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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伐他汀对扩张型心肌病心功能及
C 反应蛋白和血浆脑钠肽的影响

刘 杨

［摘要］目的:观察短期应用阿托伐他汀对扩张型心肌病( DCM) 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及 C 反应蛋白( CRP) 、血浆脑钠肽( BNP)

的影响。方法:选择 DCM 心力衰竭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20 例。对照组常规应用纠正心力衰竭药物治

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 40 mg，每晚 1 次，疗程 12 周。2 组入选后次日及治疗 12 周后测定左心室射血

分数( LVEF) 、血浆 CRP、BNP 水平。结果:2 组 LVEF 较治疗前显著提高( P ＜ 0． 01) ，治疗组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2 组 CRP 和 BNP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 ＜ 0． 01) ，治疗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结论:短期

应用阿托伐他汀可降低 DCM 心力衰竭患者 CRP 水平，改善心功能，有效抑制 BNP 水平。其改善心功能作用机制可能与他汀

类调脂以外的抗炎作用有部分关系，短期应用他汀类治疗 DCM 心力衰竭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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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trophatatine on cardiac function，C-reactive protein and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in patients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LIU Yang
(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of Cadres Ward，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atorvastatin on cardiac function，C-reaction protein ( CRP) and serum level of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in patients of heart failure( HF) with dilated cardiomyopathy( DCM)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DCM and
HF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drug therap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atorvastatin( 40 mg /d，12 weeks) in addition to routine treatment．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CRP
and BNP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12 weeks，the LVEF was dramatically higher in all patients ( P ＜
0． 01) ，and the LVEF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therapy group( P ＜ 0． 01 ) ． The serum
level of CRP and BNP was dramatically lower in all patients( P ＜ 0． 01) ． Also，the serum level of CRP and BN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 01) ． Conclusions: Short-term use of atorvastatin can decrease
serum levels of CRP and BNP in Patients of HF with DCM，and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may be related to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It may be useful to short-term use of statin therapy．
［Key words］cardiomyopathy，hypertrophic; heart failure; atorvastatin; C-reaction protei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阿托伐他汀是一种胆固醇合成酶抑制剂，属于

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 A 还原酶抑制剂。除具

有调脂作用外，其非调脂作用如抗炎和血管保护功

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他汀类药物对缺血性心

脏病患者心功能改善具有显著作用，而对于扩张型

心肌病( 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 的研究相对较

少。有研究［1］发现，对非冠心病原因所致的慢性心

力衰竭( CHF) 患者，他汀类药物可能通过一系列独

立于降脂以外的多效性作用，减轻心肌的慢性炎症

反应，改善心肌代谢，因而延缓 CHF 的进展。本研

究旨在探讨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对

DCM 患者心功能及 C 反应蛋白( CRP) 、血浆脑钠肽

( BNP) 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2007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0 月，在

我科住院的 DCM 患者 40 例，男 26 例，女 14 例; 年

龄 44 ～ 63 岁; 心功能 NYHAⅠ ～Ⅲ级。均有 CHF
症状，且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 ＜ 40%，排除缺血

性瓣膜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高血压及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引起的 CHF，以及肝脏疾病( ALT 增高 2
倍以上) 、不能耐受他汀类药物( 较严重的过敏反应

不能坚持服药) 者。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各 2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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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方法 对照组给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 ACEI) 、β 受体阻滞剂及必要时给予硝酸酯类、洋

地黄、利尿剂等。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

汀 40 mg，每晚 1 次，服药 12 周。2 组入选后次日晨

及治疗 12 周后测空腹血浆 CRP、BNP，并行心脏彩

超测 LVEF。血浆 CRP 用微粒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

测定，仪器为日立 706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

购于北京科美公司。BNP 测定: 取外周静脉血，加

入依地酸钠 1． 5 mg /ml，离心，分离血浆置于 － 80 ℃
低温冰箱待检。由专人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以非

竞争性免疫放射测量法测定。LVEF 测定: 采用彩

色多普勒二维超声显像仪( 惠普公司产，HP 5500 )

取左侧卧位，以 2． 5 MHz 探头探查。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

2 结果

2 组治疗前后 LVEF、CRP 和 BNP 比较，治疗 12
周后 2 组 LVEF 均较治疗前显著提高( P ＜ 0． 01 ) ，

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2 组 CRP
和 BNP 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 ＜ 0． 01 ) ，与对

照组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 见表 1 ) 。
2 组治疗过程中没有发生肌痛，定期测肝功能未出

现 ALT 升高，且患者耐受性良好。

表 1 2 组患者治疗前后 LVEF、CRP 及 BNP 比较( x ± s)

分组 n
LVEF( % )

治疗前 治疗后( d ± sd )

CRP( mg /L)

治疗前 治疗后( d ± sd )

BNP( ng /L)

治疗前 治疗后( d ± sd )

治疗组 20 39． 1 ± 5． 3 12． 5 ± 2． 4＊＊ 13． 2 ± 3． 1 － 5． 8 ± 1． 6＊＊ 951． 5 ± 38． 4 － 152． 9 ± 16． 8＊＊

对照组 20 38． 2 ± 5． 6 4． 5 ± 2． 3＊＊ 12． 3 ± 2． 6 － 2． 8 ± 1． 2＊＊ 948． 6 ± 37． 2 － 87． 1 ± 15． 2＊＊

t — 0． 52 10． 76 0． 99 6． 20 0． 24 12． 99

P —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配对 t 检验:＊＊P ＜ 0． 01

3 讨论

原发性 DCM 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心肌疾病，临床

过程以右心室、左心室或双心室腔扩大，慢性进展性

心力衰竭，显著性心室射血减低为特征。该病可出

现 CHF、各种心律失常甚至猝死。虽然 ACEI 及 β
受体阻滞剂使 DCM 预后有所改善，心脏移植术、起
搏器植入等新型疗法亦日益增多，但目前药物治疗

仍为一线治疗方法。
近年研究［2 － 6］表明，他汀类药物不仅可降低缺

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死率，还有望用于非缺血性

心力衰竭的治疗。基础研究［7］表明，在 DCM 发展

的病理生理过程他汀类药物可以改善心室重塑过

程，对保护心肌细胞、改善心肌功能以及降低病死率

具有重 要 意 义。有 临 床 报 道［8］ 对 有 心 功 能 不 全

( NYHA 心功能Ⅱ、Ⅲ级) 的 DCM 患者，给予辛伐他

汀 5 ～ 10 mg 治疗 3 个月，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左

心功能明显改善。本组资料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服

药 12 周后，LVEF 以及心功能分级较对照组明显改

善。同时亦发现阿托伐他汀治疗后总胆固醇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降脂作用非常显著。但相关关系分析

却显示阿托伐他汀治疗后 LVEF 与血脂的改变无关

联性，提示他汀类药物可能通过一系列独立于降脂

以外的多效性作用，减轻心肌的慢性炎症反应，改善

心肌代谢，从而延缓 CHF 的进展。业已研究［9］表

明，他汀类药物能降低某些细胞因子( TNF-c 和 IL-
6) 水平，改善神经激素的失衡和心脏功能。CRP 是

一种敏感的炎症和组织损伤标志物，间接反映 TNF-
c 和 IL-6 炎性细胞水平。致炎细胞因子可通过共同

的机制，如促左心室重构，使心肌 β 受体失匹配等，

引起收缩功能障碍，在调节晚期心力衰竭患者异常

的心肌结构和功能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显示，治

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治疗组 CRP 降低有统计

学意义，提示阿托伐他汀可通过进一步降低 DCM 患

者血清细胞因子浓度，从而减缓心脏损伤的进程，保

护和改善 DCM 患者的心功能。阿托伐他汀的调节

炎症反应可能为其改善心脏重塑功能的重要因素。
BNP 是一项反映 CHF 的敏感指标。对 CHF 的诊断

疗效评估及预后的评价具有重要价值［10］，本研究显

示，治疗组 BNP 的浓度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同时提示阿托伐他汀对心功能的改善基于其长

期的改善心肌细胞的生物学效应。阿托伐他汀是第

一个全化学合成的降胆固醇药物，作为 3-羟基-3-甲
基戊二酰辅酶 A 还原酶抑制剂类药物，阿托伐他汀

有着极优良的得益 /风险比率，药物不良反应少而轻

微。
DCM 患者中多数存在肝淤血，影响肝功能，本

研究 40 例中无因转氨酶明显升高而( 下转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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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预注给药可以明显加快非极化肌松药的起效

时间和插管时间。黄宇光等［8］研究认为肌松药必

须占据神经肌肉接头处 70% 以上的 N2 受体才能表

现出临床的肌松效果，预注法的原理在于先给一个

小剂量肌松药，预先占领达 70% 受体而不产生肌松

作用，但随后加入的肌松药只需占领不多的受体就

能起到临床肌松作用［9］。Abdulatif 等［10］ 认为 0． 1
mg /kg 的罗库溴铵可将预注时间缩短为 1 min。因

此本研究预注时间定为 1 min，结果表明，预注 0． 06
mg /kg 罗库溴铵可明显缩短起效时间、显效时间，注

药后 1 min T1 抑制程度明显加深，且 1 min 插管条

件与琥珀胆碱相仿，其可能机制与非去极化肌松药

的生物结合有关［11］，预注给药期间无一例患者有不

适症状，且 MAP、HR、SpO2、PETCO2 均正常，因此，我

们认为罗库溴铵可以预注给药，预注剂量 0． 06 mg /
kg，预注时间 1 min，插管剂量 0． 6 mg /kg ( 2ED95 ) ，

对本年龄组患者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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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59 页) 中止治疗者。可见 DCM 患者对阿托

伐他汀 40 mg 耐受性较好。最近公布［6，11］的心力衰

竭心脏猝死研究亚组分析显示，他汀类药物治疗在

缺血性和非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均可显著降低病

死率，由此更进一步支持他汀类药物对缺血性和非

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相似的临床益处。本研究证实

了短期应用阿托伐他汀可降低 DCM 心力衰竭患者
CRP 水平，改善心功能。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他汀类

调脂以外的抗炎作用有部分关系。对 DCM 心力衰

竭患者，短期应用他汀类药物可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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