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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论著·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左室心肌重量的影响
李建飞

温黎青赵勤

心血管疾病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严重
影响尿毒症患者的长期存活【１］。左心室肥厚是慢性肾衰竭

王芳芳

药物者观察期间不变（ｐ受体阻断剂、ａ受体阻断剂、钙通道
阻断剂），治疗组每天口服苯那普利５ｍｇ。

患者预测心血管死亡危险性的重要指标，因此，阻止左室肥

观察指标：记录试验开始时及试验第６个月时的血红蛋

厚防治心血管疾病，改善透析患者预后意义重大。近年来许

白、每次透析时测量透析前血压及透析后血压，用其平均值

多研究证实，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

进行评价。采用西门子公司产彩色多普勒超声仪记录患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ＡＳ）参与心血管及其他器官的损

干体重时下列参数：舒张末期左室内径、收缩末期左室内径、

害［ｚ’３］，故阻断ＲＡＡＳ将使心血管受益。为此，笔者进行了

室间隔厚度、左室后壁厚度、缩短分数、左室心肌重量、左室

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研究，评价长期应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心肌重量指数、二尖瓣舒张早期最大充盈速度和舒张晚期最

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抑制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Ｅｌ）苯

那普利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左室重量的影响。

大充盈速度的比值。
１．３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ｌｌ．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组问比较采用ｔ检验。。

１资料与方法
２

１．１研究对象

结

果

柳州市人民医院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３０

例，排除瓣膜性或缺血性心脏病，所有患者至少６个月未使

在６个月研究期间，治疗组２名患者因咳嗽、１名患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因高钾血症而退出研究，其余１２位及所有对照组患者均完

ｂｌｏｃｋｅｒ，ＡＲＢ）类药物。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成研究。２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因、病程、体重、血压、心

每组１５人。

率及服用降压药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用ＡＣＥＩ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２组患者研究前后临床、实验室及心脏超声测量参数改

１．２试验方法患者采用碳酸氢盐透析。每周透析３次。每
次４ｈ，采用Ｆ６透析器。透析液流量为５００ｍｌ／ｍｉｎ，血流量为

变见表１。２组患者研究前后其血压、体重、透析间期体重增

２００～２５０ｍｌ／ｍｉｎ，超滤量６００～１０００ ｍｌ／ｈ，试验前服用降压

加、促红素用量均无明显变化，经苯那普利治疗６个月后，患

表１

研究前后临床、实验室及心脏超声测量参数（胃士ｓ）

注：与试验前比较，’Ｐ＜Ｏ．０５。ＬＶＥＤＤ：舒张末期左室内径、ＬＶＥＳＤ：收缩末期左室内径。ＩＶＳ：室间隔厚度，ＬＶＰＷＤ．－左室
后壁厚度，ＦＳ：缩短分数，ＬＶＭ：左室心肌重量，ＬＶＭＩ：左室心肌重量指数，Ｅ：二尖瓣舒张早期最大充盈速度，Ａ：舒张晚期
最大充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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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舒张末期左室内径、收缩末期左室内径、室阃隔厚度、左室

苯那普利能降低左室重量，对血压无显著影响，这说明ＡＣＥＩ

后壁厚度均有轻微下降，但无统计学显著差异；正是这些改

除了降低压力负荷使心肌肥大减轻外，还有逆转左室肥厚

变导致左室心肌重量降低１７％、左室心肌重量指数降低

的作用。

１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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