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rombolysis,2009,27(2):233-238.
[5] 区腾飞,杨 洁,廖龙光,等.进展性脑梗死的相关危险

因素[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4,18(17):136-137.
[6] 蔺雪梅,王 芳,王 清,等.急性多发性脑梗死的病因

及相关 危 险 因 素 分 析[J].陕 西 医 学 杂 志,2014,43
(10):1365-1366.

[7] LUNDSTROMA,WALLENH,ARBIN MV,etal.

Clopidogrelresistanceafterminorischemicstrokeor

transientischemicattackisassociatedwithradiological

cerebralsmall-vesseldisease[J].JStr&CereD,2015,

24(10):2348-2357.
[8] 陈英杰,姬春玲.他汀类药物在脑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应

用[J].海峡药学,2016,28(3):186-187.
[9] 刘 琴,方 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联合阿托伐他汀

治疗急性进展性脑梗死的疗效分析[J].中国基层医

药,2016,23(3):328-332.
[10]孙 虎.阿托伐他汀联合氯吡格雷治疗急性脑梗死的

疗效及对血清hs-CRP的影响分析[J].内科,2015,10
(5):662-664.

[11]张英岚.大剂量阿托伐他汀联合氯吡格雷治疗急性脑

梗死的疗效观察与护理[J].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2014(s1):328-329.
[12]王 晶,刘晶晶,刘金凤,等.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急性

脑梗死患者预后的关系[J].临床神经病学杂志,2014,

27(2):123-124.
[13]许先继,林艳足.阿托伐他汀联合氯吡格雷对不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及预后的影响[J].广

东医学,2014,35(11):1766-1768.

(本文编辑:禤霏霏)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7Mar;34(3)

△通信作者,E-mail:2006mengjh@163.com
收稿日期:2016-04-18

盐酸曲美他嗪治疗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的疗效观察

孟建宏△,刘亚荣,王 敏,张 林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观察盐酸曲美他嗪治疗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5年5—12月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收治的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患者2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100例。对照组采

用常规治疗方法,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盐酸曲美他嗪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血脂变化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结果:治疗后,研究组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C)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高密度脂蛋白(HDL-C)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研究组心绞痛治疗总有效率为93.0%,高于对照组的82.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5.531,P<0.05)。心电图疗效评定中,研究组总有效率为84.0%,高于对照组的71.0%,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4.845,P<0.05)。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0%,低于对照组的10.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3.907,P<0.05)。结论:对于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患者,使用传统抗心绞痛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盐酸曲美他嗪治疗的疗

效较佳,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减少,且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盐酸曲美他嗪;冠心病;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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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efficacyoftrimetazidinehydrochlorideonthetreatmentofstableexertionalanginapec-
toris
MengJianhong,LiuYarong,Wangmin,ZhangLin.(TheSecondAffiliatedHospitalofShaanxiUniversi-
tyofChineseMedicine,Xianyang71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observetheclinicaleffectoftrimetazidinehydrochlorideonthetreatmentofstable
exertionalanginapectoris (SAP).Methods:200
patientswithSAPtreatedinourhospitalfromMay
2015toDecember2015wereselectedand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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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intoaresearch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100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
groupreceivedconventionaltherapy,whilethoseintheresearchgroupweretreatedasthecontrolgroup
withadditionoftrimetazidinehydrochloride.Theclinicalefficacy,bloodlipidandincidenceofadversereac-
tionswerecompared.Results:Aftertreatment,thetotalcholesterol(TC),triglyceride(TG)andlow-
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levelswerelower,whilethehigh-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levelwas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0.05).Thetotalresponserateintreating
SAPwas93.0%intheresearchgroup,which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82.0%)(P<
0.05).Theeffectiverateintheresearchgroupwasalso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baseonthee-
valuationofECG(84.0%vs.71%,P <0.05).The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was5.0%inthere-
searchgroup,andwas10.0%inthecontrolgroup.Therewasstatisticaldifferenceintheincidenceofad-
versereactionsbetweenthetwogroups(P <0.05).Conclusion:Acombinationoftrimetazidinehydro-
chlorideandconventionalantianginaldrugsexertedacurativeeffectonSAP.Itcouldreducetheincidence
ofadversecardiovasculareventsandprotectmyocardium.
Keywords trimetazidinehydrochloride;coronaryheartdisease;anginapectoris

  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是心绞痛最常见的类

型,其发病原因多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的心肌

急剧、暂时缺血或缺氧等,临床表现主要为胸部不适

或发作性胸痛[1]。患者劳力负荷增加时,易发生此

类型心绞痛,休息和(或)给予硝酸甘油等药物治疗

后可缓解[2]。盐酸曲美他嗪主要通过调节体内代谢

来预防和治疗心绞痛,其具有药效长、安全性高及作

用力强的优点,是治疗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的常用

药物[3]。本文选取200例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

患者,在基础治疗上加用盐酸曲美他嗪治疗,疗效较

为满意,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5—12月陕西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200例冠心病稳定劳力型

心绞痛患者。病例纳入标准:(1)均经胸片、心电图、
体格检查及询问病史确诊;(2)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冠心病心绞痛的分型标准,胸痛发作有明确

的劳力或情绪因素;(3)疼痛发作的部位、时间、频
率、程度相对固定;(4)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或休息后

疼痛可迅速缓解,病情稳定在30d以上[3]。病例排

除标准:(1)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2)伴有急

性心肌梗死、严重心律失常者;(3)合并血液系统及

精神系统疾病的患者;(4)对相关治疗药物过敏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200例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100例。其中研究组男58例,女42例;
年龄52~69岁,平均(60.7±8.3)岁;合并高血压

46例,糖尿病27例,高脂血症31例,高尿酸血症

10例。对照组中男53例,女47例;年龄53~72岁,
平均(62.4±8.7)岁;合并高血压49例,糖尿病

21例,高脂血症29例,高尿酸血症12例。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年龄/岁,
췍x±s

性别,n(%) 合并疾病,n(%)
男 女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高尿酸血症

研究组 100 60.7±8.3 58(58.0) 42(42.0) 46(46.0) 27(27.0) 31(31.0) 10(10.0)
对照组 100 62.4±8.7 53(53.0) 47(47.0) 49(49.0) 21(21.0) 29(29.0) 12(12.0)

t/χ2 1.414 0.506 0.180 0.987 0.095 0.204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吸氧、休息以及控制血

压、血糖等基础治疗,同时口服酒石酸美托洛尔、阿
司匹林肠溶片、单硝酸异山梨醇酯、阿托伐他汀钙等

药物。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加服盐酸曲美他嗪片(天
津施 维 雅 制 药 公 司 生 产,批 号:国 药 准 字

H20055465):20mg/次,3次/d。两组患者均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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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3个月。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观察治

疗前、后心电图变化和血脂水平[总胆固醇(TC)、甘
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

白(LDL-C)]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腹痛、腹泻、
呕吐等)。

1.4 疗效评定标准 心绞痛疗效依照1993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局颁发的《心血管系统药物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评定[4]:(1)显效:同等劳累

程度下不引起心绞痛,或心绞痛以及硝酸甘油用量

减少80%以上;(2)有效:心绞痛发作次数以及硝酸

甘油用量减少50%~80%;(3)无效:心绞痛发作次

数以及硝酸甘油用量减少50%以下,或心绞痛发作

次数、程度、及持续时间增加,硝酸甘油用量增加。
心电图疗效评定标准:(1)显效:心电图恢复正常;
(2)有效:S-T段回升至0.05mV以上,但未达正常

水平;(3)无效:心电图与治疗前无明显改变。总有

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处理和分

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血脂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脂水平均较治疗前明

显改善,且研究组TC、TG、LDL-C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HDL-C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 <0.05),
见表2。

2.2 两组患者心绞痛及心电图疗效比较 研究组

心绞痛总有效率为93.0%,与对照组的82.0%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31,P <0.05)。研

究组心电图总有效率为84.0%,与对照组的71.0%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45,P<0.05),见
表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췍x±s,n=100)

组别
TC/(mmol/L) TG/(mmol/L) HDL-C/(mmol/L) LDL-C/(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6.27±0.465.18±0.94* 3.53±0.781.42±0.38* 2.33±0.543.80±0.69* 3.67±0.582.07±0.22*

对照组 6.19±0.425.62±0.71* 3.49±0.702.21±0.61* 2.45±0.673.11±0.72* 3.81±0.433.31±0.35*

t 1.284 3.375 0.382 10.992 1.395 6.919 0.939 29.99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心绞痛及心电图疗效比较

组别 n
心绞痛疗效,n(%) 心电图疗效,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研究组 100 68(68.0) 25(25.0) 7(7.0) 93.0* 51(51.0) 33(33.0) 16(16.0) 84.0*

对照组 100 53(53.0) 29(29.0) 18(18.0) 82.0 40(40.0) 31(31.0) 29(29.0) 71.0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组患者中出现

腹痛2例,腹泻3例;对照组中出现腹痛7例,腹泻

2例,呕吐4例。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0%
(5/100),与对照组的10.0%(10/100)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3.907,P<0.05)。

3 讨 论

  稳定型劳力性心绞痛的产生是由于患者已存在

冠状动脉固定性严重狭窄,冠脉残余储备力大幅降

低,而心肌负荷却显著增加,从而导致心肌急剧而短

暂的缺血与缺氧,并进一步引发一系列心血管不良

事件[5-6]。治疗稳定型心绞痛的常规药物有硝酸酯

类药物和β受体阻滞类药物,均能够改善患者血流

动力学,增加心肌局部血流量,减少心肌耗氧量,但
是上述药物难以对心肌代谢的异常功能进行有效地

调节[7-9]。

  盐酸曲美他嗪作为一种长链3-酮酰CoA硫解

酶(3-KAT)抑制剂,能够对抗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

素及加压素,达到降低血管阻力的目的,从而增加冠

状动脉及循环血流量,促进心肌代谢及心肌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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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同时,还可以抑制脂肪酸β氧化,促进心肌葡

萄糖代谢,降低高能磷酸盐产生过程中的需氧量,提
高心肌缺氧时氧的利用效能[10-11]。本研究结果显

示,治疗前,两组患者血脂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血脂水平均较

治疗前明显改善,且研究组TC、TG、LDL-C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HDL-C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
<0.05)。研究组治疗心绞痛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心电图疗效优于对照组,且不良反应发生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说明盐酸曲美他嗪治疗冠心病稳定

劳力型心绞痛的疗效显著,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血脂

水平,且安全性较好。有研究表明,盐酸曲美他嗪通

过调节代谢,可有效改善心肌缺血,降低心肌耗氧

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心脏功能的保护,对于患者血

脂水平,临床疗效作用明显。且盐酸曲美他嗪的抗

缺血作用不同于其他抗心绞痛药物,不会引发血流

动力学参数(如心率、收缩压、速率压力乘积)的异常

变动,且无负性肌力作用,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也较

小。

  综上所述,对于冠心病稳定劳力型心绞痛患者,
使用传统抗心绞痛药物治疗基础上加用盐酸曲美他

嗪治疗的疗效较佳,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减

少,且对心肌有保护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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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扩张气管切开术在危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唐建周,罗 晖,韦明豪

(广西宜州市人民医院胃肠腺体外科,宜州 546300)

摘要 目的:观察经皮扩张气管切开术(PDT)在危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7月至2016年9月广西宜州市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需行气管切开的患者10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PDT组和传统开放式气管切开术(TT)

组,每组50例。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手术情况及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PDT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

口大小、切口愈合时间及切口瘢痕大小均明显优于TT组(均

P<0.05),且围手术期及远期总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TT

组(P<0.05)。结论:PDT具有微创、操作简便、并发症发生

率低等优点,值得在基层医院重症医学科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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