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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霉素是蒽環類廣譜抗腫瘤的抗生素，是從Streptomyces Pencetius Var Caesius 發酵液中提取，屬於糖

甙類抗生素。 
 

1 阿霉素的毒性作用 
阿霉素具有急性劑量限制性的骨髓抑制（60-80%，特別是白細胞和血小板）以及噁心，嘔吐，腹瀉和粘膜

炎等胃腸症狀，廣泛性脫髮（85-100%）靜脈注射外溢的組織壞死等。阿霉素尚具有一種蒽環素類所特有的心
臟毒性，最為重要，包括早期毒性和後期影響。 

1.1 急性心臟毒性    
急性心臟毒性有兩方面：（1）心律失常和傳導阻滯；常為急性的心律失常。在使用阿霉素的患者中，約10-25%

可發生急性心臟改變，這些改變包括心電圖異常—一般是特異性S—T段和T波改變，通常在1—2周內消除，但
也有持續1--2個月。心律紊亂：一般數分鐘至數小時內消除，很少需用藥治療。（2）直接損害心肌：表現為心
肌收縮力驟然減弱，嚴重者可出現心肌炎—心包炎綜合症（多在用藥後數日內發生），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心包積液、心肌損傷及心律紊亂，最多見的是竇性心動過速以及心血管痙攣（可致心肌梗塞）。有報告心功能
處於邊緣的患者，用藥後發生左心功能障礙。Singer [1]等用心臟掃描研究蒽環族抗生素的急性毒性作用，在8例
中發現5例原來無明顯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經蒽環族抗生素治療24小時後，射血分數（ejection fraction檢查
心室功能的一種指標）下降，並在72小時內完全消除。 

充血性心力衰竭常是致命損傷，可發生在阿霉素治療後280天。在阿霉素最後一次劑量短期內發生的心衰
很容易招致死亡，病情發展急速者迅速死亡，中位生存期為2天，心衰發生率約為接受治療患者的1.5%，視接
受蒽環族抗生素的累積劑量而定，當累積劑量少於500mg/M2的患者，發生率少於1%；當累積劑量為
501--600mg/M2時，增至10%；大於600mg/M2時則增至30-40%。當心臟中毒的患者出現充血性心力衰竭典型
徵象時，總死亡率依然很高，可達50%。 

1.2 心肌病 
心肌病是最突出的心臟毒性，經非侵入性生理功能檢查證明，阿霉素劑量>400mg/M2時，心功能降低加速。

50%的患者有心臟損傷而無症狀，阿霉素用至480-500mg/M2後，半數以上患者可出現心功能異常。停藥至心
肌病發生之間的間隔幅度可相當長，Minow[2] 等報告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起病發生在最後一次用阿霉素治療後9—
192天（中位數為34天）。在治療後50天內發生心肌病的患者，充血性心力衰竭更為嚴重。Von Hoff[3]用柔紅霉
素治療的病人，結果類似，充血性心力衰竭發生在末次治療之後14—280天，平均89天，中位數63天。Hen cerson[4]

指出心肌病臨床表現與累積量有關。Minow[2]等分析了一組17例阿霉素所致的心肌病合6例用同樣劑量而未發生
心肌病患者之間的特點，大多數患者的阿霉素用法是快速靜脈輸入，每3-4周25-105mg/M2。心電圖（肢導聯）
上QRS波電壓的減低是阿霉素心臟中毒的先兆表現，它表明已有廣泛的心肌損傷。17例心肌患者中16例QRS
波段電壓降低超過30%；而36例無心肌病的患者，只有8例QRS波電壓降低超過30%。作者指出，為減少心肌
病的發生率，應將累積量限定為550mg/M2。 

 

2 阿霉素心臟毒性的現代醫學治療和預防 



治療手段包括降低心臟後負荷，使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等；β-受體抑制劑對於阿霉素中毒性擴張性
心肌病有效；目前認為治療阿霉素心肌病最成功的方法是心臟移植。 

 預防手段包括；（1）減少累積劑量，使用阿霉素類似物如表阿霉素、柔紅霉素等，與其他的抗腫瘤藥物
如順鉑等聯合用藥治療不同種類的腫瘤；（2）選擇最佳的給藥方式，應用脂質體阿霉素，脂質體在體內主要是
被同時細胞攝取，減輕對正常功能細胞的直接損害，由於心肌細胞的吞噬能力較弱，故阿霉素較少進入心肌，
減輕心肌病的發生，脂質體載藥後可降低阿霉素的毒性並保留藥物的抗腫瘤作用；（3）長期隨訪，以便早期發
現阿霉素的心臟毒性發生的患者；（4）與阻斷自由基介導的心臟毒性的製劑聯合應用，減少心臟毒性且不影響
抗腫瘤活性，如①右旋丙亞胺（ICRF-187）能置換鐵-蒽環類複合物中的鐵，並與鐵絡合以抑制自由基的產生，
減弱心臟毒性免疫效應細胞的作用，鐵-蒽環類複合物對呼吸酶的滅活；②氨磷汀有保護正常組織免受阿霉素毒
性影響而又不影響療效的作用；③輔酶Q10有調整細胞內線粒體電子傳遞酶的作用維持細胞線粒體結構的完整
性，防止細胞水腫；④維生素E能將其分子結構酚羥基上的氫原子提供給脂自由基使之變成脂質過氧化物，組織
自由基對生物墨中不飽和脂肪酸的過氧化；朱永廉等[5]報導了維生素E減輕阿霉素心臟毒性的實驗研究：將40
只小鼠分為單用阿霉素20mg/kg，兩種不同劑量維生素E分別合用阿霉素以及對照共4組，病理切片光鏡檢查結
果顯示出合用維生素E組小鼠心肌病變程度顯著減輕，提示維生素E能減輕阿霉素所致小鼠心臟毒性。⑤降脂藥
Probucol作為一種抗氧化劑，能促進內源性抗氧化活性，動物實驗顯示能預防阿霉素心肌病和心衰。相有章等[6]

報導鉻對大鼠心肌損傷保護作用的實驗研究，表明鉻可逆轉阿霉素心肌電生理改變。 
 

3 中醫藥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的實驗研究 
中醫藥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的實驗研究方面，榮燁之等[7]首先報導了生脈散對阿霉素心臟毒性的實驗研究，

將大鼠隨機分為兩組，由尾靜脈一次注射ADR5mg/kg；腹腔注射生脈散1ml/kg，兩組動物均在注射ADR後1小
時取心臟檢測，測定心肌細胞線粒體琥珀酸脫氫酶（SDH）比活力。結果顯示，ADR組心肌細胞線粒體的SDH
比活力X=0.03377ΔABS/mg； ADR加生脈散組X=0.0835ΔABS/mg，兩者經顯著性檢驗，有高度顯著性差異
（P<0.01）。實驗結果表明：ADR組心肌細胞線粒體SDH比活力明顯降低，提示ADR可能抑制心肌細胞線粒體
琥珀酸脫氫酶的活性，進而抑制心肌細胞能量代謝。而在ADR加生脈散組，心肌細胞線粒體琥珀酸脫氫酶比活
力與ADR組相比顯著增高，提示生脈散可能改善心肌細胞線粒體能量代謝。研究表明，生脈散不僅可能改善心
力衰竭和心肌梗塞時血液動力學效應，而且能延長缺血心臟的停博時間。俞國華等[8]也報導生脈注射液對阿霉
素致心臟損傷有保護作用。 

 程劍華[9]報導益心補氣膠囊預防和治療阿霉素所致大鼠心臟毒性的實驗研究，將120只大鼠隨機分為6組：
空白組、造模組、預防高劑量組、預防低劑量組、陽性預防對照組、減毒高劑量實驗組。比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一氧化氮（NO）、脂質過氧化物（MDA）、心鈉素（ANF）水準以及心電圖變化、心肌病理和超
微結構變化。結果：阿霉素導致大鼠心肌MDA、NO水準升高，SOD酶活性水準下降，ANF水準下降，預防高
劑量組可降低阿霉素引起的心肌MDA、NO升高，可提高心肌SOD酶活性，防止ANF水準下降，心電圖變化結
果顯示：預防高劑量組與對照組有明顯差異，光鏡下心肌病理變化以及電鏡下的心肌超微結構結果表明：預防
劑量組與正常組非常接近。結論：益心補氣膠囊可以預防和減輕ADM對心肌的毒性損傷，其機制可能與其保護
心肌的SOD活性，維持心鈉素水準，減少MDA和NO的產生有關。這種保護作用與劑量呈正相關。 

王旭等[10]報導了採用超微病理學方法綜合細胞化學技術，觀察維奧欣對阿霉素所致大鼠心臟毒性的保護作
用。將大鼠30只隨機分為3組，對照組：給大鼠腹腔注射與阿霉素等量的生理鹽水；阿霉素組：給大鼠腹腔注射
阿霉素1.5mg/100g體重；維奧欣加阿霉素組：先隔日灌服維奧欣6次，再腹腔注射阿霉素1.5mg/100g體重，然
後隔日灌服維奧欣3次，取下心臟行標本製作。結果顯示：維奧欣加阿霉素組線粒體，橫小管的結構與對照組無
明顯差異。提示維奧欣對大鼠心臟毒性的保護作用。 

呂煥章等[11]應用光學顯微鏡技術觀察心肌組織的病理變化來研究β—胡蘿蔔素減輕阿霉素心臟毒性的作用



與機制。心肌MDA值用巴比妥酸法測定，SOD   活性用鄰本三酸法測定，運用順磁共振(ESR)技術測定半醌自
由基。結果顯示：β—胡蘿蔔素可明顯減輕阿霉素心肌損害，保護SOD活性，對抗阿霉素引起的心肌MDA水準
增高。 

 張仲苗等[12]報導了茶多酚對阿霉素心臟毒性的保護作用及機制研究，提示茶多酚能減輕阿霉素心臟
毒性，其機制可能與清除自由基作用，保護心肌SOD有關。 

許占民等[13]報導益氣養陰方可降低血清MDA、LDH、SGOT水準，提高SOD活性。 
鄒文俊等[14]報導黃耆注射液對阿霉素所致小鼠MDA、CK、AST活性水準增高及SOD活性降低有較好保護

作用。 
胡元會等[15]報導心複康口服液對阿霉素所致大鼠亞急性心肌損傷有防護作用，可提高GSH-Px活性，降低

MDA含量。 
黃先玫等[16]實驗表明阿霉素使實驗兔的血漿心鈉素（ANP）明顯增高，而ANP的顯著增高說明心功能損傷

存在。 
研究表明ANP是由心房肌細胞產生的一種利鈉利尿因數。當心功能不全時，右房壓升高使ANP合成和釋放

增加，血管ANP增高可作為心功能不全指標[17]。 
實驗研究[18]表明阿霉素可使大鼠誘生一氧化氮（NO）和促進氧自由基的釋放，從而導致大鼠阿霉素心肌病。

陽冠明等[19]研究表明阿霉素可導致大鼠血清NO含量和脂質過氧化物（LPO）含量升高，亢曉冬等[20]的研究表明
阿霉素對兔的心肌一氧化氮合酶（NOS）過度表達，導致NO生成增多，產生慢性心功能損傷。 

近來，國外研究認為心鈉素可作為阿霉素心毒性的標誌物，Nousiainen T等[21]研究認為心鈉素（ANP）可
作為阿霉素心臟毒性的標記，隨着阿霉素的累積量增加，患者血漿ANP明顯增加。血漿ANP增加和左室射血分
數（LVEF）減低間有顯著相關。作者認為，心鈉素系列測定可監測使用阿霉素類的患者亞臨床左室機能異常，
並可作為估計新化療藥的心臟毒性以及新的心臟保護藥物的作用。超微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苷肽過氧
化酶（GSH-PX）、脂質過氧化物（MDA）均可作為阿霉素對心毒性的判斷指標，左心室排出指數可作為心功
能變化的依據。 

 

4 中醫藥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臨床研究 
中醫藥工作者從傳統中醫角度入手，發揮中醫中藥優勢，進行了中醫藥對阿霉素心臟毒性的預防和治療的

有益探討。 
近年來國內學者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根據多數阿霉素化療患者的臨床表現，總結了阿霉素心臟毒性中醫

藥治療的臨床經驗。如劉昌海等[22]認為腫瘤病人化療中大多表現氣短、體倦、口渴多汗，脈虛細數等氣血虧虛，
陰津不足的表現，特別是應用阿霉素後至心血耗傷而加重氣陰兩虛表現，故用益氣養陰之生脈注射液來治療阿
霉素心臟毒性，用藥後患者胸悶心慌減輕，複查心電圖正常，取得了滿意的效果。李宗憲等[23]用心肝寶治療3
例阿霉素心臟毒性患者，在化療後給予心肝寶膠囊4粒/次，每日3次，一周後病人心慌氣短消失，複查心電圖正
常。心肝寶為冬蟲夏草提取物，主要成分為蟲草頭孢菌絲等，其性味甘溫，滋肺補腎。藥理實驗結果表明：冬
蟲夏草對心血管系統主要作用有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缺氧作用。 

程劍華等[24]報導益心補氣膠囊預防和治療阿霉素所致心臟毒性31例，患者使用益心補氣膠囊（組成：人參、
黃耆、製附子、三七、麥冬、靈芝）治療，每次6粒，每天3次，連服1周 。 結果：治療後絕大部分病例（26/31）
心電圖恢復正常，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非常顯著性意義（P<0.01）；治療後心酶譜各項指標均明顯下降，CK、
CK-MB、LDH與治療前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乂（P<0.05）。結論：益心補氣膠囊治療阿霉素所致心臟毒性有
較好療效，可以明顯改善和減輕心肌損害。 

辨證與辨病相結合，並制定法則和基本方藥，有利於規範臨床和療效統計。馬延行等[25]報導參脈注射液治
療阿霉素心臟毒性的臨床療效。在化療同時，對60例患者給予參脈注射液30ml，加入5%葡萄糖250ml iv qd，



15天為一療程；而對照組58例患者給予ATP40mg、輔酶A 100u、肌苷0.4g，加入5%葡萄糖250ml ivgtt。結果
顯示，參脈注射液組出現心臟毒性明顯少於對照組（P<0.01）。 

參脈注射液主要成分為人參麥冬等提取物。人參歸脾肺經，具有補氣救脫、補脾益肺作用，人參含有人參
皂甙具有保護心肌毛細血管管內皮細胞及減輕線粒體損傷作用，同時能興奮神經，增強心肌收縮力，有抗心衰
作用。另外，具有增強免疫力的作用。麥冬歸肺心經，具有益胃生津功效。主要成分麥冬總皂甙具有增強心肌
收縮力及抗心律失常等作用。 

顏博等[26]報導了參附注射液減少阿霉素心臟毒性臨床研究，將住院患者205人隨機分為常規化療組（98人），
常規用含阿霉素的化療方案；加用參附注射液（107人），於應用阿霉素前用參附注射液，兩組病人均於用藥後
2小時作常規心電圖檢查。結果顯示常規用阿霉素化療組心電圖異常發生率為36.7%，加用參附注射液組為
13.1%。兩組比較，差異極顯著（P<0.01），表明了參附注射液可以明顯減輕阿霉素心臟毒性。 

林洪生等[27]報導心康口服液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的療效觀察，可治療心電圖異常和心動過速。 
丁純志等[28]報導防治阿霉素心臟毒性的療效觀察，將住院患者132人隨機分為治療組（70例），常規用含

阿霉素的化療方案；加用炙甘草湯，對照組（62例）用含阿霉素的化療方案。兩組病人均於用藥後3周後作常規
心電圖和心肌酶檢查。結果顯示常規用阿霉素組心肌毒性發生率為27.4%，加用炙甘草湯組為11.4%。兩組比較，
差異顯著（P<0.05），表明了炙甘草湯可以明顯減輕阿霉素心臟毒性。 

中醫藥在對抗藥物所致的急性心肌缺血、減少心肌耗氧量、增加冠脈血流量、清除血漿自由基、增加SOD
活性均有良好的作用。因此，研究使用中藥預防和治療阿霉素心臟毒性很有必要，在臨床上有廣闊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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