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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
及其对自主神经功能、瘦素和脂联素水平的影响
居来提·艾买提，曼古丽·阿布力孜
【摘要】 目的 观察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疗慢性心力衰竭（CHF）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对自主神经功

能、瘦素和脂联素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收治的 CHF 患者 9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患者在对症治疗基础上给予阿托伐他汀钙片，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螺内酯；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3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包括

射血分数（EF）和 6 分钟步行距离〕、自主神经功能指标〔包括 5 min RR 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SDANN）、RR 间

期的标准差（SDNN）、相邻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5 min RR 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SDNNindex）、相
邻 RR 间期相差≥ 50 ms 的百分数（PNN50）〕、瘦素及脂联素水平，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1）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2）治疗前两组患者 EF、6 分钟步行距离及治疗后 EF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6 分钟步行距离长于对照组（P<0.05）。（3）两组患者治疗

前 SDANN、SDNN、RMSSD、SDNNindex、PNN50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DANN、

SDNN、RMSSD、SDNNindex、PNN50 高于对照组（P<0.05）。（4）治疗前两组患者瘦素、脂联素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瘦素、脂联素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疗 CHF 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

效改善患者心功能和自主神经功能，降低瘦素和脂联素水平，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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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pirolactone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calcium in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CHF），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n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leptin and adiponectin. Methods
A total of 96 patients with CHF were sel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May 2013 to May 2015，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each of 48 case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based on symptomatic treatment，

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spirolactone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3 months. Clinical effect，index of hearty function（including EF and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and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including SDANN，SDNN， RMSSD，SDNNindex and PNN50），leptin and adiponecti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observed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1）Clinical effect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2）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EF or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nor
was EF after treatment（P>0.05），while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3）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SDANN，SDNN，RMSSD，SDNNindex

or PNN50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SDANN，SDNN，RMSSD，SDNNindex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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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N50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P<0.05）.（4）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leptin or adiponectin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
while leptin and adiponecti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5）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Spirolactone combined with atorvastatin calcium has certain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CHF，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reduce the leptin and adiponectin，
with relatively high safety.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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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多发生于老

年人群，主要表现为心室舒张和收缩能力下降，可导致呼吸
困难、肺淤血、外周水肿等［1-2］，其主要发病机制为肾素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被激活，引起水、钠潴留，加速血

管及左心室重塑，增加血管外周阻力，进而引发心力衰竭［3］。
螺内酯是临床常用的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具有利尿、消除水
肿、抑制心肌纤维化、改善心功能等作用［4］。阿托伐他汀降

1.2

治疗方法

患者均定期监测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并

给予强心、利尿、调节水盐平衡等对症治疗。对照组患者在
对症治疗基础上给予阿托伐他汀钙片（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 J20130129）口服，10 mg/ 次，1 次 /d。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螺内酯（江苏瑞年前进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国药准字 H32020689）口服，20 mg/ 次，1 次 /d。两
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3 个月。

的交感神经系统可造成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导致心率异

1.3

常，影响心血管功能，故可通过心率变异性预测心血管事件。

床症状及体征无变化甚至出现加重、纽约心脏病协会分级

血脂效果确切，同时可改善心功能［5］。CHF 患者过度代偿

瘦素、脂联素均是由白色脂肪细胞分泌的脂肪因子，均参与
机体炎性反应、动脉粥样硬化等病理过程，其与 CHF 心功能
损伤程度密切相关［6］。螺内酯联合他汀类降脂药物治疗 CHF

的效果确切，但对自主神经功能、瘦素及脂联素水平的影响

1.3.1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以治疗后患者临

Ⅲ ~ Ⅳ级为无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有所改善、纽
约心脏病协会分级Ⅰ ~ Ⅱ级为有效；治疗后临床症状及体征
明显改善、纽约心脏病协会分级Ⅰ级为显效［3］。

国内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观察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

1.3.2

素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同一 B 超机检测 EF。

疗 CHF 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对自主神经功能、瘦素和脂联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新疆医科大

学附属中医医院收治的 CHF 患者 96 例，均符合《中国心力
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1］ 中的 CHF 诊断标准，纽约心

脏病协会分级为Ⅱ ~ Ⅳ级。排除标准：（1）伴有原发性肝、

肾功能障碍者；（2）合并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疾病及肿瘤疾
病者；（3）血肌酐 >222.5 μmol/L，血钾 >4.5 mg/L 者。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8 例。

心功能指标

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包

括射血分数（EF）和 6 分钟步行距离；患者在静息状态下用
1.3.3

自主神经功能指标

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动

态心电监护仪（北京美高仪公司）监测 24 h 心率变异性指标，
包括 5 min RR 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SDANN）、RR 间期的

标准差（SDNN）、相邻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RMSSD）、

5 min RR 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SDNNindex）、相邻 RR 间期
相差≥ 50 ms 的百分数（PNN50）。

1.3.4 瘦素、脂联素水平 两组患者分别于清晨治疗前后空腹
12 h 后采取外周静脉血 4 ml，经抗凝处理后，3 000 r/min 离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纽约心脏病协会分级比较，差

心 10 min（离心半径 13.5 cm），留取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医

1.3.5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
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纽约心脏病协
年龄
病程
例
性别
（x±s， （x±s， 会分级（例）
数 （男 / 女）
岁）
年）
Ⅱ级 Ⅲ级 Ⅳ级
48

对照组

27/21

48

观察组

28/20

0.030a

检验统计量值
P值
a

2

b

0.863

1.4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统计学方法

资料以（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分析法检测瘦素、脂联素水平。

63.8±3.5 4.4±0.9
64.5±3.3 4.4±0.9
0.428
0.670

0.000
1.000

19
18

注： 为 χ 值， 为 u 值，余检验统计量值为 t 值

19
19

0.260b
0.795

10
11

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u=2.04，P=0.042，见表 2）。
2.2

心功能指标

治疗前两组患者 EF、6 分钟步行距离及治

疗后 EF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 6 分钟步行距离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2.3

自主神经功能指标

两组患者治疗前 SDANN、S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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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SD、SDNNindex、PNN50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出现面色潮红、心悸症状；对症治疗后两组患者上述症状均

SDNNindex、PNN50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学意义（χ2=0.211，P>0.05）。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DANN、SDNN、RMSSD、
见表 4）。
2.4

瘦素、脂联素水平

消失。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3

讨论

治疗前两组患者瘦素、脂联素水平

心脏长期高负荷做功可导致心肌病理性重构，最终使心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瘦素、

功能快速或慢性恶化［7］。螺内酯属醛固酮拮抗剂，可通过阻

2.5

肌纤维化，从而改善心脏舒张、收缩功能。小剂量螺内酯（10~20

脂联素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不良反应

对照组患者开始服用药物时 2 例（4.2%）出

现面色潮红、心悸症状，观察组患者开始服用药物时 3 例（6.3%）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48

17

21

10

48

观察组

25

20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index of cardiac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观察组
t值

48

EF（%）

6 分钟步行距离（m）

26.36±1.28 35.17±1.58

220.4±16.9 357.4±19.9

治疗前

26.57±1.32 34.71±1.47
0.791
0.431

P值

治疗后

1.477
0.143

治疗前

治疗后

224.4±15.9 390.4±17.9
1.206
0.231

8.533

<0.001

注：EF= 射血分数
表 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瘦素、脂联素水平比较（x±s）
Table 5 Comparison of leptin and adiponecti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观察组
t值

48

瘦素（μg/L）

mg/d）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心室重构，但大剂量螺内酯可诱
发高钾血症，导致临床使用受限。阿托伐他汀钙具有抗炎、

保护血管内皮功能等作用，可有效减轻心肌细胞损伤，抑制
CHF 心室重构，在阿托伐他汀钙基础上使用小剂量螺内酯可

进一步抑制心室重塑，降低 CHF 患者病死率［5，8-9］。本研究
旨在分析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疗 CHF 的临床疗效及其
对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瘦素和脂联素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 6 分钟步行距离长于对照组，与陈瑜等［10］研
究结果一致，提示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可有效提高患者
临床疗效，改善患者心功能。

心率变异性即窦性心律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周期性改变，

可反映心脏的自主神经功能，评估 CHF 病情进展［11］。有研

究表明，随着 CHF 病情进展，心率变异性的时域定量指标随
之改变，交感神经张力增加，迷走神经功能减弱，循环系统

功能亢进，心脏病变程度加重［12］。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 SDANN、SDNN、RMSSD、SDNNindex、PNN50

高于对照组，与既往研究结果相符［12-13］，提示螺内酯联合阿

托伐他汀钙有助于促进 CHF 患者自主神经功能恢复，降低心

脏负荷，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螺内酯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性，提
高迷走神经张力、血管压力感受性反射，改善心率变异性，
进而改善自主神经功能等有关。
脂联素是脂肪组织分泌的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激素蛋白，

脂联素（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具有抗炎、调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可通过激活磷酸

11.5±1.6

7.7±1.1

11.3±1.3

7.2±1.2

腺苷活化的蛋白激酶而防止心肌细胞肥大和心功能恶化［14］。

0.341

7.670

0.383

7.659

11.4±1.5
0.734

P值

断 Na+-K+-H+ 的交换而拮抗醛固酮，进而抑制交感神经、心

6.2±0.7
<0.001

11.2±1.2
0.730

5.7±0.6
<0.001

高脂联素血症是心力衰竭的危险因素，也是心力衰竭预后不
佳的预测指标［15］。瘦素可提高交感神经活性，增强糖、脂肪

代谢，增加心肌耗氧，促进心室重构，导致 CHF 恶化；其与
瘦素受体结合可调节组织存储和能量平衡，增强糖、脂代谢，

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自主神经功能指标比较（x±s）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dex of autonomic nervous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48

观察组
t值
P值

48

SDANN（ms）

治疗前

治疗后

83.4±14.8 92.4±13.8

84.4±14.5 104.4±15.5
0.334
0.739

4.006

<0.001

SDNN（ms）

治疗前

治疗后

93.6±19.9 115.3±21.3
94.4±20.9 128.8±25.4
0.268
0.784

2.822
0.006

RMSSD（ms）

SDNNindex（ms）

PNN50（%）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29.3±5.0

34.4±6.1

32.1±5.6

46.3±8.2

6.4±2.1

8.3±3.2

0.097

5.018

0.376

3.557

0.117

2.261

29.4±5.1
0.923

40.7±6.2
<0.001

31.4±5.3
0.415

52.4±8.6
0.001

6.5±2.1
0.903

9.8±3.3
0.026

注：SDANN=5 min RR 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SDNN=RR 间期的标准差，RMSSD= 相邻 RR 间期差值的均方根，SDNNindex=5 min RR 间期标
准差的平均值，PNN50= 相邻 RR 间期相差≥ 50 ms 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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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CCPVD

为心脏提供更多能量，调控心血管系统平衡，可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 CHF 程度

［16-17］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瘦素、脂联素水平低于对照组，表明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

汀钙可有效降低 CHF 患者瘦素、脂联素水平，减轻心肌损伤，
延缓病情进展。

综上所述，螺内酯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疗 CHF 患者的临

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心功能和自主神经功能，减轻
心肌损伤，延缓病情进展；但本研究未进行长期的随访观察，

因此未能了解 CHF 患者接受治疗后远期瘦素、脂联素水平以
及自主神经功能变化，同时由于患者的临床疗效易受合并症、

生理状态、饮食习惯等因素影响，因此结果结论仍需扩大样
本量、联合多中心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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