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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苈强心胶囊联合心脏康复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
和心室重构的影响
石宝星1，胡伟1
【摘要】目的 探讨芪苈强心胶囊联合心脏康复运动在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心衰）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于2018年1月至6月收治的80例慢性心衰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40例。对照组为西药治疗联合心脏康复运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芪苈强心胶囊治
疗。两组干预时间均为3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心功能、心室重构指标、中医证候积分等指标的变化。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左室射血分数（LVEF）、心输出量（CO）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左心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PWD）、左心室后壁收缩末期厚度（PWS）、左心室后壁
厚度（LVPWT）、室间隔收缩末期厚度（IVSS）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观察组主要中医症候积分低于对照组，6 min步行距离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芪苈强心胶囊联合心脏康复运动能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心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心室重构，减轻
临床症状，提高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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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Qiliqiangxin Capsule combined wit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on heart function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Shi Baoxing*, Hu Wei.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yu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Guangyuan 6280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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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Qiliqiangxin Capsule combined wit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Methods CHF patients (n=80)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n=40)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yuan City from Jan. 2018 to June 2018.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drugs combined wit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Qiliqiangxin Capsule for 3 months. The changes of indexes of heart function, ventricular remodeling indexes
and symptom integral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ere compared in 2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and cardiac output (CO) were high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thickness at end diastole (LVPWTd), 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thickness at end systole (LVPWTs), left ventricular posterior wall thickness (LVPWT) and
interventricular septum thickness of end-systole (IVSTs) were all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CM symptom integrals were lower and 6-minute walk distance (6MWD) was
long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Qiliqiangxin Capsule combined wit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can improve heart function, reverse ventricular remodeling to some extent,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promote exercise toleranc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HF patients.
[Key words] Qiliqiangxin Capsule;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Chronic heart failure; Ventricular
remodeling; Heart function

心力衰竭（心衰）是各种心血管疾病发展的
终末阶段，临床表现为严重呼吸障碍、端坐呼
吸、喘息不止等，本病预后不佳，5年病死率达
40%~50%[1]。慢性心衰病情难以逆转，及时有效
的干预治疗，对于延缓心室重构，保护心功能尤
为重要。芪苈强心胶囊是纯中药制剂，具有减少
心肌纤维化、减弱心肌收缩、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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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效 [2]。本研究选取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于2018年1月至6月收治的采用符合入选标
准的80例慢性心衰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芪苈强
心胶囊联合心脏康复运动对患者心功能及心室重
构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心力衰
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14》有关慢性心衰的诊断
标准 [3] ；②患者知情同意本研究；③纽约心脏
协会（NYHA）心功能Ⅱ~Ⅳ级，左室射血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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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F）＜40%；④无运动障碍；⑤未出现失
代偿性心衰或不稳定型心绞痛；⑥近3个月内未
接受系统抗心衰治疗或治疗不规范者；⑦治疗依
从性良好；⑧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合并
恶性肿瘤；②对所用药物过敏者；③肾功能异
常或行血液透析者；④3个月内有致死性心律失
常、心肌梗死、主动脉狭窄、急性心肌炎等运动
禁忌症者；⑤凝血功能障碍或有出血倾向者；⑥
进行过瓣膜置换或修复者；⑦自身免疫性疾病、
感染性疾病；⑧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预计
生存期＜3个月者。将80例慢性心衰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中男性27
例，女性13例，年龄35~71岁，平均年龄（58.12
±15.45）岁，病程4~15年，平均病程（11.24±
4.13）年。NYHA 分级Ⅱ级24例，Ⅲ级16例。基
础疾病：高血压性心脏病10例，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24例，扩张性心肌病6
例。观察组中男性26例，女性14例，年龄31~69
岁，平均年龄（58.56±15.12）岁，病程3~16
年，平均病程（11.58±4.25）年。NYHA分级Ⅱ
级26例，Ⅲ级14例。基础疾病：冠心病22例，高
血压性心脏病11例，扩张性心肌病7例。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药+心脏康复运动。西药
种类有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强心药物、他汀类药物等。在病情稳
定1月后给予心脏康复运动干预，方式为踏车运
动。运动强度为50% peak VO2，3/周，NYHAⅡ
级患者每次运动前热身1 min，在5 min中达到目
标功率值，运动30 min，30 min后用2 min的时间
将功率将至0，最后空踩2 min。持续2周，2周后
功率增加至70%~80% peak VO2，NYHAⅡ级患
者维持目标功率值15 min，而后视患者情况每周
逐渐增加5 min，直至增至30 min。运动开始至结
束后10 min均给予持续心电监护，每2 min测量1
次血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芪苈强心胶
囊（石家庄以岭药物股份公司，批号：国药准字
Z20040141，规格：0.3 g×12 s×3板）治疗，口
服4粒/次，2/d。两组均连续干预3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心功能及心室重构指标 于治疗前、后由
同一彩超医师行超声心动图，心功能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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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F、心输出量（CO）；心室重构指标包括
左心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PWD）、左心室
后壁收缩末期厚度（PWS）、左心室后壁厚度
（LVPWT）、室间隔收缩末期厚度（IVSS），检
测时嘱患者侧卧位，平静呼吸。
1.3.2 中医症状积分 于治疗前后参照《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的相关标准对四
项主要症候—心悸、气短、乏力、下肢水肿进行
评分，按照严重程度的不同评分，0、2、4、6分
分别代表无、轻、中、重，总分0~24分。分数越
高症状越重。
1.3.3 运动耐力 于患者病情稳定后及治疗后测定
6 min步行距离，注意观察患者有无胸痛、大汗、
呼吸困难、面色苍白等不良反应，如有应立即终
止试验。
1.4 统计学处理 将所数据经统计学软件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
示，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比较 治疗前两
组患者心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LVEF、CO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室重构指标的比较 治疗
前两组心室重构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观察组PWD、PWS、LVPWT、IVSS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6 min步行距离、中医证候
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6 min步行距离、中医
证候积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观察组6 min步行距离长于对照组，中医症候积
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40
对照组 40
t值
P值

左室射血分数（%）
治疗前
治疗后
31.38±4.12 48.56±3.71
30.64±3.73 40.94±4.37
0.842
8.407
0.201
0.000

心输出量（L/min）
治疗前
治疗后
3.59±0.24 5.27±0.38
3.68±0.36 4.41±0.42
1.316
9.603
0.096
0.000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室重构指标的比较（ x ±s）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40
对照组 40
t值
P值

PWS（mm）
治疗前
治疗后
13.14±1.57
10.86±1.86
13.36±1.62
11.74±1.93
0.617
2.076
0.270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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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mm）
治疗前
治疗后
14.32±1.96
11.56±1.78
14.04±1.85
12.42±1.65
0.657
2.241
0.257
0.014

LVPWT（mm）
治疗前
治疗后
11.34±1.82
9.54±0.92
11.16±1.67
10.35±1.51
0.461
2.897
0.323
0.002

IVSS（mm）
治疗前
治疗后
12.71±1.68
10.12±1.64
12.35±1.73
10.97±1.75
0.944
2.241
0.174
0.014

注：PWS：左心室后壁收缩末期厚度；PWD：左心室后壁舒张末期厚度；LVPWT：左心室后壁厚度；IVSS：室间隔收缩末期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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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6 min步行距离、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组别

例数 中医症候积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16.74±3.21 4.53±0.85
对照组 40 16.38±3.37 5.87±1.04
0.353
6.310
t值
0.362
0.000
P值

6 min步行距离（m）
治疗前
治疗后
221.37±48.82 421.93±82.16
219.35±39.86 341.27±76.51
0.203
4.544
0.420
0.000

2.4 安全性观察 观察组随访期间无再次住院及
死亡病例，对照组1例出现心前区隐痛而暂停训
练，经休息后好转，无再次住院及死亡病例。
3 讨论
慢性心衰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心功能减退，
严重影响患者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心室重塑是
其特征。研究发现神经内分泌因子异常及其导致
的心室重构是慢性心衰发病的关键环节 [4]，也是
患者猝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心室重塑在心衰发
生、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抑制心室重构
已成为治疗慢性心衰的核心。
中医药在治疗慢性心衰中积累了大量经验，
中医认为本病具有病期冗长、病情缠绵、病位深
病的特点，属本虚标实证，以心气虚阳虚为主，
血瘀水停痰湿内阻为标，久病入络。从现代解剖
形态而言，经络与中小血管及微血管具有同一
性，心室重构基础为心脏中小血管及微血管的内
皮损伤。因此，中医脉络病变干预使慢性心衰的
治疗具有现代理论基础。芪苈强心胶囊运用中医
络病理论而研制的中成药，由黄芪、人参、附
子、泽泻、玉竹、葶苈子、丹参、红花、桂枝、
香加皮、陈皮组成，具有奏益气温阳、通络强心
之效。本研究在常规西药+心脏康复运动的基础
上采用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结果显示，
可显著改善心室重构指标PWD、PWS、LVPWT、
IVSS和心功能指标LVEF、CO（P＜0.05）。与马
利平[5]、张大程等[6]的研究报道结果基本一致。既
往动物实验表明[7]，芪苈强心胶囊中能抑制慢性心
衰大鼠RASS系统介导的钙调神经磷酸酶所致的心
肌纤维化和心室肥厚。另有研究显示 [8]，芪苈强
心胶囊可改善肉碱脂酰转移酶Ⅰ和葡萄糖转运蛋
白4水平，保护线粒体，提高能量代谢，抑制黄嘌
呤氧化酶，减少活性氧类。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其进一步改善中医证候积分，增加运动耐力（P

＜0.05），与丁震环等[9]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心脏康复是慢性心衰患者康复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不增加心脏负担，还显著增加运动量，
改善心脏功能[10]。李叶梅等[11]研究报道，心脏康
复能增强慢性心衰患者的心力储备功能，降低
复发率，延长住院间隔时间。石晓强等[12]研究显
示，对慢性心衰患者采用芪苈强心胶囊联合心脏
康复能显著改善左室射血分数，降低血管紧张素
Ⅱ和脑钠肽水平。就安全性而言，芪苈强心胶囊
为纯中药制剂，不良反应轻，充分显示了中药在
治疗心衰方面的独特优势。
综上所述，芪苈强心胶囊联合心脏康复运动能
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心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心
室重构，减轻症状，提高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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