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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伐他汀对老年高通量血液透析患者血脂和颈动脉硬化的影响
夏艳芝，曾文

(华润武钢总医院肾内科，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罗伐他汀对老年高通量血液透析患者血脂及颈动脉硬化的保护作用。方法 选取2015

年6月至2016年12月在华润武钢总医院接受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60岁以上的患者共80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罗伐他汀组，每组40例。对照组采用高通量血液透析治疗，每周3次，每次4 h；罗伐他汀组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罗伐他汀治疗，20 mg/d ，1次/d，共治疗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6个月后的血脂、心肌功

能及颈动脉硬化相关指标。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质量、体质量指数(BMI)、透析时间、血肌酐( Scr)、血尿

素氮(BUN)及透析充分性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心肌功能指标、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斑块厚度、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6 (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罗伐他汀组患者的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甘油三酯

(TG)、脉搏波传导速率(baPWV)、超敏肌钙蛋白( hs-cTn)、IMT、斑块厚度值、hs-CRP、IL-6及TNF-α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为7.5%，低于罗伐他汀组的5.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罗伐他汀治疗老年血液透析患者可显著降低血脂及胆固醇的水平，减慢患者

bapWV，降低 IMT及斑块厚度，控制炎症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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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osuvastatin on blood lipids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gh flux hemodialysis.
XIA Yan-zhi, ZENG Wen.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China Resource and WISCO General Hospital, Wuhan 430000, Hube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of rosuvastatin on blood lipids and carotid atheroscle-

rosi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gh flux hemodialysis. Methods A total of 80 elderly patients older than 60 years, who

admitted to China Resource and WISCO General Hospital and was treated with hemodialysis from June 2015 to Decem-

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osuvastati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high flux hemodialysis, and the

rosuvastati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high flux hemodi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usage of rosuvastatin (20 mg/d,

one time per day for six months). The related indicators including blood lipids, myocardial function and carotid athero-

sclerosis before and six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age, gender, weight, body mass index (BMI), dialysis time, serum

creatinine (Scr),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and single-pool Kt/V (spKt/V) (P>0.05). Before th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lipids, myocardial function index, intima-media thickness

(IMT), plaque thickness, high sensitive CRP (hs-CRP), interleukin-6 (IL-6), tumou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P>

0.05).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total cholesterol (TC), low-density lipoproteins (LDL-C), triglycerides (TG), brachial-an-

kle pulse wave velocity (baPWV), high-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 (hs-cTn), IMT, plaque thickness, hs-CRP, IL-6, and

TNF-α in the rosuvastati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ar-

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was 7.5%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0% in the

rosuvastatin group (P<0.05). Conclusion Rosuvastati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blood lipids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emodialysis, slow down the baPWV, reduce the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and

plaque thickness, control the inflamma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Key words】 Rosuvastatin; Hemodialysis; Blood lipid; Arteriosclerosis; Inflammation

·论 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01.005

通讯作者：曾文。E-mail：zengwen786@21cn.com

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已成为

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血液净化治疗是目前尿

毒症患者常用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法，但维持性血液透

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的生存质量

仍很低，其合并的死亡率依然很高[1]，其中动脉粥样硬

化、心脏病的病死率多年来居高不下，是普通健康人

群的几十倍[1]。高通量血液透析是维持性血液透析中

另一种透析方式，也是众多学者根据我国临床实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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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种高效的血液透析技术，已经证实能有效降低

MHD 患者心脑血管事件的死亡率[2]。他汀类药物是

广泛应用于调脂的药物，可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及

死亡率。近年来许多研究也指出他汀类药物的抗炎

效果[3]。罗伐他汀是近年来获得FDA批准上市的抗血

脂类药物，同时能有效降低脑卒中、心肌梗死的风险，

尤其适用于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4]。本研究将高通量

血液透析联合罗伐他汀应用于慢性肾脏病，观察其对

患者的血脂、心肌功能及颈动脉硬化方面的影响，为

临床治疗慢性肾病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华润武钢总医院透析治疗且符合以下纳入和排

除标准的患者共 80例，其中男性 62例，女性 18例；年

龄65~75岁，平均(69.32±4.70)岁；透析时间6~30个月，

平均(22.3±4.6)个月。基础疾病中慢性肾炎 38 例，高

血压肾小动脉硬化 19例，糖尿病肾病 13例，多囊肾 4

例，梗阻性肾病 3例，其他 3例；有心脑血管事件者 52

例，其中有心血管事件者 43 例，脑血管事件者 9 例。

80例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罗伐他汀组，每

组 40例。 纳入标准：① 近 3个月未合并急性感染及

心脑血管事件发生；② 无自身免疫性疾病、肝炎等；

③ 未使用降脂药物；④ 无恶性肿瘤病史。排除标准：

① 无法保证血液透析每周 3次者；② 在入选研究前 6

个月内，具有药物滥用或酒精滥用者；③ 患有明显的

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者。本研究征得患者及家属同

意，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低盐饮食(3 g/d)，

限制透析间期体质量增加 1~1.5 kg/d，均给予同样

的 基 础 治 疗 ，即 高 通 量 血 液 透 析 ，透 析 条 件 ：

Fresenius FX 60 高通量透析器(面积 1.3 m2，超滤系

数 30 mL/min，血流量 300 mL/min)，碳酸氢盐透析液

流量 800 mL/min，每周 3次，每次 4 h。罗伐他汀组在

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口服罗伐他汀20 mg/d，1次/d，

口服 6个月。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禁食

10 h后抽取清晨肘正中静脉血，在治疗前、治疗6个月

后各抽取血标本 5 mL，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超敏 C 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RP)、超 敏 肌 钙 蛋 白 (hypersensitivity

cardiac troponin，hs-cTn)、血 肌 酐 (serum creatinine，

Scr)、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等指标由我

院检验科统一检测。白介素-6 (interleukin-6，IL-6)和

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

的检测均采用双抗体夹心法，ELISA 试剂盒由美国

ADL公司生产，购自天津瀚洋生物有限公司。脉搏波

传导速率(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baPWV)

测定采用日本Colin公司生产的VP-1000型全自动动

脉硬化测定仪测定。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

测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IMT)，测定探头频率 7.5~12.0 MHz，分别在

双侧颈总动脉、球部进行测量，测得平均值作为

IMT。以颈动脉内膜平滑且 IMT<1.0 mm 者为正常，

颈动脉内膜不光滑且 IMT≥1.0 mm 者为增厚 [5]。对

IMT≥1.2 mm 患者测定斑块厚度。患者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体质量(kg)/身高 2(m2)，透析充

分 性 指 标 ，其中 In：自

然对数；R：透析后尿素氮/透析前尿素氮；t：透析治

疗时间 (h)；UF：超滤量 (L)；W：透析后体质量 (kg)。

观察治疗期间新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及药物不良反应

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各项基础指标比较 对

照组中男性 30 例，女性 10 例；罗伐他汀组中男性 32

例，女性 8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体质量、BMI、

透析时间、Scr、BUN及透析充分性方面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罗伐他汀组

t/χ2值

P值

例数

40

40

年龄(岁)

65.92±6.90

65.35±5.18

0.417

0.338

体质量 (kg)

65.12±12.84

63.98±13.42

0.928

0.927

BMI (kg/m2)

21.69±3.54

21.89±4.36

0.459

0.656

透析时间(月)

23.65±3.82

24.15±4.68

-0.523

0.301

Scr (µmol/L)

832.36±22.69

826.36±31.26

0.982

0.164

BUN (mmol/L)

19.32±9.21

18.56±7.98

0.394

0.347

spKt/V

1.56±0.39

1.53±0.46

0.271

0.978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水平指标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血脂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TC、LDL-C、TG水平与

治疗前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HDL-C的水平较治疗前有所升高，但升高

幅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罗伐他

汀组患者的TC、LDL-C、TG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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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肌功能、IMT 及斑

块厚度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心肌功能指标及

IMT、斑块厚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 baPWV、hs-cTn、IMT 及斑块厚度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罗伐他汀组患者的 baPWV、hs-cTn、

IMT 及斑块厚度值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各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罗伐他汀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例数

40

40

TC (mmol/L)

5.89±0.62

3.02±0.89

16.734

0.000

6.10±0.55

2.52±0.78a

23.723

0.000

HDL-C (mmol/L)

1.12±0.32

1.26±0.36

-1.838

0.069

1.19±0.43

1.30±0.34

-1.269

0.208

LDL-C (mmol/L)

3.83±0.79

1.88±0.59

12.507

0.000

3.91±0.85

1.21±0.46 a

17.668

0.000

TG (mmol/L)

1.88±0.62

1.53±0.56

2.649

0.009

1.82±0.53

1.23±0.38 a

5.721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baPWV、hs-TnT、IMT及斑块厚度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罗伐他汀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例数

40

40

baPWV (cm/s)

2436.2±395.3

1891.2±344.8

6.571

0.000

2472.6±363.7

1473.7±374.3a

12.105

0.000

hs-cTn (µg/L)

0.102±0.039

0.072±0.042

3.310

0.001

0.105±0.051

0.048±0.037a

5.721

0.000

IMT(mm)

1.56±0.37

1.11±0.33

5.740

0.000

1.57±0.40

0.70±0.38a

9.973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斑 块 厚 度 (mm)

2.78±0.20

1.98±0.19

18.341

0.000

2.79±0.25

1.21±0.46a

19.086

0.000

2.4 两 组 患 者 治 疗 前 后 的 hs-CRP、IL-6 和

TNF-α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s-CRP、

IL-6 和 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hs-CRP、IL-6 和 TNF-α水平

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罗伐他汀组患者的 hs-CRP、IL-6 及

TNF-α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2.5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及不

良反应比较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出现脑血栓 2

例，脑梗死1例，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为7.5%；罗伐他

汀组患者出现脑血栓 2例，心脑血管发生率为 5.0%。

罗伐他汀组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在治疗初期，对

照组出现轻度肌肉疼痛2例，恶心症状1例；罗伐他汀

组出现肌肉疼痛1例。该症状在治疗一段时间后消失，

不影响继续治疗。治疗期间无其他不良反应发生。

3 讨 论

作为终末期肾病主要的替代治疗方式，血液透析

的目的在于维持并延长患者生命，改善患者生存质

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随着临床应用的不断增多，

血液透析带来的并发症一直困扰着其临床应用，高死

亡率也一直居高不下[6]。研究报道，影响血液透析患

者预后的因素包括低蛋白血症、肾性骨病、炎症及心

血管系统疾病等，其中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患者死亡的

主因，其病死率约占总数的 40% [7]。动脉硬化所致心

血管疾病为临床常见病，其发病率随患者年龄增加而

升高，男高于女[8]。有研究表明，60%接受维持性血液

组别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罗伐他汀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例数

40

40

baPWV (cm/s)

2436.2±395.3

1891.2±344.8

6.571

0.000

2472.6±363.7

1473.7±374.3a

12.105

0.000

IL-6 (pg/mL)

188.49±30.62

124.05±30.21

9.474

0.000

192.67±27.10

89.94±27.59a

16.800

0.000

TNF-α (pg/mL)

128.23±24.67

102.94±22.94

4.747

0.000

127.20±21.36

72.04±24.54a

10.723

0.000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s-CRP、IL-6和TNF-α水平比较(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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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患者患上动脉硬化[9]。颈动脉是全身中型动脉的

窗口，也是动脉硬化的好发部位，作为连接心血管的通

道，其硬化程度可间接反映冠状动脉硬化的程度[10]。许

多流行病学调查及大规模临床试验数据均提示 IMT的

检测是对动脉血管硬化早期预测的一种非侵入性、有效

且简单的方法。颈动脉 IMT每增加0.1 mm，患者发生

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增加11%[11]。颈动脉粥样硬化

后形成斑块，斑块增大可引起颅内低灌注，斑块脱落

可形成血栓，进而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乃至死

亡。Wald等[12]等研究指出，IMT结合斑块厚度来筛查

动脉硬化要优于这两项指标中的任何一项。因此，本

研究通过观察罗伐他汀结合高通量血液透析对 IMT

影响的同时，测定了斑块厚度，来进一步观察罗伐他

汀对血栓形成、降低梗死和卒中风险、减少心血管事

件发生的调节作用。

慢性肾病患者存在微炎症状态，与微生物感染不

同，其是由于毒素激活机体免疫系统而导致 IL-6、

TNF-α等炎症因子分泌增多，微炎症状态继续存在导

致患者营养不良-动脉粥样硬化[13]。血液透析是清除

尿素症毒素的重要方式，但由于透析膜的生物相容性

等问题，血液透析也成为患者微炎症状态的主要原因

之一[14]。研究发现 hs-CRP与血液透析患者发生动脉

粥样硬化、营养不良等并发症有密切关联，采用超敏

方法检测到的hs-CRP，可以更早和准确地发现透析患

者存在的微炎症状态[15]。本研究发现在高通量血液透

析基础上加用罗伐他汀，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IL-6、

TNF-α的释放，改善透析患者体内炎症状态，从而减

轻患者体内尿毒症毒素的蓄积。

hs-cTn 是诊断急性心肌梗死的敏感标志物。

hs-cTn的水平与左心室结构及功能异常具有相关性，

而慢性肾脏患者常伴有左心室肥大，炎症反应与左心

室肥大呈正相关[16]。故本研究通过观察hs-cTn来进一

步评价罗伐他汀对透析患者心肌损伤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罗伐他汀在高通量血液透析基础上，能

够更显著的降低hs-cTn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心肌受损程度，控制了炎症发展的进程。

他汀类药物因其在治疗血脂紊乱方面具有显著

的临床效果，同时对心血管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故

在CKD患者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机制可能通

过抑制动脉血管内膜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皮损伤程

度，减少血管内活性分子及促凝因子的合成，减少斑

块形成，达到预防和改善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17]。李

开龙等[18]报道使用阿托伐他汀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治疗，在降低血脂的同时，能降低Hs-cTn水平，抑制冠

状动脉血管钙化，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张晓东等[19]

研究发现辛伐他汀可降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炎症

因子水平，改善微炎症状态。目前，有关罗伐他汀在

治疗冠心病、降血脂等方面的应用较多，但在高龄透

析患者的临床治疗上报道较少。本研究采用罗伐他

汀结合高通量血液透析治疗老年尿毒症患者，研究显

示罗伐他汀干预后能使TC、TG显著下降，有效控制微

炎症状态，减少hs-CRP的产生，抑制炎症因子的合成，

降低 IMT 和斑块厚度，在早期降低了动脉硬化的风

险，减少baPWV，抑制hs-cTn表达，进而达到改善心血

管、保护心肌组织的作用，且调节水平显著优于单纯

行高通量血液透析治疗患者，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和

不良反应的发生，提示罗伐他汀具有较好的抗血脂、

保护心血管、抑制动脉硬化和控制炎症的作用。

综上所述，罗伐他汀治疗高龄血液透析患者可显

著降低血脂水平，控制动脉硬化的发生，改善微炎症

状态，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具有较好的临床治

疗效果。当然，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未与

血液透析滤过、人工肾等进行比较，未考察其对肾性

骨病、骨代谢方面的影响等，在今后的研究中仍需逐

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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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辛伐他汀对脑梗死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患者超敏C反应蛋白及炎性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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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不同剂量辛伐他汀对脑梗死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的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白介

素-6 (IL-6)、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等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探讨辛伐他汀治疗脑

梗死的最佳应用剂量。方法 将唐山市开滦总医院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9月期间诊治的156例脑梗死伴颈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患者，根据辛伐他汀用量分为小剂量组(20 mg/d)和大剂量组(40 mg/d)各78例，随访6个月，在治疗

前、治疗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时分别测定hs-CRP、IL-6、TNF-α、MMP-9水平，治疗6个月后对两组疗效进行评

价并记录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结果 治疗后1个月，大剂量组患者血清hs-CRP [(12.34±3.48) mg/L]、IL-6 [(0.72±

0.18) ng/L]、TNF-α [(46.28±4.49) μg/L]以及MMP-9 [(513.09±71.53) μg/L]均明显低于小剂量组[(14.38±3.46) mg/L、

(0.74±0.12) ng/L、(47.83±4.79) μg/L、(613.46±68.28)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个月，大剂量组患

者的血清 hs-CRP [(7.94±2.37) mg/L]、IL-6 [(0.62±0.17) ng/L]、TNF-α [(32.48±4.57) μg/L]以及MMP-9 [(418.62±

53.34) μg/L]明显低于小剂量组[(11.34±2.15) mg/L、(0.68±0.15) ng/L、(48.13±4.27) μg/L、(514.85±51.79) μg/L] ，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6个月，大剂量组患者的血清hs-CRP [(4.42±1.53) mg/L]、IL-6 [(0.49±0.21) ng/L]、TNF-α
[(21.27±3.54) μg/L]以及MMP-9 [(307.61±35.83) μg/L]明显低于小剂量组[(7.67±1.92) mg/L、(0.63±0.14) ng/L、(34.97±

3.56) μg/L、(407.92±42.46)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大剂量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97.44%，与对照

组的92.31%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剂量组患者6个月内复发率为1.3%，明显低于小剂量组的10.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辛伐他汀20 mg和40 mg均是脑梗死伴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有效治疗剂量，但是

大剂量应用辛伐他汀能够明显减轻炎症水平，改善脑梗死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治疗效果。

【关键词】 辛伐他汀；脑梗死；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超敏C反应蛋白；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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