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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灵胶囊联合曲美他嗪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的效果观察

张群生 1 、 胡宇才 2 、 马文凯 1 、 王可为 1

【摘要】目的　乌灵胶囊联合曲美他嗪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患者的疗效。方法　将 10� 例

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患者随机分组，对照组 �1 例予曲美他嗪联合心理干预，观察组 �2 例增加乌

灵胶囊，观察心功能、抑郁症状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LVEF、SV、CO、�-HT 水  平、

�min 步行距离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LVESD、LVEDD、NT-proBNP、H-FABP 水平  及 HAMA、

HAMD 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显著降低（P< 0.0�），不良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结论

　乌灵胶囊联合曲美他嗪能够有效消除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患者负性情绪，改善心功能，其机制

可能与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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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uling capsule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ZHANG Qunsheng，HU Yucai，MA Wenkai，et al.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uoyang Cit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Wuling capsule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in chronic heart fail-

ur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03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randomly，51 cases in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trimetazidine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52 ca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Wuling Capsules. The change of heart function，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 Results　After treatment，LVEF，SV，CO，5-ht level，6min walking distanc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 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LVESD，LVEDD，nt-probnp，h-fabp level，HAMA，

HAMD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0.05). Conclusion　Wuling Capsule combined with trimetazidine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heart function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and its mechanism may-

be is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neurotransmitt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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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病程迁延，致死率高，极易引发

抑郁情绪，抑郁情绪会加重心衰病情，不利于疾病

转归［1］。目前多是在药物治疗原发疾病的基础上，

联合心理干预来改善患者情绪。但是疗程长，见效

缓慢。本研究旨在观察乌灵胶囊联合曲美他嗪治疗

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3 月 ~2018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103 例

慢性心力衰竭合并抑郁患者，经实验室、心电图、胸

部 X 光片、超声心动图、躯体、神经系统等检查确诊

符合慢性心力衰竭及抑郁诊断标准［2-3］，纳入患者心

功能Ⅱ ~ Ⅳ级，患者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既往精神病及家族

史，依从性差者，痴呆患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

随机分组，对照组 51 例，男 27 例，女 24 例；年龄

43~75 岁，平均（58.11±4.91）岁；心功能Ⅱ级 15 例，

Ⅲ级 20 例，Ⅳ级 16 例；心衰病程 3~6 年，平均（4.33
±0.31）年；抑郁病程 1~3 年，平均（1.93±0.20）年。

观察组 52 例，男 26 例，女 26 例；年龄 45~74 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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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58.26±4.89）岁；心功能Ⅱ级 13 例，Ⅲ级 21 例，

Ⅳ级 18 例；心衰病程 3~7 年，平均（4.41±0.37）年；

抑郁病程 1~3 年，平均（1.96±0.23）年。两组患者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给 予 贝 那 普 利 （ 国 药 准 字

H20043648）口服，2.5mg/ 次，1 次 /d，氢氯噻嗪（国

药准字 H44023235）口服，25mg/ 次，2 次 /d，地高

辛（国药准字 H31020678）口服，0.125~0.25mg/ 次，

1 次 /d，美托洛尔（国药准字 H32025390）口服，

6.25mg/ 次，2 次 /d，依据患者病情调整剂量，最大

日剂量 50~100mg；对照组增加曲美他嗪（国药准字

H20080433）口服，20mg/ 次，3 次 /d，同时给予心

理干预，由专业心理咨询师进行干预，30min/ 次，5
次 /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乌灵胶囊（国药

准字 Z19990048）口服，3 粒 / 次，3 次 /d，均持续治

疗 12 周。

1.�　观察指标

（1）实验室指标：分别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

吸附法、电化学发光免疫法及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对

比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H-FABP）、血浆 N 末端脑钠

肽原（NT-proBNP）及 5- 羟色胺（5-HT）水平；（2）

心功能比较：对比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室

舒张末期内径（LVEDD）、心室射血分数（LVEF）、每

搏输出量（SV）、心输出量（CO）及 6min 步行距离；

（3）焦虑抑郁比较：分别采用 HAMD、HAMA 评分进

行评价，HAMD 评分包括 17 项，HAMA 包含 14 项，

两组评分每项采用 0~4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提示患者

症状越严重［4］；（4）临床疗效：显效：心功能改善≥ 2
级，HAMD 评分减少 >60％；有效：心功能改善 1 级，

HAMD 评分减少 30％~60％；无效：未达有效标准［5］；

（5）不良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n（％）］表

示计数资料，χ2 值检验，（x±s）表示计量资料、t 检

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室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NT-proBNP、H-FABP 水平

较对照组患者显著降低，5-HT 水平较对照组患者显

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实验室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H-FABP
（pg/mL）

NT-proBNP
（ng/mL）

5-HT 
（ng/mL）

对照组（n=51） 治疗前 60.91±3.23 3.50±0.46 11.36±4.69

治疗后 36.11±6.81△ 3.01±0.21△ 25.11±6.13△

观察组（n=52） 治疗前 60.88±3.36 3.52±0.49 11.41±4.72

治疗后 25.16±7.36△▲ 2.70±0.08△▲ 32.65±7.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心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LVESD、LVEDD、LVEF、SV、

CO 水平及 6min 步行距离均显著改善，观察组患者

改善效果较对照组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心功能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LVESD（mm） LVEDD（mm） LVEF（％） SV（mL/次） CO（L/min） 6min步行距离（m）

对照组（n=51） 治疗前 44.65±5.40 55.73±5.65 44.91±4.39 37.88±6.39 3.54±0.59 328.99±63.16

治疗后 40.01±3.89△ 52.91±4.19△ 49.91±3.25△ 41.87±5.55△ 4.11±0.41△ 416.97±70.23△

观察组（n=52） 治疗前 44.69±5.43 55.76±5.68 44.93±4.41 37.91±6.41 3.56±0.62 330.21±65.15

治疗后 37.21±3.03△▲ 50.03±3.55△▲ 55.06±2.93△▲ 46.03±4.61△▲ 4.99±0.37△▲ 503.65±77.9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　焦虑抑郁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 HAMA、HAMD 评分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显效 26 例，有效 23 例，无效 3 例，总

有效率 94.23％（49/52），对照组显效 20 例，有效 21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 80.39％（41/51），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4.4711，P=0.0345<0.05）。

表3　HAMA、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HAMA评分 HAMD评分

对照组（n=51） 治疗前 25.11±2.31 23.65±2.55

治疗后 12.20±3.33△ 13.56±3.41△

观察组（n=52） 治疗前 25.15±2.36 23.73±2.61

治疗后 8.66±2.51△▲ 9.22±2.16△▲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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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良事件

对照组出现头昏 1 例、嗜睡 1 例、口干 2 例、恶

心 3 例、胸闷 1 例，不良事件发生率 15.69％（8/51），

观察组出现恶心 2 例，呕吐 2 例，口干 1 例，胸闷 1
例，不良事件发生率 11.54％（6/52），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0.3772，P=0.5391>0.05）。

3　讨论

我 国 慢 性 心 力 衰 竭 合 并 抑 郁 的 发 病 率 约 为

40％，且呈现逐年增高趋势［6］。抑郁与心力衰竭互

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疾病的转归，增加

死亡率［7］。慢性心力衰竭共病抑郁的病理机制包括

自主神经与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失衡、免疫系统过

度激活、心率变异性降低、血液高凝、遗传等［8］。

曲美他嗪是临床上常用的治疗心衰药物，通过

保护心肌细胞膜，维持其稳定性，减轻线粒体损害，

改善酸中毒，抑制肪酸β氧化线粒体酶及中性粒细

胞核血小板聚集，促进葡萄糖代谢，增加心肌产能，

进而提升心肌细胞利用率，减少心脏负荷及心肌氧

耗量，扩张血管，提升局部血流量，增加心肌收缩

功能，达到改善患者心功能的效用［9］。本研究发现：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H-FABP、NT-proBNP、LVESD、

LVEDD、LVEF、SV、CO 水平及 6min 步行距离较治

疗前均明显改善，证实其联合心理干预应用于慢性

心力衰竭中的有效性。

本研究还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5-HT 水平及

HAMA、HAMD 评分改善幅度均低于观察组，提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乌灵胶囊能够更为有效的改

善患者负性情绪，促进心功能改善，进一步提升治

疗效果，且不增加不良事件发生率，安全性高。乌

灵胶囊主要提取自乌灵菌，乌灵菌乌灵菌其内含有

谷氨酸、腺苷多糖等多种维生素及氨基酸，作用于

机体通过调节血脑屏障通透性，提升机体内谷氨酸、

γ- 氨基丁酸含量，增加谷氨酸脱羧酶活性，促进γ-

氨基丁酸合成，调节 5- 羟色胺水平，改善神经递质，

发挥抗抑郁效用［10］。本研究与周艺等［11］的研究结果

一致。

综上，乌灵胶囊曲美他嗪能够更好的改善慢性

心力衰竭合并抑郁患者的抑郁情绪，改善其心功能，

安全性高。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因素会影响慢性心

力衰竭合并抑郁患者的情绪改善，包括个性特征、

经济压力，应付方式等，本研究无法完全控制上述

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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