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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对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

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影响：一项前瞻｜！生
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对照研究
杨铁骊

潘胜军

张小方

李丽蓉钱国强

（黄淮学院附属医院，河南驻马店４６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对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接受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支架

（ＤＥＳ）介入治疗后支架内再狭窄（ＩＳＲ）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对照研究方法，将黄淮
学院附属医院３４３例成功实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植入雷帕霉素ＤＥＳ的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１７２例）和对照组（１７１例）。观察组在常规用药基础上服用通心络胶囊和吡格列
酮，对照组在常规用药基础上服用与通心络胶囊相同规格等量的安慰剂胶囊和吡格列酮，治疗周期均为１２个
月。两组于ＰｃＩ术后随访１２个月并于术后１２个月复查冠状动脉（冠脉）造影（ｃＡＧ）。比较两组随访期间主要
不良心血管事件（ＭＡｃＥ）发生率，１年后ＩｓＲ率和相关参数，随访期间血小板活化标志物和血管内皮功能指标；
比较３４３例使用Ｆｉｒｅｈｉｒｄ或ｃｙｐｈｅｒ支架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结果观察组复发心绞痛［ＡＰ：４．６５％（８／１７２）
比９．９４％（１７／１７１）］、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１．１６％（２／１７２）比２．９２％（５／１７１）］、心力衰竭［ＨＦ：１．７４％（３，１７２）比５．２６％

（９／１７１）］和ＭＡｃＥ发生率［４．６５％（８／１７２）比１０．５３％（１８／１７１）］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均Ｐ＜ｏ．０５）；介入后１年
观察组直径狭窄率［（１０．２ｌ±１０．４２）％比（２５．９３±１１．７４）％］、晚期管腔丢失［ＬＬＬ（ｍｍ）：ｏ．２１±ｏ．１７比ｏ．４５±ｏ．２４］
和ＩｓＲ率［２．３３％（４／１７２）比８．１９％（１４／１７１）］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均Ｐ＜０．０５），最小管腔内径（ＭＬＤ）较对照
组显著升高（ｍｍ：２．８ｌ±ｏ．４１比２．４６±ｏ．３７，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介入后当日ｄ颗粒膜糖蛋白（ｃＤ６２ｐ）、溶酶
体膜糖蛋白（ｃＤ６３ｐ）和血小板膜糖蛋白（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和内皮素一１（ＥＴ一１）

均较介入前显著升高，一氧化氮（Ｎｏ）较介入前显著降低（均Ｐ＜ｏ．０５）；两组患者介入后３个月、９个月ｃＤ６２ｐ、
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一１较介人后当日显著降低，Ｎ０较介入后当日显著升高（均Ｐ＜
０．０５），９个月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一１较介入后３个月显著降低，Ｎ０则显著升高
（均Ｐ＜０．０５）。观察组介入后３个月、９个月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一１较对照组显
著降低［３个月：ＣＤ６２ｐ为（７．１±１．３）％比（１１．７±１．１）％，ＣＤ６３ｐ为（３．１±Ｏ．４）％比（４．３±０．４）％，ＧＰⅡｂ，Ⅲａ

受体复合物为（１４．６±５．１）％比（２９．６±６．１）％，ｖｗＦ为（１０３．７±１１．３）％比（１３４．６±１２．７）％，ＥＴ—ｌ（ｎ玑）为
６１．４±４．３比８０．３±６．３；９个月：ＣＤ６２ｐ为（４．６±１．４）％比（６．９±１．１）％，ＣＤ６３ｐ为（２．６±０．４）％比（３．４±０．３）％，
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为（９．５±６．３）％比（１９．７±５．３）％，ｖｗＦ为（８９．７±１２．６）％比（１０２．６±１２．９）％。ＥＴ—ｌ

（ｎｇ／Ｌ）为５５．４±５．２比６５．４±６．３，Ｐ＜ｏ．０５或Ｐ＜ｏ．叭］，ＮＯ（岬。帆）较对照组显著升高（３个月为７０．２±９．７比
６４．３±９．２，９个月为７８．８±９．４比７０．１±９．４，均Ｐ＜ｏ．０５）。随访期间使用Ｆｉｒｅｂｉｒｄ和ｃｙｐｈｅｒ者ＡＰ、ＡＭＩ、ＩＳＲ发

生率和ＬＬ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５）。结论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可有效降低２型糖尿病
合并冠心病行ＰｃＩ植入雷帕霉素ＤＥｓ患者ＩｓＲ和ＭＡｃＥ的发生率，并具有远期效果；国产Ｆｉｒｅｂｉｒｄ支架治疗
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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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 Ｐ＜０．０５），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ｕｍｅ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ＬＤ）ｉｎ ｏｂｓｅｎ，ａｔｉｏｎ罢即ｕｐ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ｍｌ
ｇｒｏｕｐ（ｍｍ：２．８１±Ｏ．４ｌ ｖｓ．２．４６±０．３７，Ｐ＜Ｏ．０５）．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ｎ ｃｈｅ ｄａｔｅ如ｅｒ ｉｎｔｅＮｅ玎ｔｉｏｎ，ｔｈｅ
仪ｇｍｎｕｌｅ ｍｅⅡｌｂｒａｎｅ

（ＧＰ）Ⅱｂ／Ⅲａ

ｄｙｃｏｐｍｔｅｉｎ（ｃＤ６２ｐ），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 ｎｉｔｒｉｃ

（ａｌｌ Ｐ＜０．０５），３

ｏｘｉｄｅ（ＮＯ）ｗａｓ

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ｅｍｂ呦ｅ ｄｙｃｏｐｍｔｅｉｎ（ｃＤ６３ｐ）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ｍｅｍｂｍｎｅ

ｇｌｙｃｏｐｍｔｅｉｎ

Ｗｍｅｂｍ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ｖＷＦ）ａｎ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一１（ＥＴ一１）ｗｅｒｅ ｓｊ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ｄ【ｅｄ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铲ｏｕｐ

ｍｏｎｌｈｓ ａｎｄ ９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Ｒｅｒ ｉｎｔｅｎｒ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ｍｕｐｓ，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 Ｉ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ｖＷＦ ａｎｄ ＥＴ一１
ｓａｍｅ ｇｒｏｕｐ

ｖ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ａｆｔｅ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ｈｉｌｅ ＮＯ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ｎｒ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 Ｐ＜０．０５）；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ｍｕｐｓ ａｆｔｅｒ ９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Ｄ６２ｐ，

ＣＤ６３ ｐ＇ＧＰⅡｂ／Ⅲ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ｖＷＦ ａｎｄ ＥＴ—１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ｖ ｌｏｗｅｒｅｄ，ｗｈｉｌｅ Ｎ０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ａｒｋｅｄｌｖ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ｇｍ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Ⅳ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３

ｍｏｎｔｈｓ（ａｌｌ Ｐ＜Ｏ．０５）．Ｉｎ

ｔｈｅ

０ｂｓｅ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ｆｃ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ｒ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３ ｍｏｍｈｓ ａｎｄ ９ ｍｏｎｔｈｓ，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ｖｗＦ ａｎｄ ＥＴ一１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Ｉ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ｍｌ

ｖｓ．（１１．７±１．１）％，ＣＤ６３ｐ ｗａｓ（３．１±０．４）％ｖｓ．（４．３±０．４）％，ＧＰⅡｂ，Ⅲａ

ｇｒｏｕｐ【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ｗａｓ（７．１±１．３）％
ｗａｓ（１４．６±５．１）％ｖｓ．

ｍｏｎｔｈｓ：ＣＤ６２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２９．６±６．１）％，ｖＷＦ ｗａｓ（１０３．７±１１．３）％ｖｓ．（１３４．６±１２．７）％，ＥＴ—１ ｗａｓ（ｎｇ／Ｌ）６１．４±４．３ ｖｓ．８０．３±６．３；９ ｍｏｎｔｈｓ：
ＣＤ６２ｐ

ｗａｓ（４．６±１．４）％ｖｓ．（６．９±１．１）％，ｃＤ６３ｐ ｗａｓ（２．６±Ｏ．４）％ｖｓ．（３．４±０．３）％，ＧＰⅡⅣⅢ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ｗａｓ

（９．５士６．３）％ｖｓ．（１９．７±５．３）％，ｖｗＦ ｗａｓ（８９．７±１２．６）％ｖｓ．（１０２．６±１２．９）％，ＥＴ一１ ｗａｓ（ｎｇ／Ｌ）５５．４±５．２ ｖｓ．６５．４±６．３，
Ｐ＜Ｏ．０５
Ｐ＜Ｏ．Ｏｌ】，ａｎｄ ＮＯ（批ｍｏｌ／Ｌ）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Ｉ．ｅａｓｅｄ（３ ｍｏｎｔｈｓ：７０．２±９．７ ｖｓ．６４．３±９．２；９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ｒ

７８．８土９．４ ｖｓ．７０．１±９．４，ｂｏｔｈ

Ｐ＜０．０５）．Ｉｎ

Ｆｉｒｅｂｊｒｄ ｇｍｕｐ ａｎｄ Ｃｙｐｈｅｒ ｇｍｕｐ ｈａｄ

ｃ印ｓｕｌ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ｉｏｇｌｉｔａｚｏｎｅ

ｎｏ
ｃａ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Ｐ，ＡＭＩ，ＩＳＲ ａｎｄ ＬＬ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

ｄｉｆｋ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 Ｐ＞０．０５）．

ｅｆｆ色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ＳＲ

ＣｏｎｃｌＩｌｓｉｏｎｓ

Ｔｏｎｇｘｉｎｌｕｏ

ａｎｄ ＭＡＣ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Ｕｉｔｕ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甜ｔ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ＰＣＩ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
Ｄ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ａｔｍｅｎ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ａ

１０ｎｇ—ｔｅｍ ｅｆｆｂｃｔ．Ｃｈｉｎａ—ｍａｄｅ

Ｆｉｒｅｂｉｒｄ 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ｓ

ｓ出

ａｎｄ ｅｆｌｆ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ｏｎ铲ｉｎＩｕｏ ｃａｐｓｕＩｅ；

Ｉｎ—ｓｔｅｎｔ ｒｅ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Ｐｉｏ出ｉｔａｚｏｎｅ；

Ｔｙｐ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ｃｏｍｐＩ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ｆｈ ｃｏｍ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ｅｖｅｎｔｓ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后再狭窄是一个

ＤＥｓ植入术后应用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治疗

临床难题…，应用药物洗脱支架（ＤＥＳ）可有效降低

１年能否减少ＩＳＲ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ＭＡＣＥ）。

支架内再狭窄（ＩＳＲ）的发生率心Ｊ。ＤＥＳ可使简单病

１资料与方法

变ＩＳＲ率降至８％，但复杂病变仍高达２０％¨１。尽

１．１患者人选和排除标准

管ＤＥｓ可有效减少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Ｉｓ甜４’５

１．１．１诊断标准：２型糖尿病诊断符合《中国２型

１，

但因糖尿病是冠状动脉（冠脉）ＩｓＲ的主要危险因

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１０年版）莎８｜。冠心病诊断阳‘１

素№Ｊ，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仍有１５％．２５％出

冠脉造影（ｃＡＧ）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右冠脉及

现ＩＳＲ＂ｏ，探寻减少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ＤＥＳ置

其主要分支中任一支或以上管腔狭窄≥５０％¨１‘１２ｊ。

入后ＩＳＲ的方法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２０１１年

单支病变指前降支、回旋支、右冠脉任一主支或主要

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本院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通

分支狭窄≥５０％；双支病变为以上任意２支血管狭

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对１７２例２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行ＰＣＩ植入雷帕霉素ＤＥＳ患者进行治疗观察，

窄≥５０％；左主干狭窄≥５０％或３支病变为多支病变。
１．１．２纳入标准：①年龄３５～８０岁；②符合冠心

旨在探讨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接受雷帕霉素

病诊断标准，冠脉病变包括单支或多支血管病变，患

万方数据

０｜：

史国史亘匡箜金鱼塾盘查！旦！！生！旦箜！！鲞箜兰塑垦堕！』！垦型里丛垦尘鱼坐！』！垃！Ｑ！！！！！！：垫！№：堡

’３４３’

者适合在一个或多个原发靶病变植入一个或多个

吡格雷３００ ｍｇ、阿司匹林３００ ｍｇ；术中静脉注射肝

ＤＥｓ；③符合２型糖尿病诊断标准，允许口服降糖

素１００ Ｕ／ｌ【ｇ，维持活化凝血时间（ＡＣＴ）２５０—３００

药或胰岛素控制血糖；④接受ＤＥＳ植入治疗，且每

动脉鞘缓陧注入硝酸甘油２００峭。ｃＡＧ图像用武汉

例患者只能使用雷帕霉素洗脱支架［Ｆｉｒｅｂｉｒｄ（微创

游标卡尺有限公司１５０ ｍｍ电子数显卡尺分析，ＩｓＲ

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生产）或Ｃｙｐｈｅｒ（美国强生
医疗器械公司生产）］；⑤首次成功行ＰＣＩ；⑥ＰＣＩ

定义为支架内和（或）近、远端５舢内出现≥５０％狭

术后１２个月完成ＣＡＧ随访；⑦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支架植入：所有患者均使用Ｆｉｒｅｂｉｒｄ或Ｃｙｐｈｅｒ，
靶病变处球囊扩张后依据血管内径植入支架，经至

１．１．３排除标准：①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１周内；

少两个相互垂直投照体位判定支架贴壁良好，残余

②靶病变处严重钙化、迂曲、成角者；③严重左主

狭窄＜２０％，前向血流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

干病变、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和需要外科血运重建

（ＴＩＭＩ）Ⅲ级，无急性并发症，视为植入成功‘１

治疗者；④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凝血功能障碍；

１．５术后用药：支架植入后所有患者严格戒烟；

⑤纽约心脏病协会（ＮＹＨＡ）心功能Ⅲ～Ⅳ级、严重

均给予阿司匹林１００ ｍ州，终生服用；氯吡格雷

心律失常、脑梗死急性期、重度肺功能不全、严重感

７５

染、严重甲状腺疾病、恶性肿瘤、预期生存期＜１年；

ＡＲＢ、他汀类、Ｂ受体阻滞剂、口服降糖药及胰岛

⑥已服用通心络胶囊和（或）吡格列酮、或在试验期

素。１ ６‘等常规治疗。

间服用其他活血化瘀中药、或对通心络胶囊或吡格

１．５．１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于支架植入后当

列酮过敏；⑦不能耐受长期用药；⑧妊娠或哺乳妇

天服用吡格列酮３０ ｍｇ／ｄ，连续１２个月；通心络胶

女；⑨ＤＥＳ植入术后不能完成１年随访。
１．２病例选择：采用前瞻性随机双盲平行安慰剂

囊４粒（每粒含生药０．２６ ｇ），每日３次，与西药间隔
０．５ ｈ温开水送服，连用１２个月。

对照研究方法，选择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

１．５．２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服用吡格列酮和

本院心内科成功实施ＰｃＩ治疗植入雷帕霉素ＤＥｓ

与通心络胶囊相同规格等量的安慰剂胶囊（与观察

的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３４３例，按随机数字

组同一生产厂家），连续１２个月。

表法分为观察组１７２例和对照组１７ｌ例。观察组

１．６临床随访：通过定期门诊复查、电话主动跟踪

中男性１３７例，女性３５例；年龄４１。７８岁，平均

随访或家访方式，每月对入选患者至少随访１次，

（５７．９３±９．７７）岁。对照组中男性１３４例，女性３７例；

连续１２个月，随访期间记录患者的一般临床情况、

ｓ，

窄程度的病变¨４｜。

５。。

ｍｇ／ｄ，至少服用１２个月。根据病情给予ＡＣＥＩ或

年龄４３～７７岁；平均
（５８．６３±１０．２７）岁。两

表１

两组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组一般临床资料、术前
ＣＡＧ资料和植入支架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表１，３），说明两组资
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该方案符合赫尔辛
基宣言精神¨３。，并且获
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ＢＭＩ为体质量指数，ＬＤＬ一《：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同醇，Ｈ１１Ａｋ为糖化ｍ红蛋白．～ｃＥＩｎＲＢ为血管紧张

批准。
１．３

ｃＡＧ：行桡动脉或
表２术前两组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ＣＡＧ资料比较

股动脉ＣＡＧ。术前所
有患者均口服阿司匹
林１００ ｍ州、氯吡格雷
７５

ｍ州至少３ ｄ，急诊

患者术前给予负荷量氯

万方数据

组别

例数

病变支数（例（％）］

【例）单支病变双支病变多支病变

病变累及数［例（％）］
病变总数累及前降支累及回旋支累及右冠脉累及左主干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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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Ｅ、ＣＡＧ复查ＩＳＲ情况和生化指标等。所有Ｉ临

技术研究所提供心２｜；采用双抗体夹心固相酶联免

床数据由非参与试验专业人员统一录入，试验结束，

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ｖｗＦ，试剂盒由上海太阳

统计资料前进行一级揭盲，分为两组；统计分析完

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毕后，进行二级揭盲，分出观察组和对照组…。

１．７．５国产雷帕霉素ＤＥ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３４３例
患者使用Ｆｉｒｅｂｉｒｄ ２０５例、Ｃｙｐｈｅｒ １３８例，比较使用

１．７观察指标及方法
１．７．１

随访期间两组ＭＡＣＥ发生率：随访期间详细

两种支架者ＡＰ、ＡＭＩ、ＩｓＲ发生率和ＬＬＬ的差异。

记录两组患者的ＭＡｃＥ发生率，包括复发心绞痛

１．８统计学方法：使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统计软件处理数

（ＡＰ）、ＡＭＩ、心力衰竭（ＨＦ）和心源性猝死（ＳＣＤ）等。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孑±ｓ）

ＡＭＩ诊断符合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采用

制定的ＡＭＩ标准…１；ＨＦ符合《急性心力衰竭诊断

ｚ

和治疗指南》。ｌ

２结果

８Ｉ。

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年后ＩＳＲ率：由２位心血管病专家在不

２．１随访期间ＭＡＣＥ发生率（表４）：两组患者均

被告知临床信息和研究目的的前提下，使用ＣＡＧ

完成１２个月随访，无ｓｃＤ。观察组ＡＰ、ＡＭＩ、ＨＦ和

定量评价系统于介入前、介入后即刻和介入后

ＭＡＣＥ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１．７．２

１年ＣＡＧ随访时分别测定血管参照内径、最小管腔
内径（ＭＬＤ）、直径狭窄率、晚期管腔丢失（ＬＬＬ）和
ＩｓＲ率等相关数据㈠９。；ＬＬＬ即支架植入后即刻ＭＬＤ
和随访时ＭＬＤ之差埋ｏＩ。

１．７．３血小板活化标志物测定：于介入前和介入后
当日、３个月、９个月检测两组患者血小板表面活性

删篇、■等坐羔
表４随访期间两组２型糖尿病合并
冠心病患者ＭＡＣＥ发生率比较

×－ｆ照ｉＩｌ

１７ｌ

｛吧察组

７２

ｑ ９４

７）

４．６５【８）３

１ ９二（ｓ

５．２６（９）

１６（二）１

ｌ ７４（３）’

１０ ５３【ｌ ８ Ｊ
４ ６５（８）“

标志蛋白仪颗粒膜糖蛋白（ＣＤ６２ｐ）、溶酶体膜糖蛋
白（ＣＤ６３ｐ）和血小板膜糖蛋白（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
１年后ＩＳＲ发生率（表５）：介入后１年观察组

合物水平，应用美国ＢＤ公司ＦＡＣＳ Ｃａｌｌｉｂｕｒ型流式

２．２

细胞仪检测血浆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和ＧＰⅡｂ／Ⅲａ受体
复合物表达水平。２１｜，试剂盒由上海太阳生物技术公

ＭＬＤ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直径狭窄率、ＬＬＬ和ＩＳＲ

司有限提供。

２．３两组血小板活化标志物和血管内皮功能指标

１．７．４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测定：于介入前和介入后

（表６）：两组介入后当日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

当日、３个月、９个月检测两组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指

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一１均较介入前显著升高，

标血浆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内皮素一１（ＥＴ一１）

Ｎ０显著降低；两组介入后３个月、９个月ＣＤ６２ｐ、

和一氧化氮（Ｎ０）水平。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

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一１均较

ＮＯ，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提供；采用放射

介入后当日显著降低，Ｎ０显著升高；两组介入后

免疫法检测ＥＴ一１，试剂盒由解放军总医院东亚免疫

９个月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ｈ／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

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均Ｐ＜０．０５）。

表３两组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植入支架结果比较

埘照组

３．１１±０４ｌ

ｌ ５７±０ ３ｌ

２．９ｌ±（）．３６

２ ４６±０．３７

８１．３５±１４．７８

２５ ９３±１ ｌ ７４

０４５±０．２４

８．１９（１４）

观察｝Ｈ

３ １４±０．４９

１．５ｌ±０．３６

３．０２±（】．４７

２．８ｌ±０．４１“

８０．４７±１５．４２

１０ ２ｌ±１０４２’’

Ｏ．２ｌ±０．１７“

２．３３（４）“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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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两组２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血小板活化标志物和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比较（ｊ±一）
组别
对照组

７

１７ ８

７

当３

２ ７

，一

７

日个个 月月

９

观察组

当３

６ ９

７

ｌ８ ２

７

日个个 月月

９

７

十一

＋一

９７
６２

ｉ●，－‘一２

２３

十一

十一

，－ ＋一

７ ，

十一

ｌ ●

５ ８ ＋一 ０ ７
ｏ

● ３

４ ６ 十一 ● ４

９４
４３

忡

９ ５
６ ３

蒜三姑乏，

雹ｊ”

ｌ ● ７ 十一 ｌ ，

７

７

介介介介介介介介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前后后后前后后后

雹；ｐ

麓

时间

３ ４
６２

。

咩
忡Ｅ

９７
３ ●
２６

＋一
＋一

Ｏ ７
０ ４

８ ７ ＋～ ９ ２
Ｈ

，，Ｏｏ

ｊ

＋一
十一

＋一

Ｏ ４

７７ ２

０ ８

８２ ７

０ ４
０ ４

十一

十一

ｒ

６

ｌ ９ ７ ＋一 ５

汀

十一

６

＋一

９

０ ３

叩

＋一

３ ６

，－ ９

Ｈ

＋一

篇

９ ５

十一

９ ８ Ｏ ＋一 ７ Ｓ

５２ ●

２ ８

Ｏ９ Ｏ

ｉ，

９
ｈ

，？，

＋一

，－

７

ｔ

９ ３

６

２４

３４ ６

， ４ ６ ＋一 ５
＃

８ ８ ５ ＋一
＋一

一

●，‘：

Ｎ０

爰，

（ｕｍｏｌ，Ｌ）
●

９ ｓ

＂钾

８

８ ０ ３ 十一 ６ 习

斛

３

加

●

＋一

０ ２ ６ ＋一

２ ９

７９ ８
＋一

，－

７

０２ ０

５Ｏ ６

３ ３

● ２ ０ 十一 ９ ７

●

６● ４

十一

０ ３ ７ 十一
８９ ７

十一

３

２６

Ｅ

５５ ４

十一

＋一

＋一

＋一

６ ，

ｊ

６５ ４

５ 苫

＋一

＋一

９ ６
９ ｒ
９
０

十一

９ ２年

引 ３ ＋一 ９ ６

８ ７

４ ，

＋一

４
Ｐ

位

拍砷

＋一

９ ｉ
￥

，－ ＋一

豫８

＋一

９ ７
９ 中

呷

注：与本组介入前比较．“Ｐ＜ｏ．０５，“Ｐ＜Ｏ川：与本组介人后当｝＝ｉ比较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８Ｉ【）＜０．０５，“｜Ｄ＜０．０ｌ

和ＥＴ一１均较介入后３个月显著降低，Ｎ０显著升

多∽８｜。高胰岛素血症还可使血管壁和内皮细胞纤

高；观察组介入后３个月、９个月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

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一１（ＰＡＩ一１）生成增多，使纤维

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ｌ较对照组显著

蛋白溶解减少心９。，导致血栓溶解减少∞０｜，加之糖尿

降低，Ｎ０显著升高（均Ｐ＜０．０５）。

病患者血糖持续升高，使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高血

２．４国产雷帕霉素ＤＥ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表７）：

黏状态¨１｜，易致血栓形成。所以，糖尿病是冠脉ＩＳＲ

观察组使用Ｆｉｒｅｂｉｒｄ和Ｃｙｐｈｅｒ分别为１０１例和７ｌ例，
对照组使用Ｆｉｒｅｂｉｒｄ和Ｃｙｐｈｅｒ分别为１０４例和６７例，

的主要预测因素。

使用两种支架后随访期间ＡＰ、ＡＭＩ、ＩｓＲ发生率和

激活受体１（ＰＰＡＲ＾ｙ），诱导脂肪生成酶表达，促进

ＬＬ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脂肪细胞分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２。；还可直接抑

表７使用两种支架患者ＡＰ、ＡＭＩ、
ＩＳＲ发生率和ＬＬＬ比较

吡格列酮可激活细胞核内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

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生长和其对钙的摄入，使血管舒
张，抑制单核／巨噬细胞功能，使其产生和释放炎性
细胞因子减少，减轻内皮损伤。３３。３４ ｏ；吡格列酮还有
助于胆固醇逆向转运，使粥样斑块稳定性增强，减缓

Ｆｉｍｈｉｒｄ

２０５

３５４

７．３２（１５）１．９５（４）５．３７（１Ｉ）０．３４±０．２ｌ

Ｃｙｐｂｒ

１３８

２４５

７．２５（１０）２．１７（３）５．０７（７）０．３３±０．１９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速度∽３Ｉ。
通心络胶囊主要成分是人参、水蛭、全蝎、蜈蚣、
蝉蜕、土鳖虫、赤芍、冰片等。１ Ｊ。水蛭、全蝎、蜈蚣、

３讨论

土鳖虫等虫类药物的类水蛭素可直接抑制凝血酶、

２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ＩＲ）伴有的高胰岛素

ＥｃＭ合成和分泌及炎性细胞聚集、３５。３６ ｏ；其蚓激酶

血症可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活化，加快血管平滑肌

样物质可直接溶解纤维蛋白，还能激活纤溶酶原，

细胞增殖和向内膜迁移，使管腔变窄∽３｜。ＩＲ使肝

间接溶解纤维蛋白，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

脏加快转录游离脂肪酸合成酶和微粒体三酰甘油

成作用∽０Ｉ。人参有效成分人参皂苷可促使ＰＧＩ：合

（ＴＧ）转运蛋白，使血中ＴＧ升高，脂质合成增多又促

成，抑制血栓素形成和抗血小板聚集＂７。３９ Ｊ。赤芍有

进血管内膜平滑肌细胞增殖，加剧管腔变窄∽４。。高

效成分赤芍总苷（ＴＰＧ）可调节心肌酶、超氧化物歧

胰岛素血症和高脂血症可促使单核细胞和淋巴细

化酶（ＳＯＤ）水平，使心肌得到保护㈤Ｊ，还可降低血

胞趋化，加快细胞外基质（ＥｃＭ）合成，使血管内皮

小板和红细胞聚集，延长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和活

损伤心５。。高血糖除可促使糖基化终末产物产生、导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ｌＴｒ），减少血栓生成Ｈ１｜；

致粥样斑块形成外＂６｜，还可通过升高血管内皮生长

ＴＰＧ还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一仅（ＴＮＦ—ｄ）、白细胞

因子加剧血管内皮损伤’２７Ｉ。内皮损伤使内皮下胶
原组织暴露引起Ｎ０和前列环素（ＰＧＩ，）生成减少，

介素一１ ｐ（ＩＬ一１ Ｂ）等促炎介质上调Ｈ２Ｉ，对介入后
的血管起保护作用。冰片可提高其他药物血药浓

导致血管收缩，管腔狭窄；损伤还可使内皮抗凝功

度，扩张冠脉，缓解心绞痛∽７｜。通心络胶囊各种成

能转变成促凝，凝血途径被激活，使凝血酶生成增

分的联合作用可通过提高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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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的影响［Ｊ］．Ｉ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４，３０（８）：６７７—６８０．

（ｔＰＡ）、降低ＰＡＩ一１和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水平来
调节支架植入术后患者凝血和纤溶平衡，通过降低

１

３Ｊ

ＥＴ一１、增加ＮＯ的含量使冠脉舒张㈨Ｊ。

［４］Ｄａｅｍｅｎ Ｊ，Ｋｕｃｋ
３一ｖｅａｒ“ｌｏｗ—ｕＤ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５］Ｄｅ
ｏｎ

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Ｇ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和ＥＴ－１
升高，Ｎ０下降，可反映血小板被激活、血管内皮损
伤和血管舒缩功能异常。本研究显示，两组介入后
当日ｃＤ６２ｐ、ｃＤ６３ｐ、ｃＰⅡｂ／Ⅲａ受体复合物、ｖｗＦ
和ＥＴ一１水平均明显高于介入前，Ｎ０水平较介入前
明显降低，表明介入过程可导致血小板激活和血管
内皮损伤。观察组介入后９个月上述指标与介人后
３个月比较有显著差异，观察组介入后３个月、９个
月上述指标与对照组同期比较亦有显著差异，表明
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抑制血小板激活和血栓形
成、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具有远期效果。
观察使用Ｆｉｒｅｂｉｒｄ和Ｃｙｐｈｅｒ两种支架类型的患
者显示，两组ＡＰ、ＡＭＩ、ＬＬＬ和ＩｓＲ率比较无差异，
表明临床使用国产Ｆｉｒｅｂｉｒｄ支架治疗２型糖尿病合
并冠心病具有与进口ｃｙｐｈｅｒ支架相同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Ｆｉｒｅｂｉｒｄ支架较好的性价比更高，可减轻患
者经济负担。

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可有效降低２型糖尿
病合并冠心病行ＰＣＩ植入雷帕霉素ＤＥＳ患者ＩＳＲ和
ＭＡＣＥ的发生率，并具有远期效果，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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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计量单位及数字的要求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执行ＧＢ ３１００／３１０１／３１０２一１９９３《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所有部分）量和单位》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３版（人民
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量的名称应根据ＧＢ ３１０２．８—１９９３《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规定使用，如分子量应为
相对分子质量。计量单位使用正体。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如：ｎｇ·ｋｇ＇１·天一应改为ｎｇ·ｋｇ一·ｄ－｛；组合单位符

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ｌ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ｎ以ｇ，ｍｉｎ应采用ｎｇ·ｋｇ一·ｍｉｎ。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
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ｎｇ，Ｉ【ｇ·ｍｉｎ一的形式。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如

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与旧制单位换算系数，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参量及其公差均需
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１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例如：
“７５．４ ｎｇ几±１８．２

ｎｇ／Ｌ”可以表示为“（７５．４±１８．２）ｎｇ，Ｌ”。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Ａ”。根据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１９９８］１２６号文件《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凡是
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可以使用ｍｍＨｇ或ｃｍＨ：０为计量单位，但首次出现时应注明ｍｍＨｇ或ｃｍＨ：０与ｋＰａ的换
算系数（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ｌ ｃｍＨ２０＝ｏ．０９８

ｋＰａ）。

对于数字的表示，本刊执行ＧＢ厂ｒ １５８３５—２００ｌ《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
量均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数的范围和偏差，前一个数字的百分符号不能省略，例如：５％～９５％不能写成５—９５％，（５０．２±Ｏ．６）％
不能写成５０．２±０．６％。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方式书写：４

万方数据

ｃｍ×３ ｃｍ×５

ｃｍ，不能写成４×３×５

ｃｍ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