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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经验方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冠心病介入术后临床研究
金国余，杨艳萍，雒焕文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甘肃 白银 ７３０９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益气活血经验方内服联合丹红注射液对冠心病介入术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
用。方法：选取 76 例冠心病介入术后心肌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8 例。2 组患者均给予抗凝、扩张冠状动脉、
营养心肌等基础治疗，对照组加用丹红注射液治疗，治疗组给予益气活血经验方内服联合丹红注射液治疗，2 组均连续用药 1 月。
比较 2 组的临床疗效，监测心肌损伤指标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 （CK-MB）、脑钠肽 （BNP）、心肌肌钙蛋白 （cTnI） 水平的变化。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2.1%，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 （7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术后 24 h，2 组血清 CK-MB、
BNP、cTnI 水平均高于术前 （P ＜ 0.05），治疗组各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术后 72 h，2 组 3 项指标均较术后 24 h 下降
（P ＜ 0.05），治疗组各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结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益气活血经验方内服联合丹红注射液利于
减轻冠心病介入术后心肌缺血的再灌注损伤，减少术后的缺血改变，强化心肌保护。
［关键词］ 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PCI）；心肌缺血；再灌注；气虚瘀阻证；中西医结合疗法；益气活血经验方；丹红
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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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Huoxue Yiqi Empirical Formula Combined with Danhong Injection fo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JIN Guoyu，YANG Yanping，LUO Hu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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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ＰＣＩ）的广泛应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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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加用丹红注射液（菏泽步长制药有限公

明显改善了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预后，成为临床

司）治疗，每次 ２０～４０ ｍ Ｌ，加入 １００～５００ ｍ Ｌ ５％

治疗冠心病患者的主要方式。但是，术中反复的球囊

葡萄糖注射液中稀释后缓慢滴注，每天 １～２ 次，伴

扩张会导致缺血再灌注损伤，也可引起内皮损伤、冠

糖尿病等特殊病情者，改用生理盐水稀释后使用，连

脉痉挛、血栓栓塞之象，进而加重心肌缺血，损伤心

续用药 １ 月。

肌。如何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心肌是近年

2.2

来研究的热点。本次研究重点观察益气活血经验方联

射液治疗，益气活血经验方组成如下：麦冬 ２０ ｇ，

合丹红注射液对冠心病介入术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当归、葛根各 １５ ｇ，川芎 １２ ｇ，黄芪、五味子各

的保护作用，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１０ ｇ，泽兰 ９ ｇ，红参、陈皮各 ８ ｇ，红花、红景天、

１

［１］

1.1 诊断标准 参照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
［２］

《心血管病诊疗标准》 中的相关诊断标准确诊。
辨证标准

加用益气活血经验方内服联合丹红注

刺五加、甘草各 ６ ｇ，三七末 ４ ｇ。随症加减：术后

临床资料

1.2

治疗组

中医辨证为气虚瘀阻证。患者可见

瘀阻甚者加入川牛膝 １５ ｇ；痰多者加入法半夏、瓜
蒌各 １０ ｇ；胸闷者加入薤白 ８ ｇ；热甚者加入黄芩
１２ ｇ，栀子 ６ ｇ；睡眠差者加入炒酸枣仁 １０ ｇ。每天

气短乏力，胸闷，心悸怔忡，心痛，自汗，舌质紫

１ 剂，水煎服，连续用药 １ 月。

暗、有瘀点或瘀斑，脉涩或结代。

３

纳入标准

1.3

年龄＞５０ 岁；病程＞６ 月；符合诊

3.1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手术前后空腹采集静脉血液，监测

断标准与辨证标准；患者充分了解研究内容，自愿参

心肌损伤指标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 ＭＢ）、脑钠

与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肽（ＢＮＰ）、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Ｉ）水平的变化。观察患者

排除标准

1.4

对药物耐受性差、依从性差、存在

的症状变化，２ 周复查一次心电图。参照 《中药新药

药物禁忌症的患者；合并有严重肝肾功能、造血功能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３］评价治疗前后气短乏力、

不全的患者；术后存在严重感染、出血等并发症的患

胸闷、心悸怔忡、心痛、自汗等中医证候，根据轻重

者。

分别记为 ０、１、２、３ 分，评分愈低，代表症状好转

1.5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本

愈明显。

院收治的 ７６ 例冠心病介入术后心肌缺血患者，采用

3.2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 ３８ 例，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男 ２４ 例，女 １４ 例；年龄 ５０ ～７５ 岁，平均（６２．４ ±

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

２．５）岁；冠心病病程 ６ 月～６ 年，平均（３．２±０．４）年；

４

单支血管病变者 １１ 例，二支血管病变者 １７ 例，三

4.1

支血管病变者 １０ 例；合并糖尿病者 １１ 例，高脂血

（试行）》 评价。显效：症状消失，心电图恢复正常，

症者 １３ 例，高血压病者 ９ 例。治疗组 ３８ 例，男 ２７

心功能正常，中医证候积分减少≥７０％ ；有效：症

例，女 １１ 例；年龄 ５２～７５ 岁，平均（６３．７±３．０）岁；

状明显改善，心电图检查指标有所改善，心功能检查

冠心病病程 ６ 月～７ 年，平均（３．４±０．５）年；单支血

接近正常，中医证候积分减少≥３０％ ；无效：症状

管病变者 １０ 例，二支血管病变者 １９ 例，三支血管

未见变化，甚则恶化。

病变者 ９ 例；合并糖尿病者 １３ 例，高脂血症者 １２

4.2

例，高血压病者 １０ 例。２ 组性别、年龄、病程、并

９２．１％ ，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７１．１％ ），差异有统

发症等一般资料经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处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５．６０４，P＜０．０５）。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

治疗方法
２ 组患者均给予抗凝、扩张冠状动脉、营养心肌

等基础治疗，术后给予氯吡格雷片、阿托伐他汀钙
片、阿司匹林肠溶片等常规基础药物疗法。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３］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计学意义（P ＞ ０．０５），说明 ２ 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２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

统计学方法

见表 １。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 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３８

１３

１４

１１

治疗组
３８
２０
１５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３

总有效率（％）
７１．１
９２．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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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手术前后心肌损伤指标比较

见表 ２。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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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健脾化痰；甘草调和诸药。众药配伍，攻补兼施、

２ 组心肌损伤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标本兼治，共奏益气行血、化瘀通络之功。近年来临

０．０５）。 术 后 ２４ ｈ， ２ 组 血 清 ＣＫ－ ＭＢ、 ＢＮＰ、 ｃＴｎＩ

床药理研究显示，黄芪、三七、红花、泽兰、葛根、

水平均高于术前（P＜０．０５），治疗组各指标水平均低

刺五加等药物的有效成分均有良好的心肌保护作用，

于对照组（P＜０．０５）。术后 ７２ ｈ，２ 组 ３ 项指标均较术

其作用机理在于能有效抗氧自由基损伤、减少炎性细

后 ２４ ｈ 下降（P＜０．０５），治疗组各指标水平均低于对

胞浸润、抗脂质过氧化、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等，从而

照组（P＜０．０５）。提示治疗组患者术后的心肌损害程

增加冠脉血流量，能有效防治 ＰＣＩ 术后心肌缺血再

度低于对照组，心肌保护作用优于对照组。

灌注损伤的发生。丹红注射液由丹参、红花等有效成

表2
组 别

n

对照组 ３８

2 组手术前后心肌损伤指标比较（x±s）
ＣＫ－ ＭＢ（Ｕ／Ｌ）

ＢＮＰ（ｐｇ／ｍＬ）

ｃＴｎＩ（ｎｇ／ｍＬ）

术前

１５．７±３．６

１１４．３±２１ ．７

０．２±０．０９

凋亡、保护神经等作用，对缺血再灌注心肌细胞有保

术后 ２４ ｈ ５７．４±５．７①

３９２．６±５５．８①

９．５±０．４３①

护作用［６～７］。

术后 ７２ ｈ ２０．２±３．４ ②

１ ３８．９±２３．５②

１．２±０．３７②

１１ ５．８±２７．４

０．２±０．０６

照组。术后 ２４ ｈ，２ 组血清 ＣＫ－ ＭＢ、ＢＮＰ、ｃＴｎＩ 水

２４５．７±３１ ．６①③

３．６±０．２３①③

平均高于术前，而治疗组上升幅度较小；术后 ７２ ｈ，

１６．２±３．５

术后 ２４ ｈ ３１．４±４．６①③

术后 ７２ ｈ １７．６±２．３②③ １２０．４±１ ８．３②③ ０．６±０．０８②③
与同组手术前比较，①P ＜ 0.05；与同组术后 24 h 比较，
②P ＜ 0.05；与对照组同一时间段比较，③P ＜ 0.05

５

丹红注射液具有保护心血管、抗炎、降脂、抗凝、抗

时间

术前
治疗组 ３８

分精制而成，功可化瘀通络。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讨论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心脏手术引起的主要并发

症之一，多是手术等原因引起冠状动脉血流量降低，
致使心肌氧等物质供应不足和代谢产物清除减少的临
床状态［４］。现代医学研究认为，ＰＣＩ 术后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发病机制主要与心肌再灌注时机体氧自由
基生成增多、微血管损伤、心肌细胞凋亡、心肌细胞
能量代谢障碍等密切相关［５］。
中医文献中并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之名，
根据其症状表现可归于心悸、胸痹、真心痛等范畴。
患者多因年老体弱、脏腑功能亏虚，加之手术伤及局
部血脉，术中耗气伤血，术后心气不足，无力行血，
致心血瘀阻心脉，正如 《续医随笔》 所云：“气虚不
足以推血，则必有瘀”。因此，气虚血瘀是 ＰＣＩ 术后
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主要病机特点。宜治以益气养
血，化瘀通络。笔者自拟的益气活血经验方中，黄芪
健脾益气、固卫和中；红参温补心阳，与黄芪配伍，
增强助心行血之功；麦冬、五味子清心润肺、养阴生
津，还可防阳盛太过；当归、川芎养血活血，补中有
行；三七重在化瘀通络；红花活血化瘀；泽兰活血通

本次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

２ 组 ３ 项指标均较术后 ２４ ｈ 下降，治疗组各指标水
平均低于对照组，这说明 ＣＫ－ ＭＢ、ＢＮＰ、ｃＴｎＩ 三者
水平变化是 ＰＣＩ 术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情况的重
要反映，也是远期预后的重要反映。另外，这也提示
了益气活血经验方内服联合丹红注射液利于减轻 ＰＣＩ
术后心肌缺血的再灌注损伤，减少术后的缺血改变，
强化心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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