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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治法对阳虚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心功能及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的影响

王静 吴时达 闫亚非 付莉 汤雁蓉 张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观察不同中医治疗方法对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心功能、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

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盲法、对照研究方法，选择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收治的阳虚型

CHF 患者 190 例，按随机信封方法分为对照组、温阳组、滋阴组、活血组、复合组（温阳益气兼滋阴组），每组 38

例，排除不符合入组条件者及失访者，最终入选 ：对照组 37 例，温阳组 36 例，滋阴组 36 例，活血组 37 例，复合

组 37 例。各组均按 CHF 治疗指南给予基础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安慰剂口服液，温阳组加用温阳健心

灵口服液（主要成分 ：制附片、黄芪、川芎、淫羊藿、香加皮、葶苈子、红参），滋阴组加用麦冬知母口服液（主要

成分 ：麦冬、知母），活血组加用丹参川芎口服液（主要成分 ：丹参、川芎），复合组加用阴阳双补健心灵口服液

（主要成分 ：制附片、黄芪、川芎、淫羊藿、香加皮、葶苈子、红参、麦冬、知母），各 10 mL，每日 3 次，疗程 1 年。再

将患者按照预后分为存活组 168 例、死亡组 15 例。观察各组患者因心衰加重、急性心肌梗死（AMI）、心绞痛、

中风等再次住院情况、心功能相关指标、血红蛋白（Hb）、RDW 的变化，并比较不同预后患者 Hb、RDW 水平。 

结果 活血组再入院率明显低于对照组〔27.03%（10/37）比 54.05%（20/37），P＜0.05〕，其余各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治疗前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短轴缩短率（FS）、舒张早期前向血流峰值速

度 / 舒张晚期前向血流速度（E/A）、E 峰减速时间（D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活血组、

复合组上述各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且均较同期对照组明显增加〔LVEF ：0.453±0.131、0.448±0.104 比

0.394±0.112，FS：（27.9±9.8）%、（27.0±11.5）% 比（22.2±13.3）%，E/A：0.88±0.16、0.92±0.20 比 0.75±0.27，

DT（ms）：265.4±30.3、251.4±37.5 比 225.7±35.4，均 P＜0.05〕，温 阳 组 FS、DT 较 治 疗 前 明 显 增 加〔FS ：

（26.4±10.3）% 比（19.7±7.4）%，DT ：242.0±38.7 比 216.3±50.9，均 P＜0.05〕；活血组治疗后 RDW 较治疗前

升高，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和滋阴组〔（12.98±2.97）% 比（14.37±2.52）%、（13.05±2.36）%，均 P＜0.05〕，其余

各组 Hb、RDW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死亡组和存活组 Hb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死亡组 RDW 明显高于存活组〔（14.39±2.17）% 比（13.02±2.08）%，P＜0.05〕。结论 RDW 与 CHF 患

者预后有关，死亡组 RDW 高于存活组，活血化瘀法能降低 CHF 患者 RDW，改善 CHF 心功能，减少再住院。
【关键词】 温阳益气法； 滋阴清热法； 活血化瘀法； 温阳益气兼滋阴法； 慢性心力衰竭； 红细胞

体积分布宽度 ； 心功能

Effects of diffe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eutic methods on heart function and red cell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accompanied by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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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eutic 
methods on heart function and red cell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 (RDW)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Methods A randomized, blinded and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One hundred and ninety patients with CHF 
accompanied by yang deficiency syndrome 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of Chengdu Municipal First People's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five contrast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ized envelope method: namely control group, warming yang 
group, nourishing yin group, activating blood group and combined warming yang and nourishing yin therapeutic group 
(combined group), each group being 38 cases. The patient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criteria to enroll into the study and 
those lost contact were excluded from the study, thus the final total patients were 183 in number, including control 37, 
warming yang 36, nourishing yin 36, activating blood 37 and combined group 37 cases. All the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medical therapy in accord to the guideline for CHF. In addition, placebo oral liquor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Wenyangjianxinling oral liquor (main ingredients: Aconiti Lateralis Radix Preparata, Astragali Radix, Chuanxiong 
Rhizoma, Epimedii Folium, Periplocae Cortex, Descurainiae Semen,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Rubra) was given to the 
warming yang group, Ophiopogonis Radix and Anemarrhenae Rhizoma oral liquor (main ingredients: Ophiopogonis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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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是血液循环中红

细胞形态变化的一个参数，既往多用于贫血的分

类诊断，一项旨在比较坎地沙坦对慢性心力衰竭

（CHF）患者发病率和病死率影响并入选 7 599 例纽

约心脏病学会心功能分级（NYHA 分级）为Ⅱ～Ⅳ

级有症状 CHF 患者的多中心国际合作研究 CHARM

研究发现，RDW 增高与 CHF 患者病死率及入院率

相关［1］。毛燕和张国荣［2］检索 PubMed、EMbase、中

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中论述 RDW 与 CHF

病死率队列研究的文献，共纳入相关文献 6 篇，累计

样本量 13 502 例，RDW 与 CHF 病死率的 Meta 分

析提示高 RDW 与 CHF 患者死亡增加相关，尽管确

切的机制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RDW 是独立

于营养状况、贫血、炎症及年龄等之外的一个危险指

标。本研究探讨 CHF 患者的 RDW 情况及基础治

疗加用温阳益气、活血化瘀、滋阴清热法、复合治疗

（温阳益气兼滋阴法）对 RDW、心功能和预后的影

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分组 ：采用前瞻性、随机、 

盲法、对照研究方法，选择 2007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年龄 50～80 岁、NYHA Ⅱ～Ⅳ级、

左室射血分数（LVEF）≤0.50 并按照中医辨证分型

标准辨证为心肾阳虚证的 CHF 患者 190 例。所有

患者均通过随机信封法分入对照组、温阳组、滋阴

组、活血组、复合组，每组 38 例。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肝、肾及内分泌系统、造血

系统等原发性疾病 ；有精神异常及依从性差 ；病态

窦房结综合征、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未安置永久性

心脏起搏器 ；肥厚性心肌病 ；急性心肌梗死（AMI）

所致的泵衰竭（排除陈旧性心肌梗死）以及 3 个月

内参加其他临床试验的患者。

 研究期间共剔除 7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 1 例，温

阳组 2 例，滋阴组 2 例，活血组 1 例，复合组 1 例 ；

脱落 10 例，其中对照组 2 例，温阳组 3 例，滋阴组 

2 例，活血组 1 例，复合组 2 例。剔除或脱落的主要

原因为患者失访或不能满足入组条件。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取得受试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全部患者均接受常规心衰治疗方

法，在此基础上，对照组、温阳组、滋阴组、活血组、复

合组分别给予安慰剂口服液〔成分 ：食用焦糖色素、

Anemarrhenae Rhizoma) was taken by the nourishing yin group,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and Chuanxiong Rhizoma 
oral liquor (main ingredients: Salviae Miltiorrhizae Radix, Chuanxiong Rhizoma) was administered by the activating 
blood group, and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oral liquors given to the warming yang and nourishing yin group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mbined group, each group 10 mL, three times a day for one year. According to the prognosi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urvival group (168 cases) and death group (15 cases). The re-hospitalization situations such as aggravation 
of heart failur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gina, stroke, etc. were observed. The changes of hemoglobin (Hb) and 
RDW in the survival and death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m.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e of re-hospital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activating blood group [27.03% (10/37) 
vs. 54.05% (20/37), P < 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all the other groups (all P > 0.05).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fractional shortening (FS), the ratio of early to 
late ventricular filling velocities (E/A ratio) and E deceleration time (D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five 
groups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period, the LVEF, FS, E/A and D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ctivating blood group and combined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LVEF: 0.453±0.131, 0.448±0.104 vs. 
0.394±0.112, FS: (27.9±9.8)%, (27.0±11.5)% vs. (22.2±13.3)%, E/A: 0.88±0.16, 0.92±0.20 vs. 0.75±0.27, DT 
(ms): 265.4±30.3, 251.4±37.5 vs. 225.7±35.4, all P < 0.05]. FS and D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warming 
yang group after treatment [FS: (26.4±10.3)% vs. (19.7±7.4)%, DT: 242.0±38.7 vs. 216.3±50.9, both P < 0.05]. 
In the activating blood group, the level of RDW was elevated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but in the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the control and nourishing yin groups, it was still obviously lower [(12.98±2.97)% 
vs. (14.37±2.52)%, (13.05±2.36)%, both P < 0.05]. The comparisons of Hb and RDW among other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 0.05). The level of Hb in death and survival groups also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RDW of dead group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urvival group 
[(14.39±2.17)% vs. (13.02±2.08)%, P < 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RDW is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CHF 
patients, the level of RDW in death group is higher than that in survival group, and the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therapy can decrease the level of RDW, reduce the rate of re-hospitalization and improve the heart 
function in CHF patients.

【Key words】 Warming yang and improving qi method; Nourishing yin and clearing heat metho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blood stasis method; Combined warming yang, improving qi and nourishing yin method;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d cell volume distribution width; Hear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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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指引起 CHF 的原发病加重或各种原因使 CHF

加重导致的患者死亡和猝死。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正态性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各组治疗前后的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多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采用 LSD-t 法，方

差不齐采用 Dunnetts C 法，计数资料以例（%）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各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及

治疗前肌酐（Cr）、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有可比性。

2.2 各组心功能相关参数比较（表 2）：治疗前各

组 LVEF、FS、E/A、DT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治疗后活血组、复合组上述指标均较

治疗前改善，LVEF、FS、E/A、DT 均较对照组明显升

高（均 P＜0.05）。温阳组治疗后 FS、DT 均较治疗前

明显升高（均 P＜0.05）。

2.3 各组治疗前后血常规各参数比较（表 2）：治疗

前各组血红蛋白（Hb）、RDW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治疗后对照组 RDW 较治疗前升高，

而活血组低于对照组、滋阴组（均 P＜0.05）。

表 1 各组 CHF 患者一般资料、再入院情况及病死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病程

（年，x±s）
Cr

（μmol/L，x±s）
AST

（U/L，x±s）

再入院（例） 再入院率

〔%（例）〕

病死率

〔%（例）〕男性 女性 心衰加重 AMI 心绞痛 中风 其他

对照组 37 15 22 64.17±12.68   9.30±3.13 87.16±23.86 56.57±21.05 16 1 1 1 1 54.05（20） 10.81（4）

温阳组 36 16 20 65.07±11.49   9.13±3.51 91.33±34.24 53.12±18.75 12 0 1 0 1 38.89（14）   8.33（3）

滋阴组 36 18 18 65.15±  9.12 10.02±3.51 94.51±23.56 60.07±19.78 14 0 2 1 1 50.0（18） 11.11（4）

活血组 37 20 17 66.95±10.07   9.86±4.81 95.87±22.08 57.36±22.54   9 0 1 0 0 27.03（10） a   5.41（2）

复合组 37 18 19 65.25±  9.62 10.07±3.68 94.56±23.69 61.83±20.67 10 0 1 1 0 32.43（12）   5.41（2）

注 ：与对照组比较，aP＜0.05

表 2　各组 CHF 患者治疗前后心脏功能相关参数及 Hb、RDW 变化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例） LVEF FS（%） E/A DT（ms） Hb（g/L） RDW（%）

对照组 治疗前 37 0.402±0.093 20.6±  8.2 0.74±0.17 228.8±46.3 122.83±19.15 13.56±2.41

治疗后 33 0.394±0.112 22.2±13.3 0.75±0.27 225.7±35.4 120.79±17.16 14.37±2.52

温阳组 治疗前 36 0.392±0.126 19.7±  7.4 0.76±0.15 216.3±50.9 120.29±22.89 13.69±2.20

治疗后 33 0.430±0.131 26.4±10.3 b 0.84±0.23 242.0±38.7 b 119.54±15.64 14.07±2.25

滋阴组 治疗前 36 0.411±0.123 21.2±  8.5 0.80±0.21 219.7±52.3 123.52±20.30 13.05±2.36

治疗后 32 0.399±0.074 24.3±  6.3 0.83±0.25 231.3±40.1 121.36±16.34 14.22±2.08

活血组 治疗前 37 0.407±0.149 23.1±11.7 0.81±0.18 220.8±45.8 121.39±21.56 12.89±2.48

治疗后 35 0.453±0.131 a 27.9±  9.8 a 0.88±0.16 a 265.4±30.3 ab 120.89±20.36 12.98±2.97 ac

复合组 治疗前 37 0.394±0.097 22.4±10.8 0.76±0.18 230.2±39.9 119.86±22.01 13.15±2.28

治疗后 35 0.448±0.104 ab 27.0±11.5 a 0.92±0.20 ab 251.4±37.5 ab 118.84±17.87 13.85±1.67

注 ：与对照组比较，aP＜0.05 ；与治疗前比较，bP＜0.05, 与滋阴组比较，cP＜0.05

麦芽糊精、苦味剂（蔗糖八乙酸酯）〕、温阳健心灵口

服液（成分 ：制附片、黄芪、川芎、淫羊藿、香加皮、葶

苈子、红参，批号 ：090801）、麦冬知母口服液（成分 ：

麦冬、知母，批号 ：090701）、丹参川芎口服液（成分 ：

丹参、川芎，批号 ：090701）、阴阳双补健心灵口服液

（成分：制附片、黄芪、川芎、淫羊藿、香加皮、葶苈子、

红参、麦冬、知母，批号 ：090801）。用法 ：各药均每

次给予 10 mL，每日 3 次，连用 1 年。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各组患者入组给药前采集空

腹静脉血，疗程结束后受试者接受为期 5～7 d 的住

院随访，受试者采血前 12 h 卧床休息，禁食烟、酒、

咖啡及一切药物，于次日早 08 ：00 采集空腹肘正中

静脉血，观察以下指标。

1.3.1 血脂、血糖、肝肾功能、血常规 ：检测血常规、

血脂、血糖、肝肾功能。

1.3.2 心脏功能 ：入选和随访时均采用多普勒超声

心动图检测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短轴

缩短率（FS）、舒张早期前向血流峰值速度（E）、舒张

晚期前向血流速度（A）、E 峰减速时间（DT），并计算

E/A，了解左心室舒张功能。

1.3.2 随访 1 年期间再入院率及病死率 ：再入院是

指因心血管事件病情再次加重，需再次入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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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1 项共 4 385 例慢性收缩性心衰患者的回

顾性分析提示，病死率与 RDW 间存在 J 型分布，慢

性收缩性心衰患者 RDW 升高伴 MCV 增高或降低

均增加总病死率［11］。王芹等［12］发现，轻度和重度

心衰组 RDW、Hb、RBC 及 LVEF 均有差异，RDW 正

常组病死率显著低于 RDW 增高组，故认为 RDW 对

老年 CHF 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扩张型心肌

病（DCM）患者血 RDW 水平明显升高，DCM 患者心

功能越差，血 RDW 水平越高，心功能Ⅳ级患者的血

RDW 水平高于心功能Ⅱ级、Ⅲ级的患者，血 RDW

水平与 LVEF 呈负相关，RDW 可为不同心衰程度的

DCM 患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13］。

 本研究发现，CHF 不同预后患者 RDW 有显著

差异，死亡者 RDW 明显高于存活者。治疗前对照组、

温阳组、活血组、滋阴组及复合组 Hb、RDW 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后对照组 RDW 较治疗前

升高，而活血组低于对照组 ；同时观察到活血组再

次住院例数低于对照组，且活血组、复合组心功能各

指标均改善，LVEF、FS、E/A、DT 均提高，提示活血

化瘀法在降低 RDW 的同时也改善了 CHF 患者心

脏收缩、舒张功能。

 本研究所使用的温阳健心灵口服液为本院院

内制剂，以真武汤为基础，配合益气活血利水之品组

成，心肾同治，已使用 20 余年。临床运用该制剂可

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超声心动图检查证实心功

能明显改善［14］。本课题组前期研究采用切除大鼠

双侧甲状腺加持续注射阿霉素方法制备心肾阳虚心

衰大鼠模型并开展阳虚型心衰中医药防治研究［15］，

血流动力学监测证实温阳健心灵口服液能明显改善

心肾阳虚心衰大鼠、心衰犬和心衰患者心脏的收缩

功能和泵血功能［16-19］。之后研究也证实温阳益气

法能明显增加慢性心衰患者 LVEF，降低 BNP，从而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20］。研究发现，小剂量温阳健心

灵口服液对心肾阳虚心衰心肌微结构损伤有保护

作用，但大剂量时无心肌保护作用［21］。我们开始考

虑长期应用温阳药是否会增加心肌氧耗代谢，加重

CHF 的心室重构（VR），影响心衰患者的预后，养阴、

活血化瘀等治疗方法和药物是否会修复心肌结构，

阻止 VR 的发展，降低病死率［22］，于是我们比较了

温阳法、滋阴法、活血法及复合法对肾阳虚型心衰大

鼠 VR 及心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活血组可抑制心

肌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mRNA 表达、上调组

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IMP-1）mRNA，活血组心脏

质量指数（HMI）、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均低于模

表 3 存活组和死亡组 CHF 患者 Hb、RDW 比较（x±s）

组别 例数（例） Hb（g/L） RDW（%）

存活组 168 121.85±20.46 13.02±2.08

死亡组   15 117.37±22.32 14.39±2.17 a

注 ：与存活组比较，aP＜0.05

2.4 各组再入院情况及病死率比较（表 1）：活血组

再入院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其余各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组病死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5 存活组和死亡组 Hb、RDW 比较（表 3）：死亡

组 Hb 低于存活组，RDW 高于存活组（P＜0.05）。

3 讨 论

 血常规检测快速、简便、易行，但一些参数对指

导临床诊治、预后判断意义重大。研究发现，随着脓

毒症病情程度加重，淋巴细胞数量呈降低趋势，且淋

巴细胞水平与脓毒症的严重程度相关，监测其水平

变化可作为脓毒症患者病情评估及治疗效果的辅助

指标之一［3］。彭佳华等［4］对急性心力衰竭综合征

（AHFS）患者近期和远期不良事件发生的负相关因

素进行分析显示，淋巴细胞比例＜0.10 与近期和远

期不良结局均显著相关，经多因素校正后仍有显著

的不良结局负相关性。高艳霞等［5］观察血小板计

数（PLT）、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平均容积

（MPV）、血小板压积（PCT）和大血小板比率（PLCR）

等参数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病

程进展，死亡组 PDW、PLCR 呈升高趋势，PLT、PCT

呈下降趋势，MPV 保持在较高水平 ；存活组则呈

相反的趋势 ；死亡组 MPV 明显高于存活组。表明

PDW、PLCR、MPV 呈升高趋势，PLT、PCT 呈下降趋

势可能提示预后不佳，其中 MPV 可能是最具病情预

测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RDW 对冠心病、心衰等心血

管疾病的危险分层及预后预测具有相当重要的价

值。CHARM 研究发现 RDW 与 CHF 的心功能分级

显著相关，在 CHF 患者死亡及入院风险等预后预测

方面，RDW 比 LVEF、NYHA 心功能分级等普遍接

受的心衰预后因子有更广泛的统计学关联［1］。1 项

对 4 111 例 AMI 后无心功能不全患者的回顾性研究

发现，RDW 每升高 1%，患者病死率升高 1.14 倍 ；

同时根据 RDW 对患者分组，高 RDW 组病死率较低

RDW 组高出 1.78 倍［6］。RDW 升高可预测多种疾

病的病死率［7］，如急性心衰［8］、脑梗死［9］、急性肺栓

塞［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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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表明活血化瘀法能改善 CHF 大鼠 VR，其机制

可能与调节内源性 MMP-9 及其抑制酶有关，即活

血法对 CHF 大鼠过度激活的激素内分泌有一定的

调节作用，从而拮抗 VR 而导致的 CHF 恶化［23］。

 到目前为止，RDW 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确切机

制并未完全明确，近年来提出多种机制来解释 RDW

与心衰临床事件的相关性，其中包括 ：神经内分泌

系统的激活，炎症细胞因子的作用，红细胞无效生

成，肾功能减退，营养不良及红细胞代谢物缺乏等，

因此 RDW 可能综合反映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一系

列病理生理改变。本研究显示，活血组 RDW 降低

可能与 VR 减轻、心功能改善、肝淤血减轻、微循环

改善、细胞因子及内皮素降低等有关［24］。

 CHF 预后的影响因素较多，本研究由于没有

将所有混杂因素一一进行匹配对比分析，可能存在

一定偏倚，下一步研究将扩大样本量以及进行多次

分层分析来减少偏倚的影响，进一步明确 RDW 对

CHF 的评估和预测性，以明确其在临床上应用的可

行性，进一步了解 RDW 与 CHF 相关的病理生理机

制，以对 CHF 疾病的发生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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