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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舒伐他汀对比阿托伐他汀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刘新灵1,2，孙成磊2，程国良2，李宝杰2
【摘要】目的 了解瑞舒伐他汀与阿托伐他汀在治疗血脂异常方面国内外使用的成本分析方法和二
者的经济性，以期为临床选择具有药物经济学优势的药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以国内外现已公开发表
的瑞舒伐他汀对比阿托伐他汀治疗血脂异常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为研究对象，对文献进行归纳分类并
总结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30篇文献，英文23篇，中文7篇。尽管采用不同的成本分析方法，多数研究表
明瑞舒伐他汀的成本-效果/效用更优。结论 与阿托伐他汀相比，瑞舒伐他汀在治疗血脂异常方面更具有
药物经济学优势，更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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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osuvastatin vs atorvastatin in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Liu Xinling*, Sun Chenglei,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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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cost analysis methods and economics of rosuvastatin and atorvastatin

in the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selection of drugs with
pharmacoeconomic advantages. Methods Taking the rosuvastatin and atorvastatin pharmacoeconomic evaluation
literatures published at domestic and abroa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literatures were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Finally, 30 articles were included, 23 in English and 7 in Chinese. Despite different cost analysis methods, most studies
show better cost-effectiveness/utility of rosuvastatin.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atorvastatin, rosuvastatin has more
pharmacoeconomic advantages in treating dyslipidemia and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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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血脂异常已
成为威胁患者健康的常见因素，高脂血症的发生
率也随之增高。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是高脂血
症常见的并发症。有研究表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被称为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
素，高水平的LDL-C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如冠
状动脉疾病和缺血性心脏病[1,2]。因此，医生试图
降低LDL-C水平，以LDL-C浓度＜100 mg/dl为治
疗目标。最常见的用于降低LDL-C的首要治疗药
物为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
制剂（他汀类药物）[3-5]，他汀类已被证实是预防
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有效药物 [6]。目前临床上常
见的他汀类药物包括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
辛伐他汀、普伐他汀、匹伐他汀等，不同的他汀
或者不同的药物剂量对于降低LDL-C的程度、血
脂达标率、不良反应和治疗成本存在差异。在实
际的处方过程中临床专家不仅需要关注药物的治
疗效果还要关注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成本差异。
目前国内外已有多项关于瑞舒伐他汀与阿托
伐他汀类药物对比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药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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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价旨在对比分析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效果和
成本之间的差异，选择具有成本-效果的治疗方
案，为临床选择优势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1 文献筛选与分析方法
1.1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
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
库，查找关于瑞舒伐他汀对比阿托伐他汀的药
物经济学研究。文献检索时间截至2018年3月。
检索采取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英文
检索词包括rosuvastatin、atorvastatin、economic、
pharmacoeconomic、cost、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cost-effective analysis、cost-utility
analysis、budget impact analysis。中文检索词包括
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成本、费用、经济、
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
析、预算影响分析。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①语
种为中文或英文的全文文献或英文摘要；②试验
药物包括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③研究类型
包括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
分析、预算影响分析。文献排除标准：①同类研
究的文献综述；②对于发表在不同杂志的同一研
究，选择发表时间距今最近的一篇纳入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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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予以排除。
1.3 分析方法 将检索到的瑞舒伐他汀对比阿托伐
他汀治疗血脂异常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分别按
照不同国家、不同研究角度、不同的成本分析方
法、不同的模型类型和不同疗效指标进行分类。
但各研究间研究时间、疗效指标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本研究只对研究结果进行叙述性整合。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以上述文献检索策略检索中英
文文献，初步得到210篇文献，文献筛选流程如
图1所示，根据文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符合
要求的研究，最终共纳入30篇 [7-36]研究，其中中
文7篇[7-13]，英文23篇[14-36]。
2.2 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的7项中文研究基本信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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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详见表1。7项研究均观察患者短期的成本-效
果，效果指标主要为总有效率，仅1项研究的效
果指标为LDL-C降低百分比。其中，5项研究仅
分析了药品费，另1项研究纳入检查费，1项研究
除分析了患者药品费和检查费，且分析了患者的
不良反应和并发症治疗费。
纳入的23项英文研究基本信息详见表2。其
中19项全文，4项为摘要。3项研究是从西班牙的
卫生系统角度进行的成本-效果/效用分析，5项
研究是从英国的卫生系统、医保支付或医疗护理
角度进行的成本-效果/效用分析，5项研究是从
美国的医疗护理或医保支付系统角度进行的成
本-效果分析，2项研究分别从加拿大支付方或医
保系统角度进行的成本-效果分析，2项研究分别
从葡萄牙的支付方或医保系统角度进行的成本效用分析，其余6项研究分别是从芬兰、瑞典、
希腊、巴西、韩国等进行的成本-效果/效用分
析。效果指标主要包括血脂达标率和LDL-C降低
百分比，效用指标均为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QALYs）。关于成本的考量，
纳入研究均只考虑直接医疗成本，其中10项研究
只分析药品费，9项研究不仅观察了药品费，并
分析了治疗费或检查费等。
2.3 药物经济学分析结果 除与阿托伐他汀对比
外，大多数研究还对比分析了辛伐他汀、普伐他
汀等药物。纳入的研究中的分析角度主要包括卫
生服务系统、医保系统或支付方角度，因此分析
的成本均为直接医疗成本。中文研究均分析了短

表1 纳入中文研究基本信息
作者及年份 患者人群
钱彦华 2014 冠心病患者

实验组
对照组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钙片
汀钙片、
阿托伐他
汀钙胶囊
吴飞跃 2014 绝经后妇女原发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性高脂血症患者 钙片
汀钙片、
非诺贝特
缓释胶囊
王泽 2017
冠心病患者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钙片
汀钙片
郭胜红 2017 高脂血症患者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钙片
汀钙片

梁宇锋 2015 动脉粥样硬化性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脑梗死伴高脂血 钙片
汀钙片
症患者
李莉 2015

王宇 2014

接受冠脉支架植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入术介入治疗的 钙片
汀钙片
冠心病患者
血脂异常患者
瑞舒伐他汀 阿托伐他
汀、辛伐
他汀、普
伐他汀、
氟伐他汀

效果指标 成本
总有效率 药品费

效果数据来源
成本数据来源 资助
结果
某院的203例患 药品零售价
NR 阿 托 伐 他 汀
者治疗数据
钙胶囊更优

总有效率 药品费和检测费 某院的104例门 医院药品零售 NR
诊患者治疗数据 价和检查费

总有效率 药品费

某院收治的386
例冠心病患者治
疗数据
总有效率 药品费
某院收治的180例
高脂血症患者治
疗数据
总有效率 药品费
某院收治的98例
动脉粥样硬化伴
高脂血症患者治
疗数据
总有效率 药品费、不良反 某医院收治的60
应 费 用 、 床 位 例接受介入治疗
费、注射费等
的冠心病患者
降
低 药品费
已发表文献
LDL-C百
分比

对于LDL-C
过高的患者
瑞舒伐他汀
组更优
瑞舒伐他汀
更优

NA

NR

药品零售价

NR

瑞舒伐他汀
钙片更优

药品零售价

NR

瑞舒伐他汀
钙片更优

医院费用

NR

瑞舒伐他汀
钙片更优

浙江省中标价 NR

瑞舒伐他汀
钙片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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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纳入英文研究基本信息

作者及年份

全文/ 国家 研究角度 患者人群
摘要
全文 西班牙 国家卫生 LDL-C患者
系统
全文 西班牙 国家卫生 高心血管
系统
患者

模型

Hirsch 2005

全文 西班牙 国家卫生
系统
摘要 英国 卫生服务
系统
摘要 英国 卫生系统

Hirsch 2005

全文 英国

Markov
model
Decision
model
Markov
model
NA

Ara 2009

全文 英国

Ara 2011

全文 英国

心血管疾病高
危、极高危患者
冠心病
患者
高胆固醇血症
患者
初级保健 高脂血症患者
支付方
卫生服务 急性冠脉
系统
综合征患者
医疗护理 急性冠脉
综合征患者

Benner 2005

全文 美国

Chong 2005

全文

医护
管理者
NA

Decision CEA
model
NA
CEA

Miller 2005

全文

Ohsfeldt 2008

全文

Plans 2010
Barrios 2012

Cosin 2015
Palmer 2003

Montouchet 2013 全文

接受他汀类药
物治疗的患者
美国
高胆固醇血症
患者
美国 医疗保健 高脂血症患者
系统
美国 支付方
接受他汀类药
物治疗的患者
美国 医护管理 心血管疾病
角度
高危患者
加拿大 支付方
高脂血症患者

Tran 2007

摘要

Costa 2008

全文 加拿大 卫生服务
系统
全文 芬兰 医疗保健
个体
全文 葡萄牙 支付方

Peura 2008
Pinto 2008
Laires 2015

全文 葡萄牙 国家卫生
系统
Gandhi 2012
全文 瑞典 医疗保健
系统
Fragoulakis 2012 全文 希腊 希腊疾病
基金
Ribeiro 2015

全文 巴西

Jeong 2017

全文 韩国

Ohsfeldt 2006

摘要 NA

NA

分析
方法
CEA

Markov CUA
model

CUA
CEA
CEA
CEA

Markov CUA
model
Markov CUA
model

药品费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NR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品费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品费

NR

QALYs

治疗费和检查费

药品费、体检、
实验室检查费
药品费

NR

高脂血症患者

NA

CEA

心血管疾病
患者
高脂血症患者

Markov
model
Markov
model
Markov
model
NA

CUA
CUA

QALYs

CUA

QALYs

CUA

QALYs

高于LDL-C
目标患者
心血管疾病
患者
高危心血管
疾病患者

Decision CEA
model
NA
CEA

Markov CUA、 QALYs
model BIA

冠 状 动 脉 心 脏 Decision CEA
病患者
model

结果

血脂改善
达标率
血脂改善
达标率
LDL-C降低
百分比
QALYs

CEA

CEA

资助

瑞舒伐他汀更优

NA

NA

成本

LDL-C降低 药品费、检查费、 无
百分比
不良反应治疗费
QALYs
药 品 费 、 各 种 心 阿斯利康
血管并发症的治
疗费、长期的随
访成本
QALYs
住院费、药品费等 Ferrer国际

LDL-C降低
百分比
血脂改善
达标率
LDL-C降低
百分比
LDL-C降低
百分比
血脂改善
达标率
LDL-C降低
百分比
血脂改善
达标率
QALYs

医疗卫生 缺血性心脏病
Markov CUA
系统角度
model
NA
首 次 服 用 他 汀 NA
CEA
类药物的患者
NA

效果指标

QALYs

瑞舒伐他汀更优

瑞舒伐他汀更优

瑞舒伐他汀具有
成本-效果
英国卫生技 按 照 净 效 益 统
术评估协调 计，瑞舒伐他汀
中心
更优
阿斯利康
瑞舒伐他汀更优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品费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品费

阿斯利康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 品 费 和 疾 病 管 阿斯利康
理费用
NR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品费

阿斯利康

瑞舒伐他汀更优

总治疗费

阿斯利康

瑞舒伐他汀更优

瑞舒伐他汀更优

阿斯利康和 瑞舒伐他汀更优
梅德费纳
药品费、心血管不 默沙东
瑞舒伐他汀更优
良事件治疗费用
药品费
阿斯利康
瑞舒伐他汀更优
药品费、检查费、 阿斯利康
瑞舒伐他汀更优
不良事件或并发症
的治疗费用
药品费
巴西卫生部 瑞舒伐他汀更优

L D L - C 降 药品费
低百分比和
血脂达标率
LDL-C降低 NR
百分比

韩国卫生与 瑞舒伐他汀更优
福利部
NR

瑞舒伐他汀更优

注：NA：not available; NR：not related

期的成本-效果，英文研究中10项研究通过建立
马尔科夫模型分析长期成本-效果，以QALYs作
为效果指标，其余短期成本-效果分析的效果指
标主要为LDL-C降低百分比、治疗有效率和血脂
达标率，4项研究通过建立决策树模型进行短期

成本-效果分析。
中文研究中的效果数据主要来源于某医院方
便样本的治疗数据，成本主要为药品零售价或医
院治疗费用。英文研究中的效果数据主要来源
于已发表单项研究（如经典的STELLAR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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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IS研究、JUPITER研究）或Meta分析，成本
也主要来源于已发表文章。除钱彦华等 [7]研究结
果为阿托伐他汀胶囊较瑞舒伐他汀片具有成本效果外，其余研究结果均显示瑞舒伐他汀较阿托
伐他汀更具有成本-效果/效用。
本研究对各研究资助情况进行整理，大多数
研究未接受或未说明受政府或企业资助，14项研
究受资助。其中，3项研究是由国家卫生机构资
助，其余皆为制药企业资助。由于各国家基本国
情、经济发展、医疗水平、医保政策、药品价格
和治疗模式等存在差异，因此每个国家的同种药
物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存在差异。对于有制药
企业资金支持的研究，结果可能会被资助方进行
干预，因此其结果和方法的客观性还需要进一步
探讨，但对于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在政府的角度
出发，结果具有一定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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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其他国家，因此，若要对本国的实际临床提
出用药建议还要结合本国国情进行合理的药物经济
学评价。在总结分析本研究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
包括：①由于不同研究水平有差异，得出的结论还
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但本研究只是对纳入研究进行
描述性分析；②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
疗体系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阈值有差异，因此对于
阈值的选择合理性未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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