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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白细胞计数与心脏功能及在院死亡率的关系
华琦李东宝

万云高

刘力松李静范振兴桑城

【摘要】目的探讨老年ｓＴ段抬高急性心肌梗死（ＳＴＥＡＭＩ）患者外周血白细胞（ＷＢＣ）计数与住院期间心功
能和在院死亡率的关系。方法６８６例ＳＴＥＡＭＩ患者查血常规后，分为高白细胞组（ｗＢＣ＞１０×１０。／Ｌ）和正常白细
胞组（ＷＢＣ＜：ＩＯ×１０’／Ｌ），观察住院期间的死亡情况，其中４７６例检查二维超声心动图。结果高白细胞组的死亡
率和心衰（Ｋｉｌｌｉｐ分级）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白细胞组。高白细胞组的射血分数（ＥＦ）和左室短轴缩短率（Ｆｓ）均低于
正常白细胞组。溶栓后临床指标再通患者高白细胞组ＥＦ明显低于正常白细胞组，而补救ＰＣＩ患者高白细胞组ＥＦ、
ＦＳ与正常白细胞组无统计学差异。相关分析发现，ＷＢＣ计数与ＥＦ和ＦＳ呈负相关。结论

老年ＳＴＥＡＭＩ患者

ＷＢＣ计数与心功能呈负相关，ｗＢｃ升高是心衰和死亡率增加的预测指标。
【关键词】心肌梗死；白细胞；心脏功能试验；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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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ＢＣ）总数的增加。长期以来，只认定ＷＢＣ的升高

ＡＭＩ影响的研究较少。本项研究旨在探讨外周血

是由于机体应激和局部坏死心肌所致的全身反应的

白细胞总数与老年急性ＳＴ段抬高的心肌梗死患者

表现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认识到炎症反应对急

心功能及住院期间死亡率的相关性。

性冠脉综合征的发生及发展起重要作用Ⅲ，且有越

１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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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急性消化道症状及晕厥）持续３０ｒａｉｎ以上｝（２）

应用一元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ＷＢＣ与心功能的相

心电图（ＥＣＧ）至少两个相邻导联ＳＴ段抬高，肢体导

关性。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联≥ｌｍｍ，胸前导联≥２ｒａｍ；（３）发病至人院时间多数
≤６ｈ，或＞６ｈ且≤２４ｈ仍存在心绞痛且ＳＴ段抬高

２结果

者；（４）血清心肌坏死标志物升高至少２倍以上。排

２．１基本情况入选患者６８６例，男４３１例，女

除标准：（１）发病至人院时问＞２４ｈ；（２）人院时有明确

２５５例；年龄６０～９０岁，平均（７０．１士６．４）岁。高白

的感染并发症。共人选患者６８６例，行二维超声心动

细胞组为３２６例，正常白细胞组为３６０例。住院期

图检查者为４７６例，溶栓患者共３７８例，其中接受尿

间心衰患者为３３１例，总发生率为４８．３９％，其中高

激酶、ｒｔ ＰＡ、链激酶、尿激酶、ｐｒｏ－ｕｋ、海贝克栓、ｒ－ｐａ、

白细胞组为１８３例，发生率为５６．１４％；住院期间死

ＴＮＫ、ｒ－ｓａｋ溶栓治疗者分别为５６、５２、７９、１３７、２５、５，

亡患者９８例，总病死率为１４．３９％，其中高白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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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ｌｌ．５统计软件包进

２）。补救ＰＣＩ患者高白细胞组ＥＦ、ＦＳ、ＬＶＥＳ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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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ｘ２检验。

表１老年人ＳＴ段抬高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白细胞计数与左心功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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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ＡＭＩ后炎症反应和心力衰竭之间的关

·３０７·

５

总之，老年ＡＭＩ后ＷＢＣ计数是预测ＡＭＩ患者
发生心力衰竭的指标，ＷＢＣ升高是心功能恶化的重
要标志，应引起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

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证实，ＡＭＩ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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