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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脓毒性心肌病大鼠的死亡特征及机制初探

冯德光金春华薛翔项静

【摘要】 目的探讨脓毒性心肌病大鼠的心力衰竭变化及死亡规律，以期对临床及时发现及研究脓毒性

心肌病提供有意义的帮助。方法成年Wistar大鼠静脉注射精制内毒素(10 mg／kg)制备内毒素血症动物模型。

实验一：以自身对照，从死亡逆行观察以发现可能预测死亡的临床心功能表现；实验二：分别于注射内毒素后0

(正常对照)、4、8、16、24、32、40、48、72 h杀死6只大鼠，取左心室组织，行生化、常规病理、超微结构、基因表达

观测，血清肌酸激酶(CK)于24 h内测定，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d。一肌动蛋白(ft．广actin)基因

表达。结果实验一：脓毒性心肌病大鼠心率(HR)、左室收缩期末压(LVESP)在濒死前4 h开始逐渐下降(Fl=

22．032、只=0．000，E=29．420、岛=0．000)，左室内压上升／下降最大速率(±dp／dt max)在濒死前8 h开始逐渐

下降(El=17．272、Pl=0．000，F2=19．685、P2=0．000)，直至死亡；而左室舒张期末压(LVEDP)在整个过程中未出

现显著变化(F=O．265，P=0．988)。注射内毒素4 h内大鼠未见显著的心功能变化，24 h内死亡率73．9％，大部

分死于注射后8～16 h，一旦存活超过24 h的个体就有2／3的机会存活超过48 h。实验二：24 h内内毒素各组

间CK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402，P=0．805)，但表现出很大的离散性。光镜及电镜结果显示，注射内毒素8 h

后，心肌细胞问及细胞内出现明确损害，光镜下可见心肌细胞排列混乱，毛细血管出血，心肌横纹消失，线粒体

肿胀、消失，心肌力学构架破坏，心肌侧向分离；电镜下可见心肌细胞内纤维走向及横纹消失，线粒体损伤，纤

维破坏，细胞间的连接受损严重。与正常对照组(o．637-4-o．160)比较，注射内毒素后0【。一actin基因表达逐渐下

降，8 h达谷底(0．493±0．067)，然后逐渐上升，32 h达到第二个低谷(0．875±0．128)，但均未出现统计学差异；

40、48、72 h ot，一actin基因表达显著上升(2．231-4-0．545、1．850±0．436、2．062±0．340，均P<0．01)。结论大鼠

均于注射内毒素4 h观察到心功能和结构损伤，并于出现征兆4。8 h内死亡；脓毒性心肌病的发生机制并非

通过细胞膜损害而实现；ft．，一actin基因表达下降是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 内毒素；脓毒性心肌病；心力衰竭；肌动蛋白

Analysis of death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otential mechanisms in rats with endotoxin—-induced

cardiomyopathy FENG De-guang，nN Chun-hua，XUE)“ang，ⅪANG Jing．Department of Geriatric，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Command 0fPLA，Guangzhou 510010，Guangdong，China

Corresponding allthor：JIN Chun-hua，EmaH：JinrrnC粥mmu．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approach the changes in heart failure and dying regularity of rats with

endotoxin—induced cardiomyopathy，and to offer some help for clinical diagnosing and further investigation．Methods

Injecting refined endotoxin(10 mg／kg)via vein ofWistar rats．The first experiment：antidromic observing the endotoxic

rats from death to the beginning to discover the performance of clinic heart function which could forecast death．The

second experiment：setting 6 rats per group，respectively kiting the rats at 4，8，16，24，32，40，48 and 72 hours

after endotoxin injection，and killing 6 normal rats as control group，getting the tissue of left ventricle for biochemistry

test，routin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examination，expression level of d广-actin gene

with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and serum creatine kinase(CK)was test within

24 hours．Results The first experiment：heart rate (HR)and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pressure (LVESP)of

endotoxic rats began significant lowertllan normal at 4 hours before death(F1=22．032，P1=0．000；F2=29．420，P2=

0．000)，maximum rate of rise／drop of left ventricular pressure(±dp／dt max)began significant lower than normal at

8 hours before death(El=17．272，P1=0．000；F2=19．685，／'2=O．000)，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pressure

(LVEDP)showed no significant during the whole time(F=0．265，P=0．988)．The heart function of all the ra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first 4 hours after injection．Mortality was 73．9％from injection to 24 hours later．Most of

tIlem died in 8—16 hours after inl‘ection．The one who had survived over 24 hours ould have 2／3 probability to survive to

48 hours．The second experiment：CK in serum of different group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F=0．402．P=

0．805)，but showed obvious discreteness in each group except normal group．Electron microscopy and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showed obvious intracellular and intercellular damage since 8 hours later from injection．Pathology displayed

that cells range disorder，mitochondria swelling，capillary hemorrhage，transverse striation disappearing，construction

of myocardial cell loosing，and lateral diasocidtion pheaomend．Electron microscopy discovered that the fiber direction

and transverse striation became vagned and disappeared，mitochondria got injury，the fiber became disordered，

cell—cell junction were damaged seriously．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0．637±0．1 60)，the gene expression
level

of if_1一actin decreased after endotoxin injection．The value dropped to the bottom at 8 hours(0．493±0．067)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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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on and then fised slowly but dropped to the second wave trough again at 32 hours(0．875±0．128)，but had no

气tatistic significance；the expression of cq-actin gene eventually rised significantly at 40，48，72 hours after injection
(2．231±0．545，1．850±0．436，2．062士0．340，all P<0．01)．Conclusions Endotoxic myocardiopathy does not result

from plasmalemma destroy．Damage of d1-actin is a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factor for endotoxic myocardiopathy．

【Key words】Endotoxin；Endotoxic myocardiopathy；Heart failure；Actin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步了解了脓毒性心肌

病可以导致心力衰竭(心衰)[1-2]，部分学者已经开始

研究内毒素导致的继发性免疫反应所致的继发性

伤害阳]，但是临床上对感染性心肌病或脓毒性心肌

病的诊断仍然较少。这是因为这种病变的诊断标准

仍然不很清楚，疾病发生时患者的心电图往往没有

异常H舟]，临床上只有排除了其他原因导致的心衰而

又有严重感染时才会被诊断为感染性心肌病。实际

上，在临床工作中及时发现感染性心肌病是很困难

的。故本研究中采用内毒素血症大鼠模型，观察脓

毒性心肌病导致心衰死亡的基本规律和征兆，并初

步分析其机制，以期为临床提供有意义的信息。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试剂：伤寒杆菌精制内毒素L．7138(美国

Sigma公司)，TRIzol试剂(美国Invitrogen公司)，两

步法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试剂(日本

TaKa公司)。

1．2实验动物及模型复制：成年健康Wistar大鼠，

雌雄不拘，体重(200-4-20)g，购于南方医科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号：SCXK(粤)0033792。腹

腔注射3％戊巴比妥(3．5 ml&g)麻醉大鼠，股静脉注
射10 mg／kg精制内毒素复制内毒素血症动物模型。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整体心功能实验：23只实验动物经右侧颈总

动脉插管至左心室内，连接生物机能实验系统，24 h

连续监测并记录心功能指标，如心率(HR)、左室收

缩期末压(LVESP)、左室舒张期末压(LVEDP)、左室

内压上升／下降最大速率(±dp／dt max)，直至动物

死亡或存活时问超过24 h。为消除个体差异，以注

射内毒素前采集的相关数据作为自体对照，然后采

集濒死前1、2、4、8、16、24 h的数据，并计算注射内

毒素前后的数据比值。观察及描述各项指标的转化

特征，并找出可以预测死亡时问的征象。

1．4生化、组织结构、基因表达实验：另取54只实

验动物按注入内毒素后处死时间分为0(正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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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4、8、16、24、32、40、48、72 h共9组，每组6只。

断头处死大鼠后取左心室组织，分别置于TRIzol、

4％多聚甲醛、电镜专用戊二醛等固定液中。0～24 h

组的动物留取动脉血，抗凝、离心后取血清，用以测

定肌酸激酶(CK)。多聚甲醛固定的心肌组织进行常

规组织切片染色。用戊二醛固定液中的心肌组织进

行电镜观察。取左心室组织，提取总RNA，采用

RT—PCR法检测d。一肌动蛋白(仅。一actin)的基因转

录水平，以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为内参照

基因。采用Prime Primier 5．0软件进行引物设计，引

物合成由上海生物工程研究所完成，仅。一actin上游

引物5I_AGCCCTCrITITI’CArrllGGTAT一3’，下游引物

5'-CAAGTCCTGGTCTGGTI_rAT一3’；退火温度52℃，

35个循环；扩增产物大小498 bp。反应产物经2％琼

脂糖凝胶电泳，0．5％伊文思蓝浸泡30 min，紫外分

光光度计进行灰度比色，以目的基因与内参照基因

反应产物的凝胶吸光度(A)值比值作为参数。

1．5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i±s)表

示，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整体心功能实验

2．1．1一般情况：注射内毒素前大鼠各项心功能指

标稳定。23只模型大鼠生存时间均超过4 h，但随时

间延长存活个体急剧减少，有6只存活至24 h，其

中4只大鼠48 h后依然存活，24 h死亡率73．9％；

大部分死于8—16 h。说明内毒素血症模型大鼠如

果24 h内存活，则有2／3的大鼠能活到48 h。

2．1．2 HR比值变化(表1)：注射内毒素的大鼠濒死

前24 h HR仍接近正常，死前16 h HR较快，此后逐

渐减慢，死前4 h开始低于注射前，各时间点HR比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2．032，P=0．000)。

2．1．3 LVESP比值变化(表1)：注射内毒素的大鼠

濒死前LVESP逐渐下降，各时间点LVESP比值存

在统计学差异(F=29．420，P=0．000)。
2．1．4 LVEDP比值变化(表1)：注射内毒素的大鼠

濒死前LVEDP无明显改变，各时间点LVEDP比值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O．265，P=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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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R：心率．I．VESP：／f'摹LIk缩期未慷．L、fEDP：左窒舒gK剐未压．±tIp，【h riltiX：芹市内堰l：Yl／下降最人速率

2．1．5+dp／dt max比值变化(表1)：注射内毒素的大

鼠濒死Iji『16 h+dp／dt max比值接近正常．但死前

8 h开始逐渐下降．直至死亡，各时I’日j点+dpkh I'flaX

比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7．272，P=O．000)

2．1．6一dp／rh H]ax比值的变化(表1)：注射内毒索的

大鼠濒死前8 h—dp／(h max歼始逐渐卜．降，直至多匕

亡．各时间点一dp／dl INaX比值差异有统汁学意义

(f’=19．685，P=O．000)二

2．2生化、组织结构、基l大l表达实验

2．2．1 ff【L清CK(表2)：注射内毒素后各组大鼠CK

水平无显著变化(产’=0．402，P=O．805)j除止常对照

组外，各组CK值的离散程度较大。

表2注射内毒素后小同II寸lh]组大鼠血清CK和心肌组织

o【广actin基凶转录水平的变化比较(i±s)

注：CK：肌酸激酶，al_{lrliu：Ot．一肌动蛋l’|；与止常对照鲋【【E较

4P<0．0l；卒I’I代表尤此项

2．2．2心肌组织病理改变：①光镜下：正常对照组

心肌组织未见病理改变．心肌纤维排列整齐．横纹

清晰可见：内毒素4 h组心肌组织有少量渗Ifl【。仍可

见横纹；g h组横纹模糊消失，线粒体肿胀．此后

16。48 h组也末见横纹，线粒体仍肿胀，48 h内未

见恢复迹象。内毒素符组心肌组织间结构均较疏

松?②电镜下：随着内毒素作用时间的延长，纤维方

向及横纹逐渐模糊消失、线粒体膨胀、嵴逐渐减少．

纤维溶解，细胞间质受损趋向严重．

2．2．3心肌组织仅广aetin基㈥表达(表2；图1)：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注射内毒素后8 h a．一artin基冈表

达降至谷底，32 h再次下降．但此fj寸各组均未}“现

统计学差异；40 h后d厂actin基|大J表达显著高j：正

常对照组．并维持在较高水平至72 h(均P<0．01)一

d1¨t-tin：al-肌动蛋I‘【．M：M{11·ket·．1：i磷酸fl油醛

脱氧酶．2：Ir常对照组

图l逆转。止一聚合fI|i}链反应检测注射内毒素

4-；I,；JH．hld点大鼠心肌组织a r-aetin堪l爿太达

3讨论

脓毒症引起的心功能不全最先111超声心动图

及核素心肌显像发现t”““．有研究显乐，约有2／3以

上的严晕脓毒症患者会m现／1i同程度的心功能不

全“川，脓毒症心哀患者的病死率显著高于无心血

管损害者忙 已有文献报道内毒素町引起心功能下

降，但着重丁描述感染性休克的趋势、¨一6I，鲜有报道

其个体的死f：规律。发病机制方面则多侧重于循环

或炎症因素^卜7|．鲜有心肌超微结构变化方面的研

究?r=|前脓毒性心肌病的发病机制尚术完全明了。

重症临护患者的脓毒性心衰早期诊断和预后

评估对临床医乍仍然是一个挑战”’．其机制订r能有

微循环障碍[I‘1,17"、缺血，再灌注(I／R)损伤哺I、超氧化

应激比一y、炎症损害及免疫冈素．3-7．。7一、心肌细胞凋亡

及坏死1,12,18I、一氧化氮”4·旧。0『、内皮细胞损伤。o·幢。、

线粒体j：5：i伤m-一一、肿瘤坏死冈子一d(TN卜旺)”·：，、儿

茶酚胺水平变化㈦等=血清脑钠肽(BNP)似乎是有

刚的指标”·2川，Ⅱ三有其他文献对脓毒性心肌病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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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性休克的心脏损害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圳。但仍

无法在急性和致命的脓毒性心衰个体中及时明确。

在本研究的整体实验中，注射内毒素后大鼠的

HR、LVESP、．4-dp／dt max等心功能指标在濒死前出

现异常，在死前8 h只有轻微改变，在死前4 h才出

现统计学差异；而LVEDP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脓

毒性心肌病大鼠的心功能损害以收缩功能为主，舒

张功能也可能有损害。说明脓毒性心肌病大鼠一旦

出现心功能损害，将于4 h内死亡。所有大鼠在注射

内毒素后4 h内均未出现心衰表现，24 h死亡率

73．9％，多数死于注射后8～16 h；一旦某个体存活超

过24 h，将有2／3的机会存活至48 h，甚至更久。

本实验中注射内毒素后各时间点的血清CK浓

度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可能与离散性较大有关，

故分析脓毒性心肌病的发生不一定存在细胞膜损

伤或心肌细胞坏死，如果一旦出现此种损伤，其预

后将更加恶化‘1,8,12]。注射内毒素后仅广actin基因表

达水平降低，直到注射后40～72 h其转录水平才有

显著回升，整个过程具有统计学差异。这也许能够

解释为什么脓毒性心肌病大鼠24 h内死亡率如此

之高而一旦存活超过24 h其存活率显著上升。Actin

既是收缩蛋白，也是结构蛋白，甚至也是横纹肌细

胞间最紧密的连接——桥粒的重要组成部分。Actin

的损害使细胞内以及细胞问的力学结构崩溃，肌节

收缩／舒张运动失去着力点；整个心脏的支撑强度

降低；actin的损害使提供收缩的actin减少，排列紊

乱，直接减弱心肌细胞的收缩能力，也可能会损害

舒张能力。以上两点导致单个心肌组织收缩力减

弱。Actin的损害还可能导致心肌纤维之间的紧密连

接变得较为松懈，从组织水平上再次降低了心肌收

缩力的传递性，从而进一步损害心肌的机械功能。

Actin从各个方面损害心肌的收缩／舒张功能。

从本次实验可以得出初步结论：①内毒素可明

显损害大鼠的心脏收缩／舒张功能，且以损害收缩

功能为主；②注射内毒素4 h起，大鼠心肌组织开始

出现排列紊乱、横纹逐渐模糊消失、线粒体膨胀，线

粒体嵴减少，纤维溶解，细胞间连接松懈等广泛的

改变，而此时整体实验上并未呈现出心功能的改

变；③脓毒性心肌病大鼠一旦出现整体表现，在无

其他干预因素的情况下，将于4～8 h死亡；④脓毒

性心肌病大鼠24 h死亡率为73．9％，其中大部分死

于8～16 h；但如果24 h内存活，则有2／3的概率存

活到48 h以上；⑤细胞膜损害可能不是脓毒性心肌

病发生的必然途径；⑥在脓毒性心肌病大鼠，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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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是心肌的收缩／舒张功能损害的重要途径。

从上述结论推测，脓毒性心肌病起病隐匿，从

整体观察及生化检测方面均难以早期发现，一旦出

现心功能不全，即表示心脏的组织、细胞、细胞内、

细胞间连接的损害均已达到一定程度，而且此时个

体已经处于濒死状态(4～8 h，大鼠)；发生内毒素血

症后的8～16 h是死亡的高发时间段；如患病个体

24 h仍然存活，则继续存活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及

早评估脓毒性心肌病发生的可能性，尽早积极干

预，是避免死亡的关键，一旦干预措施有效，个体长

期存活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参考文献

[1]Popovi6 N，Mijuskovi÷D，Neskovit；V，et a1．‘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septic shock——a case report．MedPregl，2008。61：187—190．

[2]Gentile G，Meles E，Carbone C，et a1．Unusual case of myocardial

injury induced by Eschedchia coli sepsis．Monaldi Arch Chest Dis，

2010．74：40—43．

[3]龙海波，林跃萍，张训，等．免疫吸附特异性清除循环肿瘤坏死

因子一n对内毒素休克时心脏损伤的保护作用．中国危重病

急救医学，1999，1 1：477—480．

[4]Niebauer J，Volk HD，Kemp M，et a1．Endotoxin and immune

activation in chronic heml|jilure：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1999，353：1838一：542．

[5]吴允孚，曾元英，邵素凤，等．危重病患者心肌损伤与前炎细胞

因子释放的关系．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2，14：615—617．

1 6 j Charalambous BM，Stephens RC，Feavers 1M，et a1．Role of

bacterial endotoxin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the gut of the matter．

Shock，2007，28：15—23．

[7]石德光，胡森，姜小国，等．迷走神经兴奋对内毒素致大鼠心脏

炎症反应的影响．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15：26—28．

[8]Jessurun GA，Zijlstra F，Siebelink HJ．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also possible in non—coronary disorders．Ned Tijdschr Geneeskd．

2006，150：937—942．

[9]Bouhemad B，Nicolas—Robin A，Arbelot C，et a1．Acute left

ventficular dilatation and shock-induced myocardial dysfunction．

Crit Care Med，2009，37：441-447．

[10]Muriovd K，Maldska J，Otevrel F，et a1．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sepsis--definition and pathogenetic mechanisms．Vnitr Lek，

2010，56：220—225．

[1 1 J Maldska J，Slezdk M，Muriovd K，et a1．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sepsis--diagnostics and therapy．Vnitr Lek，2010，56：226—232．

[1 2]Lorigados CB，Sofiano FG，Szabo C．Pathomechanisms of

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sepsis．Endocr Metab Immune Disord

DrugTargets，2010，10：274-284．

1 13 j Cohen RI． Sepsis-induced myocardial dysfunction：linking

physiology and genomies．CritCareMed，2010，38：1001—1002．

[14]dos Santos CC，Gattas DJ，Tsoporis JN，et a1．Sepsis—induced

myocardial depression is associated with transcriptional changes in

energy metabolism and contractile related genes：a physiological and

gene expression—based approach．Crit Care Med，2010，38：

万方数据



·746·
主国鱼重遇星塑堕堂!Q!!生!!旦箜丝鲞箜!!塑鱼!垫垦尘g!堡塑鲴，December2012，V01．24，N 0．12

894-902．

n5J Rozenberg S，Besse S，Brisson H．et a1．Endotoxin—induced

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senescent rats．Crit Care，2006，10：

R124．

116j Lipton BP，Delearpio JB，MeDonough KH．Effects of endotoxin on

neutrophil—mediated ischemia／repeffusion injury in the rat heart in

vivo．Exp Biol Med(Maywood)．2001，226：320—327．

1 17 J Werdan K，Hettwer S，Bubel S，et a1．Septic circulatory shock and

septic cardiomyopathy．Internist(Berl)，2009，50：799—800，

802—806，808—809．

[18]Schmittinger CA，Wurzinger B，Deutinger M，et a1．How to protect

the heart in septic shock：a hypothesis on the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ment of septic heart failure．Med Hypotheses，2010，74：

460—465．

[19]Tatsumi T，Akashi K，Keira N，et a1．Cytokine—induced nitric oxide

inhibits mitochondrial energy production and induces 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endotoxin—treated rat hearts．J Mol Cell Cardi01．

2004，37：775—784．

[20]Ebeh H，Werdan K．Sepsis and heart．Internist(Bed)，2010，51：

844-849

121 J Grandel U，Hopf M，Buerke M，et a1．Mechanisms of cardiac

depression caused by lipoteiehoie acids from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 isolated rat hearts．Circulation，2005，1 12：691—698．

1 22 J van Kimmenade RR，Bajwa E，Januzzi JL Jr．Sepsis and those who

are”weak ofheart”．Crit Care Med，2008，36：3108—3109．

1 23 J Parker MM，Shelhamer JH，Baeharach SL．et a1．Profound but

reversible myocardial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nn Intern Med，1984，100：483—490．

1 24 J Vang S，Corydon TJ，Bcrglum AD，et a1．Actin mutations in

hypertrophic and dilated cardiomyopathy cause inefficient protein

folding and perturbed filament formation．FEBS J，2005，272：

2037—2049．

1 25 j Kuwahara K，Saito Y，Takano M，et a1．NRSF regulates the fetal

cardiac gene program and maintains normal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EMBO J，2003，22：6310—6321．

1 26 J Capetanaki Y．Desmin cytoskeleton：a potential regulator of muscle

mitoehondrial behavior and function．Trends Cardiovasc Med，

2002，12：339—348．

(收稿13期：2012—03—19)

(本文编辑：李银平)

·科研新闻速递·
复合维生素并不能预防男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尽管复合维生素主要用于防止维生素的缺乏，但目前有观点认为复合维生素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但尚缺乏长期的

临床研究证据。为此，美国学者进行了一项长达10余年的随机、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旨在研究长期服用多种维生素能否降低

男性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发病风险。该研究从1997年开始，到2011年7月1日结束，研究对象为14 641名年龄在50岁以上[平

均年龄(64．3±9．2)岁]的美国男性医师(其中754人既往有心血管病史)；随机分为安慰剂组和复合维生素组；主要研究指标为

主要心血管事件结局(包括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非致命性卒中和心血管疾病病死率)。结果发现：在长达11．2年的跟踪随访过程

中共发生1732次主要心血管事件。与安慰剂组比较，每13服用复合维生素对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并无明显影响[每年每1000

人中11．0比10．8例，风险比为1．01，95％可信区间(95％口)为(o．91，1．10)，P=0．91]；同时每日服用复合维生素对总的心肌梗死

事件[每年每1000人中3．9比4．2例，风险比为0．93，95％CI为(0．80，1．09)，P=0．39]、总卒中事件[每年每1000人中4．1比3．9

例，风险比为1．06，95％CI为(0．91，1．23)，P=0．48]、或心血管疾病病死率[每年每1000人中5．0比5．1例，风险比为0．95，95％CI

为(o．83，1．09)，P=0．91]均无显著影响。每日服用复合维生素对总病死率也无明显影响[风险比为o．94，95％CI为(o．88，1．02)，

P=0．13]；无论既往有无心血管病史，每El服用复合维生素对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与安慰剂比较无显著差异(P=0．62)。研究

人员认为，在美国男性医师人群中，每日服用复合维生素并不能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心肌梗死、卒中及心血管病的发生。

喻文，编译自《JAMA》，2012，308：1751—1760；胡森，审校

普拉格雷与氯吡格雷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小板功能的影响

血小板功能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为此，美国研究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旨在了解血小

板活性与应用普拉格雷或氯吡格雷治疗的ACS患者预后之间的关系。患者随机给予普拉格雷(10mg／d)或氯吡格雷(75mg／d)；

年龄>75岁或体重<60 kg患者普拉格雷的用量为5 mg／d。主要评价指标：以P2Y12反应单位(PRU)来评价血小板活性；主要

的效应终点事件包括心血管事件引起的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结果发现：在年龄<75岁并且体重>60 kg的患者中，普拉格雷

组患者30 d后PRU为64(23，128)，氯吡格雷组为200(141，260)，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01)；在年龄<75岁并且体重<

60 kg的患者中，普拉格雷组30 d后PRU为139(86，203)，氯吡格雷组为209(148，283)，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01)；在年

龄>75岁的患者中，普拉格雷组30 d后PRU为164(105，216)，氯吡格雷组为222(148，268)，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01)。治疗30个月后，普拉格雷组主要效应终点事件发生率为17．2％(160次)，而氯吡格雷组为18．9％(180次)，两组间无统

计学差异(P=O．29)。30d内发生主要效应终点事件患者(214例)与未发生主要终点事件患者(1794例)间PRU并无明显差异

(P=0．07)，同时，主要效应终点事件与PRU之间也无显著相关性[风险比为1．03，95％可信区间为(0．96，1．11)，P=0．44]。因此，

研究人员认为，对于不稳定型心绞痛或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普拉格雷降低血小板活性的效果优于氯吡格雷；但使用这

两种药物的患者其主要效应终点事件的发生无明显差异，而且血小板活性与主要效应终点事件之间并无明显相关性。

罗红敏，编译自《JAMA》，2012，308：1785—1794；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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