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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左卡尼汀对心衰患者心功能
和内分泌的影响
程磊汤小芳
目的观察左卡尼汀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心衰）的疗效，探讨其对患者心功能

【摘要】

和内分泌的影响。方法１２０例老年慢性心衰患者按随机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６０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的基础上每日一次给予３ ｇ左卡尼汀
加２５０ ｍｌ生理盐水静脉滴注，１５ ｄ后观察两组疗效。结果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９５．０％，显著

高于对照组（８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２２７，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治疗后的左室舒张末期
内径（Ｌ、，ＥＤ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Ｌ、，ＥｓＤ）和左心室收缩末容量（ＬｖＥＳＶ）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２５６、２．３３５、２．２７７，Ｐ＜０．０５），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指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３６４，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血清钠尿肽（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酐和胱
抑素ｃ值较对照组有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３３９、２．２８９、２．３１５，Ｐ＜０．０５）。结论左卡
尼汀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心功能，降低血清ＮＴ－ｐｍ．ＢＮＰ、肌酐和胱抑素ｃ的水平，且安全有效，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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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心衰）按照发展速度可以分为急性和
慢性，其中常见的多为慢性，急性主要为左心衰，多

脂类的代谢，可促进长链脂肪酸的氧化分解，为细
胞提供能量，缓解体内脂肪代谢紊乱、心肌功能障

表现为急性肺水肿ｎ，２。。左卡尼汀是哺乳动物能量

碍等ｈ ４Ｉ。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３—９月住院收治的１２０

代谢中所必需的体内天然物质，其主要功能是促进

例心衰患者，采用左卡尼汀治疗观察其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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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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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程磊，Ｅｍａｉｌ：ｚｊｃｈｅｎｇｌｅｉ＠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２年３—９月在浙江医院住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叭３年６月第３４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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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ｊ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院收治的１２０例慢性心衰患者，其中男性７０例，女性

善达到Ⅲ级以上；③无效：心功能无改善，病情加重，

５０例，年龄６０～７８岁，平均（６９．５±１０．８）岁。按照美

甚至死亡。

国纽约心脏病学会（ＮＹＨＡ）临床心功能分级，Ⅲ级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对数据资料
进行分析和统计，其中计量资料用ｉ±ｓ表示，进行￡

７７例，Ⅳ级４３例。１２０例患者中多数有合并症，其中
冠心病２０例，肺源性心脏病３３例，高血压心脏病９
例，缺血性心肌病１７例，扩张型心肌病９例。根据随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ｆ检验，当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机原则，将１２０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

结

例。其中观察组男３４例，女２６例，年龄６０。７７岁，

果

平均（５７．９±９．７）岁；病程１～２０年，平均（８．５±４．７）

１．疗效比较：治疗后观察组显效３２例，有效２５

年。对照组男３６例，女２４例，年龄６１。７８岁，平均

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为９５．０％；而对照组显效２３

（７０．１±１０．２）岁；病程１～１９年，平均（８．９±５．１）年。

例，有效２７例，无效１０例，总有效率为８３．３％。观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ＮＹＨＡ分级、合并症等一般

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资料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治疗用药：对照组给予常规血管紧张素转换

（）［２＝４．２２７，Ｐ＜Ｏ．０５）。
２．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治疗后观察组的
ＬＶＥＤＤ、Ｌ、砸ＳＤ和ＬⅥ！ｓＶ指标比治疗前均有显著

酶抑制剂、Ｄ：受体阻滞剂、洋地黄、硝酸酯类药物，观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值分别为２．３４５、２．４２９、

察组在对照组用药的基础上，增加左卡尼汀３．０

ｇ，

２．３１８，Ｐ＜０．０５），而ＬＶＥＦ值比治疗前有显著升高，

注入生理盐水２５０ｍｌ内静脉滴注，每日１次，两组患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３２５，Ｐ＜Ｏ．０５）；对照组以上

者均连续治疗１５ ｄ后观察其疗效。

（２）观察指标：两组患者均经彩色超声心动图检

各项指标降低不明显。另外，治疗组治疗后的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和ＬＶＥｓＶ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查左心室收缩末容量（ＬＶＥＳＶ）、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治疗后的相应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值分别为

（ＬＶＥｓＤ）和左室舒张末期内径（ＬＶＥＤＤ），计算左室

２．２５６、２．３３５、２．２７７，Ｐ＜０．０５），而ＬＶＥＦ值显著高于

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同时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血

对照组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江２．３６４，Ｐ＜

清钠尿肽（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酐和胱抑素Ｃ的水平，

０．０５）。见表１。

并分析和统计结果。

３．治疗前后内分泌指标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
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酐和胱抑素ｃ的值比治疗前均

２．研究方法：

（３）疗效判断标准：根据卫生部颁布的《新药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相应的疗效判断标准ｂ１。①

有一定程度降低（Ｐ＜ｏ．０５），但与治疗组比较，对照

显效：主要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心功能改善达到Ⅱ级

组下降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值分别为

及以上；②有效：主要临床症状有所改善，心功能改

２．３３９、２．２８９、２．３１５。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两组患者的心功能指标比较（孑±ｓ）

注：。观察组治疗后指标比治疗前显著降低，￡值分别为２．３４５、２．４２９、２．３１８，ＪＰ＜０．０５；６观察组治疗后指标比较治疗前显著增加，￡＝２．３２５
Ｐ＜０．０５

表２两组患者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酐和胱抑素ｃ的比较

·６３２·

主堡堕鱼疸堂鲞查！！！！堡！旦箜丝鲞笙！塑堡垒垫！里旦翌！里ｉ！！！旦坐！！！！！！塑！：丝！堕！：！
［２］Ｒｏｋｕｔａｎ

讨

论

ｍｏｒｔａｌｉ够ｉｎ

心衰一般是由心肌供能不足或者是能量代谢失
衡所致，从而使心肌功能受损，是冠心病、心肌病、高
血压等疾病的终末转归。由于我国正在快速步人老
龄化社会，而在≥６５岁老年人中，心衰率高达３５％。
有研究表明，心肌细胞能量代谢障碍是心衰的主要

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ｎ

ｆａｉｌｌｌｒｅ．Ｉ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

２０１２。１６０（１）：２０—２５．

［３］Ｌａｆｒｏｎ—Ｐｉｏｇｅｒ Ｍ，Ｒｏｃｈｅｒ Ｆ，ｃａｍｂａ
ａｎｄ

Ｉｅｖｅｌｓ

１ｅｖｏｃａｍｉｔｉｎｅ

ａ１．ｃ釉ｉｔｉｎｅ

ｃ，ｅｔ

ａｄＩＩｌｉｎｉｓ仃ａ“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ａｌｉｚｕｍａｂ．Ｅｕｒ Ｊ

ｉｎ

ｍｕｌ卸ｌｅ

ＲＲ，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４］ｃｕｍｒｉｃ Ｍ，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ＲＫ，Ｍｏｒａｎ

量代谢发生障碍时，心肌衰竭部位的细胞线粒体电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ｍ

ｐｓｙｃｈｉａｍｃ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ｍｅｄ ｈｙｐｏｃａ玎ｌｉｔｉｎｅｍｉａ：ａ ｒｅⅡ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ＪＰｓｙ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０，１６（１）：５一１４．

［５］ｃｈｅＩｌｃＴ，ｃｈｅｎⅫ，ＨｕＰ，ｅｔａｌ．Ｅ衢ｃａｃｙ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Ｉｌ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ｅｄ

左卡尼汀作为一种能量代谢的治疗药物，可促

ｓｃｌｅｍｓｉｓ

ｅ６３—６４．

ａｎｄ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ｌｅｖｏｃａｍｉ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存和利用能量的功能下降№＇７｜。

ｓｅｍｍ

Ｎｅｕｒ０１，２０１１，１８（６）：

原因，对其发生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机制为当能
子传递链式复合物活性降低，从而导致心肌细胞储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Ｈ，ｓｕｃｋｏｗ ｃ，Ｈａｅｈｌｉｎｇ ｓＶ，ｅｔ ａ１．Ｆｕｒｏｓｅｍｉｄ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哆ｏｆ

Ｌ—ｃ锄ｉｄｎｅ

ｃ１１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ｊｎ Ｊ

Ｒｅｖ，２００７，５（９）：６４９—６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ｒｄｉｏ

进脂肪酸的氧化，并可调节心肌糖、脂的代谢，降低

陈朝婷，陈祥华，胡萍，等．左卡尼汀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

血浆中ＴＧ浓度，提高ＨＤＬ—Ｃ水平随＇９。。有研究表

疗效和安全性．中国心血管病研究，２００７，５（９）：６４９—６５１．

明，左卡尼汀可直接渗透至心肌细胞内，为
Ｎａ＋一Ｋ＋一ＡＴＰ泵和ｃａ２＋泵提供能量，从而使细胞内
的ｃａ２＋顺利流人血浆，为肌蛋白提供能量，从而使得
心衰得以纠正ｕ

０｜。

［６］１抽ｃＪ，ｃｈｅｎ ｗＬ，Ｌｉｎ ＪＭ，ｅｔ
ｏ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ｎ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ｘｉｎｓｈｕｉｔｏｎｇ
ｆａ们ｕｒ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ｉｎ Ａｒ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ｌｌ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Ｍｅｄ，２０１ｌ，２９（４）：８３７—８３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谭春江，陈文列，林久茂，等．心水通胶囊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本研究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左卡尼汀治疗

利尿剂抵抗的临床研究．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２９（４）：

老年慢性心衰取得较好疗效。观察组给予左卡尼汀

８３７—８３９．

治疗后总有效率为９５．０％，而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７］ｓｕ Ｙ，Ｍａ

ｏｆ ｔ１１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ｍ

８３．３％，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ａｃ

Ｍｅｄ，

治疗后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和ＬＶＥＳＶ指标比治疗前均

２０１ｌ，３８（７）：２３—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有显著降低，而Ｌ、，ＥＦ值有显著提高，但对照组的各
项指标降低不明显。另外，观察组治疗后ＬＶＥＤＤ、
ＬＶＥｓＤ和ＬｖＩ｝ｓＶ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ＬＶＥＦ值

ＤＪ．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苏勇，马登军．血尿酸浓度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相关
性分析．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１，３８（７）：２３—２４．
１ ８］ｗａＩｌｇ 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１１ｅ ａ行ｅｃｔ ｏｆ

ｗｉｔｈ

ｌｅｖｏｃ锄ｉｔ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仃ｅａｔｒｒ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ｌｌｍｎｉｃ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们ｕｒｅ．Ｐｒａｃ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ａｃ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使用左卡尼汀对患者的心脏

Ｃｅｒｅｂ

收缩和舒张功能明显改善。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和

王玲玲．左卡尼汀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的影响观

对照组在治疗后血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酐和胱抑素Ｃ

察．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４）：５８０—５８１．

值比各组治疗前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治疗组比

Ｐｎｅ啪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ｌｌ，１９（４）：５８０—５８１．（ｉｎ

［９］ｗｕＹＦ，Ｙ抽ＨＱ，ｚｈａｌｌｇＹＴ，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Ｉｌｉｃａｌ

ｅｍｃａｃｙ ｏｆｌｅｖｏｃａｒＩｉ曲ｅ

ｆｏｒｔｈｅ仃ｅａ廿Ｉｌｅｎｔ 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ｈｉＩｌ

对照组下降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联用左卡尼汀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心功能，并显著降低血清中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肌酐和胱抑素Ｃ的水平，降低心衰的
风险，且安全有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Ｇｅｍｎｔ０１．２０１２．７

（３２）：１４８３—１４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一凡，颜华琼，张妍婷，等．左卡尼汀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
床疗效．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２，７（３２）：１４８３一１４８４．
［１０］ｃｈｅｎ ｚＭ，ｚｈｅｎｇ ｗｘ，Ｌｕｏ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眦ｆａｉｌｌｌｒｅ

ｂｙ

ｚＲ，ｅｔ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ｃａｃｙ

ｌｅｖｏｃａｒｔｉｎｅ．Ｃｈｉｎ 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ｏｎ

Ｐｈａｍ，

２０１０，３１（４）：２７２—２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参考文献
［１］Ａｄａｍｓ

Ｊ，Ｋｕｃｈｉｂｈａｔｌａ

Ｍ，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ＥＪ，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新ｌｕｒｅ
１２

陈哲明，郑卫星，罗助荣，等．左卡尼汀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疗

ｙｅａ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３（４）：３３９—３４６．

ｏｖｅｒ

效观察．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２０１０，３１（４）：２７２—２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３１）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