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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芎芍胶囊在冠心病心绞痛心血瘀阻证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探讨。方法：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我院所接收的 72 例冠心病心绞痛心血瘀阻证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按就诊前后顺序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分别予以血府逐瘀

胶囊与芎芍胶囊加以治疗，且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实验组患者的有效率（94.4%）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80.6%），

存在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冠心病心绞痛心血瘀阻证患者予以芎芍胶囊进行治疗，效果确切，值得大

力推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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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Xiongshao Capsule on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treatment of blood stasis syndrome.Methods:Selected 2014 March to 2015 march in our hospital received 72 cases of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blood stasis syndrome patients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 according to order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to be Xuefu by stasis capsule and xiongshao capsule treatment, 

an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 of treatment effect. Results:Efficiency (94.4%)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80.6%),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Conclusion:In patients with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blood stasis syndrome be xiongshao capsule treatment, 

the exact effect,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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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冠心病心绞痛是指冠状动脉痉挛（硬化），造

成管腔变得狭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出现以心肌暂时性缺血、

缺氧为主要特点的疾病。一旦患有该病，将严重威胁患者的身

体健康。因此，为确保患者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有必要采取

有效手段加以治疗。鉴于此，笔者对我院所接收的 36 例冠心

病心绞痛心血瘀阻证患者予以芎芍胶囊治疗，获得了较好的治

疗效果，现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我院所接收的 72 例冠心病

心绞痛心血瘀阻证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患者均满足“冠心

病诊断参考标准”[1]中的有关条件，且与中医心血瘀阻证判定

标准相符[2]；排除该疾病的其他证型者，排除存在严重肝肾及

造血系统疾病者；排除心肺功能不全及妊娠期女性。按就诊前

后顺序，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各有 36 例患者。对照组

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6 例；年龄 44～69 岁，病程 长

23 年， 短 5 个月，平均病程为（5.3±2.7）年；心绞痛程度：

轻度 11 例，中度 18 例，重度 7 例。实验组男性患者 19 例，

女性患者 17 例；年龄 41～66 岁，病程 长 21 年， 短 7 个

月，平均病程为（4.9±2.1）年；心绞痛程度：轻度 10 例，中

度 17 例，重度 9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等

基础性资料的对比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对该组患者予以血府逐瘀胶囊，口服，6 粒/次， 

2 次/d，持续服用 1 个月；实验组：对该组患者予以芎芍胶囊，

口服，2 粒/次，2 次/d，持续服用 1 个月。 

1.3 疗效判定[3] 

经治疗后，患者的心绞痛症状完全消失或得到显著改善，

静息心电图显示为正常或基本正常，次极量分级运动试验从阳

转向阴，又或是相对于治疗前，运动耐量提高至少 2 级，为显

效；若患者的心绞痛症状有所好转，其发作次数、持续时间等

均减少，静息心电图检查显示为 ST 段上升≥0.05 mV，T 波从

平坦向直立转变，相较于治疗前，运动耐量提高 1 级，为好转；

若患者的心绞痛症状并未得到任何的改善，且心电图检查并未

好转，甚至有加剧的趋势，为无效。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所得数据均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18.0 加以分析与处

理。其中用%表示计数资料，用 x2 检验。若 P＜0.05，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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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具体治疗情况见下表 1 所示，由表

可知，实验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为 94.4%（34/36），对照组患

者治疗的有效率为 80.6%（29/36），组间比较差异明显，有统

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情况比较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36 16（44.4） 18（50.0） 2（5.6） 94.4（34/36）* 

对照组 36 13（36.1） 16（44.4） 7（19.4） 80.6 （29/36）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  论 

在祖国医学中，冠心病心绞痛属于“胸痛”“胸痹”等范

围，为本虚标实之证；其中本虚指的是心脏出现虚损，然存在

阳虚、气虚、血虚及阴虚的区别，而标实可区分为热结、痰凝、

气滞、血瘀[4]。但冠心病心绞痛的发病机制主要还是瘀血内阻，

心脉不通，不通则痛。在该疾病的病情演变中，心血瘀阻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在冠心病心绞痛疾病的治疗上，应

坚持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原则。 

芎芍胶囊，该药物的主要成分有川芎与赤芍，其中前者具

有行气活血、祛风止痛之效；后者具有清热凉血、散瘀止痛的

作用。两种中药相配伍使用，可发挥通脉止痛、活血化瘀的效

果。另外，现代药理学也指出：川芎当中的川芎嗪成分，可以

起到扩张冠状动脉，约束血管平滑肌收缩，强化冠脉血流量，

减少心肌耗氧，提升耐缺氧水平，避免缺血心肌受损害的作用；

而赤芍可以对血小板（红细胞）的聚集起到控制的作用，同时

还可有效减少肺血管阻力，降低后负荷，优化微循环，缓解门

脉高压的效果。 

通过本研究发现，采取芎芍胶囊治疗的实验组患者，其治

疗的有效率为 94.4%，而采取血府逐瘀汤胶囊治疗的对照组的

有效率为 80.6%，两组比较差异明显；由此可见，对冠心病心

绞痛心血瘀阻证患者予以芎芍胶囊进行治疗，效果确切，值得

大力推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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