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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的评价
马长生

冠心病是老年人的主要住院原因之一，随着人

２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的疗效

ｕ逐步老龄化，老年冠心病患者日益增多，合理丁Ｆ展
支架时代的多项研究表明，≥８０岁的老年患者

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ＰＣＩ的成功率约为９０％（８９％～９３％），与非老年患
１老年冠心病的特征

者基本相当。
然而，与非老年患者相比，老年冠心病ＰＣＩ的

绝大多数有关心脏手术的研究将年龄≥７０岁
定义为“老年人”。近年来，有关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文献

中，老年人的定义有逐渐增加至≥８０岁的趋势。老
年冠心病患者往往伴有某些临床与冠状动脉病变高
危因素，介入治疗难度较大，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并发
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更高。
１．Ｉ老年冠心病的临床特征老年患者常因慢性反
复心肌缺血导致侧支循环建它，部分患者可表现为
无症状心肌缺血或症状极不典型，极易造成诊断延
误；老年冠心病患者不稳定心绞痛和严重心绞痛较
多见，既往有心肌梗死（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Ｍ１）病
史的患者较多，常常合并有心功能减低或心力衰竭，
需要再次手术或同时接受瓣膜手术也更多见；另外，
老年人往往还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
部疾病、外周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等。
１．２老年冠心病的病变特征老年冠心病患者左主
干病变、多支病变、复杂病变（Ｂ、Ｃ型病变）、钙化病
变、完全闭塞病变更为多见，同一支血管多处狭窄亦
更为多见；由于合并糖尿病多见，病变往往呈弥漫
性，并给介入治疗带来较大困难；严重的钙化病变往
往造成支架膨胀不全，夹层发生率更高；老年患者合
并陈旧性ＭＪ较为常见，完全闭塞病变较多，介入治
疗难度增大；老年（尤为老年女性）病变血管在介入

近期和远期预后较差，并发症发生率较高。研究表
明，老年人介入治疗的围手术期风险高达３％～
１３％，其中，老年患者术中血管急性闭塞的发生率为
年轻患者的５倍，外周血管并发症（如穿刺部位出
血、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等）和输血的发生率是年
轻患者的２～３倍。国家心血管网（ＮＣＮ）协作研
究…将７ ４７２例接受ＰＣＩ治疗的≥８０岁的老年患者
（平均年龄８３岁）与＜８０岁的近１０万例患者（平均
年龄６２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老年ＰＣＩ后发生死
亡（３．８％ｗ

１

１％）、Ｑ波ＭＩ（１．９％＂ＵＳ １．３％）、卒

中（０．５８％＇ＵＳ ０．２３％）和血管并发症（６．７％ＶＳ
３

３％）更多，并发症增加２～４倍，其发生与合并症

（休克、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等）密切相
关。美国心脏学会一国家心血管数据登记处（ＡＣＣ－
ＮＣＤＲ）”１共人选８ ８２８例老年（平均年龄８４岁，女
性占５３％）患者。结果发现，ＰＣＩ（７５％支架）的造影
成功率达９３％，住院死亡率为３．８％，但新近（１周
内）无ＭＩ患者的死亡率仅１．４％。慢性症状性冠状
动脉病死率病人侵袭性治疗和内科治疗试验
（ＴＩＭＥ）”ｏ入选３０５例≥７５岁、加拿大心脏协会
（ＣＣＳ）＞／２级（使用≥２种抗心绞痛药物）的慢性冠
状动脉疾病患者，随机接受血运重建治疗（ＰＣＩ或搭
桥）和药物治疗。结果发现，血运重建治疗组６个月
后因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治疗时更易于发生冠脉穿孔；老年患者在冠状动脉

ＡＣＳ）再住院和主要不良事件（死亡、非致死ＭＩ、因

造影与ＰＣＩ时常因血管纡曲、钙化、扩张、变形等造

ＡＣＳ再入院）发生率明显降低，生活质量提高。

成导管插入困难，需使用特殊类型的导管或钢丝及

舢ｂｅｒｔａ省冠心病后果评价计划试验（ＡＰ—

特殊操作技巧才能保证插管成功。

ＰＲＯＡＣＨ）［４ ２人选加拿大Ａｌｂｅｒｔａ省１９９５年以来接

受血运重建的２万余例患者发现，尽管≥８０岁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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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年校正生存率明显低于７０～７９岁和＜７０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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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与药物治疗相比，ＰＣＩ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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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ｆｔ，ＣＡＢＧ）使生存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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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１ｌ ３％和１７．１％，提高程度明显高于７０～７９
岁和＜７０岁的患者。

至＜５０％，１年死亡率仅约５３％。然而，心原性休克

一般认为，多数老年患者介入治疗在技术上可

闭塞冠脉是否需行紧急血运重建（ＳＨＯＣＫ）试验㈨
亚组分析表明，≥７５岁的患者接受早期血运重建治

行，但其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年轻患者。对于≥７５岁

疗后３０ｄ、６个月和１年的死亡率明显高于＜７５岁

的老年患者，尤其是当使用抗心绞痛药物后仍有心

的患者，只有＜７５岁的患者能从早期血运重建中明

绞痛发作的患者，如果当病变适合，尽管有一定的围

显受益。Ａａ爿ＡＨＡ有关ＰＣＩ的指南建议，年龄＜

术期风险，仍应考虑血运重建治疗。

７５岁、ＡＭＩ发病＜３６ｈ或休克发生在＜１８ｈ合并心
原性休克的典型ＡＭＩ（伴有急性ＳＴ段抬高／Ｑ波或

３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的策略

新出现左束支传导阻滞）患者应接受直接ＰＣＩ（Ｉ类
在考虑对老年患者行ＰＣＩ时，必须考虑到发生
合并症风险较高等问题。除特殊例外（≥７５岁合并
心原性休克的患者直接ＰＣＩ），老年ＰＣＩ安全有效。

适应证）。对于≥７５岁的老年患者，不主张行直接
ＰＣＩ治疗。
由于直接ＰＣＩ存在风险，加之老年患者对缺血

３．１老年急性心肌梗死与心原性休克根据美国老

和严重心律失常耐受性较差，老年Ａ／ＶＩＩ直接ＰＣＩ最

年急性心肌梗死（ａｕｃｔｅ

好由有经验的术者在条件较好的单位开展。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

资料，１／３的ＡＭＩ患者≥７５岁，＞６０％的Ａ／ＶＩＩ死亡

３．２老年人冠状动脉支架术早期冠状动脉支架术

患者≥７５岁。荷兰Ｚｗｏｌｌｅ心梗研究（ＺＷＯＬＬＥ

的血管并发症较高，随着器械和技术的进步以及新

Ｍ１）”。显示，＞７５岁的ＡＭＩ患者直接ＰＣＩ明显优于

型抗血小板药物的应用，老年人冠状动脉支架术的

溶栓治疗，直接ＰＣＩ的３０ｄ（４％ｍ ２９％）与１年

并发症已明显降低。一项包括６ １８６例患者的汇总

（１３％ＶＳ ４４％）不良事件（死亡、再梗死与卒中）发生

分析一－表明，尽管老年患者支架术后的住院与远期

率显著低于链激酶溶栓。然而，老年ＡＭＩ直接ＰＣＩ

死亡率、血管和出血并发症发生率高于非老年患

仍存在一定风险。心梗初期血管成形术试验

者，≥８０岁的患者支架术的成功率和再狭窄率均

（ＰＡＭＵｍ２总分析“１表明，与＜７５岁的ＡＭＩ患者相

与＜８０岁的患者相当。Ｍｕｎｏｚ等““比较７６例＞７５

比，≥７５岁的患者ＰＣＩ的成功率和心肌梗死溶栓研

岁与８６０例≤７５岁支架患者的近期与远期效果，平

究（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

均随访３年发现，＞７５岁的老年冠心病患者支架术

ｉ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ｏｎ，ＴＩＭＩ）３

级血流率较低，住院死亡率（１０ ２％ｗ

１

８％，Ｐ＝

０．００１）和ＭＩ后并发症发生率更高。

后的住院死亡与ＭＩ发生率和３年死亡率更高，但
远期主要不良事件（死亡、急诊ＣＡＢＧ、ＭＩ）发生率

＞８０岁的低危ＡＭＩ患者能否从直接ＰＣＩ受益

与≤７５岁的患者相当。Ｖｏｕｄｆｉｓ等““将６９例＞７０

尚有争议。Ｍｉｎａｉ等”１将１２０例≥８０岁的低危ＡＭＩ

岁和３３３例≤７０岁的支架患者进行对比发现，两组

患者随机分为直接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ｐｅｒ—

患者住院并发症和临床成功率无差异，＞７０岁患者

ａｎｇｉｏｐ［ａｓｔｙ．町ＣＡ．

的２年无事件生存率也高达６２％，老年患者能从支

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ｎａｌ ｃｏｒｏｎｍ＇ｙ

无支架）和保守治疗两组。随访３年发现，直接

架治疗获益。

ＰＴＣＭｇ生存率改善和不良事件减少并不明显，早

３．３完全与部分血运重建部分学者建议，由于高

期ＰＴＣＡ也未能防止ＭＩ后的左心室重构。目前，

龄、高危患者的预期寿命有限，应着眼于“罪犯血

有关老年ＡＭＩ介入治疗还缺乏能反映当今介入治

管”，考虑不完全血运重建，仅对引起症状的病变血

疗进展（如支架、ＧＰⅡｂ／ｍａ抑制剂等）大样本随机

管进行治疗，而直径＜１．５ｎｍ、或者非缺血相关血管

研究结果。另外，老年患者不同年龄段的研究结果

不予处理，这样不仅可以缩短手术时间，减少造影剂

也可能存在差异。

用量，降低手术风险和死亡率，减少并发症，还能避

ＡＭｌ合并心原性休克的死亡率极高，其内科治

免无谓的支架植入和降低再狭窄率。然而，Ｏｓｓｗａｌｄ

疗的住院死亡率曾高达８０％～９０％，而无心原性休

等“２１通过对８５９例≥７５岁接受ＣＡＢＧ的患者研究

克的ＡＭｌ患者的住院死亡率仅３％－－９％。意大利

发现，不完全血运重建患者的１８０ｄ死亡率高于完全

链激酶治疗心肌梗死研究组（ＧＩＳＳｌ）研究显示，冠

血运重建。因此，对于多支病变患者，应认真了解病

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接受静脉与冠状动脉内溶栓治疗

变的Ｉ临床和预后意义，在兼顾安全与实用的基础上，

的死亡率仍高达７０％与６７％。对于非老年患者，早

决定是否完全血运重建或分次进行血运重建。

期血运重建治疗使心原性休克的３０ｄ死亡率降低

３．４老年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注意事项由于老年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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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的病变及临床特点，在介入治疗应注意以下几

原因再住院率和需要再次心脏介入术等方面均低于

点：①老年人高凝状态多见，同时又易于发生脑出血

ＰＴＣＡ。然而，尽管老年患者ＣＡＮ３的近期死亡风

等并发症，因此，术前既要充分抗凝，抗凝期间又要

险增加，术后合并症和卒中的发生率更高，单凭年龄

密切监测；②老年人合并外周血管病较为多见，要注

本身不足以排除ＣＡＢ（－；治疗。

意避免损伤纡曲的髂动脉和腹主动脉血管内膜，必

老年患者非体外循环搭桥可能优于常规

要时使用延长鞘管或改用桡动脉途径行介人治疗；

ＣＡＢＧ。Ａｓｃｉｏｎｅ等“４１和Ｈｋ）ｆｆ等”“研究表明，非体

⑧老年人肾功能不全多见，应尽量减少造影剂用量，

外循环搭桥在减少正性肌力药物、减少术中心律失

术后应注意补充液体，必要时可给予利尿剂：④老年

常、减少出血及输血、以及术后康复时间和医疗费用

冠心病患者合并左心室功能不全或心力衰竭多见，

等方面优于常规ＣＡＢＧ。然而，老年冠心病患者微

部分患者（尤其是对提供侧支循环的冠脉行ＰＣＩ

创搭桥是否优于介入治疗尚缺乏研究。

时）需要辅助循环支持。应仔细选择指引导管，尽量

老年冠心病患者正日益增多，血运重建治疗也

减少对冠脉血流的影响。同时，ＰＣＩ术中冠脉血流

还存在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必须在充分反映当代

阻断时间不宜过长，并应严密监护心电和压力变化５

介入治疗和搭桥进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年龄层

⑤老年人冠状动脉纡曲且脆性大、成角病变及复杂

次、临床与病变特征设计更多的大规模随机试验，以

病变多见，应尽量避免因操作不慎而导致的血管壁

便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损伤；⑥老年人术中用药应谨慎，应用硝酸甘油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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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酏

·专题笔谈·
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的临床药理学
钱方毅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ｎｇｌ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

滞作用，因而也称为ＡｎｇⅡ第１型受体阻滞刑，它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ＥＩ）在临床上应用已近２０

对ＲＡＳ的阻滞更为完全。这类制剂已被批准用于

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年，其主要作用是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ａｎ—

治疗高血压，其降压效果与其他几类降压药相似，而

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ｌｎｇ ６ｎｚｙｍｅ，ＡＣＥ），减少肾素一血管

耐受性更好，尚可用于治疗心力衰竭，逆转左心室肥

紧张素系统（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Ｓ）中的主

厚（１ｅｆｔ

要活性物质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１１，Ａ豫１１），

善肾功能等，目前已成为心血管治疗学中又一重要

使血压下降，并产生一系列有益的神经内分泌效应，

进展，是医学科学中十分活跃的一个领域。现对这

其临床疗效已为许多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

类制剂的临床药理学作一简要讨论。

临床试验所证实。这类制剂目前已成为治疗高血
压、心力衰竭、心肌损害、糖尿病、肾病等疾患的基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ＬｖＨ），保护心脏，改

１循环ＲＡＳ与组织ＲＡＳ

石。近１０年来又有一类新型降压药问世，即Ａｎｇ

在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病的病理生理机

ｂｌｏｃｋｅｒ，ＡＲＢ），

制中，ＲＡＳ激活起着重要作用。ＲＡｓ可以认为是一

这类制剂亦作用于ＲＡＳ，但与ＡＣＥＩ不同，它并不阻

种酶瀑布（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 ｃａｓｃａｄｅ），即其一系列生化反应

滞ＡＣＥ，而是阻滞ＡｎｇＩＩ作用的最后部位～ＡｎｇⅡ

是通过若干酶作用而完成的（图１）。按经典的看

受体，对ＡｎｇⅡ第１型受体有高度特异的选择性阻

法，ｌＯＳ是一个内分泌系统，叉称循环ＲＡＳ，血管紧

Ⅱ受体阻滞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ｌ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张素原合成于肝脏，继之被肾脏生成的肾素分割．生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０１北京．解放军第３０６医院

成无活性的１０肽血管紧张素Ｉ（Ａｎｇ

作者简舟：钱方毅，男，教授．主任医师

由肺中合成的ＡＣＥ在血浆中转化成具有强大活性

通讯作者：钱方毅，电话：０１０－６７５０１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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