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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辅助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系统评价
吴洋1，李天力1，赵聪2，王宇1，王显1,3
【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参麦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与单纯西医常规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方法 计算机检索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Web of Science、VIP、CNKI、SinoMed和
WanFang Data数据库，搜集参麦注射液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相关随机对照试验（RCT），检索时限均从建
库至2019年12月1日。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17个RCT，包括1313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Meta分析结
果显示：与其他治疗相比，参麦注射液的总有效率（RR=1.22，95%CI：1.16~1.28，P＜0.00001）更高；
治疗组左室射血分数（MD=5.02，95%CI：3.15~6.89，P＜0.00001）、心脏指数（MD=0.44，95%CI：
0.20~0.68，P＝0.0004）、每搏输出量（MD=1.93，95%CI：1.08~2.78，P＜0.00001）明显升高，脑钠肽
（MD=-106.44，95%CI：-114.74~-98.14，P＜0.00001）也明显降低。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治疗组对
比对照组未见明显差异。结论 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参麦注射液可提高急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
效，且安全性较高。受纳入研究的数量和质量的限制，本研究结论尚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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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review on Shenmai Injection in assistant treatment of acute heart failure Wu Yang*, Li Tianli,
Zhao Cong, Wang Yu, Wang Xian.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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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systematicall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Shenmai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routine Western therapies and only routine Western therapies in treatment of acute heart failure (AHF).
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Web of Science, VIP, CNKI, SinoMed and WanFang Data
were retrieved.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related to Shenmai Injection treating AHF were collected
from time of database establishment to Dec. 1, 2019. The literature was screened, data was extracted and risk
of bias of included RCT was reviewed by 2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and then 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There were totally 17 RCT included involved 1313 patients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treated with Shenmai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routine Western therapies and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only routine Western therapies).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Shenmai Injection was higher (RR=1.22, 95%CI: 1.16~1.28, P<0.00001) than that of other therapies. The level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MD=5.02, 95%CI: 3.15~6.89, P<0.00001), cardiac index (MD=0.44, 95%CI:
0.20~0.68, P=0.0004) and stroke volume (MD=1.93, 95%CI: 1.08~2.78, P<0.00001)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MD=-106.44, 95%CI: -114.74~-98.14, P<0.00001)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reatment group.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Conclusion Shenmai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routine Western therapies can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with higher
safety in AHF treatment. The conclusion needs to be verified with more high-quality studies as limite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cluded RCT.
[Key words] Shenmai Injection; Acute heart failure;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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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新发或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失代偿[1]。最新公布的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概要指出[2]，中国心血
管病患病率和死亡率仍处于上升阶段，推算心血
管病现患病人数2.9亿，心力衰竭人数450万，心
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心力
衰竭在发达国家约占成年人口的1%~2%，在70岁
以上的人群中升高至10%。目前纠正急性心力衰
竭的药物治疗主要包括利尿剂、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醛固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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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拮抗剂等[3]。目前临床治疗上主要以西药治疗为
主 [4]，西医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心力衰竭患者的症
状，在急性心力衰竭的治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由于药物自身局限性、患者个体化差异
等原因，预后较差，死亡率居高不下。
祖国医学在治疗急性心力衰竭方面有着诸多
经验，因此，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发
挥祖国医学的优势。急性心力衰竭属中医“水
肿”、“喘证”等范畴，参麦注射液来源于古方
生脉散，后世广泛应用于“心悸”、“水肿”、
“喘证”治疗中。参麦注射液是一种益气固脱，
养阴生津，生脉的中成药，目前临床多用于治疗
心力衰竭及心源性休克，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但目前尚未针对参麦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急
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进行过系统评价。为客观评价
参麦注射液的临床疗效，本研究对其联合西医常
规治疗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
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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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无法进行分析的研究；②干预或对照措施中
使用其他中药治疗者；③未明确诊断标准；④未
明确疗效评价标准者；⑤重复发表的文献；⑥非
临床对照试验。
1.2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Web of Science、VIP、CNKI、SinoMed
和WanFang Data数据库，搜集参麦注射液治疗急
性心力衰竭的相关RCT，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9年12月01日。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检索。中文检索词包括：参麦注射液、
急性心力衰竭、随机对照试验等。英文检索词
包括acute heart failure，shenmai injection，clinical
trial，randomized。以PubMed为例，其具体检索
策略见框1。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RCT），无论是
否使用盲法。
1.1.2 研究对象 纳入符合《急性心力衰竭诊断和
治疗指南》 [5]及《2016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急慢性
心力衰竭诊断与治疗指南》 [6]中关于急性心力衰
竭相关诊断标准的患者。
1.1.3 干预措施 治疗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
联用参麦注射液，用法为20~100 ml参麦注射液加
入5%葡萄糖注射液250~500 ml稀释后静脉滴注，
每日1次；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包括利
尿剂、强心药及硝酸酯类药物等抗心力衰竭标准
药物治疗。
1.1.4 结局指标 ①主要结局指标：总有效率；②
次要结局指标：左室射血分数（LVEF）、脑钠
肽（BNP）、心脏指数、每搏输出量（SV）及不
良反应发生率。
1.1.5 疗效评价标准 文献均采用显效、有效和无
效等疗效判定标准 [7,8] 。治疗效果显著定义：患
者肺底部少许 啰 音或双肺 啰 音消失，呼吸困难
消失，心功能改善Ⅱ级及以上或心功能恢复至
Ⅰ级。治疗效果有效定义为患者双肺 啰 音较前
好转，呼吸困难好转，心功能改善Ⅰ级及以上。
效果无效定义：心功能改善不足Ⅰ级、无明显变
化，甚至恶化。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心血
管不良事件包括主要不良事件：心源性死亡、非
致死性心肌梗死、血运重建；次要不良事件：卒
中、因不稳定心绞痛住院。
1.1.6 排除标准 ①研究方案设计不严谨或数据不

框1 PubMed检索策略

1.3 文献筛选、资料提取与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评价 由两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
评估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互相核对，如不一
致，则请教专家决定。文献筛选时首先阅读文
题进行初筛，进一步阅读摘要和全文，严格遵
照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以确定最终是否纳入。
提取最终纳入文献的具体内容为：①文献的基本
情况：篇名、作者、年份、发表期刊；②研究对
象的特征：年龄、性别、病程、急性心力衰竭的
诊断标准；③干预方法: 包括干预措施、基础治
疗、对照措施、疗程；④偏倚风险的评价：包括
随机分组、分配隐藏、盲法、数据资料的完整
性及规范报告等；⑤结局指标：包括主要结局指
标、次要结局指标和不良反应。纳入研究的偏倚
风险按照Cochrane手册[9]中关于RCT的偏倚风险评
估工具进行评价。
1.4 统计分析 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
析 [10] 。计数资料采用相对危险度（RR）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差（MD）表示 [11]。两者均以
95%可信区间表示。采用χ 2 检验对纳入研究的
统计学异质性进行分析，同时结合I 2 定量判断
异质性的大小 [12]。当I 2≤50%或P＞0.1，认为各
研究间同质性较好，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Meta分析；当I 2＞50%或P≤0.1，认为各研究间
异质性较大，则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 [13] 。异质性来源可能与不同研究
所纳入的患者参麦注射液的病情轻重、干预疗
程长短差异较大有关。显著的异质性采用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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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处理，或只行描
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流程及结果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献共
计142篇，经逐层筛选后，最终纳入17个RCT，
共1313例患者，且均为中文文献。文献筛选结果
及流程见图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17篇文献共1313例
患者，纳入的所有研究基线情况相似均具有可比
性，治疗组干预措施为参麦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
治疗，而对照组为西医常规治疗。纳入研究的基
本特征表见表1。
2.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采用Cochrane
风险评价表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其中4项
明确了具体的随机分组方法，由于其随机序列生
成不适当而导致的选择性偏倚评价为低风险；其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余文献均只提及随机，其选择性偏倚评价为不清
楚。所有文献均未提及分配隐藏，由于其未隐藏
分组导致的选择性偏倚评价为不清楚。所有研究
均未提及盲法，其实施偏倚及测量偏倚评价均为
不清楚。所有研究均未无病例脱落，失访偏倚评
价为低风险。所有研究均未发表计划书，故无法
明确是否存在选择性结局报告，故报告偏倚评价
为不清楚。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偏倚，
其他偏倚评价为不清楚；偏倚风险评估见表2。
2.4 Meta分析
2.4.1 总有效率 共有14项 [14-16,18-27,30]研究报告了
两组的总有效率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P=0.89，I 2=0%，表明纳入研究无异质性，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22，
95%CI：1.12~1.33， P＜0.00001，图2）。
2.4.2 左室射血分数 共有7项 [14-16,19,21,28,29]研究报
告了2组的LVEF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P
＜0.00001，I 2=86%，表明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较
大，采用敏感性分析逐一剔除纳入研究，Meta分
析结果未发生逆转，提示以上结果均较稳健。
分析异质性来源可能与不同研究的用药剂量及疗
程不同有关，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
果提示：治疗组和对照组相比，能更好地升高
LVE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5.02，95%CI：
3.15~6.89，P＜0.00001）（图3）。
2.4.3 脑钠肽 共有3项[19,26,29]研究报告了两组的BNP
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P=0.22，I2=33%，表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平均年龄（T/C）

性别（M/F） NYHA分级 例数（T/C）

田欣雨 2019[14] 60.8±13.1*
张田杰 2018[15] 73.5±7.4*

75/48
71/60

Ⅲ~Ⅳ级
Ⅲ~Ⅳ级

123(63/60)
131(66/65)

徐俊松 2018[16] 78.23±5.02*

114/42

Ⅱ~Ⅳ级

104(52/52)

于磊 2018[17]
唐志和 2016[18]
李芳 2016[19]
许洪军 2016[20]
钟文 2016[21]

66.03±8.14/66.18±8.45
64.3±5.4/65.2±4.5
62.6±4.9/62.9±4.7
62.8±8.7*
70.3±3.6/69.6±3.8

43/19
32/28
49/33
41/36
45/25

Ⅰ~Ⅲ级
Ⅱ~Ⅳ级
Ⅲ~Ⅳ级
—
Ⅱ~Ⅳ级

62(31/31)
60(30/30)
82(41/41)
77(39/38)
80(40/40)

何建宏 2014[22]
齐芳 2014[23]
纳梅芳 2013[24]
杜宋耿 2012[25]
蔡宏文 2012[26]

62.0±3.4/61.0±3.8
57.2±4.8
51.8±2.4/49.8±2.8
45.1±11.6/44.5±10.8
65.86±7.25/66.28±6.74

53/23
79/39
35/33
24/18
33/19

Ⅲ~Ⅳ级
Ⅱ~Ⅳ级
Ⅲ~Ⅳ级
—
Ⅲ~Ⅳ级

76(38/38)
118(59/59)
68(34/34)
42(21/21)
52(27/25)

郑霞 2011[27]
何新兵 2009[28]
何新兵 2008[29]
赵成元 2000[30]

58.6/58.8
47~76/44~75#
62.55/65.8
64±3.4/65.5±4.6

23/15
18/20
19/21
61/21

Ⅳ级
—
—
Ⅳ级

38(19/19)
38(19/19)
40(20/20)
82(42/40)

干预措施
T
C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新活素
+新活素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左西孟旦
+左西孟旦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地高辛
+地高辛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重组人脑利钠肽 +rhBNP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SM+西医标准治疗 西医标准治疗

疗程

结局指标

2w
3d

①②⑤
①②

2w

①②⑤⑥

1w
12 d
10 d
30 min
2w

④
①③⑥
①②③
①
①②

10 d
2w
10 d
1h
3d

①
①⑥
①
①
①③

30 min
6d
1w
10 d

①
②④⑤
②③
①

注：F：女，M：男；T：治疗组，C：对照组；SM：参麦注射液。*仅报告了总体平均年龄，未分组报告；#未报告平均年龄，仅报告了
年龄范围；—未报告NYHA分级。①：总有效率，②：LVEF，③：BNP，④：心脏指数，⑤：SV，⑥：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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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评价
纳入研究

基线可比性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田欣雨 2019[14]
张田杰 2018[15]
徐俊松 2018[16]
于磊 2018[17]
唐志和 2016[18]
李芳 2016[19]
许洪军 2016[20]
钟文 2016[21]
何建宏 2014[22]
齐芳 2014[23]
纳梅芳 2013[24]
杜宋耿 2012[25]
蔡宏文 2012[26]
郑霞 2011[27]
何新兵 2009[28]
何新兵 2008[29]
赵成元 2000[30]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可比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随机数字表法
随机数字表法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随机数字表法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随机数字表法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盲法
研究者/患者 结局测量者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否
不清楚

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选择性报告 其他偏倚来源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图4 脑钠肽的Meta分析森林图

图2 总有效率的Meta分析森林图

图5 心脏指数的Meta分析森林图

图3 LVEF的Meta分析森林图

2.4.6 不良反应发生率 共有3项[16,18,23]研究报告了两
组的不良反应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P=0.34，
I 2=0%，表明纳入研究异质性小，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Meta分析，结果显示：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
面，治疗组和对照组未见明显差异（图7）。
2.5 发表偏倚 用漏斗图衡量文献的发表偏倚。
以RR值为横坐标，以RR值的对数标准误SE[log
（RR）]为纵坐标，以14项纳入研究的总有效率
为结局指标作漏斗图，结果显示图中的点在中线
两侧分布不完全对称，由此可见，纳入的文献存
在一定的发表偏倚（图8）。

明纳入研究异质性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Meta分
析，结果显示：治疗组和对照组相比，能更好
地降低BNP，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06.44，
95%CI：-114.74~-98.14，P＜0.00001）（图4）。
2.4.4 心脏指数 共有2项 [17,28]研究报告了两组的
心脏指数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P=0.09，
I 2=65%，表明纳入研究间异质性较大，分析异
质性来源可能与不同研究的用药剂量及疗程不
同有关，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Meta分析，结果
提示治疗组和对照组相比，能更好地升高心脏
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0.44，95%CI：
0.20~0.68，P=0.0004）（图5）。
2.4.5 每搏输出量 共有3项[14,16,28]研究报告了两组的
SV情况，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P=0.17，I2=43%，
表明纳入研究异质性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Meta
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和对照组相比，能更
好地升高S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93，
95%CI：1.08~2.78，P＜0.00001）（图6）。

3 讨论
3.1 Meta分析结果 本研究通过严格筛选最终纳入

图6 每搏输出量的Meta分析森林图

图7 不良反应发生率的Meta分析森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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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总有效率的倒漏斗图

17项研究，主要从总有效率、LVEF、BNP、心脏
指数、SV、不良反应发生率等6个方面对参麦注
射液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系
统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在临床总有效率方面，
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在改善心功能方面，治疗组
改善急性心力衰竭的LVEF、BNP、心脏指数、
SV均优于对照组；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治疗
组对比对照组未见明显差异。以上结果提示参麦
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且安
全性较高。
参麦注射液主要是红参、麦门冬提取的中药
制剂，其主要作用包括养阴润燥、益气活血。
红参的主要功效是益气摄血、大补元气、复脉
固脱。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红参的主要成分是
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等，具有保护心肌、增强
心肌收缩能力、抗心律失常、改善心肌缺血作
用 [27] 。麦门冬的主要功效是养阴生津、润肺清
心。现代药理研究发现，麦门冬的主要成分包
括多种麦冬皂苷和高异黄酮类化合物等，具有
保护心血管系统、抗心肌缺血、耐缺氧[28,29]。两
种药物联合使用能够保护心肌细胞、抗心律失
常、改善心功能等作用 [30] 。临床研究提示参麦
注射液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在改善临床症状的同
时，还可明显改善心功能指标如LVEF、BNP、
心脏指数及SV等[14-17,19,21,26,28,29]。
3.2 研究的局限性 从研究的方法学质量方面看，
纳入的17项研究均未报告样本量估算，研究最大
样本量131例，最小样本量38例，有13项研究样
本量小于100例，均为单中心、小样本研究。17
项研究中仅4项研究提及了具体随机方法，其余
所有研究均未提及随机方法，并且所有研究均未
提及分配隐藏的实施，这容易引起选择性偏倚。
纳入研究均未提及盲法，因此可能产生实施偏倚
和结局评价过程中的测量偏倚。LVEF的结局指
标仍出现了较大异质性，通过对其结果进行敏
感性分析，逐一剔除纳入研究后发现，LVEF的
结局稳定性较好，分析异质性来源可能与不同研
究所纳入的患者参麦注射液的用药剂量、病程长
短、病情轻重、排除标准、干预疗程长短差异较
大有关，同时，样本量较小带来的偶然性因素也

可能是异质性的重要来源。此外，倒漏斗图提示
可能存在发表偏倚，结合本系统评价所纳入的研
究均为阳性结果，存在部分阴性结果的研究未发
表的可能，这将会导致临床疗效的高估。
3.3 临床及科研启示 以上Meta分析结果初步证实
了参麦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急性心力衰竭具
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安全性较好。临床工作者
在治疗急性心力衰竭时可考虑在西医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参麦注射液来进一步改善心功能和临床
症状。
通过对参麦注射液的药物组成及组方特点分
析，该药物主要适用于中医辨证分型为气阴两虚
证的患者，而目前大多数的临床研究未按照中医
证型纳入患者，建议通过开展辨证与否的对比研
究，进一步明确适用证型以提高研究的临床价
值。在临床研究指标选取方面建议如下：首先，
大多数文献中选取总有效率作为主要结局指标，
而总有效率较为笼统，不能全面反映治疗前后急
性心力衰竭的缓解情况，建议采用NYHA分级或
统一的急性心力衰竭症状评分量表进行量化，更
精准地反映参麦注射液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对于急
性心力衰竭患者改善情况。其次，客观指标数值
的变化，无法全面反应患者症状的缓解情况。
因此，除LVEF、BNP、心脏指数、SV等理化检
查的客观指标之外，应关注心率、血压、呼吸
等重要生命体征，建议未来临床研究的结局指标
中纳入以上体征，以进一步明确参麦注射液对于
心率、血压、呼吸的影响，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有
力的证据支持。中医药对于急性心力衰竭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减少再住院率，改善患者的预后等方
面。目前的临床研究缺乏对于患者的随访，建议
延长试验观察周期，进行长期随访以了解患者的
远期预后，增加对终点结局如心衰复发、病死等
的观察及报告，进一步明确中医药的临床价值。
本文所纳文献中，报道不良反应的研究较少且不
完整，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用药后的不良反
应，为临床用药安全性提供指导。基于目前临床
对照试验质量较低的现状，建议今后在设计临床
研究时应充分重视随机方法、分配隐藏及盲法的
应用，开展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随机对照
试验，以获得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为规范
参麦注射液的临床应用及提高疗效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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