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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舒心胶囊在不稳定型心绞痛合并糖尿病中的应用
马惠1，常国栋2，张晓惠1
【摘要】目的 观察丹参舒心胶囊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UAP）合并2型糖尿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94例UAP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47）和观察组（n=47）。对照组予常规治
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丹参舒心胶囊（每粒装0.18 g，2粒/次，3/d），1个月为一疗程，均治
疗1个疗程。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血脂[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流变学指标（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
比容、血沉）；采用SF-36量表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并记录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TC、
TG、LDL-C、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比容、血沉降低，HDL-C较治疗前增高，SF-36量表中生理
功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的评分较治疗前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TC、TG、LDL-C、全血黏度、血浆黏度，SF-36量表中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社会
功能改善更为明显（P＜0.05）。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85.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3.8%（P＜0.05）。
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出现。结论 丹参舒心胶囊治疗UAP合并2型糖尿病安全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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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of Danshen Shuxin Capsules for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complicated by diabetes mellitus
Ma Hui*, Chang Guodong, Zhang Xiaohui.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Fif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angqiu
City, Henan Province, Shangqiu 476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Ma Hui, E-mail: 913234704@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Danshen Shuxin Capsules on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UAP) complicated by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Methods UAP patients (n=94)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random digital table, into control group (n=47) and observation group (n=47).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Danshen Shuxin Capsules (0.18 g in
each capsule, 2 capsules per time and 3 times a day) for 1 month.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blood fat
indexes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 and high-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 and hemorrheologic indexes [whole blood viscosity (WBV), plasma viscosity,
hematocrit (Hct) an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reviewed by using MOS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SF-36)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TC, TG, LDL-C, WBV, plasma viscosity, Hct and ESR decreased and level of
HDL-C increased in 2 groups.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body pain, general healthy, vitality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F-36 scale increased in 2 groups (P<0.05). The levels of TC, TG, LDL-C, WBV, plasma viscosity, and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body pai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F-36 scale were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5.1%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63.8% in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observed in 2 groups. Conclusion
Danshen Shuxin Capsules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reatment of UAP complicated by T2DM.
[Key words] Danshen Shuxin Capsules;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Diabetes mellitus; Curative effect; Quality of life

糖尿病（DM）患者除糖类代谢紊乱外，长
期的高血糖也会损伤机体各个器官和系统，其
中，血管损伤最为常见 [1,2] 。作为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中的一种危重急症，不
稳定型心绞痛（UAP）患者血脂增高，且血液粘
稠度增高，血流缓慢 [3]。糖尿病是引发包括U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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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两种疾病
相互影响、相互恶化[4,5]。中医药是祖国医学的宝
贵财富，大量研究表明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
医药治疗的效果肯定 [6]。复方制剂丹参舒心胶囊
可明显减少UAP患者心绞痛发作次数、提高心功
能[7,8]，但在UAP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尚无报
道。本文观察了丹参舒心胶囊治疗UAP合并糖尿
病患者的疗效，及对患者血脂、血流变及生活质
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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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19年11月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94例UAP合并糖尿病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就诊前48 h内有典
型心绞痛症状；血糖控制良好；患者知情同意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稳定型心绞痛、急
性心肌梗死、严重心律失常；Ⅰ型糖尿病；肝肾
功能严重障碍；合并消化道溃疡、急性感染、
凝血功能障碍、脑卒中、恶性肿瘤等。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47）和观察组
（n=47）。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行降糖治疗，维持空腹血
糖在＜7 mmol/L，餐后2 h血糖＜10 mmol/L；舌
下含服硝酸甘油片（0.5 mg/次，按需服用）舒张
冠状动脉（冠脉），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100
mg/次，1/d）抗血小板治疗、阿托伐他汀钙片
（20 mg/次，1/d）降脂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此
常规治疗基础上口服丹参舒心胶囊（云南生物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每粒装0.18 g，生产
批号：20171205），2 粒/次，3/d。1个月为一疗
程，均治疗一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①记录心绞痛症状消失或发作次
数，硝酸甘油服用量。②血脂：采用UZS-3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
司）检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DL-C）]。③血液流变学指标：采用
SA-5600全自动血流变测试仪（北京赛科希德公
司）检测，包括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比
容、纤维蛋白原、血沉；④生活质量：采用普
适性的SF-36量表评价，包括生理功能、生理职
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
感职能、精神健康8个维度，评分越高表明生活
质量越好。⑤记录不良反应。
1.4 疗效标准[9] 显效：心绞痛症状消失或发作次数
减少＞80%，硝酸甘油用量减少＞80%；有效：心
绞痛严重分级降低1级、发作次数减少50%~80%、
硝酸甘油用量减少50%~80%；无效：未达上述标
准者。显效率、有效率之和为总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组内治疗前后自身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
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经统计，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均有可比性（P＞0.05）（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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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男性（n，%）
年龄（岁）
糖尿病病史（年）
NYHA分级（n，%）
Ⅰ级
Ⅱ级

对照组（n=47）
26（55.3）
55.3±6.7
6.2±0.9

观察组（n=47）
24（51.1）
54.0±5.4
5.0±1.1

15（31.9）
32（68.1）

18（38.3）
29（61.7）

注：NYHA：纽约心脏病协会

2.2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不良反应及临床疗效比较
所有患者均完成一个月的疗程。治疗前后两组患
者血糖、血压、肝肾功能等均无明显改变；用药
过程中，也无明显不良反应出现。经统计，对照
组显效10例（21.28%），有效20例（42.55%），
无效17例（36.17%），总有效率为63.8%；观察
组显效14例（29.79%），有效26例（55.32%），
无效7例（14.89%），总有效率为85.1%，观
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3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前后血脂比较 治疗后，两
组患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均较治疗前显著降
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较治疗前显
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TC、TG、LDL-C降低更为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4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各指标较治疗前均
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
组相比，观察组全血黏度、血浆黏度降低更为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5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
后，两组SF-36量表中生理功能、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均显著改善（P
＜0.05）；组间相比，观察组生理功能、躯体
疼痛、社会功能明显优于对照剂组（P＜0.05）
（表4）。
3 讨论
UAP和糖尿病都是临床的常见病，其发病与
不良生活习惯、遗传、精神因素等均有一定关
系，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炎症损伤等均是二
表2 两组患者血脂比较（ x ±s，n=47，mmol/L）
项目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C（mmol/L）
6.48±0.82 5.33±1.02a
TG（mmol/L）
2.13±0.30 1.68±0.31a
LDL-C（mmol/L） 3.46±0.57 2.92±0.42a
HDL-C（mmol/L） 0.92±0.12 1.06±0.19a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6.53±0.68 4.86±0.52ab
2.18±0.43 1.48±0.26ab
3.49±0.50 2.50±0.24ab
0.94±0.10 1.08±0.10a

注：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
对照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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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x ±s，n=47）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全血黏度低切 27.48±2.44 25.98±3.39a 27.66±3.22 13.46±0.09ab
（mpa•s）
全血黏度中切 18.08±1.32 16.78±1.58a 17.97±1.72 15.35±1.04ab
（mpa•s）
全血黏度高切 11.30±1.02 8.52±1.19a

11.45±1.38 7.41±0.90ab

（mpa•s）
血浆黏度低切 4.79±0.63 3.87±0.51a

4.83±1.07 3.56±0.43ab

（mpa•s）
血浆黏度中切 3.80±0.74 3.28±0.39a

3.77±0.62 3.02±0.28ab

（mpa•s）
血浆黏度高切 2.98±0.32 2.74±0.58a

2.94±0.32 2.48±0.61ab

（mpa•s）
血细胞比容

49.30±4.02 46.52±8.19a 49.45±9.18 45.92±4.52a

（%）
血沉

16.48±2.12 14.37±1.56a 16.39±3.07 13.62±1.29a

（mm/h）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表4 两组SF-36量表评分比较（ x ±s，n=47）
项目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35.41±3.75 38.03±4.84a
16.63±2.29 17.08±1.14
29.25±3.17 37.04±3.62a
23.63±4.14 26.12±3.09a
26.52±3.47 29.26±2.31a
30.19±2.80 32.14±4.57a
21.33±3.22 21.52±1.67
26.79±3.20 26.98±2.24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35.70±6.81 42.58±5.84ab
16.32±3.57 16.87±2.86
29.03±4.08 42.70±2.49ab
23.50±2.32 26.32±0.86a
26.67±4.00 29.83±6.82a
30.44±3.26 35.37±2.55ab
21.41±2.24 21.72±4.41
26.31±3.22 26.43±3.18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者共同的发病机制。糖尿病由于长期高血糖，机
体代谢紊乱，糖基化终产物沉积于心肌组织损
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心功能下降，心肌供氧不
足，易引发心肌缺血而出现UAP；此外，由于糖
尿病对血管的损伤，冠状动脉病变呈弥散性，预
后较差；加之糖尿病患者对胸痛不敏感，也会延
误冠心病诊治，大量研究认为，糖尿病是心肌梗
死的等危症[4,5,10]，因此积极有效地治疗UAP合并
糖尿病患者尤为重要。
丹参舒心胶囊以丹参提取物为主要有效成
份，包括丹参酮Ⅰ、隐丹参酮、丹参酮ⅡA等，
可抑制血小板活化、抑制炎症和氧化应激、调
节血脂等[11-13]，全方具有活血化瘀、镇静安神等
作用，可用于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胸闷及心
悸等[7,8]。
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加用丹参舒心
胶囊的观察组的临床疗效提高21.3%（85.1% vs.
63.8%），这也与临床报道灯盏生脉胶囊联合常
规治疗均可明显改善UAP患者心电图相一致与文
献报道丹参舒心胶囊可显著降低心绞痛发作次数
及持续时间，提高临床症状疗效、心电图疗效

及心绞痛症状各项积分相吻合[7,8,14]。UAP合并糖
尿病患者体内存在明显的血脂异常，可能是影响
其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 [15,16] ，观察组TC、TG、
LDL-C明显降低，推测与丹参强大的降脂作用有
关[11,13]。观察组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较对照组显
著下降（P＜0.05），项伟忠等也发现，丹参舒
心胶囊可显著降低血瘀型难治型心绞痛患者的血
浆黏度、红细胞压积 [8]，表明丹参舒心胶囊可明
显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增加局部血供和氧供。
SF-36量表是评价患者生活质量的普适性量表，
患者生理功能、躯体疼痛、社会功能评分显著
提高，表明患者生活明显改善（P＜0.05）。此
外，丹参舒心胶囊还可调节心肌细胞凋亡相关因
子细胞色素C、肌营养素-1，血管内皮收缩/舒张
相关因子一氧化氮、内皮素-1，血管内皮受损
相关因子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1[7]；降低炎性因子C反应蛋白、IL-18、可溶
性CD40配体、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和妊娠相关
蛋白-A水平[14]等多重作用；而UAP与心肌细胞凋
亡、炎症、血管内皮功能受损等均有关，推测丹
参舒心胶囊可多靶点起效，发挥对UAP合并糖尿
病患者的治疗作用。同时，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
应出现，显示丹参舒心胶囊用药过程中安全性良
好。然而，需指出的是，本研究为小样本单中心
研究，这一结论仍有待多中心、大样本研究的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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