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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美托洛尔与硝苯地平治疗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脏病患者无症状心肌缺血的临床疗效差异

侯元鹏
（青海省康乐医院，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目的  分析美托洛尔与硝苯地平治疗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无症状心肌缺血的临床疗效差异。方法  选取本院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480 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排列分组的方式分组，奇数为对照组，

偶数为研究组。对照组（n=240）予以硝苯地平治疗，研究组（n=240）予以美托洛尔 + 硝苯地平联合治疗。比较两种治疗方法的 ST
段的下降情况及心肌缺血改善情况。结果  研究组的 ST 下降情况、心肌缺血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研究组的总有效率（97.92%）

显著高于对照组（89.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采取美托洛尔 + 硝苯地平联合

治疗法，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肌缺血症状及其他相应症状，并提高其生活质量，临床疗效显著，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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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属于常见的疾病类型，其

病因是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造成血管狭窄、堵塞，导致心肌
缺血问题，严重时可造成坏死。冠心病包括心绞痛、缺血性
心力衰竭、无症状心肌缺血、猝死、心肌梗死五种类型，其中
无症状心肌缺血又被称为隐匿性冠心病，是十分常见的类型
之一。该类型疾病在发作时无显著临床症状表现，故给临床
诊断和治疗方案的制定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本次研究，主要
对本院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480 例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进行分组试验，旨在分析美托洛尔
与硝苯地平治疗老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无症
状心肌缺血的临床疗效差异，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 480 例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排列分组
的方式分组，奇数为对照组，偶数为研究组。对照组（n=240）中
有 125 例男性、115 例女性；年龄在 62~82 岁，平均（73.16±5.62）
岁；研 究 组（n=240）中 有 130 例 男 性、110 例 女 性；年 龄 在
62~82 岁，平均（73.26±5.72）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1）年龄 >65 岁；（2）均经冠状动脉造影、心
电图、核素心肌显像、超声等常规检测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3）均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严重肾
脏疾病患者；（3）精神障碍患者；（4）拒绝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480 例患者均予以改善内循环、心肌营养支持、抗栓治疗
等常规治疗。对照组在以上基础上予以硝苯地平（生产地址：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 H44023986，
规 格：10mg×100s）治 疗，10mg/ 次，3 次 /d；研 究 组 在 常 规
治疗和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美托洛尔 [ 生产地址：阿
斯 利 康 制 药 有 限 公 司，批 号：国 药 准 字 H32025390，规 格：
50mg×20s（倍 他 乐 克）] 治 疗，50mg/ 次，3 次 /d。 两 组 患
者持续治疗 2 个月，为 1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 ST 下降情况（时间、次数、幅度）、
心肌缺血改善情况（发作次数、发作时间）及总有效率。疗效
判定标准：经治疗后，全部临床症状均已消失，无不良表现，
其心电图显示正常，为显效；全部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存在少

数不良表现，其心电图呈恢复状态，为有效；临床症状无显著
改善，不良表现较多，其心电图显示异常，病情加重，为无效。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 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独立样本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通过 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T 段下降情况比较

研究组的 ST 段的下降时间为（102.13±21.36）min、下降次
数（72.46±11.42）次、下降幅度（0.042±0.012）mV；对照组的 ST
段的下降时间为（245.16±25.16）min、下降次数（141.63±12.75）
次、下降幅度（0.079±0.022）mV；研究组的 ST 下降情况显著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ST 段下降情况比较（ ±s）

组别 下降时间（min） 下降次数（次） 下降幅度（mV）

研究组（n=240） 102.13±21.36 72.46±11.42 0.042±0.012

对照组（n=240） 245.16±25.16 141.63±12.75 0.079±0.022

t 67.137 62.604 22.873

P 0.000 0.000 0.000

2.2   心肌缺血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心肌缺血发作次数及发作时间均无显

著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的心肌缺血发
作次数为（4.23±0.26）次 / 周、发作时间为（825.42±21.46）s；
对照组的心肌缺血发作次数为（8.03±0.58）次 / 周、发作时
间为（1025.13±135.24）s；研究组的心肌缺血改善情况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心肌缺血改善情况比较（ ±s）

组别
发作次数（次 / 周） 发作时间（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n=240）

12.43±2.68 4.23±0.26 1575.42±250.13 825.42±21.46

对照组
（n=240）

12.46±2.81 8.03±0.58 1574.65±250.14 1025.13±135.24

t 0.119 92.618 0.033 22.594

P 0.904 0.000 0.973 0.000

2.3   总有效率对比
研究组的总有效率（97.92%）显著高于对照组（89.5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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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类药物相比，其安全性更高。而研究结果中，使用大环
内酯类药物的观察组患儿疗效明显较好，不良反应出现情况
较少，而在 3 月后随访，所测量的各项指标显示良好，说明该
治疗方法的复发情况出现概率较低。

综述所述，在小儿肺炎支原体感染诱发过敏性咳嗽治疗
过程中，开展常规的治疗后对患儿采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开展
治疗，其治疗效果突出，不良反应少，且复发率低，因此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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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总有效率对比 [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240 152（63.34） 83（34.58） 5（2.08） 235（97.92）

对照组 240 121（50.42） 94（39.16） 25（10.42） 215（89.58）

t 3.397 0.452 5.935 5.935

P 0.065 0.501 0.014 0.014

3   讨论
冠心病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疾病，多由高血压、肥胖、血

脂异常、吸烟、糖尿病、肺炎、过量饮酒、社会心理因素等多种
危险因素所致，其临床表现为典型胸痛、心绞痛、恶心、呕吐、
发热、出汗、心衰、血压下降、休克、心悸、乏力、心力衰竭等，
严重时可猝死 [1]。而无症状心肌缺血属于冠心病 5 种类型
之一，平时无显著症状，多发于过度吸烟、跑步、饮酒、严重失
眠、情绪不稳定等情况下，临床表现多以突然心慌、胸闷、下
颌骨疼痛、胀满、憋闷、呼吸急促、疲劳感等症状，需要及时入
院接受动态心电图、心电图运动试验、核素运动心肌显影、超
声心动态图等症状进行病情确诊，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
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从而有效改善患者心肌缺血症状，减少
病情发作次数 [2-3]。

目前，临床上对冠心病治疗作出了大量的研究，仍未明
确该疾病的发病机制，无症状心肌缺血由于其临床症状具有
一定的隐匿性，为其临床诊治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故研究人
员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找出合适的、科学的诊治方案。
多数临床研究结果表示，通过心电图检查，可进一步了解冠
心病患者的病情，一定程度上可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有价
值的依据。近年来，临床上多采用硝苯地平、美托洛尔治疗
无症状心肌缺血患者，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硝苯

地平经口服后可迅速被人体所吸收，10min 可测出血药浓度，
30min 左右可达峰，若嚼碎服用或者舌下含服可让血药浓度
的达峰时间提前。10~30mg 硝苯地平的生物利用度间无明
显差别，血浆蛋白高度结合率达 90%。该药物可在人体的肝
脏中转换为代谢产物，且无活性，80% 左右的药物经肾排泄，
剩余 20% 的药物可经粪便排泄。有临床经验表示，该药物单
独服用，容易出现外周水肿、面部潮红、肌肉痉挛、便秘、睡眠
紊乱、过敏性肝炎、紫癜、皮疹等不良反应，需谨慎使用。美
托洛尔主要适用于心绞痛、肥厚型心肌病、高血压、心肌梗
死、主动脉夹层、甲状腺机能亢进、心律失常等。本药物经口
服后，可在 2.5~5h 达峰，生物利用度约为 20%，其血浆蛋白
结合率超过 99%。伴有高血压的患者服用后，平均峰谷稳态
血药浓度为 23nmol/L、7nmol/L，口服 5~10mg 后，24h 可显著
降压。该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容易受饮食等多个方面的影响，
需要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饮食、习惯等多个方面合理安排
剂量。近年来，已有多数文献报告，美托洛尔联合硝苯地平治
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可显著减少不良反应，
增强临床疗效，安全性和应用价值均高。本研究中，研究组
的 ST 下降情况、心肌缺血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研究组
的总有效率（97.92%）显著高于对照组（89.58%）（P<0.05）。
提示美托洛尔 + 硝苯地平联合治疗法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
单独应用硝苯地平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 ST 段、心肌缺血，
显著增强其临床疗效，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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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氨氯地平与阿托伐他汀钙成分，可同时发挥降压、调
脂的作用，且具有抗氧化应激和改善小动脉顺应性的作用，
能保护内皮功能，尤其适合用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临床治
疗。本组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临床疗效、血压控制效果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高血压合并冠
心病的疗效显著，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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