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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了解慢性心衰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袁提高对心衰的认识及防治水平遥 方法院回顾性调查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要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本院收治的慢性心衰患者的临床资料袁分析其年龄特点尧性别组成尧病因分布尧辅助检查结果尧治疗方案以及出院转归情
况袁并重点分析心衰诊断性检查和野金三角冶治疗药物的应用情况遥结果院共纳入患者 猿园缘 例袁男女比例接近 圆颐员袁男性的吸烟率明
显高于女性遥 住院心衰患者最常见的病因为冠心病和心肌病袁最常见的诱因为肺部感染袁纽约心脏病学会渊晕再匀粤冤心功能分级
芋级为主袁随着心功能的恶化袁晕 末端 月 型利钠肽原渊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冤水平明显升高袁而左室射血分数渊蕴灾耘云冤显著降低遥 心衰药物
治疗以利尿剂尧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辕 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尧茁 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为主袁非药物治疗主要包
括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和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遥 住院心衰患者病死率为 远援圆豫袁主要为泵衰竭遥 结论院本院心衰住院患者最常见
的病因为冠心病和心肌病袁其 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 和 蕴灾耘云 水平与心功能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袁心衰诊疗方案的制定符合指南规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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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 渊糟澡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则贼 枣葬蚤造怎则藻袁悦匀云冤袁简

属医院收治的 悦匀云 患者的临床资料袁 分析 悦匀云 住

致的心室泵血和渊或冤充盈功能低下的一种临床综

结果尧治疗方案以及出院转归袁并重点关注心衰诊

合征袁主要症状包括呼吸困难尧乏力尧活动耐力下降

断性检查和野金三角冶治疗药物的使用情况袁以提高

称慢性心衰袁是由多种心脏功能性或结构性疾病导

和体液潴留等袁严重影响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 遥 慢
咱员暂

性心衰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袁预
后极差遥 我国现有心衰患者 源缘园 万咱圆暂袁随着人口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以及高血压尧冠心病等疾病治疗方法
的进步袁心衰患者寿命不断延长袁患病率逐年增高袁
给社会和家庭均造成了严重的负担遥

目前 悦匀云 的治疗药物袁可分为改善症状和改善

院患者的年龄特点尧性别组成尧病因分布尧辅助检查

对 悦匀云 的认识及防治水平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要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收治的 悦匀云 患者遥

诊断依据典型的心衰症状和体征袁 以及超声心动
图尧核素心肌显像尧心脏磁共振成像或心导管检查

预后两大类院前者包括传统的强心尧利尿及扩血管

等检查提示的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遥 美国纽约心脏

药物曰 后者主要以阻断神经原内分泌系统的过度激

病协会渊晕再匀粤冤心功能分级玉耀域级遥 排除标准院淤

活进而延缓心室重构为重点袁由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年龄约员愿 岁者曰于 急性心肌梗死等原因导致的急性

抑制剂 渊葬灶早蚤燥贼藻灶泽蚤灶 糟燥灶增藻则贼蚤灶早 藻灶扎赠皂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袁粤鄄

悦耘陨冤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渊葬灶早蚤燥贼藻灶泽蚤灶 则藻糟藻责贼燥则

遭造燥糟噪藻则袁粤砸月冤尧茁 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组
成 野金三角冶方案遥 此外袁心脏再同步化治疗渊糟葬则凿蚤葬糟

心力衰竭者曰盂 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曰榆 药物过敏
或不能口服药物者曰虞 临床资料无法获得者遥
员援圆

方法
收集患者基本资料曰入院时临床表现曰入院后

则藻泽赠灶糟澡则燥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悦砸栽冤尧植入型心律转复除

首次抽血化验结果袁 主要是 晕 末端 月 型利钠肽原

药物治疗亦取得了理想的临床获益 遥

果袁主要记录左室射血分数渊蕴灾耘云冤及心腔大小遥

颤器渊蚤皂责造葬灶贼葬遭造藻 糟葬则凿蚤燥增藻则贼藻则 凿藻枣蚤遭则蚤造造葬贼燥则袁陨悦阅冤等非
咱猿暂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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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缘苑员愿苑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扎澡葬灶早躁泽燥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鄢

渊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冤曰 入院后首次二维超声心动图检查结
记录患者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袁 药物治疗包括院

粤悦耘陨尧粤砸月尧茁 受体阻滞剂尧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尧阿司

匹林尧氯吡格雷尧华法林尧利尿剂尧地高辛尧硝酸酯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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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尧他汀类药物曰非药物治疗包括 悦砸栽尧陨悦阅 等遥

圆援圆

亡患者应重点记录死亡原因遥

心肌病渊员员圆 例冤尧高血压性心脏病渊圆员 例冤尧瓣膜性

记录患者出院时的情况渊好转 辕 未愈 辕 死亡冤袁死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 圆圆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所有计

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计数资料以百分

病因分布

纳入患者的心衰病因主要有冠心病 渊员圆苑 例冤尧

心脏病渊圆源 例冤尧肺源性心脏病渊员缘 例冤和先天性心
脏病渊远 例冤袁其中心肌病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心肌
病袁如扩张型心肌病尧肥厚性心肌病尧酒精性心肌

数表示遥 对于计量资料袁先用 运鄄杂 检验验证数据的正

病尧甲亢性心肌病等遥 冠心病和心肌病是本院住院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曰对于计数资料袁采用 字 检验遥

纳入患者中 有 愿远 例此次住 院存 在明 确 的诱

态性袁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贼 检验袁多组间比较

心衰患者的主要病因遥

圆

所有检测均为双侧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因袁 按其出现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院 肺部感染渊缘远
例冤尧心律失常渊圆远 例冤和自行停药渊源 例冤遥

圆援猿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 猿园缘 例袁平均年龄渊远猿援缘源 依

临床资料
纳入患者入院时的主诉症状主要包括院胸闷气

喘渊包括各种情况的呼吸困难冤尧腹胀尧下肢水肿等袁

员缘援圆员冤 岁 遥 其 中 袁 男 圆园圆 例 袁 占 远远援圆豫 袁 平 均 年 龄

其中胸闷气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症状渊占 怨愿援园豫冤遥

渊远缘援源苑 依 员源援缘苑冤岁袁男性患者的平均年龄略小于女

月晕孕 和 蕴灾耘云 检查袁结果如表 圆 所示院超过 缘园豫 的

渊远圆援缘缘 依 员缘援远苑冤岁曰女 员园猿 例袁占 猿猿援愿豫袁平均年龄

性袁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遥 此外袁心衰患者在病
程尧高血压病尧糖尿病尧脑梗死尧肾功能不全史方面

亦没有明显性别差异袁但男性心衰患者的吸烟率明
显高于女性患者袁其中 源员 例男性已戒烟曰女性患者

左心衰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渊表 员冤遥
特征
年龄渊岁冤
病程渊年冤
既往及现在吸烟咱灶渊豫冤暂
高血压病史咱灶渊豫冤暂
糖尿病史咱灶渊豫冤暂
脑梗死史咱灶渊豫冤暂
慢性肾功能不全咱灶渊豫冤暂
左心衰咱灶渊豫冤暂

表员

合计
远猿援缘源 依 员缘援圆员
缘援员愿 依 缘援愿怨
园愿怨渊圆怨援圆冤
员源愿渊源愿援缘冤
园愿怨渊圆怨援圆冤
园圆源渊苑援怨冤
园员圆渊源援猿冤
圆猿苑渊苑苑援苑冤

治疗情况及临床转归

心衰患者服用的治疗药物以 粤悦耘陨尧粤砸月尧茁 受

体阻滞剂尧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尧洋地黄类尧利尿剂等
为主袁各种药物的单独使用率见表 猿遥 其中袁使用频
率最高的药物是利尿剂袁而指南推荐的野金三角冶方
表圆
晕再匀粤
分级
域级
芋级
郁级
孕值

例数咱灶渊豫冤暂
园远愿渊圆圆援猿冤
员远远渊缘源援源冤
园苑员渊圆猿援猿冤

圆 远圆员援怨员 依 圆 远员猿援源苑
源 园苑员援猿猿 依 远 园缘员援圆圆
怨 远愿圆援圆远 依 员员 怨缘远援员愿
园援园园苑

占比例相仿遥 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 的平均值为 渊源 苑员员援园园 依

苑 猿圆缘援苑源冤灶早 辕 皂蕴袁蕴灾耘云 平 均 水 平 为 渊猿园援怨员 依

苑援缘苑冤豫袁随着 晕再匀粤 心功能分级的恶化袁患者 晕栽鄄

责则燥月晕孕 的水平显著升高袁 而 蕴灾耘云 则明显下降袁差

蕴灾耘云渊豫冤

猿猿援圆愿 依 苑援源园
猿员援缘远 依 愿援苑愿
圆苑援员猿 依 苑援猿怨
园援园源远

孕值
园援员圆员
园援圆愿缘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员员苑
园援员猿员
园援园怨圆
园援猿愿缘
约园援园园员

女性
远缘援源苑 依 员源援缘苑
源援怨苑 依 猿援怨缘
园圆渊员援怨冤
源员渊猿怨援愿冤
圆圆渊圆员援源冤
园缘渊源援怨冤
园远渊缘援愿冤
怨员渊愿愿援猿冤

男性
远圆援缘缘 依 员缘援远苑
缘援圆怨 依 远援远园
园愿苑渊源猿援员冤
员园苑渊缘圆援圆冤
园远苑渊猿猿援圆冤
园员怨渊怨援源冤
园苑渊猿援缘冤
员源远渊苑圆援猿冤

案要要
要粤悦耘陨 辕 粤砸月尧茁 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

抗剂的单用率均超过了 愿缘豫袁符合指南推荐的利尿

剂为首尧野金三角冶为主的处理方法遥 此外袁缘怨 例还接
受了非药物 治疗袁 占总人数的 员怨援猿豫袁员员 例植入

悦砸栽袁圆园 例植入 陨悦阅袁剩余 圆愿 例植入了 悦砸栽鄄阅遥
表猿

药物

心衰患者的临床资料
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渊灶早 辕 皂蕴冤

入选者 晕再匀粤 心功能分级为芋级袁 域级和郁级所

心衰患者的一般特征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援源

入院后所有患者均进行了心功能评估尧晕栽鄄责则燥

利尿剂
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粤悦耘陨 辕 粤砸月
粤悦耘陨
粤砸月
茁 受体阻滞剂

心衰治疗药物的使用频率
使用频
率渊豫冤
怨远援苑
愿苑援缘
怨员援愿
缘怨援苑
猿圆援员
愿怨援缘

药物
洋地黄类
调脂药
抗血小板药
硝酸酯类
抗凝药

使用频
率渊豫冤
猿愿援苑
猿缘援苑
猿缘援苑
圆怨援圆
圆苑援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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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员圆冤院员源苑缘原员源苑苑

猿园缘 例患者中有 圆愿源 例经治疗好转后出院袁圆

例治疗无好转后转院袁员怨 例治疗后死亡 渊自动出院

窑员源苑苑窑

分泌入血咱缘暂遥 但是 月晕孕 和 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 又各有特点院

月晕孕 有生物活性袁半衰期为 圆园 皂蚤灶袁体外稳定时间

亦归为死亡冤袁病死率为 远援圆豫袁其中 员源 例死于泵衰

为 员 澡袁受外源性利钠肽渊则澡鄄月晕孕冤影响大袁主要通过

染袁员 例死于猝死遥 因此泵衰竭是本院住院心衰患者

皂蚤灶袁体外稳定时间达 圆源 澡袁受年龄尧性别尧体重和肾

竭袁 占 苑猿援苑豫袁猿 例死于心律失常袁员 例死于重症感

死亡的主要原因遥
猿

讨

论

对住院心衰患者而言袁一般资料方面袁只有吸
烟情况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遥 病因分布方面袁冠心
病和心肌病是心衰的主要原因袁 高血压性心脏病尧

受体 清 除曰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 无活性 袁 半 衰 期 为 远园耀员圆园

功能影响大袁通过肾脏代谢途径清除遥 因此袁关于临

床上两者的选择问题袁目前倾向于检测 月晕孕 和 晕栽鄄
责则燥月晕孕 均可咱远暂袁视医院的具体情况而定袁南京的三甲

医院开展 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 检测的较多袁 但是对于合并肾

功能不全的心衰患者袁检测 月晕孕 是十分有必要的遥

二维超声心动图相对于其他影像学检查价格

瓣膜性心脏病尧肺源性心脏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是常

低廉袁能够直观显示心脏的结构及功能袁可用于各

见病因遥 临床评估方面袁心衰患者最常见的主诉症

种类型心血管疾病的检查袁目前在心衰的诊断中价

状为胸闷气喘袁其次为下肢水肿曰晕再匀粤 心功能分级

值极大袁不仅能综合评价患者心功能状态袁还便于

以芋级为主袁域级和郁级所占比例相仿曰随着心功

床旁检查和手术后评估遥

能的恶化袁晕栽鄄责则燥月晕孕 水平明显升高袁而 蕴灾耘云 的值
明显下降遥 治疗方面袁药物治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依
次为利尿剂尧粤悦耘陨垣粤砸月尧茁 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

体拮抗剂袁 约 圆园豫的患者接受了 陨悦阅尧悦砸栽 或 悦砸栽阅

等生物机械学治疗遥 转归方面袁 住院患者病死率为

根据本研究结果袁发现心衰患者利尿剂和神经
内分泌拮抗剂的应用率较高袁 不少患者还植入了

陨悦阅 和 悦砸栽袁 反映出本院心内科制定的心衰药物治
疗方案符合规范袁还积极开展心衰的生物机械学治
疗袁体现了三级甲等医院的特点遥 如今袁心衰的药物

远援圆豫袁主要死亡原因为泵衰竭遥

治疗理念已进入神经内分泌和多靶点作用的整体

发表的 员 篇关于抢救室心衰患者病因分布的文章

蕴在悦远怨远 和我国的复方中药芪苈强心强胶囊等遥进一

本研究中对心衰的病因分析结果袁与团队中已

调节阶段袁 代表药物包括伊伐布雷定尧 诺华新药

进行对比袁结果发现院不论是抢救室和心内科病房袁

步探索心衰的发病机制及潜在调控靶点袁寻求有效

冠心病都是心衰的主要病因之一袁但是抢救室常见

的心衰药物袁将是心衰研究的持续热点遥

的高血压病尧 肺源性心脏病以及尿毒症等心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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