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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老年心力衰竭治疗的整体概念
许玉韵晏沐阳
１模式转变
心力衰竭的治疗经历了如下模式转变：①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仅以强心、利尿、限盐和休息改善
血流动力学异常治疗心力衰竭，但不能降低再住院
率、死亡率及改善预后；②７０年代开始应用血管扩
张剂，仍不能降低死亡率及改善预后；③８０年代由
于应用了肾素一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
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ＥＩ），确立了心力

衰竭治疗的新里程碑，并肯定了以ＡＣＥＩ＋利尿剂
加或不加洋地黄制剂为心力衰竭的基本治疗，循证
医学也证实可降低总死亡率并改善临床症状。并已
逐步开展应用Ｂ受体阻滞剂治疗慢性收缩性心力衰
竭，取得了初步效果；④９０年代经临床中心试验，
肯定了比索洛尔（ｂｉｓｏｐｒｏｌ０１）、美托洛尔（ｍｅｔｏｐｍｌ０１）
及卡维地洛（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０１）的有益作用，可使总死亡率
降低约３４％，并改善症状及提高生活质量，基本确
立了伊受体阻滞荆在治疗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的地

存活率试验（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卡维地洛心梗后监督
评价研究（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等）、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
抗剂［老年人氯沙坦评价研究Ⅱ（ＥＬＩＴＥ一Ⅱ），缬沙

坦心力衰竭试验（ｖａｌ一陋Ｆ１、），坎地沙坦减低心力衰
竭病死率和发病率评价研究（ＣＨＡＲＭ）（尚未发
表）］、螺内酯［随机螺内酯评价研究（ＲＡＬＥｓ）］。
２．２不降低死亡率，但可改善症状如血管扩张剂
虽可减轻心力衰竭症状、室壁压力及末梢血管阻力，
但不能降低死亡率。甚或强有力的血管扩张剂氟司
喹南（ｆｌｏｓｅｑｕｉｎａｎ）及ｅｐｍｐｒｏｓｔｅｎｏｌ（一种前列腺素制
剂）反可增加死亡率，又如血管扩张剂心力衰竭试验
Ⅱ（Ｖ—ＨｅＦＴ一１１）试验评估肼屈嗪一二硝酸异山梨醇
治疗心力衰竭降低死亡率的报告，但尚无更多的证
据显示有明确的作用，钙通道阻滞剂除第二代的双
氢吡啶类氨氯地平或非洛地平外尚无有效证据，反
有加重心力衰竭或增加死亡率的副作用，故不宜用
于治疗一Ｃ２力衰竭，其他的抗肾上腺素能制剂一多巴胺
口羟化酶抑制剂ｎｅｐｉｃａｓｔａｔ及咪唑受体激动剂莫索

位。、

尼定（ｍｏｘｏｎｉｄｉｎｅ）已有莫素尼定充血性心力衰竭研
２循证医学

究（Ｍ０ｘ００Ｎ）临床Ⅲ期试验治疗心力衰竭使死亡

慢性心力衰竭规范治疗药物选择应按循证医学
即通过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多中心的大规模临床
试验，终点应以死亡率降低为主要判定指标和（或）
主要不良心脏事件（ｍａｉ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

率增加６０％而终止试验。
内皮素拮抗剂非选择性制剂波生坦（ｂｏｓｅｎｔａｎ）
由于肝毒性作用已提前终止实验，近来的ＥＲｔｈ多
中心试验评价内皮素Ａ型受体拮抗剂达罗生坦（ｄａ—

ｅｖｅｎｔ，

ＭＡＣＥ），再住院率的下降为依据，现介绍几个多年
大型临床试验疗效的结果，主要分为两大类。
２．１可降低死亡率、再住院率有ＡｃＥＩ［北斯堪地
纳维亚依那普利存活率合作研究（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左室功能障碍研究（ＳＯＬＶＤ），Ｖ—ＨＥＦＴ－ＩＩ，赖诺普

利治疗和存活率评价研究（ＡＴＬ峪）等］、阻受体阻滞
剂［美托洛尔控释治疗心力衰竭随机干预试验
（ＭＥＲＩＴ—ＨＦ），ＣＩＢＩＳ－１１，卡维地洛前瞻性随机累积

ｒｕ—ｔａｎ）无预防心力衰竭及左窀增大的重构作用，
治疗心力衰竭无效。
环腺苷酸（ｃＡＭＰ）依赖性正性肌力药短期用
药，可能改善血流动力学，尚无证据表明，长期应用
具有有益作用，此类药并不能降低死亡率，反可增加
死亡率。
洋地黄研究组研究（ＤＩＧ）试验结果表明，对总
死亡率的影响为中性．但地高辛是治疗心力衰竭的
有效药物，尤其是对伴有心房颤动的心力衰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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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应用ＡＣＥＩ和（或）利尿剂的基础上应用。
３收缩性心力衰竭的治疗方法与选择
心力衰竭的治疗重点在于病因防治及去除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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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时，逆转和对抗分子生物学和内分泌、神经、细

３

胞因子所致的心窒重塑，最终达成降低死Ｋ－书及改
善预后。

心力衰竭治疗有效的ｐ一受体阻滞剂有：选择性口一受

常见病因治疗：抗缺血（药物或冠脉血管重建、

ｌ

３口受体阻滞剂

目前大量ｌ临床证据表明，对

体阻滞剂（比索洛尔、美托洛尔）和全面阻滞肾上腺
素能ａ，，口．和＆受体的口受体阻滞剂（卡维地洛）。

室壁瘤手术矫正）、瓣膜病（修补或换瓣）及其他（控

①所有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ＮＹＨＡⅡ、Ⅲ级患者，

制高血压、纠正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治疗等）。

左室射血分数＜３５％－－４０％病情稳定者，除非有禁

去除诱因：主要控制感染、心律失常特别是心房

忌证或不能耐受；ＮＹＨＡⅣ级患者，待病情稳定后

颤动伴快速室率，肺梗死及药物或电解质紊乱等因

再用；②应告知患者，症状改善常在给药后２～３个

素及改善生活方式。

月才出现，如症状无改善，亦能防止疾病的进展；③

３．１常规药物

ｐ受体阻滞剂起始治疗前已无液体潴留，利尿剂已

３．１．１利尿剂①所有液体潴留患者，均应给予利

维持在合适剂量；④日、受体阻滞剂需从小剂量开

尿剂。ＮＹＨＡ Ｉ级患者不需应用利尿剂；②应早期

始，如美托洛尔６．２５ｍｇ，２／ｄ，比索洛尔１．２５ｍｇ，ｌ／ｄ，

联合使用ＡＣＥＩ，到肺部无湿哕音、下肢无水肿时间

卡维地洛３．１２５ｒａｇ，２／ｄ，能耐受时可每１０～１４ｄ将

与ｐ一受体胆滞剂联合应用，不要将利尿剂作为单一

剂量加倍，如出现早期副作用或心力衰竭加重，可稠

治疗；③氯噻嗪（ｅ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适用于轻度液体潴

整剂量或加用利尿剂，心率约可维持在静息时５５

留、肾功能正常的心力衰竭患者，如有显著液体潴

次／ｍｉｎ。靶剂量因人而异，应达最大耐受量，高剂量

留，肾小球滤过率＜３０ｍｌ／ｍｉｎ时，宜选用襻利尿剂，

优于低剂量。

如呋塞米（ｆｕｍｓｅｍｉｄｅ）；④利尿剂应从小剂量开始，

新近设计的心功能不全比索洛尔研究Ⅲ

逐渐加量，氯噻嗪１００ｍｇ／ｄ已达最大效应，糖尿病

（ＣＩＢＩＳ－Ⅲ）临床试验，观察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慢性

者应＜５０ｍｇ／ｄ。呋塞米属非高限性利尿剂，剂量不

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为３组，分别先启动使用ＡＣＥＩ

受限制；⑤当病情控制（肺部哕音或水肿消退、体重

或８一受体阻滞剂或两者同时使用，评价３种用药方

稳定），应以最小有效剂量维持，一般需无限期使用，

式对预后终点的影响，进一步研究８＿受体阻滞剂的

监控每日体重变化以利调整利尿剂剂量；⑥出现利

有效作用。

尿剂抵抗时或顽固心力衰竭时，可静脉给予利尿剂，

３．１．４洋地黄制剂慢性心力衰竭中使用的洋地黄

如呋塞米持续静滴（１～５ｍｇ／ｈ）；≥２种利尿剂联合

为地高辛，一般是在应用利尿剂、ＡＣＥＩ基础上加用

应用，如托拉塞米（ｔｏｒａｓｅｉｎｉｄｅ）、美托拉宗（ｍｅｔｏｌａ—

地高辛或口一受体阻滞剂，更多应用于伴有快速心室

ｚｏｎｅ）等作用较强的利尿剂；应用可增加肾血流药物

率的心房颤动患者。①地高ｆ可改善心力衰竭症

如小剂量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

状，但对心力衰竭的影响属中性；②不主张早期应
①全部收缩性

用，不推荐应用于ＮＹＨＡ Ｉ级患者；③７０岁老年人

心力衰竭患者必需应用ＡＣＥＩ，包括无症状性心力

或肾功能减退者宜给０．１２５ｍｇ／ｄ或隔日１次。与传

衰竭，射血分数＜４５％者。除非有禁忌证或不能耐

统观念相反，适量地高辛是安全的，耐受性好。不良

受；②ＡＣＥＩ的剂量需从小剂量开始，如能耐受则每

反应见于大剂量时，尚无证据支持应用地高辛，血清

隔３－Ｔｄ剂量加倍。制定剂量需个体化，其目标剂

浓度测定指导选择地高辛的合适剂量。

量或最大耐受量不以患者治疗反应来决定，应以耐

３．１．５醛固酮拮抗剂①ＮＹＨＡⅣ级患者，可考虑

受量为依据，然后长期维持应用；③ＡＣＥＩ应终生应

应用小剂量的螺内酯２０ｒａｇ／ｄ；②应在使用ＡＣＥＩ和

用；④应告知患者，疗效在数周或数月后才出现，如

利尿剂基础上使用；③使用过程应约每５ｄ监控皿

症状未见改善，仍可降低疾病进展的危险性。副作

钾＜５ｍｍｏｌ／Ｌ，血肌酐＜２５０ｐｍｏｌ／Ｌ。

用可能早期出现，有过血管神经性水肿、无尿性肾衰

３．１．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竭、妊娠妇女、双侧肾动脉狭窄为绝对禁忌。以下情

ｔＯＴ

况须慎用：血肌酐水平升高＞２６５．２ｔｔｍｏｌ／Ｌ，高血
钾＞５ ５ｍｍｏｌ／Ｉ。，低血压（收缩压＜９０ｍｍＨｇ，

认为其效应约相当于ＡＣＥＩ，敞不宦作为首选取代

１ｉｒｅ＇ａｌｌｇ＝０．１３３３ｋＰａ）；⑤ＡＣＥＩ一般与利尿剂合

议可以应用ＡＲＢ作为替代药物。选用时如伴有尿

用，亦可与阻受体阻滞剂和（或）地高辛合用，一般不

酸增高，可用氯沙坦５０ｍｇ／ｄ。对０一受体阻滞剂有禁

需补充钾盐。

忌的心力衰竭患者，ＡＣＥｌ可与ＡＲＢ合用。

３

１

２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万方数据

ｂｌｏｃｋｅｒ，ＡＲＢ）

ｒｅｃｅｐ—

ＡＲＢ治疗心力衰竭有效，目前

ＡＣＥＩ，但在患者对ＡＣＥＩ的副作用不能耐受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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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静脉环腺苷酸（ｃＡＭＰ）依赖性正性肌力药

型利钠肽），随心房和心室扩张产生，但通过抑制利

包括：①Ｂ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如多巴酚丁胺；

钠肽的分解，及作用于血管平滑肌和肾脏的特异性

③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如氨力农（ａｍｒＪｎｏｎｅ）、米力

受体，可导致血管扩张，增加钠排泄和减少肾素和醛

农（ｍｉｌｒｉｎｏｎｅ），根据米力农和异波帕胺（ｉＤｏｐａｍｉｎｃ）

固酮的分泌；②精氨酸血管加乐素，由下丘脑合成，

前瞻性随机病死率评价试验Ⅱ（ＰＲＩＭＥⅡ）均冈治

在神经垂体中储存并由此释放，渗透压的刺激和去

疗组死亡率增高而被迫提前中止，又由于衰竭心肌

甲肾上腺素及血管紧张素Ⅱ浓度升高可促进其释

缺乏ｃＡＭＰ，仅短期３～７ｄ先用于严重（ＮＹＨＡⅣ

放，心力衰竭时ｎｆ明显增高，导致血管收缩（通过‘ｊ

级）或难治性心力衰竭患者。

ｖ１受体结合）、水潴留和稀释性低钠血症；③血管

３．１．８血管扩张剂适用于ＮＹＨＡ １１、Ⅳ级的慢性

肽酶抑制刺（ｖａｓｏｐｅｐｔ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ＶＰＩ），阻断利

收缩性心力衰竭，尤其对瓣膜反流性心脏病（二尖

钠肽及缓激肽的降解，使血管张力下降，醛固酮减

瓣、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室间隔缺损可减少反流或

少，肥厚及细胞增殖减轻，肺毛细血管楔入压下降．

分流，增加前向输出量，如硝普钠、乌拉地尔尤其对

水钠排泄增加，常与ＡＣＥＩ合用。药物有奥帕曲拉

急性收缩性心力衰竭和（或）伴有高血压者效果更

（ｏｍａｐａｔｒｉｌａｔ）４０ｎａｇ／ｄ，被称为除作用于ＲＡＳ、激肽

好。后者可增加肾血流量，对心率影响极小．并有降

活性、醛固酮３条通路外的作用于中性内肽酶的第

低肺动脉压的良好作用，但效果可因人而异。动脉

四条道路；④内皮索受体拮抗剂：心力衰竭内皮功

扩张剂不宜用于阻塞性瓣膜病及左室流出道梗阻的

能不全及内皮受体受损，内皮衍生舒张因子减少，导

患者，宜用静脉扩张剂；急性心肌梗死或心肌缺血引

致内皮素及血管收缩因子增多，通过内皮素Ａ受体

起的心力衰蝎亦可选用硝酸酯类的血管扩张药。

使血管平糈肌收缩，内皮素（ｅｎｄｏｔｈｄｉｎ，ＥＴ）有３个

３．１．９钙通道阻滞剂几乎所有的指南均指出，钙

异构肽，ＦＴ一１主要产生于血管内皮细胞，重构心肌

通道阻滞剂对慢性收缩性心力衰竭缺乏有效证据．

中ＥＴ一１及其受体上调。慢性心衰内皮素拮抗研究

但临床试验仅注意到氨氯地平和非洛地平在长期应

（ＲＥＡＣＨ一１）试验，发现波生坦有降低肺动脉压，降

用ｕＣｘ，ｊ存活率无不利影响，亦不提高牛存率。

低全身和肺血管阻力，也增加心输出量，但长期应用

一般不主张对慢性

对患者生存率的影响尚不清楚。，Ｅｒｔｈ试验，在安慰

收缩性心力衰竭患者常规应用抗凝治疗。只适用于

组和达罗生坦每日２５，５０．１００或３００ｍｇ的不同剂

有心房颤动的患者，以往有栓塞史、显著心腔扩大、

量组之间，左室收缩末容量无显著差异，评价了内皮

心腔内有血栓存在、左室射血分数极低者应考虑应

素Ａ型受体拮抗剂对心力衰竭患者增大左室重构

３

Ｉ．１０抗凝及抗血小板药物

用抗凝、抗血小板治疗。一般可口服华法林，使

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⑤炎症源性细胞因子，包

ｆＮＲ维持存相对低的水平。

括肽生长囚子，炎症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ｔｕｍｏｒ

３．１．１１扰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及选择

首先应注意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７ＹＮＦ

ｑ）和白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ｓ，ＩＬ，

寻找和去除各种可能引起心律失常的原因，如心肌

ｌＢ、ＩＬ一２、ＩＬ一６）等。如致炎症细胞因子（ＴＮＦ－ａ、ｌＩ。，

缺血、药物（正性肌力药物或ｍ管扩张剂）或电解质

１８、ＩＩ。一６、趋向因子）与抗炎症细胞因子（ＩＬ一１０、转化

失调（低钾、低镁）所致的心律失常，治疗根据以下原

生长因子歌肿瘤坏死因子受体、ＩＬ、１受体拮抗剂）

则：①对无症状性、非持续性室上性和室性心律失

之问的不平衡，又如ＴＮＦ ａ可促进心肌内产生高浓

常不主张用药物治疗；②对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

度一氧化氮及刺激产生氧自由基，导致心肌细胞凋

室颤、曾猝死而复生，或室上性心动过速伴快速室率

亡增加。新近提出应用阻断ＴＮＦ的药物，如可溶性

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应予治疗，原则与非心力衰

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融合蛋白（ｅｔａｎｅｒｃｅｐｔ）、已酮可

竭者相同；⑧Ｉ类抗心律失常药不宜用于心力衰竭

可碱（ｐｅｍｏｘｉｆｙｌｌｉｎｅ）等，或应用可调节细胞因子网

患者，除非短期应用于难治性、致死性心律失常；④

络的药物［（ＡＣＥＩ、氨氯地平、维司力农（ｖｅｓｎａｒｉ．

胺碘酮（ａｍｉｏｄａｒｏｎｅ）是最佳选择的药物，因对心肌

ｎｏｔｌｅ）、沙利度胺（ｔｈ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等。其他新近提出

抑制轻（ＮＹＨＡⅣ级者亦可用），不增加死亡率，但

的抗重构新思路，如氏ＭＡＰＫ经丝裂原激活的蛋

对预防心力衰竭猝死或延长生存尚无确切证据，因

白激酶特异性抑制剂ＳＢｌ０３５８０以阻断Ｐ３。ＭＡＰＫ

有较多心脏外毒性，不推荐预防性应用。

信号通路。

３．１．１２其他可改变心力衰竭心脏的生物学研究与

３．２非药物治疗

治疗①血管扩张肽（如心房利钠肽、脑利钠肽、Ｃ

３．２．１主动脉内气囊泵可用于急慢性反流性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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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或左向分流（室间隔缺损），缺血性心脏病引起的
心力衰竭。
３

应针对病因及心室舒张期充盈和松弛能力，适度降
低前负荷，但不宜过度，维持窦律。

２．２起搏器三腔双心室起搏可纠正部分严重心

针对不同病因治疗方案如下：①降低淤血状

力衰竭患者存在的心室间传导障碍，使双心室收缩

态：限盐、利尿、ＡＣＥＩ；②保持窦性节律：电或药物

同步，二尖瓣反流减少，心排血量改善，远期疗效的

转复，房室序贯性起搏；③治疗快或慢的心律失常：

确定有待几项对照研究的结果。

药物、射频消融术、起搏器；④防治心肌缺血：硝酸

３

２．３超滤曾用于肺水肿和（或）严重顽固性心力

酯类、ｐ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经皮冠状动脉

衰竭大量液体潴留的患者，如持续静脉一静脉的超滤

成形术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控制高血压及逆转

一般只可暂时改善症状。

肥厚心肌；抗高血压药物（尽量选用ＡＣＥＩ、阻受体阻

３

２．４外科手术对缺血性心脏病的血运重建，对

滞剂）；⑤预防心肌纤维化并使其逆转：ＡＣＥＩ、

严重瓣膜患者瓣膜置换修复；骨骼肌动力成形术改

ＡＲＢ、醛固酮拮抗剂；⑥改善心室松弛：减轻心室收

善收缩功能；左室减容术，改善左室明显扩大的瓣膜

缩期负荷、治疗心肌缺血、选用钙通道阻滞剂。

病或缺血性心肌病，手术死亡率可达１０％～１５％，
远期疗效待观察。

５老年心力衰竭的多病因、多功能衰竭的特点及相
互关系的治疗

３．２．５心脏移植、心室辅助装置和人工心脏前者
用于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后二者多在心脏移植时

老年心力衰竭的治疗基于老年人生理性老化，

使用。

各器官功能低下，多系统疾病并存，功能储备能力减

３．２．６基因治疗与干细胞移植大量的Ｉ期临床试

低。针对其多病因，多功能衰竭及心力衰竭症状不

验对基因治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进行了评价。一些

典型等特点进行治疗时，应调控各系统间的相互影

Ⅱ期临床试验证明，冠脉内基因治疗是安全的，随访

响，抓住主要矛盾，重点治疗其原发病及去除诱因。

１４－－４２个月，未见到肿瘤生长，所有患者均能耐受

根据老年特点，格外注意选择药物及调控药物，细

基因治疗。心力衰竭患者钙结合蛋白ＳＩＯＯＡｌ下

致，稳妥，注意个体不同耐受性，避免发生副作用。

调，德国Ｌｕｅｂｅｃｋ大学Ｐｌｅｇｅｒ等将含有ＳＩＯＯＡｌ的
腺病毒及不含Ｓ】００ＡＩ的腺病毒分男４转基因入两组

６多学科与边缘学科的协作和研究

由幼鼠心肌细胞制成的工程学心脏组织，结果显示，

基于老年的多病因，多系统病变或伴多器官功

Ｓ１００ＡＩ能明显增强心肌收缩力，心脏Ｓ１００ＡＩ转基

能不全应加强以下措施：①多学科的协作使治疗更

因表达可以逆转部分收缩功能。

趋完善；②跨学科或边缘学科未解决问题的衔接与

干细胞移植的研究目前已确认干细胞可以修复

立题研究；③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针对老年人

受损的心肌，骨髓细胞及骨骼肌卫星细胞是干细胞

的特点，提出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反过来进一步指导

移植的主要来源。Ｂａｒｄｏｆｆ等从人外周血循环中的

ｌ临床；④心力衰竭是心血管病终末期的一种综合

单个核细胞中分离出内皮前体细胞，将之与心肌细

征，故应加强临床流行病学调查，重在防治各种疾病

胞共同培养，前者可以转化为有功能的心肌细胞。

的发生发展。

ＴＯＰＣＡＲＥｕ Ｉ期临床研究显示，将干细胞通过导

参考文献

管注入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梗死心肌内，随访４个月，
治疗组患者射血分数均提高，并已进入Ⅱ期临床试

１王士雯．心血管系统的基本概念见：王士雯，钱方毅．主
编．老年心脏病学第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９

验。

１—１８

４舒张性心力衰竭的治疗

２

ＭＲ，Ｄａｖｉｄ Ｐｏｒｔ Ｊ，Ｋｄｌｙ ＲＡ

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

临床多数有收缩性心力衰竭伴舒张性心力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ＭｃＣｌｅａｎ

ＤＲ．Ｉｋｒ咖Ｈ，Ｇａｒｌｉｃｋ

ｃａｒｄｉａｃ，ｒｅｎａｌ，ａｎｅｊａｌ ａｎｄ

为主而定。

ｐａｔｒｉｌａｔ，ａ ｖａｓｏｐｅｏｔｉｄ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万方数据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ｈａｒ—

ｈｉｌｕｒｅ．Ｉｎ：Ａｍｍａｎ

＆ｉｕｎｄｅｒｓ Ｃｏ．，２００２ ３００ ３２４
３

收缩性心力衰竭并存，治疗重点应按何种心力衰竭
一般不用正性肌力药及动脉扩张剂，治疗重点

ｈｅｍ

ＥＭ．Ｇｉｒｄ／ｏｖａｓｃｕｈｒ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 ２ｎｄ ｅ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ｏｈｊａ：ＷＢ

竭，在心力衰竭中１／３患者主要是舒张性心力衰竭，
见于高血压、肥厚性心肌病、限制性心肌病等。如与

Ｂｒｉｓｔｏｗ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ＡＨ，ｅｔ ａｌ

ｒ】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ｅｕｒｏｈｏｒｍ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ｑｏａ—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ａｒｄｉ０１．２０００，３６：４７９—４８６．

４

ＡｕｋｒＬｌｓｔ Ｐ．Ｕｅｌａｎｄ Ｔ．Ｌｉｅｎ Ｅ，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ｌａｔｅｄ

５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Ｏ

Ｃｙｍｌｄ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ｏｒ

（Ｅｎｂｒｄ）ｉｎ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ｌ ｈｅａｎ

ｃａｒｄｉｏｒｎｙｏｐａｔｈｙ．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１９９９．８３：３７６—３７８．

Ｂｏｚｋｕｎ Ｂ，Ｔｏｒｒｅ－Ａｍｋｍｅ Ｇ，Ｗａｒｒｅｎ ＭＳ，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ｌｌｉ—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ｅｔａｎｅｒｃｅｐｔ

ｆａｌｌｕｒｅ（’Ｉｒｃｍｌ

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４４ １０４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一ｌｌ一２７）

（本文编辑周宇红）

·专题笔谈·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治疗的近代观点

——肛．受体阻滞剂的作用和地位
沈潞华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各种心血管疾病终末阶

这些变化导致了心室重构。并逐渐造成心脏功能减

段的临床表现。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心血管疾病治疗

退而出现心衰，这种过程不断地进行，直至终末阶

的进展，已使许多患者治愈或降低了死亡率、改善生

段。在心衰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参与。神经

活质量、延长存活时间。但随着人群老龄化，心衰的

内分泌的激活是十分重要的，开始时曾对心功能起

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心血管疾病住院、死

一定的代偿作用，但过度的激活却加速了心衰的进

亡、生活质量下降和致残的主要原因。据２００１年

展。这种激活使交感神经兴奋，去甲肾上腺素分泌

ＡＣＣ／ＡＨＡ的报告，美国有５００万心衰患者，每年还

增加，而心衰死亡率高低与去甲肾上腺索浓度高低

有５０万新发生的心衰患者，而且不管治疗如何进

直接相关；也使循环和组织中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

展，死亡人数仍在增加。在＞６５岁人群中，６％～

固酮系统（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ｌｌｅ

１０％有心衰，在住院的心衰患者中８０％年龄在＞６５

ＲＡＡＳ）活性增加，并使内皮素、血管加压素、利钠肽

ｓｙｓｔｅｒｎ．

岁。心衰死亡率不亚于恶性肿瘤，ＮＹＨＡ心功能Ⅳ

（心钠肽、脑钠肽等）分泌增多；这些过度的激活使钠

级者１年死亡率可达５０％。心衰的诊治也耗损了

水潴留、血管收缩，并对心脏有毒性作用，刺激心肌

大量的费用，美国每年约需支付５亿美元。欧洲的

细胞肥厚，间质纤维化，心肌细胞凋亡、坏死，使室壁

情况也相似，发达国家心衰的诊疗费用占整个卫生

张力增高，促进了心室重构，加速心衰的进展。此

支出总量的１％～２％，其住院费用是肿瘤的２倍，

外，细胞因子的激活也参与了心衰的恶化过程，心衰

已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沉重负担。中国的一项住院病

患者肿瘤坏死因子Ⅱ（ｔｕｍｏｒ

例调查，心衰占心血管病住院的２０％，但死亡率却

ａ），白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一６，ＩＬ厂６）的水平与心衰严重程
度密切相关。

为４０％，故预后严重。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ＴＮＦ

心衰的恶化与交感神经系统长期激括有关。一
１心衰形成过程与恶化的机制
心衰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进行性的过程。各种
原因所致的心脏损害（如缺血、坏死、高血压、风湿
热、炎症、中毒、代谢改变等等）可引起心脏结构的改
变，使心肌重量、心室容量、心室形态发生变化，而

方面使ＲＡＡＳ活性增加，另一方面ｎ、Ｂ受体兴奋性
增加，使心脏的负荷增加，细胞内钙超载，心脏处于
极度的氧化应激状态。心衰时心脏和外周∞受体
反应性增加，使外周血管收缩，心肌细胞内钙超载，
与心脏ｐ。、岛受体、血管紧张素Ⅱ共同介导了心肌

肥厚、纤维化、凋亡，并使心脏兴旮ｌ生增加，出现一ｔ２，律
失常，从而更促进心室重构与心衰进行性恶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
作者简舟：沈潞华．女，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沈璐华，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１４４ｌｌ一３３４４

万方数据

２老年心衰的特点
老年人生理、病理生理的特点决定了心衰的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