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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折麦布联合他汀与双倍剂量他汀对冠心病患者
降脂效果的系统评价
曾明1，户光2，魏玉娜2，王颖2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依折麦布联合他汀对血脂不达标冠心病患者血脂水平的作用。方法 检
索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CBM、CNKI、万方、维普数据库，搜集依折麦布联合他汀与
双倍剂量他汀治疗血脂不达标冠心病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17年6月1日。由2
名评价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采用RevMan 5.3和R 3.2.3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结果 共纳入17个RCT，共2377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双倍剂量他汀组相比，依
折麦布联合他汀组能显著降低血脂不达标冠心病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MD=-0.37，
95%CI：-0.41~-0.34，P＜0.00001）和总胆固醇（TC）（MD=-0.39，95%CI：-0.45~-0.33，P
＜0.00001），明显提高血脂不达标冠心病患者LDL-C达标率（OR=3.93，95%CI：2.47~6.25，P
＜0.0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三酰甘油（TG）水
平，两组无显著性差异（MD=-0.00，95%CI：-0.02~0.02，P=0.83；MD=-0.04，95%CI：-0.08~0.01，
P=0.12）。结论 依折麦布联合他汀较双倍剂量他汀能更有效的降低血脂水平，明显提高降脂治疗达标
率，但上述结果尚需要更多高质量、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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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lipid-lowering effect of statins combing ezetimibe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fail to achieve adequate lipid control. Methods Rela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about lipid-lowering therapy of ezetimibe combining statins versus double-dose statins o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fail to achieve adequate lipid control were searched in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CBM, CNKI, Wanfang and VIP Databases from the date of their establishment to June 1st,
2017.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extracted data and evaluated methodological quality. The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RevMan 5.3 and R 3.2.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7 RCTs involving
2377 patients were included. Meta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double-dose statin group, ezetimibe
combined with statin group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MD=-0.37,
95%CI: -0.41~-0.34, P<0.00001) and total cholesterol (TC) (MD=-0.39, 95%CI: -0.45~-0.33, P<0.00001),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rate of LDL-C complianc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ho do not meet the lipid
standard. (OR=3.93, 95%CI: 2.47~6.25, P<0.00001),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the levels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and triglyceride (T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D=-0.00, 95%CI: -0.02~0.02, P=0.83; MD=-0.04, 95%CI: -0.08~0.01, P=0.12). Conclusion
Ezetimibe combined with statins can reduce blood lipid levels more effectively than double-dose statin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rate of achieving lipid-lowering treatment. However, the above results need more highquality, large-sampl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to further confirm.
[Key words] Ezetimibe; Statin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Lipid-lowering effect;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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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CVD）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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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死亡率仍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 [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心血
管疾病中最为常见的类型，其危险因素包括性
别、年龄、血脂异常、吸烟、糖尿病、高血压、
肥胖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血脂异常。研究表明，
血清总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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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2010年发布
的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26项样本量大于1000例的
随机试验，结论认为无论基线LDL-C水平如何，
LDL-C每降低1 mmol/L，主要血管不良事件年发
生率降低约20% [2]。提高冠心病患者的血脂达标
率不仅是临床血脂工作的重点，更是降低冠心病
患者急性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关键。中国第二次血
脂治疗现状调研结果显示，我国高危、极高危
心血管病患者LDL-C达标率仅为31%和22% [3]，
血脂异常国际研究（DYSIS研究）中国数据及
“中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他汀强化降脂研究”
（CHILLAS研究）也发现，我国患者中LDL-C达
标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4]。作为降脂药物中的常青
树，他汀被用于临床已接近30年。然而临床实践
中，许多患者接受常规他汀治疗后胆固醇水平仍
不能达标，通过增加他汀类药物的剂量虽可轻度
提高降脂疗效，但肝损害及肌溶解风险显著增
加；还有一些患者不能耐受他汀治疗，这已成为
实现血脂达标的重要羁绊。有研究显示联合降脂
治疗可提高他汀类药物的降脂效果。依折麦布作
为一种新型降脂药物，为降脂治疗提供了新思
路。对于他汀初始治疗血脂不达标的冠心病患
者，可选择增加他汀剂量或者联合用药，依折麦
布联合他汀能否比双倍剂量他汀带来额外的临床
获益目前尚无定论。本研究旨在对已发表的依折
麦布联合他汀与双倍剂量他汀治疗血脂不达标冠
心病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
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RCT），无论
是否实施分配隐藏及盲法，中英文。随访至少4
周，至少报告1项结局指标。
1.1.2 研究对象 ≥18岁，冠心病[冠状动脉（冠
脉）造影证实冠状动脉三支主要血管中至少1支
狭窄≥50%]随机分组前接受常规他汀降脂治疗后
LDL-C仍未达标的患者。
1.1.3 干预措施 试验组：依折麦布（10 mg）联
合他汀；对照组：同试验组相同种类他汀双倍剂
量单药治疗，每组病例数n≥20。
1.1.4 结局指标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
（TC）；LDL-C达标率及所有报告的不良反应。
1.1.5 排除标准 ①非RCT；②未说明随机分组前
是否接受他汀或其他降血脂药物治疗；③研究对
象基线资料无可比性；④干预时间不足；⑤信息
无法利用及数据无法提取的文献；⑥无本研究关
注的结局指标；⑦重复发表。

1.2 检索策略 由2名评价员独立检索Pubmed、
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库（WanFang Data）和
维普网（VIP），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17年6
月1日。检索词包括：他汀、依折麦布、冠心
病、“Hydroxymethylglutaryl-CoA Reductase
Inhibitors”、statins、Ezetimibe等。补充检索中国
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同时追溯纳入研究的参考文
献，以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
1.3 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 由2名评价员独立筛选
文献和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如遇分歧则讨论
解决或由第三方协助裁定。提取内容包括：①一
般资料：第一作者、题目、发表时间；②临床资
料：样本量、年龄、性别、干预措施、危险因素
等；③结局指标。
1.4 文献质量评价 由两名评价员按照预先确立的
标准，独立评价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不一致
处协商讨论仍未解决由第三方仲裁。纳入研究的
方法学质量采用改良Jadad量表（表1）进行评价，
计分1~7分：1~3分为低质量，4~7分为高质量。
表1 改良Jadad量表
项目
随机序列产生
恰当
不清楚
不恰当
分配隐藏
恰当
不清楚
不恰当
盲法
恰当
不清楚
不恰当
撤出或退出
描述
未描述

评分

依据

2
1
0

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数字或类似方法
随机试验但未描述随机分配方法
采用交替分配的方法

2

中心或药房控制分配方案等使临床医生和受
试者无法预知分配序列的方法
只表明使用随机数字表或其他随机分配方案
交替分配、病例号等任何不能防止分组的可
预测性的措施

1
0

2
1
0

采用了完全一致的安慰剂或类似方法
试验陈述为盲法，但未描述方法
未采用双盲或设盲的方法不恰当

1
0

描述了撤出或退出的数目和理由
未描述撤出或退出的数目或理由

1.5 统计分析 采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RevMan
5.3和R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前后测
量差值的均数差（MD）及95%可信区间（CI）表
示。计量资料采用比值比（OR）及95%CI表示。
对于计数资料未报告差值标准差的原始研究采
用Cochrane系统评价员手册建议的相关系数法估
算：先利用报告充分的原始研究计算出相关系数
再利用相关系数估算出报告不全原始研究的变化
差值的标准差。纳入研究的异质性采用χ 2检验
进行定量分析（检验水准为α=0.1），同时结合
I 2判断异质性的大小。若各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
性（P＞0.1，I 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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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P
≤0.1，I2＞50%），则需进一步探讨异质性的来
源，在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后，采用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Meta分析。采用R语言Meta程序包Egger线
性回归法识别潜在的发表偏倚。此外采用敏感性
分析来检验结果的稳定性。
2 结果
2.1 纳入研究的一般特征 检索数据库共检索到文
献5500篇，经逐层筛选最终纳入18篇RCT [5-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纳入研究的一般情
况及质量评价见表2。

图1 文献筛选流程

2.2 Meta分析结果
2.2.1 LDL-C 共14项研究报道治疗前后LDL-C
水平，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P=0.37，
I 2 =8%），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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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他汀联合依折麦布降低LDL-C的
效果优于双倍剂量他汀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MD=-0.37，95%CI：-0.41~-0.34，P
＜0.00001；图2）。
2.2.2 HDL-C 共14项研究报道治疗前后HDL-C水
平，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P=0.77，I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
他汀联合依折麦布对HDL-C的效果与双倍剂量
他汀组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D=-0.00，
95%CI：-0.02~0.02，P=0.83；图3）。
2.2.3 TC 共12项研究报道治疗前后TC水平，
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P=0.07，I 2=41%），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
他汀联合依折麦布降低TC的效果优于双倍剂
量他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39，
95%CI：-0.45~-0.33，P＜0.00001；图4）。由
森林图可知，其中一项研究 [5] （朱凌霞2012）
的可信区间与多数研究无重叠或重叠较少，排
除该研究后研究间异质性明显降低（P=0.97，
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合
并效应量（MD=-0.43，95%CI：-0.50~-0.37，P
＜0.00001），说明异质性对结果无明显影响。
2.2.4 TG 共10项研究报道治疗前后TG水平，研
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P=0.0007，I2=69%），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
他汀联合依折麦布降低TG的效果优于双倍剂
量他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10，
95%CI：-0.19~-0.00，P=0.04；图5）。由森林
图可知，其中一项研究 [5]（朱凌霞2012）的可信
区间与多数研究无重叠或重叠较少，排除该研究
后研究间异质性明显降低（P=0.86，I2=0%），

表2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作者/年份

入选对象

干预时间 Jadad评分

朱凌霞-2012[5]
张威-2016[6]
杨栋-2013[7]
阳诚柏-2013[8]
毋会芃-2015[9]
王勇-2016[10]
孟繁宇-2015[11]
刘杰-2017[12]
Roeters-2008[13]
Piorkowski-2007[14]
Okada-2011[15]

CAD
ACS
老年CHD
CHD
CHD
ACS
冠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
ACS
CHD（97%）
CAD
CAD

12w
12w
12w
24w
12w
4w
4w
12w
12w
4w
12w

2
3
2
2
2
2
2
2
4
2
2

Okada-2012[16]

CAD

52w

2

Nakamura-2012[17]
Nadaraia-2011[18]
Matsue-2013[19]
Bardini-2010[20]
Averna-2010[21]

稳定CAD
CHD
CAD
T2DM+CHD
CHD

6m
16w
12w
6w
6w

4
1
4
6
6

联合组
干预措施
例数
ATO/EZE 20/10 88
ATO/EZE 20/10 204
ATO/EZE 20/10 88
ATO/EZE 10/10 62
SIM/EZE 20/10 42
ATO/EZE 20/10 35
ATO/EZE 20/10 31
ATO/EZE 20/10 42
SIM/EZE 20/10 110
ATO/EZE 10/10 26
ATO/EZE 10/10 43
ROS/EZE 2.5/10 49
ATO/EZE 10/10 39
ROS/EZE 2.5/10 39
他汀/EZE */10 29
ATO/EZE 10/10 62
ATO/EZE 10/10 115
SIM/EZE 20/10 37
SIM/EZE 20/10 56

年龄
66.55±8.11
55±10
75±6
64.8±9.8
51.2±8.2
53.60±10.30
54.9±9.8
54±11
62.0±2.1
66±8
66±11
66.6±7.6
64.9±12.1
61±10.0
69.2±9.3
65±6.5
61±8.4

干预措施
ATO 40
ATO 40
ATO 40
ATO 20
SIM 40
ATO 40
ATO 40
ATO 40
SIM 40
ATO 40
ATO 20
ROS 5
ATO 20
ROS 5
双倍他汀
ATO 20
ATO 20
SIM 40
SIM 40

注：ATO：阿托伐他汀；EZE：依折麦布；SIM：辛伐他汀；ROS：瑞舒伐他汀；*该研究他汀种类和剂量均未说明

双倍组
例数 年龄
92
62.91±11.16
180 57±11
88
73±5
64
65.3±10.2
42
50.0±6.4
33
51.40±11.50
31
55.6±9.3
38
56±10
115
25
61.4±1.8
35
65±9
38
68±7
33
64.8±9.0
39
66.8±8.4
28
64±9.2
65
128 70.3±9.9
50
64±6.1
56
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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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TG变化的Meta分析（固定效应模型）
图2 LDL-C变化的Meta分析

图7 LDL-C达标率的Meta分析
图3 HDL-C变化的Meta分析

图4 TC变化的Meta分析

图5 TG变化的Meta分析（随机效应模型）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合并效应量
（MD=-0.04，95%CI：-0.08~0.01，P=0.12；图
6），说明该研究很可能是产生异质性的原因且
异质性对结果有明显影响。
2.2.5 LDL-C达标率 根据2011年中国心血管病
预防指南，对于心血管病高危患者（CHD或CHD
等危症或10年发病风险为10%~15%）LDL-C
目标值为≤2.59 mmol/L（100 mg/dl）。共有8
项研究报道了该指标，研究间存在统计学异质
性（P=0.02，I 2 =59%），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
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依折麦布联合他汀组
LDL-C达标率高于双倍剂量他汀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OR=3.93，95%CI：2.47～6.25，P
＜0.00001；图7）。
2.2.6 安全性 2项研究报告了不良反应和与治
疗有关的不良反应例数，但未说明不良反应类
型；1项研究报告了因不良反应退出治疗例数，
同样未说明不良反应类型；5项研究报告了肝酶
（AST、ALT）升高，其中3项研究升高3倍，一
项研究升高2倍，1项研究轻度升高；1项研究报

告了肝损害和肌损害发生率；3项研究报告了肌
酸激酶（CK）升高，其中1项研究升高1倍，1项
研究升高2倍，1项研究升高至正常上限三倍以上
或无肌肉症状无法解释的CK升高至正常上限五
倍及以上；1项研究报告了肌酐（Cr）升高1倍；
1项研究报告了乏力；2项研究报告了腹胀；2项
研究报告皮疹；1项研究报告了腹泻；1项研究
报告了肌痛；3项研究报告了再发急性冠脉综合
征、心力衰竭、卒中等心血管不良事件。两组研
究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
2.4 发表偏倚分析 以LDL-C变化为基准绘制漏斗
图，结果显示漏斗图无明显不对称，进一步使用
R语言meta程序包采用Egger线性回归法对漏斗图
进行对称性检验，结果显示P=0.578，可认为纳
入的研究不存在发表偏倚。
2.5 异质性和敏感性分析 由漏斗图（图8）可
以发现，有一项研究（杨栋2013）落在虚线
95%CI之外，说明该研究可能存在异质性，
排除该研究对所有结局指标无明显影响。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对LDL-C变化作剔除单项研
究的敏感性分析，依次剔除每项研究后，余
下所纳入研究的合并效应量MD围绕在-0.37左
右，并无明显变化（图9）。以分析方法、小

图8 发表偏倚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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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剔除单项研究的敏感性分析森林图

样本研究为决策节点对LDL-C变化作进一步
敏感性分析：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合并
效应量（MD=-0.37，95%CI：-0.41~-0.34，P
＜0.00001）；排除小样本研究（样本量＜60），
合并效应量（MD=-0.39，95%CI：-0.45~-0.33，
P＜0.00001）；以95%CI估算差值的标准差
作敏感性分析，合并效应量（MD=-0.38，
95%CI：-0.43~-0.33，P＜0.00001），合并MD值
均在-0.37左右，无明显变化且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Meta分析结果稳健可靠。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对常规他汀治疗后血脂不达
标冠心病患者，依折麦布联合他汀在降低血浆
LDL-C、TC水平方面优于双倍剂量他汀组，提高
了LDL-C达标率，且安全性良好，联合降脂优势
明显。
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公认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
见病之一。LDL-C升高在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进
展中是重要的危险因素[22]，积极的强化降脂能降低
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减少冠脉事件的发生。多
项研究显示，LDL-C基线水平不高的冠心病患者在
LDL-C水平降至更低后，临床获益更大[23]。已被证
实，冠心病患者LDL-C降低可以减少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率和总的死亡率[25]。
他汀类药物通过抑制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
酶A（HMG-CoA）还原酶活性，借以减少内源性
胆固醇合成，加速血浆LDL-C的分解代谢，降低血
浆TC和LDL-C水平。但有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在
降低肝脏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同时，患者肠道内
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会代偿性增加[28]。有研究发现
当他汀的剂量增加一倍，LDL-C降低的幅度增加
5%~6%，随着他汀剂量的增加，患者出现不良反
应的风险增加如肝酶、肌酶谱的升高[29]。已经发表
的一篇Meta分析表明大剂量的他汀与中等剂量他汀
相比较，大剂量他汀可以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30]
。许多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单用他汀治疗未
到达LDL-C的目标值，且一部分患者因剂量相关的
不良反应难以耐受大剂量的他汀[31]；而且大剂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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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会升高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尤其是在糖
尿病前期患者和代谢综合征患者中这一现象更为
常见[32]。因此，寻找安全有效的降脂方案，是达到
降脂目标值的有效策略。依折麦布是一种选择性
胆固醇吸收抑制剂，通过抑制C型1类尼曼匹克-相
似蛋白1（NPC1L1），抑制膳食和胆汁中的胆固醇
吸收，从而使肝脏LDL受体合成增加，LDL代谢加
速，降低血浆胆固醇水平[33-35]。他汀类药物在肝脏
进行广泛的首过吸收，通过细胞色素P450 3A4同工
酶代谢；依折麦布主要分布于肠肝循环，与小肠
上皮刷状缘结合。两药代谢途径不同，不会增加
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36]。本研究显示，依折麦布联
合他汀的降脂效果较双倍剂量他汀更显著，血清
TC、LDL-C明显改善，且不良反应无显著差异。
然而，依折麦布应用于临床时间尚短，目前
能检索到的比较依折麦布联合他汀与双倍剂量他
汀降脂效果及安全性的临床试验数量有限，缺乏
大规模RCT的证据；部分研究的质量不高，未提
及盲法和分配隐藏方案，这些可能导致选择和测
量的偏倚，影响研究的质量；同时目前此方面的
研究主要针对短期内血脂参数的变化，随访时间
偏短，针对临床终点事件的大规模研究较少，无
法确定依折麦布治疗的远期获益；纳入的随机对
照试验存在特异性差异，包括临床设计、用药类
型和剂量、结局测量指标等；此外，研究纳入的
文献对同一结局指标报告形式不同，采用估算方
式统一形式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入部分偏倚；安全
性方面，不同研究对不良反应指标定义不同，无
法定量合并，只能采取定性描述。因此，对于联
合治疗安全性及长期的临床获益有待更多高质
量、大样本多中心长期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来验
证，以获取最佳证据更好的指导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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