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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补心胶囊治疗90例缓慢性心律失常

心肾阳虚型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马俊，朱巧

(烟台市中医医院心内科，山东烟台264000)

·355·

·论著·

【摘要】 目的 观察温阳补心胶囊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心肾阳虚型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90例缓

慢性心律失常心肾阳虚型患者随机分为西药对照组、参松养心组和温阳补心组，每组30例，分别口服安慰荆淀

粉胶囊、参松养心胶囊和自拟温阳补心胶囊，均每次4粒，每日3次，连服3个月。观察3个月后动态心电图、窦

房结功能、心脏电生理等各项指标，同时对患者各种症状的改善情况进行评估。结果温阳补心组患者治疗后

心率由(41．83±2．03)次／rain提高到(55．03士4。98)次／rain(P<O．05)，平均提高(13．20士2．95)次／rain，治疗

后改善心悸、头晕、胸闷、胸痛、失眠多梦、形寒肢冷的总有效率为96．7％；治疗后窦房结恢复时间(SNRT)、校

正的窦房结恢复时间(CSNRT)均较治疗前明显缩短(均P<0．01)；治疗后窦一房(P—A)间期、房一希氏柬(A—H)

间期、希氏柬一室(H—V)问期、心房有效不应期(AERP)、房室结有效不应期(AVNERP)和心室有效不应期

(VERP)等各项心脏电生理参数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均P<O．01)；且温阳补心组治疗后各指标改善情况均

较西药对照组和参松养心组为优(均P<O．01)。结论温阳补心胶囊在改善心肾阳虚型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

各项心功能指标的同时，有效缓解和消除了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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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of Wenyang Buxin capsule(温阳补心胶囊)treatment on 90 patients with chronic arrhythmla

and heart-kidney yang uthenia(心肾阳虚) MA Jun，ZHU Qiao．Department of Cardiology，Yanta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Yantai 264000，Shandong，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Wenyang Buxin capsule(温阳补心胶囊)

treatment on chronic arrhythmia patients with heart—kidney yang asthenia(心肾阳虚)．Methods Nine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arrhythmia and heart—kidney yang asthe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Shensong Yangxin(参松养心)group and Wenyang Buxin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pati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given their corresponding capsules，respectively，taking 4 capsules once and 3 times daily

for 3 months．After 3 months，the indexes of hoher，sinoatrial node function and various inter—cardiac

electro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observed，and in the mean time，the improvement of various symptoms

was evaluated．Results The heart rate(HR)in Wenyang Buxin group raised from(41．83士2．03)bpm to

(55．03士4．98)bpm(P<0．05)，the mean of raising being(13．20士2．95)bpm．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improved symptoms including palpitation，dizziness，chest distress，chest pain，insomnia,dreaminess，chilly

and SO on was 96．7％in Wenyang Buxin group．In the Wenyang Buxin group，the post—treatment indexes of

sinus node recovery time(SNRT)and its corrected recovery time(CSNRT)were shorter obviously than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both P·<0．01)，the post—treatment of inter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parameters，such

as sinoatrium(P—A)interval，atrium—His bundle(A—H)interval，His bundle—ventricle(H—V)interval，atrial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AERP)，atrioventricular nodal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AVNERP)and

ventricular effective refractory period(VERP)were improved remarkably(all P<O．01)．All the indexes in

Wenyang Buxi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Shensong Yangxin group(all P<O·01)．

Conclusion Wenyang Buxin capsule can improve the various cardiac eIectro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arrhythmia and heart-kidney yang asthenia，and simultaneously，i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nd

cancel the clinical symptoms as well．

[Key words]Wenyang Buxin capsule I Chronic arrhythmia；Heart-kidney yang asthenia

心律失常是当前世界上一类十分常见且可引起

严重后果的心脏病，随着我国冠心病、高血压发病率

增高，心律失常发病率、病死率亦逐年增高。目前临

床所用的多数抗心律失常药物因具有致心律失常的

副作用、增加病死率、药物本身的心脏毒性、心外毒

性等不利因素而难以长期应用，且在纠正心律失常

的同时无一例外地会减慢心率(HR)。这些不利因素

均使西药治疗心律失常存在某些不足。中医学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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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注重变化为特色的辨证施治理念，对治疗慢性

复杂性疾病是一种必然性趋势[1]。因此，本研究旨在

观察运用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心

肾阳虚型患者的临床疗效。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择2007年9月至2009年8月在

本科住院治疗的90例缓慢性心律失常心肾阳虚型

患者。其中男58例，女32例；年龄36""-85岁，平均

(52土11)岁。西医诊断参照石毓澍[21《临床心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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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缓慢性心律失常诊断标准。中医辨证参照《中医临

床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辨证，属心肾阳虚型，

症见心悸，胸闷或痛，或气短乏力，或形寒肢冷，或眩

晕，舌质黯淡，苔白，脉沉迟或结代或细弱。病态窦房

结综合征(SSS)29例，频发房性期前收缩(FAPB)

27例，频发室性期前收缩(FVPB)16例，I度房室

传导阻滞(AVB)10例、I度I型AVB 5例，I度I

型AVB 3例。本研究符合人体试验委员会制定的伦

理学标准，所有受试对象均知情同意。

1．2研究方法：遵循随机、双盲、对照原则，将90例

患者分为西药对照组、参松养心组和温阳补心组，每

组30例。西药对照组患者在常规西药治疗原发病基

础上口服安慰剂淀粉胶囊；两个治疗组患者在西药

治疗原发病基础上服用自拟温阳补心胶囊或参松养

心胶囊(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3组

均每次4粒，每日3次，连用3个月后评定疗效。

1．3观察指标：①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包括心悸、头

晕、胸闷、胸痛、失眠多梦、形寒肢冷及总有效率；

②动态心电图：包括平均HR、固有心率(IHR)、PR

间期、最长R—R间期、QRS间期、QT间期、QT离

散度(QTcd)；③窦房结功能：包括窦房结恢复时间

(SNRT)、校正的窦房结恢复时间(CSNRT)；④心

脏电生理：包括窦一房(P—A)间期、房一希氏束(A—H)

间期、希氏束一室(H—V)间期、心房有效不应期

(AERP)、房室结有效不应期(AVNERP)和心室有

效不应期(VERP)。

1．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z士s)表示，组内治

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3组间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基本资料(表1)：3组性别、年龄、HR、心功能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可比性。

2．2各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表1)：治疗后各组临

床症状均得到改善，且温阳补心组症状改善情况优

于西药对照组和参松养心组(均P<o．01)。

2．3动态心电图(表2)：温阳补心组治疗后HR增

加了(13．20士2．95)次／min，参松养心组增加了

(7．82士1．24)次／min，西药对照组增加了(2．57士

1．34)次／min。温阳补心组疗效优于西药对照组和

表1 3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及治疗3个月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组别例数篱。；器Ⅲ士，‰。，滞篙霹1豁～AV刖B(仍型J)二嚣拣鬯笋
西药对照组30 20 10 52士6 44土6 8 9 5 3 Z 1 0．50-}-0．06

参松养心组30 20 lo 50士7 42士8 10 9 6 3 2 1 O．51士0．04

温阳补心组30 18 12 55士8 43士6 11 9 5 4 1 1 0．49士0．06

组别 例数。％撬⋯％旒⋯％飘⋯％飘州豢黼，。署黼，。黼，
西药对照组

参松养心组

温阳补心组

30 60．O(18／30) 53．8(14／26)45．4(10／22) 52．202／23)47．6(10／21) 27．3(6／22)46．7(14／30)

30 73．3(22／30) 78．6(22／28) 63．6(14／22)84．0(21125)80．8(21／26) 37．0(10／27) 73．3(22／30)

30 86．7(26／30)cd 87．0(20／23)d 92．8(26／28)4 95．2(20／21)co 91．3(21／23)”96．6(28／29)“ 96．7(29／30)cd

注：与西药对照组比较，。P<0．01}与参松养心组比较，8P<0．01

表2 3组患者治疗3个月后动态心电图、窦房结功能恢复情况及心脏电生理各项指标比较

组别 时阃例数(弛H'次／R min)(-hIH次／mR in)(；P士R黧)
最长R—R

问期(8)

QRS间期

(z土s，ms)

QT间期

(z士s，ms)

QTcd

(z士5，ms)

西药对照组

参松养心组

温阳补心组

治疗前 30 43．03士4．55 42．09士5．33 0．17士0．08 2．7 0．10士0．02 0．448士0．003 76．47士18．59

治疗后 30 45．60士3．21 43．40士4．63 0．15士0．06 2．6 0．09士0．06 0．437±0．0026 87．06士19．67

治疗前 30 42．55士3．09 41．22士3．22 O．18士O．05 2．6 0．09士0．01 0．455士0．002 88．21士20．56

治疗后 30 50．37士4．33a 41．88土2．56 0．14士0．026 2．0。0．07士0．04‘0．417士0．004· 90．56±14．03

治疗前 30 41．83土2．03 40．41士2．44 0．16士0．07 2．9 0．09士0．04 0．451士0．003 88．16士24．33

治疗后30 55．03±4．98捌44．51士3．21 O．14士0．03“ 1．5“ O．08士0．03“0．402士0．004“88．16士12．39

组别 时间例数。箬mTs，。掣竺mTs，甚曼m兰8兰怒岂窆m矍s。箸mPs，竺墨m8。黑mPs，(z土s' ) ‘z士J， ) 【z土s’ J (z士j’ms) ‘z士s’ J 【z士s， J ‘z士5' ) Lz士s' J

西药对照组

参松养心组

温阳朴心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30 2 082士700

30 2 102士810

30 2 182士700

30 1 882士780。

30 2 078士711

30 1 282土530”d

966士737 70士4 19l士13 88士7 440士22

902士638 68士5 188士1】 85±3 438士22

902士723 71士3 191士15 90士4 448土22

882士4054 65士7‘ 168士12‘ 72士6‘ 412士32‘

982士700 70士6 189士71 87士4 451士32

582土453“ 55士4“ 150士12“ 61士5“ 376士23bcd

588士54

568土22

567士23

498士21。

580士35

429士34bcd

884士47

862士25

853士47

724士31·

897士45

675士49bcd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8P<0．05，6P<0．01，与西药对照组比较，‘P<0．01，与参松养心组比较，8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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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松养心组(均P<O．01)。说明温阳补心胶囊不会

引起QT间期延长。

2．4窦房结功能指标(表2)：治疗后温阳补心组患

者SNRT、CSNRT均较西药对照组和参松养心组

明显缩短(均P<o．01)。说明温阳补心胶囊能有效

改善患者的窦房结功能，提高患者的平均HR。

2．5 心脏电生理指标(表2)：温阳补心组治疗后

P—A间期、A—H间期、H—V间期、AERP、AVNERP

和VERP均较西药对照组和参松养心组明显缩短

(均P<0．01)。说明温阳补心胶囊可明显改善患者

心脏异常电生理。

3讨论

心律失常的发生原因主要是心脏起搏功能、心

脏传导功能及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对缓慢性心

律失常的治疗主要着重于纠正心律失常及提高平均

HR两个方面。目前临床所用的I～IV类抗心律失

常药多数具有致心律失常的副作用，甚至增加病死

率，同时会减慢HR。p1受体激动剂和抗毒草碱药物

可增快HR，但同时也增加了心肌耗氧量，具有致心

律失常等副作用，且半衰期较短，临床主要用于急救

时的治疗而非长期使用。对病情严重的缓慢性心律

失常患者需要安装起搏器[3]，但安装心脏起搏器为

有刨性治疗，价格昂贵，还要定期更换，限制了患者

的使用。窦房结功能检查包括SNRT、窦房结传导时

间(SACT)。SACT因影响因素颇多，临床上已很少

使用[4]，本研究中通过观察患者SNRT和CSNRT

更能准确地说明患者窦房结功能改善的情况。

古代中医文献中无缓慢性心律失常这一病名，

其临床症状与异常脉象属于祖国医学“迟脉证”、“心

悸”、“胸痹”、。眩晕”、“寒厥”等范畴，病机多为心肾

阳虚、阴寒内胜所致。病位在心，病本在肾，因肾阳为

诸阳之本，心脉循行也始于肾；肾中真阳不足，则心

阳衰微，不能温运血脉，而呈迟结之脉[5]。若肾阳强

壮，心阳得助，则心脉搏动有力，诸证皆除。

本课题组所研制的复方中药温阳补心胶囊主要

由人参、洋金花、肉桂、细辛、麦冬、南五味子、仙鹤

草、桑寄生、山茱萸、炒酸枣仁、甘松、土鳖虫、龙骨、

琥珀、黄连组成，其中人参、洋金花、肉桂、细辛具有

温补肾阳、养心安神之功效，通过温补心肾之阳气以

治其本；麦冬、南五味子滋阴养肾、安神定惊，取“善

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之

意。研究显示，人参、洋金花、肉桂可改善心肌细胞代

谢，抑制心肌细胞膜Na+一K+-ATP酶活性，降低心

肌细胞自律性，麦冬、南五味子可调节植物神经功

能，对临床多种心律失常具有治疗作用；洋金花具有

东莨菪碱样作用，在增快HR的同时可起到镇静的

效果[61，桑寄生、山茱萸、仙鹤草、炒酸枣仁以荣养

气，荣养肝肾、养心安神。药理研究表明，桑寄生提取

物具有类似维拉帕米样抗心律失常作用p3；山茱萸

可通过延长心肌动作电位、增大静息电位绝对值、降

低心肌组织的自律性发挥抗心律失常作用，仙鹤草

可解除迷走神经抑制而增快HR；炒酸枣仁宁心安

神；甘松、土鳖虫可疏通脉络，在改善心脏传导功能

同时又有扩张冠状动脉，从而改善心肌缺血、缺氧的

作用t甘松具有膜抑制及延长心肌电位的作用，能抑

制异位性室性节律，抗心律失常，延长AERP；在此

基础上，加入龙骨、琥珀安神以调节自主神经功能，

少佐黄连清心火以改善心肌细胞代谢[8]。诸药合用，

在温补心肾之阳、行气活血通络的同时，养心安神定

惊，可以起到“1+1>2”的效果。

温阳补心胶囊具有整体调节抗心律失常的特

点。所谓整体调节，即是针对复杂的病理机制，多因

素、多途径共同作用，从而激发和调动机体的自我调

节和自我修复能力，达到自稳态。正如《黄帝内经素

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

为期。”因此，温阳补心胶囊不仅可以增强心脏的起

搏电流，改善心脏传导功能，明显提高患者的平均

HR，同时可以显著降低冠状动脉阻力及心肌耗氧

量[9]，改善患者的心肌缺血及高凝状态，在有效治疗

心动过缓、SSS、房性期前收缩、室性期前收缩的同

时，改善患者胸闷、气短、头晕、失眠等伴随症状，从

根本上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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