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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共识．

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 ８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力衰竭学组

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自“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４”【１］发

肿）等。根据左心室射血分数（１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布以来，心力衰竭（心衰）的诊疗、预防及综合管理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分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衰

等相关领域有不少新进展，为此，中华医学会心血

（ｈｅａｒｔ

管病学分会心力衰竭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心力衰竭

血分数保留的心衰（ｈｅａｒｔ

专业委员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专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ＦｐＥＦ）和射血分数中间值的心衰

家组，根据国内外最新临床研究成果，参考２０１７年

（ｈｅａｒｔ

美国心脏病学会（ＡＣＣ）／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ｔ２］以

ＨＦｍｒＥＦ）（表１）。根据心衰发生的时间、速度，分

及２０１６年欧洲心脏病学会（ＥＳＣ）【３】等发布的相关指

为慢性心衰和急性心衰。多数急性心衰患者经住

南，结合我国国情及临床实践，对“中国心力衰竭诊
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４”进行更新。

院治疗后症状部分缓解，而转入慢性心衰；慢性心
衰患者常因各种诱因急性加重而需住院治疗。

本指南对推荐类别的表述沿用国际通用的方式。
Ｉ类：指已证实和／或一致公认有益、有用和有
效的操作或治疗。
Ⅱ类：指有用和／或有效的证据尚有矛盾或存在
不同观点的操作或治疗。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ＨＦｒＥＦ）、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ｍｉｄ—ｒａｎｇｅ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心衰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表现或晚期阶段，
死亡率和再住院率居高不下。发达国家的心衰患
病率为１．５％一２．ｏ％，／＞７０岁人群患病率≥１０％【４］。
２００３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３５～７４岁成人心
衰患病率为０．９％吲。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冠心病、

ａ类：有关证据／观点倾向于有用和／或有效，

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的发病呈上升趋势，

应用这些操作或治疗是合理的。
Ⅱｂ类：有关证据／观点尚不能被充分证明有用

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心脏疾病患者生存期延长，导致
我国心衰患病率呈持续升高趋势。对国内１０ ７１４例

和／或有效，可考虑应用。

住院心衰患者的调查显示：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心衰

ＩＩ

Ⅲ类：指已证实和成一致公认无用和成无效，

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分别为１５．４％、１２．３％和６．２％，

并对一些病例可能有害的操作或治疗，不推荐使用。

主要死亡原因依次为左心衰竭（５９％）、心律失常
（１３％）和心脏性猝死（１３％）嘲。Ｃｈｉｎａ—ＨＦ研究口１显

对证据来源的水平表达如下。
证据水平Ａ：资料来源于多项随机临床试验或
荟萃分析。
证据水平Ｂ：资料来源于单项随机临床试验或
多项非随机对照研究。
证据水平ｃ：仅为专家共识意见和／或小型临床

示，住院心衰患者的病死率为４．１％。
原发性心肌损害和异常是引起心衰最主要的
病因（表２），除心血管疾病外，非心血管疾病也可
导致心衰。识别这些病因是心衰诊断的重要部分，
从而能尽早采取特异性或针对性的治疗。

试验、回顾性研究或注册登记研究。
心衰是多种原因导致心脏结构和／或功能的异

常改变，使心室收缩和／或舒张功能发生障碍，从而
引起的一组复杂临床综合征，主要表现为呼吸困
难、疲乏和液体潴留（肺淤血、体循环淤血及外周水

目前认为心衰是慢性、自发进展性疾病，神经
内分泌系统激活导致心肌重构是引起心衰发生和
发展的关键因素。心肌重构最初可以对心功能产
生部分代偿，但随着心肌重构的加剧，心功能逐渐
由代偿向失代偿转变，出现明显的症状和体征。故
根据心衰发生发展过程，分为４个阶段（表３），旨在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１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６—３０７６．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２
通信作者：杨杰孚，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ｊｉｅｆｕ２０１１＠１２６．ｃｏｒｎ；张健，
Ｅｍａｉｌ：ｆｗ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６２＠１２６．ｃｏｎ；韩雅玲，Ｅｍａｉｌ：ｈａｎｙａｌｉｎｇ＠２６３．ｎｅｔ
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８，４６（１０）：７６０—７８９

万方数据

强调心衰重在预防。纽约心脏协会（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是临床常用的
心功能评估方法（表４），常用于评价患者的症状随
Ｈｅ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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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心力衰竭的分类和诊断标准

：ＨＦｒＥＦ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ＨＦｍｒＥＦ）白射血分数中间值的心力衰竭，ＨＦｐＥＦ为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ＬＶＥＦ为左心室射血
分数；利钠肽升高为Ｂ型利钠肽（ＢＮＰ）＞３５ ｎｇ／Ｌ；ｒｆｌｌ／或Ｎ末端Ｂ型利钠肽原（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１２５ ｎｇ／Ｌ；心脏舒张功能异常指标见心力衰竭的诊断和
评估中的经胸超声心动图部分

表２心力衰竭的病因
病因分类

具体病因或疾病

ｂ肌病变

缺血陛心脏病

心肌梗死（心肌瘢痕、心肌顿抑或冬眠），冠状动脉病变，冠状动脉微循环异常，内皮功能障碍

心脏毒性损伤
心脏毒性药物

抗肿瘤药（如蒽环类、曲妥珠单抗）。抗抑郁药，抗心律失常药，非甾体类抗炎药，麻醉药

药物滥用

酒精、可卡因、安非他命、合成代谢类固醇等

重金属中毒

铜、铁、铅、钴等

放射性心肌损伤
免疫及炎症介导的心肌损害
感染性疾病

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Ｃｈａｇａｓ病），螺旋体，立克次体

自身免疫性疾病

巨细胞性心肌炎，自身免疫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嗜酸性粒细胞性心肌炎（Ｃｈｕｒｇ．Ｓｔｒａｕｓｓ综合征）

心肌浸润性病变
非恶性肿瘤相关

系统性浸润性疾病（心肌淀粉样变，结节病），贮积性疾病（血色病，糖原贮积病）

恶性肿瘤相关

肿瘤转移或浸润

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激素相关

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肢端肥大症，生长激素缺乏，皮质醇增多症，醛固酮增多症，肾上腺皮质功
能减退症，代谢综合征，嗜铬细胞瘤，妊娠及围产期相关疾病

营养相关

肥胖，缺乏维生素Ｂ．、Ｌ一肉毒碱、硒、铁、磷、钙，营养不良

遗传学异常

遗传因素相关的肥厚型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及限制型心肌病，致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左心室致密化不
全，核纤层蛋白病，肌营养不良症

应激

应激性心肌病

心脏负荷异常
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

瓣膜和心脏结构的异常

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狭窄或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内或心外分流）

心包及心内膜疾病

缩窄性心包炎，心包积液，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心内膜纤维化

高心输出量状态

动静脉瘘，慢性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容量负荷过度

。肾功能衰竭，输液过多过快

肺部疾病

肺原性心脏病，肺血管疾病

心律失常
心动过速

房性心动过速，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房室折返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室性心律失常

心动过缓

窦房结功能异常，传导系统异常

病程或治疗而发生的变化。

诊断流程见图１。首先，根据病史、体格检查、心电
图、胸片判断有无心衰的可能性；然后，通过利钠肽

心衰的诊断和评估

检测和超声心动图明确是否存在心衰（诊断标准见
表１），再进一步确定心衰的病因和诱因；最后，还

心衰的诊断和评估依赖于病史、体格检查、实
验室检查、心脏影像学检查和功能检查。慢性心衰

需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以及是否存在并发

万方数据

症及合并症。全面准确的诊断是心衰患者有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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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心力衰竭４个阶段与纽约心脏协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的比较

表４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
分级

血管疾病（Ｉ，ｃ）。由于心衰的代偿程度和受累心

症状

室不同，心衰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有较大的个体差

Ｉ

活动不受限。日常体力活动不引起明显的气促、疲乏或心悸

异，代偿良好的心衰患者可以无症状和体征。对特

Ⅱ

活动轻度受限。休息时无症状，日常活动可引起明显的气
促、疲乏或心悸

Ⅲ

活动明显受限。休息时可无症状，轻于日常活动即引起显
著的气促、疲乏、心悸

Ⅳ

休息时也有症状，任何体力活动均会引起不适。如无需静
脉给药，可在室内或床边活动者为１Ｖａ级；不能下床并需
静脉给药支持者为ＩＶｂ级

发性扩张型心肌病患者，应询问患者３代家族史以
帮助确定家族性扩张型心肌病的诊断【８】（Ｉ，Ｃ）。
体格检查应评估患者的生命体征和判断液体潴留
的严重程度，注意有无近期体重增加、颈静脉充盈、
外周水肿、端坐呼吸等（Ｉ，Ｂ）。颈静脉压升高和
心尖搏动位置改变对诊断心衰更为特异。

疗的前提和基础。
一、心衰的症状和体征
详细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可提供心衰的病
因和诱因线索，明确患者存在的心血管疾病及非心

二、常规检查
１．心电图：所有心衰以及怀疑心衰患者均应行
心电图检查，明确心律、心率、ＱＲＳ形态、ＱＲＳ宽度
等。心衰患者一般有心电图异常，
心电图完全正常的可能性极低【９】。

怀疑存在心律失常或无症状性心肌
缺血时应行２４ ｈ动态心电图（Ｉ，Ｃ）。

２．ｘ线胸片：对疑似、急性、新发
的心衰患者应行胸片检查，以识别／
排除肺部疾病或其他引起呼吸困难
的疾病，提供肺淤血／水肿和心脏增
大的信息，但ｘ线胸片正常并不能
除外心衰（Ｉ，Ｃ）。

３．生物标志物：（１）利钠肽『Ｂ型
利钠肽（Ｂ—ｔｙｐｅ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ＢＮＰ）或Ｎ末端Ｂ型利钠肽原
（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测定：利钠肽检测推荐用于心衰筛查
（Ⅱａ，Ｂ）、诊断和鉴别诊断（Ｉ，Ａ）、病
情严重程度及预后评估１ｍ。”（Ｉ，Ａ）。
出院前的利钠肽检测有助于评估心
衰患者出院后的心血管事件风险ｎ２，
（Ｉ，Ｂ）。ＢＮＰ＜１００ ｎｇ／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３００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Ｎ末端Ｂ型利钠肽原，ＢＮＰ：Ｂ型利钠肽，ＨＦｒＥＦ：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
ＨＦｍｒＥＦ：射血分数中间值的心力衰竭，ＨＦｐＥＦ：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
图１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流程

万方数据

ｎｇ／Ｌ时通常可排除急性心衰。

ＢＮＰ＜３５ ｎｇ／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１ ２５ ｎｇ／Ｌ

时通常可排除慢性心衰，但其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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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特异度较急性心衰低。诊断急性心衰时

（Ｉ，ｃ）。临床怀疑某种特殊病因导致的心衰（如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应根据年龄和肾功能进行分层：５０

心肌淀粉样变、嗜铬细胞瘤等）时，应进行相应的筛

岁以下的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４５０ ｎｇ／Ｌ，５０岁以

查和诊断性检查（１ｉ ａ，Ｃ）。

上＞９００ ｎｇ／Ｌ，７５岁以上应＞１

８００

ｎｇ／Ｌ，肾功能不全

（肾小球滤过率＜６０ ｍｌ／ｍｉｎ）时应＞１

２００

ｎｇ／Ｌ。经住

院治疗后利钠肽水平无下降的心衰患者预后差。

三、特殊检查

心衰的特殊检查用于需要进一步明确病因和

多种心血管疾病卜心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肌

病情评估的患者。
１．心脏磁共振（ｃａｒｄｉａｃ

病变如左心室肥厚、心脏瓣膜病、心包疾病、心房颤

ＣＭＲ）：ＣＭＲ是测量左右心室容量、质量和射血分

动（房颤）、心肌炎、心脏手术、电复律、心肌毒性损

数的“金标准”，当超声心动图未能作出诊断时，

伤等１和非心血管疾病（高龄、贫血、。肾功能不全、睡

ＣＭＲ是最好的替代影像检查。ＣＭＲ也是复杂性先

眠呼吸暂停、重症肺炎、肺动脉高压、肺栓塞、严重

天性心脏病的首选检查方法（Ｉ，Ｃ）。对于扩张型

全身｜！生疾病、脓毒症、严重烧伤和卒中等）均会导致

心肌病患者，在临床和其他影像学检查不能明确诊

利钠肽水平增高，尤其是房颤、高龄和肾功能不全。

断的情况下，应考虑采用延迟钆增强（１ａｔｅ

脑啡肽酶抑制剂使ＢＮＰ降解减少，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不
受影响。临床工作中应注意结合患者的病史进行

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

分析。（２）心脏肌钙蛋白（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ｃＴｎ）：推

估心肌纤维化的首选影像检查。对于疑似心肌炎、

荐心衰患者入院时行ｃＴｎ检测，用于急性心衰患者
的病因诊断（如急性心肌梗死）和预后评估（Ｉ，Ａ）。

淀粉样变、结节病、Ｃｈａｇａｓ病、Ｆａｂｒｙ病、致密化不全
心肌病和血色病的患者，推荐采用ＣＭＲ来显示心

（３）反映心肌纤维化、炎症、氧化应激的标志物：如

肌组织的特征叫１（Ｉ，Ｃ）。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ＬＧＥ），以鉴别缺血性与非

缺血性心肌损害１２０１（１１ ａ，Ｃ）。ＬＧＥ和Ｔ１成像是评

可溶性ＳＴ２、半乳糖凝集素３及生长分化因子１５也

２．冠状动脉造影：适用于经药物治疗后仍有心

有助于心衰患者的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联合使用

绞痛的患者（Ｉ，Ｃ），合并有症状的室性心律失常

多项生物标志物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６１。

或有心脏停搏史患者【２２１（Ｉ，ｃ），有冠心病危险

４．经胸超声心动图（Ｉ，Ｃ）：经胸超声心动图是

评估心脏结构和功能的首选方法，可提供房室容

因素、无创检查提示存在心肌缺血的心衰患者
（ＩＩ ａ，Ｃ）∞１。

量、左右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室壁厚度、瓣膜功能

３．心脏ＣＴ：对低中度可疑的冠心病或负荷试

和肺动脉高压的信息”７＿１８】。ＬＶＥＦ可反映左心室收

验未能明确诊断心肌缺血的心衰患者，可考虑行心

缩功能，推荐改良双平面Ｓｉｍｐｓｏｎ法。在图像质量
差时，建议使用声学对比剂以清晰显示心内膜轮

脏ＣＴ以排除冠状动脉狭窄（Ⅱｂ，Ｃ）。

廓［１８１。组织多普勒和应变成像的可重复性和可行
性已证实，对于存在发生心衰风险的患者，应考虑采

图可用于心肌缺血和／或存活心肌、部分瓣膜性心
脏病患者的评估【２４１。对存在劳力性呼吸困难，

用以识别ｌ临床前的心肌收缩功能异常”９１（ＩＩ ａ，Ｃ）。

ＬＶＥＦ正常但静息舒张功能参数未能做出诊断的

超声心动图是目前临床上唯一可判断舒张功
能不全的成像技术，但单一参数不足以准确评估，

患者，负荷超声心动图有一定辅助作用［２５－２６，。适应
证、禁忌证及方法见“负荷超声心动图规范化操作

建议多参数综合评估。ＨＦｐＥＦ主要的心脏结构
异常包括左心房容积指数＞３４ ｍｌ／ｍ２，左心室质量

指南”田ｌ。

４．负荷超声心动图：运动或药物负荷超声心动

指数≥１１５ ｇ／ｍ２（男性）或９５ ｇ／ｍ２（女性）；主要的心

５．核素心室造影及核素心肌灌注和／或代谢显
像：当超声心动图未能作出诊断时，可使用核素心

脏舒张功能异常指标包括Ｅ／ｅ’／＞１３、ｅｔ平均值（室间

室造影评估左心室容量和ＬＶＥＦ（Ⅱａ，Ｃ）。核素心

隔和游离壁）＜９ ｃｍ／ｓ；其他问接指标包括纵向应变

肌灌注显像包括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

或三尖瓣反流速度”８Ｉ。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ｏｔ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ＥＣＴ）

５．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血钠、血钾、血糖、尿素
氮、肌酐或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ｅＧＦＲ）、肝酶和胆红素、血

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可用于诊断心肌缺血。
代谢显像可判断心肌存活情况。对心衰合并冠心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清铁、铁蛋白、总铁结合力、血脂、糖化血红蛋白、促

病的患者，在决定行血运重建前，可考虑用心脏影

甲状腺激素、利钠肽为心衰患者的初始常规检查

像学检查（ＣＭＲ、负荷超声心动图、ＳＰＥＣＴ、ＰＥＴ）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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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心肌缺血和心肌存活情况（ＩＩ ｂ，Ｂ）［２８－２９３。

心衰的预防

６．心肺运动试验：心肺运动试验能量化运动能
力，可用于心脏移植和／或机械循环支持的临床评

建议对所有患者进行临床评估以识别心衰危

估（Ｉ，Ｃ），指导运动处方的优化（Ⅱａ，Ｃ），原因不

险因素，临床证据显示通过控制心衰危险因素、治

明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Ⅱａ，Ｃ）【３０１。心肺运动试验

疗无症状的左心室收缩功能异常等有助于延缓或

适用于临床症状稳定２周以上的慢性心衰患者，相

预防心衰的发生。

关内容参照“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中国专

一、对心衰危险因素的干预

家共识”【３１］。

１．高血压：高血压是心衰最常见、最重要的危

７．６
６

ｍｉｎ步行试验：用于评估患者的运动耐力。

ｒａｉｎ步行距离＜１５０ ｍ为重度心衰，１５０～４５０ ｍ为

中度心衰，＞４５０ ｍ为轻度心衰。

８．有创血流动力学检查：在慢性心衰患者中右

险因素，长期有效控制血压可以使心衰风险降低
５０％ｔ４０１。根据高血压指南控制高血压以预防或延
缓心衰的发生［４¨２１（Ｉ，Ａ）。对存在多种心血管疾
病危险因素、靶器官损伤或心血管疾病的高血压患

心导管和肺动脉导管检查适用于：（１）考虑心脏移

者，血压应控制在１３０／８０ ｍｍＨｇ（１

植或机械循环支持的重症心衰患者的术前评估

ｋＰａ）以下嗍（Ｉ，Ｂ）。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Ｉ，Ｃ）；（２）超声心动图提示肺动脉高压的患者，

２．血脂异常：根据血脂异常指南进行调脂治疗

在瓣膜性或结构性心脏病干预治疗前评估肺动脉
高压及其可逆性（１１ ａ，Ｃ）；（３）对经规范治疗后仍存
在严重症状或血流动力学状态不清楚的患者，为调

以降低心衰发生的风险ｍ４５１（Ｉ，Ａ）。对冠心病患
者或冠心病高危人群，推荐使用他汀类药物预防心

整治疗方案可考虑行此检查（ＩＩ ｂ，Ｃ）。急性心衰

３．糖尿病：糖尿病是心衰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衰［４６１（Ｉ，Ａ）。

患者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见急性心衰部分。

素，尤其女性患者发生心衰的风险更高。推荐根据

９．心肌活检：仅推荐用于经规范治疗病情仍快
速进展，临床怀疑心衰是由可治疗的特殊病因所致

目前糖尿病指南控制糖尿病…９１（Ｉ，Ｃ）。近来研
究显示钠一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２抑制剂（恩格列净

且只能通过心肌活检明确诊断的患者（ＩＩ ａ，Ｃ）。不

或卡格列净）能够降低具有心血管高危风险的２型

推荐用于心衰患者的常规评价（Ⅲ，ｃ）。

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心衰住院率州”。

１０．基因检测：对肥厚型心肌病叫３Ｉ、特发性扩

４．其他危险因素：对肥胖、糖代谢异常的控制

张型心肌病【３４】、致心律失常性右心室心肌病患

也可能有助于预防心衰发生【５２ｊ３１（ＩＩ ａ，Ｃ），戒烟和限

者［３５】，推荐基因检测和遗传咨询。限制型心肌病和

酒有助于预防或延缓心衰的发生（Ｉ，ｃ）ｒ５４１。

孤立的致密化不全心肌病亦可能具有遗传起源，也

５．利钠肽筛查高危人群：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研究口５１证
实ＢＮＰ可预测新发心衰的风险。心衰高危人群（高

可考虑基因检测邯】，参见相关心肌病指南口７１。
１ １．生活质量评估：生活质量评估运用心理学

血压、糖尿病、血管疾病等）经利钠肽筛查（ＢＮＰ＞５０

量表，对心理健康、躯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等进行多
维度量化评估。生活质量量表可分为普适性量表

ｎｇ／Ｌ），然后接受专业团队的管理和干预，可预防心

和疾病特异性量表，前者最常使用的是３６条简明

危人群（心衰Ａ期），控制危险因素和干预生活方式

健康问卷（ｓｖ一３６）及简版ＳＦ．１２、世界卫生组织幸福

有助于预防左心室功能障碍或新发心衰（１１ａ，Ｂ）。
二、对无症状性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的干预

指数．５、欧洲５维健康指数。心衰特异性生活质量
评估工具较常使用的有明尼苏达心衰生活质量量
表和堪萨斯城心肌病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四、心衰的预后评估
下列参数与心衰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ＬＶＥＦ

衰发生［５６Ｉ。故建议检测利钠肽水平以筛查心衰高

对心肌梗死后无症状性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
（包括ＬＶＥＦ降低和／或局部室壁活动异常）的患者，

低钠血症、运动峰值耗氧量减少、红细胞压积降

推荐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ＥＩ）和Ｂ受体阻滞剂
以预防和延缓心衰发生，延长寿命；对不能耐受
ＡＣＥＩ的患者，推荐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

低、ＱＲＳ增宽、慢性低血压、静息心动过速、肾功能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不全、不能耐受常规治疗、难治性容量超负荷

在急性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早期进行冠状动脉
介人治疗减少梗死面积，可降低发生ＨＦｒＥＦ的风

下降、利钠肽持续升高、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恶化、

等［３８－３９］。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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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５９１。在急性心肌梗死后尽早使用ＡＣＥＩ／ＡＲＢ、

３．应用方法：根据患者淤血症状和体征、血压

ｐ受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特别是存在左
心室收缩功能障碍的患者，可降低心衰住院率和死

及肾功能选择起始剂量（表５），根据患者对利尿剂

亡率㈣。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可考虑使用ＡＣＥＩ预防

的反应调整剂量，体重每天减轻０．５～１．０ ｋｇ为宜。
一旦症状缓解、病情控制，即以最小有效剂量长期

或延缓心衰发生（ＩＩ ａ，Ａ）。所有无症状的ＬＶＥＦ降

维持，并根据液体潴留的情况随时调整剂量。每天

低的患者，为预防或延缓心衰发生，推荐使用ＡＣＥＩ

体重的变化是最可靠的监测指标。可教会患者根

（Ｉ，Ｂ）和Ｂ受体阻滞剂（Ｉ，Ｃ）。存在心脏结构改

据病情需要（症状、水肿、体重变化）调整剂量。利

变（如左心室肥厚）的患者应优化血压控制，预防发

尿剂开始应用或增加剂量１～２周后，应复查血钾

展为有症状的心衰（Ｉ，Ａ）。

和肾功能。

慢性ＨＦｒＥＦ的药物治疗

表５慢性ＨＦｒＥＦ常用利尿剂及其剂量
药物

起始剂量

每天最大剂量每天常用剂量

襻利尿剂

慢性ＨＦｒＥＦ治疗目标是改善临床症状和生活

呋噻米

２０—４０ｍｇ，１次／ｄ

１２０～１６０ｍｇ

２０～８０ｍｇ

质量，预防或逆转心脏重构，减少再住院，降低死

布美他尼Ｏ．５～１ ｍｇ，１次／ｄ

６—８ｍｇ

１～４ｍｇ

亡率。

托拉塞米１０ｍ昏１次／ｄ

１００ｍｇ

１０～４０ｍｇ

１００ｍｇ

２５～５０ｍｇ

一般性治疗包括去除心衰诱发因素，调整生活
方式。限钠（＜３ ｇ／ｄ）有助于控制ＮＹＨＡ心功能Ⅲ～

噻嗪类利尿剂
氢氯噻嗪１２．５～２５
次／ｄ

ｍｇ，１～２

Ⅳ级心衰患者的淤血症状和体征（ＩＩ ａ，Ｃ）。心衰急

美托拉宗２．５ｍｇ，１次，ｄ

２０ｍｇ

２．５～１０ｍｇ

性发作伴有容量负荷过重的患者，要限制钠摄人＜

吲达帕胺２．５ｍｇ，１次／ｄ

５ｍｇ

２．５～５ｍｇ

２０ｍｇ

５～１０ｍｇ＇／

２

ｇ／ｄ。一般不主张严格限制钠摄人和将限钠扩大
到轻度或稳定期心衰患者。轻中度症状患者常规
限制液体并无益处，对于严重低钠血症（血￥＾Ｊ＜１３０

ｍｍｏｌ／Ｌ）患者水摄人量应＜２ Ｌ／ｄ。心衰患者宜低脂
饮食，吸烟患者应戒烟，肥胖患者应减轻体重。严
重心衰伴明显消瘦（心脏恶病质）者，应给予营养支
持。失代偿期需卧床休息，多做被动运动以预防深
部静脉血栓形成。临床情况改善后在不引起症状的

保钾利尿剂
阿米洛利２．５ｍｇ＇／５ｍｇ“，１次，ｄ

１０～２０ｍ∥

氨苯喋啶２５ｍｇ＇／５０ｍｇ“，１次／ｄ

２００ｍｇ

１００ｍｇ：／
２００ｍｇ”

血管加压素Ｖ：
受体拮抗剂
托伐普坦７．５—１５ｍｇ，１次／ｄ

３０ｍｇ

注：ＨＦｒＥＦ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８与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抑制剂（ＡＣＥＩ）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ＡＲＢ）合用时的剂
量，“不与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合用时的剂量

情况下，应鼓励进行运动训练或规律的体力活动。
一、利尿剂

利尿剂消除水钠潴留，有效缓解心衰患者的呼
吸困难及水肿，改善运动耐量。恰当使用利尿剂是

有明显液体潴留的患者，首选襻利尿剂，最常
用呋噻米，呋噻米的剂量与效应呈线性关系。托拉
塞米、布美他尼口服生物利用度更高。噻嗪类利尿

心衰药物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基础…。若利尿剂用
量不足，会降低对ＡＣＥＩ的反应，增加使用Ｂ受体阻

剂仅适用于有轻度液体潴留、伴有高血压且肾功能

滞剂的风险。另一方面，不恰当的大剂量使用利尿

症者疗效更显著，推荐用于常规利尿剂治疗效果不

剂则会导致血容量不足，增加发生低血压、肾功能
恶化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佳、有低钠血症或有肾功能损害倾向患者【６２］（Ⅱａ，Ｂ）。

１．适应证：有液体潴留证据的心衰患者均应使

钾、低镁血症是心衰患者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常见

正常的心衰患者。托伐普坦对顽固性水肿或低钠血

４．不良反应：（１）电解质丢失：利尿剂导致的低

用利尿剂（Ｉ，Ｃ）。

原因。血钾３．０—３．５ ｍｍｏｌ／Ｌ可给予口服补钾治疗，

２．禁忌证：（１）从无液体潴留的症状及体征；
（２）痛风是噻嗪类利尿剂的禁忌证；（３）已知对某种

而对于血钾＜３．０ ｍｍｏｌ／Ｌ应采取口服和静脉结合补
钾，必要时经深静脉补钾。低钠血症（血钠＜１３５

利尿剂过敏或者存在不良反应。托伐普坦禁忌证：

ｍｍｏｌ／Ｌ）时应注意区别缺钠性低钠血症和稀释性低

低容量性低钠血症；对口渴不敏感或对口渴不能正

钠血症，后者按利尿剂抵抗处理。若低钠血症合并

常反应；与细胞色素Ｐ。钔３Ａ４强效抑制剂（依曲康
唑、克拉霉素等）合用；无尿。

容量不足时，可考虑停用利尿剂。低钠血症合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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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过多时应限制入量，考虑托伐普坦及超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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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低血压：首先应区分容量不足和心衰恶化，纠正

表６慢性ＨＦｒＥＦ常用的肾素．血管紧张素

低钠及低血容量水平，若无淤血的症状及体征，应

系统抑制剂及其剂量

先利尿剂减量；若仍伴有低血压症状，还应调整其
他扩血管药物（如硝酸酯）的剂量。（３）肾功能恶化：

利尿剂治疗中可出现肾功能损伤（血肌酐、尿素氮
升高），应分析可能的原因并进行处理：①利尿剂不
良反应，如果联合使用襻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剂者
应停用噻嗪类利尿剂；②心衰恶化，肾脏低灌注和
肾静脉淤血都会导致肾功能损害；③容量不足；
④某些肾毒性的药物，如非甾体类抗炎药，会影响
利尿剂的药效并且导致肾功能损害和肾灌注下降，
增加ＡＣＥＩ／ＡＲＢ或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引起肾功能

恶化的风险。（４）高尿酸血症：对高尿酸血症患者可
考虑生活方式干预和加用降尿酸药，参考“中国高
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１６３１。痛风
发作时可用秋水仙碱，避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

注：ＨＦｒＥＦ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ＡＣＥＩ为血管紧张素转

（５）托伐普坦的不良反应：主要是口渴和高钠血症。

换酶抑制剂，ＡＲＢ为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ＡＲＮｌ为血管紧张

慢性低钠血症的纠正不宜过快，避免血浆渗透压迅

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８能耐受中／高剂量ＡＣＥＩ／ＡＲＢ（相当于依
那普利／＞１０ ｍｇ、２次／ｄ，或缬沙坦／＞８０ ｍｇ、２次／ｄ）的患者，沙库巴

速升高造成脑组织脱水而继发渗透性脱髓鞘综合

曲缬沙坦钠片规格：５０ｍｇ（沙库巴曲２４ｍｇ＿／缬沙坦２６ｍｇ），１００ｍｇ

征。偶有肝损伤，应监测肝功能。

（沙库巴曲４９ ｍｇ／缬沙坦５１ ｍｇ）

二、肾素口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

始服药和调整剂量后应监测血压、血钾及肾功能。

推荐在ＨＦｒＥＦ患者中应用ＡＣＥＩ（Ｉ，Ａ）或

调整到最佳剂量后长期维持，避免突然停药。

ＡＲＢ（Ｉ，Ａ）或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

４．不良反应：（１）肾功能恶化：如果肌酐升高＞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ＲＮＩ）

３０％，应减量；若升高＞５０％，应停用。（２）高钾血症：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ｅｐｒｉｌｙｓｉｎ

（Ｉ，Ｂ）抑制肾素口血管紧张素系统、联合应用Ｂ受
体阻滞剂及在特定患者中应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的治疗策略，以降低心衰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一）ＡＣＥＩ
ＡＣＥＩ能降低ＨＦｒＥＦ患者的住院风险和死亡

率，改善症状和运动能力。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在
ＨＦｒＥＦ患者中，无论轻、中、重度心衰，无论有无冠
心病，都能获益瞰】。
１．适应证：所有ＨＦｒＥＦ患者均应使用ＡＣＥＩ，除

血钾＞５．５ ｍｍｏｌ／Ｌ，应停用ＡＣＥＩ；血钾＞６．０

ｍｍｏｌ／Ｌ

时，应采取降低血钾的措施，如口服钾结合剂。
（３）低血压：无症状性低血压通常不需要改变治
疗。对于症状性低血压，可调整或停用其他有降压

作用的药物；若无液体潴留，利尿剂可减量；必要时
暂时减少ＡＣＥＩ剂量；若血钠＜１３０ ｍｍｏｌ／Ｌ，可增加
食盐摄人。（４）干咳。（５）血管神经性水肿：发生血管
神经性水肿患者终生禁用ＡＣＥＩ。
（二）ＡＲＢ

非有禁忌证或不能耐受（Ｉ，Ａ）。
２．禁忌证：（１）使用ＡＣＥＩ曾发生血管神经性水

ＡＲＢ耐受性好，长期使用可改善血流动力学，

肿（导致喉头水肿）；（２）妊娠妇女；（３）双侧。肾动脉

降低心衰的死亡率和因心衰再住院率，特别是对不

狭窄。以下情况须慎用：（１）血肌酐＞２２１

ｌｘｍｏｌ／Ｌ

能耐受ＡＣＥＩ的患者㈣１。

（２．５ ｍｇ／ｄ１）或ｅＧＦＲ＜３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 ｍ‘’；（２）血钾＞

１．适应证：推荐用于不能耐受ＡＣＥＩ的ＨＦｒＥＦ

ｍｍｏｌ／Ｌ；（３）症状性低血压（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
（４）左心室流出道梗阻（如主动脉瓣狭窄、梗阻性肥

患者（Ｉ，Ａ）；对因其他适应证已服用ＡＲＢ的患者，

５．０

如随后发生ＨＦｒＥＦ，可继续服用ＡＲＢ（１Ｉ ａ，Ａ）。

厚型心肌病）。

２．禁忌证：除血管神经性水肿外，其余同ＡＣＥＩ。

３．应用方法：尽早使用，从小剂量开始，逐渐递
增，每隔２周剂量倍增１次，直至达到最大耐受剂量

３．应用方法与不良反应监测：从小剂量开始，
逐渐增至推荐的目标剂量或可耐受的最大剂量

或目标剂量（表６）。滴定剂量及过程需个体化，开

（表６）。开始应用及调整剂量后１—２周内，应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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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肾功能和血钾。不良反应包括低血压、肾功
能恶化和高钾血症等，极少数患者也会发生血管神
经性水肿。

性发作期。
３．应用方法：尽早使用，ＮＹＨＡ心功能Ⅳ级患
者应在血流动力学稳定后使用。因Ｂ受体阻滞剂

（三）ＡＲＮＩ

的负性肌力作用可能诱发和加重心衰，治疗心衰的

ＡＲＮＩ有ＡＲＢ和脑啡肽酶抑制剂的作用，后者

生物学效应需持续用药２。３个月才逐渐产生，故

可升高利钠肽、缓激肽和肾上腺髓质素及其他内源

起始剂量须小，每隔２～４周可剂量加倍，逐渐达到

性血管活性肽的水平。ＡＲＮＩ的代表药物是沙库巴

指南推荐的目标剂量（表７）或最大可耐受剂量，并

曲缬沙坦钠。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ＨＦ试验｜６６１显示，与依那

长期使用。静息心率降至６０次／ｍｉｎ左右的剂量为

普利相比，沙库巴曲缬沙坦钠使主要复合终点（心

Ｂ受体阻滞剂应用的目标剂量或最大耐受剂量。

血管死亡和心衰住院）风险降低２０％，包括心脏性

滴定的剂量及过程需个体化，要密切观察心率、血

猝死减少２０％。

压、体重、呼吸困难、淤血的症状及体征。有液体潴

１．适应证：对于ＮＹＨＡ心功能Ⅱ～Ⅲ级、有症

留或最近曾有液体潴留的患者，必须同时使用利尿

状的ＨＦｒＥＦ患者，若能够耐受ＡＣＥＩ／ＡＲＢ，推荐以

剂。突然停药会导致病情恶化。在慢性心衰急

ＡＲＮＩ替代ＡＣＥＩ／ＡＲＢ，以进一步减少心衰的发病率

性失代偿期，可继续维持使用；心动过缓（５０～６０

及死亡率（Ｉ，Ｂ）。

次／ｒａｉｎ）和血压偏低（收缩压８５～９０ ｍｍＨｇ）的患者

２．禁忌证：（１）有血管神经性水肿病史；（２）双
侧肾动脉严重狭窄；（３）妊娠妇女、哺乳期妇女；
（４）重度肝损害（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Ｃ级），胆汁性肝硬

可减少剂量；严重心动过缓（＜５０次／ｒａｉｎ）、严重低血
压（收缩压＜８５ ｍｍＨｇ）和休克患者应停用，但在出

院前应再次启动Ｂ受体阻滞剂治疗。

化和胆汁淤积；（５）已知对ＡＲＢ或ＡＲＮＩ过敏。以

下情况者须慎用：（１）血肌酐＞２２ １ Ｉｘｍｏｌ／Ｌ（２．５ ｍｇ／ｄ１）
或ｅＧＦＲ＜３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

ｍ。２；（２）血钾＞５．４

表７慢性ＨＦｒＥＦ常用１３受体阻滞剂及其剂量

ｍｍｏｌ／Ｌ；

（３）症状性低血压（收缩压＜９５ ｍｍＨｇ）。
３．应用方法：患者由服用ＡＣＥＩ／ＡＲＢ转为ＡＲＮＩ

前血压需稳定，并停用ＡＣＥＩ

３６

ｈ，因为脑啡肽酶抑

制剂和ＡＣＥＩ联用会增加血管神经性水肿的风险。
小剂量开始，每２～４周剂量加倍，逐渐滴定至目标
剂量（表６）。中度肝损伤（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分级Ｂ级）、≥
７５岁患者起始剂量要小。起始治疗和剂量调整后

应监测血压、肾功能和血钾。在未使用ＡＣＥＩ或

注：ＨＦｒＥＦ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

４．不良反应：（１）心衰恶化：液体潴留加重，先

增加利尿剂剂量，如无效或病情严重，１３受体阻滞
剂应减量。出现明显乏力时，需排除睡眠呼吸暂

ＡＲＢ的有症状ＨＦｒＥＦ患者中，如血压能够耐受，虽

停、过度利尿或抑郁等，若考虑与Ｂ受体阻滞剂应

然首选ＡＲＮＩ也有效，但缺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因

用或加量相关，则应减量。（２）心动过缓和房室传导

此从药物安全性考虑，临床应用需审慎。

阻滞：心率＜５０次／ｒａｉｎ，或出现二度及以上房室传导

４．不良反应：主要是低血压、肾功能恶化、高钾
血症和血管神经性水肿。相关处理同ＡＣＥＩ。

阻滞时，应减量甚至停药。（３）低血压：一般出现于
首剂或加量的２４。４８ ｈ内，处理同ＡＣＥＩ，若伴有低

三、Ｂ受体阻滞剂

灌注的症状，Ｂ受体阻滞剂应减量或停用，并重新

临床试验已证实ＨＦｒＥＦ患者长期应用Ｂ受体

评估患者的临床情况。

阻滞剂（琥珀酸美托洛尔、比索洛尔及卡维地洛），
能改善症状和生活质量，降低死亡、住院、猝死
风险［６７１。

１．适应证：病情相对稳定的ＨＦｒＥＦ患者均应使

四、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研究证实在使用ＡＣＥＩ／ＡＲＢ、Ｂ受体阻滞剂的
基础上加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使ＮＹＨＡ心功能
Ⅱ～Ⅳ级的ＨＦｒＥＦ患者获益，降低全因死亡、心血

用Ｂ受体阻滞剂，除非有禁忌证或不能耐受（Ｉ，Ａ）。
２．禁忌证：心原性休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二

管死亡、猝死和心衰住院风险｜６８１。

度及以上房室传导阻滞（无心脏起搏器）、心率＜５０

和Ｂ受体阻滞剂治疗后仍有症状的ＨＦｒＥＦ患者

次／ｍｉｎ、低血压（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支气管哮喘急

（Ｉ，Ａ）；急性心肌梗死后且ＬＶＥＦ、＜４０％，有心衰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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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适应证：ＬＶＥＦ≤３５％、使用ＡＣＥＩ／ＡＲＢ／ＡＲ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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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或合并糖尿病者（Ｉ，Ｂ）。

素，特别是长ＱＴ综合征患者。避免与强效细胞色

２．禁忌证：（１）肌酐＞２２１ ＩｘｍｏＬ／Ｌ（２．５ ｍｇ／ｄ１）或
ｅＧＦＲ＜３０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

ｍ。２；（２）血钾＞５．０

ｍｍｏｌ／Ｌ；

（３）妊娠妇女。

素Ｐ４ｓ０３Ａ４抑制剂（如唑类抗真菌药、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合用。
４．不良反应：最常见为光幻症和心动过缓。如

３．应用方法：螺内酯，初始剂量１０～２０

ｍｇ，

１匆ｄ，至少观察２周后再加量，目标剂量２０～４０ ｍｇ，

发生视觉功能恶化，应考虑停药。心率＜５０次／ｍｉｎ
或出现相关症状时应减量或停用。

１次／ｄ。依普利酮，初始剂量２５ ｍｇ，１次／ｄ，目标剂

六、洋地黄类药物

量５０ ｍｇ，１次／ｄ。通常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应与襻利

洋地黄类药物通过抑制Ｎａ＋／Ｋ＋一ＡＴＰ酶，产生正

尿剂合用，避免同时补钾及食用高钾食物，除非有

性肌力作用，增强副交感神经活性，减慢房室传导。

低钾血症。使用醛固酮受体拈抗剂治疗后３ ｄ和

研究显示使用地高辛可改善心衰患者的症状和运

１周应监测血钾和肾功能，前３个月每月监测１次，

动耐量［７１１。荟萃分析显示心衰患者长期使用地高

以后每３个月１次。

辛对死亡率的影响是中性的，但降低住院风险ｍ１。

４．不良反应：主要是肾功能恶化和高钾血症，
如血钾＞５．５ ｍｍｏｌ／Ｌ或ｅＧＦＲ＜３０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研究盯３１显示房颤患者服用地高辛后，死

ｍｌ·ｍｉｎ＿１．１．７３ ｍ’２

亡风险与血清地高辛浓度独立相关，浓度≥１．２灿ｇ／Ｌ

应减量并密切观察，血钾＞６．０ ｍｍｏｌ／Ｌ或ｅＧＦＲ＜２０

患者的死亡风险最高，无论是否伴心衰，启动地高
辛治疗与房颤患者的死亡率独立相关。

ｍ五应停用。螺内酯可引起男性乳房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

疼痛或乳房增生症（１０％），为可逆性。

五、伊伐布雷定

１．适应证：应用利尿剂、ＡＣＥＩ／ＡＲＢ／ＡＲＮＩ、Ｂ受
体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仍持续有症状的

伊伐布雷定通过特异性抑制心脏窦房结起搏

ＨＦｒＥＦ患者（１１ ａ，Ｂ）。

电流（，ｆ），减慢心率。ＳＨＩＦＴ研究【６９１显示伊伐布雷定
使心血管死亡和心衰恶化住院的相对风险降低

２．禁忌证：（１）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二度及以上
房室传导阻滞患者；（２）心肌梗死急性期（＜２４ ｈ），

１８％，患者左心室功能和生活质量均显著改善。

尤其是有进行性心肌缺血者；（３）预激综合征伴房

ＳＨＩＦＴ中国亚组分析显示联合伊伐布雷定平均治
疗１５个月，心血管死亡或心衰住院复合终点的风

颤或心房扑动；（４）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

险降低４４％１７川。

肾功能受损者、低体重患者可０．１２５ ｍｇ，１次／ｄ或隔
天１次，应监测地高辛血药浓度，建议维持在Ｏ．５～

１．适应证：ＮＹＨＡ心功能Ⅱ～Ⅳ级、ＬＶＥＦ～＜

３５％的窦性心律患者，合并以下情况之一可加用伊

３．应用方法：地高辛０．１２５。０．２５ ｍｇ／ｄ，老年、

０．９斗∥Ｌ。

伐布雷定：（１）已使用ＡＣＥｌ／ＡＲＢ／ＡＲＮＩ、Ｂ受体阻滞

４．不良反应：（１）心律失常：最常见为室性早

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Ｂ受体阻滞剂已达到目标
剂量或最大耐受剂量，心率仍／＞７０次／ｍｉｎ（１Ｉ ａ，Ｂ）；

搏，快速性房性心律失常伴有传导阻滞是洋地黄中

（２）心率／＞７０次／ｍｉｎ，对Ｂ受体阻滞剂禁忌或不能耐

状（视觉异常、定向力障碍）。不良反应常出现于地

受者（ＩＩａ，Ｃ）。

高辛血药浓度＞２．０ ｐ。ｇ／Ｌ时，也见于地高辛血药浓

２．禁忌证：（１）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窦房传导阻
滞、二度及以上房室传导阻滞、治疗前静息心率＜６０

毒的特征性表现；（２）胃肠道症状；（３）神经精神症

度较低时，如合并低钾血症、低镁血症、心肌缺血、
甲状腺功能减退。

次／ｍｉｎ；（２）血压＜９０／５０ ｍｍＨｇ；（３）急性失代偿性心

七、中医中药治疗

衰；（４）重度肝功能不全；（５）房颤＾心房扑动；（６）依

一项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由２３个

赖心房起搏。

中心参加，随机选取５１２例患者，研究共１２周，以

３．应用方法：起始剂量２．５ ｍｇ，２次／ｄ，治疗２周
后，根据静息心率调整剂量，每次剂量增加２．５ ｍｇ，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下降为主要评价指标，结果表明，
在标准治疗基础上联合应用中药芪苈强心胶囊，比

使患者的静息心率控制在６０次／ｍｉｎ左右，最大剂
起始剂量要小。对合用Ｂ受体阻滞剂、地高辛、胺

较对照组可显著降低慢性心衰患者的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水平，改善次要评价指标，即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心
血管复合终点事件（死亡、心脏骤停行心肺复苏、因

碘酮的患者应监测心率和ＱＴ间期，因低钾血症和

心衰入院、心衰恶化需要静脉用药、心衰恶化患者

心动过缓合并存在是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易感因

放弃治疗）、６ ｍｉｎ步行距离以及明尼苏达生活质

量７．５ ｍｇ，２次／ｄ。老年、伴有室内传导障碍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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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７４１。期待开展以病死率为主要终点的研究，以提

标剂量或最大耐受剂量。（２）患者接受上述治疗后

供令人信服的临床证据。中西医结合治疗需注意

应进行临床评估，根据相应的临床情况选择以下治

潜在的中西药间相互作用导致的不良反应。

疗：①若仍有症状，ｅＧＦＲ＞，３０

ｍｌ·ｍｉｎ一·１．７３

ｍ～、血

八、其他药物

钾＜５．０ ｍｍｏｌ／Ｌ，推荐加用醛固酮受体拈抗剂；

１．血管扩张药：对于无法使用ＡＣＥＩ／ＡＲＢ／ＡＲＮＩ

②若仍有症状，血压能耐受，建议用ＡＲＮＩ代替

的有症状ＨＦｒＥＦ患者，合用硝酸酯与肼屈嗪治疗可

ＡＣＥＩ／ＡＲＢ；③若Ｂ受体阻滞剂已达到目标剂量或

能有助于改善症状。

最大耐受剂量，窦性心率／＞７０次／ｍｉｎ，ＬＶＥＦ≤３５％，

２．能量代谢：心肌细胞能量代谢障碍在心衰的

可考虑加用伊伐布雷定；④若符合心脏再同步化治

发生和发展中发挥一定作用，有研究显示使用改

疗（ｃａｒｄｉａｃ

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药物，如曲美他嗪、辅酶ＱｌＯ、
辅酶Ｉ、左卡尼汀、磷酸肌酸等可以改善患者症状

复律除颤器（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ｅｒｔｅｒ ｄｅ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ｏｒ，
ＩＣＤ）的适应证，应予推荐。以上治疗方法可联合

和心脏功能，改善生活质量，但对远期预后的影响

使用，不分先后。（３）若患者仍持续有症状。可考虑

尚需进一步研究Ｐ５。７７１。

加用地高辛。（４）经以上治疗后病情进展至终末期

ｒ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ＲＴ）／植入式心脏

九、慢性ＨＦｒＥＦ的治疗流程

心衰的患者，根据病情选择心脏移植、姑息治疗、左

对初诊ＨＦｒＥＦ患者的治疗流程见图２。（１）对所

心室辅助装置的治疗。优化药物过程中应根据用

有新诊断的ＨＦｒＥＦ患者应尽早使用ＡＣＥＩ／ＡＲＢ和Ｂ

药指征（表８）合理选择药物及起始剂量，逐渐滴定

受体阻滞剂（除非有禁忌证或不能耐受），有淤血症

至各自的目标剂量或最大耐受剂量，以使患者最大

状和，或体征的心衰患者应先使用利尿剂以减轻液

获益，治疗中应注意监测患者症状、体征、肾功能和

体潴留。先用Ｂ受体阻滞剂和先用ＡＣＥＩ／ＡＲＢ并无

电解质等。

区别［７８１。当患者处于淤血状态时，ＡＣＥＩ／ＡＲＢ耐受

性更好；若患者无明显水肿而静息心率比较快时，

慢性ＨＦｒＥＦ患者的心脏植入型电子器械治疗

Ｂ受体阻滞剂耐受性会更好。部分ＨＦｒＥＦ患者可
同时给予小剂量Ｂ受体阻滞剂和ＡＣＥＩ／ＡＲＢ。两药

心衰患者的心脏植入型电子器械治疗主要包

合用后可交替和逐步增加剂量，分别达到各自的目

括２项内容：（１）ＣＲＴ，用于纠正心衰患者的心脏失

ＨＦｒＥＦ患者。ＮＹＨＡ心功能Ｉ～Ⅳ级
ＡＣＥＩ／ＡＲＢ＋ｐ受体阻滞剂
（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加至目标剂量或最大耐受剂量）
按需使用利尿剂

ＮＹＨＡ心功能Ⅱ～Ⅳ级

ＮＹＨＡ心功能Ⅱ～Ⅲ级

ｅＧＦＲ≥３０ ｍ卜ｒａｉｎ～·

ＬＶＥＦ。＜３５％，窦性

血压可耐受ｌ

ｌ窦性心律，静息心率≥

ＬＶＥＦ、＜３５％（预计

ｎｌ～，血钾＜５．０

心律，ＱＲＳ时限≥

ＡＣＥＩ／ＡＲＢ（收缩ｌ

生存１年以上，心肌

１３０ ｍｓ．ＬＢＢＢ

压＞９５ ｍｍＨｇ）

【７０次／ｍｉｎ，Ｇ受体阻滞
ｌ剂达最大耐受剂量

１．７３

ｍｍ０１／Ｌ

醛固酮受体拮抗剂ｌ

ＣＲＴ或ＣＲＴ—Ｄ

Ｉ停用ＡＣＥＩ／ＡＲＢ，换用ＡＲＮＩ

梗死后４０ｄ以上）

Ｉ伊伐布雷定Ｉ

ＩＣＤ

上述治疗方法可联合使用，治疗中持续再评估以调整方案和药物剂量

持续有症状，ＬＶＥＦ一＜４０％Ｉ
地高辛

Ｉ症状改善Ｉ

Ｉ难治性终末期心力衰竭，ＮＹＨＡ心功能Ⅲ～Ⅳ级
姑息治疗ｌ

ｌ心脏移植ｌ

ｌ左心室辅助装置

ＨＦｒＥＦ：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ＮＹＨＡ：纽约心脏协会，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Ｒ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ｅＧＦＲ
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ＬＶＥＦ：左心室射血分数，ＬＢＢＢ：左束支传导阻滞，ＣＲＴ：心脏再同步治疗，ＣＲＴ—Ｄ：具有心脏转复除颤功能的ＣＲＴ
ＡＲＮＩ：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ＩＣＤ：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图２慢性ＨＦｒＥＦ患者的治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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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慢性ＨＦｒＥＦ患者药物治疗推荐
药物

推荐类别证据水平

推荐

注：ＨＦｒＥＦ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ＡＣＥＩ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ＲＢ为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ＡＲＮＩ为血管紧张素受体脑
啡肽酶抑制剂，ＬＶＥＦ为左心室射血分数，ＮＹＨＡ为纽约心脏协会

同步以改善心衰；（２）ＩＣＤ治疗，用于心衰患者心脏

室导线植入失败患者；②ＣＲＴ术后无应答患者；

性猝死的一级或二级预防。

③药物控制心室率不理想的房颤伴心衰，且经导管

——、ＣＲＴ

消融失败或不适合房颤消融，需要房室结消融控制

１．适应证：充分的证据表明，心衰患者在药物

心室率的患者；④慢性房颤伴心衰，需要高比例心

优化治疗至少３个月后仍存在以下情况应该进行

室起搏（＞４０％）的患者。ＨＢＰ尚处于起步阶段，需

ＣＲＴ治疗，以改善症状及降低病死率眇８０ｌ：（１）窦性

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其近期及远期疗效，尤其
是对生存率的影响。

心律，ＱＲＳ时限Ｉ＞１５０ ｍｓ，左束支传导阻滞（１ｅｆｔ
ｂｕｎｄｌｅ ｂｒａｎｃｈ

ｂｌｏｃｋ，ＬＢＢＢ），ＬＶＥＦ、＜３５％的症状性心

衰患者（Ｉ，Ａ）；（２）窦性心律，ＱＲＳ时限ｉ＞１５０ ｍｓ，非
ＬＢＢＢ，ＬＶＥＦ。＜３５％的症状性心衰患者（ＩＩ ａ，Ｂ）；

二、ＩＣＤ

心衰患者植入ＩＣＤ适应证１８６ｌ：（１）二级预防：慢
性心衰伴低ＬＶＥＦ，曾有心脏停搏、心室颤动（室颤）

（３）窦性心律，ＱＲＳ时限１３０。１４９ ｍｓ。ＬＢＢＢ，ＬＶＥＦ、＜
３５％的症状性心衰患者（Ｉ，Ｂ）；（４）窦性心律，

或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室性心动过速（室速）

ｍｓ＜、ＱＲＳ时限＜１５０ ｍｓ，非ＬＢＢＢ，ＬＶＥＦ、＜３５％的

症状性心衰患者（ＩＩ ｂ，Ｂ）；（５）需要高比例（＞４０％）

药物治疗至少３个月，心肌梗死后至少４０ ｄ及血运
重建至少９０ ｄ，预期生存期＞１年：ＬＶＥＦ、＜３５％，

心室起搏的ＨＦｒＥＦ患者（Ｉ，Ａ）；（６）对于ＱＲＳ时限≥
１３０ ｍｓ。ＬＶＥＦ。＜３５％的房颤患者，如果心室率难控

ＮＹＨＡ心功能Ⅱ或Ⅲ级，推荐ＩＣＤ植入，减少心脏
性猝死和总死亡率（Ｉ，Ａ）；ＬＶＥＦ＜。３０％，ＮＹＨＡ心

制，为确保双心室起搏可行房室结消融（ＩＩ ａ，Ｂ）；

功能Ｉ级，推荐植人ＩＣＤ，减少心脏性猝死和总死

（７）已植入起搏器或ＩＣＤ的ＨＦｒＥＦ患者，心功能恶化

亡率（Ｉ，Ａ）。②非缺血性心衰患者，优化药物治

伴高比例右心室起搏，可考虑升级到ＣＲＴ（ＩＩ ｂ，Ｂ）。
２．ＣＲＴ方法选择：（１）双心室起搏：是纠正室间

疗至少３个月，预期生存期＞１年：ＬＶＥＦ。＜３５％，
ＮＹＨＡ心功能Ⅱ或Ⅲ级，推荐植入ＩＣＤ，减少心脏性

及室内不同步的经典方法。在此基础上，对房室间

猝死和总死亡率（Ｉ，Ａ）；ＬＶＥＦ＜、３５％，ＮＹＨＡ心功

期正常的ＬＢＢＢ患者，进行优化的单左心室起搏，

能Ｉ级，可考虑植人ＩＣＤ（ＩＩｂ，Ｂ）。

１３０

（Ｉ，Ａ）。（２）一级预防：①缺血性心脏病患者，优化

可能提高ＣＲＴ应答率。此外，有研究显示左心室多
部位起搏较左心室单部位起搏临床效果更好，尤其
适用于常规双心室起搏治疗无效或效果不佳者【８ＩＩ。
（２）希氏束起搏（Ｈｉｓ ｂｕｎｄｌｅ ｐａｃｉｎｇ，ＨＢＰ）：如果通过
ＨＢＰ能成功纠正希氏浦肯野系统传导病变（尤其是
ＬＢＢＢ），理论上比双心室起搏更符合生理性啡２１。随
着植入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ＨＢＰ的成功率，拓
展了ＨＢＰ的应用，主要适合以下患者１８３－８５】：①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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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ＨＦｐＥＦ和ＨＦｍｒＥＦ的治疗
ＨＦｐＥＦ患者的治疗主要针对症状、心血管基础
疾病和合并症、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采取综合性
治疗手段。ＨＦｐＥＦ和ＨＦｍｒＥＦ的诊断（诊断标准见
表１）和评估见心衰的诊断和临床评估部分，在诊
断不明确时可进行负荷超声心动图或有创检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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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左心室充盈压是否升高。临床研究未能证实

ＨＦｐＥＦ之间。ＨＦｍｒＥＦ中缺血性心脏病的患者比

ＡＣＥＩ／ＡＲＢ、１３受体阻滞剂能改善ＨＦｐＥＦ患者的预
后和降低病死率。因基础心血管疾病（如房颤、高

例与ＨＦｒＥＦ相似，明显高于ＨＦｐＥＦ患者ｌ州。部分

血压、冠心病、肺动脉高压）以及合并症（如糖尿病、

展到ＨＦｒＥＦ的患者预后比那些保持在ＨＦｍｒＥＦ或

慢性。肾脏病等）的不同，ＨＦｐＥＦ患者的病理生理机

转变为ＨＦｐＥＦ的患者更差｝９５１。对一些随机对照试
验的回顾性分析以及荟萃分析表明，ＡＣＥＩ／ＡＲＢ、Ｂ

制差异很大卿Ｉ。非心血管疾病也是ＨＦｐＥＦ患者死
亡和住院的原因。故建议对ＨＦｐＥＦ和ＨＦｍｒＥＦ患
者进行心血管疾病和非心血管疾病合并症的筛查

ＨＦｍｒＥＦ可转变为ＨＦｐＥＦ或ＨＦｒＥＦ，从ＨＦｍｒＥＦ进

受体阻滞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能改善ＨＦｍｒＥＦ
患者的预后１９６－９８ｌ。

及评估，并给予相应的治疗，以改善症状及预后
急性心衰

（Ｉ，ｃ）。合并症的治疗见心衰常见合并症的处理
部分。
一、利尿剂

急性心衰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急性临床综合

有液体潴留的ＨＦｐＥＦ和ＨＦｍｒＥＦ患者应使用
利尿剂（Ｉ，Ｂ），利尿剂使用方法见ＨＦｒＥＦ的药物

征，心衰症状和体征迅速发生或急性加重，伴有血
浆利钠肽水平升高，常危及生命，需立即进行医疗

治疗中利尿剂部分。

干预，通常需要紧急人院。急性心衰是年龄＞６５岁

二、基础疾病及合并症的治疗

患者住院的主要原因，其中１５％～２０％为新发心

１．高血压：是最重要和最常见的ＨＦｐＥＦ的病
因，有效控制血压可降低因心衰住院、心血管事件

衰，大部分则为原有慢性心衰的急性加重，即急性

及死亡率。按照目前高血压指南…４扪，将血压控制

３％，６个月的再住院率约５０％，５年病死率高达

在１３０／８０ ｍｍＨｇ以下（Ｉ，ｃ）。降压药物推荐优选

６０％。急性心衰分为急性左心衰竭和急性右心衰

ＡＣＥＩ／ＡＲＢ、Ｂ受体阻滞剂（ＩＩ ａ，Ｃ）。存在容量负荷

竭，前者最常见，属本部分重点讨论范畴。

过重的患者首选利尿剂。

失代偿性心衰。急性心衰预后很差，住院病死率为

一、急性心衰的病因和诱因
对于急性心衰患者，应积极查找病因（表２）和

２．冠心病：合并冠心病的ＨＦｐＥＦ患者应按冠心
病相关指南进行治疗［８８Ｉ，经规范的药物治疗后仍有

诱因。新发心衰的常见病因为急性心肌坏死和／或

心绞痛症状或存在心肌缺血，应考虑行冠状动脉血

损伤（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重症心肌炎等）和急

运重建术（ＩＩ ａ，Ｃ）。冠心病治疗见心衰常见合并症

的处理中冠心病部分。

性血流动力学障碍（如急性瓣膜关闭不全、高血压
危象、心包压塞）。慢性心衰急性失代偿常有一个

３．房颤：合并房颤的ＨＦｐＥＦ患者根据相关指南
进行治疗可改善心衰症状１８９－９０Ｉ（１１ ａ，Ｃ）。房颤的治

或多个诱因，如血压显著升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心律失常、感染、治疗依从性差、急性肺栓塞、贫

疗见心衰常见合并症处理中房颤部分。

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急性加重、围手术

４．其他：积极治疗糖尿病和控制血糖，肥胖者
要减轻体重１４７－４９Ｉ。糖尿病的治疗见心衰常见合并症
的处理中糖尿病部分。
三、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期、肾功能恶化、甲状腺功能异常、药物（如非甾体
类抗炎剂、皮质激素、负性肌力药物）等。
二、急性心衰的诊断和评估

ＴＯＰＣＡＴ研究１９１－９２１亚组分析提示螺内酯可降低

应根据基础心血管疾病、诱因、临床表现（病
史、症状和体征）以及各种检查（心电图、胸片、超声

ＨＦｐＥＦ患者因心衰住院风险。对ＬＶＥＦ一＞４５％，ＢＮＰ

心动图、利钠肽）作出急性心衰的诊断，并评估严重

升高或１年内因心衰住院的ＨＦｐＥＦ患者，可考虑使
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以降低住院风险（ＩＩ ｂ，Ｂ）。

程度、分型和预后。

四、ＨＦｍｒＥＦ的治疗
ＨＦｍｒＥＦ占心衰患者的１０％一２０％，ＨＦｍｒＥＦ与
ＨＦｐＥＦ的临床表型不尽相同【９３】，目前关于其临床特
点、病理生理、治疗与预后的临床证据有限。初步
研究显示，ＨＦｍｒＥＦ在病因学、临床特点、影像学表
现、合并症、治疗及预后等方面介于ＨＦｒＥ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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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表现

急性心衰的临床表现是以肺淤血、体循环淤血
以及组织器官低灌注为特征的各种症状及体征。
１．病史、症状及体征：大多数患者既往有心血
管疾病及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表２，３）。原心功能
正常患者出现原因不明的疲乏或运动耐力明显减
低，以及心率增加１５～２０次／ｒａｉｎ，可能是左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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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的最早期征兆。呼吸困难是最主要的表现，根

质水肿的征象。

据病情的严重程度表现为劳力性呼吸困难、夜间阵

３．动脉血气分析：血气分析视临床情况而定，

发性呼吸困难、端坐呼吸等。查体可发现心脏增

不能通过指脉氧仪监测氧合情况、需要明确酸碱状

大、舒张早期或中期奔马律、Ｐ，亢进、肺部干湿哕
音、体循环淤血体征（颈静脉充盈、肝颈静脉回流征

态和动脉ＣＯ，分压（ＰａＣＯ，）情况时可进行检测，尤
其是伴有急性肺水肿或有ＣＯＰＤ者。心原性休克

阳性、下肢和骶部水肿、肝肿大、腹腔积液）。
２．急性肺水肿：突发严重呼吸困难、端坐呼

患者应行动脉血气分析（１１ ａ，Ｃ）。
（四）监测

吸、烦躁不安，并有恐惧感，呼吸频率可达３０～５０

１．无创监测：急性心衰患者需严密监测血压、

次／ｍｉｎ，咳嗽并咯出粉红色泡沫痰，心率快，心尖部

心率、心律、呼吸频率、ＳｐＯ，（Ｉ，ｃ），监测出入量及
每日体重（Ｉ，ｃ），每日评估心衰症状和体征变化

常可闻及奔马律，两肺满布湿哕音和哮鸣音。
３．心原性休克：在血容量充足的情况下存在低

（Ｉ，ｃ）。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及用药情况决定肝

血压（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伴有组织低灌注的表现

肾功能和电解质监测频率。出院前可检测利钠肽

『尿量＜０．５ ｍ卜ｋｇ～·ｈ～、四肢湿冷、意识状态改变、血

水平以评估预后。

乳酸＞２ ｍｍｏｌ／Ｌ、代谢性酸中毒（ｐＨ值＜７．３５）］【９９】。

２．血流动力学监测：血流动力学监测分为无创

（二）急性心衰的初始评估

性和有创性两类。有创性血流动力学监测包括动

１．院前急救阶段：尽早进行无创监测，包括经

脉内血压监测、肺动脉导管、脉搏波指示连续心排
量等，主要适用于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病情严

皮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ｐＯ，）、血压、呼吸及连续心电

监测。若ＳｐＯ，＜９０％，给予常规氧疗。呼吸窘迫者
可给予无创通气。根据血压和／或淤血程度决定应

重且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１）患者存在呼吸窘

用血管扩张药和成利尿剂。尽快转运至最近的大中

（Ｉ，Ｃ）；（２）急性心衰患者经治疗后仍持续有症

型医院（具备心脏专科＾心脏监护室／重症监护室）。

状，并伴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容量状态、灌注或肺血

２．急诊室阶段：到达急诊室时，应及时启动查
体、检查和治疗。应尽快明确循环呼吸是否稳定，

管阻力情况不明，持续低血压，肾功能进行性恶化，
需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考虑机械辅助循环或心

必要时进行循环和／或呼吸支持。迅速识别出需要

脏移植（１１ ａ，Ｃ）。

紧急处理的临床情况，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高
血压急症、严重心律失常、心脏急性机械并发症、急
性肺栓塞，尽早给予相应处理。

迫或低灌注，但临床上不能判断心内充盈压力情况

（五）急性心衰的分型和分级
根据是否存在淤血（分为“湿”和“干”）和外周
组织低灌注情况（分为“暖”和“冷”）的临床表现，可

（三）辅助检查

将急性心衰患者分为４型：“干暖”“干冷”“湿暖”和

１．心电图、胸片和实验室检查：所有患者均需急

“湿冷”，其中“湿暖”型最常见【ｌｏｌｌ。大多数急性心衰

查心电图、胸片、利钠肽水平、肌钙蛋白、尿素氮（或
尿素）、肌酐、电解质、血糖、全血细胞计数、肝功能检

患者表现为收缩压正常或升高（＞１４０ ｍｍＨｇ，高血

查、促甲状腺激素、Ｄ一二聚体（Ｉ，ｃ）。利钠肽有助

压低（＜９０ ｍｍＨｇ，低血压性急性心衰）。低血压性

于急性心衰诊断和鉴别诊断（Ｉ，Ａ）。所有急性呼
吸困难和疑诊急性心衰患者均推荐检测血浆利钠肽

急性心衰患者预后差，尤其是同时存在低灌注时。

水平（详见心衰的诊断和评估中生物标志物部分）。
血清中ｃＴｎ水平可持续升高，为急性心衰的危险分
层提供信息，有助于评估其严重程度和预后（详见心

压性急性心衰），只有少数（５％～８％）表现为收缩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并发急性心衰时推荐应用Ｋｉｌｌｉｐ
分级，因其与患者的近期病死率相关。
三、急性心衰的治疗

急性心衰治疗目标：稳定血流动力学状态，纠

衰的诊断和评估中生物标志物部分）㈣】。怀疑并存

正低氧，维护脏器灌注和功能；纠正急性心衰的病

感染的患者，可检测降钙素原水平指导抗生素治疗。
２．超声心动图和肺部超声：对血流动力学不稳

因和诱因，预防血栓栓塞；改善急性心衰症状；避免

定的急性心衰患者，推荐立即进行超声一ｔｂ动图检

查；对心脏结构和功能不明或临床怀疑自既往检查

急性心衰复发；改善生活质量，改善远期预后。治
疗原则为减轻心脏前后负荷、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
功能、积极治疗诱因和病因。

以来可能有变化的患者，推荐在４８ ｈ内进行超声心

（一）治疗流程

动图检查（Ｉ，Ｃ）。床旁胸部超声检查可发现肺间

急性心衰危及生命，对疑诊急性心衰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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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量缩短确立诊断及开始治疗的时问，在完善检

为主要表现，首选血管扩张药，其次为利尿剂；后者

查的同时即应开始药物和非药物治疗。在急性心

由液体潴留引起，淤血为主要表现，首选利尿剂，

衰的早期阶段，如果患者存在心原性休克或呼吸衰

其次为血管扩张药，如利尿剂抵抗可行超滤治疗。

竭，需尽早提供循环支持和／或通气支持。应迅速

（４）“湿冷”：最危重的状态，提示机体容量负荷重且

识别威胁生命的临床情况（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外周组织灌注差，如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则给予血管
扩张药、利尿剂，若治疗效果欠佳可考虑使用正性

高血压急症、心律失常、急性机械并发症、急性肺栓
塞），并给予相关指南推荐的针对性治疗。在急性
心衰的早期阶段，应根据临床评估（如是否存在淤

肌力药物；如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则首选正性肌力药
物，若无效可考虑使用血管收缩药，当低灌注纠正

血和低灌注），选择最优化的治疗策略。急性心衰

后再使用利尿剂。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患者，可行

早期治疗流程见图３。

机械循环支持治疗。
（－－）容量管理

１．一般处理：（１）调整体位：静息时呼吸困难明
显者，应半卧位或端坐位，双腿下垂以减少回心血

肺淤血、体循环淤血及水肿明显者应严格限制

量，降低心脏前负荷。（２）吸氧：无低氧血症的患者

饮水量和静脉输液速度。无明显低血容量因素（如

不应常规吸氧。当ＳｐＯ，＜９０％或动脉血氧分压

大出血、严重脱水、大汗淋漓等）者，每天摄人液体

（ＰａＯ，）＜６０ ｍｍＨｇ时应给予氧疗，使患者ＳｐＯ，／＞９５％

量一般宜在１

（伴ＣＯＰＤ者ＳｐＯ，＞９０％）（Ｉ，Ｃ）。方式：①鼻导管
吸氧：低氧流量（１～２ Ｌ／ｍｉｎ）开始，若无ＣＯ，潴留，

持每天出人量负平衡约５００ ｍｌ，严重肺水肿者水负

可采用高流量给氧（６～８ Ｕｍｉｎ）；②面罩吸氧：适用

ｍｌ／ｄ，以减少水钠潴留，缓解症状。３。５ ｄ后，如肺

于伴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３）镇静：阿片类药物如

淤血、水肿明显消退，应减少水负平衡量，逐渐过渡

吗啡可缓解焦虑和呼吸困难（ＩＩ ｂ，Ｂ），急性肺水肿

到出入量大体平衡。在负平衡下应注意防止发生

患者可谨慎使用。应密切观察疗效和呼吸抑制的

低血容量、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等。同时限制钠摄

不良反应。伴明显和持续低血压、休克、意识障碍、

人＜２∥ｄ。

平衡为１

５００

ｍｌ以内，不要超过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

ｍｌ／ｄ，甚至可达３

０００

ｍｌ。保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ＣＯＰＤ等患者禁忌使用。苯二氮革类药物是较为

（三）药物治疗

安全的抗焦虑和镇静剂。

１．利尿剂（Ｉ，Ｂ）：有液体潴留证据的急性心衰

状态和外周组织灌注尚可，只要调整口服药物即

患者均应使用利尿剂。首选静脉襻利尿剂，如呋噻
米、托拉塞米、布美他尼，应及早应用。既往没有接
受过利尿剂治疗的患者，宜先静脉注射呋噻米

可。（２）“干冷”：机体处于低血容量状态、出现外周

２０～４０

２．根据急性心衰临床分型确定治疗方案，同时
治疗心衰病因：（１）“干暖”：最轻的状态，机体容量

组织低灌注，首先适当扩容，如低灌注仍无法纠正
可给予正性肌力药物。（３）“湿暖”：分为血管型和心

ｍｇ（或等剂量其他襻利尿剂）。如果平时使
用襻利尿剂治疗，最初静脉剂量应等于或超过长期
每日所用剂量。需监测患者症状、尿量、肾功能和

脏型两种，前者由液体血管内再分布引起，高血压

电解质。可选择推注或持续静脉输注的方式，根据
患者症状和临床状态调整剂量和疗

急性心力衰竭

程。有低灌注表现的患者应在纠正
调整体位、吸氧、镇静ｌ

后再使用利尿剂。利尿剂反应不佳

维持循环和呼吸功能ｌ

或抵抗的处理【１０２］：（１）增加襻利尿剂
剂量；（２）静脉推注联合持续静脉滴
注：静脉持续和多次应用可避免因

ｌ干暖Ｉ

ｌ干冷ｌ

，

丫

ｌ湿暖ｌ
’

麟别麓嚣ｌ
服药物｜Ｉ肌力药物ｌ

ｌ。血墨善凳主，Ｉ

ｌ湿冷ｌ

Ｉ。淼）１忡压Ｉ Ｉ血压正常
ｌ…一”。
童！一

ｌ（血压高为主）Ｉ ｌ（淤血为主）ｌ

器蒹第张药ｌｌ篓黧蓁ｉ尿

ｒ…一Ｉ

为襻利尿剂浓度下降引起的钠水
重吸收；（３）２种及以上利尿剂联合

使用，如在襻利尿剂基础上加噻嗪

正性肌力药物
血管收缩药

ｌ【血管扩张药

类利尿剂，也可加用血管加压素Ｖ，

ｌｌ利尿剂
利尿剂（低灌注纠正后）ｌｌ正陛．朋力药物

受体拮抗剂（详见慢性ＨＦｒＥＦ的药

机械循环支持

｜

物治疗中的利尿剂部分）；（４）应用

图３急性左心衰竭治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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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肾血流的药物，如小剂量多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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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或重组人利钠肽，改善利尿效果和肾功能、提高

生正性肌力作用，正在应用Ｂ受体阻滞剂的患者不

肾灌注，但益处不明确¨０３１（Ⅱｂ，Ｂ）；（５）纠正低血

推荐应用多巴酚丁胺和多巴胺。磷酸二酯酶抑制

压、低氧血症、代谢性酸中毒、低钠血症、低蛋白血

剂通过抑制环磷酸腺苷（ｃｙｃｌｉｃ

症、感染等，尤其注意纠正低血容量；（６）超滤治疗。
２．血管扩张药（１Ｉ ａ，Ｂ）：收缩压是评估患者是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ＡＭＰ）降解，升高细胞内ｃＡＭＰ浓
度，增强心肌收缩力，同时有直接扩张血管的作用，

否适宜应用此类药物的重要指标。收缩压＞９０

主要药物为米力农。左西孟旦是钙增敏剂，与心肌

ｍｍＨｇ的患者可使用，尤其适用于伴有高血压的急
性心衰患者；收缩压＜９０ ｍｍＨｇ或症状性低血压患

肌钙蛋白Ｃ结合产生正性肌力作用，不影响心室舒

者，禁忌使用。有明显二尖瓣或主动脉瓣狭窄的患

急性心衰患者应用正性肌力药物注意事项：

者应慎用。ＨＦｐＥＦ患者因对容量更加敏感，使用血
管扩张药应谨慎。应用过程中需密切监测血压，根

（１）血压降低伴低心输出量或低灌注时应尽早使
用，而当器官灌注恢复和／或淤血减轻时则应尽快

据血压情况调整合适的维持剂量（表９）。

停用；（２）药物的剂量和静脉滴注速度应根据患者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张，还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硝酸酯类药物（１Ｉ ａ，Ｂ）：适用于急性心衰合并

的临床反应作调整，强调个体化治疗；（３）常见不良

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缺血、二尖瓣反流的患者。紧

反应有低血压、心动过速、心律失常等，用药期间应

急时亦可选择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硝酸酯类药物

持续心电、血压监测；（４）血压正常、无器官和组织

持续应用可能发生耐药。

灌注不足的急性心衰患者不宜使用；（５）因低血容
量或其他可纠正因素导致的低血压患者，需先去除

硝普钠（１Ｉ ｂ，Ｂ）：适用于严重心衰、后负荷增

加以及伴肺淤血或肺水肿的患者，特别是高血压危

这些因素再权衡使用。

象、急性主动脉瓣反流、急性二尖瓣反流和急性室
间隔穿孑Ｌ合并急性心衰等需快速减轻后负荷的疾

血管作用的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适

病ｍ１。硝普钠（使用不应超过７２ ｈ）停药应逐渐减

用于应用正性肌力药物后仍出现心原性休克或合

量，并加用口服血管扩张药，以避免反跳现象。
重组人利钠肽（ＩＩ ａ，Ｂ）：重组人利钠肽通过扩

并明显低血压状态的患者，升高血压，维持重要脏

张静脉和动脉（包括冠状动脉），降低前、后负荷；同

疗组心原性休克患者２８ ｄ病死率和心律失常发生

时具有一定的促进钠排泄、利尿及抑制肾素一血管

率均明显低于多巴胺治疗组。心原性休克时首选

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该药

去甲肾上腺素维持收缩压（１Ｔ ｂ，Ｂ）。血管收缩药

对于急性心衰患者安全，可明显改善患者血流动力

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和其他器官损害，用

学和呼吸困难的相关症状［１０５１。

药过程中应密切监测血压、心律、心率、血流动力学

乌拉地尔：为仅受体阻滞剂，可有效降低血管
阻力，增加心输出量，可用于高血压合并急性心衰、
主动脉夹层合并急性心衰的患者。

４．血管收缩药（１１ｂ，Ｂ）：对外周动脉有显著缩

器的灌注。ＳＯＡＰ

ＩＩ研究㈣显示，去甲肾上腺素治

和临床状态变化，当器官灌注恢复和，或循环淤血
减轻时应尽快停用。

３．正性肌力药物（Ⅱｂ，Ｃ）：适用于低血压（收缩

５．洋地黄类药物（ＩＩ ａ，Ｃ）：可轻度增加心输出
量、降低左心室充盈压和改善症状。主要适应证是

压＜９０ ｍｍＨｇ）和／或组织器官低灌注的患者。短期

房颤伴快速心室率（＞１ １０次／ｍｉｎ）的急性心衰患者。

静脉应用正性肌力药物可增加心输出量，升高血

使用剂量为西地兰Ｏ．２—０．４ ｍｇ缓慢静脉注射，２～
４ ｈ后可再用０．２ ｍｇ。急性心肌梗死后２４ ｈ内应尽

压，缓解组织低灌注，维持重要脏器的功能”０６Ｉ，常用
药物种类和用法见表１０。
多巴酚丁胺和多巴胺通过兴奋心脏Ｂ。受体产

量避免使用。

６．抗凝治疗（Ｉ，Ｂ）：抗凝治疗（如低分子肝素）

表９急性心力衰竭常用血管扩张药及其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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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急性心力衰竭常用正性肌力药物、血管收缩药及其剂量
药物

剂量

剂量调整与疗程

Ｂ肾上腺素能激动剂
多巴胺

＜３ ｉｚｇ·ｋｇ。１·ｍｉｎ～：激动多巴胺受体，扩张肾动脉
３～５斗ｇ·ｋｇ～·ｒａｉｎ～：激动心脏Ｂ，受体，正性肌力作用

小剂量起始，根据病情逐渐调节，最大剂量为２０斗ｇ·
ｋｇ～·ｍｉｎ～，＞１０Ｉｘｇ·ｋｇ“·ｍｉｌｌ－１外周血管收缩明显，

增加脏器缺血风险

＞５斗ｇ：ｋ矿·ｒａｉｎ～：激动心脏Ｂ，受体、外周血管ｄ受体
多巴酚丁胺

２．５～１０斗ｇ·ｋｇ～·ｍｉｎ。维持

一般持续用药时间不超过３～７

负荷量２５～７５卜ｓ／ｋｓ静脉注射（＞１０ｍｉｎ），继以Ｏ．３７５～０．７５
斗ｇ·ｋｇ～·ｒａｉｎ－Ｉ静脉点滴维持

一般用药时间为３～５

负荷量６～１２斗ｇ，ｂ静脉注射（＞１０ ｍｉｎ），继以０．０５～０．２

低血压时不推荐予以负荷剂量

ｄ

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米力农

ｄ

钙离子增敏剂
左西孟旦

斗ｇ·ｋｇ“·ｍｉｎ“静脉点滴维持２４ｈ
血管收缩药
去甲肾上腺素

０．２～１．０

肾上腺素

复苏时首先ｌ ｍｇ静脉注射，效果不佳时可每３～５ ｍｉｎ重复静脉
注射用药，每次１～２ ｍｇ，总剂量通常不超过１０ ｍｇ

Ｐｇ·ｋｇ＋ｒａｉｎ“静脉点滴维持

建议用于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发生风险较高且无
抗凝治疗禁忌证的患者。

ｍｍＨｇ和酸中毒（ｐＨ值＜７．３５），
经无创通气治疗不能改善者（Ｉ，ｃ）。

７．改善预后的药物（Ｉ，ｃ）：慢性ＨＦｒＥＦ患者出
现失代偿和心衰恶化，如无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禁

３．肾脏替代治疗：高容量负荷如肺水肿或严重
外周水肿，且存在利尿剂抵抗的患者可考虑超滤治

忌证，可继续原有的优化药物治疗方案，包括１３受
体阻滞剂、ＡＣＥＩ／ＡＲＢ／ＡＲＮＩ、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可

疗…０１（Ⅱａ，Ｂ）。难治性容量负荷过重合并以下情

根据病情适当调整用量。但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收

然少尿；血钾＞６．５ ｍｍｏｌ／Ｌ；ｐＨ值＜７．２；血尿素氮＞２５
ｍｍｏｌ／Ｌ，血肌酐＞３００ ｍｍｏｌ／Ｌ。肾脏替代治疗可能

缩压＜８５ｍｍＨｇ，心率＜５０次／ｍｉｎ），血钾＞５．５ｍｍｏ｜几
或严重肾功能不全时应停用。Ｂ受体阻滞剂在急

ｍｍＨｇ）、ＰａＣ０２＞５０

况时可考虑肾脏替代治疗（１１ ａ，Ｃ）：液体复苏后仍

造成与体外循环相关的不良反应，如生物不相容、

性心衰患者中可继续使用，但并发心原性休克时应

出血、凝血、血管通路相关并发症、感染、机械相关

停用。对于新发心衰患者，在血流动力学稳定后，

并发症等。应避免造成新的内环境紊乱。

应给予改善心衰预后的药物。
（四）非药物治疗

４．机械循环辅助装置（１１ ａ，Ｂ）：对于药物治疗
无效的急性心衰或心原性休克患者，可短期（数天

１．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ｉｎｔｒａ．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ｎ

ｐｕｍｐ，

至数周）应用机械循环辅助治疗，包括经皮心室辅

ＩＡＢＰ）：可有效改善心肌灌注，降低心肌耗氧量，增

助装置、体外生命支持装置（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加心输出量【１０８Ｉ。适应证（Ｉ，Ｂ）：（１）急性心肌梗死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ＣＬＳ）和体外膜肺氧合装置（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或严重心肌缺血并发心原性休克，且不能由药物纠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正；（２）伴血流动力学障碍的严重冠心病（如急性心

ＥＣＭＯ可作为急重症心衰或心原性休克的过渡治

肌梗死伴机械并发症）；（３）心肌缺血或急性重症心
肌炎伴顽固性肺水肿；（４）作为左心室辅助装置

疗，以便进一步评估是否需要接受心脏移植或长期

（１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ｓｓｉ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ＬＶＡＤ）或心脏移植前

的过渡治疗。

ｌｉｆ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ＥＣＭＯ）”１１】。其中ＥＣＬＳ或

机械循环辅助治疗…２１。
（五）心原性休克的监测与治疗
对心原性休克患者应迅速进行评估和治疗，治

２．机械通气：（１）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有呼吸

疗目标是增加心输出量和血压，改善重要脏器的灌

窘迫者（呼吸频率＞２５ ７Ｉｊｒ．／ｍｉｎ，ＳｐＯ，＜９０％）应尽快给
予无创通气㈣１（１１ ａ，Ｂ）。可采用持续气道正压通

注。具体如下：对所有疑似心原性休克的患者立即

气和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两种模式。无创通气不

转移至有条件（有心脏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可进行
心导管治疗、机械循环辅助装置治疗）的医疗机构

仅可减轻症状，而且可降低气管内插管的概率。无

行心电图、超声心动图检查（Ｉ，ｃ）；应迅速将患者

（Ｉ，ｃ）；积极寻找病因，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引

创正压通气可使血压下降，使用时应监测血压，低
血压患者需谨慎使用。（２）气道插管和人工机械通

起，推荐行急诊冠状动脉造影，争取行冠状动脉

气：适用于呼吸衰竭导致低氧血症（ＰａＯ：＜６０

血运重建【５９】（Ｉ，Ｃ）；给予持续的心电和血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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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推荐进行动脉内血压监测（ＩＩ ａ，Ｃ）。治疗

四、心脏机械辅助治疗和外科治疗

主要包括容量复苏与管理、正性肌力药物和血管收

１．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衰的有效治疗方法，

缩药（见急性心衰治疗的药物治疗部分），应持续监

主要适用于严重心功能损害而无其他治疗方法的

测脏器灌注和血流动力学，及时调整治疗。补液应

重度心衰患者”１４Ｉ（Ｉ，ｃ）。

严格掌握补液量及速度，在血流动力学监测指导下

２．ＬＶＡＤ：主要用于心脏移植前的过渡治疗和

更好。如果患者无明显容量负荷过重的表现，应快
速补液（生理盐水或乳酸林格液，＞２００ ｍｌ／１５。

部分严重心衰患者的替代治疗…５ｌ（ＩＩ ａ，Ｂ）。
适应证：优化内科治疗后仍有严重症状＞２个

ｍｉｎ）。对于难治性心原性休克患者，应根据年

月，且至少包括以下１项者：（１）ＬＶＥＦ＜２５％且峰值

龄、合并症及神经系统功能综合考虑是否进行短期

摄氧量＜１２ ｍｌ·ｋｇ～·ｍｉｎ一；（２）近１２个月内无明显
诱因，因心衰住院／＞３次；（３）依赖静脉正性肌力药

３０

机械循环辅助治疗（１１ｂ，Ｃ）。
（六）急性心衰稳定后的后续处理

物治疗；（４）因灌注下降而非左心室充盈压不足

患者病情稳定后仍需要监测，每天评估心衰相
关症状、容量负荷、治疗的不良反应。根据心衰的

（肺毛细血管楔压＞１２０ ｍｍＨｇ，且收缩压≤８０～９０
ｍｍＨｇ或心脏指数≤２ Ｌ·ｍｉｎ～·ｍ之）导致的进行性肾

病因、诱因、合并症，调整治疗方案。应注意避免再
次诱发急性心衰，对各种可能的诱因要及早控制。

功能和／或肝功能恶化；（５）无严重的右心衰竭和重
度三尖瓣反流。

对于伴基础心脏病变的急性心衰患者，应针对原发

对合并右心室衰竭的患者，应考虑双心室辅助

疾病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对于慢性

装置（ＢｉＶＡＤ），此类患者预后较差，不如仅需植人

心衰失代偿的患者，应恢复或启动慢性心衰的治疗
方案，评估有无器械治疗的适应证，制定随访计划。

ＬＶＡＤ的患者”１

６１。

右心衰竭
难治性终末期心衰的治疗
一、定义

经优化内科治疗后，严重的心衰症状仍持续存
在或进展，常伴有心原性恶病质，且需反复长期住

右心衰竭是指任何原因导致的以右心室收缩
和／或舒张功能障碍为主，不足以提供机体所需心

院，死亡率高，即为难治性心衰的终末阶段…。诊

输出量时出现的临床综合征。其病因包括伴有右

断难治性终末期心衰须谨慎，应排查有无其他参与

心室受累的原发性心肌病、右心室心肌缺血和梗

因素，以及是否已经恰当使用了各种治疗措施。其
治疗应注意以下４点。

死、各种引起右心室容量负荷增加的疾病（先天性
心脏病、瓣膜性心脏病）以及压力负荷增加的疾病

一、控制液体潴留

（左心疾病在内的各种原因引起的肺动脉高压、肺

难治性终末期心衰患者通常有明显的水钠潴

动脉瓣狭窄）｜１１７１。根据发生和发展过程，分为急性

留和电解质紊乱，容易合并利尿剂抵抗。推荐治疗
措施：（１）合理控制２４ ｈ液体出入量，保持出量多于

和慢性右心衰竭。慢性右心衰竭是肺动脉高压患
者的主要死因。急性右心衰竭常伴有血流动力学

人量５００～１５００ ｍｌ（Ｉ，Ｃ）；（２）纠正低钠、低钾血症，

不稳定，并且是大面积肺栓塞、右心室心肌梗死和

选择利尿剂或联合使用托伐普坦治疗；（３）床旁超
滤治疗，以减轻液体潴留（Ⅱａ，Ｂ）。

心脏手术后休克患者的主要死因。心衰患者中，右
心室功能障碍是死亡率升高的独立预测因素…８Ｉ。

二、神经内分泌抑制剂的应用

二、诊断

患者对ＡＣＥＩ／ＡＲＢ和１３受体阻滞剂耐受性差，

右心衰竭诊断标准：（１）存在可能导致右心衰

一旦液体潴留缓解，ＡＣＥＩ／ＡＲＢ和ｐ受体阻滞剂从

竭的病因。（２）存在右心衰竭的症状和体征。
（３）心脏影像学检查显示存在右心结构和／或功能

极小剂量开始应用。

三、静脉应用正性肌力药物或血管扩张药
此类患者可考虑静脉滴注正性肌力药物和血

异常以及心腔内压力增高。所有怀疑右心衰竭的

管扩张药，作为姑息疗法短期（３～５ ｄ）治疗，以缓

功能最重要的方法，右心导管检查是确诊肺动脉

解症状（ＩＩ ａ，Ｃ），使用剂量见急性心衰药物治疗

高压的金标准（在静息状态下经右心导管检查测

部分。

得平均肺动脉压／＞２５ ｍｍＨｇ），对难治性右心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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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首选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ＣＭＲ是评价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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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无创检查不能明确诊断时，建议行右心导

脉高压的患者疗效更为明显ｆ１２０Ｊ。

管检查”１９Ｉ。利钠肽和肌钙蛋白升高等指标可提供

动脉性肺动脉高压伴发右心衰竭的治疗：利尿

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信息。（４）急性右心衰竭可根

剂效果不佳的患者，可考虑短期应用正性肌力药

据诱发疾病（如急性肺血栓栓塞或急性右心室梗

物。避免应用非选择性血管扩张药。特发性肺动

死）导致的急性低血压和休克而诊断。需与其他

脉高压、遗传性和药物毒物相关性肺动脉高压患者

休克状态相鉴别，特别是由左心衰竭所致的心原

需要进行急性血管反应试验。阳性者可给予大剂

性休克。慢性右心衰竭需与缩窄性心包炎相鉴别。
三、治疗

量钙通道阻滞剂治疗，通常３～４个月后应再次评
估。对钙通道阻滞剂反应不佳者，应予以选择性的

目前尚未见针对单纯急性或慢性右心衰竭治

肺血管扩张药，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磷酸二酯

疗的随机临床试验，且缺乏促进右心室功能稳定和

酶一５抑制剂及磷酸鸟苷环化酶激动剂、前列环素类

恢复的特异性治疗。目前的治疗原则是积极治疗

似物及前列环素受体激动剂。经充分的内科治疗

导致右心衰竭的原发疾病，减轻右心前、后负荷和

后ｌ临床效果不佳、等待肺移植或内科治疗无效的患

增强心肌收缩力，维持心脏收缩同步性。同时纠正
诱发因素，如感染、发热、劳累、情绪激动、妊娠或分

者可考虑行房间隔造口术㈣。

娩、长时间乘飞机或高原旅行等。

心衰常见合并症的处理

急性右心衰竭的治疗流程见图４。治疗中最
关键的是容量管理，在治疗初期应确定患者的容量
状态，如患者容量状态不明或存在血流动力学不稳

心衰患者常合并多种疾病，需尽早识别并进行
评估，判断其与心衰预后的相关性，进行合理转诊

定或肾功能恶化，可采用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以帮

或遵循相关指南进行治疗，常见合并症的相关处理

助确定和维持合适的前负荷…９１。血管活性药物在

原则见表１１。

急性右心衰竭的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目的在于降

一、心律失常

低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前向血流以及增加右心室灌

心衰患者可并发不同类型的心律失常，首先要

注。主要根据血流动力学评估结果选择药物。研

治疗基础疾病，改善心功能，纠正神经内分泌过度

究显示在拟行心脏移植的患者中使用米力农能降

激活，并注意寻找、纠正诱发因素，如感染、电解质

低肺血管阻力，增加心输出量，尤其对于严重肺动

紊乱（低钾血症、低镁血症、高钾血症）、心肌缺血、

评估左／右心功能以早期识别右心衰竭

苎堕：堂皇堕堕ｌ

Ｉ堑鲞堕孽竺鲨塑ｌ

治疗心律失常
尽可能维持窦性心律，可考虑
电复律

优化前负荷

维持脏器灌注

（ＲＡＰ／ＣＶＰ ８－１２ ｍｍＨｇ）

（监测ＭＡＰ和ＣＩ）

维持房室同步
避免严重心动过缓

右心室心肌梗死

容量不足

再灌注治疗

若血压低且怀疑低血容
量，谨慎静脉补液（ＮＳ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ｍ１）．避免ＣＶＰ＞１２～

肺栓塞
抗凝

淤血

ｌ血管扩张药和，或正性肌

静脉利尿剂，使尿Ｉ １力药物，使ＰｃｗＰ＜１８—２２．
量维持在３。５

Ｌ／ｄ

ｍｍＨｇ，ＣＩ＞２－２Ｌ‘ｒａｉｎ－１．ｍ‘

血管收缩药，使ＭＡＰ＞

１５ｍｍＨｇ

无反应

溶栓

６０～６５ ｍｍＨｇ

肺动脉取栓
脓毒症／危重症

利尿剂抵抗相关的
高容量负荷，可考

抗生素

虑血液滤过或超滤

机械通气

无反应
若存在肺动脉高压则吸
人肺血管扩张药

』至墨坚

纠正低氧、酸中毒
维持血压、心输出量

监测尿量、肾功能及血流动力
学状态以指导后续治疗

ＲＡＰ：右心房压，ＣＶＰ：中心静脉压，ＭＡＰ：平均动脉压，ＣＩ：心指数，ＮＳ：生理盐水，ＰＣＷＰ：肺毛细血管楔压；１
图４急性右心衰竭的治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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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心力衰竭常见合并症的处理原则

与。嚎ｉ｝｜ｌ！罄后改惹食蒸塞的
的相关性
临床证据

合并症
。升扯

建议
建狄

注：ＳＧＬＴ：为钠一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２

低氧、高血压、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症等。

用药注意事项：（１）房颤合并预激综合征的患

（一）房颤

者避免使用地高辛、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或

房颤是心衰患者最常合并的心律失常，二者具

胺碘酮；（２）急性失代偿性心衰的患者，应避免使用

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常同时存在，相互促进，互为因

非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３）避免１３受体阻滞

果。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ｎ心脏研究显示，在新发心衰患者中
超过半数合并房颤，在新发房颤患者中超过１／３患

剂、地高辛及胺碘酮三者联用，因其具有导致严重
心动过缓、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和心脏骤停的风险；

有心衰，二者同时存在时死亡风险更高¨２６１。

（４）ＬＶＥＦ≤４０％的心衰患者应避免使用决奈达隆及

１．心室率控制：研究表明对心衰患者进行心室

长期口服Ｉ类抗心律失常药物（Ⅲ，Ａ）。

率控制与节律控制预后相似，与心室率控制相比，

２．节律控制哆９１：指尝试恢复并且维持窦性心

节律控制并不能降低慢性心衰患者的病死率和发

律，即在适当抗凝和心室率控制的基础上进行心脏

病率。目前建议心室率控制以减少运动和静息时
的症状为目的，可以控制在６０～１００次／ｍｉｎ，不超

电复律、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和射频消融治疗等。
适应证：（１）有可逆继发原因或明显诱因的房

过１１０次／ｍｉｎｔｌ２

颤患者；（２）经心室率控制和心衰治疗后仍有症状

７１。

根据患者的症状、心脏瓣膜病、心功能、是否合
并预激综合征等情况决定心室率控制目标【８９ｌ。具

的慢性心衰患者（Ⅱａ，Ｂ）；（３）房颤伴快速心室率，导
致或怀疑导致心动过速性心肌病的患者（Ⅱａ，Ｂ）；

体建议如下：（１）ＮＹＨＡ心功能Ｉ～Ⅲ级的患者，

（４）药物治疗不理想或不耐受，拟行房室结消融和

首选口服１３受体阻滞剂（Ｉ，Ａ）；若对Ｂ受体阻滞剂
不能耐受、有禁忌证、反应欠佳，ＨＦｒＥＦ患者可用地

起搏器或ＣＲＴ治疗的患者（１１ｂ，Ｃ）。

高辛（１Ｉ ａ，Ｂ），ＨＦｐＥＦ患者可用非二氢吡啶类钙通

（Ｉ，Ｃ）；如无需紧急恢复窦性心律，且房颤首次发

道阻滞剂（维拉帕米、地尔硫革）（１１ ａ，Ｂ）；以上均不

作、持续时间＜４８ ｈ或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未见心房

耐受者可以考虑胺碘酮（１１ ｂ，Ｃ），或在Ｂ受体阻

血栓证据，应电复律或药物复律（Ｉ，Ｃ）。胺碘酮

滞剂或地高辛的基础上加用胺碘酮（１１ ｂ，Ｃ）。

和多非利特可用于心衰患者转复房颤和维持窦性

（２）ＮＹＨＡ心功能Ⅳ级的患者，应考虑静脉应用胺

心律（ＩＩ ｂ，Ｂ）。对于存在心衰和／或ＬＶＥＦ下降的房

碘酮或洋地黄类药物（１Ｉａ，Ｂ）。

颤患者，当症状和／或心衰与房颤相关时，可选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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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房颤导致血流动力学异常，需要紧急电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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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消融”２８１（ＩＩ ａ，Ｂ）。

量，窦性心律且心率仍≥７０次／ｍｉｎ可加用伊伐布雷定

３．预防血栓栓塞：心衰合并房颤时血栓栓塞风

（１Ｉ ａ，Ｂ）；有心绞痛症状可考虑加用短效（１Ｉ ａ，Ａ）

险显著增加，抗凝治疗需要权衡获益与出血风险，

或长效（１１ ａ，Ｂ）硝酸酯类药物。冠心病合并心衰

建议使用ＣＨＡ：ＤＳ：一ＶＡＳｃ和ＨＡＳ．ＢＬＥＤ评分分别评
估患者血栓栓塞和出血风险（Ｉ，Ｂ）。对于肥厚型

患者应用曲美他嗪有助于改善ＬＶＥＦ、ＮＹＨＡ心功

心肌病合并房颤的患者，无需进行ＣＨＡ，ＤＳ，．ＶＡＳｃ评

院和远期死亡风险，故曲美他嗪可用于合并冠

分，应直接给予口服抗凝药物进行治疗９１（Ｉ，Ｂ）。

心病的ＨＦｒＥＦ患者（Ⅱｂ，Ｂ）ｔ７６，１３０１。经优化药物治

能分级、运动耐量和生活质量，降低心血管再人

（二）室性心律失常

疗仍有心绞痛的患者应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

首先要寻找并纠正导致室性心律失常的诱因

（Ｉ，Ａ），应遵循“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如低钾血症、低镁血症、心肌缺血、使用了致心律

（２０１６）”［１２１１。

失常的药物等）（Ⅱａ，Ｃ）及治疗心衰本身。Ｂ受体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导致的急性心衰应遵

阻滞剂是唯一可减少ＨＦｒＥＦ患者猝死的抗心律失

循国内外相关指南进行救治口吼１３１埘】。因心肌缺

常药物（Ｉ，Ａ）。有症状的或持续性室速、室颤患

血而诱发和加重的急性心衰，相关治疗见急性心

者，推荐植入ＩＣＤ以提高生存率（Ｉ，Ａ）。已植入

衰部分。如果患者血压偏高、心率增快，在静脉

ＩＣＤ的患者，经优化药物治疗后仍有症状性心律失

应用利尿剂和硝酸酯的基础上谨慎应用Ｂ受体

常发生或反复放电，可考虑胺碘酮（１Ｉ ａ，Ｃ）和，或行

阻滞剂，有利于减少心肌耗氧量，改善心肌缺血

导管射频消融术（１１ ａ，Ｃ）。对于非持续性、无症状

和心功能。

的室性心律失常患者，除Ｂ受体阻滞剂外，不建议

三、高血压

应用其他抗心律失常药物㈣（１１１，Ａ）。

高血压是心衰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心衰患者

急性心衰患者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持续

合并高血压的比率为５０．９％ｔ７１，高血压伴有的慢性

性室速或室颤，首选电复律或电除颤，复律或除颤
后可静脉使用胺碘酮预防复发（Ｉ，Ｃ），还可加用

心衰通常早期表现为ＨＦｐＥＦ，晚期或合并其他病因
时表现为ＨＦｒＥＦ。前瞻性研究证实心衰患者中较

Ｂ受体阻滞剂，尤其适用于伴“交感风暴”的患者。

高的基线收缩压、舒张压和脉压水平与较高的不良

以上药物无效时，也可应用利多卡因【１２卅（Ⅱｂ，ｃ）。

事件发生率相关【１３４】。控制血压有助于改善心衰患

发生尖端扭转型室速时，静脉应用硫酸镁是有效的
终止方法，建议血钾水平维持在４．５～５．０ ｍｍｏｌ／Ｌ，

者预后，预防与高血压有关的并发症。
应遵循高血压指南，优化合并高血压的心衰患
者的血压控制，高血压合并ＨＦｒＥＦ建议将血压降到＜

血镁水平补充至Ｉ＞２．０ ｍｍ０１］Ｌ，通过临时起搏或药

物（静脉异丙。肾上腺素）使心室率提高至≥７０次／ｍｉｎ，
室速变为室颤时应立即进行电复律，并停用可能导
致ＱＴ间期延长的药物。

ｍｍＨｇ＿【４列（Ｉ，Ｃ）：降压药物优选ＡＣＥＩ／ＡＲＢ和
Ｂ受体阻滞剂，血压仍不达标可联合利尿剂和／或醛
固酮受体拮抗剂（Ｉ，ｃ）；若血压还不达标，可联合
１ ３０／８０

（三）症状性心动过缓及房室传导阻滞

使用氨氯地平（Ｉ，Ａ）或非洛地平（Ⅱａ，Ｂ）；禁用

心衰患者起搏治疗的适应证与其他患者相同，

ｏ【受体阻滞剂【１３５１（Ⅲ，Ａ）、莫索尼定（ＩＩＩ，Ｂ）、地尔硫

但在常规置人起搏器之前，应考虑是否有植入ＩＣＤ

革和维拉帕米（Ⅲ，ｃ）。高血压合并ＨＦｐＥＦ患者的

或ＣＲＴ／ＣＲＴ—Ｄ的适应证。

治疗见慢性ＨＦｐＥＦ和ＨＦｍｒＥＦ的治疗部分。
四、心脏瓣膜病

二、冠心病

冠心病是心衰最常见的病因，血运重建治疗改

心脏瓣膜病是引起和促使心衰恶化的常见病

善了心肌梗死患者的存活率，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
导致慢性心衰的发病率升高。对于心衰患者，推荐

因。而对于瓣膜本身的损害药物治疗均无效，也无
证据表明其可改善此类患者的生存率。对有症状

无创影像学技术明确是否存在冠心病（Ｉ，Ｃ），冠

的瓣膜病伴慢性心衰以及瓣膜病伴急性心衰的患

状动脉造影的适应证见心衰的诊断和评估中特殊

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可从手术治疗中获

检查部分。
合并冠心病的慢性心衰患者应进行冠心病二

益【１３６‘１３７１。建议由心内科、心外科、影像学、重症监护
医生以及麻醉师等共同决策，包括诊断、评估严重

级预防。ＨＦｒＥＦ伴心绞痛的患者，首选１３受体阻滞
剂（Ｉ，Ａ）；若１３受体阻滞剂不耐受或达到最大剂

程度和预后、制定治疗方案、选择干预治疗的适应
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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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糖尿病

并需要对患者进行评估，包括潜在的肾动脉狭窄、

心衰与糖尿病常同时存在，相互增加发生风

血容量过高或过低、伴随药物等因素。肾脏排泄的

险。心衰患者糖尿病的患病率为１０％～４７％ｔ１３

药物（地高辛、胰岛素和低分子量肝素等）在肾功能

住院ＨＦｒＥＦ患者中约４０％合并糖尿病”３９１。糖尿病

恶化时需要调整剂量。

患者心衰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４倍㈣１。糖尿病显

八、肺部疾病

著增加缺血性心脏病患者心衰的风险；糖尿病本身

心衰与ＣＯＰＤ、哮喘的症状有重叠，鉴别诊断

也可能引起糖尿病心肌病，后期也可能出现收缩功

存在一定困难。有研究报道肺部超声的“彗星尾

能障碍。合并糖尿病的心衰患者的心衰住院、全因
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率更高”“１。

征”有助于鉴别ＣＯＰＤ和哮喘与心衰引起的呼吸困
难１１４７１。建议肺功能检查在心衰患者病情和容量状

对心衰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应逐渐、适度控制血

态稳定３个月后进行，以避免肺淤血引起肺泡和支

糖，目标应个体化（一般糖化血红蛋白应＜８％），尽

气管外部阻塞对检测指标的影响。心衰合并

量避免低血糖事件，因其可降低恶性心律失常阈

ＣＯＰＤ的患者或怀疑有气道高反应的患者，建议使

值、增加猝死风险”４２１。常用降糖药物包括二甲双

用心脏选择性１３，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美托洛

胍、磺脲类药物、胰岛素、二肽基肽酶４抑制剂

尔。对哮喘稳定期的ＨＦｒＥＦ患者，可考虑在专科医

（ＤＰＰ４ｉ）、胰高血糖素样肽一ｌ（ＧＬＰｌ）受体激动剂、
钠口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２抑制剂等。不同降糖
药物对心衰的影响不同，应用要个体化。荟萃分析

生的密切监护下，从小剂量开始应用，同时密切观
察气道阻塞症状”４８１。
九、睡眠呼吸暂停

显示二甲双胍可降低心衰患者全因死亡率和心衰

睡眠呼吸暂停在心衰患者中常见，并与其严重

住院率ｍ３Ｉ。建议二甲双胍作为糖尿病合并慢性心
衰患者一线用药（１１ ａ，Ｃ），禁用于有严重肝肾功能

程度和预后相关【１４９ｌ。心衰怀疑存在睡眠呼吸障碍

损害的患者，因其存在乳酸性酸中毒的风险Ｈ ７１。噻

阻塞性与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１１ ａ，Ｃ）。对于伴有

唑烷二酮类（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可引起水钠潴
留、增加心衰恶化或住院风险，应避免用于慢性心

心血管疾病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持续气道
正压通气治疗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和白天嗜睡情

衰患者。钠口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２抑制剂相关

况［１５０１（Ⅱｂ，Ｂ）。ＮＹＨＡ心功能Ⅱ～Ⅳ级的ＨＦｒＥＦ患

内容可参考心衰的预防中对心衰危险因素的干预

者伴有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时，给予伺服通气会增

部分。

加患者的死亡率“５”，故不推荐用于ＨＦｒＥＦ伴中枢

８１。

六、贫血与铁缺乏症

贫血在心衰患者中很常见，与心衰的严重程度
独立相关，并且与预后差和活动耐力下降有关。应

或白天嗜睡的患者，需进行睡眠呼吸监测，并鉴别

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Ⅲ，Ｂ）。
十、高原心脏病

的ＨＦｒＥＦ且铁缺乏（铁蛋白＜１００“ｇ／Ｌ或转铁蛋白

高原心脏病包括高原肺水肿（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ｄｅｍａ，ＨＡＰＥ）和慢性高原心脏病。
ＨＡＰＥ是由于快速进入高原或从高原进入更高海

饱和度＜２０％时铁蛋白为１００—３００斗ｇ／Ｌ）的患者，

拔地区，肺动脉压突然升高，肺毛细血管内皮和

静脉补充铁剂有助于改善活动耐力和生活质量“４４１
（ＩＩ ｂ，Ｂ）；对于心衰伴贫血的患者，使用促红细胞

肺泡上皮细胞受损、通透性增加，液体漏至肺问质
和／或肺泡，严重时危及生命的高原地区特发病。

生成素刺激因子不能降低心衰死亡率，反而增加血

未经治疗的ＨＡＰＥ患者死亡率约为５０％，是高原病

栓栓塞的风险”４５’（１１１，Ｂ）。
七、肾功能不全

死亡的主要原因。

积极寻找贫血病因。对于ＮＹＨＡ心功能Ⅱ一Ⅲ级

ＨＡＰＥ多发生于初人高原的低海拔人群，既往

心衰与慢性肾病常合并存在，合并肾功能不全

有ＨＡＰＥ发病史的患者再入高原后容易再发。未

的心衰患者预后更差¨４６１。治疗时应同时兼顾心脏
和肾脏。心衰患者住院期间出现的肾功能恶化，严

习服人群从平原直接空运到３ ７００ ｍ高原，ＨＡＰＥ
的发病率为０．１６％。常见诱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运

重时称为急性肾损伤，主要与应用利尿剂或其他损

动和寒冷天气，青年人的发病率高于老年人，男性

害肾功能的药物（如对比剂、非甾体类抗炎药等）相

高于女性，发病高峰在进入高原后１２。７２ ｈ。治疗

关。心衰患者在启动ＡＣＥＩ／ＡＲＢ／ＡＲＮＩ或增加剂量

措施包括转运到低海拔地区、坐位、吸氧（使ＳｐＯ，＞
９０％）。如果无条件转运，可使用便携式高压氧仓。

时，出现肌酐升高的处理见ＡＣＥＩ的不良反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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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包括解痉平喘、糖皮质激素、利尿剂、硝苯

根据具体的医疗条件和患者意愿及自我管理能力

地平缓释片、ｐ：受体激动剂，必要时可进行气管插

采取适合的随访方式。采用新的信息技术能有效

管和呼吸机辅助呼吸、血液超滤等㈣。

促进心衰多学科管理方案的构建和实施，也有助于

慢性高原心脏病是由慢性低压低氧引起的肺

患者的参与和自我管理。

组织结构和功能异常，肺血管阻力增加，右心扩张、

三、随访频率和内容

肥大，伴或不伴右心衰竭的心脏病【１５３Ｉ。确诊后应尽

根据患者情况制定随访频率和内容，心衰住院

快将患者下送至平原。一般治疗包括吸氧、控制呼

患者出院后２～３个月内死亡率和再住院率高达

吸道感染、纠正右心衰竭。针对高原肺动脉高压的

１５％和３０％，因此将出院后早期心血管事件高发这

药物治疗，临床大多参考肺高血压的治疗药物。

一时期称为心衰的易损期嘲。优化慢性心衰的治
疗是降低易损期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关键，因患者

心衰的管理

病情不稳定，需进行药物调整和监测，应适当增加随
访频率，２周１次，病情稳定后改为１～２个月１次。

心衰患者的管理应遵循心衰指南及相关疾病
指南，需要多学科合作，以患者为中心，涉及住院

随访内容：（１）监测症状、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
血压、心率、心律、体重、肾功能和电解质；（２）神经

前、住院中、出院后的多个环节，包括急性期的救

内分泌拮抗剂是否达到最大耐受或目标剂量；

治、慢性心衰治疗的启动和优化、合并症的诊治、有

（３）调整利尿剂的种类和剂量；（４）经过３～６个月

计划和针对性的长期随访、运动康复、生活方式的

优化药物治疗后，是否有ＩＣＤ和ＣＲＴ指征；（５）针对

干预、健康教育、患者自我管理、精神心理支持、社

病因的治疗；（６）合并症的治疗；（７）评估治疗依从

会支持等，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的
恶化、降低再住院率具有重要意义。做好此项工作

性和不良反应；（８）必要时行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胸
片、超声心动图、动态心电图等检查，通常在规范化

是心衰诊治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治疗后３个月、临床状况发生变化以及每６个月１次

一、心衰管理团队

的病情评估时进行；（９）关注有无焦虑和抑郁；

心衰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给予患者适合
的诊治和长期管理需要多学科组成的心衰管理团

（１０）心脏专科医生应每年与患者进行１次病情讨
论，审查当前的治疗方案，评估预后，制定后续治疗

队来完成。心衰的多学科合作团队由心脏专科医
生、全科医生、护士、药师、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组

方案或植人心脏辅助装置或进行心脏移植。病情

成，按照一定的流程及规范相互协作，对提高心衰
诊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１５４】。研究显示团队协作护

和治疗方案稳定的慢性心衰患者可在社区或基层
医院进行随访。
四、患者教育

患者缺乏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是心衰反复

理能降低心衰患者死亡率，减少住院次数，改善生
活质量［１５５］。再人院风险高的心衰患者推荐多学科

住院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教育能提高患者的自

参与的管理方案或项目（Ｉ，Ｂ）。管理团队需要长

我管理能力和药物依从性，有助于其改善生活方式

期稳定的配合和良好的沟通，应定期对成员进行培

（Ｉ，Ｂ）。主要内容需涵盖心衰的基础知识、症状

训，以确保管理方案持续改进和实施标准化。
二、优化心衰管理流程

的监控、药物治疗及依从性、饮食指导和生活方式

心衰管理方案应覆盖诊治全程，通过优化流程
实现从医院到社区的无缝衔接，包括：（１）住院期间
心衰管理团队即应与患者进行接触和宣教，鼓励患
者和家属参与随访；（２）根据病情和危险分层制定
出院计划和随访方案；（３）出院后通过随访和患者
教育，提高患者依从性和自我护理能力，进行药物
调整、心理支持，如果心衰症状加重应及时处理。
建立心衰随访制度，为患者建立医疗健康档

干预等（表１２）。

五、运动康复
研究证实了慢性心衰运动康复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其可降低慢性心衰（包括ＨＦｒＥＦ和ＨＦｐＥＦ）患
者的病死率和再住院率，改善患者运动耐量和生活
质量，合理控制医疗成本１１５８１。应推荐心衰患者进行
有规律的有氧运动，以改善症状、提高活动耐量
（Ｉ，Ａ）。稳定的ＨＦｒＥＦ患者进行有规律的有氧运

案。随访方式包括门诊随访、社区访视、电话随访、

动可降低心衰住院风险”５９１（Ｉ，Ａ）。
运动康复适应证为ＮＹＨＡ心功能Ｉ一Ⅲ级的

家庭监测、植入式或可穿戴式设备远程监控等”５６１，

稳定性心衰。禁忌证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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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心力衰竭患者教育内容
项目

主要内容

疾病知识介绍

纽约心脏协会（ＮＹＨＡ）心功能分级、分期，心力衰竭的病因、诱因、合并症的诊治和管理

限钠

心力衰竭急性发作伴容量负荷过重时，限制钠摄人＜２ ｇ／ｄ；轻度或稳定期时不主张严格限制钠摄人

限水

严重心力衰竭患者１．５～２．０ Ｌ／ｄ；轻中度心力衰竭患者常规限制液体并无获益

监测体重、出入量

每天同一时间、同一条件下测量并记录体重

监测血压、心率

介绍血压、心率的测量方法，将血压、心率控制在合适范围

营养和饮食

低脂饮食，戒烟限酒，酒精性心肌病患者戒酒，肥胖者需减肥，营养不良者需给予营养支持

监测血脂、血糖、肾功能、电解质

将血脂、血糖、肾功能、电解质控制在合适范围

随访安排

详细讲解随访时问安排及目的，根据病情制定随访计划，并需根据随访结果及时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

家庭成员

心肺复苏训练

用药指导

详细讲解药名、剂量、时间、频次、用药目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重点是指南推荐药物的治疗作用及不
良反应，利尿剂的使用及调整，给患者打印用药清单，提高患者依从性

症状自我评估及处理

指导患者尽早发现心力衰竭恶化的症状及如何应对；出现心力衰竭加重的症状和，或体征，如疲乏加重、呼
吸困难加重、活动耐量下降、静息心率增１ＪＩ二，＞１５次／ｍｉｎ、水肿（尤其下肢）再现或加重、体重增力１１（３ ｄ内突
然增加２妇以上）时，应增加利尿剂剂量并及时就诊

运动康复指导

根据心功能情况推荐不同强度的运动；减少久坐，运动过程注意循序渐进；提供运动处方或建议，包括运动
强度、何时停止运动等

心理和精神指导

定期用量表筛查和评估焦虑、抑郁，建议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一ｔＤ态，给予心理支持，必要时使用抗焦虑或抗
抑郁药物；因三环类抗抑郁药物可导致低血压、心功能恶化和心律失常，应避免使用

预防感染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定期接种肺炎疫苗

期、恶性心律失常、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急性心肌炎、

８０％），常合并冠心病，但临床上易误诊和漏

感染性心内膜炎、急性心衰、未控制的高血压、严重

诊”６卜１６２Ｉ。尸检病理研究显示高龄老年ＨＦｐＥＦ患者

主动脉瓣狭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心内血栓等。

中心肌淀粉样变检出率高㈣。（３）多病因共存，合并

患者平时可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或在医生指

症多，研究发现＞６５岁的老年人中超过４０％具有５个

导和监测下进行专业的运动康复，参考“慢性稳定

以上合并症，且随年龄增长，非心血管合并症增多。

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中国专家共识”【３１Ｉ。

（４）胸片、超声心动图、血ＢＮＰ水平在老年心衰诊断

六、终末期心衰患者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

中特异性降低。

终末期心衰的治疗涉及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

老年心衰患者治疗的特殊性：（１）循证医学证

姑息治疗适用于经积极的药物和非药物治疗后仍

据较为缺乏，尤其是非药物治疗。（２）易发生水电解

有严重的心衰症状导致生活质量长期低下和反复

质及酸碱平衡紊乱。（３）合并用药多，易发生药物相

住院治疗的患者；失去了机械循环辅助支持和心脏

互作用和不良反应。老年心衰患者的最佳剂量多

移植机会的患者；一Ｄ原性恶病质的患者；临床判断

低于年轻人的最大耐受剂量，治疗既强调以指南为

已接近生命终点的患者。终末期心衰管理的重点

导向，也要注意个体化。（４）衰弱在老年心衰患者中

是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痛苦和呼吸困难，利尿剂对

很普遍，应寻找和处理其原因，相关的心衰指南（包

缓解症状十分重要，应持续至生命末期。应加强人

括本指南）推荐的药物对于衰弱老年人获益尚不确

文关怀，关注患者需求。还应考虑适时停用部分药

定。Ｉ＞８０岁的心衰患者中约１／３合并痴呆，不能及

物或关闭ＩＣＤ功能，考虑恰当的复苏处理。

时识别心衰症状，治疗依从性差。抑郁导致老年患

七、老年人心衰管理

者自我管理和获取社会帮助的能力下降，也与预后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６０岁的老年人口已达

不良相关。对老年患者进行综合评估和多学科管

２．２２亿，其中／＞８０岁者占１３．９％。心衰的发病率和

理有助于识别上述情况并尽可能避免其不利影响。

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８０岁的人群心衰患病率可

（５）高龄老年人面临预期寿命缩短、手术风险增加

近１２％ｔ１６０Ｉ。老年心衰患者发生心衰恶化和再人院

等问题，选择非药物治疗需严格掌握适应证，仔细

的风险高，高龄是心衰患者预后差的危险因素。

评估风险收益比。（６）老年患者面临更多的经济、社

老年心衰患者诊断和评估的特殊性：（１）不典

会问题，就医和随访难度大，医生需结合其生活状

型症状更为多见，更易发生肺水肿、低氧血症及重

态选择恰当的方式，适当运用电话随访和远程监
护，鼓励患者家庭监测和社区随访。

要器官灌注不足。（２）以ＨＦｐＥＦ为多见（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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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妊娠心衰管理

·２１９·

核心专家组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董建增，董吁钢，韩雅玲，

依据现有指南对妊娠的心衰患者进行治
疗｜ｌ睥１６５Ｉ。需注意部分药物妊娠期禁用，如存在胚胎
毒性的ＡＣＥＩ、ＡＲＢ、ＡＲＮＩ、醛固酮受体拮抗剂、

黄峻，李新立，梁延春，马爱群，王华，杨杰孚，张健，张宇辉，
周京敏
专家组成员（以姓氏拼音为序）：艾力曼·马合木提（新疆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白玲（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

阿替洛尔。Ｂ受体阻滞剂、地高辛、利尿剂、硝酸酯

属医院），陈牧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柴坷

类和肼苯哒嗪可酌情使用。妊娠前已应用Ｂ受体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程雅琳（北京医院国家老

阻滞剂的ＨＦｒＥＦ患者推荐继续应用，妊娠期间出现

年医学中心），丁文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董建增（首都医

用药适应证的ＨＦｒＥＦ患者也推荐在密切监测下应
用ｐ受体阻滞剂（Ｉ，ｃ），并逐渐增加至最大耐受剂
量。利尿剂可能引起胎盘血流量下降，如无肺淤血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董蔚（解放军总医院），董吁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方理刚（北京协和医院），高传玉
（郑州大学人民医院），葛志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侯平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韩雅玲（沈阳军区总医院），

表现应避免妊娠期应用。过快地减停心衰治疗会导

黄岚（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黄峻（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致围生期心肌病复发，治疗需持续至左心室功能完

属医院），金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孔洪

全恢复后至少６个月并逐渐减停。在标准心衰治疗

（四ＪＩｌ省人民医院），黎励文（广东省人民医院），李为民（哈

基础上加用溴隐亭可改善围生期心肌病患者的左心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新立（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梁延春（沈阳军区总医院），廖玉华（华中科技大

室功能和预后，围生期心肌病的患者可考虑溴隐亭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刘金秋（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治疗，以停止泌乳、促进左心室功能恢复（１１ｂ，Ｂ），

第一医院），卢永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但溴隐亭应与预防性或治疗性抗凝药物联用使用

院），马爱群（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马文林

（ＩＩ ａ．Ｃ）。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毛威（浙江省中医院），孙健（吉

有体循环栓塞或心内血栓的患者推荐抗凝治
疗（Ｉ，Ａ），ＬＶＥＦ明显降低的围生期心肌病患者

林大学第一医院），孙志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唐其柱（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王贵松（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王冬梅（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王华（北京医院国家老年

需考虑预防性抗凝治疗，抗凝药物需依据妊娠阶

医学中心），王江（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吴学思（首都医

段和患者情况选择。合并房颤的患者亦推荐根据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徐东杰（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妊娠分期选择低分子肝素或华法林进行抗凝治疗

属医院），许顶立（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杨杰孚（北
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杨萍（吉林大学中１３联谊医

（Ｉ．Ｃ）。

急性心衰同样需依据现有指南进行相关评估，

院），袁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詹思
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鉴别诊断时需注意妊娠相关并发症。应预先建立
处理流程和多学科团队，因快速诊断和干预对急性

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张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张宇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郑昭芬（湖

心衰的妊娠女性非常重要（１１ ａ，Ｃ）。应尽早将心原

南省人民医院），周京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建中

性休克或依赖正性肌力药物的患者转运至能提供
循环机械支持的机构（１１ ａ，Ｃ），开展循环机械支持
的同时需考虑急诊剖宫产终止妊娠。围生期心肌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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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对Ｂ受体激动剂非常敏感，需尽量避免应用，选
择正性肌力药物时可考虑左西孟旦。
应该告知ＨＦｒＥＦ患者生产和围生期存在心衰
恶化的风险（Ｉ，Ｃ）。围生期心肌病和扩张型心肌
病患者不推荐在ＬＶＥＦ恢复正常前妊娠（Ⅲ，Ｃ），即
使左心室功能已经恢复，妊娠（或再次妊娠）前仍推
荐进行心衰复发风险评估㈣ｊ（Ｉ，ｃ）。无论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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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考虑使用溴隐亭以停止泌乳。
（执笔：王华梁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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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ｓ Ｅ，Ｌｕｄｍａｎ

（１７］

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ＭＲ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Ｍａｇｎ Ｒｅｓｏｎ，２０１３，１５：

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Ｂｏｏｔｈ ＲＡ，Ｈｉｌ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ｉｎｄｅｃｋｅｒ Ｓ，Ｋｏｌｈ Ｐ，Ａｌｆｏｎｓｏ Ｆ，ｅｔ ａ１．２０１４ ＥＳＣ／ＥＡＣＴ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ＳＣ）ａｎｄ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ｆｉｕｒｅｔｉ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１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ＡＣ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ｆ４）：４３９—４５ 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０７４ｌ－０１４—９４４５—８．

［１５］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ｃａｒｅ

［１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Ｊ］．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ｅｔ ａ１．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２０１５，１２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ＣＭＲ）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ＢＮＰ ａｎｄ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１３］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

ＪＣ，Ｍｅｓｓｒｏｇｈｌｉ ＤＲ，Ｋｅｌｌｍａｎ Ｐ，ｅｔ ａ１．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ＴＩ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３２）：１－２０７．ＤＯＩ：１０．３３１０／ｈｔａｌ３３２０．

［１２］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Ｊ［．Ｃｕｒｒ

９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１１５３２，４２９Ｘ—１５．９２．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Ｊ］．Ｊ

Ｊ，Ｄｏｕｓｔ Ｊ，Ｒｏａｌｆｅ

Ｍｏ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２０１ １，５７（１６）：１６４１—１６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ｃｃ．２０１ １．０１．０１５．
Ｍａｎｔ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ＪＡ，Ｋｒａｍｅｒ ＣＭ．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Ｄ．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１ 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Ｈｅｍｈｂｅｒｇｅｒ ＲＥ，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Ｅｕ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ａ

ｈｅａｒ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ＣＶＩ，Ａ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Ｂｕｔｌｅｒ Ｊ，ｅｔ ａ１．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ａ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ｅ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ｏ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ｄｉｌａｔｅｄ

【１０】

ｓｐｅｃｋｌ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ａｒｄｆａｉｌ．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４．

［９］

ＪＵ，Ｐｅｄｒｉｚｚｅｔｔｉ Ｇ，Ｌｙｓｙａｎｓｋｙ Ｐ，ｅｔ ａ１．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２Ｄ

顾东风，黄广勇，何江，等．中国心力衰竭流行病学调查及

（Ｃｈｉｎａ—Ｈ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Ｊ］．Ｊ
【８］８

Ｖｏｉｇｔ

Ｈｅａｒｔ，２００７．９３（９）：１１３７—１１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３６／ｈａ．２００３．０２５２７０．

２００２．０８．００２．

［７］

１０．１０９３／ｅｈｊｅｉ／ｊｅｖ０ １４．

Ｊ，２０１６，３７（２７）：２１２９—２２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ｗｌ２８．

２０ｌ

［３０】

Ｊ Ｍｅｄ，

１，３６４（１７）：１６１７—１６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ｌ １００３５８．

Ｃｏｍ

Ｕ，Ｐｉｅｐｏｌｉ ＭＦ，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Ｓ，ｅｔ ａ１．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１６（２）：１４７—１５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ｈｊｃ岫ｅｕ２９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２０１４：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ａｎｇ ＲＭ，Ｂａｄａｎｏ ＬＰ，Ｍｏｒ—Ａｖｉ Ｖ，ｅｔ ａ１．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ｒｔ

万方数据

Ｊ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ｒｎｇ［Ｊ］．Ｅｕ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６（３）：２３３－２７０．ＤＯＩ：

ｒｏｌｅ：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ＳＣ［ＪＩ．Ｅｕｒ Ｊ

ｆｒｏｍ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Ｆａｉｌ，２０１４，１６（９）：

９２９—９４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ｅｊｈｆ．１５６．

［３１】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中国老年学学会心

生堡！坠左塞竭独！坠旦』【痘苤盍２Ｑ １８生１２旦筮２鲞笠垒期￡ｈ也』堕！型￡鲴鱼￡＆趟ｉＱ盟ＹＱＰａ！ｂＹ，Ｑ￡￡￡磐ｂ丛２Ｑ１８，ｙＱ！：２，盟Ｑ：垒

［３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ｅｇｅ ０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ｎ

专家共识［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４，４２（９）：７１４—７２０．ＤＯＩ：

ＦｏＩ℃ｅ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４．０９．００２．

２１：Ｓｌ一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ｌｍｌ．ｃ征００００４３７７３８．６３８５３．７ａ．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ＰＭ，Ａｎａｓｔａｓａｋ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ｌｙ ｏｆ

Ａ，Ｂｏ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ｃａｒｄｉｏｍｖｏｐａｔｈ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１．２０１４

ＭＡ，ｅ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Ｃ

［４５】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１４．３５（３９）：

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５．

【４６】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Ａｐｐｌ

Ｃｌｉ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ＪＲ，Ｐｕｃｋｅｌｗａｒｔｚ ＭＪ．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ｕｔａ“ｏｎｓ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Ｌｈｙ【Ｊ】．ｊ

Ｃｌｉｎ

Ｐｒｉｏｒｉ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ｅｎｄｏｒｓｅｄ

ｂｖ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ｒｒｈｖｔｈｍｉａ

ＨＲＳ，ＥＨＲＡ．ａｎｄ

【Ｊ】．Ｈｅ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２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９３２一１９６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ｃａｒｄｉｏｍｖｏｐａｔｈｉｅｓ：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ｌａＩ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ｍ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Ｐｅ ｒｉｃａｒｄｉ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ｅａＩ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Ｅｕｒ

ｏｎ

［５１］

Ｚｉｎｍａｎ

Ｂ，Ｗａｎｎｅｒ

Ｊ

ＥｎｇＩ

Ｎｅａｌ

ＪＭ，ｅｔ

Ｃ，Ｌａｃｈｉｎ

ａ１．Ｅｍｐａｇｌｉｎｏｚｉｎ，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

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７３（２２）：２１１７—２１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
Ｐｅｒｋｏｖｉｃ

Ｂ．

【５２］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Ｖ，

Ｋｅｎｃｈａｉａｈ Ｓ，Ｅｖａｎｓ
ｈｅａｒｔ

Ｊｉｎ Ｍ，Ｗｅｉ Ｓ，Ｇａｏ Ｒ，ｅｔ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ｃｕｔ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Ｉｎｔ

Ｊ，２０１７，５８（３）：

Ｈｅａｒ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Ｎ

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０２０２４５．

［５３】

Ｈｅｌｄ

Ｃ，Ｇｅｒｓｔｅｉｎ ＨＣ，Ｙｕｓｕｆ Ｓ，ｅｔ ａ１．Ｇｌ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Ｊ，Ａｒｉｔｉ ＣＡ，ＭｃＭｕｒｒａｙ ＪＪ，ｅｔ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
ｓｃｏｒｅ

ｂａｓｅｄ

３９ ３７２

ｏｎ

ｆｂｍ

Ｄ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ｏｓｔ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ｓｖｓｔｏｌｉｃ

ｄｍｇ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ＳＣ，０ｒＳｉｎｉ

Ｎ，Ｗ０１ｋ Ａ．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ｖ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Ｐ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Ｅｕｒ Ｊ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２０１５，１７（４）：３６７—３７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ｅｊｈｆ２２８．

ｗｉｔｈ

［５５】

Ｖａｓａｎ

ＲＳ，Ｂｅｎｉａｍｉｎ ＥＪ，Ｌａｒｓｏｎ ＭＧ，ｅｔ ａ１．Ｐｌａｓｍａ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ｆｏｒ

ｆｏｒ

ｐｅｐｔｊｄｅｓ

ｉａｍａ，１ ９９７．０３５５００３００５２０３３．

ｂ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Ｗｈｅｌｃｏｎ ＰＫ，Ｃａｒｅｙ ＲＭ．Ａｍｎｏｗ ＷＳ。ｅｔ ａＩ．２０１７ ＡＣＣ／Ａ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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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ｏｎ

ｉ．ｈｒｔｈｍ．２０１７．１０．０３５．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Ａｌ—Ｋｈａｔｉｂ

Ｈｅａ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ｖ Ｈｖ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ＨＲＳ／ＥＨＲ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ｌｊｎｊｃａＪ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Ｒｈ”ｈｍ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ｖｓｔｏｌｉｃ

ＪＬ，ｅｔ ａ１．２０１５

Ｍ，Ｖａｃｈｉｅ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ｔ ａ１．２０１７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试ａｌ砧ｒｉＵａｔｉｏｎ明．Ｈｅａｎ Ｒｈ灿ｍ，２０１７，

ｏｆ

ＣａｒｄｊｏｌｏＰ＝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ｌＯ．１ １６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ｌ０ＮＡＨＡ．１０９．８８７５７０．

［１１９］

ｓｕ哂ｃａｌ捌ａ６０ｎ

ｅｘＤｅｎ

ｄｅａｔｈ：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ｖ：ａ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２ｌ（２）：２５２—２５８．ＤＯＩ：

ｈｅａｒｔ

ＨｅａＪ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ｒｈｖｔｈｍ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３７

ＧＳ，Ａｈｍｅｄ ＭＩ、ｅｔ

Ｍｅｙｅｒ Ｐ，Ｆｉｌｉｐｐａｔｏｓ

ＲＡＣＥⅡ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 Ｊ

ＡＨＡ／ＡＣＣ／ＨＲ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２０１：ｅ５７８—６２２．ＤＯＩ：１０．１ １６１／ＣＩ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６０．

【１１８】

ｖｓ．

６ｂｒｉ儿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１甜ｌ ｏ）：ｅ２７５—４４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ｉ．ｈｒｔｈｍ．２０１７．０５．０１２．

【１２９】

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ｆｍ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Ｃａｌｋｉｎｓ Ｈ，Ｈｉｎｄｒｉｃｋｓ Ｇ，Ｃａｐｐａｔｏ
ＥＣＡＳ／ＡＰＨＲＳ／ＳＯＬＡＥＣ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Ｊ

ＭＡ．Ｋｉｅｍａｎ ＭＳ．Ｂｅｍｓｔｅｉｎ Ｄ．ｅｔ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ｎｓｔａｍ

ｗｉｔｈ ａｔｒｉａｌ

Ｆａｉｌ．２０１３，１５（１ １）：１３ｌ ｌ—１３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ｉｈ肌ｆｆ０９３．

１０１６，ｉｉｔｃｖｓ．２０１５．】０，０１９．

［１１７］

ＤＪ，Ｃｒ订ｎｓ ＨＪ，ｅｔ ａ１．Ｌｅｎｉｅｎｔ

Ｄ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ｈｉｌｕｒｅ：ａ ｐｏｓｔ—ｈｏ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

０ｕｔｃｏｍｅｓ

ｂ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ｕｌｄｅｒ ＢＡ，Ｖａｎ Ｖｅｌｄｈｕｉｓｅｎ

Ｆｒｏｍ

ＡＭ．Ｌｅｉｂｓｏｎ

ＣＬ．Ｂｕｒｓｉ

ｆ越ｌｕｒ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ｅｔ ａ１．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Ａｍ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６，１１９（７）：５９１—５９９．ＤＯＩ：ｌＯ．１０１６／ｊ．ａｍｊｍｅｄ．
２００６．０５．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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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Ｎｉｅｍｉｎｅ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１４０］

杂志２０１３，４１（９）：７６１－７６５．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

ＭＳ。Ｂｒｕｔｓａｅｒｔ Ｄ，Ｄｉｃｋｓｔｅｉｎ Ｋ，ｅｔ ａ１．ＥｕｒｏＨｃ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Ｉ ｆＥＨＦＳⅡ１：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０ｎ

２０１３．０９．００９．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１５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

２

ｔｙｐｅ

ｕｐｄａｔｅ［Ｊ］．

ＭＲ，Ｐｅｔｉｌｅ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ｅｔ

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ＣＨＡＲ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Ｊ］．Ｅｕｒ

【１５５】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０８，２９（１ １）：

Ｃ．Ｄｏｂｒｅ

Ｄ．Ｍａｈｆｏｕｄ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ｃｕｔｅ

ｉｎ

ｗｉｔｈ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Ａｎａｎｄ

ＭＪ，Ｄｉａｍａｎｔｉｄｉｓ ＣＪ，ＭｃＤｕｍ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１５７】

ＪＲ。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ｅｒ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ＤＪ，Ｃｏｍｉｎ－Ｃｏｌｅｔ

Ｊ，ｅ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ｏ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ＡＣ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２０１３，ｌ（６）：

ＶＡ，Ｄａｖｉ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 ＲＳ，Ｓａｇａｒ

ａ１．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ｂａｓｅｄ

ＥＪ，ｅｔ

ｆａｉｈｒｅ［Ｊ１．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４，（４）：ＣＤ００３３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１４６５１８５８．ＣＤ００３３３１．ｐｕｂ４．

【１６０】

Ｒｏｇｅｒ ＶＬ，Ｇｏ

ＡＳ，Ｌｌｏｙｄ－Ｊｏｎｅｓ ＤＭ，ｅｔ ａ１．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ｃｋ ＪＳ，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ＳＳ．Ｃａｒｄｉｏｒｅｎ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ｒｏｓｅ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２５（１）：
１８８．１９７．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ｌ，ｃＩＲ．Ｏｂｏｌ３ｅ３１８２４５６ｄ４６．

【１６１】

ｃｏｍｅｔ－ｔａｉｌ

ａｃｕｔｅ

柴坷，王华，李莹莹，等．老年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患
者合并冠心病的心脏病理学特征【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１０．１１６１，

２０１７，４５（８）：７１０－７１５．Ｄ０ｌ：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

Ｇ。Ｋｌｅｍｅｎ Ｐ。Ｓｔｒｎａｄ Ｍ。ｅｔ ａ１．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ｎｇ
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ｒａｉｎ

２０１７．０８．０１８．

【１６２】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ｃｕｔｅ

ａｓｔｈｍａ ａ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

王华，方芳，柴坷，等．８０岁及以上老年冠心病患者临床病
理特点分析们．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５，４３（１１）：９４８－９５３．

ｏｆ

ｄｙｓｐｎｅａ ｉｎ ｐ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５．１ Ｉ．００６．

【１６３】

李莹莹，朱婉榕，柴坷，等．８５岁及以上射血分数保留的心

２０１Ｉ，１５（２）：ＲＩｌ４．Ｄ０ｌ：ｌＯ．１ １８６／ｃｃｌｏｌ４０．

力衰竭患者心肌淀粉样物质沉积分析【Ｊ】．中华心血管病杂

Ｇａｄｅｒ Ｇ，Ｂｒｅｎｎｅｒ

志，２０１８，４６（６）：４３８－４４３．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１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ＳｔＯｒｋ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Ｓ，ｅｔ

ａ１．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Ｅｕｒ Ｊ Ｈｃａｒｔ Ｆａｉｌ，２０１４，１６（１ ２）：１２７３－１２８２．ＤＯｈ

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６．

【１６４】

Ｋｈａｙａｔ Ｒ，Ｊａｒｊｏｕｒａ
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ａｎｄ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妊娠合并心脏病的诊
治专家共识（２０１６）【Ｊ】．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６，５１（６）：

１０．１００２／ｅｊｈｆ．１８３．
Ｄ，Ｐｏｒｔｅｒ

ａ１．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Ｋ，ｅｔ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５２９．５６７ｘ．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１．

４０１－４０９．ＤＯｈ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ｇｉｔｚ·Ｚａｇｒｏｓｅｋ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１５，３６（２３）：１４６３·１４６９．ＤＯｈ

２０１８

Ｖ，Ｒｏｏｓ·Ｈｅｓｓｅｌｉｎｋ

ＪＷ，Ｂａｕｅｒｓａｃｈｓ Ｊ，ｅｔ ａ１．

ＥＳ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ＯＬ］．Ｅｕｒ

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ｕ５２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ＭｃＥｖｏｙ ＲＤ，Ａｎｔｉｃ ＮＡ，Ｈｅｅｌｅｙ Ｅ，ｅｔ ａ１．ＣＰＡ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ｈｔｔｐ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ｏｕｐ．ｃｏｍ，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ｙ３４０，５０７８４６５．

Ｍｅｄ．２０１６．３７５（１０）：９１９－９３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ｅａｌ６０６５９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ｗｉｅ

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ｙ３４０．

ＭＲ，Ｗｏｅｈｒｌｅ

ｓｅｒｖｏ．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Ｎ

Ｅｎｇｌ

Ｈ，Ｗｅｇ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ｌｅｅｐ

Ｋ，ｅｔ

ａｐｎｅａ

ｉｎ

ａ１．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７３（１ ２）：１０９５－ｌ １０５．ＤＯＩ：１０．

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ｏａｌ５０６４５９．

【１５２】

ＡＨ。ｅｔ

ｗｉｔｈ ｄａｒｂｅｐｏｅｔｉｎ ａｌｆａ ｉｎ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ｉｎ

【１５１】

Ｎｉｅｔｏ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１６６】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ｈｅａ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Ｂａｕｅｒｓａｃｈｓ

ＲＤ．ｅｔ ａ１．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ｌｌｎｅｓｓ：ｐａｒ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ｒｏｇｓ［Ｊ］．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７，６：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１８

２５，２０１８］．ＤＯＩ：

Ｊ，Ａｒｒｉｇｏ Ｍ，Ｈｉｌｆｉｋｅｒ－ＫＩｅｉｎｅｒ Ｄ，ｅｔ ａ１．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

ｗｉｔｈ￥ｅｖｅ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ＶＨ．Ｍｏｌａｎｏ ＦＤ．Ｍｅｄｉｎａ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ｆｉｐａｒｔｕｍ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ｐｅｒｉｐａｒｔｕ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ｐａｔｈｙ【Ｊ】．Ｅｕｒ Ｊ

２０１６，１８（９）：１０９６．１１０５．ＤＯＩ：ｌＯ．１００２／ｅｊｈｆ．５８６．

达娃次仁。格桑罗布，卓玛次仁，等．慢性高原心脏病患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６）

肺动脉收缩压对心脏结构及功能的影响【Ｊ】．中华心血管病

（本文编辑：干岭徐静）

万方数据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

ＣＤ００９７６１．Ｄ０１：１０．１００２，１４６５１８５８．ＣＤ００９７６１．ｐｕｂ２．

【１５３】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２ ｕｐｄａｔｅ：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

【１４９】

ＪＲ．Ｎｏｊｏｕｍｉａｎ

ｃａｒｄＩ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ｌ０ＮＡＨＡ．１０９．８８６４７３．

【１４８】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ｗｅｄｂｅｒｇ Ｋ，Ｙｏｕｎｇ ＪＢ，Ａｎａｎｄ ＩＳ，ｅｔ ａ１．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ｍｉａ

【Ｊ１．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２１（２３）：２５９２－２６００．ＤＯｈ
【１４７】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５１４．５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ｉ．ｉｃｈｆ．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６．

【１５９】

２０１３．３６８（１３）：１２１０－１２１９．ＤＯｈ １０．１０５６／ＮＥＪＭｅａｌ２１４８６５．
【１４６】

Ｈ。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１．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ｉ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６５７－６６８．ＤＯＩ：ｌＯ．１０９３，ｅｕｒｂｅａｒｔｊ／ｅｈｕ３８５．
【１４５】

Ｉｓｍａｉ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Ｊ】．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１５，３６（１ １）：

ａｎｄ

ｍｕｈｉｓｅｎｓ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ｄ

ａ１．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２０１５．１２（４）：２２０－２２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ｎｍａｎｔｉｏ．２０１５．１４．
【１５８】

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６６（３）：１９１－２００．

Ｐｏｎｉｋｏｗｓｋｉ Ｐ，Ｖａｉｌ Ｖｅｌｄｈｕｉｓｅｎ

ｆｅｒｒｉｃ ｃａｒｂｏｘｙｍａｈ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ＢＨ，ｅｔ

ｈｅａｒｔ

ｆ４１：２８９．２９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ｉ．ｃａｒｄｆ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９．
Ｇｒｅｅｎｅ ＳＪ，Ｆｏｎａｒｏｗ ＧＣ，Ｖａｄｕ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ｔ ａ１．ｎ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ｕｌｔｉｓｅｎｓｏｒ

ａ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ＵＳ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Ｊ Ｃａｒｄ蹦ｌ，２０１２，１８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

Ｄ０ｌ：１０．７３２６／Ｍ１６．１９０１．

【１４４］

ｏ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ｅｆ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ｎｎ

ＷＨ，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ＩＳ，Ｔａｎｇ

ｐｈ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ａｒｄｉｏｌ，

Ｃｒｏｗｌｅ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１．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

１０．７３２６，Ｍｌ伽０８３．

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６０（１ １）：７７４．７８４．ＤＯｈ

ａ１．Ｈｙｐｏ．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Ｗ，ｅｔ

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１０．１０１６６．ｃａｒｄｆａｉｌ．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２．
ｉｎ

ｔｏ

ｐｅｆｆｏｎｎａｎｃｅ

ＥＰＨＥＳＵＳＩＪ］．Ｊ Ｃａｒｄ Ｆａｉｌ，２０１２，１８（６）：４３９．．４４５．ＤＯＩ：

ｕｓｅ

Ｆｅｈｎｅｒ Ｃ。Ｊｏｎｅｓ ＣＤ，Ｃｅｎ６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１３７７－１３８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ｎｌ５３．
Ｕｋｅｎａ

Ｆａｉｌ，２０１ ｌ，１３（２）：

Ｈｅａｒｔ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Ｊ］．Ｅｕｒ Ｊ

１１５．１２６．ＤＯＩ：ＩＯ．１０９３／ｅｕｒｊｈｆ／ｈｆⅡ２１９．

ＭＣ。Ｖａｒｙａｎｉ
ｉ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ｅｓａｒｔａｎ

【１４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ｈｅａｒｔ

Ｎｉｃｈｏｌｓ ＧＡ．Ｇｕｌｌｉｏｎ ＣＭ．Ｋｏｒｏ ＣＥ．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２７ｆ８１．１８７９．１８８４．

【１４２】

Ｌａｉｎｓｃａｋ Ｍ，Ｂｌｕｅ Ｌ，Ｃｌａｒｋ ＡＬ＇ｅｔ ａ１．Ｓｅｌｆ－ｃａ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Ｊ。２００６，２７（２２）：２７２５．２７３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ｌｌ９３．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

【１４１】

·２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