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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桂术甘汤联合温针灸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
及对患者心功能和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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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苓桂术甘汤联合温针灸治疗慢性心力衰竭(CHF)的疗效，并探讨其对患者心功能和血管

内皮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中医科收治的 100 例 CHF 患者为研

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西医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
础上联合苓桂术甘汤+温针灸治疗，均治疗 14 d。治疗 14 d 后，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统计治疗前后的心功能[左室
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血管内皮功能[一氧化氮(NO)、内皮素-1 (ET-1)、B 型钠尿肽
(BNP)]变化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00%，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LVESD 降低，且观察组为(41.14±5.01) mm，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48.65±4.81) mm，
而 LVEF 升高，
且观察组为(53.41±4.18)%，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7.18±4.3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BNP、ET-1 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分别为(0.56±0.11) μg/L、(53.14±4.09) ng/L，明
显低于对照组的(0.89±0.17) μg/L、(67.41±4.13) ng/L，而 NO 升高，且观察组为(132.98±12.45) μmol/L，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109.31±10.71) 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苓桂术甘汤联合温针灸治疗 CHF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室功能及血管内皮功能，临床治疗效果显

著，
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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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arm acu-

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and to explore its effect on cardiac functio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CHF admitted in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arm acupun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 control group, all for 14 days. After 14 days
of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sthma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 (LVES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nitric oxide (NO), endothelin-1 (ET-1),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un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8.00%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LVESD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decreased, and the
LVES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1.14±5.01) mm,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48.65±4.81) mm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VEF level increased, and LVEF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3.41±4.18)%,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7.18±4.3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the levels of FT-1 and BNP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levels of BNP and ET-1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0.56±0.11) μg/L
and (53.14 ± 4.09) n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0.89 ± 0.17) μ g/L and (67.41 ± 4.13) ng/L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NO increased, and the level of NO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32.98±12.45) μmol/L, whic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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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09.31±10.71) μmol/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arm acu-

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CHF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F, and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 was significant, with high safety.
【Key words】 Chronic heart failure; Linggui Zhugan Decoction; Warm acupuncture; Cardiac function;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Curative effect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 heart failure，CHF)多因心
肌损伤后致使心脏功能、结构发生改变所致，是心脏
疾病发展至终末期阶段的一种具体表现，具体表现为
乏力、呼吸困难 [1]。有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范围内
CHF 的发病率为 3%，5 年死亡率则高达 60% [2]。资料
表明，CHF 的治疗除缓解呼吸困难外，更重要的是预
防心肌重构进一步进展，故寻找一种有效、完善、安全
的治疗方案尤为必要[3]。祖国医学将 CHF 归属于“喘
证”、
“ 胸痹”，认为其主要病变位置在于心，随着病情
的加重可累及脾、
肺、肾，属于本虚标实之症，因此治疗
应当以化湿利气、
活血化瘀、益气温阳为主[4]。多年来，
中医治疗 CHF 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且较传统西医治疗
突出其鲜明特色。苓桂术甘汤最早源自于张仲景的
《金匮要略方论》，多用于支气管、
心力衰竭等疾病的治
疗，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温针灸主要是将艾灸与针
刺融为一体的针刺方法，具有调补阳气的作用[5]。本研
究旨在观察苓桂术甘汤联合温针灸治疗 CHF 的效果并
表1

探讨其对患者心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中医科收治的 100 例 CHF 患者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西医《中国心力衰竭诊
断及治疗指南 2014》[6]、中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7] 中 CHF 诊断标准；(2)符合 NYHA[8] 分级Ⅱ~Ⅳ
级；(3)伴发症(高血压、高血糖)等控制在理想范围；
(4)患者知晓后自愿签署参与书。排除标准：(1)急性心
功能不全者；(2)对本次研究药物过敏者；(3)合并精神
异常或严重肝肾疾病者；(4)凝血或免疫功能异常者；
(5)存在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如癌症等；(6)入组前或
入组时接受其他治疗者；(7) CHF 合并未控制的感染
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50 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经我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年龄(-x±s，
岁)

病程(-x±s，
年)
Ⅱ级

Ⅲ级

Ⅳ级

冠心病

高血压

心肌疾病

23

45.98±6.12

5.17±0.74

19

18

13

13

17

20

20

45.78±5.98

5.15±0.81

16

20

14

15

14

21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观察组

50

27

对照组

50

30

NYHA 分级(例)

原发疾病(例)

t/Z/χ 值

0.367

0.165

0.128

0.816

0.457

P值

0.545

0.869

0.897

0.431

0.796

2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采用常规西医治疗。具
体方法：
如静卧休息、
康复训练等，
并给予螺内酯(生产厂
家：江苏海峰制药公司；规格：国药准字：20 mg×100 s；
H32020077) 20 mg 口服，地高辛片(生产厂家：上海海
信药业；规格：0.25 mg×10 s；国药准字：H31020678)
0.25 mg 口服、美托洛尔片(生产厂家：阿斯利康制药；
规格：25 mg/片；国药准字：H32025391) 25 mg 口服、贝
那普利(生产厂家：北京诺华制药公司；规格：10 mg×
10 s；国药准字：H20000292) 10 mg 口服，均 1 次/d，治
疗 14 d。
1.2.2 观察组 该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
上给予苓桂术甘汤+温针灸治疗。中药方剂：
干姜10 g、
麦冬 3 g、茯苓 15 g、白术 20 g、葶苈子 30 g、泽兰 10 g、
桂枝 10 g、补骨脂 15 g、丹参 15 g、炙甘草 5 g 组成，由
我院中药房统一煎制，取汁 200 mL，2 次/d。温针灸：
①选择内关、肾俞、命门穴位，采用一次性无菌针灸针
·2182·

(生产厂家：华佗牌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规格：
0.3 mm×40 mm)以提插补法行针刺治疗，行针 3 min，
留针 20 min；②选择质量良好的节段型艾柱，
装于针柄
上，穴位针刺按照临床标准进行，同时点燃两端行温
针灸治疗，
1 次/d，
20 min/次，
治疗 14 d。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治疗效果：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后的疗效。疗效评定标准[7]：显效：临床症
状(咳嗽、气喘、咯痰、胸闷)消除，心功能改善 2 级；有
效：临床症状改善，心功能改善 1 级，但未达到 I 级心功
能水平；无效：临床症状无改善或病情加重。(2)心功
能：于治疗前及治疗 14 d 时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
仪(生产厂家：武汉星湖科技公司；型号：EPIQ5C)检测
两组患者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SD)、左室射血分
数(LVEF)。(3) 血管内皮功能：
采集治疗前、
治疗14 d时
两组患者空腹静脉血5 mL，
抗凝处理后以2 500 r/min的
速度离心 10 min，分离上层血清，采用 Greiss 法测定一
氧化氮(NO)水平，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内皮素(ET-1)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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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采用 ELISA 法测定血浆 B 型钠尿肽(BNP)水平， 两组患者的 LVESD 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明显
试剂盒均由浙江星达公司提供，步骤遵循说明书。 低于对照组，而 LVEF 均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
(4)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s)
生情况。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功能比较(x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 组别
例数
LVEF (%)
LVESD (mm)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s)表示，组间
2
观察组
50
59.31±8.11
41.14±5.01
42.18±5.11
53.41±4.18
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检验。以 P<0.05
对照组 50
59.21±7.84 48.65±4.81
42.98±4.98 47.18±4.3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
0.062
7.646
0.792
7.346
2 结果
P值
0.905
0.001
0.429
0.001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治疗总有效率为 94.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00%，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管内皮功能比较 治疗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16，
P=0.021<0.05)，
见表 2。
后，两组患者的 ET-1、BNP 均低与治疗前，且观察组明
表 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显低于对照组，而 NO 均升高，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观察组
50
39
8
3
94.00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期
对照组
50
25
14
11
78.00
间均有不良反应发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44，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心功能比较 治疗后， P=0.461>0.05)，见表 5。
a

a

a

a

a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管内皮功能比较(x±s)

表4

ET-1 (ng/L)

NO (μmol/L)

BNP (μg/L)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87.91±5.11

132.98±12.45a

87.31±6.11

53.14±4.09a

1.45±0.31

0.56±0.11a

对照组

50

86.98±4.81

109.31±10.71a

88.01±5.98

67.41±4.13a

1.48±0.28

0.89±0.17a

t值

0.937

10.191

0.358

17.359

0.507

11.524

P值

0.351

0.001

0.721

0.001

0.613

0.001

注：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a

表 5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研究表明，茯苓、葶苈子、泽兰、丹参均具有强心的作
用，将苓桂术甘汤用于治疗 CHF 可用有效弥补西医治
观察组
50
1
1
1
6.00
疗的局限性，协同增效，促进心功能恢复[15]。此外，针
对照组
50
2
1
2
10.00
对本病，中医采取针灸并举的治疗手段，温针灸由传
统针刺技术发展而来，在此基础上加以艾灸的温热作
3 讨论
[16]
CHF 是心内科常见疾病，受经济发展、环境污染 用，共奏疏通脏腑经络、温补脏腑气血的作用 。本研
等因素影响，CHF 的患病率逐年递增，且日趋低龄 究采用苓桂术甘汤+温针灸治疗 CHF，结果显示总有
化，严重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已成为公共卫生健康的 效率为 94.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8.00%，且患者的
焦点 [9]。随着临床对 CHF 的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获 心功能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常规西医治疗者，表明苓桂
术甘汤+温针灸可促进 CHF 患者心功能恢复。分析原
得广大医生患者青睐。
中医学将 CHF 归属于“喘证”范畴，目前虽对 CHF 因为：苓桂术甘汤与温针灸联合充分发挥温补心肾之
具有协同增效的作。
的病因、致病机分析存在差异，但本虚标实之症为广 阳的功效，
[10]
资料表明，当发生 CHF 后，患者的血管内皮细胞
大医家认可 。苓桂术甘汤由多味中草药(茯苓、泽
兰、葶苈子、白术、桂枝、丹参、甘草、补骨脂、干姜、麦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诱导血管内皮出现异
冬)所组成[11]。其中茯苓具有利尿、宁心、健脾的作用， 常，如内皮细胞所分泌的 NO 减少，而 BNP、ET-1 水平
白术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炙甘草有通阳复脉、益气 则升高，由此反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病情危笃 [17]。
滋阴的作用，桂枝具有化气利水的作用，泽兰具有活 NO 可抑制心肌收缩，一旦患者出现心衰症状时，其水
血利水的作用，丹参活血化瘀，葶苈子具有利水消肿、 平会异常升高，并导致心肌收缩力降低，从而对心室
泻肺平喘的功效，甘草有益气和中的作用，诸药联合 重构产生抑制作用 [18]。BNP 近年来被广泛用于 CHF
共奏温阳化饮、活血化瘀、健脾利湿的作用，对改善中 的诊断中，其主要是由心肌细胞所分泌而来的一种活
阳不足、目眩心悸等症状有积极作用 [12-14]。现代药理 性激素，一旦心肌细胞遭受到损伤时其分泌必然增
组别

例数

食欲降低

头晕头痛

恶心呕吐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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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依据其水平变化用于评估 CHF 具有指导作用 [19]。
本结果显示，联合治疗患者的 NO 水平高于对照组，而
FT-1、BNP 水平则高于对照组，表明联合治疗可更有
效效改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分析原因为：苓桂术
甘汤中白术、茯苓等具有调节脂代谢和保护血管的作
用，而温针灸则通过刺激穴位促进血管活性物质分
泌，两者联合可将药效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且直达病机，
故
有效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用药安全性一直是临床关注的
重点，
不良反应越少患者预后越好，
且医疗纠纷发生率越
低，
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本结果显示两种治疗方案的安
全性相当，
故认为联合治疗不会增加不良反应。但本次
研究缺乏苓桂术甘汤对炎症因子及免疫功能影响的分
析，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论证。
综上所述，苓桂术甘汤联合温针灸治疗 CHF 可有
效调节心功能、血管内皮功能，临床应用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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