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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
治疗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的疗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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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磷酸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治疗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19
年5月至2020年5月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确诊的92例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患者，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将患者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6例。对照组患者静脉滴注磷酸肌酸钠治疗，观察组采用磷酸肌酸钠联合甲磺酸酚妥拉

明注射液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两周。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的血气指标[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动脉血氧分压(PaO2)、血氧饱和度(SaO2)、酸碱度(pH)]、心肌酶指标[谷草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
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和血清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1 (IL-1)、IL-17、C-反应蛋

白(CRP)]水平，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7.83%，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86.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PaO2、SaO2、pH明显升高，PaCO2明显降

低，且观察组患者的PaO2、SaO2和pH值明显高于对照组，PaCO2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AST、LDH、CK-MB、TNF-α、CRP、IL-17、IL-1水平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上述指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52%，略低于对照组的

13.0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磷酸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治疗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可有效改善患

者的心肺功能，缓解心肌损伤和炎症水平，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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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safety of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combined with phentol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jury. CHANG Liang 1, ZHANG Tao 1, ZHANG Li 1, ZHANG Xiao-m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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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combined with phentol-
am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complicated with myocardial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ith
severe pneumonia and myocardial injury confirmed in Xi'an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er Hospital were enrolled be-
tween May 2019 and May 2020.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by simple random
grouping method, with 46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intravenous drip of creatine phosphate so-
dium,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combined with phentolamine mesylate in-
jection. Both groups were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2 week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blood gas indexes [partial pres-
sure of arterial blood carbon dioxide (PaCO2), partial pressure of arterial blood oxygen (PaO2),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SaO2), potential of hydrogen (pH)], myocardial enzyme indexes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lactate dehydroge-
nase (LDH),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CK-MB)],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
leukin-1 (IL-1), IL-17, C-reactive protein (CR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linic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of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
trol group (97.83% vs 86.96%, P<0.05). After treatment, PaO2, SaO2, and p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PaCO2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PaO2, SaO2, and pH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PaCO2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After treatment, levels of serum AST, LDH, CK-MB,
TNF-α, CRP, IL-17, and IL-1 in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and the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inci-
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25 % vs 13.04%),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combined with phentolami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relieve myocardial injury and inflammation
level in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pneumonia combined with myocardial injury, with few adverse reactions and high safety.

【Key words】 Severe pneumonia; Myocardial injury; Creatine phosphate sodium; Phentolamine; Inflammatory
factor; Blood gas index; Cur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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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是呼吸系统常见疾病，若肺炎患者出现呼
吸衰竭和循环系统受累相关症状可认定为重症肺
炎。心肌损伤是重症肺炎患者发生率最高的并发
症之一，有 23.3%~39.5%的重症肺炎患者会伴随心肌
损伤[1-2]。心肌损害严重者会导致患者心收缩能力下
降，进一步引发心力衰竭，影响患者预后[3-4]。磷酸肌
酸钠是临床上较常用的心肌保护剂，可以保护心肌缺
血状态下的心肌代谢异常，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能
稳定细胞膜，抑制血小板的聚集，改善心肌缺血部位
微循环，同时具备抗心律不齐的作用[5]。酚妥拉明可
有效改善患者肺部通气，缓解血管阻力，减轻患者心
脏负荷，同时能够缓解支气管痉挛，减少肺动脉压力，
促进肾脏新陈代谢，避免心力衰竭发生 [6]。但目前临
床上关于磷酸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治疗重症肺炎伴
心肌损伤仍缺乏足够的数据论证，该联合用药的安全
性也有待考察。因此，本研究探讨了磷酸肌酸钠联合
酚妥拉明治疗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的临床疗效以及

安全性，以期为临床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治疗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年 5月至 2020年 5月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收治的 92例重症肺炎伴心
肌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
符合《内科学(第九版)》[7]中相关标准，经临床检验确
诊为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②既往无心脏病史；③近
1个月未接受抗生素治疗。排除标准：①出现明显电
解质异常者；②既往有肺部、心脏手术史者；③对酚妥
拉明或磷酸肌酸钠严重过敏者；④合并肺部恶性肿
瘤者。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4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急性生理
功能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 (APACHEⅡ)、α-羟丁
酸脱氢酶(HBDH)水平和心功能分级等临床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知情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46

46

男

31 (67.39)

26 (56.52)

女

15 (32.61)

20 (43.48)

1.153

0.283

性别 年龄(岁)

53.02±4.26

52.62±3.02

0.520

0.605

病程(d)

15.82±4.65

16.07±4.81

0.253

0.801

APACHE Ⅱ (分)

22.12±2.31

21.72±2.66

0.770

0.443

HBDH (IU/L)

276.33±61.74

281.38±63.59

0.386

0.700

Ⅰ级

15 (32.61)

13 (28.26)

0.205

0.650

Ⅱ级

22 (47.83)

23 (50.00)

0.043

0.835

Ⅲ级

9 (19.57)

10 (21.74)

0.066

0.797

心功能分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抗感染、清肺、
利尿、营养支持等基础治疗。对照组患者同时采用静
脉滴注磷酸肌酸钠(生产厂家：吉林英联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45399，规格：1 g)治疗，
1 g/次，2次/d，在 30~45 min内静脉滴注，连续治疗两
周。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甲磺酸酚
妥拉明注射液(生产厂家：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2020439，规格：10 mg×1 mL×
5支)治疗，每日静脉先注入 1 mg，测量一次血压，若
无不良反应，再给 5 mg，1次/d，连续治疗两周。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3.1 疗效评估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心电图、
心肌酶谱检查等评估疗效。痊愈：患者肺部啰音、紫
绀、水肿症状消失，心音有力，心率、心电图恢复正常，
心肌酶谱恢复到正常水平；显效：患者肺部症状基本
消失，心音有力，心率、心电图接近正常，经心肌酶谱
检查，显示接近正常水平；有效：患者肺部啰音、紫绀、
水肿症状有所缓解，心音有力，心率、心电图检测有所
改善，心肌酶谱检查结果显示较治疗前有所改善；无
效：上述指标均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总有效率=(痊
愈＋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3.2 血气分析指标 治疗前后，采用丹麦
RADIOMETER 型血气分析仪检测患者血气指标，包
括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动脉血氧分压(PaO2)、
血氧饱和度(SaO2)、酸碱度(pH)。每例患者检测 5次，

两次检测间误差小于5%，统计取其平均值。
1.3.3 血清心肌酶指标 治疗前后，采集患者空

腹静脉血 5 mL，恒温 37℃，离心 10 min (3 000 r/min)，
取上清液，保存于-20℃冰箱。采用迈瑞BA-88A型半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心肌酶
指标，包括谷草转氨酶(AST)、乳酸脱氢酶(LDH)及磷
酸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1.3.4 血清炎症因子 治疗前后，同上方法采患
者空腹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血清中炎性
指标：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1 (IL-1)、
白细胞介素-17 (IL-17)和C-反应蛋白(CRP)。ELISA
检测试剂盒均够自艾博因公司，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
说明书要求。

1.3.5 不良反应 记录所有患者治疗期间的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恶心、腹痛以及腹胀等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且方差齐，以均
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样本独立 t检
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7.8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6.9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66，P=0.049<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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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气分析指标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PaO2、SaO2和pH值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aO2、SaO2和

pH值指标明显上升，PaCO2值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
观察组患者的 PaO2、SaO2和 pH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PaCO2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学指标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血清AST、LDH、CK-MB水平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

AST、LDH、CK-MB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
组血清AST、LDH、CK-MB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症因子指标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TNF-α、CRP 、IL-17和
IL-1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血清TNF-α、CRP、IL-17、IL-1水平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血清TNF-α、CRP、IL-17、
IL-1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5。

2.5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52%，略低于对照组的
13.0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 2=1.108，P=0.292<
0.05)，见表6。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学指标比较(x-±s，IU/L)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6

46

治疗前

44.39±16.61

44.26±19.06

0.034

0.972

治疗后

39.39±5.69a

30.63±4.78a

7.994

0.001

治疗前

134.33±16.86

135.26±15.39

0.276

0.782

治疗后

68.39±12.31a

59.62±10.39a

3.692

0.001

治疗前

48.62±14.36

46.79±15.30

0.591

0.555

治疗后

39.36±10.45a

31.75±11.63a

3.301

0.001

AST LDH CK-MB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6

46

治疗前

20.81±2.41

20.92±2.12

0.232

0.816

治疗后

13.03±1.29a

10.26±1.21a

10.622

0.001

治疗前

17.81±2.16a

18.21±2.14a

0.892

0.374

治疗后

12.64±1.51a

10.05±1.02a

9.639

0.001

治疗前

54.38±6.56

54.69±6.44

0.227

0.820

治疗后

30.69±4.16a

26.28±3.45a

5.534

0.001

治疗前

74.48±9.54

75.09±8.94

0.316

0.752

治疗后

50.49±7.16a

44.28±6.45a

4.370

0.001

TNF-α (pg/mL) CRP (mg/mL) IL-17 (pg/mL) IL-1 (pg/mL)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6

46

临床治愈

6

1

显效

16

5

有效

23

34

无效

1

6

总有效率(%)

97.83

86.96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气分析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6

46

治疗前

45.58±5.14

44.59±5.62

0.881

0.380

治疗后

76.71±6.18a

83.81±6.21a

5.496

0.001

治疗前

70.77±6.16

71.76±6.19

0.768

0.444

治疗后

81.05±5.11a

92.99±5.12a

11.194

0.001

治疗前

57.98±12.16

58.99±11.14

0.415

0.678

治疗后

50.19±10.16a

45.28±9.15a

2.435

0.016

治疗前

7.21±0.13

7.18±0.09

1.286

0.201

治疗后

7.39±0.08a

7.43±0.11a

1.994

0.049

PaO2 (mmHg) SaO2 (%) PaCO2 (mmHg) pH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1 mmHg=0.133 kPa。

3 讨论

肺炎伴心肌损伤患者肺部X线可见炎性浸润阴
影，轻者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重者则会并发心律不
齐、心力衰竭等严重后果，病情进展严重甚至能引起
患者死亡。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APACHEⅡ、HBDH水平和心功能分级等临床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组间比较有可比性。既往研究
显示，硫酸肌酸钠中含有大量高能磷酸键，可以维持
患者心肌组织中三磷酸腺苷含量，为机体提供必要能
量，缓解因过度消耗能量而导致的心肌损伤，同时增
强氧自由基清除能力 [8]。硫酸肌酸钠含有还原基，可
以缓解因氧化物过量而造成的心肌损伤[9]。酚妥拉明
是一种直接肺血管扩张剂和α受体阻滞剂，能非选择
性地控制α受体，提高β受体兴奋性，改善肺循环，解除
支气管平滑肌痉挛，缓解机体毒血、缺氧等症状，有利
于肺部炎症消散。酚妥拉明还具有扩张小动脉、小静
脉，迅速降低肺动脉压以及减低心脏负荷的功能，对

表6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6

46

恶心

2

1

腹胀

1

3

腹痛

0

2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6.52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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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心功能具有重要价值[10]。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
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硫酸肌酸钠联合酚妥
拉明治疗能更好地改善患者心肺功能，加速肺部炎症
消散，缓解心肌损伤。既往研究显示，硫酸肌酸钠和
酚妥拉明均可以有效治疗肺炎伴心肌损伤[11-12]，为本
研究结果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血气分析是心肺疾病患者的重要监测指标，可以
通过测定和评估氧合、通气及酸碱平衡等相关指标对
患者实施不同治疗方案，也是评价心肺治疗疗效的重
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 PaO2、
SaO2和pH值较治疗前明显升高，PaCO2较治疗前明显

下降，且观察组的PaO2、SaO2和pH值指标明显高于对
照组，PaCO2明显低于对照组。有研究显示，PaCO2的
水平直接受呼吸作用的调节，从而影响血液的 pH值，
临床通过检测PaCO2来判断患者呼吸功能对酸碱平衡
的调节能力 [13]，采用 PaO2值可反映机体缺氧敏感指
标，用SaO2检测血液中血氧的浓度，来判断患者呼吸
循环功能[14]。因此，本研究结果说明单纯使用磷酸肌
酸钠注射治疗虽然也能改善患者肺功能，但磷酸肌酸
钠联合酚妥拉明治疗后，患者缺氧、呼吸系统酸碱平
衡及其调节能力均得到更明显的改善，说明磷酸肌酸
钠联合酚妥拉明用于提高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患者
肺功能的疗效更显著。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AST、
LDH、CK-MB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血
清AST、LDH、CK-MB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联

合治疗对于改善心肌损伤、提高心功能有更显著的作
用。有研究显示，细胞受损后，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AST被大量释放，在血清中的浓度明显升高[15]。LDH
在肾脏含量最高，其次是心肌和骨肌，心肌、肝脏疾病
等可以导致LDH含量明显升高。已有研究证实，在心
肌疾病中，血清中CK-MB含量迅速提高甚至比做心
电图诊断更为可靠[16]。近期多位学者研究显示，磷酸
肌酸钠联合多种药物治疗可恢复肺炎伴心肌损伤患
者心肌功能、改善心肌酶指标。说明磷酸肌酸钠联合
酚妥拉明治疗后，心肌损伤情况可得到显著改善，有
利于重症肺炎患者心肌损伤恢复[17-18]。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TNF-α、
CRP、IL-17、IL-1 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血清
TNF-α、CRP、IL-17、IL-1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磷酸

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治疗能够降低血清炎症水平。
有研究结果显示，血清TNF-α可以调节其他组织代谢
活性、与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生理活动有密切联系，
且TNF-α可介导参与心肌细胞的炎症过程，与心肌损
伤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19]。CRP作为最活跃的炎
症标志物，是一种急性期炎症的非特异性指标，可以用
来反映心肌损伤程度和肺炎程度[20]。IL-17是主要由
CD4+记忆T淋巴细胞等分泌的一种前炎症细胞因子，在
呼吸道内可刺激中性粒细胞、促进细胞释放多种炎性因

子，其浓度增加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21]。IL-1具
有促进心肌细胞肥大的作用，且心室重构是由心肌细

胞坏死直至凋亡引起，IL-1可激活细胞凋亡的信号通

路导致缺血性心肌损伤逐渐加剧，可引起心肌损伤，

严重导致心力衰竭[22]。研究显示，磷酸肌酸钠可以明

显减轻肺炎并发心肌损害引发的炎症反应，说明磷酸

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治疗可以抑制心肌细胞炎症、肺

部炎症和心肌细胞凋亡等生理过程，对重症肺炎伴心

肌损伤临床症状有显著改善[23]。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不良反应

发生率略低于对照组，说明加用酚妥拉明治疗并不会

造成严重不良反应，用药安全得以保障。此外，加用

酚妥拉明能够有效提高患者临床疗效，提高心肺功

能，改善心肌损伤，是一项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磷酸肌酸钠联合酚妥拉明用于治疗重

症肺炎伴心肌损伤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能够改善

患者呼吸功能，提高心肌功能，缓解炎症水平，不良反

应发生率较低，总体来说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联合治疗

方案。虽然本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无法涵盖所有情

况，但仍为临床治疗重症肺炎伴心肌损伤提供了可行

的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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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碘酮联合美托洛尔治疗冠心病合并室性心律失常的疗效及安全性
张志芳 1，张燕 1，屈小会 2

1.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陕西 西安 710043；
2.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 探究胺碘酮联合美托洛尔治疗冠心病合并室性心律失常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前瞻性选

择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114例冠心病合并室性心率失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7例。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胺碘酮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

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美托洛尔治疗，两组均治疗6个月。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窦性心律维持情况，于治疗前及治

疗 3、6个月时测定校正QT间期(QTc)、QT离散度(QTd)及左室收缩期末期内径(LVESD)、左室舒张期末期内径

(LVEDD)、左室射血分数(LVEF)等心功能指标；于治疗6个月时评价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为82.46%，略高于对照组的68.4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3、6个月时窦性心率维持

率分别为82.46%、73.6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4.91%、52.6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6个
月时QTc [(53.26±9.82) ms]及治疗 3、6个月时QTd [(64.17±8.32) ms、(60.22±10.24) ms]明显低于对照组[(57.41±
10.9) ms、(67.41±8.22) ms、(64.17±8.59) 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 6个月时的VESD为

(51.41±4.42) mm，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3.42±4.44) mm，LVEF为(49.15±5.5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4.17±5.12)%，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及对照组治疗及随访期间总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7.02%、5.26%，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胺碘酮联合美托洛尔可显著提高冠心病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患者心功能，较单纯胺碘酮治

疗效果更好，且安全性尚可。

【关键词】 胺碘酮；美托洛尔；冠心病；室性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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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and safety of amiodarone combined with metoprolol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 ZHANG Zhi-fang 1, ZHANG Yan 1, QU Xiao-hui 2. 1.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 Xi'an 710043, Shaan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miodarone combined with metoprolol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 Methods This prospective study included 114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mplicating ventricular arrhythmia admitted to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19 to June 2020.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miodarone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toprolol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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