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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索洛尔对慢性肺心病合并冠脉病变患者
心肺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卢清秀

(四川省成都市西区医院呼吸内科,成都 610036)

摘要 目的:研究比索洛尔对慢性肺心病(CPHD)合并冠脉病变患者心肺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6月至

2017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西区医院收治的CPHD合并冠脉病变患者9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6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综合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比索洛尔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的

心肺功能和血管内皮功能。结果: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1.3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7.39%(χ2=8.03,P=0.00);治疗

后,观察组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用力呼吸量(FEV1)及FEV1%明显高于对照组,左室舒张末

内径(LVED)和心率(HR)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1),血浆内皮素(ET)、血栓素2(TXB2)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血浆一氧化氮(NO)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比索洛尔治疗CPHD合并冠脉病变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

明显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促进血管内皮功能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比索洛尔;慢性肺心病;冠脉病变;心肺功能;血管内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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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bisoprololontheheart,lungandvascularendothelialfunctioninpatientswithchronic
pulmonaryheartdiseaseandcoronaryarterydisease
LuQingxiu.(DepartmentofRespiratoryDiseases,ChengduWestHospital,Chengdu61003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effectofbisoprololontheheart,lungandvascularendothelialfunctionin
patientswithchronicpulmonaryheartdisease(CPHD)andcoronaryarterydisease(CAD).Methods:92pa-
tientswithCPHDandCADinourhospitalfromJune2015toMarch2017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
videdintoacontrolgroupandanobservationgroup,with46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
groupreceivedroutinecomprehensivetreatment,and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treatedasthe
controlgroupwithadditionofbisoprolol.Theclinicalefficacyandtheheart,lungandvascularendothelial
functionbeforeandaftertreatmentwereobservedandcompared.Results:Thetotalresponserateintheob-
servationgroup(91.30%)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67.39%)(χ2=8.03,P=

0.00).Aftertreatment,theleftventricularejection
fraction(LVEF),forcedvitalcapacity(FVC),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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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iratoryvolumeinonesecond(FEV1)andFEV1%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
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whiletheleftventricularenddiastolicdiameter(LVED)andheartrate(HR)
werelower(P<0.01).Theplasmaendothelin(ET)andthromboxaneB2(TXB2)levelsintheobservation
groupweresignificantlylow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whiletheplasmalevelofnitricoxide(NO)
wasnotablyhigher(P<0.01).Conclusion:BisoprololwaseffectiveinthetreatmentofCPHDandCAD.It
couldobviouslyimprovetheheart,lungandvascularendothelialfunction,andwassafe.
Keywords bisoprolol;chronicpulmonaryheartdisease;coronarylesion;heartandlungfunction;vascular
endothelialfunction

  慢性肺心病全称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chronic
pulmonaryheartdisease,CPHD),是呼吸内科及心

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好发于老年人群,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之势,严重威

胁患者生命健康。研究证实,CPHD主要因肺组织、
肺动脉或是胸廓病变,造成肺组织结构及功能的异

常,肺血管内阻力升高,导致动脉压升高,进一步引

起右心室扩张、增厚而发病[1]。CPHD患者因长期

处于缺血缺氧状态,易引起冠脉血管受损病变[2],同
时,其起病隐匿且诊断困难增加了其治疗难度,如不

及时治疗易诱发心力衰竭,CPHD的治疗已成为临

床的重点和难点研究课题。目前临床上CPHD合

并冠脉病变患者治疗主要是遵循其他心脏病治疗原

则,其中β受体阻滞剂是最常见的药物,但非选择性

β受体的选择性较差,可同时阻断肺、支气管平滑肌

β受体诱发支气管痉挛,无法在肺心病患者中推广

使用[3]。比索洛尔是新型的高选择性β受体阻滞

剂,能够高选择性结合心肌β1肾上腺素受体,有效

避免因结合β2受体所致的肺功能损害,目前已在各

类心血管疾病中得 到 推 广 使 用[4]。但 将 其 用 于

CPHD合并冠脉病变中尚缺乏足够理论和实践依

据。因此,本研究就索洛尔对CPHD合并冠脉病变

患者心肺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为

临床提供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6月至2017年3月

四川省成都市西区医院收治的CPHD合并冠脉病

变患者92例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5]:(1)符
合《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诊治指南》中的相关诊断标

准,且经冠脉造影证实合并冠脉病变;(2)美国纽约

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Ⅱ~Ⅲ级;(3)无合并严重

的脑血管、肝肾等重要器官组织疾病;(4)对本研究

药物无过敏;(5)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1)合并有哮踹、恶性心率失常、低血压以及Ⅱ
度以上房室阻滞等其他心肺疾病者;(2)入院前1个

月内曾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者;(3)近1个月内出

现心肌梗死等严重心血管事件者;(4)合并恶性肿瘤

及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6例。对照组中男27例,
女19例;年龄41~78岁,平均(58.41±9.23)岁;病
程10个月~7年,平均(4.09±1.50)年;NYHA分

级:Ⅱ级18例,Ⅲ级28例。观察组中男26例,女
20例;年龄40~81岁,平均(58.93±9.30)岁;病程

11个月~8年,平均(4.22±1.47)年;NYHA分级:
Ⅱ级19例、Ⅲ级27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及NYHA分级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接受针对CPHD和

冠脉病变的临床综合治疗措施,包括持续低流量辅

助吸氧、血管扩张药物、强心剂、利尿剂、抗生素预防

感染,必要时可予以解痉平喘和化痰止咳药物治疗。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口服富马酸比索洛尔[万特

制药(海南)有限公司,H20067283]治疗,初始剂量

为2.5mg/次,1次/d,根据病情改善效果可酌情加

量,最大剂量不超过5.0mg/次,1次/d,两组患者均

连续治疗3个月。
1.3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 (1)比较两组患者的治

疗总有效率;(2)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左心室

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内径(LVED)、心率

(HR)、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钟用力呼吸量

(FEV1)及FEV1%水平;采用飞利浦CX50型便携

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上海聚慕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测定 LVEF、LVED 及 HR 水平;采用 RS-
FJ1000型肺功能仪(上海伊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测定FVC、FEV1及 FEV1%水平;(3)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血浆内皮素(ET)、血栓素2(TXB2)、
一氧化氮(NO)等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水平。治疗前、
后抽取患者外周空腹静脉血5.0mL,采用放射免疫

法检测血浆ET和TXB2水平,试剂盒由北京福瑞

润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采用硝酸还原法检测

血浆NO水平,试剂盒由上海恪敏生物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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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所有步骤均严格参考说明书进行。
1.4 疗效观察 参考相关文献标准[6]进行疗效评

定。(1)显效:经治疗后呼吸困难、低氧血症等症状

体征明显好转,日常活动恢复正常,且NYHA分级

降低至Ⅰ级;(2)有效:经治疗后各临床症状提示有

所好转,日常活动轻微受限,NYHA分级改善至Ⅱ
级;(3)无效:经治疗后各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NYHA分级无降低或恶化。治疗总有效率=显效

率+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为91.30%,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67.39%,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的心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

治疗前的LVEF、LVED及H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LVEF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1),LVED和 HR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均P<0.01),见表2。
2.3 两组治疗前、后的肺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

治疗前的FVC、FEV1及FEV1%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FVC、FEV1 及 FEV1%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P <
0.01),见表3。
2.4 两组治疗前、后的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比较 两

组患者治疗前的血浆ET、TXB2及 NO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的血浆 ET 和 TXB2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血浆NO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见表4。

表1 两组治疗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对照组
(n=46) 17(36.96) 14(30.43) 15(32.61) 67.39

观察组
(n=46) 23(50.00) 19(41.30) 4(8.70) 91.30

χ2 8.03
P 0.00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的心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LVEF,% LEVD/mm HR/(次/mi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6) 34.85±7.31 40.76±8.20* 66.12±5.87 59.75±4.51* 99.15±8.73 86.96±6.24*

观察组(n=46) 35.02±7.43 46.19±8.55* 65.83±5.82 50.22±4.08* 98.67±8.68 77.40±5.73*

t 0.41 3.11 0.22 10.63 0.13 7.65
P 0.76 0.00 0.84 0.00 0.91 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的肺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FVC,% FEV1/L FEV1%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6) 30.85±5.69 51.26±4.46* 1.08±0.21 1.25±0.36* 45.29±9.45 66.41±8.74*

观察组(n=46) 31.23±5.72 64.57±4.18* 1.10±0.22 1.59±0.33* 46.10±9.37 85.23±12.46*

t 0.31 14.77 0.26 4.62 0.36 8.39
P 0.83 0.00 0.80 0.00 0.77 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治疗前、后的血管内皮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ET/(ng/L) TXB2/(ng/L) NO/(μ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6) 91.37±9.75 77.43±6.36* 70.86±6.70 63.05±4.71* 52.06±6.84 63.11±7.25*

观察组(n=46) 90.82±9.81 64.91±5.83* 71.25±6.67 54.12±4.43* 51.92±6.79 75.65±8.50*

t 0.20 9.84 0.19 9.37 0.13 7.61
P 0.85 0.00 0.87 0.00 0.91 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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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CPHD作为心血管内科常见病,肺动脉高压形

式是其发病必要条件,其病程呈进行性进展,常见病

因包括支气管、肺组织、肺血管或胸廓病变等,其中

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疾病是其主要病因。目前临床治

疗CPHD合并冠脉病变患者多以吸氧、抗感染、强
心、利尿、化痰止咳等综合对症措施,虽能不同程度

改善患者病情,但其整体疗效仍欠佳。

  β受体阻滞剂是目前心血管疾病常用治疗药

物,能有效抑制交感神经系统兴奋,上调心肌β1受

体表达水平,减少儿茶酚胺释放损害心肌,同时对肾

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作用,又能减轻心脏前后

负荷,降低心率及心肌氧耗,并能促进心室重构逆

转,增强心肌舒缩功能,提高患者心功能[7]。近年

来,多种高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出现,为CPHD患

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突破。比索洛尔是新型高选择

性β1受体阻滞剂,能够高选择性阻断β1受体,且亲

和力较传统β受体阻滞剂更高,其强度较同类型阿

替洛尔高4倍[8],因此能更好发挥心功能保护作用,
且常规剂量不会引起支气管痉挛等β2受体阻滞症

状,治疗CPHD时的安全性较高。大量研究显示,
比索洛尔在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疾病中有着

较高疗效,能明显促进心功能恢复,但其用于CPHD
合并冠脉病变中的疗效仍缺乏足够证据,相关报道

也较少[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

率明显 高 于 对 照 组(P <0.01),同 时 治 疗 后 的

LVEF、LVED及 HR等心功能指标和FVC、FEV1
及FEV1%等肺功能指标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1),表明比索洛尔治疗CPHD合并冠脉病

变疗效显著,能促进心肺功能恢复。研究指出,血管

内皮功能损伤与冠脉病变发生密切相关,表现为血

浆ET、TXB2升高及 NO降低,从而加重冠脉病变

程度,且各血管内皮细胞因子水平可提示病情和治

疗转归情况[10]。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治疗后的

血浆ET和TXB2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而NO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证实比索

洛尔还可改善CPHD合并冠脉病患者的血管内皮

功能,减轻冠脉病变程度。

  综述所述,比索洛尔治疗CPHD合并冠脉病变

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心肺功能,促
进血管内皮功能恢复,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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