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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变化特点的
调查分析
王芳芳 1，吴新华 1，陈章荣 1，杨云贵 2，董瑜 1，杨瑛 1，刘宏 1，张健 3
【摘要】

目的

分析云南地区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甲状腺激素（TH）变化特点。方法

选取 2009—

2015 年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CHF 患者 1 083 例，其中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分

级Ⅱ级 286 例，Ⅲ级 439 例，Ⅳ级 358 例；心力衰竭类型：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HFpEF）651 例，射血分数下
降的心力衰竭（HFrEF）285 例，147 例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数据缺失；基础疾病：冠心病 277 例，高血压

心脏病 298 例，其他 508 例。记录 CHF 患者低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综合征发生情况，并比较不同 NYHA 分级、
心力衰竭类型、基础疾病 CHF 患者 TH 水平。结果

1 083 例 CHF 患者发生低 T3 综合征 226 例，发生率为 20.9%。

NYHA 分级Ⅳ级患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T3）水平低于 NYHA 分级Ⅱ、Ⅲ级患者
（P<0.05）；不同 NYHA 分级 CHF 患者游离甲状腺（FT4）、总甲状腺（TT4）、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FrEF 患者 FT3、TT3 水平低于 HFpEF 患者（P<0.05）；HFrEF 与 HFpEF 患者 FT4、

TT4、TS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基础疾病患者 FT3、TT3、FT4、TT4、TSH 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云南地区 CHF 患者低 T3 综合征发生率较高，以 TT3、FT3 水平变化为主，且 TT3、FT3

水平随着 CHF 患者心功能恶化程度加重、LVEF 降低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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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on changes of thyroid hormone levels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in Yunnan.

Methods A total of 1，083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select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Dali University

and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Qujing from 2009 to 2015，thereinto 286 cases with Ⅱ -grade NYHA grading were served as
A1 group，439 cases with Ⅲ -grade NYHA grading were served as A2 group，358 cases with Ⅳ -grade NYHA grading were

served as A3 group；651 cases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 were served B1 group，285 cases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were served B2 group，and LVEF data was deficient in 147 cases；277 case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ere served as C1
group，298 cases with hypertensive heart disease were served as C2 group，508 cases with other underlying diseases were served
as C3 group. Incidence of low T3 syndrome was recorded，thyroid hormone levels were compared in A1 group，A2 group and A3

group，between B1 group and B2 group，in C1 group，C2 group and C3 group.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low T3 syndrome was

20.9%
（226/1 083）
. FT3 and TT3 in A3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A1 group and A2 group（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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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T4，TT4 or TSH was found in A1 group，A2 group and A3 group（P>0.05）. FT3

and TT3 in B1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B2 group（P<0.05），whil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T4，TT4 or TSH was found between B1 group and B2 group（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FT3，TT3，FT4，TT4 or TSH was found in C1 group，C2 group and C3 group（P>0.05）. Conclusion

Incidence of low

T3 syndrome is relatively high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patients in Yunnan，which mainly performs as changes of TT3 and FT3，
meanwhile TT3 and FT3 reduced as deterioration of cardiac function exacerbated and LVEF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Key words】 Chronic heart failure；Euthyroid sick syndromes；Thyroxine；Yunnan

近年研究发现，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除存在交感

神经系统及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RAAS）激活
外，还常伴有甲状腺激素（TH）水平异常［1-2］，且 TH 水平

与 CHF 严重程度有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CHF 患者病情严

重程度［3］。有研究表明，饮食习惯可影响 TH 水平［4］，而云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
采用 q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QR）表示，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差异较大，但目前关于云南

2.1

分析云南地区 CHF 患者 TH 水平变化特点，为有效诊治云南

2.2

地区 CHF 患者 TH 水平变化的调查研究较少见。本研究旨在
地区 CHF 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1.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取 2009—2015 年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

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CHF 患者 1 083 例，其中男 498 例，
女 585 例；年龄 14~91 岁，平均年龄（63.1±13.0）岁；纽约

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Ⅱ级 286 例，Ⅲ级 439 例，Ⅳ级

358 例；心力衰竭类型：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HFpEF）
651 例，射血分数下降的心力衰竭（HFrEF）285 例，147 例

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数据缺失；基础疾病：冠心病
277 例，高血压心脏病 298 例，其他 508 例（包括扩张型心肌

病 135 例，风湿性心脏病 103 例，心脏瓣膜疾病 113 例，肺

资料，包括性别、年龄、NYHA 分级、基础疾病、TH 水平、

LVEF，其中 TH 包括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总三碘

不同 NYHA

分 级 Ⅱ、 Ⅲ 级 患 者，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5）。 不 同

NYHA 分级 CHF 患者 FT4、TT4、TS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Table 1
grading

表 1 不同 NYHA 分级 CHF 患者 TH 水平比较
Comparison of TH level in CH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NYHA

3（x ±s， TT3〔M（QR），FT4〔M（QR）， TT4（x ±s， TSH〔M（QR），
NYHA 分级 例数 FTpmol/L）
nmol/L〕
pmol/L〕
nmol/L）
mU/L〕

Ⅱ级
Ⅲ级
Ⅳ级

u（F）值

院和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中国心力衰竭注册登记研究》调查表［5］收集所有患者临床

不同 NYHA 分级 CHF 患者 TH 水平比较

（P<0.05）；NYHA 分级Ⅳ级患者 FT3、TT3 水平低于 NYHA

能的药物、TH 资料不完整者。本研究经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
采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制定的

1 083 例 CHF 患者发生低 T3 综合

分 级 CHF 患 者 FT3、TT3 水 平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有甲状腺疾病病史、近期服用过甲状腺激素或影响甲状腺功

方法

低 T3 综合征发生率

征 226 例，发生率为 20.9%。

源性心脏病 110 例，先天性心脏病 47 例）。排除标准：既往

1.2

结果

P值

286

4.11±0.95a 1.51（0.46）a 16.8（4.6）

104.4±26.8

2.41（2.27）

358

3.61±1.15

107.1±27.4

2.62（2.93）

439

3.99±0.98

1.46（0.43）

17.2（4.7）

22.234

32.512

2.610

a

b

<0.01

a

1.35（0.55）
<0.01

17.3（5.4）
0.102

108.9±26.6
2.489

b

0.083

2.27（2.32）
3.093
0.213

注：NYHA= 纽约心脏病协会，FT3=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TT3= 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4= 游离甲状腺素，TT4= 总甲状腺素，
TSH= 促甲状腺激素；与 NYHA 分级Ⅳ级比较，aP<0.05；b 为 F 值

甲状腺原氨酸（TT3）、游离甲状腺素（FT4）、总甲状腺素（TT4）、

2.3

的检测采用使用 Philips IE33 超声检查仪。

HFrEF 与 HFpEF 患者 FT4、TT4、TS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促甲状腺激素（TSH），采用电化学分析法进行检测；LVEF
1.3

诊断标准

（1）HFpEF：有典型心力衰竭症状和体征，

LVEF 正常或轻度降低（≥ 45%），且左心室不大；HFrEF：

有典型心力衰竭症状和体征，LVEF 降低 （<45%）［6］。（2）
低 T3 综合征：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水平不同程度下降，

甲状腺素（T4）水平正常或降低，反三碘甲状腺原氨酸（rT3）
水平升高，TSH 水平正常［7］。
1.4

观察指标

记录 CHF 患者低 T3 综合征发生情况，并比

较不同 NYHA 分级、心力衰竭类型、基础疾病 CHF 患者 TH
水平。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

不同心力衰竭类型 CHF 患者 TH 水平比较

HFrEF 患者

FT3、TT3 水平低于 HFpEF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学意义（P>0.05，见表 2）。
2.4

不同基础疾病 CHF 患者 TH 水平比较

不同基础疾病患

者 FT3、TT3、FT4、TT4、TS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3

讨论

随着近年来对 CHF 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发现 TH 在维

持心血管系统病理生理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TH 水平变化
是目前心血管领域研究热点之一［8］。低 T3 综合征又称正常甲

状腺功能病态综合征（ESS）或非甲状腺疾病综合征（NTIS）［6］，
有调查结果显示，13%~30% 的 CHF 患者存在 TH 水平变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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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心力衰竭类型 CHF 患者 TH 水平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 level in CH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eart
failure types

例 FT3（x ±s， TT3〔M（QR），FT4〔M（QR）， TT4（x ±s， TSH〔M（QR），
数 pmol/L）
nmol/L〕
pmol/L〕
nmol/L）
mU/L〕

心力衰
竭类型
HFpEF

651

HFrEF

u（t）值

285

3.95±1.07

1.47（0.45）

1.866a

-2.926

3.65±0.96

106.6±28.0

2.39（2.59）

-2.349

1.649a

-0.452

1.39（0.38）

17.0（4.97）

0.003

0.172

<0.01

P值

16.8（5.0）

109.1±25.5
0.199

2.46（2.40）
0.651

注：HFpEF= 射血分数正常的心力衰竭，HFrEF= 射血分数下降
的心力衰竭；a 为 t 值；147 例患者 LVEF 数据缺失
Table 3
diseases
基础疾病
冠心病

表 3 不同基础疾病 CHF 患者 TH 水平比较
Comparison of TH level in CHD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underlying
例 FT3（x ±s， TT3〔M（QR），FT4〔M（QR）， TT4（x ±s， TSH〔M（QR），
数 pmol/L）
nmol/L〕
pmol/L〕
nmol/L）
mU/L〕

277

3.94±1.05

1.47（0.42）

17.1（4.7）

106.1±26.8

2.04（2.29）

508

3.75±1.08

1.38（0.47）

17.5（5.2）

107.0±28.0

2.43（2.59）

高血压心脏病 298
其他

b

u（F）值
P值

4.10±0.95
5.883
0.072

1.53（0.45）
5.866
0.084

16.8（3.8）
3.556
0.169

108.3±25.3
0.479a
0.620

2.66（2.50）
4.123
0.107

注：a 为 F 值；b 其他包括扩张型心肌病 135 例，风湿性心脏病
103 例，心脏瓣膜疾病 113 例，肺源性心脏病 110 例，先天性心脏病
47 例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

［9］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云南地区 CHF 患

者低 T 3 综合征发生情况，发现 CHF 患者低 T 3 综合征发生
率为 20.9%。

ARCOPINTO 等［10］研究表明，CHF 患者多存在 TH 水平

的变化，并以 FT3、TT3 水平改变为主；本研究结果显示，不
同 NYHA 分级 CHF 患者 FT3、TT3 水平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NYHA 分级Ⅳ级 CHF 患者 FT3、TT3 水平低于 NYHA 分级Ⅱ、

Ⅲ级患者，提示 TT3、FT3 水平随着 CHF 患者心功能恶化程度
加重而逐渐降低。目前，CHF 患者 TH 水平变化的确切机制

尚未完全明确，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1-15］：（1）CHF 患
者由于长期心肌组织缺血、缺氧而导致儿茶酚胺、糖皮质激
素等分泌增多，继而抑制 5'- 脱碘酶（D1、D2）活性并使外
周组织中 T4 向 T3 转化减少，T3 生成减少，同时 CHF 患者由
于肝肾淤血而导致肝脏、肾脏细胞线粒体内 D1、D2 活性降

低，阻碍了 T3 的生成；（2）CHF 患者由于下丘脑 - 垂体对
TH 降低的反馈调节受抑制而使 TSH 的脉冲分泌相对减少，
导致其对甲状腺的刺激作用减弱，不利于 TH 的合成及释放；
（3）CHF 患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介素 1（IL-1）、
白介素 6（IL-6）及干扰素 γ（IFN-γ）等炎性因子水平升
高并影响下丘脑、垂体等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BG）、

TSH、T3 和甲状腺结合球蛋白的合成及释放，TSH 对甲状腺
的刺激作用减低，易引发低 T3 综合征；（4）CHF 患者由于
长期胃肠道淤血、营养物质吸收不良而导致血浆 TBG 水平降

低，影响 TH 的合成及代谢，继而造成 T3 水平降低；（5）

CHF 患者低盐饮食、使用利尿剂使碘的摄入减少、尿碘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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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而碘缺乏可进一步加重 TH 代谢障碍；（6）TH 生理功

能的发挥主要依赖于其与胞核中相应受体的结合，CHF 患者
编码 T3 受体的原癌基因 c-erb A 表达上调并结合大量 FT3，从
而导致 FT3 水平降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HFrEF 患者 TT3、FT3 水平低于 HFpEF

患者，而 HFrEF 与 HFpEF 患者 TT4、FT4、TSH 水平间无统计
学差异，提示 TT3、FT3 水平随着 LVEF 降低而降低，与既往

研究结果一致［16］，但 TH 在 HFrEF、HFpEF 两组类型心力衰

竭中的具体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基础疾

病 CHF 患者 FT3、TT3、FT4、TT4、TSH 水平间无统计学差异，
提示 TH 水平变化与 CHF 患者基础疾病无关，分析其主要原

因为：不同基础疾病导致的 CHF 均以心脏结构及血流动力学

改变为主，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及心脏重构是 CHF 发生、
发展的根本原因，而 TH 水平变化主要与心脏重构、神经内分
泌改变等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有关［17］。

综上所述，云南地区 CHF 患者低 T3 综合征发生率较高，

以 TT3、FT3 水平变化为主，且 TT3、FT3 水平随着 CHF 患者

心功能恶化程度加重、LVEF 降低而降低；但本研究仅纳入了
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 CHF 患

者，尚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云南地区，同时因受研究条件限制，
甲状腺功能检查项目未包括 rT3 及 T3/rT3 比值，需在今后的研
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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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SC 妊娠期心血管疾病管理指南》更新要点
2018 年 8 月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发布了《2018 ESC 妊娠期心血管疾病管理指南》，其基于 2011 年 8 月 ESC 发布的《妊娠期心血管疾

病诊疗指南》做了重要更新，以期通过简明扼要的建议来满足临床工作者的需求。主要更新要点如下：
1

新增加的Ⅰ类推荐：
（1）建议进行右心导管检查来确诊肺动脉高压。这项检查可以在妊娠期进行，但有非常严格的适应证（C 级）；
（2）对于有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孕妇，建议使用治疗剂量的低分子量肝素（LMWH）（C 级）；
（3）对于肺栓塞患者，建议仅在严重低血压或休克时进行溶栓治疗（C 级）；
（4）对于有高血栓栓塞风险的女性，建议在分娩前至少 36 h 将 LMWH 转换为普通肝素（UFH），并在计划分娩前 4~6 h 停用 UFH；局部

麻醉前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应正常（C 级）；

（5）对于使用 LMWH 治疗的低血栓栓塞风险女性，建议在最后 1 次 LMWH 治疗 24 h 后进行引产或剖宫产术（C 级）；

（6）对于计划妊娠并需要进行心脏瓣膜手术治疗的女性，建议至具有产科、心脏科团队的中心进行妊娠前咨询并选择人工瓣膜类型（C 级）；
（7）建议机械瓣膜置换术后的孕妇在具有产科、心脏科团队的中心接受妊娠期管理（C 级）。
2

新增加的Ⅱ类推荐：
（1）对于未治疗的肺动脉高压孕妇，应考虑启动初始化治疗（Ⅱ a C 级）；

（2）对于有主动脉夹层病史的孕妇，应考虑剖宫产术终止妊娠（Ⅱ a C 级）；

（3）对于马凡综合征和其他可遗传的胸主动脉疾病患者，孕期应考虑使用 β- 受体阻滞剂治疗（Ⅱ a C 级）；
（4）所有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孕妇应考虑在妊娠 40 周行引产术（Ⅱ a C 级）；
3

（5）对于围生期心肌病患者，溴隐亭可考虑用于回奶治疗和促进左心功能恢复（Ⅱ b B 级）。

新增加的Ⅲ类推荐：

（1）不建议 Ehlers-Danlos 综合征（又称先天性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综合征）患者妊娠（C 级）；
（2）对于服用低剂量阿司匹林以外的抗血小板药物者，不建议母乳喂养（C 级）。

（来源：《中国全科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