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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心通脉颗粒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疗效
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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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强心通脉颗粒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 40 例气虚血

瘀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20 例)采用西药常规治疗,治疗组(20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强心
通脉颗粒,疗程均为 4 周。观察患者的心衰疗效及治疗前后心功能分级、明尼苏达生活质量量表、6 min 步行距离。
结果

强心通脉颗粒能明显改善气虚血瘀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及 6 min 步行距离,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强心通脉颗粒治疗气虚血瘀型慢性心力衰竭疗效确切,有明显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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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Strong Heart Arteries Particles and Its Effect on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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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strong heart arteries particl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and its effect on life quality. Methods Forty patient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with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20 case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20 cases) with strong heart arteries
particles additionally, with a course of 4 week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n CHF and the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Minnesota QOL, 6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strong heart arteries particles improved the cardiac function, 6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and QOL of
CHF patients with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I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strong heart arteries has good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CHF
patients with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and obviously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strong heart arteries particles；chronic heart failure；quality of life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心血管系统疾病和其他系统疾病的

从随机数字表任意一处查出 40 个随机数字,遇到相同的随机

最终表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其发病率逐年增高。现代医

数字则去掉,分配给每个受试者,并将随机数字由小到大编秩,

学对 CHF 的治疗取得明显成绩,但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及

令秩次为 1～10 者分入对照组,秩次为 11～20 者分入治疗组,

耐药性等。而中医药具有整体调治、疗效巩固、不易耐药、明

每组各 20 例。治疗组男 12 例,女 8 例,年龄(65.05±8.20)岁,

显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优点。本研究以强心通脉颗粒(参草通

病程 7～14 年。对照组男 11 例,女 9 例,年龄(66.5±7.25)岁,

脉颗粒)治疗 CHF,观察其疗效和对生活质量的作用。

病程 8～14 年。心功能分级Ⅱ、Ⅲ级者治疗组分别为 9、11

1

例,对照组分别为 10、10 例。基础疾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来源于 2008 年 8 月－2009 年 4 月就诊于辽宁中

病者治疗组分别为 6、7、7 例,对照组分别为 7、6、7 例。上
述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2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门诊的 CHF 患者,共 40 例。根据随机

具有可比性。

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组,先把受试者按年龄由小到大编号,然后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

[1]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2007BAI20B076)

行)》 中 Framingham 的 CHF 诊断标准,并进一步结合临床实

通讯作者：张艳,E-mail：liuxiaolei0609@163.com

际情况,归纳为以下标准。主要标准：①射血分数(EF%)＜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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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或端坐呼吸；③颈静脉怒张；④肺部啰

1.7

音；⑤心脏扩大；⑥急性肺水肿；⑦第三心音奔马律；⑧静脉

1.7.1

压增高＞1.57 kPa(16 cm H2O)；⑨循环时间＞25 s；⑩肝颈

所制定的心衰计分系统。疗效评定按积分比法(疗前积分－疗

回流征阳性。次要标准：①踝部水肿；②夜间咳嗽；③活动后

后积分)/疗前积分×100%。显效：治疗后积分减少≥75%；有

呼吸困难；④肝肿大；⑤胸腔积液；⑥肺活量降低到最大肺活

效：治疗后积分减少 50%～75%；无效：治疗后积分减少不足

量的 1/3；⑦心动过速(心率≥120 次/min)；⑧治疗后 5 d 内

50%；恶化：治疗后积分超过治疗前积分。

体重减轻＞4.5 kg。同时存在 2 个主项或 1 个主项加 2 个次项

1.7.2

即可诊断。心功能分级标准参照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

[1]
质量调查表进行生活质量评价 。

1994 年修订标准,分为 4 级。

1.7.3

疗效标准
心衰疗效

采用 Lee 氏于 1982 年根据临床与 X 线改变

生活质量

参照国际上通用的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

六分钟步行试验

六分钟步行试验是用以评定 CHF 患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者运动耐力的方法,要求患者在平直走廊里尽可能快行走,测

[1]
原则(试行)》 。主症：心悸,气短,活动后加重。次症：①胸

定 6 min 步行距离。6 min 步行距离＜150 m 为重度心功能不

痛；②面色晦黯；③口唇青紫；④胸胁满闷；⑤胁下痞块；⑥

全,150～425 m 为中度,426～550 m 为轻度。

痰中带血；⑦双下肢浮肿。舌脉：舌黯红,或有瘀点、瘀斑,

1.8

1.2.2

气虚血瘀证诊断标准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SPSS14.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

脉沉涩或结代。以上主症必备,次症兼具 2 项以上,结合舌象、
脉象,即可诊断。

2
示,采用 t 检验,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 检

1.3

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病例纳入标准
①符合西医由缺血性心脏病导致的充血性心力衰竭诊断

2

标准；②心功能分级(NYHA)属于Ⅱ、Ⅲ级者；③符合中医气虚

表 1 2 组 CHF 患者心衰疗效比较(例)

血瘀证诊断标准；④年龄 40～75 岁。
1.4

结果(见表 1～表 4)

病例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 CHF 的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治疗组

20

11

7

2

0

对照组

20

6

9

5

0

②因为肾、肝等重要脏器的功能衰竭导致的 CHF 以及合并肝、

注：2 组比较,P ＜0.05

肾等严重原发性疾病。③重度心衰,心功能Ⅳ级者。④妊娠及

表 2 2 组 CHF 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分级比较(例)

哺乳期妇女。⑤精神病患者和不愿意合作者。⑥有能增加死亡

组别

率的因素：如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高度房室传导

治疗组

阻滞、肺栓塞、心包填塞及没有控制的高血压等,都不能入选。
⑦对本药过敏。⑧在本研究期间参加了其他临床研究者。
1.5

对照组

治疗方法

1.5.1

全部病例根据病情予以休息,限制钠盐及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治疗前

20

0

9

11

0

治疗后

20

10

8

2

0

治疗前

20

0

10

10

0

治疗后

20

7

8

5

0

—

表 3 2 组 CHF 患者治疗前后明尼苏达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s,分)

水分摄入,吸氧及控制感染等诱发因素,针对基本病因治疗。
对照组

例数

注：同组治疗前后比较,P ＜0.05；2 组治疗后比较,P ＜0.05

一般治疗

1.5.2

时间

采用西医基础治疗：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

剂(ACEI)选用赖诺普利(由上海信谊万象药业股份公司提供,
每片 10 mg,批号 H10960265)10 mg,每日 2 次口服；β受体阻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20

40.24±5.32

23.21±1.97

*#

对照组

20

39.23±5.17

28.15±1.89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0.05(下同)

滞剂选用康忻片(富马酸比索洛片,德国 Merck KGaA 生产,每片

—

表 4 2 组 CHF 患者治疗前后 6 min 步行距离比较(x±s,m)

5 mg,批号 H20060100)1.25 mg,每日 1 次口服；利尿剂选用氢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氯噻嗪片(由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每片 25 mg,批号

治疗组

20

257.6±51.6

340.9±90.2

*#

H12020166)25 mg,每日 2 次口服；地高辛片(由杭州赛诺菲安万

对照组

20

245.5±50.5

316.6±70.2

*

特民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每片 0.25 mg)0.125 mg,每日 1 次
口服。同时停用原来使用的一切中药制剂。疗程为 3 个月。

3

讨论
对心力衰竭发生机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目前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强心通脉颗粒。强心通

的共识认为其发生的基本机制是心室重构。心室重构即心力衰

脉颗粒组成：黄芪 40 g,人参 15 g,丹参 30 g,红花 15 g,三七

竭时交感神经兴奋,神经体液调节异常,肾素-血管紧张素-醛

粉 5 g 等,药物由本溪第三制药厂严格按其标准制作,处方中的

固酮系统(RAAS)激活,导致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及醛固酮

全部药材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 年版有关规定。

(ALD)水平增加,产生一系列心肌的损害,血管及神经体液调节

每袋 10 g,每次 1 袋,每日 3 次,开水冲服。疗程为 3 个月。

的不平衡,使心脏发生重构,心肌结构、功能和表型改变。因此,

1.6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随着循证医学发展,产生了 CHF 治疗的

1.5.3

治疗组

观察指标
①观察评定心衰疗效；②观察治疗前后心功能分级 NYHA

最新模式——神经内分泌综合调控模式,所用代表性药物有：

改善情况；③评价治疗前后 CHF 患者明尼苏达生活质量评分变

ACEI、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和醛固酮

化；④观察治疗前后 6 min 步行距离。

拮抗剂(螺内酯)等。2005 年,欧洲、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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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SMS,通过与多导睡眠图的对比试验,表明其醒/睡分期符合率

床研究方法,选用能改变睡眠结构的镇静催眠药做对照,严格

达到 90%以上,基本睡眠结构的准确率达到 75%,达到了临床应用

按照 WHO 提供的操作规程进行量表测评,对和胃安神汤改善失

[12-13]

的要求

。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对失眠患者用 PSQI

进行初筛,然后用 MSMSMS 检测,形成了失眠的客观化评估方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杨明会教授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
失眠的研究工作 10 余年,创新性提出失眠乃由“胃气不和、脑
神不宁”所致的新观点,确立了“和胃安神”治疗大法。临床
观察发现,“和胃安神”法可以延长失眠患者的深睡眠以及 REM
睡眠时间,缩短入睡潜伏期,改善睡眠质量

[2-3]

,并形成和胃安

神方。本观察显示,失眠患者服用和胃安神汤 4 周后,PSQI 总
积分以及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日渐功
能障碍各项目评分明显降低(P ＜0.01 或 0.05),睡眠监测入睡
潜伏期、觉醒时间缩短,＞5 min 觉醒次数减少,深睡眠时间、
REM 睡眠时间增加(P ＜0.01 或 0.05),说明和胃安神汤可通过
改变患者睡眠结构来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目前,生存质量测评已应用到了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癌
症、肾功能不全、糖尿病、慢性胃肠疾病、中风后遗症的康复
等方面,使患者的生存质量得以明显提高,充分体现了中医药
[8]

治疗慢性病改善生存质量的优势 。WHOQOL-BREF 常应用于医
学相关的各个研究领域,在临床实践中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判断
患者受疾病影响最严重的方面,决定治疗方法,评价治疗过程
中生活质量的变化,其对于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科学评价中
医药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本试验按照前瞻性、自身对照的临
床研究方法,初步观察了 52 例失眠患者服用和胃安神汤后生
活质量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和胃安神汤可以通过提高生理、
心理以及社会领域的生活质量评分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临
床使用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本试验仅使用了自身对照的研究方法,样本量偏少,而且
对失眠的严重程度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未做系统观察,对于问卷
的测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未做进一步研究。下一步将扩大研

眠患者的生活质量及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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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部门及样本量,按照随机、对照(包括安慰剂及中西药)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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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我国的心力衰竭治疗指南均一致认

强心通脉颗粒中黄芪与人参两药合用,共奏健脾益气、补

为：CHF 的治疗应是以神经内分泌拮抗剂为主的三大类或四大

肺固表、补心助脉之功,既补肺气之短,又解胸中之闷,气充胸

类药物的联合应用,即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β

宽则心悸、胸闷、气短乃平；丹参、红花、三七合用,活血之

受体阻滞剂的三类药联合,或再加上地高辛的四类药物的联合

力更强,治疗心脉闭阻之胸闷、心悸；血瘀与水饮又相互影响,

应用。疗效较前明显提高。

血不利则为水,水饮停聚又能阻滞经络气血运行,因此,方用益

笔者认为,心气虚是 CHF 的病理基础,并且贯穿其始终,血

母草对水瘀互结之水肿尤为适宜,而起到利尿消肿之目的。本

瘀是中心环节,痰饮和水湿是其主要的病理产物,气、血、水

观察结果显示,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强心通脉颗粒可明

有着密切的联系,气虚-血瘀-水停是心力衰竭病机所遵循的

显改善 CHF 患者临床症状和心功能,提高运动耐力和患者生活

[2]

基本规律 。因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气虚血瘀型 CHF 不仅仅

质量,显示了中医药治疗 CHF 的优势。

是 CHF 疾病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证型,并且是贯穿于 CHF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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