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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32例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应 

用北航城乡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无 

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仪 ，观察米力酮治疗 

前后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 病例：32例患者中男27例，女5例； 

年龄 46～77岁，平均 65．9岁 ；冠 心病 

16例 ，肺心病1 2例 ，扩张性心肌 病4例 ； 

心 功 能 ；按 照 NYHA 分 级 ，Ⅱ级 9例， 

I级21例 ，IV级 2例。 

1．2 治疗方法 ：先给予米力酮 40 ttg／kg 

缓慢静脉注射，然后用 5 rng加生理盐水 

200 ml以 0．75 gg·kg ·min 的速度 

持续泵入 ，在监测过程中未使用强心剂、 

利尿剂 。 

1．3 观察指标 ：应用无创血流动力学监 

测仪 (北航城 乡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生产 

HeMo一601型 ，使用方法见彩色插页)， 

监测记录使用米力酮前后 血压、心 排血 

量、心脏指数、肺毛细血管楔 压、左 室舒 

张末压、总外周阻力的变化 。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 ±S)表 示，采用 SPSS统计 软件进行 

t检验 ，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应用米力酮前后患者血流动力学变 

化见表 1。结果显示：用药后患者收缩 

压、舒 张压、肺毛细血管楔压、左 室舒 张 

末压、总外周阻力较用药前明显降低，心 

排血量、心脏指数较用药前 明显增加 ，有 

统计学意义(P均<O．05)。 

3 讨 论 

本组患者用药后收缩压、舒张压、肺 

毛细血管楔 压、总外周阻力的降低与米 

力酮抑制磷酸二酯酶活性，使血管平滑 

肌松弛有关 。有研究表明，米力酮通过抑 

· 经 验 交 流 · 

制磷酸二酯酶活性，使心肌细胞内的 

cAMP因降解 受阻而升高，致钙 通道激 

活，钙内流加速，心肌收缩力增强；另外， 

通过肌浆网的钙离子、三磷酸腺苷酶和 

肌钙蛋白C对钙的亲和力降低，使释放 

的胞浆钙迅速减少 ，使心肌 松弛作用增 

强“ 。本研究也显示应用米力酮后心排 

血量、心脏指数较用药前增加 ，左室舒张 

末压降低。 

综上所述 ，米力酮治疗充血性心力 

衰竭患者能够降低体循环、肺循环阻力 ， 

降低心脏前后负荷，改善心功能，对洋地 

黄 、利尿剂和血管扩张剂效果欠佳的充 

血性心力衰竭 患者，短期 用仍有一定 

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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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米力酮对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s) 

注：与用药前比较： P<0．05；1 mm Hg=O．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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