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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对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的临床研究

李树恒

（宣威市中医医院内科，云南 宣威 655400）

【摘要】目的  探讨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对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的治疗效果。方法  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 84 例，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两组，42 例患者采用瑞舒伐他汀治疗为对照组，42 例患者采用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治疗为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治

疗效果。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舒张压、收缩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显著降低，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显

著增加。观察组患者舒张压、收缩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压治疗

总有效率、血脂治疗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  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是治疗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的有效方法，

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血压水平和血脂状况，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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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我国中老年人的常见病症，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血脂

异常[1-2]，使得病情更加恶化，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还增加了治疗难度，严重时会直接危及患者生命，影响患者的预后。

为了探讨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对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的治疗

效果，此次研究选取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患者84例，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两组，实施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分析，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院2011年10月至2013年12月诊治的高血压合并高脂血症

患者84例，纳入标准：舒张压高于90 mm Hg，收缩压高于140 mm Hg，
总胆固醇高于6 mmol/L，三酰甘油高于2.1 mmol/L。排除患有器质

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精神疾病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

组，对照组患者42例，年龄为47～73（58.9±6.2）岁，高血压病程为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显效率为

52.8%、总有效率为  94.3%，分别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显效率34.9%、总

有效率76.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口腔颌面创伤骨折在全身创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是口腔颌面

外科主要疾病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快速化，颌面部创伤发

生率逐年上升，且伤情复杂。口腔颌面部是组成人面部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在维持牙齿正常的咬 关系以及脸部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特征，在受到外力压迫时，极易出现

骨组织损失，如缺损、移位、骨折等。导致患者咬 功能障碍，面部

畸形，极大程度地影响患者面部功能以及美观。

本组133例患者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患者有47例，占了35.5%，

而60岁以上的中老年患者只占16.5%，数量大大低于青壮年患者。这

与青少年生活节奏较快，社会活动频繁，粗心大意，情绪容易激动等

因素有关，对于喜欢喝酒的青少年，酒后由于意识不清醒，更容易受

创伤。尤其是男性青少年，其口腔颌面部骨折发生率明显高于女性。

而中老年人一般都比较稳健，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做事细心，心理素

质又较好，这大大降低了患病的概率。本组患者中，交通事故是引发

口腔颌面创伤骨折的最主要原因，共有74例，占所有患者的55.6%。

原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车辆也是逐年增加，由此可

见，加强交通管理，指导青少年遵守交通法制法规，是减少口腔颌面

部骨折必不可少的方面之一。本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发生口

腔颌面创伤骨折患者在手术后越加难以恢复，愈合时间也比较长。对

于一般常见的口腔颌面创伤骨折患者，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的显效

率和总有效率分别明显高于闭合复位内固定术的显效率和总有效率

76.2%。表明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治疗是临床口腔医师治疗口腔颌面创

伤骨折患者首选的方法之一。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是治疗口腔颌面创伤骨折比较有效的方法，其

操作安全，简便易行，值得被广大口腔医师采纳使用。总而言之，在

口腔颌面部骨折发生后，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治疗，根据患者的实

际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保证骨折患者能够尽快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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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年龄段骨折患者不同愈合时间对比[n（%）]
组别 例数(n) 6周以下 6~8周 8周以上 无法愈合

<25岁 47 30(63.8) 13(27.7) 2(4.3) 2(4.3)
25~60岁 64 37(57.8) 15(23.4) 6(9.4) 6(9.4)
>60岁 22 1(4.5) 6(27.3) 4(18.2)  11(5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63 22(34.9) 26(41.3) 15(23.8) 76.2
观察组 70 37(52.8) 29(41.4) 4(5.7)   94.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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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6.8±1.3）年，高血脂病程为1～10（3.7±0.5）年，其中男性

26例，女性16例。观察组患者42例，年龄为45～74（59.1±5.8）岁，

高血压病程为2～18（6.9±1.0）年，高血脂病程为1～11（3.8±0.6）
年，其中男性24例，女性18例。两组患者间基础情况（年龄、高血压

病程、高血脂病程、性别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对照组患者采用瑞舒伐他汀（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国药准字H20113246，规格10 mg）治疗，晨起顿服10毫克/次，1
次/天，疗程3个月。

观察组患者采用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云南生物谷灯盏花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Z20026439，规格180 mg）治疗，瑞舒伐

他汀用法同对照组，灯盏生脉胶囊360毫克/次，3次/天，疗程3个月。

1.3 评定标准。血压治疗效果的评定标准[3]：①显效。收缩压下降≥30 mm Hg，
舒张压下降≥20 mm Hg。②有效。收缩压下降≥20 mm Hg，舒张压

下降≥10 mm Hg。③无效。收缩压与舒张压无明显改善。④治疗总有

效=显效+有效。

血脂治疗效果的评定标准[3]：①显效。总胆固醇下降≥20%，三

酰甘油下降≥40%。②有效。总胆固醇下降10%～20%，三酰甘油下

降20%～40%。③无效。总胆固醇与三酰甘油无明显改善。④治疗总

有效=显效+有效。

1.4 统计学方法：SPSS16.0软件行统计学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血压与血脂的改变情况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舒张

压、收缩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显著降

低，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显著增加。观察组患者舒张压、收缩

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观察组患者血压治疗总有效率、血脂

治疗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
3 讨  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结构的改变，高血压的

发病率持续走高，严重影响着公众的身体健康。而持续高血压容易引

起机体左心室重构和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变，使得血脂发生异常改变，

同时高血压患者体内炎性因子的激活也会加重自身的血脂紊乱，更佳

恶化患者的病情，增加治疗的难度。

瑞舒伐他汀是临床用于治疗高脂血症的常用药物[4-5]，属于一种选

择性HMG-CoA还原酶抑制剂，作用于机体的主要部位为肝，可降低

胆固醇的靶向器官，能够增加肝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细胞表面受体数

目，促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吸收和分解代谢，有效抑制极低密度

脂蛋白的生成。

诸多研究表明，灯盏生脉胶囊也具有良好的降脂效果[6]，是一种

复方口服制剂，用药成分主要为生脉散、灯盏细辛、麦冬、人参、五

味子等，可益气养阴和活血健脑，具有降脂、降纤维蛋白的良好功

效，其安全性高，引发的不良反应少，患者的耐受性也较好，易为患

者所接受。

本次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舒张压、收缩压、

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压治疗总有效率、血脂治疗总有效率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说明瑞舒伐他汀联合灯盏生脉胶囊是治疗高血压合并高脂

血症的有效方法，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血压水平和血脂状况，值得临床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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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血压与血脂的改变情况比较

组别 时间
血压(mm Hg) 血脂(mmol/L)

舒张压 收缩压 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对照组 治疗前 98.6±4.3 156.2±7.1 6.0±0.9 2.6±0.3 3.0±0.6 0.9±0.3
治疗后 89.7±3.2 137.6±5.9 4.4±0.7 1.8±0.3 2.3±0.5 1.1±0.2

t值 4.011 4.386 6.637 7.435 6.047 5.219
P值 0.040 0.047 0.024 0.016 0.030 0.038

观察组 治疗前 98.3±3.5 155.8±6.4 6.1±0.8 2.6±0.4 3.1±0.8 0.9±0.2
治疗后 80.1±2.9* 120.5±4.7* 3.2±0.6* 1.3±0.2* 1.9±0.4* 1.3±0.3*

t值 5.237 5.917 12.354 13.826 9.315 7.431
P值 0.038 0.031 0.000 0.000 0.001 0.016

注：*为两组患者治疗后相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n（%）]

项目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

血压 对照组 42 11(26.2) 22(52.4) 9(21.4) 33(78.6)
观察组 42 26(61.9) 14(33.3) 2(4.8) 40(95.2)

χ2值 5.126
P值 0.024

血脂 对照组 42 10(24.6) 25(61.5) 7(16.7) 35(83.3)
观察组 42 24(57.1) 17(40.5) 1(2.4) 41(97.6)

χ2值 4.974
P值 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