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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塞通注射液治疗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观察 

冯 尚 

桐柏县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河南南阳 

【摘要】目的 探讨临床治疗老年心脑脑血管疾病过程中血塞通注射液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2 年

收治的 80 例老年心脑血管患者开展研究，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两组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每组患

者 40 例。以香丹注射液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干预治疗，观察组患者则采取血塞通注射液进行干预，对两组患

者治疗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病情无明显差异，P>0.05。注射治疗积极改善了两组患者的

血流流变学指证，且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指证改善状况更加显著，P<0.05。在治疗总有效率方面相比较，

观察组织患者整体治疗效率明显超过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临床治疗老年性心血管疾病的过

程中血塞通注射液有效吸收患者血管中的血肿，从而避免对于神经系统造成较大损伤，具有良好的临床应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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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n Xuesaitong Injection in Treating Senile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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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uesaitong inject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senile 
cardio 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s. Methods 8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dmitted in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Xiangdan injection was used to intervene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Xuesaitong injection was used to 
interven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injection treatment actively improved the hemorheology indication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the tissu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Xuesaitong injection can effectively absorb the 
hematoma in the blood vessels of patients in the course of clinical treatment of senil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o as 
to avoid causing greater damage to the nervous system. It has a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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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实践表明 60 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是老年

性心血管疾病的多发群体，老年人的高血压病症通

常情况下都会伴随高血糖和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

是临床上复发率高、并发症多、致残率高一种病症，

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早期干预和积极治疗很可能会对

患者生命造成严重威胁[1]。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

过程中血塞通注射液属于一种有效治疗药物，注射

血塞通后可以积极改善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同

时也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全血和血浆黏度，在此基础

上患者心脑血管系统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通过血

塞通治疗可以充分发挥出抗血栓、消肿等作用[2]。

为进一步明确血塞通注射液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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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课题重点研究了我院收治的 80 例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利用血塞通注射液后的治疗效果，现做如下

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收治的 80 例老年心脑血管患者开

展研究，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两组患者均分为对

照组及观察组，每组患者 40 例。其中观察组患者的

男女比例为 19:11，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 53 岁和

84 岁，平均年龄达到（73.8±2.4）岁；其中对照组

患者的男女比例为 17:13，年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

55 岁和 85 岁，平均年龄达到（74.9±1.6）岁；两组

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较无明显差

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确诊后采取了静脉注射药物治

疗的方式，对照做患者采取的是香丹注射液进行干

预，经过注射干预后的两组患者心电图及血流流变

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 
（1）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入院后每日需利用浓度为 5%的

葡萄糖溶液混合 500mg 血塞通进行注射治疗，每日

注射一次，以两周为一个疗程，每次注射前后都需

要对患者心电图变化情况进行及时关注和记录，同

时定期针对该组患者开展血尿常规、血流流便血指

标的检测。 
（2）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在入院后每日利用浓度为 5%的葡

萄糖溶液混合 20ml 香丹注射液进行注射治疗，每日

注射一次，同样以两周为一个疗程。注射治疗后采

取与观察组患者同样的指标观察方式。 
1.3 观察指标 
针对两组患者两周注射治疗后的血流流变区指

标变化情况进行观察； 
对两组患者进行治疗后的疾病治疗有效率进行

观察。患者经注射治疗后心电图、及临床症状改善

明显，且患者神经功能无明显损伤症状为现象；患

者临床症状经治疗后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在心电图

监测证仍然存在一定异常为有效；患者临床症状经

治疗后无任何改善，心电图检测中发现明显异常为

无效；患者进行临床治疗后临床症状出现恶化，心

电图异常状况更加明显为加重。 
1.4 统计学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将各类资料利用 SPSS22.0 软

件进行统计，通过 t 来检验计量资料，（x±s）为

其表达方式，利用百分比（%）来表示计数资料，

通过 χ2 进行检验，P＜0.05 是统计学意义成立的依

据。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流流变学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流流变学指标无明显差

异，P>0.05。经两周治疗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流流

变学指标明显改善，且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做患

者各项指标改善程度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
详见下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经两周静脉注射治疗后，对照组患者整体治疗

有效率达到 87.5%，而观察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

率达到 97.5%，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治

疗有效率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流流变学指标对比（分，x±s） 

组别 n 低切黏度（m，Pa/s） 高切黏度（m，Pa/s） 还原低切黏度（m，Pa/s） 还原高切黏度（m，Pa/s） 红细胞积压 

观察组 40 
12.9±1.1 5.7±0.2 23.9±1.8 9.6±1.2 48.4±1.8 

8.2±1.3 3.2±0.1 17.8±1.7 5.4±1.0 39.2±1.7 

对照组 40 
11.9±1.4 5.3±0.1 21.9±1.2 9.5±1.2 48.1±1.6 

11.2±1.2 4.9±0.2 18.7±1.4 7.9±1.0 42.5±2.0 

表 2 两组患者总体治疗有效率对比（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加重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31（77.5） 8（20） 1（2.5） 0 39（97.5） 

对照组 40 24（60） 11（27.5） 4（10） 1（2.5） 35（87.5） 

χ2      14.236 

p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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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结构

越来越严重，而伴随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是老年

人群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急剧增加，心脑血管

疾病也成为了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种主要病症
[3]。根据医学临床研究发现，老年性心血管疾病多

数情况下是因血浆纤维蛋白含量持续增加而导致，

心脑血管系统中的血浆纤维蛋白含量增加会导致血

液黏度增加，血液黏度长期过大会引发血栓，而血

栓会导致患者出现动脉血管变窄，严重情况下会导

致血管闭塞，严重影响患者心肌供血量，也会导致

患者产生相关并发症[4-5]。心脑血管疾病病情严重时

会直接导致患者猝死。因此针对老年性心脑血管疾

病采取早期干预治疗方式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

血塞通的主要药水成分是三七总皂苷。该药物在临

床上具有通脉活络、活血祛瘀等一些功效，因此可

以对患者血小板凝聚症状进行有效缓解，同时也可

以让脑血流量增加[6]。另外，为患者静脉注射血塞

通注射液后可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甘油三酯和胆固

醇总含量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对于心绞痛、冠心病

基因脑梗死的患者通过静脉注射血塞通可以对其低

密度脂蛋白含量进行有效控制，对自由基损伤能形

成有效抵抗效果，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方面能体现

出明显疗效。从大量的临床实践情况可以看出，在

临床治疗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与常规药

物治疗方式相比较，静脉注射血塞通注射液具有更

加明显的治疗效果。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重点针对临床老年性心脑血

管疾病治疗过程中血塞通注射液和香丹注射液治疗

效果进行对比，根据对比结果可发现，在临床治疗

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血塞通注射液发挥出

了明显治疗作用，在实验中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到

了 97.5%，而采取香丹注射液进行干预的对照组患

者整体治疗有效率为 87.5%，由此可以充分证明，

与香丹注射液相比较，血塞通注射液在临床中的应

用可以更好的改善患者血流流变指标。由此也可以

充分证明，在临床治疗老年性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

中，与传统的常规药物治疗方法相比较，血塞通静

脉注射治疗方式具有更加明显的治疗效果，而且体

现出了更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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