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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非高龄组。然而加拿大多伦多医院≥７０岁老

及《中国循环杂志》编委会．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

年患者１５ ６７０例次ＣＡＢＧ手术的结果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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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降低。手术危险预测因素包括左心室功能障（ＦＴＴ）Ｃｏｉ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４，３４３：３１１－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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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似。校正这些因素之后，年龄并不是确定的危

险因素。三麓罴：ｉ＝凛黜三恐鬻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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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心脏协会：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非ＳＴ

（本文编辑：周宇红）

段抬高心肌梗死治疗指南（２００２年修订版）．
４中华医学会心曲管病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委会

·专题笔谈·
老年心绞痛分型及治疗的新见解
沈潞华
心绞痛是心肌缺血的临床表现，当各种原因引

诊断标准”，将心绞痛分为劳累性心绞痛、自发性心

起的心肌需氧与供氧平衡失调时会引起或加重心肌

绞痛、混合性心绞痛３大类。前两类又可归纳为数

缺血，其主要的病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病变所

种不同的类型。初发性劳累型心绞痛为稳定型心绞

致冠状动脉血流的减少。

痛，其余均为不稳定型心绞痛（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典型的心绞痛症状从详细询问病史即可获得，
常是在劳累或情绪激动时出现发作性胸痛，呈绞榨
感、紧缩感、压迫感或沉重感，部位在胸骨后，可放射
至左肩、左上肢、颈背及上腹部或其他部位，经休息
后或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后很快可缓解，但也可在安
静时发作。
１心绞痛的分型

ａｎｇｉｎａ，

ＵＡ）。加拿大心血管学会又对心绞痛进行了分级。
１９８９年Ｂｒａｕｎｗａｌｄ对ＵＡ进行了分类，已为大
家所熟知。
１９９４年ＡＨＡＲｐ指南对ＵＡ进行了低危、中危、
高危的分层。
２０００年ＡＣＣ／ＡＨＡ分别公布了稳定型心绞痛及
ＵＡ指南，２００２年进行了修订。ＥＳＣ（欧洲心脏病学
会）也制订了相应的指南，这些都对心绞痛进行了分

早些年，参照ＷＨＯ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命名及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内

型与危险性分层。中华心血管学会与《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于２０００年也讨论和制订了ｕＡ危险性分
层，下面重点介绍２００２年ＡＣｄＡＨＡ所修订的分

科

作者简介：沈潞华，女，主任医师，教授

型。心绞痛分为稳定型和ＵＡ，而后者又可分为３种

通讯作者：沈潞华，电话：０１０．６３０１４４１１—３３４４

类型，即：①静息性心绞痛：心绞痛发作于休息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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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周内发作，持续时间常＞２０ｒａｉｎ。②初发性心绞

ＵＡ除胸痛以外，心电图示一过性缺血性变化，因缺

痛：首发症状在２个月内出现的心绞痛，其严重程度

血引起心肌损害而使其标志物，如肌钙蛋白Ｉ（ＴｎＩ）、

为加拿大心血管学会心绞痛分级（ＣＣＳＣ）ＨＩ级。③

肌钙蛋白Ｔ（ＴｎＴ）、心肌型肌酸激酶同工酶（ＭＢ

恶化性心绞痛：原先的心绞痛发作次数频繁，持续时

ｉｓｏｅｎｚｙｍｅ ｏｆ

间延长，痛阈降低，ＣＣＳＣ增加工级以上或可达Ⅲ级。

但也可以是正常范围。

ＣＣＳＣ分级的标准如下：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ＣＫ—ＭＢ）的短暂升高，

ＵＡ的患者需根据病史、体格检查、心电图和心

王级：一般体力活动不引起心绞痛，例如行走和

脏生化标志物来进行危险分层，以评估死亡或非致

上楼。费力、快速或长时间用力才引起心绞痛。Ⅱ

死性心脏缺血事件（再发心肌梗死、再发ＵＡ、需血运

级：日常体力活动稍受限制，行走或快步上楼、登高、

重建治疗）的危险性，来评估预后，并选择有效的治

饭后行走或上楼、寒冷或风中行走、情绪激动发作心

疗方式和药物的合理应用。

绞痛，或仅在睡醒后数小时内发作，以一般速度在一

２００２年ＡＣＣ／ＡＨＡ对ＵＡ危险分层见表１。不

般条件下平地步行２００－－４００ｍ以上的距离或上一层

少文献报道ＵＡ症状发作近期其危险性最高，以后

以上的楼梯时受限。Ⅲ级：日常活动明显受限，以一

则下降，２个月时与慢性稳定型心绞痛相当。

般速度在一般条件下平地步行１００－－４００ｍ或上一层
楼梯时受限。Ⅳ级：不能无症状地进行任何体力活
动，休息时即可出现心绞痛综合征。
对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可根据临床因素进行危险

以上对心绞痛的分型、分类及危险性分层有其
临床的实用性，能指导治疗，并能评估预后。
２心绞痛的治疗

分层。Ｈｕｂｂａｒｄ提出了５个独立预测严重冠心病（３

患者来院就诊后，结合病史及症状、体征、心电

支病变或左主干病变）的临床因素，即年龄、典型性

图、心脏标志物检测，对胸痛患者首先确定是心原性

心绞痛、糖尿病、性别以及陈旧性心肌梗死。也有的

的还是非心原性的疾病。若是确诊为心绞痛，则再

作者提出了参考心电图的变化及心功能正常与否。
ＵＡ是非ＳＴ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的一种临床类型，其病理
基础是不稳定粥样斑块的撕裂发生非阻塞性血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区分是慢性稳定型心绞痛还是ＵＡ，并进行危险分
层。
稳定型心绞痛的治疗目的是预防心肌梗死和猝
死，减轻症状和缺血发作，提高生活质量。

导致冠状动脉狭窄使心肌血流灌注减少，也可有动

ＵＡ治疗目的是需要即刻缓解心肌缺血和预防

脉痉挛因素参与；炎症与感染可参与发病的过程，

严重不良后果（死亡或心肌梗死／再梗死）。根据不

表ｌ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短期危险

注：但评估危险性是一个复杂多变量的问题。ＭＩ：心肌梗死；ＣＡＤ：冠状动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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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危险分层选择治疗方案。

转换酶抑制剂降低心血管病死亡率及心血管事件发

对临床疑诊非ＳＴ抬高的ＡＣＳ患者，来院后立

生率，改善或保护心功能，有的作者认为高脂溶性及

即进行心电图及心脏标志物的测定，异常者立即住

与酶结合能力强的制剂如组织型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院治疗。如心电图及标志物正常，应紧密观察，

抑制剂可能更受益，如培哚普利、雷米普利、喹那普

４－８ｈ重复检查，有异常或动态变化或复发性缺血性

利（ｑｕｉｎａｐｒｉｌ）等。

胸痛者也应住院。如无胸痛复发或心电图、标志物

（５）危险因素控制治疗：对高血压、糖尿病、肥

正常，仍需随访观察，可进行负荷试验诱发缺血及评

胖、脂代谢紊乱、吸烟、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等危险因

估心功能，正常者则属低危患者，可门诊继续随访，

素的治疗与预防，是冠心病二级预防的重要内容。

不正常者也需住院。

２．２血管重建治疗血管重建治疗是冠心病的重要

高危患者（持续性缺血、反复缺血、ＳＴ压低、糖

治疗方法，包括ＰＣＩ［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

尿病、肌钙蛋白升高、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心律失常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者）需要给予以下药物的充分治疗。早期（４８ｈ以

Ｆ代Ａ）、支架植入等］及ＣＡＢＧ。

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根据病变的程度和特点适合

ｔｒａｎｓｌｕｍｉｎａｌ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凡冠状动脉有明显狭窄或严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重病变，不论心功能正常与否，有心肌缺血且有客观

ｔｉｏｎ，ＰＣＩ）者应立即进行，同时需服用氯吡格雷。不

依据者，有过心肌梗死或血管闭塞但仍然有存活心

适合ＰＣＩ者，可选择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肌，血管重建治疗后再狭窄的患者以及充分药物治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ｇｒａｆｔ，ＣＡＢＧ）治疗。ＴＡＣＴＩＣＳ－

疗疗效欠佳者，均应进行血管重建治疗，酌情选择

ＴＩＭＩｌ８试验已显示了早期有创治疗的得益，６个月

ＰＣＩ或ＣＡＢＧ。但临界性狭窄（５０％～６０％）或冠状

时死亡、心肌梗死、再住院率均低于保守治疗组（只

动脉无明显狭窄，无心肌缺血客观依据者，无明显存

是在复发缺血、负荷试验阳性时再做导管）。中危患

活心肌者则不应进行。

ａｒｔｅ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

者有创治疗同样得益。低危患者无复发胸痛、无ＳＴ

ＵＡ患者血管重建治疗的适应证大致同上。但

变化，仅有Ｔ波倒置、低平或心电图正常者，生化指

因症状严重更应积极进行，且应在早期进行。ＰＣＩ

标阴性（至少２次检查）可以停用低分子肝素，继续

首选罪犯血管。对于多支血管病变者，酌情根据病

抗心肌缺血药物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治疗，随后可

情而分期进行，先行罪犯血管的治疗，后期再进行其

以进行负荷试验，再考虑是否进行冠状动脉造影。

他病变血管的重建治疗。

２．１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包括：
（１）抗心肌缺血药物：不同剂型及种类硝酸盐
类、｜３受体阻滞剂、钙拮抗剂。钙拮抗剂主要用于对
上述两类药物疗效不满意或不能耐受的患者，特别
可用于变异型心绞痛或合并高血压的患者。
（２）抗血小板与抗凝治疗：抗血小板药物有阿司

心绞痛患者的血管重建治疗必须同时进行相应
的药物治疗，并进行长期上述冠心病的二级预防。
３老年心绞痛诊断及治疗的特点
老年患者心绞痛分型及治疗基本同上，但是作
为特殊的人群是有其特点的。

匹林，ＵＡ患者尚可用噻氯匹定、氯吡格雷，血小板

在高龄的老年患者中，特别是女性或合并糖尿

ＧＰＩＩ ｂ／Ⅲａ受体拮抗剂（主要用于中、高危需介入治

病者，心肌缺血症状常不明显，表现为不典型的心绞

疗的患者）。ｕＡ患者应用抗凝药物有肝素、低分子

痛，有的患者可以无胸痛，仅感胸部不适、乏力、出

肝素，也有报道用水蛭素，但目前仅用于肝素引起的

汗、气短、劳力性呼吸困难，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可出

血小板减少患者。

现意识模糊，也可表现为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或腹

（３）降脂治疗：已有多项大规模临床试验显示了
降脂治疗的重要性，特别是他汀类药物降低了冠心

部的症状，因此，对这些患者应提高警惕，及时进行
心电图及相关检查，并需动态观察。

病的死亡率及心血管总死亡率及心血管事件。

此外，老年患者多有心脏或心脏外的伴同疾病

ＭＩＲＡＣＬ研究等陆续报道了ＡＣＳ患者降脂的益处，

或合并症，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本身疾病、周围血

应长期治疗。

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老年人０交感神经反应减

（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应当常规用于冠

退，动脉顺应性降低，当有高血压时又会使心脏负荷

心病的二级预防，尤其是合并糖尿病及有左室功能

增加，心室肥厚，心脏的舒张功能及收缩功能受损，

障碍的患者，已有多项临床试验证实了血管紧张素

有些患者既往有心肌梗死史，但自己并不知道。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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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患者尚可合并肾功能不全、呼吸道疾病、肺气肿、

药物不良反应。老年人血浆容量，血管张力降低，对

肺心病、肺部感染等，甚至有多器官疾患，因此使临

硝酸甘油、钙拮抗剂较为敏感，对８受体阻滞剂一方

床表现更为复杂。心电图可以正常或异常，但异常

面是交感肾上腺能活动减少，对此类药物反应降低，

患者也易与高血压、心律失常等疾病相混淆。由于

另～方面，基础交感能力降低，因此，很难预测其反

老年患者体力活动能力下降，骨骼与肌肉也有其特

应的强度，因此，用药需严密观察，随时调整剂量。

异性，因此负荷心电图检查常受限制，因而，需要冠

所有心绞痛治疗的药物及二级预防的药物，老

状动脉造影以明确诊断，冠状动脉造影仍是较为安

年人均可以应用，但是需谨慎，剂量应低于年轻患

全的检查。

者，注意其毒副作用。

根据文献资料的统计，老年人不典型症状的患

老年患者冠状动脉病变较为广泛，因此血管重

者与典型心绞痛患者３年心血管病死亡率是相似

建治疗的难度较大，成功率较年轻患者低，且并发症

的。

及死亡率增高。但对经验丰富、操作熟练的医师来
冠心病心绞痛尚存在与其他一些疾病的鉴别，

讲，据来自Ｍａｙｏ诊所的资料，ＰＣＩ成功率仍很高

包括其他心血管疾病（心肌病、瓣膜病、主动脉疾患、

（９５％～９８％）、并发症低（心肌梗死１．２％～２．８％，

心包炎等），肺与胸膜疾病、胃肠道疾病、胸壁疾病、

急诊ＣＡＢＧ ０．９％～１．８％）。文献报道，＞６５岁患

以及神经功能失调等，这些疾病也可以表现胸痛、胸

者血管重建获益更大，缓解症状，生活质量提高。但

部不适、对老年患者尤其需要注意，以便及时、准确

是，高龄患者合并疾病较多，一般情况较差，危险性

地进行鉴别诊断。

较高，并会影响血管重建治疗的效果，需要慎重对

老年患者心绞痛的药物治疗由于全身代谢、肝

待。

肾功能的减退、心输出量又减少，药物在体内清除减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０５—０６）

慢，药代动力学及药物敏感性会发生变化，尤需注意

（本文编辑：周宇红）

·专题笔谈·
老年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
赵玉生
１９７３年，Ｔｉｌｎｅｙ等首先报道了一组腹主动脉瘤

器官完全衰竭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指标，而且也包

破裂患者外科手术后相继发生多器官衰竭（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括仅有某些器官实验室指标的异常、无异常临床表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Ｆ），称为“序贯性系统衰竭”。１９７５

现。再者，衰竭是一静态词，似表示量上的终结，又

年，Ｂａｕｅ研究分析了在ＭＯＦ中器官衰竭发生的连

有程度上的不可逆性，不能全面反映ＭＯＦ的临床特

续性，称为“进行性序贯性多器官衰竭”。１９７７年，

征和发生发展过程。１９９１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和危

Ｅｉｓｅｍａｎ等研究发现了ＭＯＦ的危险因素，首先使用

重病急救医学会在芝加哥集会，共同倡议将ＭＯＦ或

“多器官衰竭”的命名。此后ＭＯＦ的研究更加广泛

（和）ＭＳＯＦ更名为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而深入，ＭＯＦ或（和）多系统器官功能衰竭（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

ｏｒｇａ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ＯＤＳ）。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ＳＯＦ）的命名和诊断标准被广

我国危重病急救医学会在庐山召开的学术会议上，

泛承认和接受。但是，ＭＯＦ诊断依据不仅包括某些

修订并通过了ＭＯＤＳ病情分期及严重程度评分标

ｓｙｓｔｅｒｎ ｏｒｇａｎ

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王士雯等在长期救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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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杂老年慢性病患者中，观察到不少老年人可在
某些诱因激惹下，相继发生多个器官衰竭，提出了老
年多器官衰竭（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