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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上海市 $%&"、$%%"、!""" 年心力衰竭住院

患者流行病学及治疗状况调查

上海市心力衰竭调查协作组

【摘要】 目的 调查上海地区 $%&"、$%%"、!""" 年 ’ 个年度非定群心力衰竭住院患者病因谱、流

行病学特点和药物治疗 ’ 个方面的状况及演变。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史分析方法，按年度进行统计

对比。入选的调查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 ’ 项，即 $%&"、$%%"、!""" 年出院病例；临床诊断为充血性心

力衰竭；至少具有 $ 项或 $ 项以上心血管异常的客观指标。结果 共调查 ! $(& 例心力衰竭患者，

! ’($例次。男性患者多于女性。住院年龄（)*+" , $)+"）岁，!" 年内平均年龄由 #$+# 岁上升至 )&+& 岁

（! - "+""" $）。病因谱显著变化，!" 年内风湿性瓣膜病由 *)+&. 降至 &+%.，冠心病由 ’$+$.上升至

##+(.（! - "+""" $）。’ 个年度比较，住院死亡率及平均年急诊、住院次数均有显著下降（! - "+""" $）。

共有死亡 $%) 例，多数死于心力衰竭进行性恶化，非预期猝死仅 &+).。药物治疗现状仍以传统治疗

为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受体阻滞剂的应用近年来均有增长，但仍未被充分使用。结论

近年来心力衰竭治疗方面的进步令人瞩目，积极把这些进步应用于临床实践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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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心力衰竭的人群患病率

也逐渐增高，据统计，!# R (# 岁成人心力衰竭患病

率可能在 !. R ’. 左右，而 )# 岁以上人群可 达

*. R ).，其中症状性心力衰竭约占一半［$］。除患

病率增高外，近 !" 年来心力衰竭病因、治疗及其他

流行病学特点也发生了很多变化。鉴于国内尚缺乏

有关心力衰竭流行病学动态演变的资料，我们在上

海地区进行了本项调查，目的是通过对上海地区

$%&"、$%%"、!""" 年 ’ 个年度非定群心力衰竭住院患

者的横断面调查，了解以下 ’ 个方面的状况及演变：

（$）心力衰竭病因谱；（!）心力衰竭流行病学特点，

如年龄、性别、占心血管病住院患者百分比、生存期、

反复住院率、心力衰竭死亡及预后等；（’）心力衰竭

药物治疗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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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对上海市 !" 家医院 !#$%、!##%、"%%% 年 & 个时

间层面的住院心力衰竭患者采用回顾性病史分析方

法，并按年度进行统计对比。作为入选的调查对象，

必须同时具备下列 & 项：（!）!#$%、!##%、"%%% 年 & 个

年度 ! 月 ! 日至 !" 月 &! 日出院的住院患者；（"）临

床诊断为充血性心力衰竭；（&）至少具有 ! 项或 ! 项

以上心血管异常的客观指标，包括病因学、心脏形态

学及心脏功能性指标。

本次调查共入选 " !’$ 例心力衰竭患者，" &’!
人次。平 均 年 龄 为（()*% + !(*%）岁，男 女 比 例 为

) ,&，以上均按人数统计。如按 !#$%、!##%、"%%% 年 &
个年度统计，则平均年龄依次为 -!*-、-$*#、($*$ 岁

（各年度间比较，! . %*%%% !）；性别分别为男性占

--*!/、-$*"/、-$*&/。入院时心功能（纽约心脏

学会分级）!、"级占 ’%/ 以上（表 !）。心力衰竭

住院病例占心血管病总住院病例比例，& 个年度统

计分别为 "-*$/、"!*(/、!(*$/。

表 ! !#$%、!##%、"%%% 年 " !’$ 例心力衰竭患者

入院时心功能分级

纽约心脏学会
心功能分级

不同级别心功能在 & 个年度
入院患者中的构成比（/）

!#$% 年 !##% 年 "%%% 年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结 果

! 0病因：指引起心力衰竭的直接病因，不包括伴

同发生的疾病或诱因。其中风湿性瓣膜病由 !#$%
年的 )(*$/ 降低至 "%%% 年的 $*#/，而冠心病从

!#$% 年的 &!*!/ 递升至 "%%% 年的 --*’/，成为各

病因之首（表 "）。

表 " !#$%、!##%、"%%% 年" !’$例心力衰竭患者病因分布

病因
不同病因在 & 个年度住院患者中的构成比（/）

!#$% 年 !##% 年 "%%% 年

风湿性瓣膜病 )( 0$ ") 0"! $0#"

冠心病 &! 0! )% 0( -- 0’
高血压 $ 0- !% 0& !& 0# 1

扩张性心肌病 ( 0% ( 0# ’ 0-
其他 ’ 0( !$ 0% !) 0%

注：与 !#$% 年 相 比，! ! . %*%%% !；与 !##% 年 相 比，"! .

%*%%% !，1 ! 2 %*%)

" 0诱发因素：" &’! 人次心力衰竭住院中，一半

以上有引起心力衰竭发作或加重的诱发因素存在。

最常见的诱发因素是合并感染，& 个年度统计分别

为 )%*"/、)!*"/ 、&$*)/。其他还有快速心律失

常、治疗或饮食（忌盐）依从性不良、高血压、心肌缺

血等诱发因素。

& 0心力衰竭药物治疗：指以心力衰竭治疗为目

的的用药调查。& 个年度统计显示，"% 年来用于心

力衰竭治疗的药物仍以传统的利尿剂、硝酸酯及洋

地黄使用最多，分别占 ’’*!/、’)*)/、(%*%/，其中

洋地黄制剂的使用呈逐渐减少趋势。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的使用增长迅速，& 个年度统计分别为

%*(/、&$*#/ 、’%*$/。%3受体阻滞剂也有增长，分

别为 (*$/、-*’/ 、"-*%/，以 "%%% 年心功能!、"
级患者进行统计，使用率为 "(*&/。钙拮抗剂（主

要是 二 氢 吡 啶 类）的 使 用 一 度 在 !##% 年 达 到

)!*&/，至 "%%% 年降至 !)*"/。多巴酚丁胺及磷酸

二酯酶抑制剂均为短时间断应用。血管紧张素!受

体阻滞剂的应用仅从 "%%% 年开始，占 !!*-/。

) 0住院治疗的转归：（!）住院死亡率：指心力衰

竭死亡人数占同年心力衰竭住院人数的百分比。本

组 & 个年度共有 !#( 例心力衰竭患者死亡，& 个年度

统计住院死亡率分别为 !&*$/、!!*-/、(*%/（!#$%
与 !##% 年比较，! 4 %*%-；"%%% 与 !##%、!#$% 年比

较，! . %*%%% !）。（"）心力衰竭后生存期：对住院

死亡患者，统计其开始诊断为心力衰竭至最后死亡

之间的时间作为生存期，& 个年度统计分别为 &&*(、

&’*!、)%*- 个月，& 个年度间比较有逐渐上升趋势，

但无显著统计学意义。（&）平均年急诊及住院次数：

统计每例住院患者入院前 ! 年期间急诊及住院的次

数，& 个年度统计分别为 &*!、"*$、"*% 次（"%%% 与

!#$%、!##% 年比较，! 分别 . %*%%%! 及 %*%%&；!#$%
与 !##% 年比较，! 4 %*%-）。（)）死亡方式：是对心

力衰竭患者死亡状态的分析。本组 !#( 例死亡中，

& 个年度统计均以心力衰竭进行性恶化基础上的死

亡最多见，& 年合计占 -&*"/；其次为由并发症引起

的死亡（如感染、心律失常等），占 &$*"/；以非预期

猝死方式的死亡仅占 $*(/。

讨 论

通过对 & 个年度非定群横断面调查显示，上海

地区心力衰竭住院患者均为男性略多于女性，此与

国外报告相同。住院平均年龄 "% 年内由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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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升为 !"#" 岁，$ 个年度比较均有显著差异。平

均住院年龄的升高，除与心力衰竭总体治疗水平的

提高使很多患者能延续至老年有关外，更可能与 %&
年内病因谱的变化造成患者群的不同有关，这在本

调查资料中都能得到佐证。$ 个年度调查证明，%&
年内心力衰竭的病因发生了显著变化，风湿性瓣膜

病引起的心力衰竭所占的比例由 ’("& 年的 )!#"*
逐渐下降至 %&&& 年的 "#(*，而冠心病（主要是心肌

梗死后重塑）引起的心力衰竭所占的比例从 ’("& 年

的 $’#’*上升至 %&&& 年的 ++#,*，成为各类心力衰

竭病因之首。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生活

水平、医疗条件、社会因素等改变密切有关，尤其是

冠心病所占比例的显著上升已与国外报道的病因统

计相近［%］，提示在我国开展多重危险因素的控制十

分必要。

调查显示，$ 个年度比较心力衰竭住院死亡率

明显 下 降，平 均 急 诊 及 住 院 次 数 也 有 减 少，其 中

%&&& 与 ’("&、’((& 年比较差别均有显著性。心力衰

竭后生存期比较，$ 个年度也有依次延长趋势，但尚

未达统计学显著意义。上述变化反映了综合治疗的

进步，包括溶栓、介入以及非心脏性治疗的改善如抗

生素应用等（本组心力衰竭住院患者中大约 ’ - $ 以

上患者与并发感染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近 %& 年

来心力衰竭治疗水平的提高有关，此与国外观察的

结果相一致［$，)］。

对死亡方式的调查显示，本组一半以上死亡是

在心力衰竭进行性恶化基础上发生的，其次为由并

发症引起，非预期猝死方式的死亡仅占 "#!*。国

外对心力衰竭人群的调查均提示 +&*以上死亡为

猝死方式［+］，但本组患者均为因心力衰竭症状恶化

而住院的患者，不包括院前、院外死亡，显然不能与

之相比较。

从心力衰竭治疗药物的调查可见，约 % - $ 患者

仍采用传统的利尿剂、洋地黄、硝酸酯类药物作为基

础治疗。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调查中硝酸酯类应用

率达 ,)#)*，其中除少数兼用于心肌缺血治疗外，

主要以心力衰竭治疗为目的。虽然早年曾有硝酸酯

与肼苯哒嗪联合应用的有利报告［!］，近年也发现硝

酸酯可抑制心肌及血管异常增殖，可能对减少心室

重塑有益［,］，但迄今仍无证据支持硝酸酯作为心力

衰竭一线治疗药物的观点。

有临床试验证明，某些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在

心力衰竭中的合并应用是安全的［"，(］，但尚无临床

研究证明这类药物可改善心力衰竭症状或延长生

存，且由于其长期应用的不良反应，钙拮抗剂不宜用

于心力衰竭的治疗。从本调查可见，在 ’((& 年曾一

度广泛采用钙拮抗剂（主要是硝苯地平）治疗心力衰

竭（)’#$*），’& 年后随着循证医学结果的发表，使用

率显著下降（’)#%*）。

迄今已有 $& 多项安慰剂对照评价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在心力衰竭治疗中价值的大型临床试

验发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已成为当今心力

衰竭治疗的基石［$］，可适用于各级心功能的慢性稳

定性心力衰竭患者，在国外，其在心力衰竭治疗中的

使用率已达 (&* 以上。本组材料显示，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在心力衰竭中的应用 ’& 年内虽有迅

速增长（,&#"*），但仍未充分使用。

!.受体阻滞剂在心力衰竭治疗中的价值已经大

量临床试验所证实，长期应用不仅能改善症状及心

脏功能，并能显著降低死亡危险，提高生存率。因

此，不论国内或国外的心力衰竭治疗指南均指出，凡

稳定性慢性"、#级心力衰竭患者，除禁忌或不能耐

受外均应及早接受!.受体阻滞剂治疗。但本组资料

提示，在 %&&& 年心功能"、#级患者中!.受体阻滞

剂的使用仅为 %!#$*。

本调查也收集了其他药物及某些非药物治疗的

资料，但由于例数少，难以作出比较分析。

近年来，随着心力衰竭病理生理研究的深入及

相应治疗（主要是药物）的进步，心力衰竭在临床治

疗方面显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积极地把这些

进步应用于临床实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希望我们

的调查能对此有所裨益。

（戚文航 整理）

志谢 本调查得到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赞助

协作组成员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上

海华东医院；上海曙光医院；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第二军医大

学长海医院；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

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徐汇区

中心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

参 考 文 献

’ /010234 56，/0278 9: ;2< =>1 <?7@A@20 BC =>1 >127= C2A0?71 DBD?02=AB3
E>23F14？G1<<B3< C7BH =7A20<: 9H 5 /274AB0，’(((，"$：’’%I.’’(I:

% J2<<A1 KJ，L>2> MK: N@B0@A3F =7134< A3 =>1 1DA41HAB0BFAE C2E=B7< BC
>127= C2A0?71： 72=AB3201 CB7 D71@13=A@1 <=72=1FA1< 234 EBHD71>13<A@1
4A<12<1 H232F1H13= : 9H ;127= 5，’((,，’$$：,&$.,’% :

$ 627O P， Q?<?C L: R@17@A1S BC 7234BHAT14 =7A20< BC 23FAB=13<A3.
EB3@17=A3F 13TOH1 A3>AUA=B7< B3 HB7=20A=O 234 HB7UA4A=O A3 D2=A13=< SA=>
>127= C2A0?71: 59J9，’((+，%,$：’)+&.’)+! :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A3 5 /274AB0，523?27O %&&%，VB0 : $& MB:’

万方数据



! "#$#%&’ ()，*+$’,$-. /，011#$234#51& 067 *899$55$5 %&’ :%4#8-$5 1:
98--$&; ;-$%;<$&; 1: =$%-; :%4#8-$7 >%&9$;，?@@A，BCD：?@2DA 7

C E%-%&. F，"#$#%&’ ()，G-=%-’; >，$; %# 7 H1’$ 1: ’$%;= 4& 9=-1&49 =$%-;
:%4#8-$：% -$I8$5; :1- <1-$ %998-%;$ 9#%554:49%;41&7 G8- J$%-; (，?@@K，

?L：?B@M2?!MB 7
K 04$-N1&; )>，"1=& (E，O-%&9415% (67 "1<,4&$’ 1-%# =P’-%#%Q4&$2&4;-%;$

;=$-%NP 4& #$:; R$&;-498#%- :%4#8-$7 J$<1’P&%<49 $I84R%#$&9P ;1 51’48<
&4;-1N-8554’$7 "=$5;，?@LA，LB：A2?B 7

L (8.’8;; ST，/=%& HT7 G::$9; 1: N-1#1&.$’ &4;-%;$ ;=$-%NP 1& #$:;
R$&;-498#%- -$<1’$#4&. %:;$- 9%&4&$ <P19%-’4%# 4&:%-9;41&7 "4-98#%;41&，

?@@!，A@：DD@L2DBML 7
A 0%9U$- H，VW "1&&1- "H，)=%#4 (/，$; %# 7 G::$9; 1: %<#1’4N4&$ 1&

<1-,4’4;P %&’ <1-;%#4;P 4& 5$-R$-$ 9=-1&49 =$%-; :%4#8-$7 E G&.# ( H$’，

?@@K，BBC：??ML2???! 7

@ "1=& (E，X4$59=$ *，*<4;= F，$; %# 7 G::$9; 1: ;=$ 9%#948< %&;%.1&45;
:$#1’4N4&$ %5 58NN#$<$&;%-P R%51’4#%;1- ;=$-%NP 4& N%;4$&;5 +4;= 9=-1&49
=$%-; :%4#8-$ ;-$%;$’ +4;= $&%#%N-4#：Y2J$:; TTT 7 "4-98#%;41&，?@@L，@K：

ACK2AKB 7
?M Z=$ "%-’4%9 T&58::494$&9P S451N-1#1# *;8’P（"TST*2TT）：% -%&’1<45$’

;-4%# 7 >%&9$;，?@@@，BCB：@2?B 7
?? F%;41&%#$，’$54.& %&’ 1-.%&4Q%;41& 1: ;=$ H$;1N-1#1# "F [ \> F%&’<4Q$’

T&;$-R$&;41& Z-4%# 4& =$%-; :%4#8-$（HGFTZ2JO）7 Z=$ T&;$-&%;41&%#
*;$$R4&. "1<<4;;$$7 6< ( "%-’41#，?@@L，AM（ @S）：C!(2CA(7

?D 69U$- H，"1#8994 3*，*%9U&$-2S$-&5;$4& (]，$; %# 7 ]18,#$2,#4&’，

N#%9$,1291&;-1##$’ 5;8’P 1: ;=$ $::$9;5 1: "%-R$-’4#1# 4& N%;4$&;5 +4;=
<1’$-%;$ ;1 5$-R$ =$%-; :%4#8-$7 "4-98#%;41&，?@@K，@!：DL@B2DL@@ 7

（收稿日期：DMM?2M@2ML）

（本文编辑：姜永茂）

作者单位：DLBCMM 兖州，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医院（牟德华）；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倪新海、

程显声、谭慧琼、朱俊、阮英茆）

·病例报告·

心脏白塞病主动脉瓣返流一例

牟德华 倪新海 程显声 谭慧琼 朱俊 阮英茆

患者，男，!! 岁，回族。因间歇性心悸、气短半年于 ?@@L
年入院。DA 年前曾出现反复的口腔、外生殖器粘膜溃疡，皮

肤针刺反应阳性，诊断为白塞病。DM 年前出现游走性关节

疼痛，但无红肿。? 年前突发腹痛，在外院经剖腹探查发现

回肠坏死穿孔，诊断为肠型白塞病，进行回肠部分切除和吻

合术 治 疗。体 检：血 压 ?DM [ !C << J.（? << J. ^ M7 ?BB
U0%），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 音，心界无明显扩大，

心率 LA 次 [ <4&，律齐，胸骨左缘第三肋间闻及舒张期叹气样

杂音，双下肢轻度压陷性浮肿，口腔及外阴粘膜可见数个直

径 B _ C << 的小溃疡。\ 线心脏像见肺动脉段稍凸，轻度肺

瘀血，心胸比为 M7C?。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发现主动

脉窦部增宽，窦部探及一 C7 D 9< ‘ ?7 D 9< 大小无回声区，考

虑为窦部局限性夹层动脉瘤；主动脉瓣呈三叶式，开放不受

限，关闭欠佳。入院诊断心脏白塞病，主动脉瓣返流。入院

次日行主动脉瓣人工机械瓣置换术，术中见心脏与心包粘

连，尤以主动脉根部与上腔静脉粘连严重；心脏明显增大，以

左室为著；主动脉瓣轻度增厚，无钙化及赘生物，无冠窦瓣环

部分缺如，形成 D <<‘ D7C << 的穿孔；二尖瓣前叶增厚，但

无穿孔。切除瓣叶组织，病理学检查发现瓣叶组织纤维化，

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术后次日开始发热，? 周后手术切

口有类脓性分泌物，但连续 B 次涂片及培养均未见细菌生

长。D 周后胸骨左缘第三肋间出现舒张期杂音，并经心脏彩

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检查确定为主动脉机械瓣瓣周漏。于

B 个月后行第二次人工瓣膜置换术治疗，术中见已植入机械

瓣瓣叶活动灵活，瓣周多处呈肉芽样组织，与左室流出道相

通，右冠窦瓣环完整，左无冠窦瓣环已部分缺如。术后仍有

低热，切口有类脓性分泌物，但取清创组织培养未见细菌生

长。此后 B 个月再次出现主动脉瓣异常体征，遂行第三次人

工瓣膜置换术，术中见心包粘连严重，升主动脉增粗，人工瓣

膜近无冠窦瓣环处撕脱约DM <<，左冠窦瓣环处可见瓣周漏

约 C <<，主动脉瓣环下方可见室间隔缺损，直径约 A << 大

小，故在瓣膜置换术的同时进行室间隔修补术，但术后 B 周

心脏超声检查又发现瓣周漏复发。之后坚持强心、利尿等治

疗，半年后死于心力衰竭。

讨论 白塞病以广泛的血管炎为基本病理组织特征，目

前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自身免疫、感染及遗传因素有关。

当心脏受累时称为心脏白塞病。心脏白塞病的表现复杂多

样，如心脏瓣膜病变、传导障碍、心内膜纤维化、心腔内血栓

形成、心肌炎、心包炎及急性心肌梗死等。目前主动脉瓣瓣

膜病变仍是影响心脏白塞病预后的主要因素。本例主动脉

瓣瓣膜异常表现为主动脉返流，主要与瓣膜纤维化、瓣环缺

如形成穿孔有关。对于出现主动脉返流的心脏白塞病，外科

手术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方法。人工瓣膜置换术较为常用，但

由于瓣膜周围组织因炎症而致脆性加大，抗牵拉强度下降，

术后易发生瓣周漏。该病例半年内 B 次手术，术后均发生了

瓣周漏，且呈进行性病情恶化的趋势，明显不同于普通瓣膜

心脏病对治疗的反应。但有的研究并不支持人工瓣膜置换

术用于心脏白塞病治疗，甚至强调即使是中度或重度的主动

脉返流也不宜选用手术治疗。最近 VU%’% 等发明了一种改

良的 S$&;%## 手术方法，比较适合于心脏白塞病的主动脉返流

治疗，但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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