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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改善PCI后患者血脂代谢的临床研究
梁田1，宋睿1，吴栋梁1，蔡萍1
【摘要】目的 观察依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患者血脂代谢的影
响。方法 根据患者降脂治疗方案不同随机分为依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组（依折麦布组）和单用阿托
伐他汀组（阿托伐他汀组），治疗6个月后复查血清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和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比较两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发生情况。结果 治
疗后依折麦布组血清TC [（3.05±0.78） vs. （4.23±0.91），P=0.041]、LDL-C[（1.96±0.80） vs. （2.43
±0.97），P=0.037]和hs-CRP[（2.60±4.96） vs. （3.74±4.48），P=0.044]较阿托伐他汀组显著降低（P
＜0.05）；依折麦布组患者MACCE发生率低于阿托伐他汀组[6（6.83%） vs. 15（17.65%），P=0.029]。
结论 依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可更好改善PCI后患者血清TC、LDL-C和hs-CRP，减少发生MACCE的风
险,可能成为PCI后患者优化降脂治疗的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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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zetimibe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on the blood lipid

metabolism in patient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ipid-

lowering treatment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zetimibe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group (ezetimibe
group) and atorvastatin alone group (atorvastatin group). Six months after treatment,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and serum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were
reviewed, and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cerebrovascular events (MACC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atorvastatin group ,the serum levels of TC [(3.05±0.78) vs. (4.23±0.91),
P=0.041)], LDL-C[(1.96±0.80) vs. (2.43±0.97), P=0.037)], and hs-CRP [(2.60±4.96) vs. (3.74±4.48), P=0.044)]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zetimibe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MACCE[6(6.83%) vs. 15(17.65%), P=0.029]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zetimibe group. Conclusion Ezetimibe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erum TC, LDL-C and hs-CRP levels in patients after PCI surgery, and als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ACCE.
[Key words] Ezetimibe; Atorvastati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Major adverse cardiac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临
床常见病和多发病，血脂代谢异常是动脉粥样硬
化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血清总胆固醇（TC）
或低密度脂蛋（LDL-C）升高是冠心病的独立危
险因素之一 [1,2]。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
后患者作为冠心病危险分层中的极高危人群，
血清低密度脂蛋白（LDL-C）降至≤1.80 mmol
或LDL-C基线水平下降≥50%可获得更多的临床
获益[3,4]。他汀类药物降低LDL-C的幅度与药物剂
量密切相关，但部分需强化降脂治疗的高危人群
即使将他汀类药物加至最大剂量，其LDL-C仍不
能达标，且患者耐受性差。依折麦布是第一个选
择性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在他汀类调脂药治疗基
作者单位：1 712000 咸阳,延安大学咸阳医院心血管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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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加用依折麦布可同时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与合
成，进一步的提高降脂效果，但依折麦布临床应
用时间尚短，目前关于其与他汀类药联合治疗的
以临床事件为终点的研究尚少，本研究观察依折
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对PCI后患者血脂代谢及患
者预后的影响，为PCI后患者优化降脂治疗提供
更多的临床证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8年10月~2019年5月于延安
大学咸阳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者为研
究对象，均成功行PCI，共入选患者180例，其中
男性119例，女性61例，年龄52~71（65.0±5.9）
岁；患者入组标准：①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
为冠心病的患者且成功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②LDL-C≥2.0 mmol/L和/或TC≥3.11 mmol/L。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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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标准：①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谷丙转氨
酶≥正常上限2倍和/或血肌酐≥252 μmol/L；②
合并严重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左室射血分数
（LVEF＜35%）或其他严重心脏病患者；③他汀
类或依折麦布药物过敏；④拒绝入组、签署知情
同意权或接受指定的随访患者。
1.2 研究分组方法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随机为依
折麦布联合阿托伐他汀组（依折麦布组）和阿托
伐他汀组（阿托伐他汀组）各90例，依折麦布组
降脂治疗方案：依折麦布片（益适纯，ScheringPlough Pte Ltd，10 mg/片，批准文号：进口药品
注册标准H20130837）10 mg/日+阿托伐他汀钙片
（立普妥，辉瑞制药有限公司，20 mg/片，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H20051408）20 mg/晚，阿托伐
他汀组单用阿托伐他汀钙片20 mg/晚。所有患者
均给予冠心病最佳药物治疗，如无禁忌症尽早给
予抗血小板聚集、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等
药物，合并高血压的患者积极给予降压药物，合
并糖尿病的患者遵内分泌医师的会诊意见积极调
控血糖治疗，同时嘱患者低盐低脂饮食，坚持适
度锻炼和戒烟，定期心血管专科门诊复查。
1.3 观察和随访指标 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6个月
分别检测血清TC、LDL-C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比较两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MACCE
发生情况，MACCE包括心源性死亡、再次急性
心肌梗、再次血运重建和卒中。
1.4 血脂和LDL-C测定 TC测定选用北京九强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TC检测试剂盒，采用胆
固醇氧化酶-过氧化物酶-4-氨基安替比林和酚法
（CHOD-PA法）。LDL-C测定选用温州市维日
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LDL-C检测试剂盒，
采用表面活性剂直接法、终点法。测定仪器选用
日立HITACHI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两组间均
数的比较采用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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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一般临
床资料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血清学指标比较 两
组患者治疗前血清TC、LDL-C和hs-CRP水平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
者治疗6个月后血清TG、LDL-C和hs-CRP较治
疗前均有降低趋势；与阿托伐他汀组治疗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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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依折麦布组TC[（3.05±0.78） vs. （4.23±
0.91），P=0.041]、LDL-C [（1.96±0.80） vs.
（2.43±0.97），P=0.037]和hs-CRP水平[（2.60
±4.96） vs. （3.74±4.48），P=0.044]显著下
降，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6个月MACCE发生率比较
随访至治疗后6个月，共失访患者7例，其中依
折麦布组2例，阿托伐他汀组5例，与阿托伐他汀
组比较，依折麦布组MACCE发生率显著降低[6
（6.83%） vs. 15（17.65%），P=0.029]，组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高血压（n，%）
高脂血症（n，%）
糖尿病（n，%）
吸烟史（n，%）

依折麦布组
（n=90）
66.7±7.4
57（72.0）
39（43.3）
37（41.1）
29（32.2）
18（20.0）

P值

阿托伐他汀组
（n=90）
62.2±9.8
62（60.0）
32（35.6）
33（36.7）
33（34.4）
26（28.9）

0.824
0.431
0.172
0.361
0.263
0.16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脂和hs-CRP比较（mmol/L）
组别
依折麦布组（n=88）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阿托伐他汀组（n=85） 治疗前
治疗后

TC
5.12±1.05
3.05±0.78a
5.01±0.87
4.23±0.91

LDL-C
3.36±0.84
1.96±0.80a
3.20±0.75
2.43±0.97

hs-CRP
4.88±5.47
2.60±4.96a
4.54±6.21
3.74±4.48

注：TC：总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s-CRP：高
敏C反应蛋白；与阿托伐他汀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6个月MACCE发生率比较（n，%）
随访指标
MACCE
心源性死亡
再次心肌梗死
再次血运重建
脑卒中

依折麦布组
（n=88）
6（6.82）
0（0.00）
1（1.14）
4（4.55）
1（1.14）

阿托伐他汀组
（n=85）
15（17.65）
1（1.18）
2（2.35）
8（9.41）
4（4.71）

t/χ2值

P值

4.754
1.041
0.376
1.586
1.963

0.029
0.491
0.540
0.208
0.161

3 讨论
血脂代谢异常是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是LDL-C
同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发生与进展有着密切的
关系[5,6]。既往资料显示[7,8]胆固醇每降低10%，则
冠心病的病死率及全因死亡率分别下降 15%和
11%，LDL-C每降低1%，则冠心病的病死率及全
因死亡率分别下降28%和15.6%。积极的调脂治
疗已成为目前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关键措施，对患
者血脂水平加以严格的控制是降低发生严重不良
心血管事件风险和抑制疾病进展的有效方式。在
众多的调脂药物中，他汀类药做为调脂药物的基
石，通过抑制血管内非特异性炎性因子的表达改
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防止
斑块破裂出血，可减少冠心病患者不良心血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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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发生率，尤其是高危、极高危患者的治疗具
有重要作用 [9]。《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强化
他汀治疗专家共识》建议所有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患者均应尽早启动强化他汀治疗，并不依赖于
基线血脂水平，对于基线LDL-C水平＜70 mg/dl
的患者，同样能从强化他汀治疗中获益[10]。但他
汀类药物存在个体化差异，临床往往需要增加用
药剂量来强化降脂效果，近期研究表明单纯应用
他汀类药物治疗并不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他汀
剂量增倍强化降脂仅使LDL-C额外降低5.6%，而
MACE风险下降并不明显 [11,12]，且随着他汀类药
物剂量的增加，大剂量他汀类药物导致的严重不
良反应也同样随之增加，因此临床上需要一种他
汀类药物的替代药物或者辅助用药，为不能耐受
大剂量他汀类药物的冠心病患者提供更合理的降
脂治疗。
血浆胆固醇的合成由外源性胆固醇和内源性
两部分组成，他汀类药物主要抑制内源性胆固醇
的合成，新型的选择性胆固醇吸收抑制剂-依折
麦布选择性抑制小肠粘膜刷状缘的白尼曼-匹克
C1型类似蛋白1活性，有效减少肠道内胆固醇的
吸收，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以及肝脏胆固醇存储
量[13,14]，依折麦布与他汀类药物联合应用既抑制
了胆固醇的吸收又抑制胆固醇的合成，对降低胆
固醇水平具有协同作用，为临床更有效降低胆固
醇水平提供了新手段，另外依折麦布还有清除血
管炎性介质、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可进一步
降低冠心病患者MACCE发生率[15-18]。在他汀类调
脂药治疗基础上加用依折麦布可同时抑制胆固醇
的吸收与合成，进一步的提高降脂效果，国外研
究[19]将冠心病患者分为依折麦布组、辛伐他汀组
和联合治疗组，治疗3个月后联合治疗组LDL-C
下降幅度增加7.8%~11.2%，说明他汀类药物联
合依折麦布降脂治疗可进一步提高患者血脂达标
率。IMPROVE-IT研究[20]证实依折麦布能降低患
者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依折麦布与
辛伐他汀联合治疗可使冠心病患者心源性死亡、
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发生率总体下降6.4%，绝对
风险下降2%。EASEGO研究[21]纳入他汀类药物规
律治疗3月后LDL-C水平＞2.5 mmol/L的冠心病患
者，随机分为他汀联合依折麦布组和他汀类剂量
加倍组，治疗2周后显示联合用药组LDL-C下降
幅度显著优于他汀类剂量加倍组。孟繁宇[22]研究
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口服阿托伐他汀1月以
上LDL-C＞1.80 mmol的患者，分为大剂量阿托伐
他汀组和联合依折麦布组，结果证实联合依折麦
布比单独他汀剂量加倍更显著降低血脂、高敏C
反应蛋白水平，减少炎症反应和改善血管内皮功

能。我国成人心血管病预防指南也指出[23]动脉粥
样硬化患者可考虑初始联合依折麦布10 m与常规
剂量他汀降胆固醇治疗，从而使如PCI后患者、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等极高危患者LDL-C达标，并
长期坚持治疗，从而减少大剂量他汀类药物导致
的相关肌病和肝肾功损害，进而提高患者降脂治
疗的耐受性与依从性。本研究选择PCI后的高危
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降脂治疗方案不同
分为依折麦布组和单用阿托伐他汀组，结果显
示两组血清TC、LDL-C和hs-CRP均较治疗前降
低，依折麦布组血清TC、LDL-C和hs-CRP较阿
托伐他汀组降低更显著，同时依折麦布组患者
MACCE发生率明显低于阿托伐他汀组，说明了
依折麦布联合他汀类药物降脂治疗比单独应用他
汀类药物更有效改善患者血脂代谢、炎症指标和
患者预后，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依折麦布
联合他汀类药物将有望取代单用他汀类药物成为
强化降脂治疗的新选择。
依折麦布与他汀类药物联合应用抑制胆固
醇的吸收与合成，二者在降低胆固醇机制方面
具有协同作用，可更好改善PCI后冠心病患者的
TC、LDL-C和hs-CRP水平，同时减少患者发生
MACCE的风险，依折麦布与阿托伐他汀联合治
疗可能成为PCI后患者调脂治疗的优化选择。但
依折麦布临床应用时间尚短，目前关于其与他汀
类药联合治疗的以临床事件为终点的研究尚少，
期待更多的大型的、多中心的关于依折麦布长期
疗效、耐受性及以心血管事件为终点的研究，为
临床上选择更优化的调脂治疗方案提供更多的循
证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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