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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量极化液对急性心肌梗死早期恶性心律失常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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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钾浓度及肾功能的变化比较（；±ｓ）

高剂量极化液（ＧＩＫ）用于治疗急性

心肌梗死（ＡＭＩ）已有４３年历史，Ｓｏｄｉ—
Ｐａｌｌａｒｅｓ等ｎ３于１９６２年最先报道ＧＩＫ降
低ＡＭＩ病死率的可能机制是由于ＧＩＫ

对心律失常的预防作用、缺氧心肌细胞
的营养作用及缩小梗死面积等。此后不

注：血钾正常参考值为３．６～５．６ ｍｍｏｌ／Ｌ，ＢｕＮ正常参考值为１．７８～７．１０ ｍｍｏｌ／Ｌ，Ｃｒ正常

断有学者证明，ＧＩＫ对ＡＭＩ具有挽救濒

参考值为４４～１１０ ｐｍｏｌ／Ｉ．；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８ＪＰ＜ｏ．０５；与常规对照组比较，６Ｐ＜ｏ．０５

死心肌姑３、改善梗死边缘区心脏收缩功

能、改善心室晚电位。３以及抗炎和抗纤

表２两组患者ＡＭＩ早期室性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及死亡情况比较

维蛋白溶酶原的作用“３，但对心率变异
性和ＱＴ离散度无影响。’５３。然而，波兰

研究人员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认为
ＧＩＫ的剂量越大，对患者的危险性和病

注：与常规对照组比较，６Ｐ＜０．０５

死率越高旧。近年来随着电生理研究的
发展，动物实验结果对ＧＩＫ予以了充分

１１．６８）岁；梗死部位：前壁（前问壁、前侧

水平明显升高，且明显高于常规对照组，

的肯定。钾是人体内最重要的无机阳离

壁、前壁、广泛前壁）４８例，下壁１８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均＜Ｏ．０５），但无

子之一，在维持新陈代谢、保持心肌细胞

下壁＋正后壁１１例，下壁＋右室８例，

一例发生高钾血症。常规对照组治疗后

膜电位、调节细胞内外渗透压和酸碱平

下壁＋正后壁＋右室６例；非ｓＴ段抬

血钾水平较治疗前稍有升高，但差异无

衡中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其代谢紊乱

高型ＡＭＩ １１例。按随机原则分为两

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高剂量ＧＩＫ组

对心肌的电生理特性会产生不良影响，

组：①常规对照组：５０例中男４０例，女

治疗后尿素氮（ＢＵＮ）和肌酐（Ｃｒ）水平

甚至发生心律失常，尤其是在ＡＭＩ早期

１０例；年龄３２～８０岁，平均（６２．７８±

与常规对照组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更易发生。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研究了

１２．６２）岁。常规进行再灌注、扩冠、抗凝、

（Ｐ均＞Ｏ．０５）。

ＡＭＩ早期患者血钾浓度的变化特点及

抗血小板聚集、调脂治疗。②高剂量ＧＩＫ

２．２两组ＡＭＩ早期室性恶性心律失常

钾的代谢调节，探讨高剂量ＧＩＫ对ＡＭＩ

组：５２例中男４２例，女１０例；年龄３４～

疗效变化（表２）：高剂量ＧＩＫ组治疗后

早期恶性心律失常，如室性心动过速

７１岁，平均（６０．９６±１１．０６）岁。在常规

２４

（室速）、心室纤颤（室颤）的发生率及致

治疗的同时，给予质量分数为１０％的葡

明显低于常规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死率的影响，报告如下。

萄糖３００ ｍｌ＋５０％的葡萄糖２００ ｍｌ＋

意义（Ｐ均＜Ｏ．０５）。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０％的氯化钾３０ ｍｌ＋胰岛素２５ Ｕ，以

３讨论

１．１病例及给药方法：１０２例患者选自
２００３年１月

２００４年３月哈尔滨医科

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心内科ＡＭＩ发病
１２

ｈ以内的住院患者，其中男８２例，女

２０例；年龄３２～８３岁，平均（６１．５５±
基金项目：国际性协作项目ｃＲＥＡＩＥ研
究（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

１．５

ｍｌ·ｋ９１·ｈ＿１的速度持续静脉滴

注２４ ｈ。

ｈ内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率及病死率

钾是维持心肌细胞静息电位的物质
基础，对心肌的兴奋性有重要影响卯，。本

ｈ

研究发现，有８例ＡＭＩ早期患者血钾浓

测定血钾浓度和肾功能，肾功能轻度障

度低于正常参考值，在ＰＣＩ术中受到导

碍者剂量酌减。②于入院后持续心电监

管的轻微刺激即可出现室速甚至室颤，

护［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者

说明与心肌兴奋性增高有重要关系。齐

１．２检测指标：①于治疗前、治疗后２４

于术中持续心电监护］，观察室性恶性心

国先等∞３报道ＡＭＩ患者心律失常的发

律失常发生例数，记录因恶性室性心律

生率高达７０％～９０％，其中室性心律失

失常而死亡的例数。

常发生率为１２．３９％。ＡＭＩ早期常有很

李为民，周立君，汤青，吴双，王建华，郭松

１．３统计学方法：应用ＳＰＳＳ １２．Ｏ统计

高的低钾血症发生率。３。血钾降低的可

奇）；哈尔滨铁路中心医院心内科（王越红）；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ｚ±ｓ）

能原因有：①ＡＭＩ早期由于剧烈疼痛刺

饶河县中医院内科（赵会忠）

表示，进行ｆ检验，计数资料用Ｘ２检验，

激而大汗，经皮肤失钾。②ＡＭＩ时伴恶

通讯作者：周立君

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心、呕吐，偶有腹泻者，经胃肠道失钾是

作者简介：赵玉娟（１９６６一），女（汉族），

２结

临床上常见的失钾原因。③ＡＭＩ时交感

临床医学院心内科（赵玉娟，傅世英，王岚峰，

黑龙江省人，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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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果

两组治疗前后血钾浓度及肾功能

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增高，ｐ肾上腺素能

变化（表１）：高剂量ＧＩＫ组治疗后血钾

的激活通过环磷酸腺苷（ｃＡＭＰ）机制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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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ＮａＬＫ＋泵，促进细胞摄钾，钾进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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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面积，保护缺血心脏。

综上所述，钾代谢调节对预防ＡＭＩ

胞内，引起低钾。
Ｔｎｒｅｌ等”３报道低剂量ＧＩＫ虽能减

早期尤其是２４ ｈ内恶性心律失常的发

少缺血事件、改善左室功能和晚电位，但

生起重要作用，高剂量ＧＩＫ可促进心肌

对心率变异性无影响。ｗｏｌｋ等哺３研究了

细胞对钾的再摄取，抑制循环中的自由

ＡＭＩ后应用高浓度ＧＩＫ对ＱＴ离散度

脂肪酸水平及心脏对自由脂肪酸的摄

的影响，认为其并不影响心室复极的时

取，稳定心肌膜电位，改善心脏电活动稳

问。Ｄｉａｚ等“０、研究表明，高剂量ＧＩＫ可

定性，可降低ＡＭＩ早期病死率，因此

明显降低病死率。本研究对ＡＭＩ早期心

ＧＩＫ具有广泛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律失常的观察发现，高剂量ＧＩＫ对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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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第八次全国抗菌药物临床规范应用与新进展研讨会征文及报名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降低不良反应，减少药源性疾病的发生，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经研究决定于
２００８年６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抗菌药物临床规范应用与新进展研讨会”。国家级继教项目编号：２００８—１３一０１一
０３８，１０学分。
１报到日期：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７日；会议日期：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３０日；会议地点：众晶鑫大酒店（北京复兴路２６号院，解放军总
医院正门往东１５０ ｍ，四星级）；电话：０１０一６６８５４７７ｌ（总台），６６８５４０２９（总机）。
２会议期间举办高级学习班，拟邀请专家：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汪复、张婴元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徐英春教授；首都医
科大学友谊医院王汝龙教授；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教授；北京医院张秀珍教授等。授课主要内容为：抗菌药物的临
床药理学；抗菌药物用药原则、用药指征，用药品种剂量疗程及给药方案，预防用药；抗菌药物应用的分级管理；各类抗菌药物
的临床应用进展；各类常见疾病的感染诊疗进展；抗菌药物的ｆ临床应用误区；特殊人群（妊娠与哺乳期、儿童、老年、免疫功能
低下、肝肾功能不全）感染的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细菌耐药监测及难治性病原菌监测与抗菌药物选择方案；深部真菌感染诊治
中的问题及用药策略；微生物实验室质控、微生物培养与耐药监测、药敏分析。
３征文内容与要求：各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临床各科微生物感染诊断与治疗，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微生物检测与药敏等内
容。全文在２ ｏＯＯ字左右论文１份，或只寄６００字左右摘要１份，论文题目下注明省市、工作单位、科室、姓名及邮编。自留底

稿，恕不退回。来稿请寄：１００７１０北京东四西大街４２号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北京抗菌会议”梁鸿收，Ｅｍａｉｌ地址：ｊＸｊｙ＠ｖｉｐ．
１６３．ｃｏｍ，Ｅｍａｉｌ发稿时务必注明“北京抗菌会议”字样。征文截止期：邮局寄稿为６月６日前，Ｅｍａｉｌ发稿为６月１８日前。
４每位参会代表需交纳会务费９８０元，住宿费每人每天１３０元左右。
５联系人及电话：杨桂芳０１０一５１７９８２００（带传真），８８８２０３９９；梁鸿０１０一８５１５８４０２。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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