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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炎症机制及氟伐他汀的抗炎作用

王廷涛1，张效明1，张俊1，刘群2，武文君1。陈燕1，熊守庆1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的炎症机制及氟伐他汀的抗炎作用。方珐：选择稳定型

心绞痛(SAP)72例为对照组，ACS 84例为治疗组，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UAP)39例，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NSTEMI)

25例，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STEMI)20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氟伐他汀40 mg，晚餐后服用，疗程4周。分别

测定治疗前后患者血浆中高敏C反应蛋白(hs-CRP)、胆固醇(CHO)和低密度脂蛋白(．LDL—C)水平。结果：治疗前ACS各组

hs．CRP水平明显高于SAP组(P<0．01)，STEMI组hs—CRP与NSTEMI组和UAP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CS各组

CHO、LDL．C水平与SAP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ACS各组hs—CRP、CHO、LDL-C均明显下降(P<0．01)。

结论：炎症反应在ACS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氟伐他汀既有调脂作用．又有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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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inflammation during

acute coronaria syndrome and the anti．inflammation role of fluvas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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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mechanism of inflammation during acute coronaria syndrome(ACS)and the anti-inflammation

role of fluvastatin．Methods：Seventy—two cases of stable ansina pectoris(SAP)were selected舾control，and 84 cases of ACS were

enroll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hich included 39 cases of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UAP)，25 c蹴s of non—ST 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NSTEMI)and 20 cases of ST 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The treatment group was prescribed fluvastatin

40 mg in addition to the routine therapy．The fluvastatin Was taken after supper and the treatment course lasted for 4 weeks．The

concentrations of high 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RP)，cholesterol(CHO)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C)in the blood of

the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separately．Results：Before treatment。the concentration of hs—CRP in ACS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SAP group(P<0．01)，while the hs—CRP in STEMI group had no statistic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that in NSTEMI or UAP groups(P>0．05)；the concentrations of CHO and LDL—C in ACS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that in SAP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the concentrations of hs·CRP，CHO and LDL-C in ACS groups were

lowered obviously(P<0．01)．Conclusions：Inflam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CS，and fluvastatin possesses the

ability of moderating cholesterol and anti-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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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表明，炎症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的发病中起重要作

用¨'2】，他汀类调脂药不仅具有调脂作用，还具有明

显抑制ACS患者冠状动脉内的炎症反应，稳定易损

斑块，减少斑块破裂及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旧’41。

本研究通过测定氟伐他汀治疗前后ACS患者血浆

中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及血脂水平的变化，从

而对ACS的发病机制及氟伐他汀的抗炎作用进行

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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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收集2006年5月至2008年5月

住我院心血管内科156例。其中，对照组稳定型心

绞痛(SAP)72例：男49例，女23例；年龄(70±

7．6)岁。治疗组中不稳定型心绞痛(UAP)39例：男

24例，女15例；年龄(71±7．2)岁。非sT段抬高性

心肌梗死(NSTEMI)25例：男17例，女8例；年龄

(72±7．9)岁。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STEMI)

20例：男14例，女6例；年龄(71±8．1)岁。诊断均

符合WHO制定的诊断及命名标准，均排除近2个

月内应用任何降脂药物及诸如急慢性感染、肿瘤、免

疫性疾病等所引起hs—CRP增高的疾病。

1．2方法SAP组应用硝酸酯类、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ACEI)、B一受体阻滞剂、阿司匹林、抗凝等

药物治疗，ACS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氟伐他

汀(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40 mg，晚餐后服

用，疗程4周。

1．3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所有患者入院后次日

清晨空腹及治疗4周后清晨空腹采集标本，hs—CRP

测定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试剂盒由美国Backman

公司提供，血脂采用酶法测定。

1．4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t检验、方差分析和口

检验。

2结果

治疗前ACS各组hs—CRP水平明显高于SAP．组

(P<0．01)，STEMI组ha—CRP与NSTEMI组和UAP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CS组治疗前

CHO、LDL—C水平与SAP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治疗后ACS各组hs-CRP、

CHO、LDL-C均明显下降(P<0．01)(见表2)。

表1 各组治疗前hs-CRP、CHO和LDL．C水平比较(孑±5)
·

q检验：与SAP组比较△△P<O．01

表2 ACS各组患者治疗前后hs-CRP、CHO、LDL—C水平的变化比较(i±s)

配对t检验·{P<0．01

3讨论

ACS发生的主要机制是易损斑块破裂后诱发血

栓形成，而斑块内的炎症活动是造成易损斑块破裂

的重要原因之一L5J。研究表明，在动脉粥样斑块的形

成、增长、破裂及血栓形成过程中均有炎症参与¨’2J。

hs—CRP是一种急相反应蛋白，由细胞因子(IL·

6、IL．1等)刺激肝脏而产生，其不仅是一种全身炎

症反应的敏感标志物帕j，同时其又可促进冠状动脉

血管内皮细胞多种黏附分子及细胞因子的表达，降

低内皮细胞NO的生物利用度，改变巨噬细胞对

LDL摄取，并使粥样硬化病变内聚集补体，从而促进

血管炎症与血栓形成一J。多项研究表明，在排除其

他引起hs-CRP水平增高的疾病情况下，患者血浆中

hs-CRP水平可以反映冠状动脉病变炎症反应的强

弱【2J，且不受年龄、性别、血脂水平、血压等冠心病

高危因素的影响哺J，并可间接反映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是否稳定，对心血管危险性具有一定的预测

价值一1。一项长达8年的调查显示，CRP与LDL均

增高的受试人群存活率最低，而CRP与LDL均低者

存活率最高，故同时测定CRP与LDL对人群的一级

预防可提供重要信息¨0|。

业已表明，高血脂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之一，而

他汀类药物通过抑制细胞内胆固醇合成早期阶段的

限速酶3-羟基．3一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造成细

胞内游离胆固醇减少，反馈性上调肝细胞表面LDL

受体表达，LDL受体数目增加，加速循环血液中LDL

和极低密度脂蛋白残粒的清除，从而延缓、阻止动脉

粥样硬化病变的进展，稳定易损斑块，减少缺血事件

的发生及改善预后。

同时有证据表明，他汀类调脂药稳定易损斑块

的作用还与其具有的抗炎作用密切相关¨1|，而斑块

的组成与稳定性是动脉粥样硬化并发症的最主要决

定因素。易损斑块具有薄纤维帽i大量的脂质核心、

少量的平滑肌细胞及过量的巨噬细胞等特点，易于

发生破裂及血栓形成。巨噬细胞通过吞噬氧化性

LDL生成富含脂质的泡沫细胞使脂质池扩大或分泌

基质金属蛋白酶降解细胞外基质，使纤维帽变薄，从

而使斑块易于破裂¨2|。他汀类调脂药主要通过抑

制巨噬细胞的活性或减少其数量、降低LDL对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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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易感性而达到抗炎和稳定易损斑块的作

用LI3．¨J。本研究显示，ACS组hs．CRP水平明显高

于SAP组，表明炎症参与了ACS的发病过程，经氟

伐他汀治疗后ACS组血浆中hs．CRP、CHO、LDL．C

均明显下降，说明氟伐他汀不仅具有调脂作用，还有

明显的抗炎作用，为其在ACS治疗中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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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牙根冠联合折保存治疗105例分析

李小杰

·临床医学·

[摘要]目的：观察后牙根冠联合折保存治疗的效果。方法：对105例(121颗)后牙根冠联合折患者采用折裂牙的结扎固定加

根管治疗和冠修复治疗。结果：121颗折裂后牙保存治疗1．5—2年后随访到104颗牙，其中痊愈87颗，好转11颗，失败6颗。

结论：及时结扎固定折裂后牙，规范的根管治疗与良好的冠修复治疗对根冠联合折有良好的疗效，能提高保存率和功能质量。

[关键词]牙折断；后牙根冠联合折；根管治疗；冠修复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81．2 [文献标识码】A

牙齿根冠联合折是口腔科常见病症，临床上一

般予以拔除或选择性行牙半切除术，仅保留无病变

的牙根。随着患者对口腔健康要求的提高，以及口

腔治疗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笔者应用结扎折裂牙齿、

根管治疗加冠修复的保存治疗方法，取得满意效果，

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105例后牙根冠联合折为

1999年9月至2006年12月的门诊患者，男6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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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颗)，女43例(45颗)；年龄28—56岁。上颌第

一磨牙32颗，上颌第二磨牙10颗，上颌第一双尖牙

14颗，上颌第二双尖牙20颗，下颌第一磨牙2l颗，

下颌第二磨牙8颗，下颌第一双尖牙6颗，下颌第二

双尖牙10颗。109颗牙齿为近远中向折裂，12颗为

颊舌向折裂。其中有83颗牙未经过牙髓治疗，就诊

时间为折裂当天至2周。大折裂体松动在I度以

内，不包括单纯冠折、根折、隐裂，排除牙根过度弯

曲，以及有明显牙周病变的后牙。

1．2方法首先将残留在折裂缝隙内的食物残渣

及原填充物破碎片取出，用双氧水、生理盐水冲洗，

清洁患牙缝隙。活髓牙常规消毒，局麻后再行清创

取出裂隙内的原充填物碎片，双氧水冲洗处理。冠

部颊舌面或近远中面制备一线形固定槽沟，以备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