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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稳定性冠心病包括明确诊断的无心绞痛症状冠心病患者和稳定性心绞
痛患者。稳定性心绞痛需要满足以下标准：近 60 天内心绞痛发作的频率、持续
时 间、诱因或缓解方式没有变化；无近期心肌损伤的证据。明确诊断的冠心病
指有明确的心肌梗死病史、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cabg）术后患者及冠状动脉造影或无创检查证实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有确切
心肌缺血证据的患者。有关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的诊断和治疗的内容，请参见中国
《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1]。
慢性稳定性冠心病的管理包括危险评估和二级预防的内容，二级预防的首要
目标是预防心肌梗死和死亡，从而延长寿命;第二个目标是减轻心绞痛症状，减
少 缺血发生，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是冠心病治疗的基础。对
于所有的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应建立合理的慢性病管理系统进行管理，这要求各
地卫生系 统、保健机构、医院和完整的保健实施系统通力合作；通过电话、网
络、门诊等多个途径，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建立交互的网络管理平台，纳入所有
管辖患者。管理 的内容包括冠心病康复的各个方面：定期评估和控制血压、血
脂、血糖等危险因素、改善生活方式（饮食教育、运动等生活方式调节及精神神
经因素调节等）、二级 预防药物治疗、判断何时需要进行 pci 和 cabg 等。通过
这样的管理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降低再次住院率，控制或延缓冠心病进展，
减少冠心病并发症， 降低病残率和病死率，控制心肌缺血/心绞痛症状，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本共识将就慢性稳定性冠心病管理实践中常见的问题，如生活方式
的改善、危险因素的控 制、运动康复、心肌缺血/心绞痛症状控制及精神心理康
复等方面的内容作重点介绍。
1

稳定性冠心病的危险评估

稳定性冠心病的危险评估应根据临床评估、左心室功能、负荷试验及冠状动
脉造影检查结果综合判断。
1.1

临床评估

病史、症状、体格检查、心电图及实验室检查可为预后提供重要信息；心绞
痛发作的次数和诱发心绞痛发作的活动量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是主要的预
后 因子。有外周血管疾病、糖尿病者预后不良。心电图有陈旧性心肌梗死、完
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lbbb）、左室肥厚、二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心房颤动、分
支阻 滞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也增高。
1.2

负荷试验

根据运动时间、st 段压低程度和运动中出现心绞痛的程度可以对患者进行
危险分层。duke 活动平板评分＝运动时间(min)-5×st 段下降 (mm)-(4×心绞痛

指数)是有价值的分层标准。其中心绞痛指数的定义为：运动中未出现心绞痛评
0 分，运动中出现心绞痛评 1 分，因心绞痛终止运动试验评 2 分。duke 评分≥5
分属低危，1 年病死率平均为 0.25％；-10 分～4 分为中危，1 年平均病死率为
1.25％；≤-11 分属高危，1 年平均病死率为 5.25％。duke 评分对 75 岁以上老
年人预后判断的价值可能会受影响。超声负荷试验有很好的阴性预测价值，负荷
试验阴性者死亡或心肌梗死年发生率 ＜0.5％，负荷试验引起室壁运动异常加重
者提示危险性高。核素检查也是主要的无创危险分层手段，运动时心肌灌注正常
者预后良好，心脏性猝死、心肌梗死的 年发生率＜1％，与正常人群相似；运动
时出现灌注异常者属高危患者，每年病死率＞3％，血管重建治疗能改善此类患
者的预后。
1.3

左心室功能

左心室功能是长期生存率的预测因子，lvef＜35％的患者年病死率＞3％。
合并三支血管病变的稳定性心绞痛男性患者，如心功能正常，5 年存活率可达到
93％；如心功能减退，则 5 年存活率仅为 58％。
1.4

冠状动脉造影

冠状动脉造影是预测预后的重要指标，无创检查提示高危的患者应进行冠状
动脉造影。
cass 注册登记资料[2]显示，冠状动脉正常者 12 年的存活率为 91％，
单支病变者为 74％、双支病变者为 59％，三支病变者为 50％，左主干病变预后
不良。左前降支近端病变对存活率的影响也比较大，血管重建治疗可以 降低病
死率。
2
2.1

稳定性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控制
患者教育

在稳定性冠心病的管理中，对于患者的教育至关重要，有效的教育可以使患
者全身心参与治疗和预防，减轻对病情的担心与焦虑，了解疾病过程、预后、治
疗 方案、心肌缺血恶化的信号，以便更好地依从治疗方案和控制危险因素，从
而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病死率，在必要和适当时寻求医疗援助。患
者教育可 以在各种医疗团队中通过各种方式完成，可以正规授课和（或）在看
病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建立网络教育平台。患者教育内容包括：帮助患者了解各
类药物的使用和 益处，正确使用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等药物；何时拨打急救电
话，提高患者对急性心脏事件的认识程度；提供给患者教育材料，干预可改变的
危险因素等。需要定期 对患者随访，关于随访频率没有明确的共识，应个体化
制定患者正在进行中的治疗需求和随访。
2.2

治疗性的生活方式改善

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早发心血管病的家族史、吸烟、
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缺乏体力活动、饮酒等。

2.2.1

吸烟

临床研究显示，吸烟使心血管疾病病死率增加 50％，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与
吸烟量直接相关。吸烟还与血栓形成、斑块不稳定及心律失常相关。戒烟对心脏
病 人的好处毋庸置疑，观察性研究明确显示，戒烟 1～2 年可使因吸烟所增加的
冠心病危险下降 50％，戒烟的获益在最初数月即可出现，戒烟 5～15 年后危险
可接 近于不吸烟者[3]。作为冠心病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戒烟具有良好的成本
/效益比，戒烟所需花费通常要小于继续吸烟的花费，但获得的生存益处却很大。
发生 心脏事件后，患者往往更容易意识到吸烟的严重危害，因此这时是督促患
者戒烟的大好时机。目前，已有一些行为及药物治疗措施，如尼古丁替代治疗、
选择性烟碱 乙酰胆碱受体部分激动剂伐尼克兰等，可以协助患者戒烟。
所有冠心病患者每次就诊时，均须详细询问吸烟史，劝告所有吸烟者戒烟，
应采取咨询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并提供相关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建议患者
避免工作和回家后接触有烟环境。
2.2.2

营养和肥胖

建议患者食用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食物，增加食物的种类、限制能量的摄入，
鼓励摄入水果、蔬菜、谷物和鱼，每日脂肪摄入占能量的 30％，饱和脂肪酸仅 占
其中三分之一，限制盐的摄入，每天摄入盐量应<6g。常见食物的脂肪含量如表
1-1 所示。具体饮食建议可参考中国肥胖防治指南[4]。
表 1-1

常见食物的脂肪含量

按照中国肥胖防治指南定义，肥胖指体重指数(bmi)≥28kg/m2；腹形肥胖指
男性腰围≥90cm，女性≥80cm。肥胖多伴随其他促发冠心病 的危险因素，减轻
体重有利于控制其他多种危险因素，减重 5％～10％可以降低血压、胆固醇、降
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严重程度，改善糖耐量。缓慢持 续的减重是最
理想的减肥方法（0.5~1kg/周），1kg 脂肪储存了 7700 卡（1 卡=4.18j）热量，
如果每天摄入减少 500 卡，就可以达到每周减 少 0.5kg 的目的。快步走 15~20

分钟，可以消耗约 100 卡热量。每月测 1 次腰围并做好记录，有助于让患者看到
自己的进步，提高减肥的效果。
建议每天应摄入蔬菜 300~500g，水果 200~400g，谷类 250～400g,胆固醇少
于 300mg/d，食用油少于 25～30g，每日饮水 量 1200ml。限制饮酒。每日啤酒
355ml,红酒 2 两，白酒 1 两。减少钠盐摄入，每天食盐控制在 6g 以内，每天钾
盐摄入≥4.7g。控制体重，维持 BMI 在 18～24kg/m 2。
2.2.2

运动

运动的益处远远大于危险。在有监护的心脏康复运动中，出现严重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率非常低(约 117 000 人小时出现 1 例)，发生致死性心血管事件的几率
更低，为 750 000 人小时出现 1 例。如果逐渐增加运动量，心血管事件的危险会
更低。多数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在进行中等量的运动时不需要医护人员监护。
运动应尽可能与多种危险因素的干预结合起来，成为冠心病患者综合治疗的
一部分。资料显示，运动锻炼能减轻患者症状，改善运动耐量，提高生活质量，
减 轻核素显像的缺血程度及动态心电图上的 st 段压低。运动还可以通过降低血
压、降低运动时抵抗、减轻体重、改善血脂代谢等途径降低心血管病危险。
所有冠心病患者都应有书面的运动计划，并记录运动中是否出现症状。开
“运动处方”前，应对患者进行评估，包括患者的病史、用药情况、体格检查和
日常 运动量，以确保没有运动的禁忌证。应根据患者是否存在并发疾病，是否
存在因长期不活动导致的功能下降、肌肉萎缩、平衡能力下降和感觉异常，对患
者进行运动 指导。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和类型（fitt）要求如表 1-2。
表 1-2

稳定性冠心病患者运动的频率、强度、时间和类型（fitt）要求

急性冠脉综合征康复期、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
后但临床稳定的患者，应该接受 12 周的运动康复治疗，在此期间需要有医护人
员 监护。多数冠心病患者可按表 1-3 逐渐增加运动量。严重冠心病患者可以从
少量多次的轻微活动开始，如平路散步，持续 2~10 分钟，可隔天一次。最初的
目标 是增加运动频率和持续的时间，达到每天活动 30 分钟以上后再增加运动强
度。

表 1-3

冠心病患者逐渐增加运动量的方案

根据所有患者当前的运动情况进行评估，已经规律进行运动的患者要强调益
处并鼓励患者维持下去；对于缺乏体力活动的患者要加强和患者的沟通，充分告
知 患者运动的益处，并为患者选择可行的方案，定期随访调整运动处方。如果
剧烈运动诱发心绞痛加重或延长，则应重新修订运动处方，以避免诱发或加重缺
血。
2.2.3

危险因素的控制

（1）控制血压：通过生活方式改变及使用降压药物，将血压控制于
140/90mmhg 以下，对于糖尿病及慢性肾病患者，应控制在 130/80mmhg 以下。选
择降压药物时，应优先考虑 β 受体阻滞剂和(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
类药物。
（2）调脂治疗：脂代谢紊乱是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冠心病患者应积极
纠正脂代谢紊乱，流行病学资料提示，ldl-c 每增加 1％，冠状动脉事件的危 险
性增加 2％~3％。调脂治疗的首要目标是 ldl-c，冠心病患者应接受积极的降低
ldl-c 的治疗。tg 与冠心病危险的相关性多与其他因素(包括糖尿 病，肥胖，高
血压，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有关。目前尚不清楚针对高
tg 的治疗是否能够降低初发或复发冠心病事件的风险。具体调脂治疗 的药物见
治疗部分。

（3）糖尿病：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应立即开始纠正生
活习惯及使用降糖药物治疗，使糖化血红蛋白(ghba1c。)在正常范围 (≤6.5％)。
荟萃分析[5]显示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在 5％以上者每增加 1％，心血管事件和死亡
率相应的增加 20％。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组 (ukpds)的研究[6]表明，使用二
甲双胍治疗肥胖型 2 型糖尿病患者，患者心肌梗死的危险显著减少。基于患者心
血管危险因素的不同，糖化血红蛋白的控 制目标应该有个体差异。
糖尿病患者的控制目标为：空腹血糖<6mmol/l(108mg/dl)，糖化血红蛋白
≤6.5％，在没有低血糖发生的情况下，ghba1c 的目标要尽可能的接近 6％。具
体药物参见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和稳定性冠心病患者血糖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
（4）代谢综合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除降低 ldl-c 以外，把纠正代谢
综合征作为一个特定的二级治疗目标，可以减少未来冠心病事件的危险。诊断为
代谢综合征的患者，治疗的目标是减少基础诱因(如肥胖、缺乏锻炼)和治疗相关
的脂类和非脂类(如高血压、高血糖)危险因素。
2.2.4

社会心理支持和其他

（1）社会心理支持：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心理社会因素对冠心病的预后有
影响，社会经济状态差、缺少社会支持、工作和家庭压力大、负性情感（包括抑
郁症和敌意）均会恶化预后。
在面对冠心病的威胁，陌生的检查处理环境和程序，以及预后不确定的情况
下，患者产生心理反应是常见的、可以理解的。这既可以表现为过分焦虑、过度
追求检查和医生的保证；也可以表现为否认疾病，从而拖延、耽误必要的诊治措
施。
因此，需要医务人员在技术服务同时，对面临生命威胁和生活转变的患者，
给予心理帮助。对于新诊断的患者，这个帮助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康复过
程 中的适应情况。合理的安慰、保证是重要的基本干预，放松技术和其他压力
管理（stress management）可以使患者受益。恰当的处理方案可以减少患者对
药物和手术的需求（lewin b et al. 1995）。对自我管理计划的随机对照试验
显示，这种方法可以改善新诊断为心绞痛的患者的症状、心理状况和功能状况
（lewin rj et al. 2002）。
即便如此，抑郁症状在冠心病稳定期的患者中仍然常见，估计患病率在 15％
~30％（kop，2001），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建议在冠
心病患者中常规筛查抑郁症患者，并予以恰当处理（治疗）（lichtman，2008）。
冠心病伴发焦虑障碍的流行情况不如伴发抑郁研究得充分，但急性冠脉病变
的患者焦虑症状明显增多，在慢性心脏病中占到 5％～10％（sullivan et al.
2000）。多数患者因其双亲中的同性别者死于冠心病，会有意识地联想自己也会
不可避免地死于该年龄段，从而导致明显的警觉、回避和其他焦虑行为。

另外，一些特殊情况下，患者的情绪问题可能更为突出，如出现慢性心力衰
竭的患者，内置型自动除颤器患者，其中部分患者需要医生的特别关注。
如果医疗过程中的正常安慰和保证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带有心理帮助的康复
方案也难以改变患者的情况，应当请专科医生会诊，协助解决困难。
（2）雌激素替代治疗:曾被提倡用于绝经期后妇女，但随机研究并未能显示
冠心病妇女用药后 4 年随访的心血管事件的减少。女性健康启动计划 (woman
health initiative)显示，雌激素替代治疗对整个健康的危害超过其受益。
hersⅡ[7]研究表明激素治疗不会使心脏保护受益，反而会增加其他并发症的 风
险 (如乳腺癌、静脉血栓等)。如果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或者存在静脉血栓风险
的患者已经在进行激素治疗，则应立即停止。在其他情况下是否继续激素治疗则
必须依 据临床作出判断。
3

应用循证医学证实有效的药物

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药物治疗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心肌梗死和猝死，改善生存
率；减轻症状和缺血发作，改善生活质量。在选择治疗药物时，应首先考虑预防
心肌梗死和死亡。此外，应积极处理危险因素，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3.1
3.1.1

改善预后的药物
阿司匹林

随机对照研究证实,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可降低心肌梗死、
脑卒中或心血管性死亡危险。除非有禁忌证，建议每天服用阿司匹林 75～150mg。
不能耐受阿司匹林的患者可改用氯吡格雷。
阿司匹林的禁忌证包括：①阿司匹林过敏；②活动性胃肠道出血和需要积极
治疗的消化性溃疡病；③在过去 6 周内颅内出血。
3.1.2

β 受体阻滞剂

研究显示 β 受体阻滞剂能降低病死率，适用于所有的心肌梗死后的患者。
它也作为减少稳定冠心病患者改善心绞痛症状的一线治疗。应避免与具有内在拟
交感 活性的药物同时服用，同时应避免突然停药。要指出的是，目前被广泛使
用的 β 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尚无明确证据表明能影响患者的病死率。β 受体
阻滞剂的使用 剂量应个体化，以能缓解症状，心率不低于 50 次/min 为宜。
3.1.3

调脂治疗

从 tc 水平>4.68mmol/l(180mg/dl)开始,tc 水平与冠心病事件呈连续的分级
关系，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 ldl-c。多个随 机双盲的一级或二级预防临床试验
表明，他汀类药物能有效降低 tc 和 ldl-c，降低心血管事件和病死率。他汀类
药物治疗还有延缓斑块进展，使斑块稳定和抗 炎等有益作用。冠心病患者 ldl-c

的目标值应＜2.60mmol/l(100mg/dl)，对于极高危患者(确诊冠心病合并糖尿病)，
治疗目标为 ldl-c＜2.07mmol/l(80mg/dl)[8]。高危或中危患者接受降 ldl-c
药物治疗时，应至少使 ldl-c 水平至少降低 30％~40％。高 tg 或低 hdl-c 的高
危患者可考虑联合使用他汀类药物和贝特类药物(非诺贝特)或烟酸，以达到靶目
标：hdl≥1.03mmol/l（40mg/dl）、tg<1.69mmol/l（150mg/dl）。对于不能耐
受常规剂量的患者，应鼓励患者 试用小剂量的他汀类药物。prosper 研究[9]表
明他汀类药物能显著减少老年人心肌梗死风险；心脏保护研究显示直到 80 岁患
者均可从他汀类药物中获 益，因此，老年患者不应排除他汀药物治疗之外。具
体治疗参见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只要无禁忌证，无论血脂水平如何，稳定性冠心病的患者均应给予他汀治疗。
在采用强化降脂时，应严密监测转氨酶及肌酸激酶等生化指标，及时发现药物可
能引起的肝脏损害和肌病。
3.1.4

ACEI

hope 研究[10]结果显示，雷米普利能使无心力衰竭的高危血管疾病患者主
要终点事件(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 的相对危险降低 22％。europa 研究
[11]结果显示，培哚普利能使无心力衰竭的稳定性心绞痛患者的主要终点事件
(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成 功复苏的心跳骤停的联合发生率)的相对
危险降低 20％。但 peace 研究[12]结果则显示，群多普利组患者主要终点事件(心
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 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相对危险比安慰剂组仅降
低 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 peace 试验未发现显著性差异的原因，
发现 peace 研究中安慰剂 组年事件发生率低于 hope 和 europa，接受的基础治
疗也更为充分。
在稳定性心绞痛患者的治疗中，acei 最有益于治疗心肌梗死后左室功能不
全、高血压、2 型糖尿病或慢性肾脏病患者左心室功能正常也应使用 acei。不能
耐受 acei 者，应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替代。
3.2

减轻症状、改善缺血的药物

资料显示冠心病患者心绞痛、缺血症状发生率较高，courage 研究[13]显示
即使采用“最佳药物治疗”联合介入治疗，患者心绞痛、缺血症状发生 率仍然
高达 42％。减轻症状及改善缺血的药物应与预防心肌梗死和死亡的药物联合使
用，其中有一些药物，如 β 受体阻滞剂，同时兼有两方面的作用。目前减轻症 状
及改善缺血的药物包括：β 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药物、钙拮抗剂和代谢类药
物。
3.2.1

β 受体阻滞剂

β 受体阻滞剂能抑制心脏 β 肾上腺素能受体，从而减慢心率、减弱心肌收
缩力、降低血压，以减少心肌耗氧量，可以减少心绞痛发作和增加运动耐量。用
药后 要求静息心率降至 55~60 次/min，严重心绞痛患者如无心动过缓症状，可

降至 50 次/min。只要无禁忌证，β 受体阻滞剂应作为稳定性心绞痛的初始治 疗
药物。β 受体阻滞剂能降低心肌梗死后稳定性心绞痛患者死亡和再梗死的风险。
3.2.2

硝酸酯类药物

硝酸酯类药物为内皮依赖性血管扩张剂，能减少心肌需氧和改善心肌灌注，
从而改善心绞痛症状。硝酸酯类药会反射性增加交感神经张力使心率加快。因此
常联合负性心率药物如 β 受体阻滞剂或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治疗慢性稳定性
心绞痛。对于无心绞痛的患者不需应用硝酸酯类药物。
舌 下含服或喷雾用硝酸甘油仅作为心绞痛发作时缓解症状用药，也可在运动前
数分钟使用，以减少或避免心绞痛发作。长效硝酸酯制剂用于减低心绞痛发作的
频率和程 度，并可能增加运动耐量。长效硝酸酯类不适宜用于心绞痛急性发作
的治疗，而适宜用于慢性长期治疗。每天用药时应注意给予足够的无药间期，以
减少耐药性的发 生。
硝酸酯类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头痛、面色潮红、心率反射性加快和低血压，
以上不良反应以给予短效硝酸甘油时最明显。第 1 次含用硝酸甘油时，应注意可
能 发生体位性低血压。使用治疗勃起功能障碍药物西地那非者 24 小时内不能应
用硝酸甘油等硝酸酯制剂，以避免引起低血压，甚至危及生命。对由严重主动脉
瓣狭窄 或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引起的心绞痛，不宜用硝酸酯制剂，因为硝酸酯
制剂降低心脏前负荷和减少左室容量能进一步增加左室流出道梗阻程度，而严重
主动脉瓣狭窄 患者应用硝酸酯制剂也因前负荷的降低进一步减少心搏出量，有
造成晕厥的危险。
3.2.3

钙拮抗剂

早期小规模临床研究，如 image、apsis、tibbs 和 tibet 等[14～17]比较了
β 受体阻滞剂与钙拮抗剂在缓解心绞痛或增加运动耐量 方面的疗效，但结果缺
乏一致性。比较两者疗效的荟萃分析显示，在缓解心绞痛症状方面 β 受体阻滞
剂比钙拮抗剂更有效；而在改善运动耐量和改善心肌缺血方面 β 受体阻滞剂和
钙拮抗剂相当。二氢吡啶类和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同样有效，非二氢吡啶类钙
拮抗剂的负性肌力效应较强。
钙拮抗剂通过改善冠状动脉血流和减少心肌耗氧起着缓解心绞痛作用，对变
异性心绞痛或以冠状动脉痉挛为主的心绞痛，钙拮抗剂是一线药物。地尔硫
zaozi001 和维拉帕米能减慢房室传导，常用于合并心房颤动或心房扑动时，这
两种药不应用于有严重心动过缓、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和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患
者。长效钙拮抗剂能减少心绞痛的发作，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已在 action、camelot、
allhat 及 ascot 研究[18～21]中得到了证实。
外周水肿、便秘、心悸、面部潮红是所有钙拮抗剂常见的副作用，低血压也
时有发生，其他不良反应还包括头痛、头晕、虚弱无力等。当稳定性心绞痛合并
心力衰竭必须应用长效钙拮抗剂时，可选择氨氯地平或非洛地平。

在部分患者中需要联合用药。联合应用 β -阻滞剂和长效硝酸盐是首选；β
受体阻滞剂和长效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联用也是常用组合，可以提高疗效；钙拮
抗 剂地尔硫 zaozi001 或维拉帕米可作为对 β 受体阻滞剂有禁忌证患者的替代
治疗，但是 β -阻滞剂加用维拉帕米和地尔硫 zaozi001 通常不会增强疗 效，并
可能造成心动过缓症状。
3.2.4

其他治疗药物

（1）代谢性药物：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 部分抑制耗氧多的游离脂肪
酸氧化,促进葡萄糖氧化,利用有限的氧产生更多 atp，增加心脏收缩功能；减少
缺血再灌注时细胞内离子改变：减少酸中毒,减少钙 离子过载，从而达到优化线
粒体能量代谢、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缓解心肌缺血和心绞痛。可与 β 受体阻
滞剂等抗心肌缺血药物联用。常用剂量为 60mg/d，分 3 次口服。
（2）尼可地尔：尼可地尔(nicorandil)是一种钾通道开放剂，与硝酸酯类
制剂具有相似药理特性，对稳定性心绞痛治疗可能有效。常用剂量为 6mg/d，分
3 次口服。
（3）伊伐布雷定：伊伐布雷定（ivabradine）研究发现抑制心脏去极化期
if 离子通道可以显著地延长心脏动作电位的时间间隔，降低窦房结的 节律性，
从而降低静息心率和运动心率。伊伐布雷定是具有很高选择性的 if 抑制剂，能
剂量依赖性地增加心脏舒张时间，降低心肌耗氧量，且心肌耗氧量与心率呈 线
性关系。beautiful 试验[22]显示，左心室功能受损(lvd)且心率超过 70 次/min
的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发生心血管死亡和其他心血管事件的 风险非常高，用伊伐
布雷定治疗这些患者能将致命和非致命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进一
步降低三分之一。推荐用于不能耐受 β 受体阻滞剂的患者，或者使 用 β 受体
阻滞剂后心率大于 60 次/分的患者，常用剂量为 10mg/d，每天 2 次，3～4 周后
改为 15mg/d，每天 2 次。
4

血管重建

对于慢性稳定性冠心病患者，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预后和缓解症状。血管
重建的价值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价。不同临床表现(包括病史症状、辅
助 检查指标等)、不同危险度(包括危险因素数量、冠状动脉病变情况、心脏及
全身合并疾病等)的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可能不同，达到的治疗目的可能不同，
达到的 治疗效果也可能不同。pci 治疗详见 2009 年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指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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