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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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通心络胶囊； 吡格列酮； 2型糖尿病； 冠心病； 支架内再狭窄； 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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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乳ct of Tongxirduo c印suk combined with pioditazone for treatment

of in—stent restenosis(ISR)after having received rapamycin drug—eluting stent(DES)interven“on in patients witll type

2 diabetes meUitus complicated with coronary hean disease．T讧ethods A prospective m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Ied study was conducted．343 cases of successfulimplementation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with implantation of mpamycin D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comnary heart disease

admiIted to Amliated Hospital of Huanghuai Universitv were m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172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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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rol group(17l cases)according to the mndom number table method，Conventional tI℃atment was given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ml gmup．In addition，in the observation gmup，Tbn铲inluo capsule and pioditazone were

giVen co the patients，while in the contrDl group，the patients took placebo capsules Odth the same specification and

dosage as those of Tongxinluo)and pioditazone，the treatment cycle being 12 months in both groups．After PcI the

patients in che two groups were fbllowed up
for 12 months，and in the end，comnary angiography(CAG)was I．epeated．

‘I、he incidences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during foⅡow—up，the incidence of ISR after l year and

the rela￡ed parameterS including plalelet activation markers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jndex during fbllow—u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mups．According to stent types，343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Firebird and Cypher

gmups，and their safety and efkctiveness were compared． R鹳lllts The recurrence rate of angina pectoris fAP：4．65％

(8／172)vs．9．94％(17／171)]，the incidences of acute myocardiaJ infarction[AMI：1．16％(2，172)vs．2．92％(5／171)】，heart

failure【HF：1．74％(3／172)vs．5．26％(9，171)]and of MACE[4．65％(8，172)v8．10．53％(18／171)]in the obse“ation

gmup were signmcantly lower than【hose in control gmup(all P<0．05)；after intenrention for l year，the diameter

stenosis rate【(10．21±10．42)％vs．(25．93±l 1．74)％】，late lumen loss【LLL(mm)：0．2l±0．17 vs．0．45±0．24]and IsR

mte【2．33％(4，172)vs．8．19％(14，171)】in observation gmup were sigIl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m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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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copmtein(cD62p)，lysosomal memb呦e dycopmtein(cD63p)and platelet membmne glycopmtein
(GP)Ⅱb／Ⅲa receptor complexes，vascular von Wmebmnd factor(vWF)and endothelin一1(ET一1)were sjgnificantly

increased，while nitric oxide(NO)was decreased md【edly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in the same铲oup

(all P<0．05)，3 monlhs and 9 months aRer intenrention in patients of two gmups，CD62p，CD63p，GPⅡb／Ⅲa Ieceptor

complexes，vWF and ET一1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while NO was increased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same group on the date after intenrention(all P<0．05)；in the patients of two gmups after 9 months of treatment，CD62p，

CD63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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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3 months：CD62p was(7．1±1．3)％

vs．(11．7±1．1)％，CD63p was(3．1±0．4)％vs．(4．3±0．4)％，GPⅡb，Ⅲa receptor complexes was(14．6±5．1)％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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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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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土9．4 vs．70．1±9．4，both P<0．05)．In the follow—up period，the incidences of AP，AMI，ISR and LLL in patients of

Firebjrd gmup and Cypher gmup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6cant difkrences(all P>0．05)． ConclIlsions Tongxinluo

c印sule combined with pioglitazone can eff色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s of I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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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铲inIuo capsuIe； Pio出itazone；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ompIicated wifh comnary heart

disease； In—stent restenosis；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再狭窄是一个

临床难题⋯，应用药物洗脱支架(DES)可有效降低

支架内再狭窄(ISR)的发生率心J。DES可使简单病

变ISR率降至8％，但复杂病变仍高达20％¨1。尽

管DEs可有效减少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Is甜4’5 1，

但因糖尿病是冠状动脉(冠脉)IsR的主要危险因

素№J，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仍有15％．25％出

现ISR"o，探寻减少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DES置

入后ISR的方法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2011年

3月至2015年9月本院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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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探讨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接受雷帕霉素

DEs植入术后应用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治疗

1年能否减少ISR和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

1资料与方法

1．1患者人选和排除标准

1．1．1诊断标准：2型糖尿病诊断符合《中国2型

糖尿病防治指南(2010年版)莎8|。冠心病诊断阳‘10|：

冠脉造影(cAG)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右冠脉及

其主要分支中任一支或以上管腔狭窄≥50％¨1‘12j。

单支病变指前降支、回旋支、右冠脉任一主支或主要

分支狭窄≥50％；双支病变为以上任意2支血管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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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诊断标准，冠脉病变包括单支或多支血管病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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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适合在一个或多个原发靶病变植入一个或多个

DEs；③符合2型糖尿病诊断标准，允许口服降糖

药或胰岛素控制血糖；④接受DES植入治疗，且每

例患者只能使用雷帕霉素洗脱支架[Firebird(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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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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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排除标准：①急性心肌梗死(AMI)1周内；

②靶病变处严重钙化、迂曲、成角者；③严重左主

干病变、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和需要外科血运重建

治疗者；④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凝血功能障碍；

⑤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Ⅲ～Ⅳ级、严重

心律失常、脑梗死急性期、重度肺功能不全、严重感

染、严重甲状腺疾病、恶性肿瘤、预期生存期<1年；

⑥已服用通心络胶囊和(或)吡格列酮、或在试验期

间服用其他活血化瘀中药、或对通心络胶囊或吡格

列酮过敏；⑦不能耐受长期用药；⑧妊娠或哺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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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1年3月至2015年9月

本院心内科成功实施PcI治疗植入雷帕霉素DEs

的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343例，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172例和对照组17l例。观察组

中男性137例，女性35例；年龄41。78岁，平均

(57．93±9．77)岁。对照组中男性134例，女性37例；

年龄43～77岁；平均

(58．63±10．27)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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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

1．3 cAG：行桡动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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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吡格雷300 mg、阿司匹林300 mg；术中静脉注射肝

素100 U／l【g，维持活化凝血时间(ACT)250—300 s，

动脉鞘缓陧注入硝酸甘油200峭。cAG图像用武汉
游标卡尺有限公司150 mm电子数显卡尺分析，IsR

定义为支架内和(或)近、远端5舢内出现≥50％狭
窄程度的病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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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两个相互垂直投照体位判定支架贴壁良好，残余

狭窄<20％，前向血流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

(TIMI)Ⅲ级，无急性并发症，视为植入成功‘1 5。。

1．5术后用药：支架植入后所有患者严格戒烟；

均给予阿司匹林100 m州，终生服用；氯吡格雷
75 mg／d，至少服用12个月。根据病情给予ACEI或

ARB、他汀类、B受体阻滞剂、口服降糖药及胰岛

素。1 6‘等常规治疗。

1．5．1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于支架植入后当

天服用吡格列酮30 mg／d，连续12个月；通心络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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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服用吡格列酮和

与通心络胶囊相同规格等量的安慰剂胶囊(与观察

组同一生产厂家)，连续12个月。

1．6临床随访：通过定期门诊复查、电话主动跟踪

随访或家访方式，每月对入选患者至少随访1次，

连续12个月，随访期间记录患者的一般临床情况、

表1 两组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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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术前两组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CAG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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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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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E、CAG复查ISR情况和生化指标等。所有I临

床数据由非参与试验专业人员统一录入，试验结束，

统计资料前进行一级揭盲，分为两组；统计分析完

毕后，进行二级揭盲，分出观察组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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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两组患者的MAcE发生率，包括复发心绞痛

(AP)、AMI、心力衰竭(HF)和心源性猝死(SCD)等。

AMI诊断符合2010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制定的AMI标准⋯1；HF符合《急性心力衰竭诊断

和治疗指南》。l 8I。

1．7．2 1年后ISR率：由2位心血管病专家在不

被告知临床信息和研究目的的前提下，使用CAG

定量评价系统于介入前、介入后即刻和介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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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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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物水平，应用美国BD公司FACS Callibur型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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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有限提供。

1．7．4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测定：于介入前和介入后

当日、3个月、9个月检测两组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指

标血浆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内皮素一1(ET一1)

和一氧化氮(N0)水平。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

NO，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研究所提供；采用放射

免疫法检测ET一1，试剂盒由解放军总医院东亚免疫

技术研究所提供心2|；采用双抗体夹心固相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vwF，试剂盒由上海太阳

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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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支架者AP、AMI、IsR发生率和LLL的差异。

1．8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20．0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孑±s)

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采用

z 2检验。P<0．05为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随访期间MACE发生率(表4)：两组患者均

完成12个月随访，无scD。观察组AP、AMI、HF和

MACE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

表4随访期间两组2型糖尿病合并

冠心病患者MACE发生率比较删篇、■等坐羔
×-f照iIl 17l q 94 7) 1 9二(s 5．26(9) 10 53【l 8 J

{吧察组 72 4．65【8)3 16(二)1 l 74(3)’ 4 65(8)“

2．2 1年后ISR发生率(表5)：介入后1年观察组

MLD较对照组显著升高，直径狭窄率、LLL和ISR

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均P<0．05)。

2．3两组血小板活化标志物和血管内皮功能指标

(表6)：两组介入后当日CD62p、CD63p、GPⅡb，Ⅲa

受体复合物、vwF和ET一1均较介入前显著升高，

N0显著降低；两组介入后3个月、9个月CD62p、

CD63p、GPⅡb／Ⅲa受体复合物、vwF和ET一1均较

介入后当日显著降低，N0显著升高；两组介入后

9个月cD62p、CD63p、GPⅡh／Ⅲa受体复合物、v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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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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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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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麓 雹；p 雹j” 蒜三姑乏， 篇 爰，
N0

(u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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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观察组介入后3个月、9个月cD62p、CD63p、

GPⅡb／Ⅲa受体复合物、vwF和ET—l较对照组显著

降低，N0显著升高(均P<0．05)。

2．4国产雷帕霉素DE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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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两种支架后随访期间AP、AMI、IsR发生率和

LL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O．05)。

表7使用两种支架患者AP、AMI、

ISR发生率和LLL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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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讨论

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IR)伴有的高胰岛素

血症可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活化，加快血管平滑肌

细胞增殖和向内膜迁移，使管腔变窄∽3|。IR使肝

脏加快转录游离脂肪酸合成酶和微粒体三酰甘油

(TG)转运蛋白，使血中TG升高，脂质合成增多又促

进血管内膜平滑肌细胞增殖，加剧管腔变窄∽4。。高

胰岛素血症和高脂血症可促使单核细胞和淋巴细

胞趋化，加快细胞外基质(EcM)合成，使血管内皮

损伤心5。。高血糖除可促使糖基化终末产物产生、导

致粥样斑块形成外"6|，还可通过升高血管内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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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血管收缩，管腔狭窄；损伤还可使内皮抗凝功

能转变成促凝，凝血途径被激活，使凝血酶生成增

多∽8|。高胰岛素血症还可使血管壁和内皮细胞纤

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一1(PAI一1)生成增多，使纤维

蛋白溶解减少心9。，导致血栓溶解减少∞0|，加之糖尿

病患者血糖持续升高，使糖尿病患者长期处于高血

黏状态¨1|，易致血栓形成。所以，糖尿病是冠脉ISR

的主要预测因素。

吡格列酮可激活细胞核内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

激活受体1(PPAR^y)，诱导脂肪生成酶表达，促进

脂肪细胞分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2。；还可直接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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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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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鳖虫等虫类药物的类水蛭素可直接抑制凝血酶、

EcM合成和分泌及炎性细胞聚集、35。36 o；其蚓激酶

样物质可直接溶解纤维蛋白，还能激活纤溶酶原，

间接溶解纤维蛋白，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

成作用∽0I。人参有效成分人参皂苷可促使PGI：合

成，抑制血栓素形成和抗血小板聚集"7。39 J。赤芍有

效成分赤芍总苷(TPG)可调节心肌酶、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水平，使心肌得到保护㈤J，还可降低血

小板和红细胞聚集，延长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

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lTr)，减少血栓生成H1|；

TPG还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一仅(TNF—d)、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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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扩张冠脉，缓解心绞痛∽7|。通心络胶囊各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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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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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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一1、增加NO的含量使冠脉舒张㈨J。

本研究在氯吡格雷、阿司匹林、他汀类等药物

常规治疗基础上，前瞻陛应用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

列酮对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行PCI植入雷帕霉素

DEs患者IsR和MACE进行干预，发现观察组随访

期间MACE和1年后ISR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其随访期间AP和AMI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年

后CAG复查观察组直径狭窄率和LLL亦明显低于

对照组，表明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有协同作用。

通心络胶囊联合吡格列酮降低IsR的作用机制可能

与两药联用多种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互补，能更好

地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扩张冠脉、抗血小板聚集和

血栓形成，稳定粥样斑块等多靶点、多途径作用有

关。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单用吡格列酮，1年

后IsR率为8．19％，与相关报道结果H引基本符合。

cD62p、cD63p和GPⅡb／Ⅲa受体复合物是血

小板活化标志物㈨J，vwF是内皮细胞损伤因子，

ET—l是血管收缩因子，NO是血管舒张因子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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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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计量单位及数字的要求

-读者-作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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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3 cm×5 cm，不能写成4×3×5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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