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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洛尤单抗在冠心病患者中应用现状及其疗效单中心结果分析
南楠1，李相儒1，左惠娟2，宋现涛1
【摘要】目的 评价依洛尤单抗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中人群特征及其降低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就诊于北京安贞
医院心内科使用依洛尤单抗治疗的冠心病患者，分析临床特点及使用依洛尤单抗前后1个月和3个月的药
物有效性及安全性。结果 75例冠心病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其中极高风险ASCVD 62例（82.7%），经他
汀单药或联合治疗后LDL-C达标率仅有22.7%（以1.8 mmol/L为目标）和17.3%（以1.4 mmol/L为目标），他
汀不耐受者4例。依洛尤单抗应用前后1个月和3个月LDL-C绝对值分别为：（2.76±0.91）mmol/L、（0.91
±0.48）mmol/L和（0.81±0.42）mmol/L，P＜0.001。降幅达64.3%，达标率升高至93.5%（以1.8 mmol/L
为目标）、82.3%（以1.4 mmol/L为目标）和74.2%（以1.4 mmol/L且降幅≥50%为目标）。3个月的治疗期
内，未观察到肝酶升高、肌酸激酶升高、神经认知功能障碍、新发糖尿病等不良反应。结论 应用依洛尤
单抗的冠心病患者主要以极高风险ASCVD为主，依洛尤单抗在1个月和3个月治疗期内显著降低LDL-C绝
对值，提高LDL-C达标率，安全性良好。
【关键词】PCSK9抑制剂；依洛尤单抗；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极高风险ASC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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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loximab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its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in reducing LDL-C levels. Methods From March 2019 to June 202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with iloximab in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1 and 3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the use of iloximab Drug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Results 75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treated with iloximab, of which 62 were very high-risk ASCVD (82.7%). After
statin monotherapy or combination therapy, LDL-C meets the guidelines recommended standards, only accounting
for 22.7% (1.8 mmol/L target) and 17.3% (1.4 mmol/L target), 4 cases of statin intolerance. The absolute values of
LDL-C at 1 and 3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application of iloximab were: (2.76±0.91) mmol/L, (0.91±0.48) mmol/L
and (0.81±0.42) mmol/L, P＜0.001. The decrease rate reached 64.3%, and the compliance rate increased to 93.5%
(targeting 1.8 mmol/L), 82.3% (targeting 1.4 mmol/L) and 74.2% (targeting 1.4 mmol/L with a decrease of ≥50%) .
During the 3-month treatment period, no adverse reactions such as increased liver enzymes, increased creatine kinase,
neuro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new-onset diabetes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Evolocumab is currently mainly used
in patients with very high risk ASCVD, statin intolerance, and patients who has used statin combined with ezetimibe
but can’t achieve the goal. Evolocumab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absolute value of LDL-C and improves the LDL-C
compliance rate during the 1-month and 3-month treatment periods with good security.
[Key words] PCSK9 inhibitor; Evolocumab;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Very high-risk ASCVD

自上世纪60年代弗明翰心脏研究 [1]发现血清
胆固醇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的“危险因素”后，大量研究表明，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水平升高是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2,3]。LDL-C水平与动脉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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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有直接关系 [4]，因
此有人提出了一项简单的建议：LDL-C水平越低
越好。越来越多研究表明，降低LDL-C水平的治
疗方案所产生的绝对获益随着心血管疾病风险的
增加而增加 [5]，而且事件的减少程度与LDL-C的
降低程度成正比 [6]，LDL-C每降低1 mmol/L，主
要心血管事件降低21% [3]。目前在心血管疾病患
者的血脂管理中，他汀类药物仍是基石[7,8]，但对
部分患者疗效欠佳[9]。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
（PCSK9）抑制剂的出现则为心血管病患者的降
脂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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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洛尤单抗作为PCSK9抑制剂虽然已经在国
内上市并被批准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ASCVD）的治疗，但是目前对于依洛尤单抗
在中国冠心病患者中的使用情况及其降低LDL-C
效果仍缺乏相关的研究。2019年ESC指南 [11] 推
荐LDL-C目标值为1.4 mmol/L且LDL-C降幅达到
50%，对于最大耐受剂量他汀联合依折麦布不达
标者加用PCSK9抑制剂（I-A类推荐），2018年
ACC-AHA推荐极高风险ASCVD患者二级预防最
大耐受剂量他汀联合依折麦布LDL-C仍未达标
（1.8 mmol/L）推荐加用PCSK抑制剂（I-B类推
荐）[12]，2020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动脉粥
样硬化与冠心病学组编写的《超高危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血脂管理中国专家共识》[13]
对于最大耐受剂量他汀类药物治疗4~6周LDL-C
仍不达标的超高危ASCVD患者，他汀联合依折麦
布治疗预计仍不能达标，建议他汀联合PCSK9抑
制剂。针对欧美指南的推荐和中国人群降脂治疗
的特殊性，我们对目前依洛尤单抗在中国ASCVD
患者二级预防中应用适应症及其有效性、安全性
进行现况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
贞医院心内科一病房并使用依洛尤单抗的患者，
分析患者特征及其使用前后LDL-C水平的变化情
况，旨在为依洛尤单抗在心血管病患者中的适应
症进一步应用提供有效性、安全性方面的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6月于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一病房就诊，
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应用依洛
尤单抗治疗的患者75例。纳入标准：①患者愿意
接受依洛尤单抗治疗；②极高风险的ASCVD患
者；③非极高风险的ASCVD患者，至少满足以
下一项条件：1）他汀单药或联合依折麦布治疗
至少1个月，LDL-C＞1.8 mmol/L；2）他汀不耐
受；3）冠脉造影提示有以下至少一项病变者：
A前降支、回旋支、右冠三支狭窄50%以上伴或
不伴有左主干或桥血管狭窄；B支架内再狭窄；
4）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或右冠至少一支狭
窄50%以上药物治疗。排除标准：①在入院前已
开始使用PCSK9抑制剂或采用脂蛋白单采等新技
术进行降脂治疗；②NYHA心功能分级Ⅲ级或Ⅳ
级，或最近一次超声心动图提示左心室射血分
数＜30%；③未控制的高血压（随访时收缩压＞
180 mmHg和/或舒张压＞110 mmg；④有出血性卒
中病史；⑤器官移植患者；
1.2 信息收集 通过面对面询问和医院电子病历系
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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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险因素、临床资料（病史、化验、造影结果
及介入治疗、降脂治疗）；通过门诊复诊以及电
话随访方式获得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及3个
月的随访信息。
1.3 主要变量的定义 极高风险ASCVD（ASCVD）
患者定义为有过多个严重ASCVD事件史或1个严
重ASCVD事件史合并多个高风险因素的患者。严
重ASCVD事件包括：12个月内的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12个月以上的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史，
缺血性卒中病史，有症状的外周动脉疾病。既往
心血管事件定义为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缺血性卒
中、因不稳定型心绞痛住院或冠脉血运重建。早
发冠心病家族史定义为一级亲属中发病年龄有
男性＜55岁，女性＜65岁的ASCVD确诊患者。
高血压患者定义为既往诊断过高血压病或院前
正在服用降压药，或人院时收缩压≥140 mmHg
（1 mmHg=0.133 kPa）或舒张压≥90 mmHg的患
者。糖尿病定义为既往诊断过糖尿病或院前正在
服用降糖药，或糖化血红蛋白浓度≥6.5％，或
空腹血糖≥7.0 mmol/L，或出院时诊断为糖尿病
的患者。高脂血症病史定义为既往诊断过高脂血
症、正在服用降脂药物或ASCVD血脂不达标的患
者。慢性肾脏病定义为既往诊断为肾功能不全或
入院时eGFR＜60 ml/（min·1.73 m2）。充血性心
力衰竭（心衰）定义为患者既往诊断过心衰或院
前正在接受抗心衰治疗，或出院时诊断为心衰。
多支血管病变定义为至少两支主要心外膜冠状动
脉或其主要分支直径＞2 mm狭窄超过50％以上和
（或）左主干病变。他汀不耐受定义为无法耐受
2种以上他汀类药物（至少1种为起始剂量）或停
用他汀后，他汀不耐受症状改善或消失，相关生
化指标改善。现在吸烟定义为在1个月治疗期内
仍吸烟。现在饮酒定义为在1个月治疗期内仍饮
酒。非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包括依折麦布。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为现况分析。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Q25，Q75）表示，自身前后计量资料均值的
比较采用配对样本均数t检验或是两相关样本的非
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线特征 75例患者经冠脉造影证实为
ASCVD，应用依洛尤单抗，年龄为（58.4±10.9）
岁，其中青年（年龄＜45岁）8例（10.7%），中年
（45岁≤年龄＜65岁）43例（57.3%），老年（年
龄≥65岁）24例（32.0%）。在全部患者中，男性
53例（70.7%），BMI为（26.66±3.89）kg/m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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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常体重（18.5≤BMI＜24）16例（21.3%），
超重（24≤BMI＜28）37例（49.3%），肥胖（BMI
≥28）22例（29.3%）。目前仍在吸烟的患者为21
例（28.0%），仍在饮酒的患者19例（25.3%）。
高血压患者52例（69.3%），糖尿病患者37例
（49.3%），高脂血症病史患者58例（77.3%）。有
早发冠心病家族史患者20例（26.7%），慢性肾脏
病8例（10.7%），充血性心力衰竭3例（4.0%），
表1。
2.2 依洛尤单抗应用人群LDL-C基线水平以及达
标情况（表2） 根据2018年ACC-AHA血脂管理
指南 [12] 提出的针对极高风险ASCVD患者，以及
2019年ESC/EAS血脂异常管理指南[11]提出的针对
极高危ASCVD，在最大耐受剂量他汀联合依折
麦布LDL-C仍不达标（2018年指南以1.8 mmol/L
为目标，2019年指南以1.4 mmol/L且降幅≥50%
为目标），均推荐使用PCSK9抑制剂进行治疗。
表1 依洛尤单抗治疗前患者的基线信息（ x ±s）
特点
年龄（岁）
青年（n，%）
中年（n，%）
老年（n，%）
男性（n，%）
BMI（kg/m2）
正常体重（n，%）
超重（n，%）
肥胖（n，%）
现在吸烟（n，%）
现在饮酒（n，%）
高血压（n，%）
糖尿病（n，%）
高脂血症病史（n，%）
早发冠心病家族史（n，%）
慢性肾脏病（n，%）
充血性心力衰竭（n，%）
既往史（n，%）
STEMI
外周血管病
缺血性卒中
PCI
CABG
本次诊断为ACS（n，%）
本次进行血运重建（n，%）

应用依洛尤单抗患者（n=75）
58.4±10.9
8（10.7）
43（57.3）
53（70.7）
26.66±3.89
16（21.3）
37（49.3）
22（29.3）
21（28.0）
19（25.3）
52（69.3）
37（49.3）
58（77.3）
20（26.7）
8（10.7）
3（4.0）
12（16.0）
3（4.0）
6（8.0）
38（50.7）
8（10.7）
59（78.7）
65（86.7）

注：BMI：身体质量指数；STEMI：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PCI：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CABG：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ACS：急
性冠脉综合征

在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前后，患者的LDL-C
水平分别为（2.76±0.91）mmol/L和（0.91±
0.48）mmol/L，LDL-C的绝对值降低了（1.84±
0.91）mmol/L，平均降幅达到了64.3%，LDL-C
＜1.8 mmol/L的患者58例（93.5%），LDL-C＜1.4
mmol/L的患者51例（82.3%），LDL-C降幅超过
50%的患者51例（82.3%），LDL-C＜1.4 mmol/L
且降幅＞50%患者有46例（74.2%）。
2.3 依洛尤单抗应用人群既往心血管事件情况
FOURIER研究表明 [14]，相比单支血管病变、1次
心肌梗死、以及1次心血管事件而言，对于多支
血管病变、24个月内的心肌梗死以及多次心血
管事件的患者，依洛尤单抗能有效降低患者心
血管事件的再次发生。在本研究中（表3），极
高风险ASCVD患者62例（82.7%），近期心肌梗
死、多支血管病变或是多次心血管事件而启用
依洛尤单抗治疗的患者分别是15例（20.0%）、
60例（80.0%）以及41例（54.7%）。入院前
既往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患者38
例（50.7%），既往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CABG）患者8例（10.7%），急性心肌梗死病
史12例（16.0%），外周血管病3例（4.0%），
缺血性卒中病史6例（8.0%）。本次入院诊断为
ACS的患者59例（78.7%），住院期间接受血运
重建的患者65例（86.7%），表1。
2.4 依洛尤单抗应用前后LDL-C等生化指标变
化 在本研究中，他汀单药或联合依折麦布治
疗后LDL-C水平仍在1.4 mmol/L以上的患者62
例（82.7%），仍在1.8 mmol/L以上的患者58例
（77.3%）。在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及3个
月后，对患者进行随访。有62例患者应用依洛
尤单抗1个月后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了血脂等相关
复查，18例患者应用了3个月依洛尤单抗并进行
了复查。相比依洛尤单抗应用前，应用后1个月
血脂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表4，图1）。LDL-C
显著降低[从（2.76±0.91）mmol/L降至（0.91±
0.48）mmol/L，P＜0.01]，降幅达64.3%。心血管
剩余风险标志物-脂蛋白a也有所降低（从（0.46
±0.54）g/L降至（0.34±0.43）g/L，P＜0.05），
降幅达34.3%。此外三酰甘油、总胆固醇均有显

表2 应用依洛尤单抗治疗1个月后LDL-C水平及达标情况（ x ±s）
项目
应用依洛尤单抗前LDL-C水平（mmol/L）
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后LDL-C水平（mmol/L）
LDL-C降低的绝对值（mmol/L）
LDL-C平均降幅（%）
LDL-C＜1.4 mmol/L（n，%）
LDL-C＜1.8 mmol/L（n，%）
LDL-C降幅≥50%（n，%）
LDL-C＜1.4 mmol/L且降幅≥50%（n，%）

使用依洛尤单抗的患者（n=62）
2.76±0.91
0.91±0.48
1.84±0.91
64.3
51（82.3）
58（93.5）
51（82.3）
4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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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依洛尤单抗患者应用人群特征分布
分类
极高风险ASCVD患者（n，%）
24个月内心肌梗死（n，%）
多支血管病变（n，%）
多次心血管事件（n，%）
他汀不耐受（n，%）
他汀类药物伴或不伴非他汀降脂药治疗后LDL-C≥1.4 mmol/L（n，%）
他汀类药物伴或不伴非他汀降脂药治疗后LDL-C≥1.8 mmol/L（n，%）

使用依洛尤单抗患者（n=75）
62（82.7）
15（20.0）
60（80.0）
41（54.7）
4（5.3）
62（82.7）
58（77.3）

注：ASCVD：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表4 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3个月前后实验室检查结果变化情况（ x ±s）
化验结果

依洛尤单抗应用前

依洛尤单抗应用1个月后

依洛尤单抗应用3个月后

依洛尤单抗应用1月血脂改变幅度

LDL-C（mmol/L）
LP（a）（g/L）
TG（mmol/L）
TC（mmol/L）
HDL-C（mmol/L）
hs-CPR（mg/L）

（n=75）
2.76±0.91
0.46±0.54
1.74±0.92
4.33±1.25
1.07±0.41
1.42（0.65，2.44）

（n=62）
0.91±0.48a
0.34±0.43a
1.23±0.76a
2.40±0.65a
1.15±0.28
1.65（0.43，3.41）

（n=18）
0.81±0.42b
0.07（0.02，0.17）
1.71±1.09b
2.45±0.66b
1.15±0.31b
0.37（0.18，2.84）

-64.3%
-34.3%
-23.4%
-37.3%
+11.4%
+8.0%

注：平均降幅为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后各项指标平均降低幅度，负号表示升高；与应用依洛尤单抗前相比，aP＜0.05；与应用依洛尤单
抗1个月后相比，bP＞0.05；TG：甘油三酯；TC：总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P（a）：脂
蛋白a；hs-CRP：高敏C反应蛋白；应用依洛尤单抗前、应用依洛尤单抗后的hsCRP以及应用依洛尤单抗3个月后的LP（a）不符合正态分布

著降低（P＜0.01）。而用药前后的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高敏C-反应蛋白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3个月，和1个月时比
较，血脂各项指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5 比较不同患者的用药方案（表5） 我们研究
对象中无单独应用依洛尤单抗治疗者，均为联
合治疗，其中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治疗患者18例
（24.0%），他汀联合依折麦布及依洛尤单抗治
疗患者52例（69.3%），依洛尤单抗联合依折麦
布治疗患者5例（6.7%）。他汀联合依洛尤单抗
和他汀联合依折麦布及依洛尤单抗两种降脂治
疗方案，降低LDL-C的绝对值分别为：（1.71±
1.04）mmol/L和（2.00±0.81）mmol/L，降幅分别
达到60.0%和69.8%，两种降脂方案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2.6 短期应用依洛尤单抗的安全性 对应用依洛
尤单抗1个月及3个月后进行电话及门诊复诊的形
式随访，未观察到有患者出现新发糖尿病，神经

认知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比较患者应用依洛尤
单抗1个月前后的化验指标（表6），谷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AST）、肌酸激酶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空腹葡萄糖轻度升高，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本观察性研究报告了依洛尤单抗在中国
ASCVD患者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及其降脂效果，75
例冠脉造影确诊的ASCVD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现
况分析显示，62例应用1个月，LDL-C水平从平
均2.76 mmol/L降至0.91 mmol/L，平均降幅64.3%。
以LDL-C 1.8 mmol/L、1.4 mmol/L为目标值达标
率分别为93.5%和82.3%，降幅≥50%达标率为
82.3%，LDL-C＜1.4 mmol/L且降幅≥50%达标率
为74.2%。应用的人群中，极高风险ASCVD患者
62例（82.7%），近期心肌梗死、多支血管病变
或是多次心血管事件而启用依洛尤单抗治疗的患
者分别是15例（20.0%）、60例（80.0%）以及41

表5 联合依洛尤单抗不同降脂治疗方案对LDL-C的影响（ x ±s）
人群特征
LDL-C降低水平（mmol/L）
LDL-C平均降低幅度（%）

他汀＋依洛尤单抗（n=18）
1.71±1.04
60.0

他汀＋依折麦布＋依洛尤单抗（n=52）
2.00±0.81
69.8

P值
＞0.05
＞0.05

注：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表6 应用依洛尤单抗前后1个月安全性评估（ x ±s）
化验结果
ALT（U/L）
AST（U/L）
CK（U/L）
GLU（mmol/L）
图1 患者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及3个月后血脂变化情况示意图

应用依洛尤单抗前
28.0（18.0，45.0）
23.0（17.0，30.0）
84.68±46.73.69
6.56±1.57

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后
26.0（19.0，40.0）
23.0（17.0，30.0）
94.71±42.69
7.10±2.27

P值
＞0.05
＞0.05
＞0.05
＞0.05

注：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CK：肌酸激酶；GLU：空腹血糖；ALT及AST不符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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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4.7%）。他汀不耐受者4例（5.3%）。依洛
尤单抗应用期间未发现肝功能损伤、肌酸激酶升
高、新发糖尿病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
FOURIER研究表明[15]，经过48周的治疗，依
洛尤单抗能将LDL-C水平从平均2.4 mmol/L降至
0.78 mmol/L，降低幅度约为59%，同时LP（a）
水平降幅为26.9%。在本研究中，经过1个月的依
洛尤单抗治疗，LDL-C水平从平均2.76 mmol/L降
至0.91 mmol/L，平均降幅约为64.3%。LP（a）也
从（0.46±0.54）g/L 降至（0.34±0.43）g/L，平
均降幅为34.3%。两者结果相一致，可见依洛尤
单抗能够有效降低LDL-C水平及LP（a）水平，
且患者的TG、TC较前有所降低，与FOURIER研
究结果相一致，说明依洛尤单抗的降脂效果是
肯定的。但在FOURIER研究中，与基线比较，
依洛尤单抗组患者HDL-C水平升高了8.9%。本
研究中，使用依洛尤单抗前后，该指标无明显变
化，可能是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观察时间
较短有关。2019年ESC的血脂管理指南 [11]指出，
他汀基础上联合PCSK9抑制剂，LDL-C可进一步
降低60%，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在他
汀基础上联合依洛尤单抗，LDL-C的平均降幅为
60.0%。他汀基础上联合依折麦布与PCSK9抑制
剂，LDL-C可进一步降低75%，我们的研究中略
低，相应策略的降幅为69.8%。可见在真实世界
中，依折麦布在应用依洛尤单抗的情况下仍有降
低LDL-C的作用，但降幅有所减弱。
在2018年ACC-AHA血脂管理指南[12]中，定义
了极高风险ASCVD患者，并将该人群的LDL-C目
标值定为1.8 mmol/L或降幅≥50%，而在2019年
ESC的指南中[11]，对于ASCVD患者二级预防，要
求进一步降至1.4 mmol/L以下且降幅≥50%，对
于高强度他汀联合依折麦布LDL-C不能达到目标
值的患者则推荐加用PCSK9抑制剂（I级证据A类
推荐）。2020 CSC超高危专家共识[13]提出，对于
超高危的ASCVD患者，建议将LDL-C的绝对值降
至1.4 mmol/L以下且降幅≥50%。在用药上，如果
预计他汀联合依折麦布不能使患者的血脂达标，
可以直接他汀联合PCSK9抑制剂治疗。在本研究
中，使用依洛尤单抗治疗的患者，他汀单药或联
合依折麦布治疗后LDL-C达标率仅为17.3%（以
1.4 mmol/L为目标值）和22.7%（以1.8 mmol/L为
目标值）。既往的相关研究表明[15-17]，这类人群
能够从依洛尤单抗的治疗中获得良好的降脂效
果。在应用依洛尤单抗降脂治疗后，LDL-C达
标率上升至82.3%（以1.4 mmol/L为目标值）和
93.5%（以1.8 mmol/L为目标值）LDL-C降幅能够
达到50%者占82.3%，而LDL-C＜1.4 mmol/L且降

幅≥50%双达标的占74.2%，说明依洛尤单抗能
够使绝大多数患者的LDL-C水平达到指南推荐的
水平。4例患者使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后，LDL-C
仍＞1.8 mmol/L，1例虽LDL-C＞1.8 mmol/L，但
LDL-C从3.97 mmol/L降至2.10 mmol/L，LDL-C降
幅47%，可能与患者用药时间尚短有关，2例患
者经过依洛尤单抗联合依折麦布治疗后，LDL-C
不降反升，可能是依洛尤单抗不起效，1例虽1
个月时未达标，但应用依洛尤单抗3个月后，
LDL-C降至0.58 mmol/L，说明依洛尤单抗长期
应用的有效性。与应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后相比
较，应用3个月后的血脂情况未见明显变化，可
见其降低LDL-C的稳定性。
在2018年ACC-AHA血脂管理指南 [12] 中，
将发生过≥2次严重的ASCVD事件或发生过1次
严重的ASCVD事件合并≥2个高风险因素的患
者定义为极高风险ASCVD患者，2020 CSC超
高危专家共识 [13] 中，做出了中国人群超高危的
ASCVD患者的定义，参照2018年极高风险的定
义。在我们的研究中，82.7%的冠心病患者为
极高风险ASCVD，占应用依洛尤单抗的绝大多
数。FOURIER研究的亚组人群分析表明 [14,18] ，
近期心肌梗死、多支血管病变以及多次心血管
事件的患者，使用依洛尤单抗后，随着LDL-C
水平的降低，再次发生心血管事件明显减少，
而在本研究中，24个月内心肌梗死的患者15例
（20.0%），多支病变的患者60例（80.0%），
经历过多次心血管事件的患者41例（54.7%），
有望从中获益。
对于依洛尤单抗的安全性，主要分为两个方
面，一是传统他汀降低LDL-C的安全性问题，二是
极低LDL-C的安全性问题。本研究中，未观察到
应用依洛尤单抗后肝酶升高、肌酸激酶升高或肾
功能损害等情况。同时，也未观察到依洛尤单抗
对血糖的影响或对神经功能认知的影响，尽管血
糖有轻度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既往研究一
致，依洛尤单抗对并不会对神经认知功能产生影
响[19]，且对于血糖无明显影响[20]。本研究虽在短期
内未观察到不良反应，但长期应用是否有不良反
应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观察性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样本
量较小，仅有75例，但研究成果可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依洛尤单抗在患者中的使用情况及降脂效
果。其次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仅观察了患者使
用依洛尤单抗1个月及3个月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对于依洛尤单抗的长期使用疗效、降低心血管事
件效果，以及不良反应，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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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依洛尤单抗的患者主要以极高风险
ASCVD为主，也作为他汀联合依折麦布不达标的
进阶治疗以及他汀不耐受的替代治疗。应用依洛
尤单抗后，患者的LDL-C平均降幅达64.3%，显
著提高LDL-C达标率，短期内应用依洛尤单抗是
安全的。依洛尤单抗为极高风险ASCVD二级预防
提供了有效又安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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