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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前单次负荷剂量与常规剂量 
瑞舒伐他汀对老年冠心病患者预后影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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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冠心病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治疗前单次负荷剂量瑞舒伐他汀对术

后并发症的预防作用。方法 将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住院并接受 PCI 手术的 216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108 例。一组 PCI 术前 24 h 内给予负荷剂量瑞舒伐他汀 20 mg（负荷剂量组），另

一组 PCI 术前给予常规剂量瑞舒伐他汀 5 mg（常规剂量组），两组患者均在术后口服瑞舒伐他汀 5 mg/d ；测定

两组患者 PCI 前后血肌酐（SCr）、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心肌肌钙蛋白 I（cTnI）、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及

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水平，计算对比剂肾病（CIN）、心肌梗死（心梗）发生率 ；术后随访 1 年，观察主要

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率。结果 PCI 术前两组患者 SCr、CCr、cTnI、CK-MB、hs-CRP 水平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 PCI 术后 SCr、cTnI、CK-MB、hs-CRP 均较术前升高，术后 CCr 较术前降

低，且常规剂量组变化程度较负荷剂量组更显著〔SCr（μmol/L）为 89.52±21.79 比 83.45±19.17，cTnI（μg/L）为

0.49±0.23 比 0.35±0.18，CK-MB（μg/L）为 5.98±1.16 比 3.05±0.71，hs-CRP（mg/L）为 8.31±0.06 比 2.46±0.02，

CCr （mL/min）为 62.61±19.54 比 73.48±20.14，均 P＜0.05〕；负荷剂量组 CIN 〔7.41%（8/108）比 17.59%（19/108）〕、

心梗发生率〔1.85%（2/108）比 8.33%（9/108）〕均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均 P＜0.05）。术后 30 d 内负荷剂量组

MACE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5.56%（6/108）比 13.89%（15/108），P＜0.05〕，术后 1 年内 MACE 发生率

负荷剂量组和常规剂量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44%（21/108）比 27.78%（30/108），P＞0.05〕。结论 老

年冠心病患者 PCI 术前应用单次负荷剂量瑞舒伐他汀能保护心肾功能，降低 CIN 和心梗发生率以及术后近期

MACE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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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 with a single loading dose of rosuvastatin before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for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went PCI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Methods 216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Tianjin First Cente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t random (108 patients per group). Within 24 
hours before PCI, the patients of loading dose group received a loading dose of rosuvastatin 20 mg, while the patients 
of regular dose group received a regular dose of rosuvastatin 5 mg, and after surgery, both groups received rosuvastatin 
5 mg/d orally. The serum creatinine (SCr), 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 cardiac Troponin I (cTnI), 
creatine kinase-MB isoenzyme (CK-MB) and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before and after PCI were 
detected, and the incidences of contrast induced nephropathy (CIN)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re calculated in both 
groups.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fter PCI, and the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MACE)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SCr, CCr, cTnI, CK-MB or 
hs-CRP before PCI between two groups (all P > 0.05). While after PCI in two groups, the levels of SCr, cTnI, CK-MB  
and hs-CR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PCI, but CCr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PCI, and the changes in regular 
dose group were more significant as compared with loading dose group [SCr (μmol/L): 89.52±21.79 vs. 83.45±19.17, 
cTnI (μg/L): 0.49±0.23 vs. 0.35±0.18, CK-MB (μg/L): 5.98±1.16 vs. 3.05±0.71, hs-CRP (mg/L): 8.31±0.06 vs. 
2.46±0.02, CCr (mL/min): 62.61±19.54 vs. 73.48±20.14, all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CIN [7.41% (8/108) vs. 
17.59 (19/108)]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1.85% (2/108) vs. 8.33% (9/108)] in loading dose group was evidently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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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

是临床常见疾病，其发病率高，严重影响人类的健

康和生活质量［1］。近年来随着介入治疗技术的不

断发展，经皮冠脉介入术（PCI）成为治疗冠心病的

一种新方法，其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使

冠心病患者的病死率、致残率明显下降［2］。然而老

年冠心病患者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死等疾

病，PCI 术后并发症较多，如对比剂肾病（CIN）、心

肌损伤、心肌梗死（心梗）及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MACE）等，尤其是 CIN 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已成为

住院患者急性肾衰竭（ARF）的第三大致病因素［3］。

最近研究发现，围手术期应用他汀类药物可以减少

PCI 术后 CIN 等并发症的发生［4］。瑞舒伐他汀作为

新一代他汀类药物，具有用量少、作用强、安全性高、

降脂效果好等优点，已被广泛用于临床，但鲜见将其

用于预防 PCI 术后并发症的报道，因此本研究就瑞

舒伐他汀对老年冠心病患者 PCI 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 ①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冠

心病诊断标准 ； ② 年龄≥60 岁 ； ③ 冠脉造影提示

单支或多支血管病变，至少一支狭窄程度≥75%，有

行冠脉内介入治疗的指征 ； ④ 入院前未服用他汀

类降脂药 ； ⑤ 血管内给予造影剂后 48 h 内血肌酐

（SCr）绝对值增加 44.2 μmol/L（0.5 mg/dL）以上，或

较用药前的初始水平提升 25% 以上［5］。

1.1.2 排除标准 ： ① 合并发热、各种急慢性感染、

恶性肿瘤等 ； ② 近 6 个月内有手术或创伤、脑出血

史 ； ③ 严重心功能不全，左室射血分数（LVEF）＜
0.30 ； ④ 严重肝功能不全，丙氨酸转氨酶（ALT）、天

冬氨酸转氨酶（AST）中任意一项高于 3 倍正常参

考值 ； ⑤ 肾功能不全 ：SCr≥221 μmol/L ； ⑥ 对造

影剂过敏 ； ⑦ 对他汀类药物过敏 ； ⑧ 冠脉造影显

示严重的主干及三支病变等，需行冠脉旁路移植术

（CABG）。

1.2 一般资料 ：选择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2 月

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住院并接受 PCI 手

术的 216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其中男性 121 例，女性

95 例 ；年龄 60～78 岁，平均 68 岁。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检测和治疗方法取得患者或家属的

知情同意。

1.3 研究分组 ：将 216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PCI 术前给予负荷剂量瑞舒伐他汀治疗组（负荷剂

量组）和 PCI 术前给予常规剂量瑞舒伐他汀治疗组

（常规剂量组），每组 108 例。

1.4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冠心病 PCI 术前的

标准治疗。负荷剂量组患者在 PCI 术前 24 h 内口

服瑞舒伐他汀 20 mg，常规剂量组 PCI 术前 24 h 内

口服瑞舒伐他汀 5 mg，两组患者均在术后给予瑞舒

伐他汀 5 mg/d 口服。

1.5 观察指标及方法 ：两组患者分别于 PCI 术前及

术后 24 h 和 48 h 取外周静脉血 5 mL，静置 30 min

后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放入小离心管（EP 管），置

于 -70 ℃冰箱冻存待测。

1.5.1 SCr、内生肌酐清除率（CCr）测定 ：于术前和

术后 48 h 测定两组 SCr，计算 CCr。CCr＝（140 －

年龄）× 体质量（kg）/［72×SCr（mg/dL）］，女性计

算结果 ×0.85。计算 CIN 的发生率。

1.5.2 心 肌 肌 钙 蛋 白 I（cTnI）、肌 酸 激 酶 同 工 酶

（CK-MB）、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测定 ：于术

前及术后 24 h 测定两组 cTnI、CK-MB、hs-CRP 水

平，以 cTnI＞3 倍正常参考值上限视为发生 PCI 相

关心梗，计算心梗的发生率。

1.6 术后随访 ：患者 PCI 术后住院期间及出院后常

规服用瑞舒伐他汀 5 mg/d，术后随访 1 年，记录其术

后 30 d 内、1 年内 MACE 的发生率，其中 MACE 包

括死亡、再发心绞痛、心梗、缺血性脑卒中。

1.7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

than that in regular dose group (both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MACE within 30 days after PCI in loading dos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regular dose group [5.56% (6/108) vs. 13.89% (15/108), P < 0.05], while within 1 year after PCI, 
the comparison of MACE incidence between loading dose group and regular dose group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19.44% (21/108) vs. 27.78% (30/108), P > 0.05]. Conclusion A single loading dose of rosuvastatin given 
before PCI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cardiac disease can protect renal function and myocardium, reduce the 
incidences of C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MACE at early stage after PCI.

【Key word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Rosuvastatin; Contrast induced nephropathy; Myocardial infarction;  
Major adverse cardiac vascular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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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目 前 冠 心 病 的 治 疗 主 要 包 括 药 物、介 入 及

CABG，其中介入治疗是通过机械扩张使冠脉血流

恢复灌注，改善心肌缺血，其临床效果好，且创伤小。

但 PCI 术中造影剂的应用易造成术后 CIN 的发生 ；

此外术中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会短时间的阻断血

流，并可导致心肌损伤及 PCI 术后心梗等。上述并

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但目前仍尚无有

效的防治方法。

 他汀类药物是一类临床常用的降脂药物，能够

减少肝内胆固醇的合成，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还

具有抗炎、抗氧化、稳定粥样斑块、改善血管内皮功

能、抑制血栓形成等作用［6］。循证医学和流行病学

研究结果显示，血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

关系最为密切，包括 TG、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水平增高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水平降低，它们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

作用，更是冠心病介入治疗术后必须密切监控的指

标［7］。严格控制血脂，尤其是 LDL 水平，可以减少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吸烟

〔例（%）〕

高血压

〔例（%）〕

糖尿病

〔例（%）〕

高血脂

〔例（%）〕
LVEF

男性 女性

常规剂量组 108 62 46 68.35±9.43 51（47.22） 63（58.33） 39（36.11） 86（79.63） 0.522 3±0.047 1

负荷剂量组 108 59 49 69.74±9.81 45（41.67） 67（62.03） 34（31.48） 91（84.26） 0.518 2±0.042 6

表 2 PCI 术前和术后两组患者 SCr、CCr、cTnI、CK-MB 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SCr（μmol/L） CCr（mL/min） cTnI（μg/L） CK-MB（μg/L） hs-CRP（mg/L）

常规剂量组 术前 108 82.91±20.34 78.16±21.44 0.21±0.15 2.06±0.59 2.46±0.02

术后 108 89.52±21.79 a 62.61±19.54 a 0.49±0.23 a 5.98±1.16 a 8.31±0.06 a

负荷剂量组 术前 108 80.42±18.75 76.47±23.83 0.23±0.12 2.15±0.53 2.35±0.02

术后 108 83.45±19.17 ab 73.48±20.14 ab 0.35±0.18 ab 3.05±0.71 ab 5.14±0.04 ab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与常规剂量组同期比较，bP＜0.05

表 3 PCI 术后两组患者 CIN、心梗及 MACE 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CIN 发生率

〔%（例）〕

心梗发生率

〔%（例）〕

MACE〔例（%）〕

术后 30 d 术后 1 年

常规剂量组 108 17.59（19） 8.33（9） 15（13.89） 30（27.78）

负荷剂量组 108   7.41（  8）a 1.85（2）a   6（  5.56）a 21（19.44）

注 ：与常规剂量组比较，aP＜0.05

 

注 ：与常规剂量组比较，aP＜0.05

图 1 两组患者 PCI 手术前后 hs-CRP 水平的比较

采用 χ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表 1）：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LVEF 等一般

临床资料均衡，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两 组 SCr、CCr 水 平 及 CIN 发 生 率 的 比 较 

（表 2～3）：PCI 术前两组患者 SCr、CCr 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负荷剂量组 SCr 低

于常规剂量组，CCr 高于常规剂量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负荷剂量组 CIN 发生率明显

低于常规剂量组（P＜0.05）。

2.3 两组 cTnI、CK-MB 水平及心梗发生率的比较

（表 2～3）：PCI 术前两组患者血清 cTnI、CK-MB 水

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术后

负荷剂量组 cTnI、CK-MB 均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 

（均 P＜0.05）。负荷剂量组心梗发生率明显低于常

规剂量组（P＜0.05）。

2.4 两 组 hs-CRP 水 平 和 MACE 发 生 率 的 比 较 

（表 2～3）：PCI 术前两组患者血清 hs-CRP 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负荷剂量组

hs-CRP 低于常规剂量组（P＜0.05 ；图 1）。随访期

间负荷剂量组术后 30 d MACE 发生率较常规剂量

组降低（P＜0.05），术后 1 年两组 MACE 发生率比较

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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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事件再发风险［8］。

 有研究证实，冠心病患者早期应用大剂量他汀

类药物可减轻炎症反应，减少 PCI 术后 MACE 发生

率，改善患者预后。hs-CRP 是非特异性炎症反应

蛋白，可作为炎性反应的敏感指标，是预测 PCI 术后

MACE 发生的良好标志物，在判断斑块稳定性、早

期识别易损斑块中有重要意义［9］。Ye 等［10］发现，

PCI 术前给予冠心病患者负荷剂量阿托伐他汀，可

促进早期内皮祖细胞的生成，降低术后 hs-CRP、可

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1（sICAM-1）等炎性因子水

平。Sun 等［11］研究发现，PCI 术前应用大剂量阿托

伐他汀可显著降低术后 C- 反应蛋白（CRP）和白细

胞介素 -6（IL-6）水平，抑制炎症反应。马承泰等［12］

研究结果显示，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 hs-CR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死亡组 hs-CRP 显著高于存

活组，说明炎症反应参与和加重了 AMI 的发病，且

影响了患者的心功能和病死率，与预后相关。王虹

等［8］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治疗可使稳定型心绞痛

（SAP）合并糖尿病（DM）患者的冠脉炎症反应和内

皮损伤减轻，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减少血管和内皮的

黏附分子及核转录因子 -κB（NF-κB）表达，抑制单

核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从而减少血管内皮的损

伤［13-14］；减少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趋化效应，

从而起到抑制炎性细胞聚集的作用［15］；还可能通

过抑制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的生长和活性，减少炎性

细胞生成 IL-6、ICAM-1 等细胞因子，从而减轻炎症

反应［16］。

 本研究中 PCI 术前两组患者的 hs-CRP 水平 

无 明 显 差 异，术 后 24 h 瑞 舒 伐 他 汀 负 荷 剂 量 组 

hs-CRP 水平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说明 PCI 术前单

次给予负荷剂量瑞舒伐他汀治疗可降低炎症反应，

这种作用要早于他汀类药物的降脂作用。此外，本

研究对患者随访 1 年，30 d 内瑞舒伐他汀负荷剂量

组 MACE 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术后 1 年内两组 MACE 发生率虽无统计学

差异，但单次负荷剂量瑞舒伐他汀治疗可降低术后

近期 MACE 的发生率。出于对老年患者安全性，以

及中国人对他汀类药物剂量的反应不同于西方人等

因素的考虑，本研究采用 20 mg 瑞舒伐他汀作为负

荷剂量、5 mg 作为维持剂量，此剂量均小于国外研

究的剂量，该剂量对中国老年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尚无其他报道。

 CIN 是 PCI 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目前引起

CIN 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多数研究表明可能

存在以下致病机制 ：造影剂对肾小管的直接毒性作

用，肾内微循环血液流变学变化，氧化应激和相关炎

症对肾小管细胞的损伤等［17-18］。对造影剂造成的

CIN 目前尚无有效的防治方法。近年来有研究证

明，冠心病患者 PCI 术前口服他汀类药物，能够降低

CIN 的发生率。Shehata 等［19］将冠心病患者分为两

组，研究组 PCI 术前 48 h 给予负荷剂量阿托伐他汀

（80 mg/d），对照组口服安慰剂，术后 CIN 发生率为

7.7% 比 20%，表明 PCI 术前阿托伐他汀的应用可显

著降低 CIN 的发生率。Jo 等［20］研究表明，PCI 术前

应用阿托伐他汀亦可降低合并肾功能不全老年冠心

病患者 CIN 的发生率。Liu 等［21］对比研究了瑞舒

伐他汀与阿托伐他汀降低 PCI 术后 CIN 发生率的

效果，结果表明瑞舒伐他汀组 CIN 发生率与阿托伐

他汀组相当（5.9% 比 5.2%）。本研究结果显示，PCI

术后 48 h 瑞舒伐他汀负荷剂量组 SCr 低于常规剂

量组，CCr 高于常规剂量组，结果表明瑞舒伐他汀负

荷剂量治疗在降低 PCI 围手术期 CIN 发生率方面

优于常规剂量治疗。

 PCI 术后可引起心肌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的预

后。大部分患者 PCI 围手术期心肌损伤不引起临

床症状，但可通过监测心肌损伤生物学标志物来发

现。Yu 等［22］研究发现，PCI 术前给予冠心病患者

负荷剂量阿托伐他汀（80 mg）治疗，可显著降低术

后 CK-MB、cTnI、hs-CRP 等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升

高，具有明显的心肌保护作用。同样，Liu 等［23］证实，

ST 段抬高型心梗患者 PCI 术前口服负荷剂量阿托

伐他汀（80 mg），术后 hs-CRP、B 型钠尿肽（BNP）和

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明显降低。Zhao 等［24］

研究发现，PCI 术前 24 h 单次给予负荷剂量阿托伐

他汀可防止心肌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其作用机

制为通过激活线粒体 K-ATP 通道从而抑制线粒体

通透性转换孔开放。本研究发现，PCI 术后 24 h 瑞

舒伐他汀负荷剂量组 CK-MB、cTnI 水平均明显低

于常规剂量组。瑞舒伐他汀负荷剂量组围手术期心

梗的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常规剂量组。研究结果证实

了瑞舒伐他汀负荷剂量治疗可明显降低 PCI 围手术

期心肌损伤、心梗发生率，具有心肌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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