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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脉隆注射液静脉泵入对脓毒血症合并心衰患者血清PCT、
BNP、NT-proBNP含量影响及临床意义
杨晰晰1，曹东2，田新3，邓凯1，梁青2，刘倩1，安洪明1，王谦4，郭亚平5
【摘要】目的 探讨心脉隆注射液静脉泵入对脓毒血症合并心力衰竭（心衰）患者血清降钙素原
（PCT）、脑钠肽（BNP）、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含量影响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5
年12月至2017年11月间于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脓毒血症合并心衰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两组，每组各50例。对照组采用抗感染和抗心衰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心脉隆注射液
治疗，2组均连续治疗7 d。比较两组患者心衰临床疗效（Lee氏心衰计分）及治疗前、后的心功能改善
指标：左室射血分数、心房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的比值、心排血量（LVEF、E/A、CO）和血清学指标
PCT、BNP、NT-proBNP。结果 治疗后，两组的Lee氏心衰计分、心功能检测指标水平和血清学指标水平
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观察组改善更为显著（P＜0.05）。结论 心脉隆注射液治疗脓毒血症合并
心衰疗效较好，可明显下调患者血清PCT、BNP和NT-proBNP水平，降低炎症和改善心肌损伤。
【关键词】心脉隆注射液；脓毒血症；心力衰竭；降钙素原；脑钠肽；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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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intravenous pumped Xinmailong Injection on levels of

serum procalcitonin (PCT),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and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complicated by heart failure (HF) and study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The patients
(n=100) were chosen from the First Central Hospital of Baoding City from Dec. 2015 to Nov. 2017, and then divided
randomly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each n=50).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ti-infection and antiHF treatment, and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Xinmailong Injection for 7 d. The clinical efficacy on HF
(Lee’s heart failure scoring), indexes of heart function including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ratio of atrial
peak systolic velocity (E/A ratio) and cardiac output (CO), and serum indexes including PCT, BNP and NT-proBNP
were compared between 2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Lee’s heart failure scores, indexes of heart function
and serum indexes were all improved in 2 groups (P<0.05), which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Xinmailong Injection has a higher curative effect on sepsis complicated by HF, and it can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 the levels of PCT, BNP and NT-proBNP and relief inflammation and myocardial injury.
[Key words] Xinmailong Injection; Sepsis; Heart failure; Procalcitoni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创伤、烧伤和大手术等临床危重症患者感染
后常继发脓毒血症，该病起病急骤、变化快、死
亡率高，患者常因并发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其中
心力衰竭（心衰）是常见并发症之一 [1]。目前抗
感染联合强心、利尿、扩血管是脓毒血症合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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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的常用疗法，虽有一定疗效，但不能较好恢复
患者的心脏功能和降低死亡率 [2]。心脉隆注射液
是国家中药二类新药，具有益气活血，通阳利水
等功效，大量动物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均显示其
对心衰有较好疗效[3,4]。另有研究表明，相关血清
学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患者心脏功能受损和
感染情况[5-7]。目前，关于心脉隆注射液治疗脓毒
血症合并心衰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探讨了
心脉隆注射液静脉泵入对脓毒血症合并心衰患者
血清降钙素原（PCI）、脑钠肽（BNP）、N末端
脑钠肽前体（NT-proBNP）含量的影响及临床意
义，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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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间
于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脓毒血症合并心衰
患者10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
组各50例。对照组中男性22例，女性28例；年龄
58~79岁，平均年龄（68.5±10.1）岁；肺部感染
24例、腹腔感染12例、泌尿系统感染7例，其他部
位感染7例；采用抗感染和抗心衰常规治疗。观
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心脉隆注射液，其
中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61~82岁，平均年
龄（71.0±9.9）岁；肺部感染23例、腹腔感染11
例、泌尿系统感染8例，其他部位感染8例。两组
在性别、平均年龄和原发感染病灶情况比较均无
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1.2 入选标准 纳入标准：脓毒血症诊断标准符合
美国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会定义的相关诊断标
准 [8]；心力衰竭诊断符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分会指定的相关诊断标准 [9]；排除标准：先天心
功能不全者；既往有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肌
炎等患者；对研究药物过敏者；精神异常，无自
主意识者。
1.3 方法 对照组在对原发病控制，输液调节水
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度失衡的基础上，根据患者个
体情况选择抗生素药物积极抗感染治疗。采用强
心、利尿、扩血管的常规西药进行抗心衰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心脉隆注射液（云
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61031，2
ml/100 mg）治疗，5 mg/kg与5%葡萄糖注射液混
合稀释至50 ml，以25 ml/h速度静脉泵入，早晚各
1次。两组均连续治疗7 d。
1.4 观察指标与效果判定 ①心衰临床疗效：采
用Lee氏心衰计分系统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临床症状和体征计分，以评定心衰的改善情况，
总分24分，15~18分为重度；11~14分为中度；
6~10分为轻度。②心功能改善：治疗前、后，
采用心脏彩超（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集团，型
号：PHILIPS IU22）检测两组患者的左室射血分
数（LVEF）和心房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的比值
（E/A），采用无创心排监测器（美国猎豹医药
公司，型号：NICOM）检测心排血量（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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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由专人操作，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③血清
学指标变化：治疗前后，抽取两组患者清晨空腹
静脉血10 ml，经3000 r/min离心8 min离取血清，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PCT、BNP、NTproBNP水平，配套试剂盒均由上海远慕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检测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9.0进行统
计学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
示，组内、组间比较分别行配对和独立样本t检
验；计数资料以%表示和χ 2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心衰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前，两组
患者的Lee氏心衰计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
0.05）。治疗后，两组的Lee氏心衰计分均较治
疗前下降（t=2.450、5.309，P=0.025、0.011），
其中，观察组的评分较对照组下降更为显著（P
＜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心衰临床疗效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

治疗前
12.3±3.1
12.6±3.3
0.573
0.564

治疗后
11.1±2.4
10.0±2.3
2.246
0.027

2.2 两组患者的心功能改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
者的心功能检测指标（LVEF、E/A、CO）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心功
能检测指标均较治疗前改善（P＜0.05），观察
组的心功能检测指标改善更为显著（P＜0.05）
（表2）。
2.3 两组患者血清学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
患者血清学指标（PCT、BNP、NT-proBNP水平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
血清学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
其中，观察组的血清学指标水平降低更为显著
（P＜0.05）（表3）。
3 讨论
西医针对脓毒血症并发的心力衰竭有一定疗
效，但效果有限。中医治疗具有多靶点的特性[10]。
祖国医学认为，在“正虚毒损、瘀血阻滞”的基
础上，“气血阴阳的虚损”导致“本虚标实、标

表2 两组的心功能改善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

治疗前
38.84±2.66
39.18±2.79
0.156
0.897

LVEF（%）
治疗后
41.07±2.90
44.91±6.43
2.039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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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1.06±0.11
1.03±0.12
0.237
0.795

E/A
治疗后
1.16±0.14
1.28±0.32
2.162
0.030

注：LVEF（%）：左室射血分数；E/A：心房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的比值；CO：心排血量

治疗前
3.35±0.40
3.43±0.52
0.315
0.746

CO（L/min）
治疗后
4.04±0.61
4.91±0.65
2.471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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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血清学指标水平比较（ x ±s，ng/L）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

PCT（%）
治疗前
治疗后
1486.53±231.59 791.67±118.43
1502.46±228.91 275.38±120.52
0.613
21.786
0.545
0.000

治疗前
2.62±0.84
2.61±0.88
0.053
0.952

BNP
治疗后
1.46±0.45
0.75±0.31
9.659
0.000

NT-proBNP
治疗前
治疗后
3893.27±321.35 1386.12±113.06
3802.54±337.08 449.17±52.29
0.781
32.673
0.466
0.000

注：PCT：降钙素原；BNP：脑钠肽；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

本俱病”是脓毒血症合并心衰的病理机制 [11,12]。
心脉隆注射液是从美洲大蠊虫体内提取的一种复
方多肽类制剂，有效成分主要是多肽、复合氨基
酸及核苷等[13]。药理研究表明，其对心血管系统
具有多方面的作用：促进心肌细胞Ca 2+内流，增
强心肌收缩力；扩张冠脉、增加冠脉血流量；扩
张血管，降低肺动脉压；抑制内皮素的分泌和作
用[14]。本研究中，观察组在西药规范基础治疗上
加心脉隆注射液静脉泵入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
Lee氏心衰计分和心功能指标改善情况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结果提示，在常规西药
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加心脉隆注射液治疗科获得更
好的心衰改善效果。这与前期心脉隆注射液治疗
单纯心衰获得的临床效果一致[15]。
血清PCT水平在感染早期就能发生明显变
化，并且特异性地显示机体发生感染的状况，
故PCT成为临床应用诊断脓毒血症的灵敏、特异
性指标[16]。NT-proBNP是BNP的降解产物，两者
在心肌被牵拉过度或出现心肌损伤的早期就能
灵敏反映，故常作为检测心肌损伤情况及牵拉情
况的预测标志物[17]。但近年来，研究表明，NTproBNP水平的升高不只与心肌损伤有关，在一
定程度上也与炎症反应相关[18]。为了进一步证实
心脉隆注射液对脓毒血症合并心衰的作用，本
研究观察了治疗前后患者血清PCT、BNP、NTproBNP水平的变化。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的
血清学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P＜0.05），
其中，观察组的血清学指标水平降低更为显著
（P＜0.05）。结果提示，心脉隆注射液不仅
对改善脓毒血症合并心衰患者心功能具有较好
的效果，而且对改善患者血清PCT、BNP和NTproBNP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心脉隆注射液可明显改善脓毒血
症合并心衰患者的心功能，同时调节血清PCT、
BNP和NT-proBNP水平，对改善心肌损伤具有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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