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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联合坎地沙坦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 

杨  娜，梁  晗，罗  磊 
商洛市中心医院 心内科，陕西 商洛  726200 

摘  要：目的  探讨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联合坎地沙坦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7
年 2 月在商洛市中心医院就诊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98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49 例。对照组口服坎地

沙坦酯片，2 片/次，1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静脉滴注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20 mL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100 mL，
糖尿病患者使用生理盐水 100 mL，1 次/d。两组患者均治疗 4 周。评价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同时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超声

心电图指标和 6 min 步行距离变化。结果  治疗后，对照组和治疗组的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75.51%、93.88%，两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心电图指标每搏输出量（SV）、左室射血分数（LVEF）、每分钟心脏输出

量（CO）和心脏指数（CI）均显著升高，左室舒张末内径（LVEDD）显著降低，同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治疗组超声心电图指标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

离均明显增加（P＜0.05）；且治疗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离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结论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联合坎地

沙坦能逆转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重塑，改善运动功能，安全性高，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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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candesartan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YANG Na, LIANG Han, LUO Lei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Cardiovascular, Shangluo Central Hospital, Shangluo 726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on  To explorer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candesartan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Methods  Patients (98 cases) with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in Shangluo Central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and each group had 49 case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o administered with Candesartan Cilexetil Tablets, 2 tablets/time, once daily.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iv administered with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20 mL added 
into 5% glucose injection 100 mL, and diabetics used normal saline 100 mL instead, once daily.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nd the change of ultrasonic cardiogram indexes and 6 min walking 
distance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were 75.51% and 93.88%,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ultrasonic cardiogram indexes of SV, LVEF, CO and CI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LVEDD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same group (P < 0.05).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ltrasonic cardiogram 
index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ore obviously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6 min walking distance in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And the 6 min walking distanc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candesartan can reverse cardiac remodeling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nd improve 
motor function with high safety, which has a certain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Extract of Ginkgo biloba Leaves Injection; Candesartan Cilexetil Tablets; chronic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LVEF; LVEDD; 6 
min walking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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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充血性心衰是指心肌由于慢性病变或心

室长期负荷过重，引起心肌收缩能力降低，心脏排

血量相对或绝对降低，出现体循环或肺循环瘀血，

导致组织和重要脏器灌注不足，不能满足机体正常

代谢的需求的一种综合征[1]。目前随着冠心病和高

血压患者的增多，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发病率也

逐年增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对于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治疗的主要方案是强心、利

尿、降低心脏前后负荷等[2]。有研究报道[3]，坎地

沙坦作为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能够有效地改善

患者心功能，逆转心肌重塑，缓解临床症状。另有

研究报道[4]，银杏叶注射液同样能够改善患者心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且安全性高。本研究通过对

98 例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研究，旨在探讨

银杏叶注射液联合坎地沙坦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

衰竭的临床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2 月—2017 年 2 月在商洛市中心医

院就诊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98 例。其中男 56
例，女 42 例，年龄 58～82 岁，平均年龄（70.3±4.6）
岁，病程 5～11 年，平均病程（7.8±1.4）年。 
1.2  入选标准 

（1）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并符合 新的

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诊断标准[5]；（2）心功能 NYHA
分级Ⅱ～Ⅳ级；（3）生命体征平稳；（4）患者及家

属被告知相关注意事项，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排除标准 

（1）对治疗药物过敏，且抗过敏治疗效果不佳

者；（2）2 个月内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3）合

并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或恶性肿瘤患者；（4）近

期发生脑出血、手术患者；（5）依从性差，不配合

治疗和随访患者。 
1.4  药物 

坎地沙坦酯片由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规格 4 mg/片，产品批号 20130926、20151118；
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由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规格 5 mL∶17.5 mg（含银杏黄酮苷 4.2 mg），
产品批号 20131218、20150927。 
1.5  分组及治疗方法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49 例。其中对照组男 27 例，女 22 例；年龄 60～
81 岁，平均年龄（70.8±4.3）岁；病程 5～11 年，

平均病程（8.1±1.2）年；冠心病 26 例，高心病 23
例；心功能 NYHA 分级：Ⅱ级 12 例，Ⅲ级 29 例，

Ⅳ级 8 例。治疗组男 29 例，女 20 例；年龄 58～82
岁，平均年龄（69.3±4.8）岁；病程 5～10 年，平

均病程（7.5±1.5）年；冠心病 25 例，高心病 24
例；心功能 NYHA 分级：Ⅱ级 14 例，Ⅲ级 28 例，

Ⅳ级 7 例。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吸氧、利尿剂等治疗。

对照组在此基础上口服坎地沙坦酯片，2 片/次，1
次/d。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静脉滴注银杏叶提

取物注射液，20 mL 加入 5%葡萄糖注射液 100 mL，
糖尿病患者使用生理盐水 100 mL，1 次/d。两组患

者治疗 4 周。 
1.6  疗效评价标准[6] 

显效：心功能提高两个等级以上，症状、体征

明显改善；有效：心功能提高一个等级，症状、体

征稍改善；无效：心功能、症状、体征无改善或者

病情更加严重。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 

1.7  观察指标  
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超声心电图指标，治疗

前后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患者每搏输出量

（SV）、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内径

（LVEDD）、每分钟心脏输出量（CO）、心脏指数

（CI）。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6 min 步行距离。 
1.8  不良反应 

比较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出现的恶心、呕吐、

肝肾功能损害、血管性水肿、高血钾、粒细胞减少、

晕厥等不良反应。 
1.9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显效 10 例，有效 27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为 75.51%；治疗组显效 18 例，有

效 28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为 93.88%，两组患

者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超声心电图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心电图指标 SV、LVEF、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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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I 均显著升高，LVEDD 显著降低，同组治疗前

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

超声心电图指标较对照组改善更明显，两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n clinical efficacie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 49 10 27 12 75.51 

治疗 49 18 28 3 93.88* 

与对照组比较：*P＜0.05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表 2  两组超声心电图指标比较（⎯x ± s，n = 49） 
Table 2  Comparison on ultrasonic cardiogram indexes between two groups (⎯x ±s, n = 49) 

组别 观察时间 SV/mL LVEF/% LVEDD/mm CO/(L·min−1) CI 

对照 治疗前 41.04±4.29 37.01±3.16 61.22±8.03 3.28±0.39 1.76±0.31 

 治疗后 50.13±4.62* 41.59±4.11* 56.33±6.33* 3.68±0.55* 2.06±0.40* 

治疗 治疗前 40.85±3.74 37.93±2.88 61.97±7.38 3.11±0.48 1.89±0.27 

 治疗后 55.31±4.81*▲ 46.28±3.59*▲ 50.54±5.21*▲ 4.25±0.61*▲ 2.41±0.38*▲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P < 0.01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2.3  两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离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离均明显增加，

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治疗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离明显大于对照组，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发生不良反应 9 例，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 18.37%，治疗组发生不良反应 10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41%，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见表 4。 

表 3  两组 6 min 步行距离比较（⎯x ± s ） 
Table 3  Comparison on 6 min walking distance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 

6 min 步行距离/m 
组别 n/例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 49 213.5±34.9 348.9±53.8* 

治疗 49 211.2±33.8 398.5±67.9*▲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P < 0.05 vs same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表 4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n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组别 n/例 恶心、呕吐/例 肝肾功能损害/例 血管性水肿/例 高血钾/例 粒细胞减少/例 晕厥/例 发生率/%

对照 49 1 2 1 2 1 2 18.37 

治疗 49 3 1 2 1 2 1 20.41 

 

3  讨论 
心力衰竭是指由不同因素引起的心脏收缩和舒

张功能障碍，导致心脏排出量减少，组织灌注不足，

不能满足机体代谢需求而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慢性

充血性心力衰竭发病原因较为复杂，现在主要认为

是在高血压、心肌缺血等基础疾病的长期作用下使

心脏结构重塑，血流动力学发生改变[7]。有研究报

道[8]，神经–内分泌–细胞因子的激活在慢性充血

性心力衰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RAAS 系统）是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的一个重要的激素调节系统，当心脏排出量降低、

肾血流量减少时该系统就会被激活，激素释放入血，

使周围血管收缩、水钠潴留[9]。如果这些因素长期存

在，就会造成患者心肌肥厚、心功能降低，导致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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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血流动力学紊乱，并形成恶性循环， 后导致

患者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发生。目前临床常用的吸氧、

强心、利尿等治疗仅能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对于患

者的远期疗效和降低病死率没有明显的效果。 
近年研究发现，AECI、ARB、β受体阻滞剂能

够改善患者心脏重塑，纠正血流动力学紊乱，是治

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重要药物。坎地沙坦是一

种高选择性血管紧张素ⅡAT1 受体的拮抗剂，能够

降低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阻断 RAAS 系统，抑制

心肌细胞肥大，逆转患者心脏重塑，改善血流动力

学，阻止患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发展[10-11]。本

研究中对照组患者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坎地沙

坦治疗，患者超声心电图指标得到了较明显的改善，

提示坎地沙坦能够很好缓解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

心脏病变。 
中医认为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主要病变在

心，同时涉及肾、肝、脾、肺，本质为心、肾虚衰，

表现在外则为血瘀、水肿。发病主要原因为心气、

心阳亏虚、血行不畅、精气不足[12]。所以治疗上多

以补气生津、活血化瘀、消肿利尿为主。银杏叶注

射液的主要成分为银杏叶提取物，具有活血化瘀、

敛肺平喘、通经止痛等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肺虚咳

喘、瘀血阻络、胸痹心痛[13-14]。药理研究发现，银

杏叶提取物中含有的黄酮类、内酯类化合物以及聚

丙戊烯醇等具有清除自由基、降血脂、改善血流动

力学、扩张小动脉、保护血管等作用[15-16]。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治疗组心脏超声心电图指

标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银杏叶注射液联

合坎地沙坦治疗能更好的改善心肌功能，控制心脏

重塑；治疗组患者 6 min 步行距离大于对照组，提

示银杏叶注射液联合坎地沙坦对运动功能的改善效

果更佳；银杏叶注射液联合坎地沙坦治疗的有效率

明显高单纯使用坎地沙坦，且不良反应无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银杏叶注射液联合坎地沙坦治疗慢

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能逆转心脏重塑，改善患者运动

功能，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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