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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食欲改变预测奥氮平后期体重增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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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的食欲改变对后期体重增加的影响ꎮ 方法

以首次发病、未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对象ꎬ测量治疗前及奥氮平治疗后第 １、２、３、４、８、１２、１６ 周末的体
重ꎬ并分别进行饮食行为量表评定ꎬ评估奥氮平治疗后早期( 第 １、２、３ 周末) 的食欲改变和体重变化( 早期

体重增加定义为≥基线体重 ３％) 对后期( 第 １６ 周末) 获得有临床意义的体重增加(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ꎬＣＳＷＧ) / 肥胖的预测效能( 远期体重增加定义为≥基线体重 ７％) ꎮ 结果

奥氮平治疗后早期

( 第 １、２、３ 周末) 的食欲改变和体重变化ꎬ对后期( 第 １６ 周末) 体重增加的阳性预测值为 １００％ꎬ阴性预测
值分别为 ４２.８６％、６０％、７８.９５％ꎬ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分析分别为 ０.７１４、０.８０、０.９０ꎮ 并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方
法进一步研究早期食欲改变与远期体重增加的关系ꎬ食欲改变( 第 １、２、３ 周末) 与第 １６ 周末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
关分析ꎬＰ<０.０５ꎬ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９、０.４８、０.６１ꎮ 早期食欲改变明显ꎬ体重增加明显ꎬ后期体重增加更明显ꎬ呈
正相关ꎮ 尤其是治疗第 ３ 周末食欲改变明显ꎬ第 １６ 周末体重增加明显ꎮ 女性较男性体重增加明显ꎬ且基
础体重越小ꎬ年龄越小ꎬ体重增加越明显ꎮ 结论
【 关键词】

奥氮平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４９.３

精神分裂症ꎻ

早期食欲改变可能与奥氮平后期体重增加有关ꎮ

早期食欲改变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体重增加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２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ｌａｎｚａｐ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ｅａｒｌｙ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ＵＯ
Ｌａｎ－ ｚｈｕ.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Ｆｕｊｉａｎꎬ ３５０００８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ｏｆ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ｌａｎｚａｐｉｎ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ｓｅｔ ａｎｄ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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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ａｌ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ｓꎬ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ｉｓꎬ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ｌａｎｚａｐ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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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ｌａｎｚａｐｉｎｅꎻ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ꎻ Ｅａｒｌｙ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ꎻ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奥氮平作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表ꎬ已普遍成为一

症状很少ꎬ其疗效在国内外得到广泛证实ꎮ 体重增加、肥胖、

线用药ꎬ具有良好的抗精神病作用ꎬ对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

代谢综合征是以奥氮平为代表的抗精神病药物常见而严重的

阴性症状以及认知功能都有良好的改善作用ꎬ而且锥体外系
基金项目: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Ｓ－ １２６－ ２) 福州市临床重

点专科经费资助(２０１７１０２７１)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８ 福建福州ꎬ福建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同等学

历研究生ꎬ福建省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精神科( 罗兰珠) ꎬ福建医科
大学人文 学 院 ( 林 贤 浩 ) ꎬ 福 建 省 福 州 神 经 精 神 病 防 治 院 精 神 科
( 高明、温爱华、程文桃、林巧、邓泓、胡耀华、余银亮)
通信作者:林贤浩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ｘｈ＠ ｆ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不良反应 [１] ꎮ 奥氮平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 １８ 个月后所

致体重增加( ≥７％基线体重) 达 ３０％以上 [２] ꎬ而对首次发病、
未治疗的患者ꎬ１ 年期风险达 ８０％ 以上 [３￣４] ꎬ已严重威胁到患

者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服药依从性 [５￣７] ꎬ近年来备受关注ꎮ
奥氮平所致体重增加机制不明ꎬ远期体重增加效应ꎬ个体间差
异大ꎬ事先难以判定ꎮ 国内尚缺乏这种预测性研究ꎬ国外相关
研究极少ꎮ 目前存在的问题ꎬ首先ꎬ国内外精神分裂症临床治
疗指南均要求抗精神病药物长期治疗策略ꎬ而大部分奥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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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只是短期观察( 小于 １２ 周) 远不足以反映其体重增
加效应的“ 平台期” 历程

[５ꎬ８]

ꎮ 其二ꎬ一些重要混杂因素可能

影响结果ꎬ尤其是种族纳入既往已经接受过抗精神病药物治
疗的病例等 [９￣１２] ꎬ均可能降低体重效应ꎮ 所以有必要在我国
人群中进一步探索相关早期食欲改变预测奥氮平所致体重增
加的研究ꎮ 本研究通过观察奥氮平治疗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早期食欲改变ꎬ及远期体重变化轨迹ꎬ探索奥氮平治疗早期
的食欲、体重改变对远期体重增加的预测效能ꎮ
一、资料与方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各治疗周期末体重改变的比较:各治疗周期末体重改

变的比较ꎬ显示治疗前与经奥氮平治疗后第 １、２、３、４、８、１２、

１６ 周末的体重均有显著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各治疗周期末体重比较ꎬ除了第 １、２ 周末无统计学意义外( Ｐ
>０.０５) ꎬ其余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２.各治疗周期末饮食行为量表评分的比较:各治疗周期

末饮食行为量表评分的比较显示治疗前与经奥氮平治疗后第

１.一般资料:选择本院( 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３、４、８、１２、１６ 周末的均有显著增加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４４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对本研究知

１、２、１２ 周末无统计学意义外( Ｐ>０.０５) ꎬ其余各组间差异均有

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版( ＩＣＤ－ １０) 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ꎬ年龄

３.奥氮平治疗后早期食欲改变和体重变化对后期预测情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期间ꎬ住院及门诊首发、未接受抗精神病
情同意ꎬ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ꎮ 纳入标准:( １) 符合国

( Ｐ<０.０５) ꎮ 各治疗周期末饮食行为量表的评分比较ꎬ除了第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１８ ~ ６５ 岁ꎻ(２) 本地区常住居民以方便随访ꎬ享受门诊特殊病

况:奥氮平治疗后早期( 第 １、２、３ 周末) 的食欲改变和体重变

有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甲状腺机能亢进 / 减退、

性预测值分别为 ４２.８６％、６０％、７８.９５％ꎬ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分析

种医保或能承受奥氮平相关治疗费用的ꎮ 排除标准:( １) 伴
影响进食和营养吸收的消化系统严重疾病ꎻ( ２) 妊娠期、哺乳
期女性ꎬ或有妊娠计划者ꎮ 研究对象中ꎬ男 ２２ 例ꎬ女 ２２ 例ꎬ脱
落 ４ 例ꎬ其中 ２ 例因为过度镇静ꎬ１ 例因为治疗 １ 周体重增加
明显ꎬ１ 例因为疗效不明显ꎬ患者及家属强烈要求换药ꎮ 平均
年龄(３６.８３±１２.８５) 岁ꎬ男女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化ꎬ对后期( 第 １６ 周末) 体重增加的阳性预测值为 １００％ꎬ阴
分别为 ０.７１４、０.８０、０.９０ꎮ

４.早期食欲改变与远期体重增加的关系:结果显示ꎬ食欲

改变( 第 １、２、３ 周末) 与第 １６ 周末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Ｐ<０.

０５ꎬ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９、０.４８、０.６１ꎮ

５.体重增加情况:在第 ３ 周末ꎬ女性早期体重增加为 １６

( Ｐ>０.５) ꎮ

例(７６.１９％) ꎬ男性 ５ 例( ２３.８１％) ꎻ在第 １６ 周末ꎬ女性远期体

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首先ꎬ建议“ 全病程病案管理” [１３] 制度ꎬ以

２５ 例患者中ꎬ体重增加最多的是一名 １８ 岁女性ꎬ体重增加与

组法ꎬ以自拟表格收集患者一般人员学、人体学、基线临床表

５％、１２.５％、５０.０％ꎬ食欲评分在治疗前及第 １、２、３、１６ 周末分

２.方法:(１) 对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记录详细病史资料、

管理 １ 年期的观察随访、数据收集和减少脱落ꎮ 采用连续入
征、生化检查等的数据ꎮ 在基线时ꎬ按常规给予奥氮平可能导
致体重增加的警告ꎬ以及饮食、行为干预的简单健康教育ꎮ 除
非患者自行撤除知情同意书ꎬ对治疗过程已经出现肥胖的病
例未予以特殊干预( 包括抗肥胖药物等) ꎮ 治疗方面单用奥
氮平治疗ꎬ排除合并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或心境稳定剂ꎬ若短
期出现兴奋激越ꎬ短时间合并用苯二氮 艹
卓 类药物ꎬ睡眠改善后
渐停ꎮ (２) 体重测定与量表评估:以体重和饮食行为评定量

表的评分为指标ꎬ重复测量以获得基线、奥氮平( 江苏豪森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ꎬ５ ｍｇ× １４ 片 / 盒) 治疗后第 １、２、３、４、８、

１２、１６ 周末的体重、食欲改变量表的数据ꎮ 饮食行为评定量
表 [１４] :采用根据近 １ ~ ４ 周情况ꎬ按从“ ０ ＝ 无、１ ＝ 很少、２ ＝ 有
时、３ ＝ 经常、４ ＝ 非常” 的 ５ 级评定法ꎬ包括 ９ 个条目:①你饥饿
感如何? ②你胃口好吗? ③你渴望甜食吗? ④你渴望油腻食
品吗? ⑤你有饱食感吗? ⑥你过量进食了吗? ⑦你沉湎想着

食物吗? ⑧你觉得总是吃得太饱吗? ⑨你有无法停止的进食
行为吗? 该量表用于评估食欲及饮食行为ꎮ 评定由两名经过
规范、统一训练的专业精神科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进行测量、评
定ꎬ体重统一为空腹体重ꎮ

３.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ꎮ 组间比较

呈正态分布的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用诊断性试验分析方
法ꎬ分别计算出奥氮平治疗后早期( 第 １、２、３ 周末) 的食欲改

变和体重变化ꎬ对后期( 第 １６ 周末) 体重增加的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ＲＯＣ 曲线下面积分析ꎮ 早期食欲改变和体重的
严重程度的相关研究采用 Ｐｅ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方法ꎬＰ<０.０５ 认为

重增加为 １８ 例(７２.０％) ꎬ男性 ７ 例( ２８.０％) ꎮ 在体重增加的
基础体重相比在治疗前及第 １、２、３、１６ 周末分别为 ３.７５％、７.
别为 １０、２６、２８、３２、２２ 分ꎮ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除了遗传、生理、心理等内因外ꎬ

抗精神病药物是导致体重增加的重要环境因素 [１４￣１５] ꎬ其机制
复杂且不确定ꎮ 奥氮平所致体重增加ꎬ既往认为可能与其干
扰内分泌激素和阻断 ５－ＨＴ２Ｃ、组胺 Ｈ１、多巴胺 Ｄ２ 和毒蕈碱
Ｍ３ 等神经递质受体ꎬ产生镇静及促进下丘脑食欲中枢ꎬ增加
食欲ꎬ摄入过多的食物ꎬ干扰体内能量平衡和糖脂代谢过程有
关 [５ꎬ１４ꎬ１６] ꎮ 有研究 [１７] 显示奥氮平可以加快脂肪生成的最初
分化阶段ꎬ同时还可使脂肪组织分解减少ꎬ从而影响体重ꎮ 近
年来遗传因素日益受到关注ꎮ 国内外关于抗精神病药物引起
代谢异常的确切机制尚未阐明ꎬ但越来越多的分子遗传学研
究提示ꎬＴＣＦ７Ｌ２ 的风险等位基因 ｒｓ７９０３１４６ 与精神分裂症患
者出现 Ｔ２ＤＭ 及代谢障碍风险增加有关 [１８￣１９] ꎮ 研究表明 [２０]

ＧＮＢ３ 基因 Ｃ８２５Ｔ 多态性可能与奥氮平治疗导致体重增加有
关ꎬ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发现 ＴＴ 基因型对体重增加的影响
最明显ꎮ ＧＮＢ３ 位于染色体 １２ｐ１３ꎬ第 １０ 外显子 ８２５ 位点 Ｃ→
Ｔ 突变ꎬ引起 Ｇ 蛋白 β３ 亚单位结构改变和 Ｇｉα２ 亚单位过表
达ꎬ促进脂肪细胞增生ꎬ降低儿茶酚胺脂肪分解效应ꎬ是体重
异常增加或肥胖的易感基因ꎮ ＳＩＦＦＥＲＴ [２１] 等提出 ＧＮＢ３ 基因

８２５Ｔ 是一个节俭基因ꎬ在食物不足时节约能量以适应恶劣环
境ꎬ食物充足ꎬ少运动等环境时则是体重增加或肥胖的危险因
素ꎮ
奥氮平引起体重增加明显ꎬ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干预措施ꎬ
如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适当减少奥氮平的剂量、联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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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用抗精神病药物、联合用其它非抗精神病药物ꎮ 汪军 [２２] 指
出ꎬ适当的运动能让机体产生能量的负平衡ꎮ 故积极督促、引
导参加适当锻炼ꎬ对减轻体重有帮助ꎬ尤其是体重轻度增加的
患者ꎮ 另外ꎬ睡眠时间亦应适当控制ꎬ在保证睡眠充足的基础
上ꎬ尽量减少躺床的时间ꎬ多食粗纤维类食物以增加饱感、减

[２]
[３]

少饥饿感ꎬ少食高脂肪、高热量食物ꎬ健康的饮食作息方式很
重要ꎮ 在保证足量、足疗程治疗前提下ꎬ若病情许可ꎬ可以适
当减量ꎬ只要控制住病情ꎬ奥氮平的剂量尽量用最低维持剂
量ꎬ这样可以减少过度镇静、食欲增加等ꎮ 研究发现联合阿立
哌唑 [２３] 、齐拉西酮 [２４] 能有效减少奥氮平所致体重增加ꎮ 也
有文献报道合并用二甲双胍 [５] 、托吡酯 [６] 、雷尼替丁 [２７] 等可
降低奥氮平所致体重增加ꎮ

虽然到目前为止ꎬ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服用奥氮平体重增

[４]
[５]
[６]

加主要在持续治疗的 ２ ~ ６ 个月随访时间内 [８] ꎬ但对奥氮平治

[７]

开始ꎬ体重增加就比较明显ꎮ 甚至有研究发现 [２８] ꎬ既往未系

[８]

增加的患者ꎬ他们在随后的治疗中体重会持续快速的增加ꎬ４

[９]

疗剂量与体重增加的相关性报道较少ꎮ 一般在治疗第 ６ 周末

统治疗的首发精神分裂症ꎬ尤其是应注意体重在前 ２ 周快速
周就可能出现体重快速增加ꎬ并且会使患者的糖脂代谢发生
异常ꎮ 本研究发现ꎬ早期观察该 ４０ 例首发、未经过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ꎬ经奥氮平治疗后饮食行为量表
评分改变ꎬ即食欲改变明显ꎬ体重亦明显增加ꎬ且后期体重增
加程度呈正相关性ꎮ 尤其是年龄小、基础体重小、女性患者更
明显ꎮ

[１０]
[１１]

综上所述ꎬ奥氮平疗效好ꎬ但对体重影响较大ꎬ虽然有较
多的干预措施ꎬ但因奥氮平的远期体重增加效应ꎬ个体间差异
较大ꎬ事先难以判断ꎮ 荟萃分析 [５] 在奥氮平治疗初期( ３ 个月

内) 体重呈快速增加ꎬ之后( ４ ~ ９ 个月) 体重增加减缓而达到
平台期ꎮ 既然奥氮平所至体重增加有迹可循ꎬ我们能否从治
疗早期的食欲改变去预测平台期的结局呢? 事实上ꎬ目前国
外有几个研究已经发现早期的体重增加在后期体重增加中起
着重要作用ꎮ Ｋｉｎｏｎ 等

[２９]

认为奥氮平治疗 ６ 周时的体重增加

与 １ 年后更严重的体重增加相关ꎬ只有 Ｌｉｐｋｏｖｉｃｈ 等 [９] 报告:
以奥氮平治疗 ３ 周后体重增加少于 ２ ｋｇ 为界值对预测 ３０ 周

后体重增加达 １０ ｋｇ 的阴性预测值为 ８８％ꎬ而 Ｃａｓｅ 等 [１４] 研究
提示早期食欲改变对后期体重增加 / 肥胖有预测意义ꎮ 虽然
目前有条件的地方ꎬ可以通过监测基因ꎬ筛选高危人群而避免
选择奥氮平ꎬ但毕竟受检测技术及费用、灵活性条件限制ꎬ目
前暂时无法普及ꎮ 而本研究从临床实际情况出发ꎬ简便、灵
活、费用低等ꎬ可操作性强ꎬ可以通过早期饮食行为量表评定ꎬ
评估食欲改变ꎬ及监测体重改变预测远期体重改变情况ꎬ能够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筛选出高危人群ꎬ为部分高危易感人群及时发出早期预警ꎬ提
醒临床医师调整治疗策略或及时采取必要的体重干预措施ꎬ
以避免远期罹患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ꎬ有助于提
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心身健康和生活质量水平ꎮ 本研究因
为时间、地点、经费等有限ꎬ观察的样本量不够多ꎬ随访的时间
有限等ꎬ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今后仍需要大样本观察ꎬ增加
随访时间ꎬ以便进一步推广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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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舒伐他汀钙对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房颤
复发率及对 ＨｓＣＲＰ、ＩＬ － ６ 的影响
葛迎辉
【摘要】
的影响ꎮ 方法

目的

探讨瑞舒伐他汀钙对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房颤复发率及对 ＨｓＣＲＰ、ＩＬ－ ６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在本院接受射频消融术治疗的 ７４ 例阵发性房颤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ꎬ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 Ａ、Ｂ 组两组ꎬ每组各 ３７ 例ꎮ Ａ 组患者在射频消融术后给予常规治
疗ꎬＢ 组患者在 Ａ 组基础上给予瑞舒伐他汀治疗ꎮ 观察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变化及房颤复发率ꎮ 结果

手术治疗前ꎬＡ 组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水平分别为(１.０８±０.２８) ｍｇ / Ｌ、(２.３２±０.８３) ｎｇ / ＬꎬＢ 组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水平
分别为(１.１１±０.３３) ｍｇ / Ｌ、(２.２９±１.１３) ｎｇ / Ｌꎬ两组患者的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经过手术治疗后ꎬＡ 组和 Ｂ 组患者在术后 ４８ ｈ 以及 １ 个月时的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表达水平同术前相比
较均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 ꎬ但 Ｂ 组患者与同期 Ａ 组指标水平相比较均明显偏低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Ａ 组和 Ｂ 组患者术后 ３ 个月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表达水平同术前相比的变化不大( Ｐ>０.０５) ꎬ比较均无统
计学意义ꎮ Ａ 组患者的房颤复发率( ４０.５４％) 显著高于 Ｂ 组患者的复发率( １３.５１％) 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 ꎮ 在治疗期间ꎬＡ 组和 Ｂ 组患者未均未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肝功能异常等并发症ꎮ 结论

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采用瑞舒伐他汀钙进行治疗ꎬ能够更好的稳定 ｈｓ－ＣＲＰ、ＩＬ－６ 指标水平ꎬ降
低房颤复发率ꎬ其临床效果好ꎬ安全性高ꎬ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ꎮ
【 关键词】

阵发性房颤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４１.７

射频消融术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瑞舒伐他汀钙ꎻ

炎症因子ꎻ

复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２４

房颤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ꎬ全球房颤的发病率约

该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同意ꎬ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晓ꎬ并签

竭、猝死等事件的危险因素ꎮ 积极预防和治疗阵发性房颤ꎬ可

组各 ３７ 例ꎮ Ａ 组中男 ２７ 例ꎬ女 １０ 例ꎻ年龄 ３２ ~ ６９ 岁ꎬ平均

为 １％ꎬ国内房颤的发病率约为 ０.６１％ꎬ是导致脑卒中、心力衰
阻止阵发性房颤向持续性房颤进展ꎬ提高了治愈率和生活质
量

[１]

ꎮ 环肺静脉消融术是治疗房颤的主要非药物方案ꎬ对阵

署知情同意书ꎮ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 Ａ、Ｂ 组两组ꎬ每
(５５.３２±８.６３) 岁ꎻ心率(７１.３８±９.０６) 次 / 分ꎻ体质量指数( ２３.０５
±２.８７) ｋｇ / ｍ２ ꎻ高血压 １６ 例ꎮ Ｂ 组中男 ２４ 例ꎬ女 １３ 例ꎻ年龄

发性房颤取得良好疗效ꎬ但术后易复发ꎬ术后房颤复发一直困

３１ ~ ６９ 岁ꎬ平均(５５.０２±８.１６) 岁ꎻ心率( ７２.０３±９.７７) 次 / 分ꎻ体

伐他汀对阵发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房颤复发率及对 ｈｓ－

年龄、体质量指数、心率、高血压等一般资料相比较ꎬ差异均无

扰临床医生ꎬ增加了患者的治疗费用 [２] ꎮ 本研究探讨了瑞舒
ＣＲＰ、ＩＬ－６ 表达的影响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在本院接受

射频消融术治疗的 ７４ 例阵发性房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均符
合阵发性房颤的诊断标准

[６]

ꎬＮＹＨＡ 心功能分级

[７]

≤Ⅱ级ꎬ

排除合并肝肾功能损害、凝血功能障碍、严重心力衰竭、心脏
瓣膜疾病、左心房血栓、对他汀类药物过敏及精神疾病患者ꎮ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６ 河南郑州ꎬ郑州市人民医院

质量指数(２３.２２±２.６３) ｋｇ / ｍ２ ꎻ高血压 １３ 例ꎮ 两组患者性别、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２.研究方法:Ａ 组所有患者均完善术前检查ꎬ排除手术禁

忌后ꎬ行房颤射频消融术治疗ꎬ消融终点为房颤消失、左心房

与肺静脉完全隔离ꎬ术后患者服用华法林 ３ 个月ꎬ调整 ＩＮＲ２
~ ３ꎬ术后口服碘酮 ０.６ ｇ / ｄꎬ１ 周后减量至 ０.４ ｇ / ｄꎬ再一周后减

量至 ０.２ ｇ / ｄꎬ至少用药 ３ 个月ꎬ同时给予阿托伐他汀 ２０ ｍｇ / ｄ
口服ꎻＢ 组则给予瑞舒伐他汀 １０ ｍｇ / ｄ 口服ꎬ余治疗同 Ａ 组ꎮ

３.观察指标:(１) 术前、术后 ４８ ｈ、１ 个月、３ 个月抽取患者

空腹静脉血ꎬ采用放射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超敏 Ｃ 反应蛋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