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碍,取得明显的疗效,能较好地改善患者FGIDs症

状及抑郁症状,治疗1个月、2个月、3个月的消化道

症状总积分好转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抑郁症状改善情况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P>0.05)。
  综上所述,西酞普兰治疗老年功能性胃肠病伴

抑郁障碍的疗效显著,且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具
有临床推广与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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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伐他汀钙对中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疗效分析

陈奇盛,张 萍,梁 慧

(广西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玉林 537000)

摘要 目的:观察阿托伐他汀钙治疗中老年2型糖尿病(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2014年12月至

2016年6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中老年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128例,随机分为治疗组(66例)和对照

组(6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钙治疗。检测两组治疗前、后血脂、血糖、糖化

血红蛋白(HbA1c),记录两组治疗期间急性冠脉综合征、脑卒中、主动脉夹层等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治疗组总胆

固醇(TC)、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

显著升高(P<0.01),而治疗前、后空腹血糖(FPG)、餐后血糖(PPG)、HbA1c水平无明显差异(P>0.05)。两组治疗后TC、

TG、LDL-C及 HDL-C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治疗组急性冠脉综合征、脑卒中、主动脉夹层发生率

(13.64%)显著低于对照组(41.94%)(P<0.05)。结论:阿托伐他汀钙对于中老年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的血脂异常有显著

疗效,能明显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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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老龄化日趋严

重,糖尿病患病率急剧上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给社

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心血管疾病(cardiovas-
culardisease,CVD)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与非糖尿病患者相比,糖尿病患者发生CVD的危险

更大,后果更严重。这种危险的增加不仅与高血糖

有关,也涉及脂类代谢紊乱等危险因素[1]。大量的

药物实验和国内外研究指出,他汀类药物能够有效

降低血脂异 常 患 者 的 心 血 管 事 件 的 发 生 率[2-3]。

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广西医科大学第六附属

医院采用阿托伐他汀钙治疗中老年2型糖尿病

(T2DM)合并冠心病患者66例,取得满意疗效,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

在本院住院治疗的T2DM 合并冠心病的中老年患

者128例。病 例 纳 入 标 准:(1)均 符 合 1999 年

WHO的T2DM的诊断标准[4];(2)经冠状动脉造影

或冠状动脉 CT 证实至少一支冠状动脉狭窄>
50%;(3)按要求规范治疗。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

心血管疾病(如瓣膜疾病、心肌疾病、大血管病变等)
的患者;(2)合并肝、肾等脏器严重并发症者;(3)使
用过调脂药物的患者。将128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66例)和对照组(62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1),见表1。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糖尿病教育、管理、饮
食、运动、降糖、抗血小板凝集等T2DM 合并冠心病

规范治疗,监测患者的血糖。治疗组患者采用阿托

伐他汀钙(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T06390,

20mg/片),10~20mg/d,每晚睡前口服。对照组

患者不采用阿托伐他汀钙调脂治疗。所有患者接受

相应治疗18个月,期间按时随访,观察记录两组患

者治疗期间心脑血管事件(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脑
梗死、脑出血、动脉夹层等)的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女),n

年龄/岁,
x±s

病程/年,
x±s

体重指数/
(kg/m2),x±s

治疗组 66 36/30 63.78±6.35 8.3±3.6 25.13±3.67

对照组 62 32/30 62.15±5.29 8.6±3.2 25.68±4.25

1.3 观察指标 检测两组患者治疗18个月后总胆

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空腹

血糖 (FPG)、餐 后 血 糖 (PPG)、糖 化 血 红 蛋 白

(HbA1c),并进行比较。同时,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

期间内心脑血管事件(急性冠脉综合征、脑梗死、脑
出血、动脉夹层等)的发生率及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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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血糖及HbA1c的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TC、TG和LDL-C水平均较治

疗前 明 显 下 降,而 HDL-C 水 平 明 显 上 升(P <

0.05),FPG、PPG及 HbA1c变化不大(P>0.05);
对照组仅TG和TC水平较治疗前有所下降,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 TG、

TC、LDL-C及 HDL-C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 治疗18个月

期间,治疗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13.64%)明显低

于对 照 组 (41.94%),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05),见表3。

2.3 不良反应 治疗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有2例出

现轻度胃肠道不适,2例出现轻度头晕、乏力,均经

调整服药时间后好转;3例患者口服阿托伐他汀钙

20mg时出现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谷氨酸

氨基转移酶(ALT)、肌酸激酶(CK)轻度升高,阿托

伐他汀钙由原来每晚20mg减为每晚10mg后

AST、ALT、CK恢复正常;所有患者治疗前、后未出

现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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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比较(x±s)

组别 n 时间 TC/
(mmol/L)

TG/
(mmol/L)

HDL-C/
(mmol/L)

LDL-C/
(mmol/L)

FBG/
(mmol/L)

PPG/
(mmol/L) HbA1c/%

治疗组 66 治疗前 5.96±0.83 2.34±0.35 0.86±0.21 3.68±0.84 6.58±1.87 8.96±1.53 6.38±1.25

治疗后 4.28±0.65*#1.87±0.31*#1.27±0.32*#2.08±0.84*#6.68±1.75 9.03±1.44 6.47±1.33

对照组 62 治疗前 5.89±0.72 2.43±0.29 0.83±0.20 3.75±0.77 6.33±1.43 9.08±1.66 6.36±1.16

治疗后 5.56±0.55 2.33±0.30 0.88±0.29 3.70±0.77 6.24±1.43 9.11±1.53 6.30±1.28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比较[n(%)]

心脑血管事件 对照组(n=62) 治疗组(n=66)

急性冠脉综合征  11(17.74)   5(7.58)

脑出血  5(8.06)   1(1.52)

脑梗死  8(12.90)   3(4.55)

主动脉夹层  2(3.22)   0(0.00)

总发生率  26(41.94)   9(13.64)*

  与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 论

  据报道,糖尿病患者往往在亚临床时期就已经

存在了血脂异常,糖尿病合并血脂异常主要表现为

TG升高,HDL-C降低,LDL-C升高或正常[5];而糖

尿病患者合并血脂异常是导致糖尿病患者CVD风

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糖尿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比单纯的冠心病患者预后更差,会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6]。然而,血脂异常是可以

干预的危险因素,CVD现代预防策略中最重要、最
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调脂治疗。他汀类药物亦称3-
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3-hydroxy-3-methylglu-
taryl-coenzyme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能够

抑制胆固醇合成限速酶 HMG-CoA还原酶,减少胆

固醇合成,继而上调细胞表面LDL受体,加速血清

LDL分解代谢。此外,还可抑制 VLDL合成。因

此,他汀类药物能显著降低血清TC、TG、LDL-C和

载脂蛋白B(ApoB)水平,轻度升高HDL-C水平,减
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无论是一级预防还是二级

预防研究,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con-
trolledtrial,RCT)均证实他汀显著减少糖尿病患者

心血管事件,而且各种类型糖尿病患者均可从他汀

治疗中获益。即使基线LDL-C水平低于平均值的

糖尿病患者,也能从他汀治疗中获益。专门针对糖

尿病患者的 RCT—阿托伐他汀糖尿病协作研究

(CARDS)也证实他汀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心脑血

管事件[7]。

  本研究发现,阿托伐他汀钙可明显降低糖尿病

合并 冠 心 病 患 者 TC、TG、LDL-C 的 水 平,提 高

HDL-C水平,其中降低 TC和LDL-C的作用更明

显,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患者的脂质代谢异常;同时,
治疗组急性冠脉综合征、脑卒中、主动脉夹层的心脑

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阿托伐他汀

钙能够明显降低冠心病患者的发生率。

  他汀类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是肝功能异常及相

关肌 肉 不 良 反 应 (包 括 肌 痛、肌 炎 和 横 纹 肌 溶

解[8-9]),患者有肌肉不适和(或)无力;长期服用他汀

有增加新发糖尿病的危险[10]。本研究中,个别患者

口服阿托伐他汀钙20mg时出现转氨酶升高,减量

后转氨酶恢复正常,无肌痛患者出现,FPG较对照组

偏高,但无明显差异;所有患者并未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说明中等剂量以下阿托伐他汀钙不良反应较

少,但在进行阿托伐他汀钙调脂治疗时,剂量的选择

仍需个体化,起始剂量不宜太大,并应严密监测患者

的肝肾功能、血糖、肌酸激酶等。

  综上所述,阿托伐他汀钙对 T2DM 合并CVD
患者具有显著降脂作用,从而起到血管保护作用,显
著减少患者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疗效确切,不良反应

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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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囊扩张式支架及血管成形治疗脑动脉
狭窄术后再狭窄风险研究

王 云

(邢台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邢台 054000)

摘要 目的:探讨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接受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及血管成形术治疗后,发生再狭窄风险及影响因素。方法:对

2011年6月至2015年5月在河北省邢台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接受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及血管成型术的142例颅内动脉狭窄

性病变患者进行至少2年随访观察。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划分为再狭窄组(21例)和无再狭窄组(121例),采用Cox回归分

析明确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142例患者中,21例术后发生再狭窄。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伴糖尿病、支架直径

(HR=3.360、0.320;均P<0.05)。结论:球囊扩张式支架及血管成型治疗脑动脉狭窄术后再狭窄风险较高,伴糖尿病、支架

直径相对较小患者可能更容易发生再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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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颅内动脉狭窄性病变是导致缺血性卒中的主要

原因之一,症状性颅内动脉狭窄患者每年卒中风险

高达12.5%,且预后不良[1]。对抗血栓药反应欠佳

患者,目前多采用支架置入术治疗,自膨式支架和球

囊扩张支架均是可选的颅内动脉支架,临床疗效可

靠[2],受医疗条件限制,目前国内主要采用后者[3]。
但既往报道证实,球囊扩张支架虽然有较好的疗效

和围术期安全性,术后再狭窄率仍较高[4]。探明术

后再狭窄的风险因素,并予针对性干预,可能有助于

提升疗效。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142例接受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及血管成形术治疗的颅内动脉

狭窄患者的临床资料,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6月至2015年5月在河北省邢台

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接受治疗的142例颅内动脉狭

窄性病变患者,其中男103例,女39例;年龄44~

·168·陈奇盛,等.阿托伐他汀钙对中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疗效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