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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治疗中阿司匹林肠溶片临床效果观察 

冯 尚 

桐柏县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河南南阳 

【摘要】目的 对临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治疗中阿司匹林肠溶片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方法 以我院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间收治的 90 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将两组均分为对照

组（n=45）及观察组（n=45），对照组患者在治疗中使用的是氯吡格雷进行干预，而观察组治疗中使用的

是阿司匹林肠溶片。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凝血酶活化时间（APTT）、血浆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原

时间（PT）、血小板计数（PLT）以及整体治疗有效率进行对比。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各项指标无明显

差异，P>0.05。经药物治疗干预后，两种患者血小板计数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患者血浆纤维蛋白原

明显低于对照组，凝血酶活化时间、凝血酶原时间方面，观察组患者明显长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两组患者在整体治疗有效率方面相比较。观察组患者明显更优。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临床治疗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的过程中阿司匹林肠溶片具有更加明显的治疗效果，经营药物干预后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可以

得到积极改善，具有极大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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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spirin enteric coated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of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2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plan, the two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45)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45).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lopidogrel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treatment,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aspirin enteric coated 
tablets in the treatment. Thrombin activation time (APTT), plasma fibrinogen (FIB), prothrombin time (PT), 
platelet count (PLT) and the overall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drug therap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telet count between the two patients (P>0.05). 
The plasma fibrinoge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thrombin activation time and prothrombin tim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overall treatment efficiency.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spirin Rongchuang Tablet has a more obvious therapeutic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After drug intervention, patients' coagulation function indicators can be 
actively improved, which has great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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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局灶性脑部缺血症状，短暂性脑缺血 会严重影响患者神经功能[1]。该病症通常仅持续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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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患者在 30min 内会自行恢复，如病症延续超

过 2h 会严重损害神经功能。从临床数据统计发现，

33~65 岁群体是该病症的高发群体[2]。该病症发病前

有明显先兆，且不会留下后遗症。临床上主要以抗

血小板的药物进行治疗，当然各类药物治疗效果存

在明显差异。为探讨临床治疗短暂性脑缺血种阿司

匹林溶肠片的治疗效果，本文选取 80 例短暂性脑缺

血患者进行研究，现做如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间收治的 90

粒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

案将两组均分为对照组（n=45）及观察组（n=45）。

对照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3:17，年龄最小值及最大值

分别为 43 岁和 74 岁，平均年龄值达到(60.76±4.92)
岁；该组患者中有 14 例合并高血压，15 例合并糖

尿病，其余患者均存在周围动脉病症。观察组患者，

男女比例为 24:16，年龄最小值及最大值分别为 44
和 75 岁，平均年龄值达到(61.32±5.23)岁；该组患

者中有 16 例合并高血压，13 例合并糖尿病，其余

患者均存在周围动脉病症。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并发症等一般治疗方面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对饮食习惯进行指导，同

时嘱咐患者对蛋白质、糖分和能量等摄入进行合理

控制。针对对照组患者制定了每日口服一次氯吡格

雷（75mg/片）的治疗干预方案，每日需服用一片。

针对观察做患者制定的是每日口服一次阿司匹林溶

肠片（100mg/L）的干预方案，每天服用一次。两种

患者服用周期均为两周，治疗期间不得随意中断用

药。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药物治疗前后各项凝血功能指标及

治疗有效率进行对比。治疗有效率判断标准：患者

经药物干预后眩晕状况彻底消失，且后期无复发为

治愈；经药物干预后眩晕状况有所改善，与药物干

预前相比较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为缓解；经药物治疗

后症状无明显改善或出现恶化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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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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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对比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APTT、FIB、PT、PLT 等各

项指标无明显差异，P>0.05。经药物干预后，PLT
指标无明显变化，P>0.05。FIB 方面，观察组患者明

显低于对照组，且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患者的

PT、APTT 明显更长，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

表 1。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通过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干预治疗

后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到 97.78%，而对照组的整体

治疗有效率为 80%，两组相比较，差异显著，P＜
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对比 （分，x±s） 

组别  n FIB（g/L） PLT（×109/L） PT（s） APTT（s） 

观察组 治疗前 45 
5.35±0.92 2.6.14±28.53 11.23±2.65 20.23±5.68 

3.23±0.43 197.35±23.23 13.43±2.62 32.54±4.86 

对照组 治疗后 45 
5.46±1.12 206.15±28.63 11.45±2.79 20.35±5.98 

2.48±0.45 196.56±25.32 11.86±2.96 25.26±5.26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n，%） 

组别 n 治愈 缓解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5 32（71.11） 12（26.67） 1（2.2） 39（97.78） 

对照组 45 20（44.4） 16（35.56） 9（20） 35（80） 

χ2     3.986 

p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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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作为一种局灶性脑部缺血病症，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会对人体神经功能产生一定损伤，但是目前医

学临床并未找到其真正发病原因，根据相关临床研

究指出，脑灌注或血栓等相关因素可能是引起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的主要原因[3-4]。老年群体是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的易发群体，而且与女性群体相比较男性

群体的环比率更高[1]。从临床症状来看，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主要为颈内动脉系统、基底动脉系统短暂

性缺血为主，从症状上看主要为患者会出现眼前突

然黑蒙或者短暂性视力丧失，或者存在白光闪烁，

视野缺损等症状，通常情况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会

持续几分钟左右；患者在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后对侧

肢体会出现感觉异常或轻度偏瘫症状；在一些情况

下会导致短暂性失语或失用症，也可能会引发患者

出现写作能力障碍，面部肌肉无力等；部分病例在

发作后甚至出现同侧偏盲、短暂性意识障碍或精神

症状等；眼球产生震颤，不能正常行走或站立；也

会产生言语不清、肢体短暂性无力，或肢体感觉异

常，在发作得癌瞬间患者会出现听力损失，甚至会

产生双侧轻度偏瘫等症状。部分患者在出现突然发

作的情况下会产生短暂性意识障碍。从临床数据统

计发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无任何前兆，而且没有

固定发病时间，通过早期开展干预可以有效缓解患

者病症，如患者在发病时未及时开展治疗很可能会

形成脑梗死，甚至引发致死或致残。因此针对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患者应该采取更加合理的早期干预治

疗方式。目前临床上主要是以抗血小板的药物进行

干预治疗。阿司匹林肠溶片在近几年的临床实验中

发现对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具有明显治疗效

果。 
阿司匹林肠溶片可以对血小板血栓素 a2形成有

效抑制作用，从而可以对血小板聚集产生有效抑制

作用。从本次研究过程可以看出，两组患者在治疗

前 APTT、FIB、PT、PLT 等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异，

P>0.05。经药物干预后，PLT 指标无明显变化，

P>0.05。FIB 方面，观察组患者明显低于对照组，且

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患者的 PT、APTT 明显更

长，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通过阿司匹林

肠溶片进行干预治疗后的整体治疗有效率达到

97.78%，而对照组的整体治疗有效率为 80%，两组

相比较，差异显著，P＜0.05。由此指示，阿司匹林

肠溶片可以更好的抑制血小板聚集，对患者凝血功

能指标改善有积极作用，但并不利于患者的血小板

生成。 
总而言之，在临床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过

程中阿司匹林肠溶片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

指标，具有明显疗效，值得临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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