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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超声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在冠心病
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治疗效果
杨文节1，乔锐1，张宜春1，姜明1
【摘要】目的 探讨血管内超声（IVUS）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
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的疗效。方法 选取2015年5月至2018年8月于安庆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治
疗的77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术中有无采用IVUS检查，将其分为观察组（IVUS联合
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治疗）41例，对照组（单纯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治疗）36例，并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
结果 观察组手术时间为（52.27±6.03）min，长于对照组的（29.94±5.05）min（P＜0.05）；术后随访1
年观察组支架内再狭窄以及血栓形成发生率分别为2.44%和0，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9.44%和13.89%（P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狭窄程度较术前显著降低，最小血管直径较术前显著增加，且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其余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IVUS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用于冠心
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提升了支架置入治疗效果的同时，又可降低再狭窄等远期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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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VUS) combined with rapamycin

eluting stenting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ccompanied by diabetes mellitus (CHD-DM). Methods
CHD-DM patients (n=77)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Anqing Municipal Hospital from May. 2015
to Aug. 2018.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they received IVUS examination during stenting,
into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VUS combined with rapamycin eluting stenting, n=41) and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nly rapamycin eluting stenting, n=36). The clinical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in 2 groups. Results The stenting time

was longer in observation group (52.27±6.03) min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29.94±5.05, P<0.05). After followedup for 1 y, the incidence rate of in-stent restenosis was 2.44% observation group and 13.89% in control group, and
incidence rate of thrombosis was 0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19.44%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everity of in-stent
restenosi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minimum vessel diameter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 groups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control group (P<0.05). Other indexe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VUS combined with rapamycin eluting stenting can improve curative effect as well as
reduce incidence rates of long-term in-stent restenosis and other complications in CHD-DM patients.
[Key words]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Rapamycin; Drug eluting st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iabetes
mellitus; Restenosis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作为心
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其多发于中老年人，随着
年龄增长，该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升高趋势[1]，
且已有呈现年轻化趋势。目前对于该病的治疗是
以经皮冠状动脉（冠脉）介入治疗为主，而药物
洗脱支架在临床的应用又为该病的治疗提供了新
的方式，其可快速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能明
显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但部分患者合并
存在糖尿病，其治疗后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管再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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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等远期并发症，较于非糖尿病患者，其发生率
增高了2~4倍[2]，从而需临床医师积极面对。有报
道在IVUS指导下施行冠脉支架置入术，可明显降
低术后再狭窄发生率[3]。为提高治疗效果及降低治
疗后血管再狭窄发生率，2015年5月~2018年8月于
安庆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对41例冠心病合并糖尿
病患者予以血管内超声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治
疗，效果满意，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5年
5月~2018年8月于安庆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
的77例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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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采用血管内超声，将其分为观察组（血管
内超声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治疗）41例，对照
组（单纯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治疗）36例。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冠心病诊断标准；所有患者
均符合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版）的诊断
标准 [4]；相关检查无明显介入手术禁忌证。排除
标准：患者存在活动性出血；患者存在肝肾功能
不全；患者存在凝血功能障碍；存在阿司匹林、
肝素钠以及雷帕霉素等过敏的患者；有严重基础
性疾病经评估未能耐受手术者；术后失访患者。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予以施行。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前均积
极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感染性疾
病筛查、心电图、心脏彩超、肝胆胰脾彩超等检
查。①观察组：患者取平卧位，常规对手术区域
进行消毒铺巾。以右侧桡动脉为穿刺点（若桡动
脉无法操作改用股动脉），经选择性左右冠脉造
影导管对病变血管进行造影显示，记录病变血管
狭窄程度。依据造影结果，以JR/JL/EBU等导管
为基础，将导丝推送至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
远端，并向冠脉内注入硝酸甘油100 μg，而后将
Bostonscience超声导管借助于血管内导丝送至血
管远端，将IVUS探测结果（血管面积及狭窄程度
等）由远及近予以记录。而后将超声导管予以撤
出，再将球囊借助于导丝进入并扩张病变最狭窄
处，于病变最狭窄处植入雷帕霉素洗脱支架并释
放。将IVUS导管推送至血管远端，检查结果显示
支架贴壁情况，必要时应用球囊后扩张（尤其是
钙化病变）。如贴壁良好，无明显夹层等表现，
将IVUS导管予以退出后，最后再进行一次造影检
查，结果良好，血流TIMI 3级，过程顺利，退出相
关器械后，对穿刺点进行加压包扎止血，患者生
命体征平稳后安返病房。②对照组：本组患者术
中未施行IVUS检查，雷帕霉素涂层支架手术治疗
步骤基本同于观察组。
1.3 观察指标 ①手术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以及住院时间。②治疗前后病变血管最狭窄
处直径狭窄率以及最小血管直径。③术后近期并
发症：肺部感染、心绞痛以及出血。④随访1年
记录出血、再狭窄、血栓形成、心绞痛、心功能
不全、心律失常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计数资料用χ 2检验，计量资料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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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经统计，2组患者性
别、年龄、糖尿病史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P＞0.05）（表1）。
2.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比较 本组77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死亡病例。观察组
手术时间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观察组术中出血量虽多于对照组，
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狭窄程度及最小血管直
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狭窄程度较术前显著降
低，最小血管直径较术前显著增加，且观察组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2.4 两组患者术后近远期并发症比较 所有患者术
后均获得随访，随访中位时间为14个月（13~18
个月）。术后随访1年支架再狭窄以及血栓形成
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观察组术后出血发生率虽多于
对照组，术后随访1年临床症状（心绞痛、心功
能不全、心律失常）发生率虽少于对照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n）
41
36
-

男/女
26/15
22/14
0.043
0.836

年龄（岁）
58.11±7.83
59.35±7.91
-0.690
0.492

糖尿病史（年）
6.2±1.2
6.4±0.9
-0.818
0.416

表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n）
41
36
-

（ml）
18.90±4.17
15.42±4.89
1.220
0.226

（min）
52.27±6.03
29.94±5.05
17.483
＜0.001

（d）
7.80±1.69
7.97±1.75
-0.426
0.671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狭窄程度及最小血管直径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41
36
-

狭窄程度（%）
术前
术后
79.05±3.44 7.39±4.21
79.22±3.39 10.58±4.73
-0.222
-3.136
0.825
0.002

最小血管直径（mm）
术前
术后
0.92±0.17 3.52±0.29
0.95±0.17 3.01±0.28
-0.588
7.676
0.558
＜0.001

表4 两组患者术后近远期并发症比较（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值

例数
41
36
-

出血
2（4.88）
0（0.00）
0.390
0.532

心功能不全
0（0.00）
1（2.78）
0.004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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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
1（2.44）
2（5.56）
0.013
0.908

心绞痛
0（0.00）
1（2.78）
0.004
0.948

再狭窄
1（2.44）
7（19.44）
4.268
0.039

血栓形成
0（0.00）
5（13.89）
4.017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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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冠心病是因冠脉粥样硬化而发生狭窄、堵塞
或者痉挛，从而导致心肌缺血或坏死而引发的心
脏病，其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糖
尿病既是冠心病的重要致病因素，又是冠心病患
者发生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冠心
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相较于单纯冠心
病患者而言，其表现更为特殊，通常呈现为多
支、分叉以及弥漫性病变，同时血栓负荷又较
重等 [5]。患者更易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且又有
较重的临床症状，同时死亡风险亦显著增加。
该病的治疗原则是将心肌血流灌注予以提高，并
将冠脉管腔予以开通，从而有效提升该病的诊疗
效果，并降低患者的病死风险。随着经皮腔内冠
脉成形术（PTCA）于1977年被成功应用于临床
后，对于冠心病的治疗也由此而步入了介入治疗
的时代。目前其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冠脉搭桥术
以及介入治疗，而其中又以介入治疗发展尤其迅
速，并已作为缓解患者心绞痛以及降低急性心肌
梗死病死率的重要治疗方式[6]。
目前用于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方法较多，如支
架置入术、冠脉内膜旋磨术以及药物涂层球囊
（DCB）等。支架又包括裸金属支架（BMS）、
药物洗脱支架（DES）以及生物可降解支架
（BVS）等。BMS对处在中远端和交叉点的病变
血管患者，以及血管严重钙化、高龄而心功能较
差、较易出现血栓的患者，则有较高的治疗安全
性，但治疗后血管再狭窄率可高达30% [7]。DES
则是在BMS的表面予以良好生物相容性涂层以及
药物（如紫杉醇以及雷帕霉素等），其通过将平
滑肌的增生予以抑制，从而可使血管再狭窄率显
著降低，但其可使血管内皮化延迟，从而导致
支架内有较高的血栓发生率 [8]。BVS相较于传统
的 BMS以及DES，其更有利于血管正性重构，通
过对血管内皮修复以及内皮功能恢复进行促进，
从而达到降低晚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风险 [9]。冠
脉内膜旋磨术则是将冠脉内粥样硬化斑块以及钙
化组织通过带有超高速旋转的转头Rotablator碾
磨成极细的微粒，以达到消除阻塞血管腔斑块的
目的，且早期手术成功率较高，但却能显著降低
并发症的发生率[10]。而DCB作为一种半顺应性的
扩张球囊，其将抗细胞增殖药物（如雷帕霉素、
紫杉醇等）均匀涂在球囊表面，在接触血管壁时
被快速释放在血管病变处，从而实现抑制再狭窄
的目的 [11]。相比于DES，DCB既能有效预防血管
再狭窄，同时又可使局部血管无多聚物和（或）
金属支架的遗留，使血管还能维持原有的解剖结
构，并避免血流受支架的影响，以至于晚期血栓

形成得以减少，并能缩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时
间。对于存在血管再狭窄高危病变因素的，如胰
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患者，则可能需增加药物剂量
或采取其他措施才能起效。而对于多支病变以及
弥漫性病变患者而言，若行介入治疗，则需予以
长支架及多支架的置入，其也导致血管再狭窄以
及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的发生率增加[12]。
本研究中DES所携带的药物均为雷帕霉素，其
作为免疫抑制剂在平滑肌细胞有丝分裂的各个时
相发挥作用，通过抑制平滑肌细胞及新生内膜的
增生，从而达到预防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的目的，
但支架内再狭窄仍存在3%~20%的发生率[13]，在本
研究中对照组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为。有研究显
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因其高胰岛素血症及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系统活性的提升，则有可能是导
致冠心病患者发生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原因之一[14]。
同时雷帕霉素又会对内皮细胞的功能造成损伤，
因促进血小板聚集而导致血栓形成，也使得临床
医师需关注迟发性支架内血栓这一重点问题。既
往对于冠心病患者的冠脉病变的诊断主要依托于
冠脉造影（CAG），但其对血管壁结构的显现效
果较差，同时对于病变动脉狭窄程度不明的中间
部分未能予以检测，因表现的血管狭窄程度不
一，故而未能予以准确诊断[15]。而CAG对冠脉狭窄
的评估主要参照于周边正常血管，故而也使得血
管病变严重程度的判断呈偏低表现[16]。针对以上问
题，IVUS通过将超声技术结合导管技术[17]，因其
优越的图像质量以及空间分辨率，使其在冠心病
合并糖尿病患者介入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IVUS通过将超声探头直接置于血管腔内，
不仅能够显示管腔以及血管的直径、结构和形态
等信息，还能够提供斑块负荷、构成以及血管重
塑情况[18]，并可将钙化以及血栓病变予以鉴别，从
而有助于临床医师对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的性质、
严重性及稳定性等情况进行明确，从而制定相应
的治疗方案。
通过对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予以施行IVUS
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治疗，其既能够对斑块病
变长度、负荷程度予以明确，还可以参照血管管
径大小，从而对支架的选取起到指导作用，并能
够使支架置入的准确性得以提升，也充分保障了
支架置入后能够完全膨胀、贴壁良好且完全覆盖
于病变部位[19]。在本研究中，通过IVUS检查，在
手术治疗前后，观察组血管的狭窄程度以及最小
径改善情况较对照组明显，体现了IVUS检查的积
极意义。而在支架置入后又通过IVUS对支架位
置和大小以及贴壁程度等进行观察，同时注意是
否存在夹层情况，避免发生支架置入后过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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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贴壁不良等情况，以此来有效降低再狭窄以
及血栓形成等发生的风险[20]。本研究中通过采用
IVUS检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支架内再狭窄以及血
栓形成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该检查在冠
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行介入治疗中应用，能够改
善患者的远期疗效，进而改善生活质量。在近期
并发症方面，主要考虑加强了围手术期的管理，
从而两组患者无明显差别。而在随访1年观察组
临床症状（心绞痛、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发
生率虽少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要
考虑术后院外积极加强药物治疗所致。虽IVUS
检查取得了较积极的治疗效果，但手术时间延长
亦是临床医师需要注意的问题，随着手术时间延
长，抗凝药物的使用量及时间亦随之增加，从而
增加了出血风险，但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出血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而提升术者的操作技巧以
此来减少手术时间对患者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是
今后需积极攻克的方向。
综上所述，IVUS联合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用于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提升了支架置入
治疗效果的同时，又可降低再狭窄等远期并发症
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且随访时间较短，需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及延长
随访时间来进一步研究证实。
参考文献
[1]
[2]

[3]

[4]
[5]

毕旭明. 瑞舒伐他汀联合曲美他嗪对冠心病的疗效[J]. 中华心脏
与心律电子杂志,2019,7(4):214-6.
王振,徐通达,李东野.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术后支架内再狭窄预测因素分析[J]. 安徽医药,2019,
23(9):1821-5.
毛幼林,袁义强,王瑞敏,等. 冠状动脉血管内超声在冠心病冠状动
脉病变特点及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中的应用[J]. 中国临床医生
杂志,2019,47(2):170-2.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
版)[J]. 中华糖尿病杂志,2018,10(1):4-67.
Jia S,Mi S,Zhou Y,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diabetes mellitus[J]. Ir J Med Sci.

•

885 •

2016,185(2):529-36.
[6] 吴丹. 冠心病患者的介入治疗[J]. 中国保健营养,2017,27(13):83-4.
[7] 刘朵.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研究进展[J]. 现代医药卫生,2019,
35(11):1671-4.
[8] Abdelmegid MA,Ahmed TA,Kato M,et al. Drug-eluting stents or
balloon angioplasty for drug-eluting stent-associated restenosis:
An observational follow-up study of first-time versus repeated
restenosis[J]. J Saudi Heart Assoc,2017,29(2):76-83.
[9] Lefèvre T,Haude M,Neumann FJ,et al. Comparison of a novel
biodegradable polymer sirolimus-eluting stent with a durable
polymer everolimus-eluting stent: 5-year outcomes of the
randomized BIOFLOW-II Trial[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8,11(10):995-1002.
[10] Kawamoto H,Latib A,Ruparelia N,et al. Planned versus provisional
rotational atherectomy for severe calcified coronary lesions: Insights
From the ROTATE multi-center registry[J].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16,88(6):881-9.
[11] 管考华,杨巍,刘世诺,等. 药物涂层球囊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
应用[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5):1297-300.
[12] Zbinden R,von Felten S,Wein B,et al. Impact of stent diameter
and length on in-stent restenosis after DES vs BMS implantation
in patients needing large coronary stents-A clinical and healtheconomic evaluation[J]. Cardiovasc Ther,2017,35(1):19-25.
[13] Alraies MC,Darmoch F,Tummala R,et al.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challenges of in-stent restenosis in coronary arteries[J]. World J
Cardiol,2017,9(8):640-51.
[14] 陶丹丹.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中的支
架选择的研究[J].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2019,25(9):108-9.
[15] 田乃亮,叶飞,张俊杰,等. 冠状动脉造影和血管内超声引导药物洗
脱支架植入治疗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病变远期效果的对比研究[J].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16,32(5):459-63.
[16] 白延平,徐凯,董海,等. 血管内超声表现不同的冠状动脉斑块临
床特点比较[J].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16,15(2):102-6.
[17] Bavishi C,Sardar P,Chatterjee S,et al.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guided
vs angiography-guided drug-eluting stent implantation in complex
coronary lesions: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trials[J]. Am Heart
J,2017,185(3):26-34.
[18] 梁利平,朴哲浩,林小叶,等.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和血管内超声在
PCI术中的应用比较[J]. 中国实验诊断学,2018,22(12):2206-7.
[19] 高晓飞,蒋晓敏,肖平喜,等. 血管内超声在冠状动脉疾病诊断和介
入治疗中的应用[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5,15(24):4790-3.
[20] 徐占领. 冠状动脉血管内超声检查对冠心病冠脉支架置入术的
应用价值[J]. 安徽医药,2019,23(4):665-8.
本文编辑：姚璐

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E-mail：ebcvm_cj@126.com；联系电话：010-84008479

网址：www.ebcvm.cn/www.ebcvmcj.com/www.ebcvmcj.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