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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与共识．

急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１霸

言

急性心力衰竭（心衰）临床上以急性左心衰竭最为常

应用的推荐类别和证据水平分级。推荐类别：Ｉ类为已证实
和（或）一致认为有益和有效；ｉｌ类为疗效的证据尚不一致
或有争议，其中相关证据倾向于有效的为Ⅱａ类，尚不充分

见，急性右心衰竭则较少见。急性左心衰竭指急性发作或加

的为ＩＩ ｂ类；Ｕｌ类为已证实或一致认为无用和无效，甚至可

重的左心功能异常所致的心肌收缩力明显降低、心脏负荷加

能有害。证据水平分级：证据来自多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或

重，造成急性心排血量骤降、肺循环压力突然升高、周围循环

多项荟萃分析为Ａ级；证据来自单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或

阻力增加，引起肺循环充血而出现急性肺淤血、肺水肿并可

非随机研究为Ｂ级；证据来自小型研究或专家共识为Ｃ级。

伴组织器官灌注不足和心原性休克的临床综合征。急性右

急性心衰的流行病学

心衰竭是指某些原因使右心室心肌收缩力急剧下降或右心
室的前后负荷突然加重，从而引起右心排血量急剧减低的临

美国过去ｌＯ年中，因急性心衰而急诊就医者达１千万

床综合征。急性心衰可以突然起病或在原有慢性心衰基础

例次。急性心衰患者中约１５％一２０％为首诊心衰，大部分

上急性加重；大多数表现为收缩性心衰，也可以表现为舒张

则为原有的心衰加重。所有引起慢性心衰的疾病都可导致

性心衰；发病前患者多数合并有器质性心血管疾病。对于在

急性心衰。晚近，随慢性心衰患者数量逐渐增加，慢性心功

慢性心衰基础上发生的急性心衰，经治疗后病情稳定，不应

能失代偿和急性心衰发作，业已成为心衰患者住院的主因，

再称为急性心衰。

每年心衰的总发病率为０．２３％一０．２７％。急性心衰预后很

急性心衰常危及生命，必须紧急施救和治疗。近１０余
年，尽管对于慢性心衰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
但急性心衰的临床工作仍存在以下问题：（１）临床研究，尤
其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很少，临床证据匮乏，使得目
前各国指南中关于治疗的推荐大多基于经验或专家意见，缺
少充分的证据支持；（２）我国自己的研究严重滞后，缺少临

差，住院病死率为３％，６０ ｄ病死率为９．６％，３年和５年病死
率分别高达３０％和６０％。急性心肌梗死所致的急性心衰则
病死率更高。急性肺水肿患者的院内病死率为１２％，１年病
死率达３０％。
我国对４２家医院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３个时段住院病
历所作回顾性分析表明，因心衰住院约占住院心血管病患者

床资料，甚至基本的流行病学材料也不够齐全；急性心衰的

的１６．３％～１７．９％，其中男性占５６．７％，平均年龄为６３～６７

处理各地缺少规范，急性心衰的病死率虽有下降但仍是心原

岁，印岁以上者超过６０％；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３５．１、３１．６

性死亡的重要原因，成为我国心血管病急症治疗的一个薄弱
环节。鉴于上述理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决定编撰
我国的“急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以提高对这一心
脏病急重症临床处理的水平。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衰专业组组建了这一工

和２１．８ ｄ。心衰病种主要为冠心病、风湿性心瓣膜病和高血
压病。在这２０年时间中，冠心病和高血压病分别从３６．８％
和８．０％增至４５．６％和１２．９％，而风湿性心脏病则从３４．４％
降至１８．６％１７１；入院时的心功能都以Ⅲ级居多（４２．５％～
４３．７％）。此种住院患者基本为慢性心衰的急性加重。

作的撰写组和专家组，并确定了对指南编写的基本原则：

急性心衰的病因和病理生理学机制

（１）要充分汲取这一领域的新进展、新技术、新方法，借鉴国
外主要心血管病学术组织近几年制定和颁布的各种指
南【１４’；（２）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临床处理的传统习惯以及
已证实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经验，包括我国近几年编写的心衰
及相关疾病的指南与专家共识¨“，使其符合我国国情；（３）
为基层单位和各级医院临床医师提供能够接受和乐意使用
的指导性文件。

一、急性左心衰竭的常见病因
１．慢性心衰急性加重。
２．急性心肌坏死和（或）损伤：（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如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伴机械
性并发症、右心室梗死；（２）急性重症心肌炎ｌ（３）围生期心
肌病；（４）药物所致的心肌损伤与坏死，如抗肿瘤药物和毒

本指南按国际通用的方式，标示了药物和各种治疗方法

物等。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ｍ 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２

（或）原有瓣膜反流加重，如感染性心内膜炎所致的二尖瓣

通信作者：黄峻，２１００２９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Ｅｍａｉｌ：

和（或）主动脉瓣穿孔、二尖瓣腱索和（或）乳头肌断裂、瓣膜

３．急性血流动力学障碍：（１）急性瓣膜大量反流和

ｂＩＩ耐ｌｌ＠ｈｏｔｍａｉｌ．咖）
万方数据

撕裂（如外伤性主动脉瓣撕裂）以及人工瓣膜的急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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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高血压危象；（３）重度主动脉瓣或二尖瓣狭窄；（４）主

其中３型可造成急性心衰。５型心肾综合征也可诱发心衰

动脉夹层；（５）心包压塞；（６）急性舒张性左心衰竭，多见于

甚至急性心衰。

老年控制不良的高血压患者。
二、急性左心衰竭的病理生理机制

５．慢性心衰的急性失代偿：稳定的慢性心衰可以在短
时间内急剧恶化，心功能失代偿，表现为急性心衰。其促发

１．急性心肌损伤和坏死：缺血性心脏病合并急性心衰

因素中较多见为药物治疗缺乏依从性、严重心肌缺血、重症

主要有下列３种情况：（１）急性心肌梗死：主要见于大面积

感染、严重的影响血流动力学的各种心律失常、肺栓塞以及

的心肌梗死；有时急性心肌梗死也可首先表现为急性左心衰

肾功能损伤等。

竭症状，尤其老年患者和糖尿病患者；（２）急性心肌缺血：缺
血面积大、缺血严重也可诱发急性心衰，此种状况亦可见于
梗死范围不大的老年患者，虽然梗死面积较小，但缺血面积

三、急性右心衰竭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
急性右心衰竭多见于右心室梗死、急性大块肺栓塞和右
侧心瓣膜病。

大；（３）原有慢性心功能不全，如陈旧性心肌梗死或无梗死

右心室梗死很少单独出现，常合并于左心室下壁梗死。

史的慢性缺血性心脏病患者，在缺血发作或其他诱因下可出

患者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右心室功能障碍，其中约１０％一

现急性心衰。此外，一些以急性左心衰竭为主要表现的患者

１５％可出现明显的血流动力学障碍。此类患者血管闭塞部

可能没有明显的胸痛症状，但当存在相应危险因素的情况下

位多在右冠状动脉开口或近段右心室侧支发出之前。右心

可能是缺血性心脏病所致。

室梗死所致的右心室舒缩活动障碍使右心室充盈压和右心

心肌缺血及其所产生的心肌损伤使部分心肌处在心肌
顿抑和心肌冬眠状态，并导致心功能不全。当冠状动脉血流

房压升高；右心室排血量减少导致左心室舒张末容量下降、
ＰＣＷＰ降低。

及氧合恢复，冬眠心肌功能迅速改善，而顿抑心肌心功能不

急性大块肺栓塞使肺血流受阻，出现持续性严重肺动脉

全仍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对正性肌力药物有反应。严重和

高压，使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和扩张，导致右心衰竭；右心排血

长时间的心肌缺血必将造成心肌不可逆的损害。

量降低导致体循环和心功能改变，出现血压下降、心动过速、

急性心肌梗死或急性重症心肌炎等可造成心肌坏死，使

冠状动脉灌注不足；对呼吸系统的影响主要是气体交换障

心脏的收缩单位减少。高血压急症或严重心律失常等均可

碍；各种血管活性物质的释出，使广泛的肺小动脉收缩，增加

使心脏负荷增加。这些改变可产生血流动力学紊乱，还可激

了缺氧程度，又反射性促进肺动脉压升高，形成恶性循环。

活肾素一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和交感神经系统，
促进心衰患者病情加剧和恶化。上述病理生理过程可因基

右侧心瓣膜病所致急性右心衰竭不常见，且多为慢性右
心衰竭，只有急性加重时才表现为急性右心衰竭。

础病变重笃而不断进展，或在多种诱因的激发下迅速发生而

急性心衰的临床分类与诊断

产生急性心衰。
２．血流动力学障碍：急性心衰主要的血流动力学紊乱

一、临床分类

有：（１）心排血量（ｃｏ）下降，血压绝对或相对下降以及外周

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急性心衰临床分类。根据急性心衰

组织和器官灌注不足，导致出现脏器功能障碍和末梢循环障

的病因、诱因、血流动力学与临床特征作出的分类便于理解，

碍，发生心原性休克。（２）左心室舒张末压和肺毛细血管楔

也有利于诊断和治疗。

压（ａｃｗｖ）升高，可发生低氧血症、代谢性酸中毒和急性肺

１．急性左心衰竭：（１）慢性心衰急性失代偿，（２）急性

水肿。（３）右心室充盈压升高，使体循环静脉压升高、体循

冠状动脉综合征，（３）高血压急症，（４）急性心瓣膜功能障

环和主要脏器淤血、水钠滞留和水肿等。

碍，（５）急性重症心肌炎和围生期心肌病，（６）严重心律

３．神经内分泌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和ＲＡＡＳ的过度兴
奋原是机体在急性心衰时的一种保护性代偿机制，但长期的

失常。
２．急性右心衰竭。

过度兴奋就会产生不良影响，使多种内源性神经内分泌与细

３．非心原性急性心衰：（１）高心排血量综合征，（２）严

胞因子激活，加重心肌损伤、心功能下降和血流动力学紊乱，

重肾脏疾病（心肾综合征），（３）严重肺动脉高压，（４）大块肺

这又反过来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和ＲＡＡＳ的兴奋，形成恶性

栓塞等。

循环【８圳。

二、急性左心衰竭的临床表现

４．心肾综合征：心衰和肾功能衰竭常并存，并互为因

１．基础心血管疾病的病史和表现：大多数患者有各种

果。临床上将此种状态称之为心肾综合征。心肾综合征可

心脏病的病史，存在引起急性心衰的各种病因。老年人中的

分为５种类型：１型的特征是迅速恶化的心功能导致急性肾

主要病因为冠心病、高血压和老年性退行性心瓣膜病，而在

功能损伤；２型的特征为慢性心衰引起进展性慢性肾病；３型

年轻人中多由风湿性心瓣膜病、扩张型心肌病、急性重症心

是原发、急速的肾功能恶化导致急性心功能不全；４型系由

肌炎等所致。

慢性肾病导致心功能下降和（或）心血管不良事件危险增

２．诱发因素：常见的诱因有：（１）慢性心衰药物治疗缺

加；５型特征是由于急性或慢性全身性疾病导致心肾功能同

乏依从性；（２）心脏容量超负荷；（３）严重感染，尤其肺炎和

时出现衰竭。显然，３型和４型心肾综合征均可引起心衰。

败血症；（４）严重颅脑损害或剧烈的精神心理紧张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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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大手术后；（６）肾功能减退；（７）急性心律失常如室性心

接测量肺动脉压、左右心室充盈压等。此法为无刨性，应用

动过速（室速）、心室颤动（室颤）、心房颤动（房颤）或心房扑

方便，有助于快速诊断和评价急性心衰¨…，还可用来监测患

动伴快速心室率、室上性心动过速以及严重的心动过缓等；

者病情的动态变化，对于急性心衰是不可或缺的监测方法。

（８）支气管哮喘发作；（９）肺栓塞；（１０）高心排血量综合征如

一般采用经胸超声心动图，如患者疑为感染性心内膜炎，尤

甲状腺机能亢进危象、严重贫血等；（１ １）应用负性肌力药物

为人工瓣膜心内膜炎，在心衰病情稳定后还可采用经食管超

如维拉帕米、地尔硫革、Ｂ受体阻滞剂等；（１２）应用非甾体类

声心动图，能够更清晰显示赘生物和瓣膜周围的脓肿等。

抗炎药；（１３）心肌缺血（通常无症状）；（１４）老年急性舒张功

４．动脉血气分析：急性左心衰竭常伴低氧血症，肺淤血

能减退；（１５）吸毒；（１６）酗酒；（１７）嗜铬细胞瘤。这些诱因

明显者可影响肺泡氧气交换。应检测动脉氧分压（ＰａＯ：）、

使心功能原来尚可代偿的患者骤发心衰，或者使已有心衰的

二氧化碳分压（ＰａＣＯ：）和氧饱和度，以评价氧含量（氧合）和

患者病情加重。

肺通气功能。还应检测酸碱平衡状况，本症患者常有酸中

３．早期表现：原来心功能正常的患者出现原因不明的

毒，与组织灌注不足、二氧化碳潴留有关，且可能与预后相

疲乏或运动耐力明显降低以及心率增加１５—２０次／ｌＩｌｉｎ，可

关，及时处理纠正很重要。无创测定血氧饱和度可用作长时

能是左心功能降低的最早期征兆。继续发展可出现劳力性

间、持续和动态监测，由于使用简便，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动

呼吸困难、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睡觉需用枕头抬高头部等；

脉血气分析而得到广泛应用，但不能提供ＰａＣＯ：和酸碱平

检查可发现左心室增大、闻及舒张早期或中期奔马律、Ｐ２亢

衡状态的信息。

进、两肺尤其肺底部有细湿性哕音，还可有干性Ｉ罗音和哮鸣
音，提示已有左心功能障碍。

５．常规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如电解
质（钠、钾、氯等）、肝功能、血糖、白蛋白及高敏Ｃ反应蛋白

４．急性肺水肿：起病急骤，病情可迅速发展至危重状
态。突发的严重呼吸困难、端坐呼吸、喘息不止、烦躁不安并

（ｈｓ·ＣＲＰ）。研究表明，ｈｓ·ＣｌＩＰ对评价急性心衰患者的严重
程度和预后有一定的价值。

有恐惧感，呼吸频率可达３０～５０次，／ｍｉｎ；频繁咳嗽并咯出大

６．心衰标志物：Ｂ型利钠肽（ＢＮＰ）及其Ｎ末端Ｂ型利

量粉红色泡沫样血痰；听诊心率快，心尖部常可闻及奔马律；

钠肽原（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浓度增高已成为公认诊断心衰的客

薅肺满布湿性Ｉ罗音和哮鸣音。

观指标，也是心衰临床诊断上近几年的一个重大进展¨“。

５．心原性休克：主要表现为：（１）持续低血压，收缩压降
至９０

ｍ／ｎ

Ｈｇ（１

ｒａｉｎ Ｈｇ＝０．１３３

其临床意义如下：（Ｉ）心衰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如ＢＮＰ＜１００

ｋＰａ）以下，或原有高血压的

ｎｇ／Ｌ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４００ ｎｇ／Ｌ，心衰可能性很小，其阴性预

Ｈｇ，且持续３０ ｍｉｎ以上。（２）组织

测值为９０％；如ＢＮＰ＞４００ ｎｇ／Ｌ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１５００ ｒ∥Ｌ，

低灌注状态，可有：①皮肤湿冷、苍白和紫绀，出现紫色条纹；

心衰可能性很大，其阳性预测值为９０％。急诊就医的明显

②心动过速＞１１０次／ＩＩｌｉｎ；③尿量显著减少（＜２０ ｍＬ／ｈ），甚

气急患者，如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正常或偏低，几乎可以除

至无尿；④意识障碍，常有烦躁不安、激动焦虑、恐惧和濒死

外急性心衰的可能性。（２）心衰的危险分层：有心衰临床表

患者收缩压降幅≥６０

感；收缩压低于７０

ｍｍ

ｉｎｔｏ

Ｈｇ，可出现抑制症状如神志恍惚、表

现、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又显著增高者属高危人群。（３）评

情淡漠、反应迟钝，逐渐发展至意识模糊甚至昏迷。（３）血

估心衰的预后：临床过程中这一标志物持续走高，提示预后

流动力学障碍：ＰＣＷＰ≥１８

不良。

≤３６．７

ｍｍ

Ｈｇ，心脏排血指数（ＣＩ）

ｍｌ·ｓ一·ｍ。２（≤２．２ Ｌ·ｍｉｌｌ一·ｍ‘）。（４）低氧

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

７．心肌坏死标志物：旨在评价是否存在心肌损伤或坏
死及其严重程度。（１）心肌肌钙蛋白Ｔ或Ｉ（ｃＴｎＴ或ｃＴｎｌ）：

三、急性左心衰竭的实验室和辅助检查ｐ刮

其检测心肌受损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较高。急性心肌梗死

１．心电图：能提供许多重要信息，包括心率、心脏节律、

时可升高３—５倍以上，不稳定性心绞痛和急性心肌炎也会

传导，以及某些病因依据如心肌缺血性改变、ｓＴ段抬高或非

显著升高；慢性心衰可出现低水平升高；重症有症状心衰存

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以及陈旧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性Ｑ波等。

在心肌细胞坏死、肌原纤维不断崩解，血清中ｃＴｎ水平可持

还可检测出心肌肥厚、心房或心室扩大、束支传导阻滞、心律

续升高。（２）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一般在发病后

失常的类型及其严重程度如各种房性或室性心律失常（房

３—８

颤、心房扑动伴快速性心室率、室速）、ＱＴ间期延长等。

高可列为急性心肌梗死的确诊指标之一，高峰出现时间与预

ｈ升高，９—３０ ｈ达高峰，４８—７２ ｈ恢复正常；其动态升

２．胸部ｘ线检查：可显示肺淤血的程度和肺水肿，如出

后有关，出现早者预后较好。（３）肌红蛋白：其分子质量小，

现肺门血管影模糊、蝶形肺门，甚至弥漫性肺内大片阴影等。

心肌损伤后即释出，故在急性心肌梗死后０．５—２ ｈ便明显

还可根据心影增大及其形态改变，评估基础的或伴发的心脏

升高，５—１２ ｈ达高峰，１８～３０ ｈ恢复，作为早期诊断的指标

和（或）肺部疾病以及气胸等。

优于ＣＫ—ＭＢ，但特异性较差。伴急性或慢性肾功能损伤者

３．超声心动图：可用以了解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心瓣膜
状况、是否存在心包病变、急性心肌梗死的机械并发症以及

肌红蛋白可持续升高，此时血肌酐水平也会明显增高。
四、急性左心衰竭严重程度分级［１¨３１

室壁运动失调；可测定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检测急性心衰

主要有Ｋｉｌｌｉｐ法（表１）、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法（表２）和临床程度

时的心脏收缩／舒张功能相关的数据。超声多普勒成像可问

分级（表３）三种。Ｋｉｌｌｉｐ法主要用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根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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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临床和血流动力学状态来分级。Ｆｏｒｒｃｓｔｅｒ法可用于急性

动脉压力（ＰＡＰ）、ＰＣＷＰ，应用热稀释法可测定Ｃ０。可以持

心肌梗死或其他原因所致的急性心衰，其分级的依据为血流

续监测上述各种指标的动态变化，酌情选择适当的药物，评

动力学指标如ＰＣＷＰ、ＣＩ以及外周组织低灌注状态，故适用

估治疗的效果；（２）外周动脉插管（ＩＩ ａ类，Ｂ级）：可持续监

于心脏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和有血流动力学监测条件的病

测动脉血压，还可抽取动脉血样标本检查；（３）肺动脉插管

房、手术室内。临床程度分级根据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法修改而来，其

（ＩＩ ａ类，Ｂ级）：不常规应用。对于病情复杂、合并心脏或肺

各个级别可以与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法一一对应，由此可以推测患者的

部疾病者、其他检查难以确定时，可用来鉴别心原性或非心

血流动力学状态；由于分级的标准主要根据末梢循环的望诊

原性（例如肺原性）病因；对于病情极其严重，例如心原性休

观察和肺部听诊，无须特殊的监测条件，适合用于一般的门

克的患者，可提供更多的血流动力学信息。

诊和住院患者。这三种分级法均以Ｉ级病情最轻，逐级加

３．注意：（Ｉ）在二尖瓣狭窄、主动脉瓣反流、肺动脉闭塞

重，Ⅳ级为最重。以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法和临床程度分级为例，由ｌ

病变以及左心室顺应性不良等情况下，ＰＣＷＰ往往不能准确

级至Ⅳ级的病死率分别为２．２％、１０．１％、２２．４％和５５．５％。

反映左心室舒张末压。对于伴严重三尖瓣反流的患者，热稀
释法测定ＣＯ也不可靠。（２）插入导管的各种并发症如感

表１急性心肌梗死的Ｋｉｌｌｉｐ法分级
分级

发生率明显增高。

症状与体征

六、急性左心衰竭的诊断步骤

Ｉ级

无心衰

Ⅱ蠕
ｕ驭

有心衰。两肺中下部有湿哕音，占肺野下１／２，可闻及
奔马律，ｘ线胸片有肺淤血

Ⅲ级
Ⅳ级
注：Ｉ

染、血栓形成或栓塞以及血管损伤等随导管留置时间延长而

可疑的急性左心衰竭患者应根据临床表现和辅助性检
查作出诊断评估（图Ｉ）。

严号笑袁·有肺水肿·细湿哕音遍布两肺‘超过肺野下
基础心脏病史、心衰临床表现
心电圈改变、胸部ｘ线检查改变

心葬隽簏争、低血压‘收缩压≤９０一Ｈｇ’、紫绀、出
ｍ Ｈｇ＝０．１３３

血气分析异常（氧饱和度＜９傩）
’

超声心动圈

ｋＰａ，表２、４同此
ｌ有

表２急性左心衰竭的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法分级
分级

（。ＰＣＷＨＰｇ）（ｍ１．Ｂ算．ｍ－２）

无

Ｉ

——＿ｊＬ一
初步诊断

初始治疗

组织灌注状态

ｌ

ｌ

考虑肺部疾病
成其他疾病

（拟诊）

＼

±

．／正常

＼ｌ 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进一步治疗Ｉ＼

ｌ异常
Ｉ明确诊断，并作出心衰ｌ
１分级、评估严重程度、ｌ
Ｉ确定病因

注：ＰＣＷＰ：肺毛细血管楔压。ＣＩ：心脏排血指数，其法定单位
图１急性左心衰竭的诊断流程

ｍ１．ｓ～．‘２与旧制单位Ｌ．ｍｉｎ－１．ｍ一２的换算因数为１６．６７

表３急性左心衰竭的临床程度分级

七、急性左心衰竭的鉴别诊断
急性左心衰竭应与可引起明显呼吸困难的疾病如支气
管哮喘发作和哮喘持续状态、急性大块肺栓塞、肺炎、严重的
慢性阻塞性肺病（ＣＯＰＤ）尤其伴感染等相鉴别，还应与其他
原因所致的非心原性肺水肿（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
非心原性休克等疾病相鉴别。
八、急性右心衰竭的临床表现、诊断和鉴别诊断

五、急性左心衰竭的监测方法
（一）无创性监测（Ｉ类，Ｂ级）
每个急性心衰患者均需应用床边监护仪持续测量体温、
心率、呼吸频率、血压、心电图和血氧饱和度等。

急性右心衰竭的诊断需根据病因。
１．右心室梗死伴急性右心衰竭：如心肌梗死时出现Ｖ．、
Ｖ：导联ｓＴ段压低，应考虑右心室梗死，当然也有可能为后
壁梗死，而非室间隔和心内膜下心肌缺血。下壁ｓＴ段抬高

（二）血流动力学监测

心肌梗死伴血流动力学障碍者应观察心电图ｖ４Ｒ导联，并

１．适应证：适用于血流动力学状态不稳定、病情严重且

作经胸壁超声心动图检查，后者发现右心室扩大伴活动减弱

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如伴肺水肿和（或）心原性休克的

可以确诊右心室梗死。右心室梗死伴急性右心衰竭典型者

患者。
２．方法：（１）床边漂浮导管（Ｉ类，Ｂ级）：可用来测定主
要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如右心房压力（反映中心静脉压）、肺

万方数据

可出现低血压、颈静脉显著充盈和肺部呼吸音清晰的三
联症。
２．急性大块肺栓塞伴急性右心衰竭：典型表现为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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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剧烈胸痛、有濒死感，还有咳嗽、咯血痰、明显发

剂有助于减轻肺淤血和肺水肿。亦可缓解呼吸困难。

绀、皮肤湿冷、休克和晕厥，伴颈静脉怒张、肝肿大、肺梗死区

３．稳定血流动力学状态，维持收缩压≥９０

ｍｌｌｌ

Ｈｇ：纠正

呼吸音减低、肺动脉瓣区杂音。如有导致本病的基础病因

和防止低血压可应用各种正性肌力药物。血压过高者的降

及诱因，出现不明原因的发作性呼吸困难、紫绀、休克，无心

压治疗可选择血管扩张药物。

肺疾病史而突发的明显右心负荷过重和心衰，都应考虑肺
栓塞。

４．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和维持酸碱平衡：静脉应用襻利
尿剂应注意补钾和保钾治疗；血容量不足、外周循环障碍、少

３．右侧心瓣膜病伴急性右心衰竭：主要为右心衰竭的
临床表现，有颈静脉充盈、下肢水肿、肝脏淤血等。

尿或伴肾功能减退患者要防止高钾血症。低钠血症者应适
当进食咸菜等补充钠盐，严重低钠血症（＜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者

急性右心衰竭临床上应注意与急性心肌梗死、肺不张、

应根据计算所得的缺钠量，静脉给予高张钠盐如３％一６％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主动脉夹层、心包压塞、心包缩窄等疾

氯化钠溶液，先补充缺钠量的１／３～１／２，尔后酌情继续补

病相鉴别。

充。出现酸碱平衡失调时，应及时予以纠正。

急性心衰诊断和评估要点

５．保护重要脏器如肺、肾、肝和大脑，防止功能损害。

◆应根据基础心血管疾病、诱因、临床表现（病史、症状

６．降低死亡危险，改善近期和远期预后。

和体征）以及各种检查（心电图、胸部ｘ线检查、超声心动图

二、急性左心衰竭的处理流程

和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作出急性心衰的诊断。并做临床评估
包括病情的分级、严重程度和预后。
◆常见的临床表现是急性左心衰竭所致的呼吸困难。系
由肺淤血所致。严重患者可出现急性肺水肿和心原性休克。

急性左心衰竭确诊后即按图２的流程处理。初始治疗
后症状未获明显改善或病情严重者应作进一步治疗。血管
活性药物可按表４所列方法选择应用，其应用方法参见“四、
急性左心衰竭的药物治疗”。

◆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作为心衰的生物学标志物。对急性

垂到凳荔！南毳腻襻利尿剂，吗啡、
ｌ一般处理：体位、四肢轮流绑扎等

左心衰竭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肯定的价值，对患者的危险分
层和预后评估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毛花甙ｃ、氨茶碱或其他支气管解疰

◆急性左心衰竭病情严重程度分级有不同的方法。
Ｋｉｌｌｉｐ法适用于基础病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根据收缩压、肺淤血状态和血流动力学监铡。

选择血管活性药物包括血管扩张剂、正性肌

法多用于心脏监护室、重症监护室及有血流动力学监测条件

力药物和缩血管药物

的场合；临床程度分级则可用于一般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急性右心衰竭主要常见病因为右心室梗死和急性大

／Ｉ根据病情需要采用非药物治疗方法：

垂三ｉ！ｉ！夏Ｈ毒菱装密蔷嘉墨磊孟委掣艳孳气管插臂

块肺栓塞。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如突发的呼吸困难、低血压、
颈静脉怒张等，结合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可以作出
诊断。

动态评估心衰程度、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

急性心衰的治疗
圈２急性左心衰竭的处理流程

一、治疗目标和处理流程¨’１４１
（一）临床评估
对患者均应根据上述各种检查方法以及病情变化作出
临床评估，包括：（１）基础心血管疾病；（２）急性心衰发生的

表４急性左心衰竭的血管活性药物的选择应用
收缩压
＞１００ ｍｉｌｌ

肺淤血
Ｈｇ

有

诱因；（３）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分级，并估计预后；（４）治疗的
效果。此种评估应多次和动态进行，以调整治疗方案。

９０一１００ｍｍＨｇ有

（二）治疗目标
１．控制基础病因和矫治引起心衰的诱因：应用静脉和
（或）口服降压药物以控制高血压；选择有效抗生素控制感
染；积极治疗各种影响血流动力学的快速性或缓慢性心律失
常；应用硝酸酯类药物改善心肌缺血。糖尿病伴血糖升高者
应有效控制血糖水平，又要防止出现低血糖。对血红蛋白低

推荐的治疗方法
利尿剂（呋塞米）＋血管扩张剂（硝酸酯类、
硝普钠、重组人Ｂ型利钠肽、乌拉地尔）、
左西盂旦
血管扩张剂和（或）正性肌力药物（多巴胺、
多巴酚丁胺、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左西孟
旦）

＜９０

ｍｍ

Ｈｇ

有

此情况为心原性休克。（１）在血流动力学监
测（主要采用床边漂浮导管法）下进行治
疗；（２）适当补充血容鞋；（３）应用正性肌
力药物如多巴胺，必要时加用去甲肾卜．腺
素；（４）如效果仍不佳，应考虑肺动脉插管
监测血流动力学和使用土动脉内球囊反搏
和心窒机械辅助装置；肺毛细血管楔压高
者町在严密监测Ｆ考虑多巴胺基础上加用
少量硝普钠、乌拉地尔

于６０ ｇ／Ｌ的严重贫血者，可输注浓缩红细胞悬液或全血。
２．缓解各种严重症状：（１）低氧血症和呼吸困难：采用
不同方式的吸氧，包括鼻导管吸氧、面罩吸氧以及无创或气
管插管的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２）胸痛和焦虑：应用吗啡；
（３）呼吸道痉挛：应用支气管解痉药物；（４）淤血症状：利尿

万方数据

三、急性左心衰竭的一般处理［５】
１．体位：静息时明显呼吸困难者应半卧位或端坐位，双
腿下垂以减少回心血量，降低心脏前负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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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肢交换加压：四肢轮流绑扎止血带或血压计袖带，
通常同一时间只绑扎三肢，每隔１５—２０ ｍｉｎ轮流放松一肢。

ｔ醒·ｋｇ一·ｈ。１静脉滴注。亦可应用二羟丙茶碱０．２５—
０．５０

ｇ静脉滴注，速度为２５～５０ ｍｒ，／ｈ。此类药物不宜用于

Ｈｇ，使动脉血

冠心病如急性心肌梗死或不稳定性心绞痛所致的急性心衰

流仍可顺利通过，而静脉血回流受阻。此法可降低前负荷，

患者（１１ ｂ类，Ｃ级），不可用于伴心动过速或心律失常的

减轻肺淤血和肺水肿。

患者。

血压计袖带的充气压力应较舒张压低１０

ｍｍ

３．吸氧：适用于低氧血症和呼吸困难明显（尤其指端血

（三）利尿剂（Ｉ类，Ｂ级）

氧饱和度＜９０％）的患者。应尽早采用，使患者Ｓａｏ：≥９５％

１．应用指征和作用机制：适用于急性心衰伴肺循环和

（伴ＣＯＰＤ者Ｓａ０２＞９０％）。可采用不同的方式：（１）鼻导管

（或）体循环明显淤血以及容量负荷过重的患者。作用于肾

吸氧：低氧流量（１—２ Ｌ／ｒａｉｎ）开始，如仅为低氧血症，动脉血

小管亨利氏襻的利尿剂如呋塞米、托塞米、布美他尼静脉应

气分析未见ＣＯ：潴留，可采用高流量给氧６—８ Ｌ／ｍｉｎ。酒精

用可以在短时间里迅速降低容量负荷，应列为首选。噻嗪类

吸氧可使肺泡内的泡沫表面张力降低而破裂，改善肺泡的通

利尿剂、保钾利尿剂（阿米洛利、螺内酯）等仅作为襻利尿剂

气。方法是在氧气通过的湿化瓶中加５０％一７０％酒精或有

的辅助或替代药物，或在需要时作为联合用药。临床上利尿

机硅消泡剂，用于肺水肿患者。（２）面罩吸氧：适用于伴呼

剂应用十分普遍，但并无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进行评估。

吸性碱中毒患者。必要时还可采用无创性或气管插管呼吸
机辅助通气治疗。

２．药物种类和用法：应采用静脉利尿制剂，首选呋塞
米，先静脉注射２０～４０ ｍｇ，继以静脉滴注５～４０ ｍｇ／ｈ，其总

４．做好救治的准备工作：至少开放２根静脉通道，并保

剂量在起初６ ｈ不超过８０ ｍｇ，起初２４ ｈ不超过２００ ｍｇ。亦

持通畅。必要时可采用深静脉穿刺置管，以随时满足用药的

可应用托塞米１０～２０ ｍｇ或依那尼酸２５～５０ ｍｇ静脉注射。

需要。血管活性药物一般应用微量泵泵入，以维持稳定的速

襻利尿剂疗效不佳、加大剂量仍未见良好反应以及容量负荷

度和正确的剂量。固定和维护好漂浮导管、深静脉置管、心

过重的急性心衰患者，应加用噻嗪类和（或）醛固酮受体拮

电监护的电极和导联线、鼻导管或面罩、导尿管以及指端无

抗剂：氢氯噻嗪２５～５０ ｎｌｇ、每日２次，或螺内酯２０—４０

创血氧仪测定电极等。保持室内适宜的温度、湿度，灯光柔

ｍｇ／ｄ。临床研究表明，利尿剂低剂量联合应用，其疗效优于

和，环境幽静。

单一利尿剂的大剂量，且不良反应也更少。

５．饮食：进易消化食物，避免一次大量进食，不要饱餐。

３．注意事项：（１）伴低血压（收缩压＜９０

ｍｍ

Ｈｇ）、严重

在总量控制下，可少量多餐（６—８次／ｄ）。应用襻利尿剂情

低钾血症或酸中毒患者不宜应用，且对利尿剂反应甚差；

况下不要过分限制钠盐摄入量，以避免低钠血症，导致低血

（２）大剂量和较长时间的应用可发生低血容量和低钾血症、

压。利尿剂应用时间较长的患者要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

低钠血症，且增加其他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元素。

（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ＡＲＢ）或血管扩张剂引

６．出入量管理：肺淤血、体循环淤血及水肿明显者应严
格限制饮水量和静脉输液速度，对无明显低血容量因素（大

起低血压的可能性；（３）应用过程中应检测尿量，并根据尿
量和症状的改善状况调整剂量。

出血、严重脱水、大汗淋漓等）者的每天摄入液体量一般宜在
１５００

１．应用指征：此类药可应用于急性心衰早期阶段。收缩

ｍｌ以内，不要超过２０００ ｍｌ。保持每天水出入量负平衡

约５００ ｍｉ／ｄ，严重肺水肿者的水负平衡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ｍｌ／ｄ，

甚至可达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ｍｌ／ｄ，以减少水钠潴留和缓解症状。
３—５

（四）血管扩张药物

ｄ后，如淤血、水肿明显消退，应减少水负平衡量，逐渐

过渡到出入水量大体平衡。在水负平衡下应注意防止发生
低血容量、低血钾和低血钠等。

压水平是评估此类药是否适宜的重要指标。收缩压＞１１０

姗Ｈｇ的急性心衰患者通常可以安全使用；收缩压在９０—
１１０

ｌｎｎｌ

Ｈｇ之间的患者应谨慎使用；而收缩压＜９０

ｍｉｌｌ Ｈｇ

的患者则禁忌使用。
２．主要作用机制：可降低左、右心室充盈压和全身血管

四、急性左心衰竭的药物治疗心’１｝１６】

阻力，也使收缩压降低，从而减轻心脏负荷，缓解呼吸困难。

（一）镇静剂

如舒张压在６０

ｍｍ

Ｈｇ以上，通常冠状动脉血流可维持正常。

主要应用吗啡（ＩＩ ａ类，Ｃ级）：用法为２．５～５．０ｍｇ静脉

对于急性心衰，包括合并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患者，此类

缓慢注射，亦可皮下或肌肉注射。伴ＣＯ：潴留者则不宜应

药在缓解肺淤血和肺水肿的同时不会影响心排血量，也不会

用，可产生呼吸抑制而加重ＣＯ：潴留；也不宜应用大剂量，

增加心肌耗氧量。

可促进内源性组胺释放，使外周血管扩张导致血压下降。应

３．药物种类和用法：主要有硝酸酯类、硝普钠、重组人

密切观察疗效和呼吸抑制的不良反应。伴明显和持续低血

ＢＮｅ（ｒｈＢＮＰ）、乌拉地尔、酚妥拉明，但钙拮抗剂不推荐用于

压、休克、意识障碍、ＣＯＰＤ等患者禁忌使用。老年患者慎用

急性心衰的治疗。

或减量。亦可应用哌替啶５０—１００ ｍｇ肌肉注射。

１）硝酸酯类药物（１类，Ｂ级）：急性心衰时此类药在不

（二）支气管解痉剂（ＩＩ ａ类，ｃ级）

减少每搏心输出量和不增加心肌氧耗情况下能减轻肺淤血，

一般应用氨茶碱０．１２５～０．２５０ ｇ以葡萄糖水稀释后静

特别适用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伴心衰的患者。临床研究

脉推注（１０ ｍｉｎ），４～６ ｈ后可重复一次；或以０．２５—０．５０

已证实，硝酸酯类静脉制剂与呋塞米合用治疗急性心衰有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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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还证实应用血流动力学可耐受的最大剂量并联合小剂量

尖瓣狭窄患者也不宜应用，有可能造成ＣＯ明显降低；（３）梗

呋塞米的疗效优于单纯大剂量的利尿剂。

阻性肥厚型心肌病。

静脉应用硝酸酯类药物应十分小心滴定剂量，经常测量

（五）正性肌力药物

血压，防止血压过度下降。硝酸甘油静脉滴注起始剂量５—
１０

ｔｔｇ／ｍｉｎ，每５—１０ ｍｉｎ递增５—１０ ｔｔｇ／ｍｉｎ，最大剂量

１００—２００

１．应用指征和作用机制：此类药物适用于低心排血量综
合征，如伴症状性低血压或ＣＯ降低伴有循环淤血的患者，

ｔｔｇ／ｍｌｎ；亦可每１０—１５ ｒａｉｎ喷雾一次（４００汕ｇ），或

可缓解组织低灌注所致的症状，保证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

舌下含服０．３—０．６ ｍｒ／次。硝酸异山梨酯静脉滴注剂量

血压较低和对血管扩张药物及利尿剂不耐受或反应不佳的

５—１０

ｍｇ／ｈ，亦可舌下含服２．５ ｍｓ／次。

患者尤其有效。

２）硝普钠（Ｉ类，ｃ级）：适用于严重心衰、原有后负荷

２．药物种类和用法如下。

增加以及伴心原性休克患者。临床应用宜从小剂量
１０

ｔｔ，ｇ／ｍｉｎ开始，可酌情逐渐增加剂量至５０一２５０ ｔｔ，ｇ／ｍｉｎ，静

１）洋地黄类（ＩＩａ类，ｃ级）：此类药物能轻度增加Ｃ０和
降低左心室充盈压；对急性左心衰竭患者的治疗有一定帮

脉滴注，疗程不要超过７２ ｈ。由于其强效降压作用，应用过

助。一般应用毛花甙Ｃ

程中要密切监测血压，根据血压调整合适的维持剂量。停药

后可以再用ｏ．２ ｍｇ，伴快速心室率的房颤患者可酌情适当

应逐渐减量，并加用口服血管扩张剂，以避免反跳现象。

增加剂量。

０．２—０．４

ｍｇ缓慢静脉注射，２～４

ｈ

３）ｒｈＢＮＰ（１１ａ类，Ｂ级）：该药近几年刚应用于临床，属

２）多巴胺（１Ｉ ａ类，ｃ级）：２５０—５００ ｒｉｇ／ｒａｉｎ静脉滴注。

内源性激素物质，与人体内产生的ＢＮＰ完全相同。国内制

此药应用个体差异较大，一般从小剂量起始，逐渐增加剂量，

剂商品名为新活素，国外同类药名为奈西立肽（ｎｅｓｉｒｉｔｉｄｅ）。

短期应用。

其主要药理作用是扩张静脉和动脉（包括冠状动脉），从而

３）多巴酚丁胺（ＩＩ ａ类，Ｃ级）：该药短期应用可以缓解

降低前、后负荷，在无直接正性肌力作用情况下增加ＣＯ，故

症状，但并无临床证据表明对降低病死率有益。用法：１００—

将其归类为血管扩张剂。实际该药并非单纯的血管扩张剂，

２５０ ｐ，ｇ／ｍｉｎ静脉滴注。使用时注意监测血压，常见不良反应

而是一种兼具多重作用的治疗药物；可以促进钠的排泄，有

有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偶尔可因加重心肌缺血而出现胸痛。

一定的利尿作用；还可抑制ＲＡＡＳ和交感神经系统，阻滞急

正在应用８受体阻滞剂的患者不推荐应用多巴酚丁胺和多

性心衰演变中的恶性循环Ⅲ锄Ｊ。该药临床试验的结果尚不

巴胺。

一致。晚近的两项研究（ＶＭＡＣ和ＰＲＯＡＣＴＩＯＮ）表明，该药

４）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ＩＩｂ类，ｃ级）：米力农，首剂２５—

的应用可以带来临床和血流动力学的改善，推荐应用于急性

５０

失代偿性心衰。国内一项Ⅱ期临床研究提示，ｒｈＢＮＰ较硝酸

峭·ｋｇ～·ｍｉｎ一静脉滴注。氨力农首剂０．５—０．７５ ｍｓ／ｌ‘ｇ

甘油静脉制剂能够更显著降低ＰＣＷＰ，缓解患者的呼吸困

静脉注射（大于１０ ｍｉｎ），继以５—１０鹇·ｋｇ～·ｍｉｎ。静脉

难。应用方法：先给予负荷剂量１．５００∥ｋｇ，静脉缓慢推

滴注。常见不良反应有低血压和心律失常。

注，继以０．００７５—０．０１５０ ｐ，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滴注；也可
不用负荷剂量而直接静脉滴注。疗程一般３ ｄ，不超过７

ｄ。

ｐ罨／ｋｇ静脉注射（大于１０ ｍｉｎ），继以０．２５—０．５０

５）左西孟旦（ＩＩ ａ类，Ｂ级）：这是一种钙增敏剂，通过结
合于心肌细胞上的肌钙蛋白ｃ促进心肌收缩，还通过介导

４）乌拉地尔（ＩＩ ａ类，Ｃ级）：该药具有外周和中枢双重

ＡＴＰ敏感的钾通道而发挥血管舒张作用和轻度抑制磷酸二

扩血管作用【２“，可有效降低血管阻力，降低后负荷，增加心

酯酶的效应。其正性肌力作用独立于８肾上腺素能刺激，可

输出量，但不影响心率，从而减少心肌耗氧量。适用于高血

用于正接受Ｂ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患者。临床研究表明，急性

压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肌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和扩张型

心衰患者应用本药静脉滴注可明显增加ＣＯ和每搏量，降低

心肌病引起的急性左心衰竭；可用于ＣＯ降低、ＰＣＷＰ＞１８

ＰＣＷＰ、全身血管阻力和肺血管阻力；冠心病患者不会增加病

Ｈｇ的患者。通常静脉滴注１００～４００峭／ｍｌｎ，可逐渐增

死率。用法：首剂１２—２４¨晷／ｋｇ静脉注射（大于１０ ｍｉｎ），继

加剂量，并根据血压和临床状况予以调整。伴严重高血压者

以０．１峭·ｋｇ～·ｍｉｎ“静脉滴注，可酌情减半或加倍。对

可缓慢静脉注射１２．５～２５．０

于收缩压＜１００

ｍｍ

ｍｇ。

５）ＡＣＥＩ：该药在急性心衰中的应用仍有诸多争议。急

ｎｌｎｌ

Ｈｇ的患者，不需要负荷剂量，可直接用

维持剂量，以防止发生低血压。

性心衰的急性期、病情尚未稳定的患者不宜应用（ＩＩ ｂ类，

３．注意事项：急性心衰患者应用此类药需全面权衡：

Ｃ级）。急性心肌梗死后的急性心衰可以试用（１１ ａ类，Ｃ

（１）是否用药不能仅依赖１、２次血压测量的数值，必须综合

级），但须避免静脉应用，口服起始剂量宜小。在急性期病情

评价临床状况，如是否伴组织低灌注的表现；（２）血压降低

稳定４８ ｈ后逐渐加量（Ｉ类，Ａ级），疗程至少６周，不能耐

伴低ＣＯ或低灌注时应尽早使用，而当器官灌注恢复和（或）

受ＡＣＥＩ者可以应用ＡＲＢ。

循环淤血减轻时则应尽快停用；（３）药物的剂量和静脉滴注

４．注意事项：下列情况下禁用血管扩张药物：（１）收缩
压＜９０

ｍｉｌｌ

速度应根据患者的临床反应作调整，强调个体化的治疗；

Ｈｇ，或持续低血压并伴症状尤其有肾功能不全

（４）此类药可即刻改善急性心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和临床

的患者，以避免重要脏器灌注减少；（２）严重阻塞性心瓣膜

状态，但也有可能促进和诱发一些不良的病理生理反应，甚

疾病患者，例如主动脉瓣狭窄，有可能出现显著的低血压；二

至导致心肌损伤和靶器官损害，必须警惕；（５）血压正常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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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器官和组织灌注不足的急性心衰患者不宜使用。
五、急性右心衰竭的治疗

少，而同时血压恢复较好；（４）呼吸稳定，动脉血气分析各项
指标正常；（５）降低反搏频率时血流动力学参数仍然稳定。

（一）右心室梗死伴急性右心衰竭

（－－）机械通气

１．扩容治疗：如存在心原性休克，在监测中心静脉压的

急性心衰者行机械通气的指征：（１）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基础上首要治疗是大量补液，可应用７０６代血浆、低分子右

而进行心肺复苏时；（２）合并Ｉ型或Ⅱ型呼吸衰竭。机械通

旋糖酐或生理盐水２０ ｍｌ／ｍｉｎ静脉滴注，直至ＰＣＷＰ上升至

气的方式有下列两种。

１５—１８ ｍｍ

Ｈｇ，血压回升和低灌注症状改善。２４ ｈ的输液量

１．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这是一种无需气管插管、经Ｎ／

大约在３５００—５０００ ｍｌ。对于充分扩容而血压仍低者，可给

鼻面罩给患者供氧、由患者自主呼吸触发的机械通气治疗。

予多巴酚丁胺或多巴胺。如在补液过程中出现左心衰竭，应

分为持续气道正压通气（ＣＰＡＰ）和双相间歇气道正压通气

立即停止补液。此时若动脉血压不低，可小心给予血管扩

（ＢｉＰＡＰ）两种模式。

张药。

１）作用机制：通过气道正压通气可改善患者的通气状

２．禁用利尿剂、吗啡和硝酸甘油等血管扩张剂，以避免
进一步降低右心室充盈压。

况，减轻肺水肿，纠正缺氧和ＣＯ：潴留，从而缓解Ｉ型或Ⅱ
型呼吸衰竭。

３．如右心室梗死同时合并广泛左心室梗死，则不宜盲目

２）适用对象：Ｉ型或Ⅱ型呼吸衰竭患者经常规吸氧和药

扩容，防止造成急性肺水肿。如存在严重左心室功能障碍和

物治疗仍不能纠正时应及早应用。主要用于呼吸频率≤２５

ＰＣＷＰ升高，不宜使用硝普钠，应考虑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次／ｍｉｎ、能配合呼吸机通气的早期呼吸衰竭患者。在下列情

（ＩＡＢＰ）治疗。

况下应用受限：不能耐受和合作的患者、有严重认知障碍和

（二）急性大块肺栓塞所致急性右心衰竭

焦虑的患者、呼吸急促（频率＞２５次／ｍｉｎ）、呼吸微弱和呼吸

１．止痛：吗啡或哌替啶。

道分泌物多的患者。

２．吸氧：鼻导管或面罩给氧６～８

Ｌ／ｒａｉｎ。

３．溶栓治疗：常用尿激酶或人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
剂（ｒｔ．ＰＡ）。停药后应继续肝素治疗。用药期间监测凝血酶
原时间，使之延长至正常对照的１．５—２．０倍。持续滴注５—
７

ｄ，停药后改用华法林口服数月。

２．气道插管和人工机械通气：应用指征为心肺复苏时、
严重呼吸衰竭经常规治疗不能改善者，尤其是出现明显的呼
吸性和代谢性酸中毒并影响到意识状态的患者。
（三）血液净化治疗（ＩＩａ类，Ｂ级）
１．机制：此法不仅可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稳定内

４．经内科治疗无效的危重患者（如休克），若经肺动脉

环境，还可清除尿毒症毒索（肌酐、尿素、尿酸等）、细胞因

造影证实为肺总动脉或其较大分支内栓塞，可作介入治疗，

子、炎症介质以及心脏抑制因子等。治疗中的物质交换可通

必要时可在体外循环下紧急早期切开肺动脉摘除栓子。

过血液滤过（超滤）、血液透析、连续血液净化和血液灌流等
来完成。

（三）右侧心瓣膜病所致急性右心衰竭
右心衰竭的治疗主要应用利尿剂，以减轻水肿；但要防

２．适应证：本法对急性心衰有益，但并非常规应用的手

止过度利尿造成心排血量减少。此外，对基础心脏病如肺动

段。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考虑采用：（１）高容量负荷如

脉高压、肺动脉狭窄以及合并肺动脉瓣或三尖瓣关闭不全、

肺水肿或严重的外周组织水肿，且对襻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

感染性心内膜炎等，按相应的指南予以治疗。肺原性心脏病

剂抵抗；（２）低钠血症（血钠＜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且有相应的临床

合并的心衰属右心衰竭，其急性加重可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

症状如神志障碍、肌张力减退、腱反射减弱或消失、呕吐以及

急性右心衰竭，亦应按该病的相应指南治疗。

肺水肿等，在上述两种情况应用单纯血液滤过即可；（３）肾

六、非药物治疗

功能进行性减退，血肌酐＞５００ ｐ皿ｏｌ／Ｌ或符合急性血液透

（－－）ＩＡＢＰ

析指征的其他情况。

临床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有效改善心肌灌注同时又降低

３．不良反应和处理：建立体外循环的血液净化均存在与
体外循环相关的不良反应如生物不相容、出血、凝血、血管通

心肌耗氧量和增加ＣＯ的治疗手段。
Ｉ．ＩＡＢＰ的适应证（Ｉ类，Ｂ级）：（１）急性心肌梗死或严

路相关并发症、感染、机器相关并发症等。应避免出现新的

重心肌缺血并发心原性休克，且不能由药物治疗纠正；（２）

内环境紊乱，连续血液净化治疗时应注意热量及蛋白的

伴血流动力学障碍的严重冠心病（如急性心肌梗死伴机械

丢失。
（四）心室机械辅助装置（ＩＩ ａ类，Ｂ级）

并发症）；（３）心肌缺血伴顽固性肺水肿。
２．ＩＡＢＰ的禁忌证：（１）存在严重的外周血管疾病；（２）

急性心衰经常规药物治疗无明显改善时，有条件的可应

主动脉瘤；（３）主动脉瓣关闭不全；（４）活动性出血或其他抗

用此种技术。此类装置有：体外模式人工肺氧合器

凝禁忌证；（５）严重血小板缺乏。

（ＥＣＭＯ）、心室辅助泵（如可置入式电动左心辅助泵、全人工

３．ＩＡＢＰ的撤除：急性心衰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后可撤
除１ＡＢＰ，撤除的参考指征为：（１）ＣＩ＞２．５

心脏）。根据急性心衰的不同类型，可选择应用心室辅助装

Ｌ·ｒａｉｎ～·Ｉｎ～：

置，在积极纠治基础心脏病的前提下，短期辅助心脏功能，可

（２）尿量＞ｌ ＩＩＩｌ·ｋｓ～·ｈ～；（３）血管活性药物用量逐渐减

作为心脏移植或心肺移植的过渡。ＥＣＭＯ可以部分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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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心肺功能。临床研究表明，短期循环呼吸支持（如应用

脉瓣反流，应立即手术。

ＥＣＭＯ）可以明显改善预后。

４．其他疾病：主动脉窭瘤破裂、心脏内肿瘤（如左心房黏

（五）外科手术

液瘤）以及心脏内巨大血栓形成（在左心房或肺动脉）等均

１．冠心病：（１）不稳定性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并发心原性

会造成瓣膜反流或流出道梗阻，可引起急性心衰，需要立即

休克：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为严重左主干或多支血管病变，

手术。心脏外科手术中，心肌保护不良、心脏阻断时间延长

并在确认冠状动脉支架术和溶栓治疗无效的前提下，可进行

或反复多次阻断、心脏畸形纠正不彻底、心脏移植供心缺血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能够明显改善心衰。经积极的抗急性

时间过长以及术后心包压塞等均可造成严重低心排综合征，

心衰药物治疗，并在机械通气、ＩＡＢＰ等辅助下，甚至在体外

需要给予积极的药物和非药物（包括ＩＡＢＰ和ＥＣＭＯ）治疗，

循环支持下应立即急症手术。（２）心肌梗死后机械合并症：

甚至再次手术。各种心导管检查和介入治疗并发症亦可导

①心室游离壁破裂：心肌梗死后游离壁破裂的发生率约为

致急性心衰，其所致的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损伤、二尖瓣

ｏ．８％～６．２％，可导致心脏压塞和电机械分离，猝死在数分

球囊扩张术后重度反流、封堵器脱落梗阻、心脏破损出血以

钟内即出现；亚急性破裂并发心原性休克则为手术提供了机

及心包压塞均需要紧急手术。

会，确诊后经心包穿刺减压、补液和应用药物维持下，宜立即

急性心衰处理要点
◆确诊后即应采用规范的处理流程。先进行初始治疗。

手术。②室间隔穿孔：心肌梗死后本病发生率为ｌ％一２％，
多在１—５ ｄ内。最常见前壁心肌梗死，多见于老年、女性，

继以进一步治疗。

院内病死率可达８１％（ＳＨＯＣＫ研究）。直接的诊断依据主

◆初始治疗包括经鼻导管或面罩吸氧。静脉给予吗啡、

要依靠超声心动图、心导管及左心室造影检查，可证实穿孔

襻利尿剂（如呋塞米）、毛花甙Ｃ、氨茶碱（或二羟丙茶碱）

部位、分流量以及是否合并二尖瓣关闭不全。在药物和非药

等。

物积极治疗下行冠状动脉造影。确诊后若经药物治疗可使

◆初始治疗仍不能缓解病情的严重患者应做进一步治

病情稳定。尽量争取４周后手术治疗；若药物治疗（包括

疗，可根据收缩压和肺淤血状况选择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包括

ＩＡＢＰ）不能使病情稳定，应早期手术修补，同期进行冠状动

正性肌力药、血管扩张药和缩血管药。

脉旁路移植术。对不合并休克的患者，血管扩张剂如硝酸甘

◆病情严重或有血压持续降低（＜９０

ｌｌｌｌｎ

Ｈｇ）甚至心

油或硝普钠可使病情有所改善；对合并心原性休克的患者，

原性休克者。应在血流动力学监测下进行治疗。并酌情采用

ＩＡＢＰ对造影和手术准备可提供最有效的血流动力学支持。

各种非药物治疗方法包括ＩＡＢＰ、机械通气支持、血液净化、

急诊手术对大的室间隔穿孔合并一ｆｌ，原性休克的患者是使之

心室机械辅助装置以及外科手术。

存活的惟一方法，但手术病死率很高。对血流动力学稳定的

Ｉ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动态测定有助于指导急性心衰

患者（除非症状不显著的小缺损）也多主张早期手术治疗，

的治疗。其水平在治疗后仍高居不下者。提示预后差，需进一

因破裂缺损可能扩大。但最佳手术时机目前并未达成共识。

步加强治疗；治疗后其水平降低且降幅＞加％。提示治疗有

在急性期，因坏死心肌松脆，手术有技术困难。近年来，经皮

效。预后较好。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用于部分经选择的患者，但尚有待进一步

积累经验，以确定其应用价值。③重度二尖瓣关闭不全：本
病在急性心肌梗死伴心原性休克患者中约占１０％，多出现
在２—７ ｄ。完全性乳头肌断裂者多在２４ ｈ内死亡，而乳头

◆要及时矫正基础心血管疾病，控制和消除各种诱因。
急性心衰的基础疾病处理
一、缺血性心脏病所致的急性心衰忙ｊ１

肌功能不全者较为多见，且预后较好。超声心动图可确诊并

１．缺血性心脏病是４０岁以上人群心衰的最常见病因。

测反流量和左心室功能。应在ＩＡＢＰ支持下行冠状动脉造

通过询问病史和心血管危险因素、心电图和心肌损伤标志物

影。出现肺水肿者应立即作瓣膜修补术或瓣膜置换术，并同

等检查，特别是心电图和心肌血清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多数可

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２．心瓣膜疾病：除缺血性乳头肌功能不全外，因黏液性

以明确缺血性心脏病的诊断。超声心动图检查有助于了解
和评价心脏的结构变化和功能。

腱索断裂、心内膜炎、创伤等所致的急性二尖瓣关闭不全以

２．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的病因治疗：（１）抗血小板治疗：

及因感染性心内膜炎、主动脉夹层、胸部闭合伤等所致的急

对于合并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要给予阿

性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均应尽早手术干预。此外，主动脉瓣或

司匹林和氯吡格雷等强化抗血小板治疗；而对于无急性心肌

二尖瓣的严重狭窄以及联合心瓣膜病的心功能失代偿期也

梗死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口服阿司匹林即可。（２）抗

需要尽早外科手术。人工瓣膜血栓形成或瓣膜失功能所致

凝治疗：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等患者，可根

的急性心衰病死率极高，超声心动图（必要时应用经食管超

据相应指南给予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等抗凝治疗。（３）

声心动图）可明确诊断，均应手术，尤其左心系统的血栓应立

改善心肌供血和减少心肌耗氧的治疗，应给予口服和静脉硝

即手术。

酸酯类药物。（４）他汀类药物治疗。（５）对于因心肌缺血发

３．急性主动脉夹层：本病（尤其Ｉ型）因高血压危象和

作而诱发和加重的急性心衰（主要表现有胸痛、胸闷等症状，

主动脉瓣反流可出现急性心衰。超声心动图一旦明确主动

心电图有动态的缺血性卯－Ｔ改变），如果患者血压偏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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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快，可在积极控制心衰的基础治疗上慎重应用口服甚至

控制。此外，还可静脉使用胺碘酮。药物无效者可考虑电复

静脉注射Ｂ受体阻滞剂，有利于减慢心率和降低血压，从而

律。一旦急性心衰得到控制，病情缓解，应尽早考虑作介入

减少心肌耗氧量，改善心肌缺血和心功能。（６）对于ｓＴ段

术或外科手术，以解除瓣膜狭窄。

抬高急性心肌梗死，若在溶栓和急诊介入治疗时间窗内就诊
并有溶栓和介入治疗指征，在评价病情和治疗风险后，如在
技术上能够迅速完成同时患者家属充分理解，则可予急诊介

四、非心脏手术围术期发生的急性心衰
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急性心衰类型，也是引起围手术期
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

入治疗或静脉溶栓治疗。但此时介入治疗风险较大，必要时

１．评估患者的风险，作出危险分层瞄】：根据可能发生

在应用ＩＡＢＰ支持下行介入治疗更安全。及早开通梗死相关

急性心衰的风险，术前可作出危险分层。（１）高危：不稳定

冠状动脉可挽救濒死心肌、缩小梗死面积，有利于急性心衰

性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７ ｄ以内）、新近发生心肌梗死

的控制。对于已经出现急性肺水肿和明确的Ｉ或Ⅱ型呼吸

（７ ｄ—１个月）、失代偿性心衰、严重或高危心律失常、严重

衰竭者则首先纠正肺水肿和呼吸衰竭。（７）合并低血压和

心瓣膜病以及高血压Ⅲ级（＞１８０／１１０

休克者，如有条件可积极给予ＩＡＢＰ或ＥＣＭＯ等机械辅助支

缺血性心脏病史、心衰或心衰失代偿史、脑血管病（短暂性脑

持治疗，有助于提高抢救成功率。（８）除急诊介入治疗外，

缺血发作、脑卒中）、糖尿病以及肾功能不全。（３）低危：年

冠状动脉造影和血运重建治疗应在急性心衰得到有效缓解

龄＞７０岁、心电图异常（左心室肥厚、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

后进行。

滞、非特异性ＳＴ－Ｔ改变）、非窦性心律以及未控制的高血压。

二、高血压所致的急性心衰陇矧
其临床特点是血压高（＞１８０／１２０
速，ＣＩ通常正常，ＰＣＷＰ＞１８

ｍｍ

ｎｌｎｌ

Ｈｇ）。（２）中危：

高危者应推迟或取消手术。中、低危者术前应做充分的预防
ＨＳ），心衰发展迅

ｍｉｌｌ

治疗。多个低危因素并存，手术风险也会增加。

Ｈｇ，Ｘ线胸片正常或呈间质

２．评估手术类型的风险：不同类型的手术对心脏的危

性肺水肿。此种状态属高血压急症，应把握适当的降压速

险不同。对于风险较高的手术，术前要做充分的预防治疗。

度。慢性高血压患者因血压自动调节功能受损，快速降压可

（１）心脏危险＞５％的手术：主动脉和其他主要血管的手术、

导致心、脑、肾等重要脏器供血不足；急进型恶性高血压患者

外周血管手术；（２）心脏危险１％一５％的手术：腹腔内手术、

因其小动脉狭窄，已存在局部供血不足，快速降压会加重脏

胸腔内手术、头颈部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整形手术、前

器缺血。如急性心衰病情较轻，可在２４～４８ ｈ内逐渐降压；

列腺手术；（３）心脏危险＜ｌ％的手术：内窥镜手术、皮肤浅

病情重、伴肺水肿患者应在１ ｈ内将平均动脉压较治疗前降

层手术、白内障手术、乳腺手术、门诊手术。

低≤２５％，２—６ ｈ降至１６０／１００～１１０

ｈ内使

３．积极的预防方法：（１）控制基础疾病，如治疗高血压、

血压逐渐降至正常。优先考虑静脉给予硝酸甘油，亦可应用

改善心肌缺血、控制血糖、保护肾功能以及治疗已有的慢性

硝普钠。呋塞米等襻利尿剂静脉给予能起辅助降压之效。

心衰等；（２）药物应用：围手术期母受体阻滞剂的应用可减

乌拉地尔适用于基础心率很快、应用硝酸甘油或硝普钠后心

少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危险，并降低冠心病病死率Ⅲ１；（３）

率迅速增加而不能耐受的患者。

ＡＣＥＩ、ＡＲＢ、他汀类和阿司匹林也有报告可减少围手术期的

ｎｌｎ＇ｌ

Ｈｇ，２４—４８

三、心瓣膜病所致的急性心衰ｐ１

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和心衰的发生率，但ＡＣＥＩ有诱发低血

任何内科治疗和药物均不可能消除或缓解心瓣膜病变

压倾向，应注意监测和纠正。

及其造成的器质性损害。此种损害可促发心肌重构，最终导

４．围手术期的治疗：急性心衰的处理与前述相同。有

致心衰。在疾病逐渐进展过程中，一些因素尤其伴快速心室

报告左西孟旦可成功用于此类心衰，包括围生期心肌病、术

率的房颤、感染、体力负荷加重等均可诱发心衰的失代偿或

中和术后的急性心衰与心原性休克Ｂ“Ｊ。ｒｈＢＮＰ也有应用

发生急性心衰。因此，对于此类患者早期采用介入或外科手

的报告，其疗效与硝酸甘油相仿¨＂…。

术矫治是预防心衰的惟一途径，部分无症状的心瓣膜病患者
亦应积极考虑采用，以从根本上改善其预后。

５．特殊装置的应用：有发生心原性休克和低血压倾向
的心衰患者，术前可安置ＩＡＢＰ或双腔起搏器；术中发生的急

伴发急性心衰的患者，原则上应积极采取本指南所列的

性心衰如ＩＡＢＰ不能奏效，需要安装人工心脏泵，但这些装置

各种治疗举措，力求稳定病情，缓解症状，以便尽快进行心瓣

的益处尚未在临床试验中得到充分证实。

膜的矫治术。已经发生心衰的患者，均必须进行心瓣膜矫治

五、急性重症心肌炎所致的急性心衰

术，不应迟疑。反复的心衰发作不仅加重病情，也会增加手
术的风险，并影响术后心功能的改善程度。

本病又称为爆发性心肌炎，多由病毒所致，因广泛性心
肌损害引起泵衰竭，可出现急性肺水肿、心原性休克和恶性

风湿性二尖瓣狭窄所致的急性肺水肿常由快速心室率

心律失常，死因多为泵衰竭和严重心律失常。早期作出明确

的房颤诱发，在农村地区仍较常见。有效地控制房颤的心室

诊断很重要。心肌损伤标志物和心衰生物学标志物的升高

率对成功治疗急性心衰极其重要。可应用毛花甙ｃ

有助于确诊。临床处理要点如下。

０．４—

ｍｇ缓慢静脉注射，必要时ｌ一２ ｈ后重复一次，剂量减

１．积极治疗急性心衰：血氧饱和度过低患者予以氧气

半。效果不理想者，可加用静脉Ｂ受体阻滞剂，宜从小剂量

疗法和人工辅助呼吸。伴严重肺水肿和心原性休克者应在

开始（普通剂量之半），酌情增加剂量，直至心室率得到有效

血流动力学监测下应用血管活性药物。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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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药物应用：糖皮质激素适用于有严重心律失常［主要

合并存在的各种肺部疾病均可加重急性心衰或使之难

为高度或三度房室传导阻滞（ＡＶＢ）］、心原性休克、心脏扩

治，可根据临床经验选择有效抗生素。如为ＣＯＰＤ伴呼吸功

大伴心衰的患者，可短期应用。ＯＬ干扰素和黄芪注射液用作

能不全，在急性加重期首选无创机械通气，安全有效；用于急

抗病毒治疗。维生素ｃ静脉滴注以保护心肌免受自由基和

性心原性肺水肿也很有效。

脂质过氧化损伤。由于细菌感染是病毒性心肌炎的条件因

三、心律失常ｍ驯

子，治疗初期可使用青霉素静脉滴注。但药物治疗的疗效因
缺少临床证据而难以评估。

急性心衰中常见的心律失常有新发房颤伴快速心室率
或慢性房颤的急性心率加快，或单纯窦性心动过速；窒性心

３．非药物治疗：严重的缓慢性心律失常伴血流动力学
改变者应安置临时心脏起搏器；伴严重泵衰竭患者可采用心

律失常常见有频发室性早搏、持续和非持续性室速；非阵发
性心动过速和房性心动过速伴ＡＶＢ也可见到。

室辅助装置；血液净化疗法有助于清除血液中大量的炎症因

无论原发心律失常诱发急性心衰，还是急性心衰引起快

子、细胞毒性产物以及急性肝肾功能损害后产生的代谢产

速性心律失常，其后果都是加重血流动力学障碍和心律失常

物，避免心肌继续损伤。

进一步恶化，成为急性心衰的重要死亡原因之一，因此急性
心衰中快速心律失常应及时纠正。

急性心衰合并症的处理

急性心衰中窦性心动过速、非阵发性交界性心动过速、
一、肾功能衰竭ｍ删

房性心动过速伴ＡＶＢ，其处理以减慢心室率为主，重在基础

急性心衰合并肾衰必须予以高度重视：（１）即便轻至中

疾病和心衰的治疗。心衰中新发房颤，心室率多加快，加重

度血清肌酐（Ｓｃｒ）水平增高和（或）肾小球滤过率估测值

血流动力学障碍，出现低血压、肺水肿、心肌缺血，应立即电

（ｃＧＦＲ）降低，患者的病死率会明显增加。临床研究表明，此

复律（Ｉ类、Ｃ级）；如病情尚可或无电复律条件或电复律后

类患者的肾功能状况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２）其他合

房颤复发，则选用胺碘酮静脉复律或维持窦性心律（１Ｉ ａ类、

并症如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以及贫血等也相应增加。

ｃ级）；此时应用依布利特复律不可取，普罗帕酮也不能用于

（３）肾衰的存在会影响抗心衰药物的反应和患者的耐受性。

心衰伴房颤的复律（Ⅲ类、Ａ级）。急性心衰中慢性房颤治疗

处理要点如下。

以控制室率为主，首选地高辛或毛花甙ｃ静脉注射（Ｉ类、

１．早期识别急性心衰患者合并的肾衰可检测肾功能损

Ｂ级）；如洋地黄控制心率不满意，也可静脉缓慢注射（１０—

伤标志物：（１）Ｓｃｒ：最为常用，男性≥１１５～１３３岬ｏｌ／Ｌ

２０

（≥Ｉ．３一１．５ ｍｇ／Ｃｎ）、女性≥１０７—１２４ ｐＪｍｏｌ／Ｌ（≥Ｉ．２一Ｉ．４

率，而不是复律，此种小剂量胺碘酮对慢性房颤基本不能复

ｍｇ／ａ１）即为轻度升高，中、重度肾衰患者＞１９０—２２５

律。急性心衰中房颤一般不选用Ｂ受体阻滞剂减慢心率。

ｐＪｍｏＬ／Ｌ

ｍｉｎ）胺碘酮１５０—３００ ｍｇ（Ｉ类、Ｂ级），其目的是减慢心

（＞２．５—３．０ ｍｓ／ｄ１）。（２）肌酐清除率：较Ｓｃｒ更为敏感。

急性心衰或慢性心衰急性发作患者频发或联发室性早

在肾功能减退早期（代偿期），肌酐清除率下降而Ｓｃｒ正常；

搏很常见，应着重抗心衰治疗，如有低钾血症，应补钾，补镁，

当ｅＧＦＲ降至正常的５０％以上时，Ｓｃｒ才开始迅速增高。因

一般不选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急性心衰并发持续性室速，无

此，Ｓｃｒ明显高于正常时往往肾功能已严重损害。（３）ｅＣＦＲ：

论单形或多形性，血流动力学大多不稳定，并易恶化成室颤，

目前国内外均建议采用这一指标来评价肾脏功能，可根据

因此首选电复律纠正，但电复律后室速易复发，可加用胺碘

Ｓｃｒ计算出ｅＧＦＲ；适合中国人群的改良计算公式为：ｅＧＦＲ

酮静脉注射负荷量１５０ ｎａｇ（１０ ｍｉｎ）后静脉滴注１ ｍｌＣｍｉｎ×

［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１７５

６

０．２０３

ｘ

Ｓｃｒ（ｍｇ／ｄｌ＿）一１．１５４ ｘ年龄一

ｘ（０．７９女性）。

ｈ，继以０．５ ｍｇ／ｒａｉｎ×１８ ｈ（Ｉ类、Ｃ级）。室颤者电除颤后

需应用胺碘酮预防复发。

２．及时处理相关的其他疾病，如低钾或高钾血症、低镁

用于心衰的抗心律失常药物有胺碘酮和利多卡因。利

或高镁血症、低钠血症以及代谢性酸中毒，均可能诱发心律

多卡因在心衰中可以应用（ＩＩ ｂ类、Ｃ级），但静脉剂量不宜

失常，应尽快纠正。

过大．７５—１５０ ｍｇ（３—５ ｍｉｎ）静脉注射，继以静脉滴注２—４

３．中至重度肾衰对利尿剂反应降低，可出现难治性水
肿；在应用多种及大剂量利尿剂并加多巴胺以增加肾血流仍
无效时，宜作血液滤过。

ｍｇ／ｍｉｎ，维持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为２４—３０ ｈ。心衰中的室
速不能应用普罗帕酮（Ⅲ类、Ａ级）。
无论是房颤或室速，恢复和维持窦性心律是急性心衰治

４．严重的肾衰应作血液透析，尤其对伴低钠血症、酸中
毒和难治性水肿者。

疗的基本措施。无论心律失常诱发急性心衰或急性心衰引
起心律失常都以恢复窦性心律为治疗目标；如患者已为慢性

５．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常用的抗心衰药物此时易出

房颇，应以洋地黄类药物或胺碘酮控制心室率为主。急性心

现副作用。ＡＣＥＩ会加重肾衰和高钾血症，应用后较基线水

衰中快速有效地重建窦性心律的方法首推电复律，药物治疗

平Ｓｃｒ增加２５％一３０％以上和（或）其水平＞２６６

在于维持窦性心律、减少复发或减慢心室率。

ｔｔｍｏｌ／Ｌ

（＞３．５ ｍｇ／ｄｍ）应减量或停用。ＡＲＢ和螺内酯也可引起高钾
血症，地高辛因排出减少可以蓄积中毒。
二、肺部疾病‘３ｅ－３７ｊ

万方数据

伴缓慢性心律失常的患者，如血流动力学状态不受影
响，则无需特殊处理。造成血流动力学障碍加重或恶化的严
重缓慢心律失常，如三度ＡＶＢ、二度２型ＡＶＢ以及心室率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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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次／ｍｉｎ的窦性心动过缓且药物治疗无效时，建议置入

衰。原则上，各种降压药均可应用，宜优先选择阻滞ＲＡＡＳ

临时性心脏起搏器。

的药物（主要为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和阻断交感神经系统的药物

急性心衰稳定后的后续处理

（１３受体阻滞剂）。此类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液体潴留，应长
期应用利尿剂。此外，由于心肌缺血可以损害舒张功能，冠

急性心衰患者在纠正了异常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和病情
稳定后，即应转入进一步的后续治疗，主要根据预后评估、有

心病患者应积极作血运重建治疗，以防止心衰的发展和
恶化。

无基础心血管疾病和有无心衰这三方面的情况确定治疗策

三、对患者的随访和教育

略，并做好随访和患者教育工作。

近几年的Ｉ临床研究表明，心衰的综合性防治方案包括将

一、根据预后评估的处理

专科医生、基层医生（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患者

晚近的临床研究分析提示，根据ＢＮＰ／ＮＴ－ｐｍＢＮＰ水平

及其家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可以显著提高防治的效果和改

的变化较按临床症状评估来指导治疗更有价值。与基线相

善患者的预后。因此，建议做好下列工作。

比，治疗后ＢＮＰ／ＮＴ·ｐｍＢＮＰ下降达到或超过３０％，表明治疗

１．一般性随访：每１—２个月一次，内容包括：（１）了解

奏效；如未下降或下降未达标甚至继续走高，则表明治疗效

患者的基本状况；（２）药物应用的情况（顺从性和不良反

果不佳，应继续增强治疗的力度，方能改善患者的预后。所

应）；（３）体检：肺部Ｉ罗音、水肿程度、心率和节律等。

有的急性心衰患者应动态测定这一指标。病情已经稳定的

２．重点随访：每３～６个月一次，除一般性随访中的内

患者，如ＢＮＰ／ＮＴ—ｐｍＢＮＰ仍然明显增高，应继续加强治疗，

容外，应做心电图、生化检查、ＢＮＷＮＴ－ｐｍＢＮＰ检测，必要时

包括纠正诱发因素、矫治基本病因和积极应用抗心衰药物

做胸部ｘ线和超声心动图检查。

等，并要继续随访和密切关注病情走向。不过，应指出的是

３．教育患者：（１）让患者了解心衰的基本症状和体征，

临床评估不应单纯依靠ＢＮＰ／ＮＴ—ｐｍＢＮＰ，其易受年龄、性别、

知道有可能反映心衰加重的一些临床表现如疲乏加重、运动

体重及肾功能的影响，故根据病情作出综合性评价最为

耐受性降低、静息心率增加≥１５—２０次／ｒａｉｎ、活动后气急加

重要。

重、水肿（尤其下肢）再现或加重、体重增加等。（２）掌握自

二、根据基础心血管疾病的处理

我调整基本治疗药物的方法：①出现心衰加重征兆，尤其水

１．无基础疾病的急性心衰：此类患者在消除诱因后，并

肿再现或加重、尿量减少或体重明显增加２～３ ｋｇ，利尿剂应

不需要继续心衰的相关治疗，今后应避免诱发急性心衰，如

增加剂量；②清晨起床前静息心率应在５５—６０次／ｍｉｎ，如

出现各种诱因要积极控制。
２．伴基础疾病的急性心衰：应针对原发疾病进行积极

１＞６５次／ｍｉｎ可适当增加Ｂ受体阻滞剂的剂量；③血压较前
明显降低或≤１２０／７０

ｎｌｌｎ

Ｈｇ，则各种药物（ＡＣＥｌ／ＡＲＢ、Ｂ受

有效的治疗、康复和预防。可根据本指南“急性心衰的基础

体阻滞剂、利尿剂等）均不宜再加量。（３）知晓应避免的情

疾病处理”和“急性心衰合并症的处理”中的要求积极矫治

况：①过度劳累和体力活动、情绪激动和精神紧张等应激状

基础心血管疾病。

态；②感冒、呼吸道感染及其他各种感染；③不顺从医嘱，擅

３．原有慢性心衰类型：（１）收缩性心衰：处理方案与慢

自停药、减量；④饮食不当，如食物偏咸等；⑤未经专科医生

性心衰相同，可根据我国的心衰指南ｂ１选择适当药物，原则

同意，擅自加用其他药物，如非甾体类抗炎药、激素、抗心律

上应积极采用可改善预后的四类药物（ＡＣＥＩ或ＡＲＢ、Ｂ受体

失常药物等。（４）知道需去就诊的情况：心衰症状加重、持

阻滞剂和醛囿酮受体拮抗剂）。伴液体潴留的患者需要终身

续性血压降低或增高（＞１３０／８０

应用利尿剂，以维持“干重”状态，有利于其他药物的应用和

（≤５５冼／ｍｉｎ）、心脏节律显著改变：从规则转为不规则或从

减少不良反应。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加Ｂ受体阻滞剂的联合应用

不规则转为规则、出现频繁早搏且有症状等。

可发挥协同作用，称为“黄金搭档”，应尽早采用。对于仍有

Ｈｇ）、心率加快或过缓

撰写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蔡遇绳董吁钢

症状的患者，第四种药物可选用地高辛，以缓解症状、控制心

桂

室率、缩短住院天数及增加运动耐量，适用于心功能ＮＹＨＡ

廖玉华

Ⅱ级患者；也可选择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如螺内酯，较适合于

ｍｍ

鸣

黄

峻

李为民

李新立

李小鹰

刘文虎

马爱群

沈潞华

杨跃进

袁

张

彪

健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陈灏珠蔡趋绳

心功能ＮＹＨＡⅢ级或Ⅳ级患者。可以根据动态ＢＮＰ／ＮＴ－

董吁钢

戴闺柱

方

全

傅向华

高润霖

ｐｍＢＮＰ测定水平，评估药物的疗效和调整治疗方案；对于有

葛均波

桂

鸣

郭林妮

胡大一

华

适应证的患者，可考虑同时应用非药物治疗方法如心脏再同

韩雅玲

黄

峻

黄从新

黄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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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化治疗或埋藏式自动复律除颤器或两者合用ｎ（２）舒张

蒋学俊

柯元南

刘晓惠

李小鹰

李为民

李

性心衰：约半数慢性心衰患者的ＬＶＥＦ正常，这些患者多为

林曙光

廖玉华

雷

寒

刘文虎

李新立

李东野

女性、老年人，有高血压和（或）房颤史。目前尚无临床证据

李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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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生

马文珠

马依彤

宁田海

沈卫峰

施仲伟

吴学思

伟

顾复生
霍

勇

勇

表明，常用的各种抗心衰药物能够改善此类患者的预后。近

蒲介麟

戚文航

沈潞华

８０％的患者有高血压史或引起心衰原因为高血压，故积极控

万征

王凤芝

吴宗贵

吴平生

王建安

吴印生

制高血压极其重要，否则心衰的进展较快，也会诱发急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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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袁

于

杨天伦

杨杰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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