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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与单用胺碘酮治疗心房颤动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系统评价
贾秋蕾1，石晶晶2，胡元会2，石树青1,2，褚瑜光2，魏艺2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与单用胺碘酮治疗心房颤动（房颤）的临床疗
效。方法 检索CNKI、万方、CBM、维普、PubMed、EMbase、Clinical Trials、Cochrane临床对照试验
数据库，全面收集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治疗房颤的随机对照试验，按纳入和排除标准由2名评价者
独立选择文献、提取资料，交叉核对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估，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 共纳入38个随机对照试验，共3773例受试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他汀类
药物组）组与单用胺碘酮（对照组）治疗房颤比较，他汀类药物组房颤复发率（21.02%）低于对照组
（41.11%，RR=0.51，95%CI：0.45~0.58，P＜0.00001），他汀类药物组治疗后左房内径（LAD）小于对
照组（MD=-3.20，95%CI：-4.15~-2.25，P＜0.00001），C反应蛋白（CRP）小于对照组（MD=-1.88，
95%CI：-2.32~-1.43，P＜0.0001）。他汀类药物组不良反应发生率（7.00%）较对照组（3.93%）高
（RR=1.73，95%CI：1.11~2.71，P=0.02）。结论 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对治疗房颤有较好疗效。由于
本系统评价纳入研究样本质量较低，增加了本次系统评价结论产生偏倚的风险，因此他汀类药物联合胺
碘酮治疗房颤的疗效和安全性需要更多高质量临床试验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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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systematicall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tatins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and

amiodarone alone in treat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F).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CNKI, WanFang Data, CBM,
VIP, PubMed, EMbase, Clinical Trials and CENTRAL were retrieved for collecting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on statins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for treating AF. The literature was selected and data was extracted by
2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nd literature was checked crossly, given
methodological quality evaluation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by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There were
totally 38 RCT included involved 3773 subjects.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AF recurrent rate was
lower in statins group (21.02%)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41.11%, RR=0.51, 95%CI: 0.45~0.58, P<0.00001). LAD
was lower (MD=-3.20, 95%CI: -4.15~-2.25, P<0.00001) and CRP was lower (MD=-1.88, 95%CI: -2.32~-1.43,
P<0.0001) in statins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higher in statins

group (7.00%)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3.93%, RR=1.73, 95%CI: 1.11~2.71, P=0.02). Conclusion Statins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has better curative effect on AF. The conclusion has the risk of bias due to lower quality
of included RCT, so the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statins combined with amiodarone in AF treatment need to be
confirmed further with more high-quality clinical trials.
[Key words] Statins; Amiodarone; Atrial fibrillation; Meta-analysis

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
常之一，有着越来越高的致残率及致死率 [1] ，
Framingham研究显示，房颤患者病死率约为健
康人群的2倍 [2] 。血栓栓塞及心力衰竭是房颤的
主要危害，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每年栓塞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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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是非房颤患者的2~7倍，占所有脑栓塞事件
的15%~20% [3] ，新发心衰与房颤患者病死率相
关 [4] 。房颤目前主要治疗策略为恢复并维持窦
性心律、控制心室率并预防血栓栓塞形成 [5] ，
胺碘酮是房颤维持窦性节律的一线药物，国内
研究亦显示，胺碘酮维持窦律的1年有效率为
67.5%~71.8% [6]。研究表明，房颤的发生、维持
与炎症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炎症可致心房肌细
胞变性、纤维化、坏死、凋亡，有利于心房内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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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的形成，促进心房肌组织重构和电重构 [7]。他
汀具有抗炎及抗氧化应激作用 [8]，目前他汀已用
于房颤的治疗及预防 [9]，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比
较他汀联合胺碘酮与胺碘酮单药治疗房颤的疗
效，本文就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分析，
评价两种方法在治疗房颤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为房颤的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已确诊为房颤的
患者；②试验设计：随机对照试验（RCT）；③
干预措施：对照组予胺碘酮治疗；治疗组在对
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他汀类药物治疗；④结局
指标：主要结局指标包括房颤复发例数、左房
内径（LAD），次要结局指标包括C-反应蛋白
（CRP）、不良反应事件。
1.1.2 排除标准 ①未设对照组或组间无可比性、
或未提及组间是否可比；②未描述随访时间；③
对重复发表或雷同的文献，仅保留样本量最大和
信息最全的1篇；④数据存在明显错误且不能被
纠正者。
1.2 文献检索及筛选 采用计算机检索的方法，
检索自建库至2019年6月7日国内公开发表的文
献，中文以“房颤”、“心房颤动”、“心房纤
颤”、“他汀”、“胺碘酮”为检索词，检索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CNKI、维普
数据库；英文以“statins”、“amiodarone”、
“atrial fibrillation”检索Medline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Cochrane临床对照试验数据库及Clinical
Trials。
1.3 资料提取与质量评价 由两个以上研究者对文
献进行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根据文献类
型、研究对象临床特点和干预措施，分别阅读题
目和摘要进行初筛，排除肯定不相关文献，收集
所有可能相关和肯定相关的研究，进入全文方法
学筛选过程，信息不全者与作者联系。资料提取
内容包括研究者、研究类型、患者特征、治疗方
法、测量指标等。质量评价根据Cochrane随机对
照试验偏倚风险评估表进行评价[10]，包括随机分
组方法、分组方案隐藏、盲法、结果数据是否完
整、选择性报告研究结果和其他偏倚来源。意见
不一致时请第三名作者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异质性检验使用I 2检验，若无临床异质性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算法合并效应值（P＞0.1，I 2
＜50%），若异质性较大，则查找原因，去除对
研究影响较大的研究后进行比较；若不能找出
原因，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或描述性分析，检

验结果在森林图中列出。二分类数据采用比值比
（RR），连续性数据采用加权均数差（MD），
两者均以95%CI表示。发表偏倚情况采用漏斗图
进行评估。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检出543篇（图1），按照纳
入标准，通过阅读标题和摘要，剔除重复及明显
不符合的文献，最终纳入38个RCTs[11-48]。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 共纳入38个RCTs，
包括3773例患者，其中试验组1893例，对照组
1880例，均为随机对照试验。3篇[17,42,46]研究对象
为持续性房颤，35篇[11-16,18-41,43-44,47,48]研究为阵发
性房颤，1篇 [45]研究未阐明房颤类型。27篇 [11-20,
22-26,31,32,34-37,39,42,44-46]
文献比较了房颤复发例数，21
篇[12,13,16,18,20,22,26,27,29-31,33-35,38,40-44,47]文献比较了左房内
径，15篇[12,16,19-25,28,29,32,34,39,43]比较了CRP水平，23
篇[11,12,15,17-21,23,24,26,31,34-36,39,40,42,44-48]文献观察了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所有纳入文献均显示两组患者的基
线一致，表1。
2.3 纳入研究质量评价 根据Cochrane随机对照试
验偏倚风险评估表进行评价，纳入的38篇文献均
随机分组为治疗组与对照组，且两组患者的基线
资料均一致，其中6篇[13,17,30,33,38,44]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进行随机分组，1篇 [48]采用抽签法进行随机分
组，其余29篇文献均未交代随机序列生成方法；
35篇文献均未报道盲法、随机序列隐藏；7个研
究[13,17,18,20,34,35,44]的治疗组或对照组中有患者退出，
退出率均≤10%，1个研究[35]存在失防，失防率均
＜10%，均未作意向性分析，其余文献均无不完
整结局，纳入文献均无选择性报告，见图2~3。
2.4 疗效评价
2.4.1 房颤复发率 27个研究对房颤复发率进行
了评价，综合结果显示：各组间异质性较小
（P=0.99，I 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他汀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7月第12卷第7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July,2020,Vol.12,No.7

•

807 •

表1 纳入研究基本情况
纳入研究

样本量（T/C）

房颤类型

黄琼艳 2011[11]
韩凤波 2012[12]
黄寰 2016[13]
蒋少华 2010[14]
李月丽 2012[15]
梁海雁 2012[16]
林桐海 2014[17]
刘斌 2013[18]
刘伟利 2010[19]
刘亚楠 2013[20]
鲁其良 2010[21]
苗阳 2015[22]
万新立 2014[23]
王爱琴 2011[24]
王建峰 2012[25]
高宁 2014[26]
刘锐棠 2011[27]
王少黎 2007[28]
王萍 2009[29]
杨瀚晅 2017[30]
杨玲 2013[31]
余锁霖 2014[32]
张烽 2013[33]
张国英 2008[34]
张瑞红 2010[35]
张有利 2008[36]
赵慧艳 2010[37]
周鹏军 2015[38]
周祖勇 2008[39]
朱云民 2011[40]
丁善勇 2013[41]
李满生 2011[42]
李兴亚 2010[43]
李飞 2013[44]
潘从明 2013[45]
于海海 2018[46]
黎慧 2018[47]
赵娇 2019[48]

56/56
32/34
82/82
93/97
31/30
50/50
40/40
40/40
37/39
45/45
23/23
50/45
37/37
45/42
41/41
40/40
64/64
60/56
59/59
90/90
40/40
46/46
106/106
39/39
42/42
40/40
42/38
45/45
45/43
60/60
64/64
34/34
47/50
60/60
42/43
25/25
66/59
35/35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持续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阵发性
持续性
阵发性
阵发性
未交待
持续性
阵发性
阵发性

试验组
他汀种类
用法用量
辛伐他汀
20 mg qn
阿托伐他汀
20 mg qn
瑞舒伐他汀
10 mg qn
辛伐他汀
20 mg qn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瑞舒伐他汀
10 mg qn
瑞舒伐他汀
10 mg qd
瑞舒伐他汀
1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阿托伐他汀
1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辛伐他汀
20 mg qn
辛伐他汀
20 mg qn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瑞舒伐他汀
10 mg qd
阿托伐他汀
10 mg qd
辛伐他汀
20 mg qn
辛伐他汀
40 mg qn
瑞舒伐他汀
1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辛伐他汀
20 mg qd
辛伐他汀
40 mg qd
辛伐他汀
2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n
辛伐他汀
20 mg qd
瑞舒伐他汀
10 mg qd
辛伐他汀
40 mg bid
辛伐他汀
40 mg qn
阿托伐他汀
20 mg qn
阿托伐他汀
1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n
普伐他汀
20 mg qd
匹伐他汀
2 mg qd
辛伐他汀
20 mg qn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阿托伐他汀
20 mg qn
阿托伐他汀
20 mg qd

对照组

疗程（月）

随访时间（月）

结局指标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胺碘酮

12
18
12
3
18
10
12
12
6
12
12
6
12
6
6
12
12
6
24
12
18
12
3
12
12
24
12
3
12
12
12
6
12
6
6
12
3
6

12
18
12
12
18
10
12
12
6
12
12
6
12
6
6
12
12
6
24
12
18
12
12
12
12
24
12
12
12
12
12
6
12
6
6
12
12
6

①④
①②③④
①②
①
①④
①②③
①④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③④
①③
①②④
②
①③
②③
②
①②④
①③
②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④
①
②
①③④
②④
②
①④
②③
①②④
①④
①④
②④
④

注：结局指标：①房颤复发例数；②左房内径；③CRP；④不良反应

图2 纳入研究质量评价

类药物组房颤复发率21.02%低于对照组41.11%，
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51，95%CI：
0.45~0.58，P＜0.00001），表明胺碘酮联合他汀
类药物可使房颤复发率下降20.09%，图4。
按他汀类药物种类进行亚组分析，房颤复
发率在辛伐他汀组为22.36%，较对照组41.45%
低19.09%，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54，
95%CI：0.45~0.65，P＜0.00001）；房颤复发
率在阿托伐他汀组为18.82%，较对照组38.17%

低19.3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49，
95%CI：0.38~0.62，P＜0.00001）；房颤复发
率在瑞舒伐他汀组为16.96%，较对照组38.49%
低21.53%，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44，
95%CI：0.33~0.59，P＜0.00001）；房颤复发
率在匹伐他汀组为43.46%，较对照组64.91%低
21.0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68，
95%CI：0.48~0.96，P=0.03），图4。
按房颤类型进行亚组分析，在持续性房颤
中，他汀类药物组房颤复发率为22.34%，较
对照组45.83%低23.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R=0.49，95%CI：0.32~0.75，P=0.001）。
在阵发性房颤中，他汀类药物组房颤复发率为
21.28%，较对照组41.03%低19.7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RR=0.52，95%CI：0.46~0.60，P
＜0.00001），图5。
按随访时间进行亚组分析，在随访6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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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房颤复发率比较的Meta分析

图3 纳入研究质量评价

研究中，他汀类药物组房颤复发率为21.80%，
较对照组42.30%低2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R=0.52，95%CI：0.42~0.65，P＜0.00001）；
在随访10~12个月的研究中，他汀类药物组房颤
复发率为20.91%，较对照组40.97%低20.06%，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RR=0.51，95%CI：0.43~0.60，
P＜0.00001）；在随访18~24个月的研究中，他汀
类药物组房颤复发率为19.58%，较对照组38.89%
低19.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50，
95%CI：0.34~0.74，P=0.0005），图6。
2.4.2 左房内径 21个研究对治疗前后左房内径
的变化进行了评价，综合结果显示：各组间异
质性较大（P＜0.00001，I 2 =93%），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他汀类药物组治疗后LAD小于对照
组，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3.20，

图5 持续性与阵发性房颤中房颤复发率比较的Meta分析

95%CI：-4.15~-2.25，P＜0.00001），图7。
按他汀类药物种类进行亚组分析，辛伐他
汀组治疗后LAD小于对照组，且二者有统计
学意义（MD=-2.21，95%CI：-3.78~-0.64，
P=0.006）；阿托伐他汀组治疗后LAD小于对
照组，且二者有统计学意义（MD=-2.73，
95%CI：-3.75~-1.72，P＜0.00001）；瑞舒伐
他汀组治疗后LAD小于对照组，且二者有统计
学意义（MD=-5.05，95%CI：-8.58~-1.52，
P=0.005）；普伐他汀组治疗后LAD小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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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LAD小于对照组，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MD=-3.40，95%CI：-4.11~-2.68，P
＜0.00001），图8。
2.4.3 C-反应蛋白水平 15个研究对治疗前后
CRP的变化进行了评价，综合结果显示：各组
间异质性较大（P＜0.00001，I2=99%），采用随
机效应模型，他汀类药物组治疗后CRP小于对
照组，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88，
95%CI：-2.32~-1.43，P＜0.0001），图9。

图6 房颤复发率在不同随访时间比较的Meta分析

照组，且二者有统计学意义（MD=-3.40，
95%CI：-4.12~-2.68，P＜0.00001）；匹伐他汀
组治疗后LAD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D=-0.27，95%CI：-2.02~1.48，P=0.76），
图7。
按随访时间进行亚组分析，在随访6个月
的研究中，他汀类药物组治疗后LAD小于对照
组，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10，
95%CI：-1.89~-0.31，P=0.006）；在随访10~12
个月的研究中，他汀类药物组治疗后LAD小于对
照组，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2.64，
95%CI：-2.91~-2.38，P＜0.00001）；在随
访18-24个月的研究中，他汀类药物组治疗

图8 左房内径在不同随访时间比较的Meta分析

图9 他CRP比较的Meta分析

图7 左房内径比较的Meta分析

按他汀类药物种类进行亚组分析，辛伐他
汀组治疗后CRP小于对照组，且二者有统计
学意义（MD=-1.42，95%CI：-1.99~-0.84，
P＜0.00001）；阿托伐他汀组治疗后CRP小于
对照组，且二者有统计学意义（MD=-1.53，
95%CI：-2.16~-0.91，P＜0.00001）；瑞舒伐
他汀组治疗后CRP小于对照组，且二者有统计
学意义（MD=-3.90，95%CI：-4.27~-3.53，
P＜0.00001）；普伐他汀组治疗后CRP小于
对照组，且二者有统计学意义（MD=-3.28，
95%CI：-3.62~-2.94，P＜0.00001），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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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纳入的38个研究中，
有23个研究观察了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8个研
究[15,19,21,26,31,40,42,46]中未见严重不良反应，15个研究
[11,12,17,18,20,23,24,34-36,39,44,45,47,48]
中报道了他汀类药物组
中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5例，QT间期延长2例，
缓慢性心律失常6例，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异常13
例，肌酸激酶升高2例，肌痛但肌酶正常者1例，
出现消化道症状者6例，皮肤光过敏反应1例，中
枢神经系统症状者3例，角膜微沉淀6例，皮疹2
例；对照组中发生甲状腺功能异常3例，QT间期
延长1例，缓慢性心律失常8例，不同程度的肝功
能异常2例，消化道症状者5例，中枢神经系统症
状者1例，角膜微沉淀5例，皮疹1例。其余15篇
文献均未提及安全性和不良反应。异质性检验

发现两组研究结果异质性小（P=1，I 2=0%），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他汀类药物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7.00%较对照组3.93%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RR=1.73，95%CI：1.11~2.71，P=0.02）；
且他汀能显著增加房颤患者肝功能异常的发生率
（RR=2.83，95%CI：1.13~7.13，P=0.03）（表
2，图10~11）。
2.5 发表偏倚和敏感性分析 房颤复发率倒漏斗图
显示左右明显不对称，存在发表偏倚，与阴性结
果未报道有关（图12）。敏感性分析逐一删除各
项研究重新合并数据，结果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并改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再分析，结局并未发生
改变，说明结果稳定性好。
3 讨论

表2 不良事件报告表
研究者
黄琼艳 2011[11]
韩凤波 2012[12]

不良事件报告情况
治疗组
对照组
甲状腺功能亢进1例，QT间期＞0.58 ms 1例
心率＜50次/min 1例
心动过缓3例，心率在50~60次/min，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轻度升高2例
心动过缓3例，心率在50~60 次/min，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轻度升高1例
林桐海 2014[17] 甲状腺功能异常2例，震颤和其它锥体外系症状1例，皮肤光过敏反应 甲状腺功能异常1例，急性肝脏功能损害1例
刘斌 2013[18]

1例，急性肝脏功能损害1例
恶心2例，头痛1例，肝功能一过性异常2例，甲状腺功能亢进1例

便秘、腹胀2例，口干、食欲不振1例，

刘亚楠 2013[20]
万新立 2014[23]
王爱琴 2011[24]
张国英 2008[34]
张瑞红 2010[35]
张有利 2008[36]
周祖勇 2008[39]
李飞 2013[44]

甲状腺功能减退1例，转氨酶明显升高1例，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1例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轻度增高2例
转氨酶轻度升高1例，出现肌肉酸痛1例，查肌酶未见明显异常
无
严重肝功能异常1例，心率＜50 次/min 1例
肌酸激酶轻微增高1例
谷丙转氨酶轻度升高1例，磷酸肌酶轻度升高1例
显著窦性心动过缓1例，ALT明显升高1例，QT间期延长＞0.5 s 1例

QT间期延长（＞0.45 s）1例
无
甲状腺激素水平轻度增高1例
无
严重心动过缓（心率＜50 次/min）1例
心率＜50 次/min 1例
无
无
显著窦性心动过缓1例，严重的房室传导阻滞1例，

潘从明 2013[45] 消化道症状1例，丙氨酸转氨酶升高1例
黎慧 2018[47]
角膜微沉淀3例，腹部不适1例，皮疹1例
赵娇 2019[48]
角膜微沉淀3例，皮疹1例，腹部不适2例

甲状腺功能亢进1例
头晕1例
角膜微沉淀2例，腹部不适1例，皮疹1例
角膜微沉淀3例，腹部不适1例

图10 不良反应比较的Meta分析

图12 漏斗图

图11 肝功能异常比较的Meta分析

3.1 研究质量分析 本系统评价中纳入研究的试验
质量普遍较低，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①
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临床试验，且无样本
含量的估算。②纳入文献普遍存在仅提“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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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仅7篇文献描述了随机方法，所有研究均
未交待隐匿方案，7篇文献提及退出或失防，但
未进行意向性分析，文献质量总体偏低，影响了
本系统评价的证据强度。Meta分析漏斗图明显不
对称，提示各研究存在发表偏倚。
3.2 研究间的异质性 对LAD、CRP进行分析时均
发现研究间异质性较大，探讨其来源可能为研究
对象的左房内径的纳入标准不同，或病情严格程
度不同、样本量差异较大、随访时间不相同以及
指标计算精确度之间有差异，从而降低结果的可
靠性。
3.3 疗效分析 研究表明，冠脉旁路移植术前使用
他汀可减少围术期房颤发作[49]，与安慰剂比较，
接受阿托伐他汀治疗的患者术后房颤发生率明显
下降，同时可缩短患者术后ICU监护时间及房颤
持续时间[50]。阿托伐他汀可减少房颤复发[51]，一
项Meta分析表明他汀可以作为房颤的二级预防治
疗[52]。他汀可以降低房颤的发病率，且独立于其
降脂效应[53]。C-反应蛋白作为一种重要的炎性标
志物，参与局部或全身炎症反应。研究发现[54]，
CRP水平的增高可引起心房的结构重构和电生理
重构，并可启动和维持房颤。研究发现[55]，房颤
患者CRP水平是对照组的2倍，窦性心律人群高
水平的CRP与未来房颤的发生存在相关性[56]。一
个前瞻性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增加的血清CRP水
平可以预测房颤电复律后的复发[57]。他汀类药物
通过抗炎、抗氧化、调节内皮功能、改善离子通
道传导等作用抑制房颤引发的心房重构[58-61]。本
系统评价Meta分析的结果显示，他汀类药物对减
少房颤的复发率、对LAD、CRP改善的临床疗效
均优于对照组。敏感性分析显示结果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因此可以认为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较
单用胺碘酮能有效减少房颤的复发，并改善左房
内径的扩大。
3.4 安全性分析 13篇研究报道了不同严重程度
的不良反应，且他汀类药物组不良反应高于对照
组。他汀类药物和胺碘酮均有肝功能异常的不良
反应，针对肝功能异常发生率进行比较，发现他
汀类药物组肝功能异常明显高于对照组，因此临
床上使用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治疗房颤时需严
密监测肝功能，以防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本系统评价分析显示，就当前所能获得的临
床证据，他汀类药物联合胺碘酮对治疗房颤有较
好疗效。但鉴于现有研究存在方法学上的缺陷及
可能受到各种偏倚的影响，降低了结论的可靠
性。故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设计合理、多中心、
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其疗效；研
究中应详细报告随机分配序列的产生和随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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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藏，尽可能地应用盲法，应报告样本含量的
估算，详细报告试验中病例的退出和脱落情况，
并进行意向性分析，对药物安全性方面的可靠分
析，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出详细评价，为临床
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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