d，阿托伐他汀钙片 20mg，1 次 /d，以及降颅内压、

氧气支持、营养支持和脑保护等，同时根据患者情

况实施对症处理，包括血糖、血脂和血压调控等。

对照组在上述基础上给予尤瑞克林治疗，即

在起病 48h 内将 0.15PNA 单位注射用尤瑞克林（国

药准字 H20052065，规格 0.15PNA 单位 / 瓶）混于

100ml 氯化钠注射液中对患者实施静脉滴注，时间为

30min，1 次 /d，以三周为一疗程。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血栓通治疗，即将

250mg 注射用血栓通（国药准字 Z20025652，规格：

250mg/ 支）混于浓度为 5％氯化钠注射液 250ml 中对

患者进行静脉滴注，1 次 /d，疗程同上。两组同时治

疗 2 个疗程。

1.4　观察指标

①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在患者治疗前、

一疗程后以及治疗完成时，对患者其神经功能缺损

情况进行评价，共计 15 个项目，总分 42 分，得分

越高表示其神经功能缺损越严重；②疗效评定结合

NIHSS 评分进行评价［6］，即治愈：NIHSS 评分减少程

度＞ 90％且病残程度为 0；好转：NIHSS 评分减少程

度在 46％~89％，病残程度在 1~3 级；有效：NIHSS

评分减少程度在 18%~45％；无效：未达上述标准或

病情恶化；③以一般健康状况调查简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对两组患者治

疗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价，内容包括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会

功能、情感职能以及精神健康等 8 个维度，3 级评分

法评定，满分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能力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纳入 SPSS 22.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x±

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卡方检验，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线资料分析

患者入院后对其性别、年龄、病程等基线资料进

行统计，结果显示两组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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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 NIHSS 评分分析

两 组 治 疗 前 N I H S S 评 分 对 比 无 显 著 差 异

（P>0 .05）；观察组治疗 1 疗程后以及治疗完毕

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NIHS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NIHSS

治疗前 一疗程后 治疗完毕

观察组 57 15.76±2.43 9.26±1.73 4.03±1.01

对照组 57 15.83±2.51 12.61±1.58 7.52±1.35

t - 0.151 10.795 15.628

P - 0.880 0.00 0.000

2.3　疗效分析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3。
表3　两组疗效对比［n（％）］

组别 n 痊愈 好转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57 26（45.61）16（28.07）13（22.81） 2（3.51） 55（96.49）

对照组 57 21（36.84）14（24.56）12（21.05）10（17.54）47（82.46）

χ2 - 5.961

P - 0.015

2.4　日常生活能力分析

治疗前两组 SF-36 评分见表 4，各项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SF-36 评分见表

5，观察组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CIS 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多由各类因素导致

脑组织缺血、缺氧所致，不仅会损害患者神经功能，

严重时还会危及其生命安全。近几年，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CIS 发生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临

床研究发现，我国 CIS 比例在所有脑血管疾病中占

约 70％～80％，是目前导致人类因疾病死亡的主要

因素之一［7］。既往研究显示，CIS 发病其病灶多由中

心坏死区和周围缺血半暗带组成。前者常见于严重

完全性缺血而导致脑细胞死亡，后者为侧支循环存

在而有存活神经元［8］。为此，临床认为，如何恢复

患者血液供应以及对脑组织代谢情况进行改善，是

治疗 CIS 的关键和基础［9］。基于此，本次研究对尤瑞

克林联合血栓通治疗 CIS 的效果和价值进行分析。

尤瑞克林是一种新型药物，其主要成分为人尿

激肽原酶，即从新鲜人尿中提取的由 238 个氨基酸

组成的糖蛋白。其作用机制是将激肽原转化为激肽

和血管舒张素。而临床体外研究发现，尤瑞克林可

以舒张人体动脉，抑制血小板聚集以及增强红细胞

的变形能力和氧解离能力。此外，部分学者将尤瑞

克林用于动物实验中发现，给予尤瑞克林静脉注射

会增加麻醉犬椎间、股动脉和颈总动脉血流量。既

表1　两组基线资料对比

组别 n 性别（男/女） 年龄（岁） 病程（h）
合并症状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血脂异常

观察组 57 31/26 63.57±2.18 31.51±1.76 22（38.60） 13（22.81） 11（19.30） 11（19.30）

对照组 57 33/24 63.61±2.25 31.48±1.67 23（40.35） 15（26.32） 12（21.05） 7（12.28）

χ2/t - 0.027 0.096 0.093 0.037 0.489 0.055 1.056

P - 0.870 0.923 0.926 0.848 0.663 0.815 0.304

表4　治疗前两组SF-36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生理机能 65.32±3.89 66.14±3.65 1.161 0.248

生理职能 68.22±3.48 68.71±4.02 0.696 0.488

躯体疼痛 70.18±3.32 71.04±4.12 1.227 0.222

一般健康状况 71.08±3.26 71.15±3.34 0.113 0.910

精力 70.16±3.47 70.42±3.25 0.413 0.681

社会功能 72.65±2.76 72.93±3.86 0.446 0.657

情感职能 72.11±3.01 73.00±3.45 1.468 0.145

精神健康 70.28±3.72 71.02±3.64 1.073 0.285

表5　治疗后两组SF-36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生理机能 83.45±2.71 67.59±3.61 26.526 0.000

生理职能 81.06±3.57 68.71±4.02 17.343 0.000

躯体疼痛 86.07±2.93 72.64±4.11 20.088 0.000

一般健康状况 85.71±2.46 74.05±3.86 19.232 0.000

精力 86.47±3.16 77.81±3.74 13.353 0.000

社会功能 84.19±2.77 76.93±3.16 13.044 0.000

情感职能 88.63±3.24 79.51±3.42 14.616 0.000

精神健康 82.06±3.17 74.08±3.49 12.77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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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史壮宏等［10］学者将注射用尤瑞克林用于急性进展

性脑梗死中发现，其治疗总有效率可达 90.2％，而

其 NIHSS 评分显著降低。而赵勇［11］等人在研究中将

尤瑞克林联合疏血通用于急性进展性脑梗死治疗中

发现，其治疗总有效率为 92.06％且其血液流变学指

标和 NIHSS 指标明显改善。上述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表明尤瑞克林可改善患者神经缺损功能以及提高疗

效。

血栓通是一种中成药制剂，其成分为三七总皂

苷，具有活血祛瘀、通脉活络的效果。其药理机制

主要是通过调节一氧化氮合成，降低血小板的活性

和抑制其聚集，进而发挥抗栓和溶栓作用。血栓通

用于缺血性脑梗死的治疗，可有效抑制血小板凝聚，

改善微循环，同时对脑血管内皮加以保护，抑制或

预防血栓的形成，通过抗氧化反应、阻止缺血区神

经细胞凋亡以及扩张脑血管等机制增加缺血区脑部

血流量，从而使因缺血受损的脑细胞逐步恢复正常

功能，达到治疗目的。既往高文蓝［12］等学者将注射

用血栓通联合盐酸法舒地尔用于缺血性脑梗死患者

中发现，给予上述治疗，患者红细胞聚集指数、红

细胞沉降率、全血高切粘度以及血细胞比容等明显

改善。而李玉青等［13］通过分析血栓通联合丁苯酞软

胶囊对脑梗死急性期患者神经的保护功能的影响发

现，患者治疗后 NIHSS 评分显著降低且 BI 指数明显

改善，其总有效率可达 94％。而本次研究中发现，

联合血栓通和尤瑞克林治疗 CIS 其总有效率可达

96.49％且患者神经缺损功能和生活能力显著改善。

提示尤瑞克林和血栓通效果更好，联合治疗能够有

效的治疗缺血半暗带，降低脑细胞灌注损伤和改善

患者神经缺损功能。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单纯使用

尤瑞克林主要机制仅体现在舒张脑血管和抑制血小

板凝聚，疗效有限；而联合血栓通治疗对血小板凝聚

抑制效果增强，且血栓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脑血

管内皮再次受损，抑制了血栓的形成，故治疗总有

效率提高。另外，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即未设

置单纯使用血栓通治疗组，不能体现血栓通单独用

药在急性缺血性脑梗死中的确切效果，有待进一步

探究。

综上所述，尤瑞克林联合血栓通用于 CIS 治疗

效果显著且可有效的改善患者神经缺损功能以及提

高患者生活能力，促进其恢复，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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