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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及
对血清sST2、Nexilin、NF-κB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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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口 570102)

摘要 目的:探讨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及对血清可溶性ST2(sST2)、Nexilin、NF-κB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12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60例。对照组采用依那普利片进行治疗,研究组采用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患者

心脏功能的变化、治疗有效率、不良反应以及心血管损伤标志物sST2、Nexilin、NF-κB水平。结果: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每搏

输出量(SV)和左室射血分数(LVEF)显著高于对照组,左心室收缩末容量指数(LVESVI)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LVED-
VI)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90.00%)显著高于对照组(73.33%)(P<0.05)。治疗前,两组患

者血清sST2、Nexilin、NF-κB水平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sST2、Nexilin、NF-κB水平均显著下降,且研

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均无不良反应发生。结论: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治疗老年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显著,
且安全性高,其通过降低患者血清sST2、Nexilin、NF-κB水平而起到心功能保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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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sofenalaprilmaleate-folicacidtabletsontheserumsST2,NexilinandNF-κBlevelsin
elderlypatientswithchronicheartfailure
ChenJuming,GuShenhong,JiXinbo,SongYanling,MaiHuade,ZengWangyuan,WangYachun,LinYu-
nyun,WangXiaoqian.(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HainanMedicalCollege,Haikou5701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icacyofenalaprilmaleate-folatetabletsforthetreatmentofchro-
nicheartfailure(CHF)inelderlypatients,andobservethechangesofserumlevelsofsolublestromelysin-
2(sST2),NexilinandNF-κB.Methods:120elderlypatientswithCHFtreatedinourhospitalfromFebruary
2016toFebruary2017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groupandastudygroup,with60
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controlgroupweretreatedwithenalapril,andthoseinthestudygroup
weretreatedwithenalaprilmaleate-folatetablets.Theclinicalefficacy,theincidenceofadversereactionsand
theserumlevelsofsST2,NexilinandNF-κBwerecompared.Results:Aftertreatment,thestrokevolume
(SV)and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LVEF)inthestudygroupwere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
group,buttheleftventricularend-systolicvolumeindex(LVESVI)andtheleftventricularend-diastolic
volumeindex(LVEFI)werelower(P<0.05).Theeffectiverateinthestudygroupwas96.00%,which
wa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73.33%)(P<0.05).Beforetreatment,therewere
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serumlevelsofsST2,NexilinandNF-κBbetweenthetwogroups(P>
0.05).Aftertreatment,theserumlevelsofsST2,NexilinandNF-κBwerenotablydecreasedinbothgroups
(P<0.05),butthedecreasesweremoresignificantinthestudygroup(P<0.05).Inaddition,noadverse
reactionsoccurredinbothgroups.Conclusion:Theenalaprilmaleate-folatetabletswaseffectiveandsafein
thetreatmentofCHFinelderlypatients,anditcouldimprovecardiacfunctionofpatientsprobablythrough
reducingtheserumlevelsofsST2,NexilinandNF-κB.
Keywords chronicheartfailure;enalaprilmaleate-folatetablets;solublestromelysin-2;Nexilin;NF-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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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heartfailure,CHF)是
由于患者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从而引起心

室充盈或心射血能力下降,该疾病多发于老年人,随
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1]。CHF是心

血管疾病的最终结局,我国每年CHF的病死率约为

15%~20%,5年生存率仅为25%,给老年患者的生

命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2]。目前,对于CFH的治疗

主要采用内分泌抑制剂、强心剂或者利尿剂进行治

疗,但是长期使用存在不良反应,以及产生耐药性的

问题[3]。有研究表明,CHF的发病机制主要与血管

紧张素—醛固酮信号通路有关,而马来酸依那普利

叶酸片是由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叶

酸组成的复合类药物,对CHF具有较好的治疗效

果[4]。Nexilin是心衰程度的标志物,基质裂解素-2
(stromelysin-2,ST2)与心脏功能有关,NF-κB是炎

症信号通路的重要因子。因此,本文主要探讨马来

酸依那普利叶酸片用于治疗老年CHF的临床疗效

以及对血清中可溶性ST2(sST2)、Nexilin、NF-κB

的影响,从而对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治疗CHF的

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

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和全科医学科接

受治疗的老年CHF患者120例,病例纳入标准:(1)
均符合2014年中华医学学会制定的CHF诊断标

准[5];(2)年龄≥65岁;(3)病程半年以上;(4)已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入院两周内服用

ACEI或者叶酸药物者;(2)患有严重肝、肾等重要

脏器疾病者;(3)有精神疾病史、沟通困难者。按随

机数字 表 法 将 患 者 分 为 对 照 组 和 研 究 组,每 组

60例。两组患者性别、病程、年龄、体重指数(Ibm)、
心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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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本研究已取得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n 性别/
(男/女),n

病程/年,
x±s

年龄/岁,
x±s

Ibm/(kg/m2),
x±s

心功能分级,n(%)

Ⅱ级 Ⅲ级 Ⅳ级

对照组 60 35/25 5.4±1.4 72.6±2.5 25.8±3.5 15(25.00) 32(64.00) 13(26.00)
研究组 60 36/24 5.5±1.6 72.7±2.4 26.1±3.4 16(32.00) 31(62.00) 13(26.00)

t/χ2 0.000 0.364 0.224 0.476 0.000 0.000 0.000
P 1.000 0.716 0.824 0.635 1.000 1.000 1.000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降脂、利尿

药、抗凝剂、控制血压等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在常

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依那普利片(扬子江药业集团,
国药准字H20066383)进行治疗:1片/次,1次/d,口
服,治疗24周。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深圳奥萨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H20103723)进行治疗:7片/d,1次/d,
口服,治疗24周。
1.3 观察指标 疗效评价标准[5]:(1)显效:患者临

床症状基本消失,心功能改善达到2级以上;(2)有
效:患者临床症状部分改善,心功能改善达到1级以

上;(3)无效:患者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治疗总有

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观察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以及心脏结构的变化。分

别于治疗前、后运用心脏超声诊断仪(生产厂家:美
国惠普,型号:ACUSONSEQUOIA512)对患者的

心功能相关指标进行检测,包括每搏输出量(SV)、
左心室收缩末容量指数(LVESVI)、左心室舒张末

期容积指数(LVEDVI)以及左室射血分数(LVEF)。

记录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5
mL,3000r/min离心20min,分离血清,保存于-
80℃冰箱中,并避免反复冻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中sST2、Nexilin、NF-κB
的水平。检测时运用Elx800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

仪(Biotek),严格按照人ST2ELISA试剂盒(北京

科盈美公司)、人Nexilin试剂盒(上海酶联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NF-κB试剂盒(武汉博士德公司)的使用

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20.0统

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的变化 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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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 心 功 能 指 标 SV、LVESVI、LVEDVI和

LVEF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SV
和LVEF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LVESVI和

LVEDVI显著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功能变化(x±s)

组别 n
SV/mL LVESVI/(mL/m2) LVEDVI/(mL/m2) LVE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60 37.27±5.23 57.28±7.43*# 37.65±4.76 33.13±4.24*# 59.38±8.27 55.02±7.43*# 36.57±5.24 43.65±6.38*#

对照组 60 37.15±5.04 48.87±6.72* 37.46±4.15 35.48±3.96* 59.05±8.12 57.92±7.46* 36.72±5.46 39.46±5.04*

t 0.128 6.503 0.233 2.940 0.221 2.134 0.154 3.992
P 0.898 0.000 0.816 0.004 0.826 0.035 0.878 0.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3.33%(P<0.05),见
表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ST2、Nexilin、NF-κB水

平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sST2、Nexilin、NF-κB水

平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sST2、

Nexilin、NF-κB水平均显著下降,且研究组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4。

2.4 不良反应 治疗后,研究组头晕、头痛1例,胃
肠道 不 适 1 例,皮 疹 1 例,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为

5.00%;对照组头晕、头痛2例,胃肠道不适1例,皮
疹2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33%,两组患者不良

反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χ2=0.130,P=0.718)。

表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60 30(50.00)24(40.00) 6(10.00)54(90.00)
对照组 60 25(41.67)19(31.67)16(26.67)44(73.33)
χ2/u 2.700 4.510
P 0.007 0.03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ST2、Nexilin、NF-κB水平变化(x±s)

组别 n
sST2/(ng/mL) Nexilin/(μg/L) NF-κB/(p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60 59.21±10.35 2.9±0.4*# 1.28±0.15 0.64±0.07*# 94.43±9.55 36.65±3.66*#

对照组 60 57.34±9.98 19.4±3.3* 1.26±0.13 0.99±0.12* 95.13±9.58 50.54±5.05*

t 1.007 38.448 0.780 19.515 0.401 17.251
P 0.316 0.000 0.437 0.000 0.689 0.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 讨 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CHF的发病率呈

逐年增高趋势。由于CHF的病程长,很容易被忽

略,长期未接受规范治疗会引起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急性发作时可引起肺水肿和心源性休克,严重威胁

患者的生命安全[6]。CHF的治疗主要从改善患者

心脏供血、减轻心脏负担以及增强心肌收缩力等方

面进行[7]。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是ACEI和叶酸类药物

合剂。ACEI是一种血管扩张类药物,具有控制血

压以及补充叶酸的作用,能够扩张血管,增加心肌供

氧量,减少心脏的前负荷以及增加心输出量,达到改

善心脏功能的作用[8]。叶酸能够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9]。据报道,我国大多数CHF患者体内缺乏叶

酸,且补充叶酸可提高对CHF的治疗作用[10]。研

究显示,依那普利与叶酸具有协同作用,联合服用可

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11]。
  SV、LVESVI、LVEDVI和LVEF是评价心脏

功能的常用指标,当患者出现心力衰竭或者心功能

障碍时,心脏泵血能力下降,SV 和 LVEF下降,
LVESVI和 LVEDVI上升[12]。本研究发现,治疗

前,两组患者心功能相关指标SV、LVESVI、LVED-
VI与LVEF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患者的SV
和LVEF与治疗前相比显著增加,LVESVI和LV-
EDVI与治疗前相比显著下降,且研究组患者的

SV、LVESVI、LVEDVI与LVEF对照组相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另外,研究组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为90.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3.33%
(P<0.05)。这些结果表明,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

片能够通过扩张扩张血管,增加心肌供氧量,增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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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量,从而达到改善心脏功能、治疗心力衰竭的目

的。

  血清Nexilin、sST2和 NF-κB水平与患者的心

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是患者心衰严重程度的标志

物,且在体内均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参与患者的心

衰进程。本研究通过检测患者血清中的 Nexilin、

sST2和NF-κB水平,评价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

治疗心衰的临床疗效。ST2是白细胞素-1家族成

员,以跨模型(ST2L)和sST2两种形式存在,当患者

出现心力衰竭或者受到生物压力时,会引起sST2
和ST2L表达量升高[13]。有研究表明,ST2L/IL-33
信号通路的激活会抑制心肌细胞肥大和心脏纤维

化,发挥保护心脏的作用。但是血清中的sST2能

够与ST2L竞争性地与受体IL-33结合,从而阻断

ST2L/IL-33信号通路的激活。因此,当患者出现心

力衰竭时,体内缺乏IL-33,可引起心功能障碍[14]。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前两组患者的sST2水平无

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患者的sST2水平与治疗前

相比显著下降,且研究组sST2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说明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能够降低血

清sST2的水平,进而激活ST2L/IL-33信号通路,
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Nexilin是一种在心脏肌层

中高度表达的肌动蛋白结合蛋白。血清中 Nexilin
水平随心衰程度加重而增加,亦是心力衰竭严重程

度的标志物[15]。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Nexilin水平与治疗前相比显著下降,且研究组

Nexilin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马来酸

依那普利叶酸片与依那普利片相比能够更好地减轻

患者心衰的程度,改善心脏功能。

  NF-κB能够上调COX-2的转录水平并进行表

达,进而诱发组织发生炎症反应,也是一类反应患者

心衰程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

治疗后的NF-κB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降,且研究组

NF-κB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马来酸依

那普利叶酸片能够降低血清中NF-κB水平,进而减

少炎症反应,缓解患者的病情。

  综上所述,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能够有效治

疗老年CHF,且安全性高,通过减低血清中sST2、

Nexilin、NF-κB水平,而起到改善患者心脏功能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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