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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维地洛联合厄贝沙坦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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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卡维地洛联合厄贝沙坦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14年12月至2016年6月本

院收治的 72例CHF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36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厄贝沙坦治疗，研究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联合卡维地洛治疗。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及治疗前、后血清脑钠肽（BNP）、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和同型半胱氨

酸（Hcy）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1. 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2. 22%（P＜0. 05）。治疗后，研究组

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左室舒张末内径（LVEDD）和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以及血清

BNP、hs-CRP和Hcy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 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结

论：卡维地洛联合厄贝沙坦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心功能，降低血清 BNP、

hs-CRP和Hcy水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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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ornic heart failure，CHF）是指由

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肌损伤，心脏结构或功能发生变

化，伴有心室充盈或射血功能障碍的一组临床综合

征，也是各种心脏疾病进展的终末阶段[1]。CHF多发

于老年人，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等特点，严重威胁

患者的生命健康。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

进程的加剧，CHF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引起广

泛关注。研究发现，心室重塑和炎症反应是导致CHF

持续进展的重要因素[2]。目前认为，心室重塑与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和交感-肾上腺素系

统（SAS）的过度激活密切相关。本研究采用卡维地

洛联合厄贝沙坦治疗老年 CHF，探讨二者联合治疗

CHF的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清脑钠肽血清（BNP）、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和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的的

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年 12月至 2016年 6月海

口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72例CH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病例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符合《慢性心力衰竭诊

断治疗指南》中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标准[3]；（2）美国

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为Ⅱ～Ⅳ级；

（3）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40％。排除标准：（1）合并明显膜瓣狭窄、心肌病或心

源性休克的患者；（2）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

者；（3）合并心房颤动、心房扑动等患者；（4）合并严重

感染或恶性肿瘤的患者；（5）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

的患者；（6）患有精神意识障碍而不能配合治疗的患

者等。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研究组，每组 36例。其中对照组男 22例，女 14例，

年龄 60～82岁，平均（68. 74±7. 25）岁，病程为 6～22

个月，平均（16. 78±5. 74）个月，根据NYHA心功能分

级：Ⅱ级 13例，Ⅲ级 16例，Ⅳ级 7例。研究组患者男

20例，女16例，年龄为60～78岁，平均（69. 12±7. 56）

岁，病程3～18个月，平均（15. 94±6. 14）个月，NYHA

心功能分级：Ⅱ级 11例，Ⅲ级 15例，Ⅳ级 10例。两组

性别、年龄、病程、心功能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患者均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1.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强心、利尿、扩血

管、吸氧等 CHF 标准化治疗，治疗期间应注意低盐、

低脂饮食，多休息，不进行剧烈活动。对照组患者给

予厄贝沙坦（国药准字为 J20130049，赛诺菲制药有限

公司提供）治疗，起始剂量为 150 mg/d，治疗 1周后改

为 300mg/d。研究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

卡维地洛（国药准字为 H20020219，海南碧凯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治疗，起始剂量为 3. 125 mg/次，2次/d，

之后每 2周增加 1倍剂量，最大剂量为 25 mg/次。两

组均连续治疗6个月。

1. 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临床症状和体征、心功能

指标的改善情况，评估两组的临床疗效。采用德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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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子 SC-2000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两组治疗前后的

心功能指标，包括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

末内径（LVEDD）和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

于治疗前后采集两组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5 mL，30

min内送检，3 000 r/min离心 5 min，取上层血清，并置

于－70 ℃冰箱贮存。采用双抗体免疫荧光法测定血

清 BNP 水平，检测仪器为美国 BIOSITE 免疫荧光定

量心衰/心梗快速诊断仪；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测定

血清中 hs-CRP 水平，检测仪器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IMMAGE 800特定蛋白分析仪；采用酶循环免疫法测

定血清中 Hcy 的水平，检测仪器为 Olymous AU27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 4 疗效评定标准[3] （1）显效：心悸、疲乏、呼吸困

难等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心功能分级提高≥2级；（2）

有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心功能分级提高≥1级，但

不足 2级；（3）无效：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心功能分

级提高＜1 级；（4）恶化：临床症状恶化，心功能恶化

≥1级。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病例数×100%。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 0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1. 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2. 22%，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 05），见表2。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2. 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研究组治疗

后 LVEF 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研究组治疗后

LVEDD 和 LVESD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见

表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 ± s）

2. 3 两组血清BNP、hs-CRP和Hcy水平比较 研究

组治疗后血清 BNP、hs-CRP 和 Hcy 水平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均P＜0. 05），见表3。

2. 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出现恶心

呕吐 2例，腹泻 1例，头痛 1例，眩晕 1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13. 89%。研究组出现低血压 2例，眩晕 1例，

乏力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1. 11%。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经调

整剂量后，患者的症状得以缓解，未停药，患者均能耐

受，未影响治疗。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常规、尿常规、

肝肾功能等均无出现明显异常情况。

表3 两组血清BNP、hs-CRP和Hcy水平比较（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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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心室重塑是CHF的基本病理过程，且其与RAAS

和 SAS的过度激活密切相关［4］。有研究显示，RAAS

和SAS的过度激活是导致心室重塑的基本原因，二者

可引起神经内分泌激活、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从而

引起心肌的持续损伤，导致心脏结构、功能等发生一

系列的变化，形成恶性循环［5］。而神经内分泌细胞因

子系统的过度激活，不仅能直接对心肌细胞造成损

伤，亦能刺激心肌纤维化，增加心脏后负荷，导致心脏

结构和功能的进一步恶化，进而诱发CHF［6］。另有研

究显示，在改善血流动力学的基础上，进一步阻断

RAAS和 SAS的活性，可延缓或逆转心室重塑，对改

善CHF患者的临床症状，延缓CHF的进展有着积极

的意义［7］。

受体阻滞剂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CHF 的常用药

物，其可有效抑制心室重塑，改善心脏自主神经功能，

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卡维地洛属于第三代β受体阻

滞剂，不仅可阻滞β1和β2受体，还能阻滞α1受体，从

而全面地阻滞交感神经元活性［8］。同时，卡维地洛可

通过抑制神经内分泌的异常激活，扩张负性心肌和血

管，减轻血液阻力，从而有效减轻心脏负荷，抑制心室

重塑，提高心肌收缩功能［9］。此外，卡维地洛亦具有

抗氧自由基、抗缺血、抑制细胞坏死凋亡、降低左心室

质量等作用［10］。厄贝沙坦属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

抗剂，其可通过阻滞血管紧张素Ⅱ的产生，抑制

RAAS的过度激活，延缓或逆转心室重塑［11］。因此，

卡维地洛和厄贝沙坦的联合使用，可有效抑制RAAS

和 SAS 的过度激活，延缓或逆转心室重塑，对延缓

CHF的进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后LVEF明显高于对照

组（P＜0. 05），而 LVEDD 和 LVESD 则明显低于对照

组（P＜0. 05），这提示卡维地洛联合厄贝沙坦可有效

提高患者的心肌收缩力和心肌射血功能，减轻心脏负

担，改善心功能，效果优于单用厄贝沙坦。两组药物

同时使用，起到协同治疗的效果，可同时抑制 RAAS

和SAS的活性，避免或减轻了RAAS和SAS过度激活

而引起的心肌持续损伤，从而逆转心室重塑。另外，

联合用药不仅可阻断β受体，阻止心功能的进一步恶

化，同时还阻断α1 受体，扩张血管，减轻全身血管阻

力，减轻心脏负担，从而改善心功能。

有研究发现，炎症级联反应在 CHF 的发生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与心室重塑密切相关［12］。研

究显示，CHF诱发的炎症反应可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和

心肌肥厚，降低心肌收缩力，同时介导心室重塑，加速

疾病的进展［13］。BNP由心肌细胞合成，主要在脑组织

和心室中表达，当心脏容量超负荷和心腔压力升高

时，其水平明显升高，相关机制可能与心肌细胞肥大、

纤维组织增生、炎细胞浸润有关［14］。有研究显示，血

清 BNP 水平可判断心衰的严重程度，可作为心衰的

标志物［15］。hs-CRP 是一种炎症因子介导的时相蛋

白，是机体非特异性炎症反应的敏感标志物，其与心

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心脑血管疾

病治疗和预后的评估指标，在 CHF 患者血清中，

hs-CRP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16］。Hcy是蛋氨酸代谢

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含硫氨基酸，其可通过诱导血管内

皮细胞损伤、促进心肌纤维化和激发氧自由基、应激

蛋白、炎症反应等，加速 CHF 的发生和发展，在 CHF

患者血清中，Hcy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17］。本研究亦

显示，研究组治疗后血清BNP、hs-CRP和Hcy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提示厄

贝沙坦和卡维地洛均可抑制炎症联级反应，降低血清

BNP、hs-CRP和Hcy水平，其中卡维地洛联合厄贝沙

坦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厄贝沙坦的。原因可能是卡

维地洛的联用可有效清除氧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引

起的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从而减少炎性细胞的浸

润，降低血清中BNP、hs-CRP和Hcy的表达。

综上所述，卡维地洛联合厄贝沙坦治疗老年慢性

心力衰竭，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心功能，降

低血清 BNP、hs-CRP 和 Hcy 水平，且不良反应少，值

得应用于临床。

参考文献：

［1］ 胡 欢. 厄贝沙坦联合螺内酯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血

清脑钠肽及 C-反应蛋白的影响［J］. 海南医学院学

报，2014，20（2）：191-194.

［2］ JEFFERIS B J，WHINCUP P H，LENNON L T，et al.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men：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ith inflammatory and hemostatic biomarkers，N-termi-

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and onse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mortality［J］. J Am Geriatr Soc，

2014，62（4）：599-606.

［3］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

员会. 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指南［J］. 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2007，35（12）：1076-1095.

［4］ 中华医学会. 临床诊疗指南：心血管分册［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5-10.

［5］ 卢 翔. 厄贝沙坦联合卡维地洛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

衰竭的疗效研究［J］. 江西医药，2014，49（11）：

1243-1245.

［6］ 解 娜，赵国安，殷国田，等. 厄贝沙坦联合美托洛尔

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疗效观察［J］. 中国医学工程，

2016，24（1）：86-87.

［7］ 韩海青. 不同剂量厄贝沙坦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

疗效观察［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杂志，2015（18）：

25-26.

［8］ 赵军香，王慧云，张丽荣. 补心汤联合卡维地洛治疗慢

性心力衰竭的疗效及对心功能的影响［J］. 现代中西

医结合杂志，2016，25（16）：1768-1770.

·· 1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