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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三七具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的功效，相关文字

记载首见于明代异远真人的《救伤秘旨跌损妙方》[1]， 
其中记载”参三七”组方 40 条，广泛用于治疗外

伤出血等疾病。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2] 中指

出三七具有”止血、散血、定痛”的功效，清代赵学

敏在《本草纲目拾遗》[3] 中补充记载了三七的补益作

用，认为”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目前已从

三七中分离、提取、鉴定出了百余种化合物，基本阐

明了三七中主要化合物的结构组成，其中三七总皂苷

（Panax Notoginseng saponins，PNS）是三七的主要

有效成分。

目前临床常用的三七总皂苷制剂以口服制剂和注

射制剂为主，包括血塞通软胶囊、血塞通滴丸、血塞

通颗粒、血塞通分散片、血塞通片、血栓通胶囊、血

塞通注射液、注射用血塞通（冻干）、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等，在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的治疗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三七总皂苷的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 
6 700 余篇，并先后入选《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中

西医急诊诊治专家共识》[4]《高血压性脑出血急性期

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5]《脑血管健康管理与脑

卒中早期预防专家共识》[6] 等多个专家共识。为系统

梳理和总结三七总皂苷制剂的研究成果，指导临床医

生更加规范、合理、安全、有效的应用三七总皂苷制

剂，特编写本共识。

2 三七总皂苷制剂的物质基础及药代动力学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昆药首次分离出三七总皂苷中

间体并应用于临床，三七总皂苷主要成分含三七皂苷

R1、人参皂苷 Rg1、Re、Rb1、Rd，制剂主要分为

口服和注射两种。口服制剂主要有血塞通软胶囊、血

塞通滴丸、血塞通颗粒、血塞通片和血栓通胶囊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版》规定制剂含三七皂

苷 R1、人参皂苷 Rg1、Re、Rb1、Rd 分别不少于 5%、

25%、2.5%、30%、5%，且上述 5 种皂苷在口服制

剂中总量不得低于 75%，在注射制剂中总量不得低

于 85%[7]。注射制剂主要有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及

血栓通注射液等，其相对含量比，经指纹图谱测定，

血 塞 通 为 Rg1-R1-Re-Rb1-Rd（20：5：2.5：30：6），

Rg1+R1+Re>27.5%，血栓通为 Rg1-R1-Re-Rb1-Rd
（28：6：4：22：5），Rg1+R1+Re>38%[8]。经超高效液

相色谱 - 四级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联用技术（UPLC-
Q-TOF/MS）法检测，血塞通注射液总离子流图中共

显示出 55 个流出峰 [9]。

在 口 服 制 剂 中， 药 代 动 力 学 研 究 发 现 予 比

格 犬 口 服 血 栓 通 胶 囊 111.8 mg/kg 后， 主 要 药 动

学参数分别为：血药浓度 - 时间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time curve，AUC）0 → t

（39.17±3.89）mg·L-1 ·h-1，滞后时间（0.45±0.18）h， 
达 峰 时 间（0.74±0.17）h， 清 除 率（3.84±0.24） 
L · kg-1 · h-1 [10]。在注射制剂中，药代动力学研究发现

以 Rg1 为指标，血塞通注射液静脉注射后在兔体内药

代动力学过程符合二室开放模型，分布半衰期 T1/2α

为 7.66 min， 消 除 半 衰 期 T1/2β 为 30 min， 说 明

该注射液在血中分布和消除过程较迅速，120 min 
时未能检测出 Rg1[11]。

3 三七总皂苷制剂的作用机制研究

3.1 改善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

3.1.1 保护血管内皮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可

抑制过氧化氢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降低

细胞 PI 阳性率 R3（晚期凋亡）和 Annexin Ⅴ 阳性

率 R5（ 早 期 凋 亡 ）， 机 制 与 抑 制 hsa-miR-146b-5p
的升高以抗内皮细胞氧化损伤有关 [12]；可通过下调

Caspase-3 表达与上调 Bcl-2 基因来抑制过氧化氢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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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大鼠血管内皮细胞凋亡 [13]；同时能提高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NO）水平、提高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活性、降低内皮素 -1 水平、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内

皮依赖的舒张功能 [14]。血栓通胶囊具有促进氧糖剥

夺 / 复氧致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HUVEC）损伤模型内皮细胞紧

密连接形成的作用，机制与降低电阻值，抑制内皮细

胞渗透性增加，促进内皮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形成有

关 [15]。

3.1.2 促进血管新生与抑制血管重构 血塞通软

胶囊可促进大鼠缺血心肌血管新生，其机制与促进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 β、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的表达有关 [16]。 
血栓通注射液促进局灶性血管新生，机制与激活核

因子 NF-E2 相关因子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Nrf2-VEGF）通路相关 [17]。血塞通胶

囊对溶血磷脂酸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导致的血

管重构有拮抗作用，作用机制与抑制 DNA 合成、阻

止细胞进入 S 期有关 [18]。

3.1.3 改善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 血塞通滴

丸具有降低高、中、低切全血黏度，降低红细胞聚

集性及抗血栓与溶栓作用 [19]。血栓通胶囊具有抑制

血小板活化的作用 [20]，其机制与其抑制血管细胞黏

附分子 -1 的表达和血栓素 B2 的释放相关 [21]。血栓

通注射液可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血流状态及抑

制机械力离子通道蛋白 piezol 的表达以发挥抗血栓

作用，并可通过缩短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和凝血酶

原时间，升高血小板计数、蛋白 C 和抗凝血酶Ⅲ

的含量及降低肿瘤坏死因子以拮抗脂多糖诱导的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22, 23]。血塞通注射液和血栓通注

射液均具有抗凝血酶作用，其抗凝血酶活性分别为

6.9~13.6 U/mL 和 4.6~9.8 U/mL[24]。

3.1.4 抗心肌缺血缺氧及缺血再灌注损伤 血

塞通分散片可以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外周血管阻

力，改善血液循环，进而改善心肌缺血 [25]。血栓通

胶囊可减少心肌缺血模型大鼠心肌梗死范围，降低血

清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肌酸

激酶（creatine kinase，CK）及肌酸激酶同工酶 MB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MB，CK-MB），促进血栓

溶解，抑制血小板聚集，进而缓解心肌缺血性损伤 [26]。 
一项针对血栓通注射液的网络机制研究发现其主要成

分可通过调控炎症、黏附、细胞增殖、凋亡和能量供

应等不同途径发挥抗心肌梗死作用 [27]。血塞通注射

液能剂量依赖性地提高丙酮酸脱氢酶、Na+-K+-ATP
酶、Ca2

+-Mg2
+-ATP 酶活性，升高细胞内 ATP 和乙酰

辅酶 A 含量，降低丙酮酸水平，通过上调丙酮酸脱氢

酶介导的有氧代谢减轻心肌损伤，并可通过多途径发

挥抗缺血 / 再灌注损伤的心肌保护作用 [28]。血塞通注

射液可减轻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损伤，抑制 Bax 蛋白

表达，提高 Bcl-2/Bax 比例以减少缺血再灌注引起的

心肌细胞凋亡 [29]。

3.1.5 抑制心肌肥厚 血塞通软胶囊能降低心

肌组织 TGF-β1 mRNA、Smad3 mRNA 表达，增加

Smad7 mRNA 表达，降低心肌胶原含量，并能减轻

心肌组织的病理损伤，对急性心肌梗死（心梗）后心

肌重塑有一定抑制作用 [30]。血塞通注射液可降低血

清中 CK 释放，降低血清及心肌中丙二醛水平，提高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保护心肌组织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活性，减少心肌组织胶原含量，减轻心脏重量指

数以抑制心肌肥厚，其机制与抗氧化作用相关 [31]。

3.1.6 调节血脂 血塞通软胶囊能调节血脂代

谢 [32]，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能降低总胆固醇、甘

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水平，并能减轻主动脉内膜病变程度 [33]。

3.2 保护脑组织和神经细胞的作用机制

3.2.1 抗脑缺血缺氧及缺血再灌注损伤 注射

用血栓通（冻干）可降低脑梗死体积和肿胀百分比，

保护缺血性脑损伤 [34]。血塞通滴丸可抑制血小板聚

集、凝血因子及血栓形成，减少大脑中动脉血栓模型

大鼠脑梗死范围及脑含水量，改善行为障碍程度，对

脑缺血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35]。血塞通分散片能降低

慢性脑缺血大鼠脑组织含水量，对慢性脑缺血具有治

疗作用 [36]。生物信息学研究发现血塞通软胶囊可调

控血管生成，血管形态，神经元生成、分化和新生，

神经元信号转导和神经营养因子以保护脑组织和神

经细胞 [37]。血栓通注射液能减少脑缺血 - 再灌注损

伤大鼠脑内的伊文思蓝含量，降低脑指数，扩张脑内

小血管，延长凝血时间，抑制小鼠体内血栓形成以保

护脑组织 [38]。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能增加缺氧 / 复

氧损伤 Neuro-2a 细胞存活率，降低乳酸脱氢酶漏出

率，对损伤的神经元有一定保护作用 [39]。血栓通注

射液能减轻缺血性脑损伤，改善神经功能，促进局灶

性血管新生，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40]。血塞通注

射液能减轻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模型大鼠脑水肿，其

机制与抑制细胞间黏附分子 -1 表达和中性粒细胞浸

润以减轻脑梗死区的炎症反应相关，同时对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小胶质细胞炎症反应也具有抑制作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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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抑制神经细胞凋亡 血塞通注射液可抑

制神经再生抑制因子 Lingo-1 mRNA 和蛋白表达，

促进缺糖缺氧受损人骨髓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SH-
SY5Y）细胞的存活，具有抑制凋亡和显著的神经保护

作用 [42]。血塞通注射液能缩小脑梗死体积，改善远

期神经功能，对缺血性卒中有长期的神经保护作用，

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神经细胞凋亡有关 [43]。

3.2.3 促进神经细胞再生 血塞通胶囊可显著

增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梗死边缘区 5- 溴脱

氧尿嘧啶核苷、微管相关蛋白 -2、胶质纤维酸性蛋

白、3 型 β 微管蛋白阳性细胞数，促进梗死脑组织

神经干细胞增殖分化和在脑内转移，参与损伤脑组

织的修复、再生和神经功能重建作用 [44]。血塞通胶

囊能提高脑梗死大鼠血浆和骨髓中干细胞因子水平

和 CD117 阳性细胞数，降低血浆和骨髓中 CD54 和

CD106 阳性细胞数以动员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

外周循环从骨髓流向缺血部位，启动组织再生以改善

神经功能 [45]。

3.3 保护肾组织的作用机制 血栓通注射液可

降低肾组织氧化水平，抑制细胞凋亡，减少糖基化终

产物受体的表达水平，减轻炎症反应，抑制肾纤维化，

减轻肾脏病理变化，改善糖尿病引起的肾损伤 [46, 47]。

血栓通注射液对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

机制与直接清除自由基，提高琥珀酸脱氢酶、细胞色

素氧化酶活性，升高血清降钙素基因相关肽水平，降

低钙超载，以减轻线粒体损伤有关 [48]。注射用血栓通

（冻干）可抑制 TNF-α 诱导的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

抑制肾小管间质细胞表型转化，降低血小板生长因子，

显著改善慢性肾缺血引起的肾间质纤维化 [49, 50]。

3.4 其他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能降低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大鼠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和结缔组织生长

因子，抑制炎症和凋亡，上调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抑

制糖基化终产物的产生，减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51]。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对下肢缺血再灌注所造成的损

伤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52]。血塞通注射液可降低肠黏

膜组织炎症水平，增加肠蠕动，有效地减轻缺血再灌

注损伤所致的肠屏障功能障碍 [53]。血塞通注射液能

抑制人前列腺癌 PC-3 细胞增殖和迁移活性，制抗增

殖细胞核抗原，抑制多种细胞的增殖骨髓瘤细胞，与

阿霉素的联合使用可协同上调 Bcl-2 mRNA 的表达和

下调 Bax mRNA 的表达以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增

殖 [54]。血塞通胶囊能增加外周血和骨髓中的 CD117+ 

HSC 和干细胞因子以促进造血干细胞生新血功能 [55]。

同时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能有效减轻顺铂所致的肾

损伤，降低肾组织氧化水平，减轻肾脏病理变化 [56]。

4 三七总皂苷制剂的临床研究

4.1 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

4.1.1 冠心病心绞痛 一项纳入 38 个随机对

照 试 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包 含 
4 074 例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 Meta 分析结

果显示，在常规基础治疗上加用血栓通（冻干粉）注

射液在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临床综合有效率、心绞

痛症状有效率、心电图改善有效率、硝酸甘油停减率、

心绞痛发生次数、心绞痛持续时间及实验室指标高敏

C 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
CRP）、纤维蛋白原的改善方面，均优于单独常规基础

治疗 [57]。一项 RCT 将 199 例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患

者随机分为 3 组，试验组给予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阳性对照组给予灯盏细辛注射液，安慰剂组给予氯

化钠注射液，结果显示试验组改善心绞痛总有效率为

95%，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71.88%）和安慰剂组

（44.78%）[58]。一项纳入 13 个 RCT 包含 967 例冠

心病心绞痛患者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常规治疗联

用血塞通注射液组改善症状和心电图的总有效率均明

显高于常规治疗组 [59]。一项纳入 6 个 RCT 包含 716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血塞

通软胶囊在改善不稳定心绞痛患者心电图、减轻心绞

痛症状、减少心绞痛发作频率和持续时间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疗效 [60]。

4.1.2 急性心肌梗死 一项纳入 120 例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的 RCT 中，对照组予经皮冠

状动脉介入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血塞

通注射液治疗，治疗后试验组 CK-MB、肌钙蛋白 T
（troponin T，cTnT）、hs-CRP、B 型钠尿肽、左室舒

张末期内径、心肌梗死溶栓治疗实验（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MI）血流分级、左心室射

血分数等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结果显示血塞通注

射液联合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能有效改善患者心肌供

血，减轻炎症反应，改善患者心功能 [61]。一项纳入

112 例 ST 段抬高心肌梗死（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的 RCT 结果显示，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前给予血塞通注射液可显著

改善 STEMI 患者心肌血供，降低炎症因子水平，减轻

心肌损伤，改善心功能 [62]。

4.2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

4.2.1 缺血性脑卒中 一项多中心 RCT 将 282 例 
脑梗死恢复期患者随机分为 4 组，观察组予注射用血

塞通（冻干）400 mg，低剂量组予注射用血塞通（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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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200 mg，阳性对照组予灯盏细辛注射液，安慰

剂组予氯化钠注射液，结果显示与其他各组比较，观

察组能明显改善下肢不遂、口舌歪斜、舌强言謇或不

语、偏身麻木、头痛、头晕、唇色紫暗症状 [63]。一

项纳入 23 个 RCT 包含 2 196 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血塞通注射液联合西药常规治

疗在改善临床总有效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血浆黏

度方面优于单纯西药治疗组 [64]。一项 RCT 将 124 例

腔隙性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西药常规

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予血栓通注射液治

疗，结果显示试验组总有效率、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

认知功能改善程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65]。

4.2.2 出血性脑卒中 一项 RCT 将 63 例急性

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常规西药加氯化

钠注射液，试验组予常规西药加血栓通注射液，结果

试验组卒中评分、血肿量及炎症因子较对照组明显减

少，表明血栓通注射液可减轻炎症反应，促进血肿吸

收及神经功能恢复 [66]。一项 RCT 将 138 例小到中量

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按不同治疗时间分组，对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治疗组在第 7 天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给予三七总皂苷治疗，发现三七总皂苷可以促进血

肿吸收，降低 hs-CRP 水平，促进神经功能缺损恢

复，且三七总皂苷治疗脑出血早期使用比晚期使用

更有利 [67]。

4.2.3 短 暂 性 脑 缺 血 发 作 多 项 RCT 结 果

显示三七总皂苷制剂能够降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患者的发作频率和

持续时间，稳定和改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减少微

血栓数量和缺血性事件发生率 [68-70]。多项 RCT 研究

显示，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联合西药常规治疗能够

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改善血液流变学，且疗

效优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 [71, 72]。

4.3 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的临床研究

4.3.1 2 型糖尿病 一项纳入 130 例 T2DM 合

并左室舒张功能减退患者的 RCT 研究结果显示血塞

通软胶囊能明显抑制患者糖代谢异常，改善左室舒张

功能，提高运动耐力，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液黏稠度、

改善血流动力学及抑制血小板激活有关 [73]。

4.3.2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一项纳入 19 个

RCT 包括 1 625 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患者的 Meta 分析结

果显示血栓通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提高 DPN
总有效率，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医常规治疗，并可

明显提高正中神经的感觉、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及治

疗总有效率 [74]。一项 RCT 结果显示在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加用血塞通软胶囊治疗 DPN 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89.6%，显著优于单纯常规治疗 [75]。

4.3.3 糖尿病肾病 针对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患者，一项 RCT 结果显示常规

西药治疗联合血塞通注射液在血糖控制方面优于单纯

西药组，能明显改善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液黏稠度，并

具有保护肾小球和肾小管的功能 [76]。一项纳入 80 例

DN 的 RCT 研究结果表明血塞通注射液能明显改善

患者血液流变学和凝血指标，并能降低患者的微量白

蛋白排泄量 [77]。

4.4 治疗周围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

4.4.1 视网膜静脉阻塞 一项纳入 132 例视网

膜静脉阻塞（retinalveinocclusion，RVO）患者的多

中心 RCT 结果显示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可明显改

善患者最佳矫正视力 [78]。一项纳入 130 例 RVO 患

者的 RCT 结果显示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能够有效

治疗 RVO，提高患者的视力和生活质量，改善视野、

中医证候及胸胁胀痛、精神抑郁、烦躁失眠症状等情

况 [79]。一项 RCT 将 90 例 RVO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予西医常规治疗，试验组予西医常规治疗联合

血栓通胶囊，治疗后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95.6%，黄斑

水肿完全消退率为 67.4%，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可改

善血液流变性，加快血栓溶解，改善黄斑水肿及视网

膜循环状态，视力起效时间更快 [80]。

4.4.2 下肢深静脉血栓 一项 RCT 将 182 例

急 性 下 肢 深 静 脉 血 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两 组， 对 照 组 予 低 分 子 肝 素

钙，试验组予低分子肝素钙联合血栓通注射液，治

疗后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92.3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5.82%，结果表明血栓通注射液能改善患者的凝血 
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血

活 酶 时 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血小板计数（platelet，PLT），降低血液黏

稠度 [81]。一项 RCT 将 112 例拟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患

者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予血栓通注射液，对照组予

低分子肝素钠针剂对可能发生的 DVT 进行预防，治

疗后试验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27.58%，对照组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24.07%，结果表明血栓通注射液

防治髋关节置换术后 DVT 可获得与西药低分子肝素

钠近似的疗效和安全性 [82]。

4.4.3 动脉硬化闭塞症 一项纳入 10 个 RCT
包 括 1 032 例 动 脉 硬 化 闭 塞 症（arteriosclerosis 
obliterans，ASO）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血栓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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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地尔治疗 ASO 与单纯应用前列地尔比较，临床

有效率更高，下肢动脉硬化程度包括踝肱指数、趾肱

指数及最大行走距离改善更加明显 [83]。一项 RCT 结

果显示在前列地尔注射液基础上加用血栓通注射液治

疗 ASO，总有效率可达 95.65%，明显高于单用前列

地尔组 82.61%，且患者踝肱指数、趾肱指数、足背

血流量及血流动力学改善程度均优于单用前列地尔注

射液组 [84]。

4.5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

4.5.1 慢性阻塞性肺病 一项 RCT 将慢性阻

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相关肺动脉高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予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注射用

血栓通（冻干），结果显示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能

更有效地提高临床疗效，降低肺动脉压，改善血气

分析 [85]。一项小样本 RCT 将 COPD 加重期患者随

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

的基础上予血塞通注射液，治疗后试验组总有效率

为 95%，明显高于对照组 80%，试验组改善第 1 秒 
用 力 呼 气 容 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FEV1/ 用力肺活量、纤维蛋白原、D-
二聚体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 [86]。

4.5.2 慢性呼吸衰竭 一项纳入 108 例慢性呼吸

衰竭患者的 RCT 结果显示常规治疗联用血栓通注射液

能提高动脉血氧分压，降低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并

能改善血液流变学，疗效明显优于单纯常规治疗组 [87]。

4.5.3 急性肺栓塞 一项 RCT 将 152 例急性肺

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患者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予华法林联合低分子肝素口服，试

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血栓通注射液，治疗后试验组

总有效率 91.6%，缺损肺动脉栓塞数改善率 82.3%，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显示血栓通注射液联合华法

林、低分子肝素治疗 APE 较单用华法林联合低分子

肝素疗效更好，安全性相似 [88]。

4.6 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

4.6.1 急性胰腺炎 一项 RCT 将急性胰腺炎

（acute pancreatitis，AP）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

组予乌司他丁，试验组予乌司他丁联合血塞通注射

液，治疗后试验组有效率为 95%，明显高于对照组，

试验组能明显降低血淀粉酶、尿淀粉酶及血清 IL-2、

TNF-α 水平 [89]。另一项 RCT 结果显示常规治疗加

用血塞通注射液与单纯常规治疗比较，可明显缩短

AP 患者腹痛缓解时间和平均住院天数 [90]。

4.6.2 肝纤维化 一项纳入 102 例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的 RCT 结果显示，血塞通注射液可明显改善

透明质酸、Ⅲ型前胶原、Ⅳ型胶原、层粘蛋白等肝纤

维化指标，减缓肝纤维化进程 [91]。另一项 RCT 结

果显示，血塞通软胶囊具有恢复肝功能，抗肝纤维

化的作用 [92]。

4.6.3 消化性溃疡 一项 RCT 将 124 例胃溃疡

（gastric ulcer，GU）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予

法莫替丁及胶态枸橼酸铋，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予注射用血塞通（冻干），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

（96.8%）及幽门螺杆菌转阴率（93.5%）均优于对照

组（80.6%，59.7%）[93]。

4.7 治疗泌尿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

4.7.1 肾病综合征 一项 RCT 将 82 例肾病综

合征（nephrotic syndrome，NS）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予西药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加血塞通软胶囊，治疗后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82.9%，

明显优于对照组 63.4%，结果显示血塞通软胶囊具有

改善高血脂、蛋白尿及改善肾功能的作用 [94]。 
4.7.2 慢性肾衰竭 一项 RCT 将 60 例慢性肾

衰竭（chroic renal failure，CRF）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予西药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加血塞通注射液，结果显示试验组总有效率 71.88%，

明显高于对照组 46.33%，并能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 [95]。

4.8 其他 一项小样本 RCT 研究结果表明，血

塞通软胶囊通过刺激促红细胞生成素的高表达使癌性

贫血患者体内血红蛋白升高，改善症状，以发挥对癌

性贫血的治疗作用 [96]。一项纳入 215 例胫腓骨骨折

伴肢体肿胀患者的 RCT 结果表明血塞通注射液能提

高患者有效率，促进肿胀消退，联合注射用七叶总皂

苷可增加疗效 [97]。一项纳入 124 例股骨颈骨质疏松

性骨折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 RCT 结果表明血

栓通辅助治疗，可改善血液流变学及血液高凝状态，

调整骨代谢，有利于缩短康复进程 [98]。一项 RCT 将

87 例重型脑外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西药

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血塞通注

射液，治疗后试验组颅内压、行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及

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99]。一项 RCT 将

50 例突发性耳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西药

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血栓通注

射液，治疗后试验组总有效率 81.8%，对不伴眩晕患

者的有效率为 89.2%，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100]。一项

纳入 60 例产后出血患者的 RCT 结果表明血塞通软胶

囊对产后止血确有疗效，并可促进子宫复旧，减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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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恶露，加速产妇产后恢复 [101]。

5 三七总皂苷制剂的安全性证据

一项血栓通注射液上市后安全性监测与再评价

研 究 共 纳 入 来 自 7 个 省 33 家 医 院 的 30 884 例 患

者，结果表明血栓通注射液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14‰，常见的临床表现依次为皮肤及其附件损害

（52.97%）、全身损害（9.32%）、中枢和周围神经系

统损害（8.90%），A 型不良反应占 95.49%，41.41%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在 接 受 血 栓 通 注 射 液 治 疗 后 24 h 
内，25.78% 的不良反应发生在治疗后 2~4 天，其

86.72% 不良反应多为中度反应，关于不良反应的主

要处置方式，其中 54.69% 为停药和对症治疗 [102]。 
一项纳入 79 家医疗机构包括 30 097 例患者的前瞻

性、多中心、大样本针对注射用血塞通（冻干）上

市后安全性的医院集中监测研究发现不良反应总体

发 生 率 为 0.13%， 属 偶 见 级 别， 其 中 轻 度 不 良 反

应占 95%，中度不良反应占 5%，不良反应症状消

失者占不良反应总例数的 85%，症状缓解者占不

良反应人数的 15%，结果表明注射用血塞通（冻

干）在临床使用情况下相对安全，不良反应属偶见

级别，且程度轻微，预后良好 [103]。一项纳入 36 个 
RCT 包括 3 874 例患者针对血塞通注射液临床应用

安全性的 Meta 分析显示当对照组使用常规治疗时，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区别，使用

剂量在 500~600 mg 时，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其不良反应主要为皮疹、咽干、头痛、

心慌等 [104]。一项从全国 42 家中心纳入 30 008 例 
患者的大样本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评价注射用血塞通

（冻干）临床应用的安全性，结果显示药品不良事件

和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是 0.5% 和 0.33%，其中最

常见的不良事件是皮肤和附件的损伤（47.66%），多

数不良反应为 B 型（62.62%），发生于静脉注射后

24 h 内；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医院的医疗水平、

高血压、溶剂类型是不良反应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注射用血塞通（冻干）耐受性好，在真

实世界中对患者有良好的安全性 [105]。

6 三七总皂苷制剂的临床应用推荐意见

6.1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心血管疾

病 包括冠心病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中医辨证属

瘀血阻滞型。

应用提示：三七总皂苷和阿司匹林二者同时使用

时，表观渗透系数值显著增加，同时三七总皂苷可以

增强阿司匹林的肠黏膜吸收，抑制阿司匹林在肝细胞

中的水解活性，对阿司匹林诱导的胃肠道损伤具有保

护作用。

6.2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神经系统疾

病 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中医辨证属瘀血阻滞型。

应用提示：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常规西药联合注

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脑水

肿，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提高临床总有效率；恢

复期给予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疗效

好，安全性较高。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给予常规西药

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抑制脑出血后炎症反

应，从而促进血肿吸收，缓解脑水肿，改善脑出血患

者神经功能，早期应用比晚期应用更有利。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扩张

脑血管，增加脑血流量，缓解期口服三七总皂苷制剂

能够降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发作频率和持续时间。

6.3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糖尿病及并

发症 包括 2 型糖尿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

病肾病，中医辨证属瘀血阻滞型。

应用提示： 2 型糖尿病常规西药联合口服三七总

皂苷制剂，可改善糖代谢。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常规

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明显提高正中神

经的感觉、运动神经传导速度。糖尿病肾病常规西药

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可保护肾小球和肾小管

的功能，降低患者尿微量白蛋白排泄量。

6.4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周围血管疾

病 包括视网膜静脉阻塞、下肢静脉栓塞、动脉硬化

闭塞症，中医辨证属瘀血阻滞型。

应用提示：视网膜静脉阻塞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

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改善患者最佳矫正视力。下肢深

静脉血栓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能改

善患者的血液流变性，降低血液黏稠度。动脉硬化闭

塞症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改善踝

肱指数、趾肱指数及最大行走距离。

6.5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呼吸系统疾

病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呼吸衰竭、急性肺栓

塞，中医辨证属瘀血阻滞型。

应用提示：慢性阻塞性肺病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

三七总皂苷制剂，可降低患者肺动脉压，改善血气分

析及肺功能。慢性呼吸衰竭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

总皂苷制剂，能提高动脉血氧分压，降低动脉血二氧

化碳分压，并能改善血液流变性。急性肺栓塞常规西

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疗效更好。

6.6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消化系统疾

病 包括急性胰腺炎、肝纤维化、胃溃疡，中医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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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瘀血阻滞型。

应用提示：急性胰腺炎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

总皂苷制剂，可降低血淀粉酶、尿淀粉酶及血清炎

症因子水平，缩短患者腹痛缓解时间。肝纤维化常规

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能改善肝纤维化指

标，减缓肝纤维化进程。胃溃疡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

三七总皂苷制剂，可提高幽门螺杆菌转阴率。

6.7 推荐应用三七总皂苷制剂治疗泌尿系统疾

病 包括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竭，中医辨证属瘀血

阻滞证。

应用提示：肾病综合征常规西药联合口服三七总

皂苷制剂，可改善高血脂、蛋白尿及肾功能。慢性肾

衰竭常规西药联合注射用三七总皂苷制剂，能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

6.8 三七总皂苷制剂对癌性贫血、骨折、重型

脑外伤、突发性耳聋及产后出血等疾病的瘀血阻滞

型也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尚缺乏高水平的循证证据

支持。

7 使用注意

根据现有证据，建议医护人员在用药前应详细询

问患者的过敏史，必要时做皮肤过敏试验，对所含成

分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严格掌握三七总皂

苷制剂的临床适应症；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用

法、用量给药；避免药物的同瓶配伍；告知患者可能

存在的用药风险，密切监测老年患者等特殊人群用药

以减少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用药过程中一旦出现皮

疹、咽干、头痛、心慌等症状，应建议停药，密切观

察病情变化，予以积极处理。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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