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 肝脏主
要在晚上 11 点至凌晨 2 点左右进
行排毒， 人们在此时段宜在睡眠之
中， 而睡前服药则会增加肝脏的负
担， 进而引起肝脏损伤， 所以临睡
前服药更加容易伤肝。 真是这样
吗？

事实上 ， 人类的新陈代谢是
从来不会停止的 ， 就像血液不停
地流淌一样， 肝脏并非只在夜间
某个时间段才进行排毒， 而是持
续工作着的。 因此无论何时服药，
只要药物通过肝脏代谢， 都会存
在一定的肝脏负担 。 也就是说 ，

无论睡前服药还是其他什么时候
服药， 同一种药物对于肝脏所产
生的负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睡前服药 ， 并不会增加药物对于
肝脏的额外损伤。

临床上把药物对于肝脏的损伤
称之为药物性肝损 （DILI）， 主要
是由于药物或其代谢物所引起的肝
脏损害， 可由药物毒性或患者本身
的过敏反应所引发， 事实上部分肝
炎就是由 DILI 所诱发的 。 另外 ，
中、 西药均可诱发 DILI， 中药如
何首乌、 雷公藤、 土三七等， 西药
如抗感染药物、 抗肿瘤药物、 免疫

调节剂等。
对于患者而言， 用药时应当注

意药物所引发的肝损伤， 尤其是使
用肝损较为严重的药物时应当更加
谨慎。 药物对于肝脏的损伤主要与
服药的品种、 剂量、 疗程或患者本
身的特异性体质有关， 不会因为你
睡前服药或者白天服药而出现显著
性差异， 只要你不是严重的依从性
差的患者或者比较健忘者， 把应当
分为两顿、 三顿吃的药物都攒到临
睡前一次服用就可以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药剂科 石浩强

������支气管扩张患者的药物治疗主要
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是抗感染治疗，
其次是有利于痰液排出的治疗， 包括
化痰药物、 舒张支气管的药物， 第三
是针对咯血的止血药物， 第四就是在
稳定期时应用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

首先说抗感染药物。 患者症状轻
时， 可口服阿莫西林、 头孢菌素、 克
拉霉素等。 有特征性的痰液表现的患
者 （咳出黄绿痰）， 其可能会有铜绿
假单胞菌的感染， 此时最常用的有头
孢哌酮、 头孢吡肟、 氨曲南及碳青霉
烯类药物。 此外， 还可选择环丙沙
星、 丁胺卡那霉素等药物。 通常对于
病情较重的患者， 我们会采用 2 种抗
生素联合治疗。

其次， 治疗支气管扩张需要行排
痰治疗， 多用两类药物。 一个是化痰
药， 即溶解黏性的痰液， 使其更容易
排出。 病情较轻的患者可口服， 病情
较重者则可采用静脉输液。 还有一些
患者可在家用雾化吸入， 从吃药、 输
液和局部的雾化吸入多个方面来改善
痰液的性状。 此外， 一些患者会合并
气道高反应， 产生气道痉挛的情况，
此时可用支气管舒张剂， 比如 β 受体
激动剂类的药物万托林， 也可静脉使
用一些支气管舒张剂， 如茶碱类药
物， 使其支气管狭窄得到改善， 有利
于痰液的咳出。

第三， 支气管扩张患者还会用到
止血药物。 对于小量咳血 （每天小于
10 毫升）、 痰中带血的， 可以口服云
南白药等， 如果咯血量多 （每天在
100～500 毫升 ）， 可采用静脉输液 ，
常用的有垂体后叶素、 酚磺乙胺、 血
凝酶等。 如果咯血量大的话， 药物治
疗一般无效， 就要采用其他的介入栓
塞和外科手术等方法。

最后， 患者应注意稳定期的预防
用药。 为了预防反复感染， 可以使用
一些免疫调节剂， 每年宜注射流感疫
苗， 同时还可定期打肺炎菌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王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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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 所有人都应在整个生
命过程中坚持健康生活方式。 健
康生活方式可以减少所有年龄段
的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风险。 年轻
人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减少
危险因素， 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
疾病风险的基础。 对于 20～39 岁
的年轻人， 评估终身风险有助于
临床医生与患者讨论心血管病的
预防， 并强调坚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 在所有年龄组中， 治疗性生
活方式是代谢综合征的主要干预
措施。

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患者 对于
一般患者， 建议使用高强度他汀，
或可耐受的最大剂量他汀类， 以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C）。 应用他汀使 LDL-C 降低越
多， 风险就能降低越大。 应使用
最大耐受剂量他汀类药物 ， 使
LDL-C 降低 50％或以上。

对于极高危的患者 （包括多
种严重动脉粥样硬化事件或 1 种
严重动脉粥样硬化事件伴多种危
险情况）， 如果 LDL-C 不能达到
1.8 毫摩尔 /升， 应考虑在他汀药
物的基础上使用非他汀类降脂药
物。 如果最大耐受剂量的他汀仍
不能将 LDL-C 降至 1.8 毫摩尔/升
以下时， 使用依折麦布是合理的。
服用最大耐受剂量的他汀和依折
麦布后 ， LDL-C 仍然≥1.8 毫摩
尔/升者， 使用 PCSK9 抑制剂是合
理的， 但其长期安全性 （＞3 年）
仍不确定。

严重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
者 LDL-C≥4.9 毫摩尔/升 ， 可直
接开始使用高强度他汀， 不需计
算 10 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风险。
如果 LDL-C 水平仍然≥2.6 毫摩
尔/升， 使用依折麦布是合理的。
如果他汀加依折麦布后 LDL-C 水
平仍然≥2.6 毫摩尔 /升且有多重
危险因素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风险
增高的患者， 可考虑使用 PCSK9
抑制剂， 尽管其长期安全性 （＞3
年） 仍不确定。

40～75岁糖尿病且 LDL-C≥
1.8 毫摩尔 / 升患者 可在不计算
10 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风险的情
况下开始中等强度他汀类药物治
疗。 对于风险较高的糖尿病患者，

特别是那些有多重危险因素或
50～75 岁的患者， 使用高强度他
汀将 LDL-C 降低 50％或以上是合
理的。

40～75 岁需要动脉粥样硬化
疾病一级预防的成人 在启用他汀
前应讨论相关风险及危险因素 ，
例如吸烟 、 血压升高 、 LDL-C、
糖化血红蛋白， 以及计算的 10 年
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风险； 是否存
在使危险增加的因素； 潜在的不
利影响和药物相互作用等。

40～75岁无糖尿病且LDL-C≥
1.8毫摩尔 /升患者 10 年动脉粥样
硬化疾病风险≥7.5%， 在讨论后
倾向于使用他汀时， 开始使用中
等强度他汀。 特别是如果有增加
危险的因素， 则倾向于使用他汀。
如果风险状态不确定， 可考虑使
用冠状动脉钙化来判断。 如果需
要他汀， 将 LDL-C 降低 30%或以
上， 如果 10 年风险≥20%， 则将
LDL-C 降低 50%或以上。

40～75 岁无糖尿病且 10 年
风险为 7.5%～19.9％ （中度风险）
的成年人 如果存在增加危险的因
素， 倾向于启动他汀。 增加危险
的因素包括： 早发动脉粥样硬化
疾病的家族史； LDL-C 持续性≥
4.1 毫摩尔/升； 代谢综合征； 慢性
肾病 ； 先兆子痫或过早绝经史
（年龄＜40 岁）； 慢性炎症性疾病
（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牛皮癣或慢
性 HIV）； 高危民族 （如南亚人）；

甘油三酯持续≥1.97 毫摩尔 /升 ；
载脂蛋白 B≥7.2 毫摩尔/升， 高敏
C-反应蛋白≥0.02 毫摩尔/升， 踝
肱指数＜0.9， 脂蛋白 (a) ≥2.8 毫
摩尔/升或 125 纳摩尔/升， 尤其是
脂蛋白 (a) 较高。 对于 10 年风险
为 5%～7.5% （临界风险） 者， 在
有增加危险的情况下， 倾向于应
用他汀。

40～75岁无糖尿病且 LDL-C
为 1.8～4.9 毫摩尔 / 升的成人 10
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风险在 7.5%
～19.9%， 如果关于他汀类药物治
疗的决定不确定， 可考虑检查冠
状动脉钙化。 如果冠状动脉钙化
为零， 对于没有吸烟、 糖尿病和
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家族史者，
可不用或延迟他汀类药物治疗 。
冠状动脉钙化评分为 1～99 者， 倾
向于使用他汀， 特别是对于≥55
岁的患者。 如果冠状动脉钙化评
分≥100 或≥75th 百分位 ， 则需
要服用他汀， 除非讨论后患者不
同意。

最后， 启用他汀或剂量调整
后 4 ～12 周 后 复 查 血 脂 ， 观 察
LDL-C 百分比降幅， 并评估他汀
和生活方式的依从性， 根据需要
每 3～12 月复查一次。 通过与基线
相比降低 LDL-C 的百分比来定义
对生活方式和他汀类药物治疗的
反应。 对于极高危动脉粥样硬化
疾病患者中， 如果他汀达到最大
剂量时 LDL-C≥1.8 毫摩尔/升 ，
应启动非他汀药物治疗。

本报综合整理

美国新版胆固醇指南发布

特殊疾病人群依症状、程度合理用药
支气管扩张

四类药物治疗

临睡前吃药会伤肝？

�������在美国心脏协会 （AHA） 2018 年学术年会上，
新版胆固醇指南公布。 美国心脏协会主席伊沃·本杰
明表示， 新版指南强调了健康生活、 改变生活方式和
预防的重要性， 即使是年轻人也应遵循健康的生活方
式， 理解并保持健康的胆固醇水平。 同时， 新版指南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以下简称“动脉粥
样硬化疾病”） 患者、 严重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均给出了科学合理的用药建
议。 下面我们根据不同人群具体梳理一下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