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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临床特点及急诊介入治疗的近期疗效
王耿韩雅玲荆全民王守力马颖艳栾波
目的评价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人治疗（ＰＣＤ对老年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住院期间的疗效。方

【摘要】

法将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中心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收治的１３３７例ＡＭＩ患者分为老年组（≥６０岁，
７７１例）和非老年组（＜６０岁，５６６例），于发病２４ ｈ内行急诊ＰＣＩ，比较两组患者的Ｊ｜缶床和冠脉造影特征、ＰＣＩ成功率
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结皋老年组有高血压、糖屎病、典型心绞痛等病史患者显著多于非老年组（Ｐ＜ｏ．０５）；老年
组女性、非ＳＴ段抬高型ＡＭｌ、急性左心衰、心源性休克患者显著多于非老年组（Ｐ＜ｏ．０５）；而非老年组吸烟和有高
脂血症病史患者显著多于老年组（Ｐ＜ｏ，０５）。老年组３支病变率为６３．８％，显著高于非老年组的５２．５％（Ｐ＜
０．０１）。从发病至球囊扩张时间、ＰＣＩ即刻成功率、无复流发生率、造影剂用量、术后住院时闸窿两组均无显著差异
（Ｐ＞ｏ．０５）；术后心绞痛复发，再次心肌梗死、缺血性靶血管重建及非心脏并发症发生率两组亦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结论急诊介入治疔是老年ＡＭｌ患者很好的可供选择治疗方法。
【关键词】老年人；心肌梗死｝介人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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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卡方检验。
２结果

ｌ资料与方法

２．１一般临床特征两组患者在心肌梗死病史、前

临床资料将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中心从

壁ＡＭＩ、ＩＡＢＰ应用等方面的差异均无显著性；老年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收治的１３３７例ＡＭＩ

组有高血压、糖尿病、典型心绞痛等病史患者以及女

患者分为老年组（≥６０岁）和非老年组（＜６０岁），患

性、非ＳＴ段抬高型ＡＭＩ、急性左心衰、心原性休克

者年龄３０～９０岁，平均（６２．１±１１．５）岁，ＳＴ段抬高

患者显著多于非老年组｝而非老年组吸烟和有高脂

型心肌梗死、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诊断均符

ｍ症病史患者显著多于老年组（表１）。

合ＡＣＣ／ＡＨＡ的诊断标准”］。于发病２４ｈ内行急

２．２造影厦ＰｃＩ结果老年组ＩＲＡ共７８８支，其

诊ＰＣＩ。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如表１。

中２．０％为左主干（１ｅｆｔ ｍａｉｎ，ＬＭ）、４４．ｏ％为前降

１．２方法

支（１ｅｆｔ

１．１

术前常规顿服肠溶阿司匹林３００ｍｇ、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ＬＡＤ）、１６．０％

噻氯匹定５００ｍｇ或氯吡格雷３００～６００ｍｇ。对伴有

为回旋支（１ｅｆ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ｌｅｘ ｂｒａｎｃｈ，ＬＣＸ）、３８．１％为

缓慢性心律失常者，预先穿刺股静脉或左锁骨下动

右冠脉（ｒｉｇｈｔ

脉插入临时起搏电极；对严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

布无显著差异。老年组３支病变率为６３．８％，显著

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ｉｎｔｒａ－ａｏｒｔｉｃ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高于非老年组。从发病至球囊扩张时间、ＰＣＩ即刻

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ＩＡＢＰ）。常规造影明确梗死相关动脉

成功率、无复流发生率、造影剂用量、术后住院时间

ａｒｔｅｒｙ，ＩＲＡ）病变，若ＩＲＡ残余

两组无显著差异。老年组ＰＣＩ未成功１５例，失败

狭窄≥５０％和（或）ＴＩＭＩ血流≤２级，根据导引导

的患者中２例置入支架后急性血栓形成，２例导丝

管直径目测病变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及参考血管直

不能通过阻塞病变，１１例无复流患者血流未恢复至

径，迅速行ＰＣＩ，以ＩＲＡ残余狭窄≤１０蹦，前向血流

ＴＩＭｌⅢ级；非老年组ＰＣＩ未成功８例，均为置入支

ＴＩＭＩ ３级为成功标准。经桡动脉人路ＰＣＩ １０９例

架后发生无复流。以上ＰＣＩ未成功的患者７～１０ｄ

（８．２％），其余１２２８例（９１．８％）均为经右或左侧股

后行择期ＰＣＩ均成功（表２）。

动脉人路。术后按常规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４０～

２．３

６０ｍｇ／１２ｈ（７ｄ）。日服肠溶阿司匹林３００ｍｇ／ｄ、噻氯

均为支架内亚急性血栓形成，行急诊ＰＣＩ后治愈。

匹定２５０ｒａｇ ｂｉｄ或氯吡格雷７５ｍｇ／ｄ以及进行其它

术后发生心绞痛复发、再次心肌梗死、缺血性靶血管

内科常规治疗。

重建及非心脏并发症患者的例数两组无显著差异。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１．３统计学处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ＲＣＡ），两组ＩＲＡ分

ＰＣＩ术后并发症再次心肌梗死的１９例患者

采用ＳＰＳＳｌｌ．０统计软件进行

术中无死亡病例，术后共死亡４５例患者。老年组死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进行非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进

亡３５例，其中２例广泛前壁、下壁ＡＭＩ患者于术前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注：’指血清总胆固醇＞５．７２ｍｍｏｌ／Ｌ或低密度脂蛋白＞３．６４ｍｍｏｌ／Ｌ

万方数据

·３０４·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６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ＩｔＯｒｇａｎＤｉｓ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ｃｔ ２００７＂Ｃｏｌ

６

Ｎｏ

５

心脏骤停，在辅助循环呼吸下急诊行冠脉造影示３

显著多于非老年组，这可能是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

支血管闭塞，行ＬＡＤ球囊扩张后心跳恢复，但血压

管中心老年组患者非ＳＴ段抬高型ＡＭＩ、急性左心

持续降低，最后于术后２ｈ死亡；２４例死于ＡＭＩ并

衰、心源性休克患者显著多于非老年组的原因。心

发心源性体克或急性左心衰；１例死千顽固性室颧

肌梗死病史、前壁ＡＭＩ、ＩＡＢＰ应用、从发病至球囊

导致的不可逆性休克；ｌ侧死于室问隔穿孔合并顽

扩张时间（均为１２ｈ左右）等方面两组均无显著性差

固性休克；２例糖尿病患者死于肺部感染合并感染

异，说明本地区患者及其家属对心肌梗死的发生及

性休克；２例脑出血（均为院外行溶栓治疗ＩＲＡ未

其危害性仍认识不足，以致就诊时间平均较晚。

通者）；２例死于脑梗死；１例腹膜后出血。非老年组

及早对ＡＭＩ患者的ＩＲＡ进行血运重建、改善

死亡１０例，其中８例合并心源性休克或急性左心

心肌灌注，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由于老年人

衰，２例脑梗死。住院期问死亡患者老年组显著高

群溶栓禁忌症多、非ＳＴ段抬高型ＡＭＩ发生率高、

于非老年组（表３）。

出血并发症发生率高、血管开通率低，而介入治疗创
伤小、可反复进行操作、开通ＩＲＡ速度快、ｆ临床禁忌

３讨论

症少，所以ＰＣＩ已成为老年ＡＭｌ治疗的主要手段。
文献显示老年人发生ＡＭＩ后危险性较非老年

资料显示，老年ＡＭＩ患者行急诊ＰＣＩ的疗效优于

患者明显增高。因老年患者在心脏解剖及功能上逐

静脉溶栓”Ｊ。本研究显示，从发病至球囊扩张时间，

渐发生退行性变化，心肌收缩储备力差，且常合并非

ＰＣＩ即刻成功率、无复流发生率、造影剂用量、术后

心脏性的全身性疾病，所以老年人ＡＭＩ已成为老年

住院时间两组无显著差异，术后心绞痛复发、再次心

入死亡的最常见疫病［１Ｊ。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中

肌梗死、缺血性靶血管重建爰非心脏并发症发生率

心资料显示老年ＡＭＩ患者有以下临床特点：（１）与

两组也无显著差异，术中均尤死亡病例，提示急诊介

非老年组患者冠心病危险因素不同。非老年组吸烟

入治疗对于老年急性ＡＭｌ患者同样安全有效。

和高脂血症患者显著多于老年组；而老年组患者高

虽然本研究显示术后住院期间老年组死亡率为

血压、糖尿病、典型心绞痛等患者显著多于非老年

４．５％，显著高于非老年组的１．８％，但低于国外资

组；老年组中女性患者也显著多于非老年组，西方国

料报道的保守治疗（１４．ｉ％）和溶栓治疗（１２．７％）的

家许多资料已将性别作为心肌梗死预后的预测因

住院期间死亡率，且后者数据来源于所有年龄的患

素。女性预后较男性差，其原因可能与老年女性绝

者”】。所以老年组死亡率高于非老年组的原因不是

经后雌激素生成减少、合并糖尿病、高龄、社会经济

因为ＰＣＩ的疗效差，而主要是因为老年人本身的特

因素及心理社会因素等有关口４］。（２）虽然两组患

定状况．如急性左心衰和心源性休克等严重合并症

者ＩＲＡ分布无显著差异，但老年组患者发病时病情

的发生显著多于非老年组所致。

更严重，冠状动脉造影示３支血管病变占６３．８％，
表２两组患者造影及ＰＣＩ结果比较

老年组（≥６０岁）４９２（６３．８％）

１１．２士９．７

６５（８．４蹦）

７５６（９８．１％）

］９４．４土１２４．７

１２．６±７．６

非老年组（＜６０岁）２９７（５２．５％）

１０．６士８．５

３８（６．７％）

５５８（９８．６％）

１９２．８土９２．ｏ

１２．０１２．４

（下转第３２８页）

万方数据

·３２８·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７年ｌＯ月第６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ｌｔＯｒｇａｎ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化更容易导致下肢远端组织的溃疡或坏疽。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Ｄｉａｂｅｔ

６

Ｎｏ

５

Ｍｅｄ，

２００２，１９；３６６ ３７０．

动脉硬化造成的下肢缺血经常伴有其他疾病，
比如，有＞５０蹦患者有高血压，也有一定比例的患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ｃｔ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４３畅坚，许樟荣，王志强，等．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患者外周
动脉病变血管造影对比研究．中华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４，

同时患有冠心病、脑梗死等，从而也可以说明动脉硬

５ｔ３２４—３２７．

化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这提醒我们在进行下肢病变

［５Ｊ齐立行，谷涌泉．俞恒锡，等．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性动脉

干预时，不要忘记评估心、脑血管功能，从而更好地

硬化下肢血管造影特点及其临床意义．中华糖屎病杂

选择合适的病例进行外科干预，否则可能会造成下
肢虽然得以保留，却失去了生命的悲剧。

志，２００５，６：４１２－４１６．
Ｂ．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６］Ｅｄｗａｒｄ

该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

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ＮＤＬＥＩ患者与ＤＬＥＩ者相比更易发生脑梗死，其原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ａｒｅ，２００１，Ｚ４：１４３３—

１４３７．

［７］Ｋｒｅｉｔｎｅｒ ＫＦ，Ｋａｌｄｅｎ Ｐ，Ｎｅｕｆａｎｇ Ａ，ｅｔ ａ１．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因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综上所述，ＤＬＥＩ发病年龄比非糖尿病者要早８

ｏｃ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年左右，男女比例也明显缩小，前者的下肢动脉病变

ｔｏｍ—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Ｒ

ａＤ－－

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ｇｉｏｇ—

更易发生在股浅动脉远端，更多累及多个节段动脉，

ｒａｐｈｙ．Ａｍ Ｊ 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００，１７４：１７１—１７９．

更易出现下肢远段的组织坏疽或溃疡。

ＩＳ］国际糖尿病足工作组，编写（许樟荣，敬华译）．糖尿病
参考文献

足国际临床指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６—２７．

［ｇ］Ｇｎ Ｙ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ｅ

［１］

李仕明糖尿病足（肢端坏疽）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草
案）．中国糖尿病杂志．１９９６，４：１２６．

［２］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ｂｓ．Ａｕｓｔ ＮＺ

Ｊ Ｓｕｒｇ，２００４．７４：３卜３３，

［１０］谷涌泉，Ｒｏｙａｌ ｊＰ．ＤＳＡ检查对预测血管性截肢平面

潘长玉，高妍，衰申元，等．２型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发
生率及相关因素调查．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０１，９，３２３—

的初步研究．外科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１，６：２９８

３００．

［ｕ］谷涌泉，Ｔｏｎｇ ＹＳ．双下肢动脉硬化远端动脉的影像

３２６，

特点的研究．中国实用外科杂志，２００３，２３：１６５—１６６．

［３３

Ｖａｎ ｄｅｒ Ｆｅｅｎ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Ｎｅｉｊｅｎｓ ＦＳ，Ｋａｎｔｅｒｓ ＳＤ，ｅｔ ａ１．Ａｎｇｌ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ｔｙ ａｔｈｅｒｏｓｅｌｅｒｏｓｉｓ

（上接第３０４页）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参考文献

［１］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１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４］

ｃｏｒｏ—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ＩＬ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Ｋａｒｄｉｏｌ Ｐｏｌ，２００４，６０：９５—１０３，

［２］Ｒｙａｎ ＴＪ，Ａｎｔｍａｎ ＥＭ．Ｂｒｏｏｋｓ ＮＨ，ｅｔ

ａ１．１９９９ Ｕｐａａｔｅ：

［５３

ｏｆ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０ｎ

Ｍａ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ｅ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ｕｍａｋｅｒ ＳＡ，Ｂｒｏｏｋ５

ＭＭ，Ｓｃｈｒｏｎ ＥＢ．ｅｔ ａ１．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ｍｏｎｇ

万方数据

［６］

Ｓａｋｕｒａｌ

ｐｏｓｔ一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ｅ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ｃｏ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ＤＲＪＲ．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Ｃｏｒｏｎ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

Ｋ，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Ｊ，１ｗａｂｕｃｈｉ Ｋ，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ａ［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ｒｙ

１９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６－１０３０．

［３３

ｏｒ

２０００，１１：３０５—３１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Ｍｏｓｃｈｉ Ｇ，ｅｔ ａｌ，Ｓｅｘ－ｂａｓｅｄ

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１，８７：２８９—２９３．

Ｌａｎｅ ＧＥ，Ｈｏｌｍｅ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ＡＣＣ／ＡＨ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ｔｏｎｉｕｃｃｉ Ｄ，ＶＭｅ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Ｗｏｍ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７，３：５３—６０．

Ｍ，Ｂｏｌｉｎｓｋａ Ｈ，Ｋａｃｚｍａｒｅｋ Ｋ，ｅｔ ａ１．Ａｃｕｔｅ

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ｒｉｅｆ

ｏｆ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ｔ—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Ｊａｐａｎ：ｒｅｇｉｓ—

Ｍｉｙａｇｉ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ＡＭＩ（ＭｓＡＭＩ／．Ｃｉｒｃ Ｊ，

２００３，６７

１

２０９—２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