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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对非氯吡格雷抵抗者行PCI术后
炎性介质及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
游正林1，杨启才1，任凌1，李正义1
【摘要】目的 探讨替格瑞洛、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氯吡格雷序贯治疗对于非氯吡格雷抵抗的急
性冠脉综合征（ACS）者行经皮冠脉介入术（PCI）后血清炎性因子、内皮细胞功能相关因子表达的影
响。方法 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于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行择期PCI且无氯吡格雷抵抗的ACS患
者110例入组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氯吡格雷组（n=38例）、替格瑞洛组（n=35例）、序贯组（n=37
例），氯吡格雷组和替格瑞洛组PCI术后联合阿司匹林持续治疗6个月，序贯组先口服替格瑞洛，3个月
后更换为氯吡格雷维持治疗3个月。PCI术前、PCI术后2 h、3个月、6个月，检测血小板聚集抑制率、
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可溶性CD40配体（sCD40L）、P选择素、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1
（sICAM-1）、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SM-1）、内皮素-1（ET-1）、一氧化氮（NO）水平。随访6
个月记录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出血事件、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PCI术后3个
月，替格瑞洛组和序贯组患者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抑制率和血清NO水平明显高于氯吡格雷组，同时
血清hs-CRP、sCD40L、P选择素、sICAM-1、ESM-1、ET-1水平低于氯吡格雷组（P均＜0.05）。PCI术
后6个月，替格瑞洛组患者ADP抑制率仍然高于氯吡格雷组（P＜0.05）；序贯组患者ADP抑制率高于氯
吡格雷组（P＜0.05），但是低于替格瑞洛组（P＜0.05）。同时替格瑞洛组和序贯组患者血清hs-CRP、
sCD40L、P选择素、sICAM-1、ESM-1、ET-1水平仍然低于氯吡格雷组，且血清NO水平也高于氯吡格雷
组（P均＜0.05）。但是三组患者MACE、出血事件、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未见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对于非氯吡格雷抵抗的ACS患者，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都可以显著改善患者PCI术后血清
炎性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而且替格瑞洛治疗或序贯氯吡格雷治疗的改善作用更明显。
【关键词】替格瑞洛；氯吡格雷；急性冠脉综合征；血清炎性因子；内皮细胞功能相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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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icagrelor and clopidogrel on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endothelial cell function in nonclopidogrel-resistant patients after 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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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icagrelor and clopidogrel on the inflammatory mediators and

funct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in post-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patients
without clopidogrel resistance. Methods A total of 110 ACS patients without clopidogrel resistance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7 to December 2018 were enrolled into the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lopidogrel group, ticagrelor
group and sequential group. 38 cases in clopidogre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lopidogrel for 6 months after PCI, 35
cases in ticagrelor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icagrelor for 6 months, and 37 cases insequential group were given orally
ticagrelor at first and clopidogrel after 3m. The ADP induced inhibition of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 (IPA), serum hypersensitivity C reactive protein (hs-CRP), soluble CD40 ligand (sCD40L), P-selection,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ar-1 (sICAM-1), endothelial cell-specific molecule-1 (ESM-1), endothelin-1 (ET-1), nitric oxide (NO)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thromboela-stogram (TEG) and Kits. A 6-month follow-up of main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
(MACE), bleeding event and adverse drug-related reaction were also conducted. Results Three months after PCI, the
platelet aggregation inhibition rate and serum NO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e ticagrelor group and the sequenti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lopidogrel group, while serum hs-CRP, sCD40L, P-selectin, sICAM-1,
The levels of ESM-1 and ET-1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clopidogrel group (both P<0.05). Six months after PCI, the
platelet inhibition rate in the ticagrelor group wa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lopidogrel group (P<0.05); the platelet
inhibition rate in the sequenti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lopidogrel group (P<0.05), but low In the ticagrelor
group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s of serum hs-CRP, sCD40L, P-selectin, sICAM-1, ESM-1, and ET-1 in
the ticagrelor group and the sequential group were sti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lopidogrel group, and the seru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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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chlorine. The pegrel group (all P<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MACE, bleeding events, and drug-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For non-clopidogrel-resistant ACS patients, both ticagrelor and clopidogr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dysfunction after PCI.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icagrelor or sequential clopidogrel is more obvious.
[Key words] Ticagrelor; Clopidogrel;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Serum inflammatory mediators; Endothelial
cell function related factor

2012年，由欧洲心脏病学会颁布的《急性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管理指南》 [1]推荐替格瑞
洛是与氯吡格雷并列使用的用于急性ST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PCI）术后抗血小板治疗药物，而且对血小板
的抑制作用较氯吡格雷更显著。2016年3月，由
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心脏病学会根据PLATO[2]（血
小板抑制和患者转归）最新研究结果建议对于急
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植入支架后以及未接
受血运重建的非ST段抬高型ACS患者双联抗血小
板治疗首选替格瑞洛 [3]。而中国最新更新的指南
同样建议STEMI患者优选替格瑞洛 [4]。替格瑞洛
是一类全新结构的可逆性二磷酸腺苷P2Y12受体
拮抗剂 [5]，与氯吡格雷不同，替格瑞洛本身具有
生物学活性，因此起效快，早期血小板抑制作用
更显著[6,7]。虽然PLATO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
替格瑞洛较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抑制效果显著，且
不增加血栓事件复发风险和出血风险 [8]，但受试
人群为STEMI入院患者。目前有研究发现替格瑞
洛抗血小板优势虽然显著，但易出现呼吸困难、
心律失常等不良反应，且治疗成本高 [9] 。临床
中，很多患者会更换氯吡格雷。本研究中，我们
剔除氯吡格雷抵抗患者，着重探讨替格瑞洛和氯
吡格雷对于非氯吡格雷抵抗ACS患者择期行PCI
术后血清炎性介质及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为临
床个体化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及分组 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于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行择期PCI且无氯吡
格雷抵抗的ACS患者110例，男性67例，女性43
例，年龄28~78岁（59.74±12.86）岁。纳入标
准：①入院后明确诊断为ACS，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ACS的诊断标准 [10]；②首次发作ACS，且
入院前未接受过其他相关治疗；③经血栓弹力图
（TEG）检测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
抑制率≥30%，即非氯吡格雷抵抗者；④冠状动
脉造影（CAG）检查后符合择期行PCI的指征，
并成功完成PCI术者；⑤入院后根据Killip心功能
分级Ⅱ~Ⅳ级；⑥自愿配合治疗方案及实验室检
查项目，且由患者或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抗栓抗凝禁忌证或有过敏史者；②

严重肝肾功能衰竭、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
心肌梗死机械性并发症、瓣膜病、心肌病、严重
肝肾功能衰竭者。本项研究已获得宜宾市第一人
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论证和批准。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根据PCI术后用药方式，将110例ACS患者
分为氯吡格雷组（n=38例）、替格瑞洛组（n=35
例）和序贯治疗组（n=37例）。
1.2 治疗方案 所以患者择期行PCI术。术前口服
负荷剂量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杭州赛诺菲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批号：J20130083）300 mg+阿司
匹林肠溶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批
号：J20130078）300 mg。另外给予肝素和替罗
非班（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H20060265），进行CAG，明确梗死相关动脉以
管腔狭窄≥75%作为支架置入标准，选择6F指引
导管置入药物涂层支架。
氯吡格雷组：PCI术后继续口服氯吡格雷75
mg/d，1/d，维持治疗6个月。替格瑞洛组：PCI
术后第1 d口服替格瑞洛（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J20130020）180 mg负荷剂量后，第
2 d起以90 mg/d，2/d，维持治疗6个月。序贯组：
PCI术后第1 d口服替格瑞洛180 mg负荷剂量后，
第2 d起以90 mg/d，2/d，维持治疗3个月，停药
次日口服负荷剂量（300 mg）氯吡格雷，然后口
服75 mg氯吡格雷，1/d，持续治疗3个月。另外患
者根据个人情况服用他汀类、硝酸酯类、钙离子
通道阻滞剂（CCB）、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ACEI）等。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液样本采集 分别于PCI术前、PCI术后
2 h、PCI术后3个月、PCI术后6个月采集血液样
本，分别置于促凝管和抗凝管中，静置30 min，
3500 r/min离心20 min（离心半径13.5 cm），取上
清，保存至-80℃备用。
1.3.2 血栓弹力图（TEG） 采用TEG分析仪及配
套试剂（Haemoscope公司）进行操作，预先制备
ADP和AA检测液，在含有高岭土激动剂的试管
中加入全血1 ml，充分混匀后，取340 μl加入含
有20 μl CaCl 2的试杯中，检测曲线的最大振幅
MA thrombin 。另取两只空试杯，分别加入ADP-P2
和ADP-P3检测液，充分混匀后检测MA fibri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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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DP。MAfibrin表示缺少凝血酶和血小板激活状态
下纤维蛋白形成最大的血凝块强度。MA ADP表示
未被抑制的ADP受体介导的血小板水平。计算血
小板抑制率（ADP抑制率）。计算公式为：ADP
抑制率= [1-(MAADP-MAfibrin)]/(MAthrombin-MAfibrin)×
100%。
1.3.3 各项炎性因子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
附测定（ELISA）试剂盒和Multiskan MK3全自动
酶标仪（美国Thermo公司）检测血清中超敏C反
应蛋白（hs-CRP）、可溶性CD40配体（soluble
CD40 ligand，sCD40L）、P选择素。操作步骤遵
守试剂盒说明书。人sCD40L ELISA试剂盒购自德
国PromoCell公司；人hs-CRP试剂盒和P选择素试
剂盒购自北京Solarbio公司。
1.3.4 内皮细胞功能相关因子检测 采用双
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试
剂盒和Multiskan MK3全自动酶标仪（美国
Thermo公司）检测血清中可溶性细胞间粘附
分子-1（sICAM-1）、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
（ESM-1）、内皮素-1（ET-1）。采用Griess比
色法检测血清一氧化氮（NO）含量。操作步骤
遵守试剂盒说明书。人sICAM-1 ELISA试剂盒、
人ESM-1 ELISA试剂盒、人ET-1 ELISA试剂盒购
自北京方程生物；NO检测分析试剂盒购自美国
BioVision公司。
1.4 随访 对所有患者随访6个月，观察主要心血
管不良事件（MACE）、出血事件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①MACE：全因死亡、心源性猝死、
靶血管再次血运重建、急性心肌梗死。②出血事
件：根据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TIMI）定
义的出血标准，颅内出血或临床可见出现血红蛋
白（HGB）下降＞5 g/dl则为主要出血；临床可见
出血伴HGB下降3~5 g/dl则为次要出血，HGB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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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0 g/L或牙龈出血、皮下淤青等则为轻微出
血。③药物不良反应：呼吸困难、心律失常、消
化道不适等。由三位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确认。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SPSS 17.0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不同时间点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
分析，同时间点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和LSD-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
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基础临床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在首次
就诊时的年龄、性别构成、体质指数（BMI）、
Killip心功能分级、发病至PCI时间、收缩压、舒
张压、心率等一般资料基本一致，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表1）
2.2 三组患者ADP抑制率变化 PCI术前和术后
2 h三组患者ADP抑制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PCI术后3个月，替格瑞洛组和序贯组患
者ADP抑制率明显高于氯吡格雷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PCI术后6个月，替格瑞洛
组患者ADP抑制率仍然高于氯吡格雷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但序贯组患者ADP抑制
率虽仍高于氯吡格雷组，但却低于替格瑞洛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三组患者血清各项炎性因子变化 PCI术前和
术后2 h三组患者血清hs-CRP、sCD40L、P选择
素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PCI术后
3个月，替格瑞洛组和序贯组患者血清hs-CRP、
sCD40L、P选择素水平明显低于氯吡格雷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CI术后6个月，
替格瑞洛组患者血清hs-CRP、sCD40L、P选择素
水平仍低于氯吡格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BMI（kg/m2）
吸烟史（n，%）
高血压史（n，%）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Killip分级
Ⅱ~Ⅲ级（n，%）
心率（次/min）
其他合并用药（n，%）
他汀类
硝酸酯类
CCB
ACEI
ARB
β受体阻滞剂

氯吡格雷组（n=38）
60.84±12.94
24（63.16）
23.67±3.15
4（10.53）
19（50.0）
132.67±23.81
94.83±16.38
31（81.58）
89.27±20.14
37（97.37）
33（86.84）
18（47.37）
15（39.47）
10（26.32）
27（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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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格瑞洛组（n=35）
58.85±12.61
20（57.14）
24.35±2.98
4（11.43）
17（48.57）
138.50±24.65
98.25±14.37
28（80.0）
92.20±21.73
35（100.0）
34（97.14）
19（54.29）
12（34.29）
7（20.0）
24（68.57）

序贯组（n=37）
59.13±11.78
23（62.16）
23.73±2.82
6（16.22）
21（56.76）
137.28±20.47
96.34±15.16
28（75.68）
86.63±18.56
35（94.59）
33（89.19）
17（45.95）
16（43.24）
12（32.43）
24（64.86）

F/χ2值
0.278
0.314
0.572
0.624
0.560
0.660
0.453
0.421
0.687
1.983
2.539
0.570
0.610
1.432
0.335

注：BMI：体质指数；CCB：钙离子通道阻滞剂；ACEI：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RB：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P值
0.758
0.855
0.566
0.732
0.756
0.519
0.637
0.810
0.505
0.371
0.281
0.752
0.737
0.489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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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组患者PCI术前、术后ADP抑制率比较（ x ±s）
项目

氯吡格雷组

（n=38）
PCI术前
57.68±7.42
PCI术后2 h
75.59±10.93
PCI术后3个月 62.20±6.19
PCI术后6个月 63.46±5.83

替格瑞洛组

序贯组

（n=35）
58.57±7.59
76.48±10.75
68.15±5.21a
74.29±5.56a

（n=37）
59.10±8.16
76.92±12.11
68.63±5.84a
69.71±6.15ab

注：ADP：二磷酸腺苷；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与同时间
点氯吡格雷组数据比较，aP＜0.05；与同时间点替格瑞洛组数据比
较，bP＜0.05

＜0.05）；序贯组患者血清hs-CRP、sCD40L、P
选择素水平与替格瑞洛组基本一致，无统计学差
异（P＞0.05）（表3）。
2.4 三组患者血清内皮细胞功能相关因子变
化 PCI术前和术后2 h三组患者血清sICAM-1、
ESM-1、ET-1、NO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PCI术后3个月，替格瑞洛组和序贯组
患者血清sICAM-1、ESM-1、ET-1水平明显低于
氯吡格雷组，而NO水平高于氯吡格雷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PCI术后6个月，替
格瑞洛组患者血清sICAM-1、ESM-1、ET-1水
平仍然低于氯吡格雷组，而NO水平依然高于氯
吡格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序
贯组患者血清sICAM-1、ESM-1、ET-1、NO水

平与替格瑞洛组基本一致，无统计学差异（P＞
0.05）（表4）。
2.5 三组患者随访期间MACE、出血并发症以
及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随访期间氯吡格
雷组和序贯组各有1例患者全因死亡，另外三
组各有1例患者再次靶血管血运重建，氯吡格
雷组由1例患者发现急性心肌梗死，三组患者
MACE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2=0.897，
P=0.639）。氯吡格雷组发生1例次要出血事件和
2例轻微出血事件，而且总的出血事件发生率高
于替格瑞洛组和序贯组，但是并未发现统计学差
异（χ2=1.502，P=0.472）。替格瑞洛组有2例患
者出现呼吸困难，发生率高于氯吡格雷组和序
贯组，同样并未发现统计学差异（χ 2 =1.364，
P=0.502）（表5）。
3 讨论
PCI是目前ACS患者最有效的救治手段之一，
但是易造成远端微循环堵塞，影响患者预后，因
此P2Y12受体拮抗剂联合阿司匹林双联抗血小板
方案已经成为抗血栓治疗的基石[10]。其中氯吡格
雷是临床上使用最广泛、最成熟的P2Y12受体拮
抗剂，但易受药物代谢酶相关基因多态性、环境
因素等影响，抗血小板反应性存在较大的个体差

表3 三组患者PCI术前、术后血清各项炎性因子比较（ x ±s）
组别
氯吡格雷组（n=38）

替格瑞洛组（n=35）

序贯组（n=37）

时间点
PCI术前
PCI术后2 h
PCI术后3个月
PCI术后6个月
PCI术前
PCI术后2 h
PCI术后3个月
PCI术后6个月
PCI术前
PCI术后2 h
PCI术后3个月
PCI术后6个月

hs-CRP（mg/L）
12.88±3.47
21.65±3.58
15.32±3.79
12.73±2.84
13.45±4.10
22.11±3.96
10.20±3.14a
7.57±2.85a
13.32±3.43
22.13±3.85
11.08±3.25a
8.16±2.97a

sCD40L（pg/ml）
427.57±113.62
798.62±186.74
564.19±178.45
389.26±85.18
435.94±125.76
811.20±217.48
425.67±152.91a
237.48±68.54a
442.38±130.54
807.64±212.39
433.29±164.05a
250.50±92.58a

P选择素（ng/L）
39.57±17.65
59.26±20.34
48.73±15.28
37.60±12.57
42.15±19.58
60.73±21.65
38.69±15.72a
32.18±11.87a
41.47±20.53
61.59±22.14
39.41±14.37a
33.28±12.90a

注：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hs-CRP：超敏C反应蛋白；sCD40L：可溶性CD40配体；与同时间点氯吡格雷组数据比较，aP＜0.05
表4 三组患者PCI术前、术后血清内皮细胞功能相关因子比较（ x ±s）
组别
氯吡格雷组（n=38）

替格瑞洛组（n=35）

序贯组（n=37）

时间点
PCI术前
PCI术后2 h
PCI术后3个月
PCI术后6个月
PCI术前
PCI术后2 h
PCI术后3个月
PCI术后6个月
PCI术前
PCI术后2 h
PCI术后3个月
PCI术后6个月

sICAM-1（μg/L）
477.85±134.62
745.18±228.35
523.76±168.54
371.82±123.46
465.13±153.28
761.32±247.45
447.86±179.63a
285.57±117.31a
449.38±158.73
750.49±216.90
432.53±165.28a
311.72±98.64a

ESM-1（μg/L）
1.13±0.19
1.27±0.25
1.17±0.13
1.10±0.12
1.18±0.17
1.30±0.27
1.05±0.14a
1.02±0.15a
1.15±0.20
1.30±0.22
1.04±0.11a
1.02±0.13a

ET-1（pg/ml）
79.85±27.46
135.63±38.28
92.47±30.51
67.12±18.75
84.67±30.18
128.73±41.26
81.32±26.11a
54.20±17.65a
82.10±28.64
125.75±37.63
80.58±23.20a
58.43±15.76a

NO（μmol/L）
46.65±17.58
47.73±17.97
53.18±12.54
56.55±9.87
44.19±16.35
48.32±17.58
64.27±10.73a
71.62±9.15a
48.28±15.74
47.57±18.69
64.65±10.48a
67.11±7.85a

注：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sICAM-1：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1；ESM-1：内皮细胞特异性分子1；ET-1：内皮素-1；与同时间点
氯吡格雷组数据比较，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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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三组患者随访6个月MACE、出血事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n，%）
项目

氯吡格雷组

替格瑞洛组

序贯组

MACE（n，%）
全因死亡
靶血管血运
急性心肌梗死
出血事件
次要
轻微
不良反应
呼吸困难
心律失常
消化道不适

（n=38）
1（2.63）
1（2.63）
1（2.63）
0
1（2.63）
2（5.26）
0
0
1（2.63）

（n=35）
0
1（2.86）
0
0
0
1（2.86）
2（5.71）
0
1（2.86）

（n=37）
1（2.70）
1（2.70）
0
0
0
1（2.70）
0
1（2.70）
2（5.41）

注：MACE：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

异性，部分患者会发生氯吡格雷抵抗[12]。替格瑞
洛属于环戊己三唑嘧啶类可逆性P2Y12受体拮抗
剂，经PLATO研究证实，替格瑞洛对ACS患者临
床抗血小板作用优于氯吡格雷，且降低了患者死
亡率，但是并未增加出血风险。这可能与替格瑞
洛的代谢途径有关。与氯吡格雷不同，替格瑞类
本身就属于活性物质，不需要经肝药酶激活代
谢，因此一方面早期抗血小板聚集作用起效快，
作用更显著；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氯吡格雷易发生
血小板高反应性的缺陷。
在本研究中，我们纳入的患者均为非氯吡格
雷抵抗的ACS患者，即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抑
制率≥30%，这部分患者择期行PCI术，术后口
服替格瑞洛3个月和6个月的患者，ADP抑制率明
显高于氯吡格雷组。这与PLATO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说明替格瑞洛不仅抗血栓作用起效快，而且
持续抗血栓作用也较强。虽然在临床试验中，替
格瑞洛表现出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但是
在临床实际中，替格瑞洛价格较高，而且服药频
率和时间较长，很多患者难以负担高昂的治疗费
用，因此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序贯治疗在临床
上也较为常见[13]。根据ONSET/OFFSET研究[14]显
示，停用替格瑞洛24 h后抗血小板聚集效应相当
于氯吡格雷血药浓度稳定期，由于两类药物同属
于P2Y12受体拮抗剂，给药方式和作用途径都类
似，具有生物学等效性。我院心内科医师对于选
择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序贯治疗的ACS患者，建
议停用替格瑞洛次日先服用负荷剂量（300 mg）
氯吡格雷，迅速达到氯吡格雷有效血药浓度，而
后以75 mg/d维持治疗。
根据药物代谢动力学数据，中国人群口服替
格瑞洛约72 h即可达到稳定血药浓度[15]。但是目前
国内市面上销售的替格瑞洛一般一盒是7 d用量，
很多学者认为口服替格瑞洛7 d后可更换为氯吡格
雷[16,17]。但由于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比较氯吡格雷
和替格瑞洛对血小板聚集抑制率、炎性因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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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因此我们设置的序贯组
是替格瑞洛用药3个月桥接氯吡格雷用药3个月。
本研究结果显示，PCI术后3个月，替格瑞洛组和
序贯组患者ADP抑制率明显高于氯吡格雷组；而
PCI术后6个月，替格瑞洛组患者ADP抑制率仍然
高于氯吡格雷组，但序贯组患者ADP抑制率虽仍
高于氯吡格雷组，但却低于替格瑞洛组，说明替
格瑞洛持续抗血小板聚集作用高于氯吡格雷。
鉴于抗血小板药物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与炎
症反应、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密切相关[18,19]，本研
究进一步分析了氯吡格雷、替格瑞洛、以及序贯
治疗对ACS患者血清hs-CRP、sCD40L、P选择素
等炎性因子和sICAM-1、ESM-1、ET-1、NO等
血管内皮功能相关因子的影响。hs-CRP是目前临
床上最常使用的非特异性急性期炎症反应因子，
而P选择素属于细胞黏附分子家族成员，可特异
性反应血小板的活化和释放状态。杨礼等[20]学者
证实，血清P-选择素、hs-CRP水平的升高与ACS
的发生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ACS患者粥样斑块
是否稳定以及观察病情变化的血清学指标之一。
另外，CD40L是大量存在于未活化的血小板α颗
粒中，一旦血小板被激活，CD40L即转移至血小
板表面，胞外段被血浆中的降解酶分离进入循环
血，成为sCD40L [21]。通过与内皮细胞相互作用
诱导炎性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白细胞粘附分
子的分泌。在本研究中，ACS患者PCI术后2 h血
清hs-CRP、sCD40L、P选择素水平已出现异常升
高，可能与手术创伤、支架置入等有关。但是随
着治疗的进行，替格瑞洛和序贯组患者术后3个
月，血清hs-CRP、sCD40L、P选择素水平已经低
于入院时水平，而且术后3个月和6个月一直低于
氯吡格雷组，说明替格瑞洛治疗3个月后，已经
良好地控制了患者炎症反应，虽然序贯组更换药
物，但是对炎症因子影响不是很明显了。
另外内皮功能障碍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的病理基础，与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Camargo
等 [22] 学者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连续嚼服氯吡格
雷28 d，并未发现对ACS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有显
著改善作用。但是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发现，
PCI术后3个月，氯吡格雷组患者血清sICAM-1、
ESM-1、ET-1、NO水平较PCI术后2 h明显降低，
尤其是NO水平甚至已经低于入院时水平。因此
氯吡格雷对血管内皮功能仍然具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sICAM-1是血管内皮特别是微血管内皮损伤
重要的标志分子，Gao等[23]研究发现ACS患者血清
ESM-1水平将健康志愿者明显增加，推测ESM-1
可能是反映内皮细胞病理和功能的一种新型生物
标记物。一氧化氮合酶稳定性下降、NO合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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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是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的病理基础，内源性
NO属于扩血管物质，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和血栓
形成。ET-1生物学作用与NO活性相反，两者相
互拮抗，可维持血管舒缩平衡。在本研究中，三
组患者血清sICAM-1、ESM-1、ET-1、NO等血
管内皮功能相关因子的变化规律与炎性因子基本
一致，这与炎症反应和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相互关
联有关。
综上所述，对于非氯吡格雷抵抗的ACS患
者，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单药或序贯用药都可以
显著改善患者PCI术后血小板反应性、血清炎性
因子水平和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而且替格瑞
洛改善作用更明显 [24]。但是序贯组患者PCI术后
口服替格瑞洛3个月桥接氯吡格雷治疗3个月后，
血清各项炎性因子和血管内皮功能相关因子水平
与替格瑞洛组比较未见统计学差异。建议临床患
者口服替格瑞洛维持治疗3个月后可更换为氯吡
格雷，虽然对血小板聚集抑制作用稍弱于长期使
用替格瑞洛，但在抑制炎症反应、维持内皮功能
平衡方面与长期使用替格瑞洛的作用基本一致。
但是本研究样本纳入量偏少，随访时间较短，而
且属于单中心研究，并未在MACE、出血事件、
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方面得出差异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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