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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研究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对老年脑卒中患者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 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的老年脑卒中患者共 ５２ 人为研究对象，其中使用常规治疗的
患者 ２０ 例为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３２ 例为研究组。 检测 ｈｓ⁃ＣＲＰ 并使用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
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ＮＩＨＳＳ） 和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 量表（ ｍＲＳ） 进行运动功能评分，使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ＭｏＣＡ） 进行认知功能
评估。 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ｈｓ⁃ＣＲＰ、ＮＩＨＳＳ 评分、ｍＲＳ 评分及 ＭｏＣＡ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两组患者治疗
后的ｈｓ⁃ＣＲＰ及 ＮＩＨＳＳ 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ＭｏＣＡ 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ｈｓ⁃ＣＲＰ显著低于对照组，ＭｏＣＡ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结论：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可以改善老年
脑卒中患者超敏 Ｃ 反应蛋白及老年脑卒中患者的认知功能。

【 关键词】 脑卒中；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超敏 Ｃ 反应蛋白；运动障碍；认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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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已步入老年社会，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多，

老年卒中患者也日益增多。 有研究 ［１］ 显示约 ６２．６％

的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可能发展为运动或认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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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能障碍。 脑内血管粥样硬化被认为是老年缺血性脑

能障碍。

卒中的重要因素。 除了脂质代谢紊乱，炎症反应对动

１．４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超敏 Ｃ 反

析，计量资料采用 ｘ±ｓ 表示，前后对比采用 ｔ 检验，以

应蛋白（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ｓ⁃ＣＲＰ ） 作
为一种血管内皮损伤后的炎性因子标志物，被认为是
预测老年急性脑卒中的一项敏感指标 ［２］ ，现广泛被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

统计学处理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

用于临床检验。 多种脑卒中评价量表的使用对于预

２

测老年卒中患者的预后有较高价值。 丹参多酚酸盐

２．１

具有活血、化瘀、通脉等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临床耐受

龄、高血压、糖尿病等合并症的基本资料（ 表 １） 。

性，毒副作用小、疗效稳定。 临床研究

［３］

证实，丹参

多酚酸盐对于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具有良好的治疗
效果。 本研究回顾了使用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的老

结果
患者基线数据

表１

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变，为其在认知功
能障碍患者中的使用提供一定的临床依据。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１．１

资料和方法
患者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在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的老年

性别

组别

ｎ

对照组

２０

研究组

１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性别、年

２．２

３２

男

女

１３

７

２０

１２

合并症

年龄

高血压

糖尿病

１１

１０

７５．３５±６．６１
７４．００±６．１２

２１

１０

两组间治疗前后 ｈｓ⁃ＣＲＰ、运动及认知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ｈｓ⁃ＣＲＰ、ＮＩＨＳＳ 评分、ｍＲＳ 评分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共 ５２ 人为研究对象，其中使用常

及 ＭｏＣＡ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

加用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３２ 例为研究组。 所有患者

治疗前，ＭｏＣＡ 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

规治疗的患者 ２０ 例为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年龄均＞６５ 岁，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高血压、糖尿
病等危险因素。 患者入院时符合《 中国急性脑缺血
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２０１０》 中的脑卒中的诊断标准，有
明确的脑卒中 ＣＴ 或 ＭＲ 影像学依据。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治疗方法符合《 中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ｈｓ⁃ＣＲＰ 及 ＮＩＨＳＳ 评分显著低于
学意义（ Ｐ＜ ０．０５） 。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ｈｓ⁃ＣＲＰ 显
著低于对照组及 ＭｏＣＡ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表 ２） 。
表２

国急性脑缺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２０１０》 标准，包括抗

组别

血小板聚集、调脂、清除自由基、改善循环、治疗相关

治疗前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 （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治疗后

准字 Ｚ２００５０２４８） ２００ ｍｇ 加入 ０． ９％ 氯化钠注射液

治疗前
治疗后

程结束后使用评分评价疗效。

患者入出院时使用免疫比浊

法分别检测 ｈｓ⁃ＣＲＰ。 患者均无失语 及 瘫 痪 可 行 评
估。 入出院时对所用患者均使用美国国立卫生院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ＮＩＨＳＳ） 和改良 ＲＡＮＫＩＮ 量表

ｈｓ⁃ＣＰＲ
（ ｍｇ ／ Ｌ）

２０

７．７７±７．７０

３２

８．８０±１３．２０ ７．４４±３．６１

２０

３．７０±３．９１

ＮＩＨＳＳ

ａ

８．０５±３．９９
５．７０±２．４７

ｍＲＳ

ａ

１．４５±０．６０
１．１０±０．６４

ＭｏＣＡ

ａ

１６．７５±４．１７

１９．３０±３．６１ ａ

研究组

２５０ ｍＬ 中，每日 １ 次静脉滴注，１４ ｄ 为一个疗程。 疗
观察及疗效评价

ｎ

对照组

合并症及并发症等；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

１．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ｈｓ⁃ＣＲＰ、运动及认知功能评价比较

ａ

３２

２．０４±１．５７

ａｃ

４．９７±２．５１

ａｃ

１．２２±０．７５
０．９４±０．７６

ａｃ

１７．４４±４．１３

２１．３４±３．３２ ａｃ

Ｐ＜０．０５ ｖｓ 本组治疗前； ｃ Ｐ＜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后。

３

讨论
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是一组老年人常见的急性脑

（ ｍＲＳ） 进行运动功能评分，使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循环障碍所致的局限或全面性脑功能缺损综合征，其

通话版，如果患者受教育年限≤１２ 年则加 １ 分，最高

点。 研究 ［４］ 表明，我国新发脑卒中患者每年约 ２００ 万

量表（ ＭｏＣＡ） 进行认知功能评估。 其中 ＭｏＣＡ 为普

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和复发率高等特

分为 ３０ 分，≥２６ 分为正常，２６ 分以下为存在认知功

人。 老年脑卒中发病 ２ 年后约有 ６０％会发展为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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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认知功能障碍 ［１］ 。 认知功能损害是一种功能损害状

碍。 ＭｏＣＡ 对认知功能障碍有较高的筛查敏感性，它

患者本人及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已经成

语言、思维方式和计算能力进行评定。 本研究显示，

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防控形势严峻。

通过 ＭｏＣＡ 测试证实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存在较

态，严重危害着老年患者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给

本研究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

涉及了精神力和行动力方面的评估，同时也对记忆、

高比例的认知障碍，提示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

科住院的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有关的 ｈｓ⁃ＣＲＰ 水

率高，所以使用 ｈｓ⁃ＣＲＰ 进行预测脑卒中以便早期诊

果显 示 对 照 组 与 研 究 组 患 者 治 疗 后 的 ｈｓ⁃ＣＲＰ 及

丹参多酚酸盐是从单味中药丹参中提取的以丹

平及运动认知功能评分进行回顾归纳研究。 研究结

断及干预极其重要。

ＮＩＨＳＳ 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ＭｏＣＡ 评分显著高于治

参乙酸镁为主要成分的丹参多酚酸盐类化合物，具有

预可改善其运动及认知功能。

分明确， 质量容易监控， 毒副作用小， 疗效稳定 ［１０］ 。

疗前（ Ｐ＜０．０５） ，说明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早期干

活血、化瘀、通脉作用和良好的临床耐受性，其有效成

血清 ｈｓ⁃ＣＲＰ 是一种炎性反应标志物，通过激活

目前认为，丹参多酚酸盐可以直接通过血脑屏障作用

补体途径参与炎性反应和组织损伤，可以促进血栓的

于线粒体、离子泵等多个环节，其对于脑缺血的保护

显示，入院时 ｈｓ⁃ＣＲＰ 水平测定在评价

作用可能是通过增加缺血区脑血流量、抗血小板聚

终点事件等方面具有独立的预后价值。 本研究显示，

亡等途径实现的 ［１１］ 。 一般认为丹参多酚酸盐禁用于

形成。 研究

［５］

脑卒中的严重程度、神经功能缺损、残疾程度及血管
ｈｓ⁃ＣＲＰ 在脑卒中患者中水平升高，经过治疗后其水

集、抗炎、抗氧化、调节细胞内 Ｃａ ２＋ 浓度及抑制细胞凋
出血倾向性疾病，所以我们选用缺血性卒中患者作为

平降低。 ｈｓ⁃ＣＲＰ 是急相蛋白，可导致细胞分裂，如果

观察对象。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由于梗塞后发生炎性

炎症持续，急性期的保护作用可能转变为促炎因素。

反应，自由基过度产生及其“ 瀑布式” 反应进一步导

Ｋｕｏ 等 ［６］ 研究认为，炎性标记物能反映与痴呆有关的

致神经 细 胞 损 伤， 进 而 影 响 患 者 的 运 动 及 认 知 功

可检测，基线的 ＣＲＰ 水平升高提示长期的慢性炎症

性因子的产生及活性氧的积累，显著降低其水平，增

脑血管疾病机制，往往在脑血管病临床症状出现前即

能 ［１２］ 。 研究 ［１３］ 表明，丹参乙酸镁可以抑制细胞内炎

进程对神经元具有直接毒性作用。 其可能的病理机

强细胞抗氧化酶活性，有效降低炎性因子水平，清除

制包括 ＣＲＰ 通过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造成血管损害形

氧自由基，抑制过氧化，从而起到治疗脑卒中的目的。

功能；通过补体系统造成神经元损伤，从而导致认知

ＣＲＰ 水平。 动物实验 ［１４］ 也已经证实，丹参多酚酸盐

成脑卒中，进一步导致额叶循环障碍，从而影响认知
功能减退 ［７］ 。 本研究证实，对照组及研究组的老年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ｈｓ⁃ＣＲＰ 水平入院时就高于参考

本研究也 证 实， 丹 参 多 酚 酸 盐 可 降 低 炎 性 因 子 ｈｓ⁃
可提高 ＡＴＰ 酶活性，改善能量代谢以及降低兴奋性
氨基酸含量，进而减轻急性脑缺血数分钟后的细胞毒

值，经过治疗后其水平较前降低，提示 ｈｓ⁃ＣＲＰ 可能

性水肿，减轻小鼠的脑水肿和梗死体积，改善功能状

是预测老年缺血性脑卒中及运动、认知功能障碍的可

态及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 同时丹参多酚酸盐可减

测的实验室指标之一。 本研究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患

少台阶测试中小鼠的错误次数，增加延迟时间，并减

者的 ｈｓ⁃ＣＲＰ 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说明使用丹

少皮质丙二醛（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ＤＡ） 含量及海马

水平。

造成的学习记忆能力损伤 ［１５］ 。 本研究比较了使用注

参多酚酸盐可降低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ｈｓ⁃ＣＲＰ

在老年缺血性脑卒中量表预测预后方面，ＮＩＨＳＳ
为国际上使用较多的量表，它评估了包括患者意识状
态、语言、运动状态等多个方面，能较好反映卒中患者
神经功能受损情况，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实用性

［８］

。

ｍＲＳ 是用来衡量脑卒中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状况，

体和纹状体面积，表明其可改善小鼠由瞬间脑部缺血
射用丹参多酚酸盐前后的老年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和
认知功能评分，发现 ＭｏＣＡ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
高，证实丹参多酚酸盐可以改善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的认知功能。
综上所述， 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可出现运动

，能很

及认知功能障碍，在脑卒中的初期应积极予以干预，

将这两种量表结合评定老年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

血清 ｈｓ⁃ＣＲＰ 对辅助预测老年缺血性脑卒中后的运

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具有客观性强的优点

［９］

好地弥补 ＮＩＨＳＳ 量表主观性强的缺点，因此本研究

控制其危险因素，降低运动及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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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具有重要意
义。 早期使用丹参多酚酸盐可 以 降 低 血 清 ｈｓ⁃ＣＲＰ

水平，并改善老年卒中患者认知功能，从而延缓或阻
止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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