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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血瘀证见于多种疾病，是一种综合性病理状态，形成机理非常复杂。近年关于血瘀证的

摘

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开始从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ＮＥＩ网络）以及基因水平方面探
索血瘀证的形成机理。本文从血液流变学、血管内皮损伤、微循环、基因表达研究等十个方面综述了
近２０年来国内外对血瘀证的客观化研究进展，以求进一步探索血瘀证的微观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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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大医学工作者利用

＜０．０５）。马浩中等心。报道血瘀

＜０．０１），而给予活血化瘀药物

现代科学技术对血瘀证实质及活血

模型ＲＢＣ压积明显增高，变形能

治疗后，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明显

化瘀药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力明显降低，红细胞聚集指数升

改善。尚德俊∞１报道，ＴＡＯ血瘀

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使血瘀证研

高，血小板聚集率升高。翁维

证患者，其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

究进一步客观化、标准化、规范

良１３、４１测定２５９例冠心病血瘀证及

度、纤维蛋白原明显升高，红细胞

化。现综述如下。

６８例脑血栓血瘀证患者血液流变

电泳时间延长，血沉方程Ｋ值增

学，结果显示：全血比粘度、血浆

大（Ｐ＜０．０１）。王嘉桔Ｍ ｏ报告，

比粘度、红细胞压积、血小板聚集

血瘀型ＡＳＯ患者血液流变学各值

须惠仁［１１实验表明血瘀动物

性和纤维蛋白原均明显升高，血沉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

血小板聚集率明显升高，全血粘度

加快，红细胞电泳时间减慢、变形

其中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红

和血浆比粘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复

能力下降，同时体外血栓的长度、

细胞沉降率和纤维蛋白原明显升高

钙时间显著延长，血沉加快（Ｐ

干重、湿重均明显高于健康人（Ｐ

（Ｐ＜０．０１），并随着病情的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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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流变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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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高。郑瑞璋一１观察，结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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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血瘀证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改变
呈正相关性。血流变七项指标均有
不同程度的异常，血粘度、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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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性和纤维蛋白原与正常组比

ＧＭＰ一１４０升高反映的是不同疾病

小板内５一羟色胺浓度下降，血浆

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

所共同存在的血瘀证的病理改变。

５一羟色胺浓度升高，表明血小板

可作为血瘀证的诊断标准。而活血

李格¨６’发现不稳定性心绞痛重度

摄取５一羟色胺的功能下降而释放

化瘀之心脑宁胶囊血瘀症患者对血

瘀血患者血浆ＧＭＰ一１４０浓度明显

功能增强，血小板凝聚性增高。

流变指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陈治

高于轻度瘀血患者，提示ＧＭＰ一

英１８１报告，血瘀证患者红细胞变

１４０可作为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瘀

形指数（ＤＩ）显著下降，体外血

血程度的量化指标。李冠勇等‘１

栓长度增加，血栓形成时间延长，

用荧光免疫法测定３６例不同证型

管平滑肌的屏障，而且是高度活跃

血粘度升高。胡庆福［１０］报告血瘀

银屑病患者ＧＭＰ一１４０表达，结果

的代谢库，它能合成多种血管活性

证患者红细胞荧光偏振度和微粘度

其表达量依次为血瘀证＞血燥型＞

物质，如一氧化氮（ＮＯ）、内皮素

均明显升高。廖福龙等［１１、１２１实验

血热型＞健康者。进一步说明了血

（ＥＴ）与缓激肽，对血管的舒缩功

结果提示活血化瘀药物具有较强的

小板活化与血瘀证密切相关，同时

能与血液的流动性有不可替代的调

降粘、抗凝和抑制血栓形成的作

也体现了ＧＭＰ一１４０作为血瘀证微

节作用，对维持正常血液循环有重

用。王行法¨２ ｏ以补阳还五汤加减

观辨证指标的灵敏性。王振义

要的生理意义。内皮细胞损伤是血

治疗脑血栓及冠心病血瘀型患者，

等［１Ｓ，１９１报道血小板聚集性增高与

管病变的始动因素，而作为反映血

发现治疗后红细胞电泳时间加快，

增龄呈显著相关性，健康老年人血

管内皮细胞损伤特异性标志之一的

血沉、血脂及红细胞压积下降，全

浆的ＧＭＰ一１４０明显高于青壮年

ＥＴ，是迄今发现的作用最强、维

血及血浆比粘度、红细胞聚集指

组，呈现一种“生理性血瘀”状

持最久的缩血管物质。ＥＴ、ＮＯ及

数、纤维蛋白原明显改善（Ｐ

态，经活血化瘀之丹参片治疗后，

二者的平衡；血栓素（ＴＸＡ，）、前

指标下降。李晓明［２０ ３测定了血瘀

＜０．０１）。
２

７。

血小板功能变化

证和非血瘀证原发性肾小球疾病
（ＰＧＤ）患者ＧＭＰ一１４０浓度，结

３

血管内皮的损伤
血管内皮细胞不仅是血液和血

列腺素（ＰＧＩ，）及二者问的平衡
（ＴＸＡ：／ＰＧＩ，）；组织型纤溶酶原激
活剂（ｔ—ＰＡ）、组织型纤溶酶原

血小板功能的研究以血小板ｏ【

果显示ＰＧＤ患者ＧＭＰ一１４０浓度

一颗粒膜蛋白（ＧＭＰ一１４０）、

明显高于对照组，血小板处于高度

激活剂抑制物（ＰＡｌ）及二者的关

ＰＡＦ、血小板胞浆游离Ｃａ２＋浓度、

活化状态，而且血瘀证组与非血瘀

系；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蛋

５一羟色胺等方面为主，主要是观

证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Ｐ＜

白Ｃ（ＰＣ）、蛋白Ｓ（ＰＳ）、抗凝

察血小板的激活情况。ＧＭＰ一１４０

０．０１）。顾卫嵋ｕ报告，脑血栓血瘀

血酶ｍ（ＡＴ一１１１）以及降钙素基

是迄今最具特异性的血小板活化标

证患者血浆ＧＭＰ一１４０明显升高。

因相关肽（ＣＧＲＰ）等是目前最常
用的观察指标。

志物，测定其血浓度就可反映血小

ＰＡＦ是一种很强的血小板聚集

板活化和破坏的程度。施赛珠

剂，ＰＡＦ与血管内皮细胞、血小板

蔡钦朝［２４１对２０例血瘀证患者

等Ｈ３—５ ３用放射免疫法测定７４例糖

相互作用，在血栓形成过程中起着

体内ＮＯ及ＥＴ水平进行检测，并

尿病、３６例心血管病、５３例肾病

重要作用。张继平等拉２ｏ报告，补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结果显示患者

患者及２０例正常人的血浆ＧＭＰ一

阳还五汤体外给药对家兔ＰＡＦ诱

ＮＯ及ＮＯ／ＥＴ比值均明显减低

１４０浓度并按病种及是否有血瘀证

导的血小板聚集有双向调节作用，

（Ｐ＜０．０５），提示血管内皮细胞

分别比较了各组ＧＭＰ一１４０的差

说明其能促血小板ＰＡＦ受体上表

内分泌功能异常可能是血瘀证发病

异：糖尿病组、心血管病组、肾脏

达，进一步说明补阳还五汤对ＰＡＦ

的病理基础之一。陈剑秋等－２纠发

疾病组均高于正常组，三组问无显

有抑制作用；体内给药能明显降低

现糖尿病患者血浆ＥＴ浓度明显增

著性差异；各疾病组血瘀证患者又

家兔血中ＰＡＦ含量。叶向荣心纠观

高，血瘀证ＥＴ指标变化比非血瘀

明显高于非血瘀证患者。说明

察发现，气滞血瘀型模型组大鼠血

证者更为明显，认为糖尿病患者内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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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功能受损。施赛珠１２钊发现

汤具有调节内皮细胞分泌功能的作

明显增宽、数目增多，血管内血流

糖尿病患者存在内皮细胞受损、纤

用。邓常青∞５。报告，补阳还五汤

缓慢以及血管内皮细胞的线粒体增

溶酶改变等现象，在血瘀型患者中

能调节脑缺血再灌注时ＴＸＡ：／ＰＧＩ：

多、肿胀，内质网扩张、脱颗粒

内皮细胞损伤尤为显著，提示ＥＴ

平衡，抑制ＴＸＢ：的升高，提高６

等，证实了血瘀证患者存在微循环

可作为糖尿病血瘀证的重要客观指

一酮一ＰＧＦ，。水平。吴玉生等‘３刮临

标，同时也说明了糖尿病血瘀证产
生的病理生理基础。赖世隆旧刊报

床研究显示，复方丹参注射液能够
降低原发性高血压病人血浆中ＥＴ

告血瘀证患者血浆ＴＸＡ：的稳定代

的含量，升高ＣＧＲＰ的含量，改善

谢产物ＴＸＢ：水平和ＴＸＢ：与ＰＧＩ：

二者失衡状态。叶向荣旧３。报告，

障碍，并与病情轻重有关。陈素
云㈣３报道血瘀证冠心病患者舌质
的异常变化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１），舌尖微循环异常表
现为菌状乳头在视野中的数目减
少，横径减少，乳头内微血管丛数

的稳定代谢产物６一酮一ＰＧＦ，。的

气滞血瘀模型大鼠ＴＸＢ：和Ｔ／Ｐ升

比值明显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

高，理气活血药物能逆转这种改

黄惠勇［２８ ３发现瘀血型冠心病患者

变。林松波等。３刊研究显示，急性

ＩＩ、ＥＴ均显著高于正常组（Ｐ

脑梗塞（ＡＣＩ）患者存在血管内皮

＜０．０１）。何旭华等’２９’报告血瘀

损伤，血浆ｔ—ＰＡ、ＰＧＦ。。下降，

常，以足趾微循环障碍为最显著，

证患者血浆ＰＣ、ＡＴ一Ⅲ活性明显

ＶｗＦ水平升高，活血化瘀药物治

并与病情呈平行关系。金惠铭Ｌ４４

下降（Ｐ＜０．０５）。王前等旧叫对

疗具有保护血管内皮、改善纤溶系

以丹参制剂静脉滴注治疗５６例血

３３例血瘀证患者进行ＰＣ、ＰＳ水平

统、前列环素系统紊乱的作用。陈

瘀证冠心病患者，证实临床表现及

及活性测定，发现两项指标均明显

利国口引报道血瘀证患者血管内皮

心电图好转的同时，甲皱和球结膜

下降（Ｐ＜０．０５）。陈健旧１。报告

细胞内游离钙浓度升高，其形成与

微循环障碍亦有明显改善（Ｐ

瘀血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血浆ＡＴ

血管内皮细胞内的屏障功能下降有

＜０．０１）。阎田玉等。４５。对血瘀证

一Ⅲ抗原及活性均明显下降，并与

关，运用益气活血复方可降低细胞

肺炎患者行甲皱微循环检查显示：

肝病病情程度相平行，呈正相关。

内游离钙浓度，具有血管内皮保护

毛细血管管袢变细，数目减少，血

蔡晶［３２１测定结果显示血瘀证脑血

作用。

流缓慢，血球聚集，底色变浅等改

Ａｎｇ

管硬化性痴呆症（ＶＤ）患者其
ＣＧＲＰ、ＮＯ显著低于正常组（Ｐ

４微循环障碍

及丛内管袢数减少，微血管丛的异
常形态和扩张型微血管明显增多。
金星Ｈ副报告，ＴＡＯ患者足趾、手
指甲皱壁和眼球结膜微循环存在异
ｏ

变，经活血化瘀治疗后，微循环异
常明显改善。袁肇凯等Ｈ”４ ８。对气

＜０．０１），ＥＴ明显高于正常组

基于现代医学对中医血瘀和血

滞血瘀和气虚血瘀甲皱微循环１６

（Ｐ＜０．０１），认为三者之间平衡

瘀证的大量研究，血瘀与西医学的

个指标、球结膜微循环２１个指标

制约机制的破坏在ＶＤ的发病、发

微循环障碍症，以及中医的活血化

进行加权积分综合定量分析，发现

展中有重要作用。顾静［３纠报告，

瘀疗效与西医学微循环障碍的改善

气滞血瘀证组的微循环形态学改变

血瘀证患者ＥＴ一１明显升高，

等关系密切，并有相似规律，说明

显著，积分值明显高于气虚血瘀组

ＣＧＲＰ显著下降（Ｐ＜０．０１）。

血瘀证的主要病理基础是微循环障

（Ｐ＜０．０１）；而气虚血瘀证组的

碍‘３

微循环以流变学的变化最为显著，

活血化瘀药物和复方具有调节

９｜。

其功能紊乱的作用。王青。３４ ｏ报告

季钟朴。４叫报告，血瘀证冠心

积分值明显高于气滞血瘀组（Ｐ

血府逐瘀汤能明显降低血瘀模型兔

病患者存在甲皱及球结膜微循环障

＜０．０５），表明两证型之间存在

血浆ＥＴ的含量、升高ＰＧＩ，的含

碍，经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后，在临

微循环病理变化的差异。气虚血瘀

量，且可增强ｔ—ＰＡ活性，对ＰＡｌ

床表现获得改善的同时，其微循环

证的微循环障碍可能主要由机体脏

活性具有抑制作用，但对正常兔的

也显著改善。魏艾红等【４¨发现白

腑机能减退所致，而气滞血瘀证的

以上指标却无影响，说明血府逐瘀

血病血瘀证患者舌质紫暗、微血管

微循环障碍则主要因血液粘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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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管外周阻力增大等心外病变所

粒体的密度（Ｖｖ）显著降低，同

的治疗效果，认为活血化瘀药物具

致。以上说明，微循环障碍是血瘀

时增加面数密度（ＮＡ）和比表面

有较强的抗炎作用。刘毅１６纠报告

证的基本病理改变之一，同时也是

（８），可减轻缺血所造成的心肌线

大黄蛰虫丸能明显降低肝硬化大鼠

血瘀证的客观指标之一。

粒体水肿，变不可逆性损伤为可逆

的组织羟脯氨酸（ＨｙＰ）和肝胶元

性损伤，具有稳膜作用。邓常

蛋白含量，使纤维化程度明显减

５

血流动力学的异常

青［３副报告，补阳还五汤能明显抑

轻。曹献英、孙克伟等∞６’６３蝉１以猪

血流动力学与血瘀证关系的研

制缺血再灌注损伤，提高ＧＳＨ—

血清制备大鼠肝硬化模型，观察肝

究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病方面。张沁

ＰＸ活性，说明具有抑制自由基的

组织细胞色素氧化酶（ＣＣＯ）的

园等＿４９。发现，血瘀证冠心病患者

脂质过氧化，保护抗氧化酶的活

活性、血清谷丙转氨酶（ＡＬＴ）的

心脏收缩时间（ＳＴＩ）表现为总电

性，增强自由基的清除，保护细胞

含量等指标，结果发现模型组

机械收缩时间（Ｑ—ｓ：）延长，心

膜的稳定性等作用。张博生［５５１报

ＣＣＯ、葡萄糖一６一磷酸酶（Ｇ一６

输出量与心脏指数均减少，总外周

告，桂枝茯苓丸能抗自由基损伤，

一Ｐ）、酸性磷酸酶（ＡＣＰ）、三磷

阻力明显高于正常组及非血瘀证

减轻脑水肿，并拮抗钙离子，减轻

酸腺苷酶（ＡＴＰａｓｅ）、硫胺素焦磷

组，提示血瘀证患者血流动力学改

缺血后损伤并促进预后恢复。曹献

酸酶（ＴＰＰ）等活性明显下降（Ｐ

变以后负荷加重为特点，而表现为

英１５钊发现活血化瘀药物具有保护

＜０．０１）。经活血化瘀治疗后，

累及左心室收缩功能。贾海忠Ｅ５０］

肝细胞及其膜系统的稳定性，保护

肝细胞内的ＣＣＯ、Ｇ一６一Ｐ、ＡＴ－

报告，心气虚血瘀证患者存在射血

和增强肝细胞内的酶活性以及防止

Ｐａｓｅ、ＴＰＰ和ＡＣＰ的含量明显回

前期（ＰＥＰ）延长，左室射血时间

细胞内的物质释放的作用。周瑕

升，基本回到正常水平，说明活血

（ＬＶＥＴ）缩短，ＰＥＰ／ＬＶＥＴ增大，

箐【５¨报告指出，过氧化脂质是血

化瘀药物具有保护肝细胞及其膜系

每搏量（ＳＶ）、射血分数（ＥＦ）、

管内皮损伤的重要因素，活血化瘀

统的稳定性，保护和增强肝细胞内

心脏指数（ｃＩ）、每分钟输出量

中药能显著降低高脂血症状态下血

的酶活性以及防止细胞内的物质释

（ＣＯ）各项指标明显降低。陈可

浆及红细胞膜中丙二醛（ＭＤＡ）

放，具有抗肝纤维化的作用。琐宝

冀［５¨报告，活血化瘀中药或复方

的含量，保护ＮＯＳ活性，保持血

玉Ｍ纠报道，补气活血中药具有改

具有增加冠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

浆６一ｋｅｔｏ—ＰＧＦ，。的正常水平及６

善血管性痴呆（ＶａＤ）病人心理障

氧量、减慢心率和减少左室做功等

一ｋｅｔｏ—ＰＧＦ】。／ＴＸＢ２之平衡。黄

碍、记忆力减退等症状的功能。王

世敬。５刮通过对脑组织含水量、

静淑㈣ｏ认为血瘀是衰老的重要致

ＭＤＡ含量、ＳＯＤ活性等指标的观

病因素，它贯穿于整个衰老变化的

察认为，活血化瘀药物具有防治脑

过程中，而血瘀又加重了脏腑的损

水肿、改善血管通透性、抗脂质过

伤，加速了衰老的过程。王金

叶向荣等∞２’５３。报告气虚血瘀、

氧化等作用。张久亮［５引报告活血

荣帕列观察３０５例老年血瘀证病人

气滞血瘀型及老年人红细胞膜的流

化瘀中药在清除ＯＨ一自由基、

时发现，久病多瘀、杂病多瘀、男

动性显著降低，而痰热瘀阻型病人

Ｃａ２＋拮抗、防治脑水肿、减轻缺血

性多瘀，而活血化瘀药物具有较强

则显著升高，这可能与细胞膜上的

再灌注损伤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治疗

的抗衰老、抗动脉硬化等作用。

脂质过氧化有关。经活血化瘀中药

作用。

作用。
６

细胞膜稳定性改变与

脂质过氧化

治疗后，红细胞膜的流动性明显恢
复，而痰热瘀阻型无明显变化。雷
燕［５４１报告，益气活血中药能明显

７

炎症、纤维化、衰老

与血瘀证的关系

８

纤维蛋白溶解活性与

血瘀证的关系
纤维蛋白的形成和溶解在人体

抑制血清肌酸磷酸激酶（ＣＰＫ）的

陈定学等㈣、６¨报告，活血化

正常生理情况下维持着动态平衡，

漏出，使其活性降低；在电镜下线

瘀方剂对血栓性浅静脉炎具有较好

血瘀证患者纤维蛋白溶解活性较正

４８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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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低，而增强纤维蛋白溶解活性

说明西红花对小鼠细胞免疫、体液

吉建勇等［８１－８３］报道，脑缺血、脑

则是活血化瘀方药防治血瘀证的一

Ｊ

卒中、癫痫及颅脑损伤等大鼠，其

免疫均有促进作用。白润红等［７８

８、６９］

报告，当归多糖能增加血液、胸腺

Ｃ—ｆｏｓ、ｂｃｌ一２、ＮＧＦ、ＨＳＰ７２等

报告，肾小球内纤维蛋白（ＦＲＡ）

中ｃＧＭＰ含量，降低ｃＡＭＰ的含

基因均强烈而迅速地表达，提示缺

的沉积与瘀血密切相关，血液高粘

量，具有促进巨噬细胞吞噬、Ｅ一

血发生后，脑细胞将启动自我保护

滞血症（ＢＨＳ）和血瘀证发生率也

玫瑰花形成、淋巴细胞转化等免疫

机制，并增强修复能力，同时抑制

随着病情恶化而显著增加，ＢＨＳ

功能的作用。张书芬［＿７９１报道，血

易损神经元中引起的凋亡性死亡。

分级与血瘀证分度、血凝指标、病

府逐瘀汤能使体液免疫超常组和低

刘平等哺４、８５１报告，肝癌小鼠与肝

情严重性均呈正相关，说明肾小球

下组脾抗体生成细胞功能恢复到正

硬化患者肝细胞内，ｃ—ｌｏｓ、Ｃ—

内沉积的ＦＲＡ可作为瘀血的一项

常水平（Ｐ＜０．０１）；细胞免疫

ｊｕｎ、ｃ—Ｈ—ｒａｓ、Ｐ５３基因表达明显

客观指标。活血化瘀治疗可改善

功能超常组和低下组也明显恢复，

异常。汪浩川［８６，８７］报告动脉粥样

ＦＲＡ溶解活性。王振生［７０ ｏ报道丹

而对照组无显著变化。说明活血化

硬化斑块及癌症的形成和动脉平滑

参有增强纤维蛋白溶解活性的作

瘀药对免疫功能有双向调节作用。

肌细胞的增殖与Ｃ—ｆｏｓ、Ｃ—ｊｕｎ、Ｃ

个主要作用环节。李国贤等Ｍ

用，其机理可能是通过激活纤溶酶
原一纤溶酶系统而起作用。俞之
杰＂¨观察了２１种中药对体外纤维

１０

基因表达与血瘀证关

系的研究

—Ｈ—ｒａｓ、Ｃ—ｓｉｓ等癌基因表达增

强及Ｒｂ抗癌基因表达减弱有关。
吕国蔚等［８８’８叫报告，多种血瘀疾

蛋白的溶解作用发现，活血化瘀药

关于活血化瘀药物对基因表达

病ＨＳＰ７０基因的表达明显增强，

红花、当归、赤芍等均有增强纤维

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原癌基因

而活血化瘀药物可诱导缺血部位

蛋白溶解作用。李承珠等＂２、７纠报

Ｃ—ｆｏｓ、Ｃ—ｉｕｎ、ｃ—ｍｙｃ和血／Ｊ、板

ＨＳＰ７０基因表达进一步增强，使神

道，丹参、益母草等活血化瘀中药

源生长因子（ＰＤＧＦ）以及热休克

经细胞的缺血损伤减轻。薛士

可使血浆纤维蛋白原减少，促进纤

蛋白（ＨＳＰ）７０等基因上。Ｃ—

滨Ｌ９０。报告，动脉硬化兔模型原癌

溶活性。王行法等口４、７５１报道活血

ｆｏｓ、Ｃ—ｊｕｎ、Ｃ—ｍｙｃ可作为细胞

基因Ｃ—ｓｉｓ、Ｃ—ｍｙｃ基因表达明

化瘀复方可增强冠心病患者血浆的

核内调控基因，参与调节血管平滑

显增加，抑癌基因Ｐ”下表达；运

纤溶活性。

肌细胞的正常生长分化，受到刺激

用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后，Ｃ—ｓｉｓ、Ｃ

后可异常表达，促进细胞的增殖，

—ｍｙｃ基因表达明显减弱，而Ｐ５３

９

免疫功能的改变

并可促进ＰＤＧＦ及ＪＥ基因的表达。

基因表达增强。廖柏松归１。报告，

温泽淮。７ ６。报道，检测２０例血

ＰＤＧＦ是由ＰＤＧＦ—Ａ和ＰＤＧＦ—Ｂ

补阳还五汤能促进神经生长因子

瘀证患者、２０例非血瘀证患者、

链通过二硫键相连接的二聚体，是

（ＮＧＦ）在中枢系统的表达；王

１７例健康人的ＲＢＣ—Ｃ，ｂ受体花

一种细胞的致分裂原和趋化剂，在

伟［９２ ３报告，活血化瘀之血府胶囊

环率，结果显示血瘀证患者高于非

动脉硬化、动脉搭桥术后再狭窄的

能促进缺血缺氧心肌细胞蛋白质和

血瘀证患者及健康组（Ｐ＜０．０１），

发生中起重要作用。细胞受热及其

ＲＮＡ的合成。袁淑兰等一列报告丹

非血瘀证患者低于正常组（Ｐ

它应激刺激后能发生热休克反应

参酮对人肝癌细胞某些表型有逆转

＜０．０１）。这种改变可能是血瘀

（ＨＳＲ），诱导热休克基因的转录

作用，可使Ｃ—ｍｙｃ基因蛋白表达

证出现高、粘、凝、聚状态的原因

和翻译，生成ＨＳＰ，ＨＳＰ通过发挥

降低、Ｃ—ｆｏｓ基因蛋白表达明显增

之一，且结果提示ＲＢＣ—Ｃ，ｂ在血

分子伴侣等功能对细胞损伤具有保

强。

瘀证中有特异性。凌学静＂７’报告，

护作用。血瘀型疾病常能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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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１９９８，１８（７）：３９２—３９５．

学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６，６

能的观察．安徽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１７

［３８］陈利国．血瘀证与血管内皮细胞内游离

（２）：１０３．

（２）：６ｌ～６３．

钙浓度关系的实验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学

［１１］翁维良王清任常用活血化瘀药对红细

［２５］陈剑秋，施赛珠，石志芸．糖尿病血瘀

报，２００１，２５（１）：５５．

胞变形性影响的观察．山西医药杂志，１９８７，

证与血浆“颗粒膜蛋白和内皮素关系的研究．

［３９］陈可冀，史载祥主编．实用血瘀证学．

１６（１）：２６．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７）：３０—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９：７１．

［１２］王行法．补阳还五汤治疗脑血栓形成的

３１．

［４０］季钟朴主编．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北

临床及血液流变学观察．中医杂志，１９８４，

［２６］施赛珠．糖尿病血瘀证与血栓前状态分

京：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３０．

２５（６）：３５．

子标志物关系的研究．中医研究，１９９６，９

［４１］魏艾红．自血病舌质及血瘀病理研究．

［１３］施赛珠，石志芸，陈剑秋，等．血瘀证

（２）：２１—２３．

中国医药学报，１９９５，１０（５）：１１．

与血小板活化的关连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

［２７］赖世隆．血瘀证、气虚血瘀证患者血浆

［４２］陈素云．冠心病患者的舌象微循环与心

学杂志，１９９６，２（４）：２２．

ＴＸＡ２、ＰＧｌ２水平与微循环观察及其相关性分

功能观察．中国医药学报，１９９２，７（１０）：
３９．

［１４］李晓明．肾脏病血瘀证患者血浆内皮素

析．中国医药学报，１９９０，５（６）：１４．

０［颗粒膜蛋白１４０含量测定的意义，中国中

［２８］黄惠勇．调节肽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中

［４３］金星主编．中西医结合专科病诊疗大

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６，２（５）：３５．

医辩证的关系．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６，

系·外科病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５］石志芸，李晓明，陈剑秋．血小板ｎ颗

１６（８）：４７４．

１９９７：６０．

粒膜蛋白１４０检测在“病”与“证”的特异

［２９］何旭华．血浆抗凝因子蛋白ｃ活性测定

［４４］金惠铭．丹参制剂的临床应用及其活血

性联系．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７，３

的临床意义．中华血液学杂志，１９８９，１０

化瘀原理的研究．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７８，５８

（１）：３５．

（９）：４５３．

（３）：１８０．

［１６］李格．大蒜素对不同中医证型不稳定

［３０］王前．孕妇及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

［４５］阎田玉．活血化旅治疗小儿腺病毒肺炎

性心绞痛的作用及与血脂和ＧＭＰ一１４０的关

血浆蛋白Ｃ蛋白ｓ水平的变化．中国实用妇

机理探讨及电镜观察．中西医结合杂志，

系．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８，１８（４）：２０８．

科与产科杂志，１９９９，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８．

１９８９，（３）：３２９．

［１７］李冠勇．银屑病辨证分型与血小板活化

［３１］陈健．肝病患者抗凝功能的变化及其

［４６］袁肇凯．气滞血瘀与气虚血瘀辩证微观

分子ＣＤ６２Ｐ及ＣＤ６３Ｐ表达的关系．中国中西

临床意义．山东医药，１９９５，３５（６）：１—２．

指标的观察分析．中医杂志，１９９５，３６（９）：

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７，１７（３）：４１７．

［３２］蔡晶．血瘀型脑血管硬化性痴呆症与

５５７．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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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刘家骏．气滞血瘀与气虚血瘀患者病理

［６３］孙克伟．不同中医治法抗免疫性肝纤维

［７９］张书芬．血府逐瘀汤对小鼠免疫功能的

生理学特征的初步研究．中医杂志，１９９１，

化作用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影响．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５）：

３２（９）：４６．

１９９８，４（６）：４０—４２．

３４—３５．

［４８］史培圣．冠心病气滞血瘀与气虚血瘀证

［６４］唐智敏．肝血瘀阻与肝纤维化关系的临

证型的微循环比较．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

床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７，１７

１９９１，４（３）：１４５．

（２）：８４．

『８０］Ｎｏｗａｋ Ｊｒｔｓ，Ｊａｃｅ ｗｉｃｚＭ．Ｔｈｅ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
ｓｔｒ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ｆｏｅａｌ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ｕａ．

ＢｒａｉｎＰａｔｈｏｌ，１９９４，４：６７．

［４９］张沁园，丁向东．血瘀证客观化研究．

［６５］琐宝玉．脑血疏通口服液治疗血管性痴

［８１］吉健勇．颅脑损伤与中枢神经元基因表

长春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７，１３（３）：６３．

呆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达改变研究进展．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

［５０］贾海中．心功能检测在心虚证诊断中的

杂志，１９９８，４（２）：３７—４０．

外科分册，１９９８，２５（５）：２３１—２３３．

应用概况．辽宁中医杂志，１９９６，２３（７）：

［６６］王静淑．延缓衰老从瘀论治．中国中医

［８２］林斌．自发性脑卒中诱导原癌基因ｃ—

３３４．

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８）：４６—４９．

ｆｏｓ在大鼠脑内的表达．神经解剖学杂志，

［５１］陈可冀，张之南主编．血瘀证与活血化

［６７］王金荣．老年血瘀证的临床实验研究．

１９９６．１２（３）：２１５．２２０．

瘀研究．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０：６８．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１）：３４—

［８３］夏中元．全脑缺血一再灌注大鼠大脑ｃ．

［５２］叶向荣，陈利国，张素芬．血瘀证红细

３７．

ｆｏｓ基因表达的实验研究．中国危重病急救医

胞膜流动性变化的临床观察．中国医药学报，

［６８］李国贤．１６４例肾炎患者血液流变学指

学，１９９８，１０（４）：２１０—２１２．

１９９４，９（１）：９１．

标及其与血瘀证的关系．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８４］刘平．ＷＨＶ／ｍｙｃ转基因小鼠肝癌发

［５３］陈利国．活血化瘀理气方对高脂动物红

志，１９９３，１３（９）：５３８—５３０．

生过程中ｅ－ｊｕｎ，ｃ—ｆｏｓ和ｃ，Ｈ．ｒａｓ基因的表达．

细胞膜流动性和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中国中

［６９］刘宏伟．原发性肾小球内纤维蛋白沉积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１７（４）：３０５—

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５，１５（特集）：９１．

与中医分型的关系探讨．辽宁中医杂志，

３０７．

［５４］雷燕．愈心痛对犬缺血心肌细胞线粒

１９９１，１８（４）：６—７．

［８５］刘平．肝硬化组织中ｃ．Ｈ．ｒａｓ、ｃ—ｆｏｓ、

体超微机构损伤保护作用的体视学研究．中

［７０］王振生．丹参的抗凝与纤维蛋白的溶解

ｃ－ｊｕｎ和Ｐ５３基因的表达．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１９９６，１６（２）：１２１～１２３．

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７，３（３）：２３—

作用．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６，６（１）：３４１．

２６．

［７１］俞之杰．２１种中药对体外纤维蛋白的

［８６］汪浩川．癌基因及抗癌基因在实验性动

［５５］张博生．桂枝茯苓丸对脑缺血再灌注后

溶解作用的观察．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６，６

脉硬化斑块中的转录表达．华西医科大学学

脑组织Ｃ—ｆｏｓ基因表达的影响．中国中医基

（８）：４８４．

报，１９９６，２７（２）：１１７一１２１．

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１）：２７—２９．

［７２］李承珠．益母草、赤芍、当归、三棱、

［８７］苏晓丽．肺癌与非恶性疾病患者的肺组

［５６］曹献英．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大鼠肝纤维

莪术、泽兰对大鼠血液凝固作用的影响．中

织ｃ—ｌｏｓ、ｃ－ｊｕｎ基因表达研究．中国现代医学

化的组织化学和血清学实验研究．北京中医

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２，２（２）：１１１．

杂志，２０００，１０（９）：４９—５０．

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２）：３５—３７．

［７３］王中枢．丹参酮ⅡＡ磺酸纳的促纤溶作

［８８］吕国蔚．关于脑缺血的分子生物学研

［５７］周瑕箐．痰瘀同治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

用．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６，６（１０）：６０８．

究．生理科学进展，１９９６，２７（２）：１５７一

鼠血管内皮的保护作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７４］王行法．补阳还五汤治疗脑血栓形成的

１６０．

杂志，１９９７，３（４）：２６—２８．

临床及血液流变学观察．中医杂志，１９８４，

［８９］李

［５８］黄世敬．救脑宁注射液对实验性脑出血

２５（６）：３５．

ＨＳＰ７０表达的影响．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９８，

大鼠脑水肿及脂质过氧化的影响．北京中医

［７５］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气血研究室．

３７（５）：３３３．

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２）：３８—４０．

益气、活血方药对冠心病患者体内纤维蛋白

［９０］薛士滨．痰瘀同治方药脂泰胶囊抗动脉

［５９］张久亮．中风痰瘀气血关系探讨．北京

溶解活性的影响．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９，

粥样硬化的机理一对ｃ．ｓｉｓ、ｃ—ｍｙｃ、Ｐ５３基因表

中医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２０（６）：４３—４５．

（４）：４９．

达的影响．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

［６０］陈定海．中药治疗血栓性浅静脉炎３５６

［７６］温泽淮．血瘀证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的

（２）：２９—３１．

例疗效观察．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２，

初步探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９２，１２

［９１］廖伯松．补阳还五汤对脊神经元ＮＧＦ

（６）：３１２．

（３）：１５７．

和ＧＡＢＡ表达的调节作用．山东中医药大学
学报，１９９７，２１（２）：１３６—１３７．

源．川芎嗪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６１］谭鸿雁．胸腹壁血栓性浅静脉炎１１４例

［７７］凌学静．西红花对小鼠免疫增强作用的

分析．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１９９６，２

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

［９２］王伟．精制血府胶囊刺激缺血缺氧心

（２）：２５．

（１２）：２８—２９．

肌细胞ＲＮＡ及蛋白质合成的研究．北京中医

［６２］刘毅．大黄蛰虫丸在抗肝纤维化治疗

［７８］白润红．当归多糖对小鼠血液、胸腺、

药大学学报，１９９７，２０（２）：１７一１８．

中的作用．中国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１９９６，

脾脏中ｃＡＭＰ、ｃＧＭＰ含量的影响．中医杂志，

［９３］袁淑兰．丹参酮对人肝癌细胞某些表型

６（４）：４０．

１９９８，３９（７）：４２９．

的逆转作用．肿瘤，１９９７，（５）：２６８—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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