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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与心力衰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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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血清白细胞介素原远渊陨蕴鄄远冤及脑钠肽渊月晕孕冤水平在诊断心力衰竭及判断严重程度中的价值遥 方法院两组患

者均常规作心脏超声检查获取相关数据袁测定血清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遥结果院心力衰竭组血清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袁

且随纽约心脏协会渊晕再匀粤冤分级心功能等级升高袁血清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进一步升高曰血清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与心力衰竭患者左

心室短轴缩短率渊云杂冤及左室射血分数渊蕴灾耘云冤呈负相关袁与左心室舒张末内径渊蕴灾耘阅阅冤呈正相关遥 结论院血清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

可较为准确地反映心衰患者的心功能状态袁可作为心衰早期诊断及预后的指标遥
咱关键词暂

白细胞介素鄄远曰脑钠肽曰心力衰竭

咱中图分类号暂 砸缘源员援远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源员园员猿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慢性心力衰竭渊悦匀云冤是因各种基础心脏病逐渐
演变至终末阶段的一种临床综合征遥心力衰竭时神经
内分泌系统和细胞因子被激活袁促使心肌重构袁同时
由于心室容量或压力负荷增加袁心室张力增加袁心功
能恶化袁 又进一步激活神经内分泌系统和细胞因子遥
临床上如何早期准确判断病情袁为治疗提供客观有效
的依据袁是当今心血管病研究的热点遥 有研究发现白
细胞介素原远渊陨蕴鄄远冤通过显著增加心肌细胞心钠肽和
脑钠肽渊月晕孕冤基因表达而导致心功能恶化咱员原圆暂遥本研究
旨在探讨 陨蕴鄄远 结合 月晕孕 对 悦匀云 患者的临床诊断价
值及其与心功能损害的关系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择 圆园员园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园 月在本院心内科
住院的心力衰竭患者 远圆 例袁 其中男 猿苑 例袁 女 圆缘
例曰年龄 源缘耀苑圆 岁袁平均渊远猿 依 员圆冤岁遥 冠心病 圆源 例袁
扩张型心肌病 员圆 例袁慢性肺心病 员缘 例袁风湿性心
脏病 员员 例遥 入选心力衰竭患者按照纽约心脏协会
渊晕再匀粤冤心功能分级标准分为两亚组袁粤 组院轻尧中
度心衰组渊晕再匀粤域尧芋级冤圆愿 例渊其中 晕再匀粤域级 源
例冤袁月 组院重度心衰组渊晕再匀粤 郁级冤猿源 例袁所有入
选病例均除外急性感染尧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尧急性
心肌梗死尧房颤尧肥厚性心肌病尧慢性肾功能不全等遥
对照组选取同期在本院心内科住院但无心力衰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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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源员 例袁其中男 圆猿 例袁女 员愿 例曰年龄 源园耀苑远 岁袁平
均渊缘远 依 愿冤岁袁左室射血分数渊蕴灾耘云冤正常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月晕孕 及 陨蕴鄄远 水平测定
所有患者入院后次日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猿 皂造袁
在温箱中温浴 猿园 皂蚤灶袁离心 员园 皂蚤灶袁取上层血清遥 采
用快速诊断金标板测定 月晕孕 含量袁试剂购自美国美
德科学技术公司遥 耘蕴陨杂粤 方法检测血清中 陨蕴鄄远 的含
量袁试剂盒由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遥
员援圆援圆 心功能指标
采用 匀孕员缘园园 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分别
测定心力衰竭组及对照组患者 蕴灾耘云尧 左心室短轴
缩短率渊云杂冤及左心室舒张末内径渊蕴灾耘阅阅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所有计量资
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各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 贼 检验袁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月晕孕 及 陨蕴鄄远 水平与心功
能指标关系采用直线相关分析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悦匀云 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尧性别尧冠心病尧高血压尧糖尿
病以及血糖尧血脂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
表 员冤袁两组患者具有较好的可比性遥
圆援圆 悦匀云 组和对照组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比较
悦匀云 竭组血清 陨蕴鄄远尧月晕孕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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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新桃等院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与心力衰竭的关系

渊孕 均 约 园援园员冤袁随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加重袁患者 陨蕴鄄远尧

月晕孕 水平明显升高袁 心功能郁级组患者血清 陨蕴鄄远尧
月晕孕 水平明显高于心功能芋级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表1

圆援猿

悦匀云 组和对照组心功能指标比较

心力衰竭组 云杂尧蕴灾耘云 明显低于对照组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而 蕴灾耘阅阅 明显高于对照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性别（男 / 女）冠心病（例） 高血压（例）糖尿病（例） TG(mmol/L) TC(mmol/L) HDL鄄C(mmol/L) LDL鄄C(mmol/L)
悦匀云 组 62 63 ± 12
29
37 / 25
24
17
1.26 ± 0.76 3.79 ± 1.06 1.33 ± 0.37 2.24 ± 0.68
对照组 41
56 ± 8
26
23 / 18
16
09
1.19 ± 0.58 2.31 ± 0.61 1.24 ± 0.45 2.13 ± 0.65
表 2 两组 IL鄄6 及 BNP 水平比较
n
IL鄄6(ng/L)
BNP(ng/L)
62 191.87 ± 19.59▲ 167.38 ± 52.61▲
28 142.35 ± 13.89
129.73 ± 32.19
34 236.08 ± 21.47鄢 185.77 ± 47.92鄢
41 037.46 ± 8.93
017.19 ± 3.92

组别
悦匀云 组
0A 组
0B 组
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袁银孕 约 园援园员曰与 粤 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表3

CHF 组和对照组心功能指标比较

LVEDD(mm)
FS(%)
LVEF(%)
n
62 20.46 ± 7.39鄢 39.25 ± 9.56鄢 63.27 ± 6.91鄢
41 32.27 ± 4.93 64.85 ± 7.48 44.97 ± 4.67

组别
悦匀云 组
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圆援源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与心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陨蕴鄄远 水平与 云杂 及 蕴灾耘云 呈负相关渊则 分别为
原园援缘苑尧原园援远源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 与 蕴灾耘阅阅 呈正相关 渊则 越
园援远怨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月晕孕 水平与 云杂 及 蕴灾耘云 呈负相关
渊则 分别为原园援缘愿尧原园援远怨袁孕 均 约 园援园员冤袁 与 蕴灾耘阅阅 呈
正相关渊则 越 园援苑园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猿 讨

蕴灾耘阅阅 呈正相关袁即随着血清 陨蕴鄄远尧月晕孕 水平升高袁

心衰患者 蕴灾耘云尧云杂 降低袁而 蕴灾耘阅阅 增加袁心室重
构加重袁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咱远暂遥
当然袁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袁因为很
难选择到足够数量的心功能 晕再匀粤域级住院患者病
例袁 所以仅仅把 晕再匀粤域级和 晕再匀粤芋合并为一组

进行研究袁晕再匀粤域级与芋尧 郁级之间血浆 陨蕴鄄远 和
月晕孕 的升高有无程度差异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
行分析遥
总之袁 从该研究可见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对心室容量
和负荷变化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袁心室舒张末
压增高和心脏功能障碍时释放增加袁 联合检测 陨蕴鄄远
及 月晕孕 水平可较为准确地反映心衰患者的心功能
状态袁在临床慢性心衰早期诊断尧治疗和预后的判
断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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