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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急性心肌梗死（AMI）并发不同部位心脏破裂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确诊为 AMI 并发生心脏破裂住院

患者的临床资料，电话或门诊随访患者出院 30 d 的预后情况。根据心脏破裂部位将患者分为游离壁破裂组和

室间隔穿孔组，比较患者一般临床资料、住院相关检查结果、治疗及预后等情况。结果  共纳入 120 例 AMI 并

发心脏破裂患者，其中游离壁破裂 64 例，室间隔穿孔 56 例。与室间隔穿孔组比较，游离壁破裂组患者年龄大

（岁：68.88±9.31 比 63.86±8.68，t＝3.039，P＝0.003），体重指数（BMI）低（kg/m2：22.74±2.07 比 25.21±2.99，

t＝-5.203，P＝0.000），肾功能不全病史比例高（12.5% 比 1.8%，χ2＝4.942，P＝0.026），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U/L）：76.00（38.33，197.50）比 33.50（19.00，137.50），Z＝-2.788，P＝0.005〕、甘油三酯〔TG（mmol/L）：1.68±0.50

比 1.36±0.70，t＝2.903，P＝0.005〕、总胆固醇〔TC（mmol/L）：4.21±0.74 比 3.87±1.01，t＝2.081，P＝0.04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mmol/L）：1.12±0.91 比 0.91±0.32，t＝2.910，P＝0.004〕和心肌肌钙蛋白 I〔cTnI

（μg/L）：18.83（4.48，81.68）比 0.82（0.08，8.50），Z＝-5.011，P＝0.000〕明显升高；尿素氮〔BUN（mmol/L）：7.11±3.11

比 10.14±6.97，t＝-2.999，P＝0.004〕、脑钠肽〔BNP（ng/L）：169.00（98.50，485.75）比 793.00（478.75，1 426.25）， 

Z＝-5.739，P＝0.000〕及 D- 二 聚 体〔μg/L：219.00（141.00，315.75）比 310.50（188.75，532.00），Z＝-2.607， 

P＝0.009〕显著降低；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LVEDD（mm）：48.58±5.17 比 53.65±6.63，t＝-4.631，P＝0.000〕 

和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ESD（mm）：33.54±5.40 比 37.24±6.53，t＝-3.397，P＝0.001〕明显缩小；室壁瘤形

成患者比例（14.1% 比 76.8%，χ2＝47.851，P＝0.000）和肺动脉高压患者比例（20.3% 比 53.6%，χ2＝14.368，

P＝0.000）明显降低；阿司匹林使用率（100% 比 75.0%，χ2＝18.113，P＝0.000）、氯吡格雷使用率（82.8% 比

46.4%，χ2＝17.578，P＝0.000）、替格瑞洛使用率（12.5%比1.8%，χ2＝4.924，P＝0.026）、普通肝素使用率（53.1%

比 10.7%，χ2＝24.174，P＝0.000）显著升高，硝酸酯类使用率降低（70.3% 比 85.7%，χ2＝4.063，P＝0.044）；行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患者比例显著升高（42.9% 比 12.5%，χ2＝13.388，P＝0.000），行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CABG）患者的比例及 CABG 成功率显著降低（7.8% 比 48.2%，χ2＝24.930，P＝0.000；60.0% 比 100%，

χ2＝8.233，P＝0.004），院内脑梗死发生率显著降低（1.6% 比 10.7%，χ2＝4.554，P＝0.033），院内全因病死率明

显升高（85.9% 比 23.2%，χ2＝47.851，P＝0.000），其余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AMI 并发游离壁破裂

患者通常合并更多的危险因素，预后更差，对不同部位心脏破裂患者的处理应针对性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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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complicated with different parts of heart rupture.  Methods  Patients diagnosed for AMI complicated 
with  cardiac  rupture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5  in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All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free wall rupture group and ventricular septal perfor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upture site. Clinical 
features,  hospital  related  examination  result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A  total  of  120  patients  with  AMI  complicated  with  cardiac  ruptur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including  
64 patients with free wall rupture, and 56 patients with ventricular septal perforation. Compared with the ventricular sep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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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ation group by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the patients in free wall rupture group had higher age (year: 68.88±9.31 
vs. 63.86±8.68, t = 3.039, P = 0.003), lower body mass index [BMI (kg/m2): 22.74±2.07 vs. 25.21±2.99, t = -5.203,  
P  =  0.000],  higher  rate  of  history  of  renal  insufficiency  (12.5%  vs.  1.8%, χ2  =  4.942,  P  =  0.026),  higher  level  of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U/L): 76.00 (38.33, 197.50) vs. 33.50 (19.00, 137.50), Z = -2.788, P = 0.005], triglyceride  
[TG  (mmol/L):  1.68±0.50  vs.  1.36±0.70,  t  =  2.903,  P  =  0.005],  total  cholesterol  [TC  (mmol/L):  4.21±0.74  vs. 
3.87±1.01, t = 2.081, P = 0.040],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mmol/L): 1.12±0.91 vs. 0.91±0.32,  
t = 2.910, P = 0.004] and cardiac troponin I [cTnI (μg/L): 18.83 (4.48, 81.68) vs. 0.82 (0.08, 8.50), Z =-5.011, P = 0.000], 
lower level of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mmol/L): 7.11±3.11 vs. 10.14±6.97, t = -2.999, P = 0.004],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ng/L):  169.00  (98.50,  485.75)  vs.  793.00  (478.75,  1 426.25),  Z  =  -5.739,  P  =  0.000],  and  D-dimer  
[μg/L: 219.00 (141.00, 315.75) vs. 310.50 (188.75, 532.00), Z = -2.607, P = 0.009], smaller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LVEDD (mm): 48.58±5.17 vs. 53.65±6.63, t = -4.631, P = 0.000]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 
[LVESD  (mm):  33.54±5.40  vs.  37.24±6.53,  t  =  -3.397, P  =  0.001],  lower  proportion  of  left  ventricular  aneurysm 
formation  [14.1%  (9/64)  vs.  76.8%  (43/56),  χ2  =  47.851,  P  =  0.000]  and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20.3% 
(13/64)  vs.  53.6%  (30/56), χ2  =  14.368, P  =  0.000],  higher  usage  rate  of  aspirin  [100%  (64/64)  vs.  75.0%  (42/56),  
χ2 = 18.113, P = 0.000], clopidogrel usage rate [82.8% (53/6) vs. 46.4% (26/56), χ2 = 17.578, P = 0.000], ticagrelor 
usage rate [12.5% (8/64) vs. 1.8% (1/56), χ2 = 4.924, P = 0.026], and common heparin usage rate [53.1% (34/64) vs. 
10.7% (6/56), χ2 = 24.174, P = 0.000], lower usage rate of nitrates  [70.3% (45/64) vs. 85.7% (48/56), χ2 = 4.063, P = 
0.044], high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operation rate [42.9% (27/64) vs. 12.5% (7/56), χ2 = 13.388,  
P = 0.000], lower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surgery rate [7.8% (5/64) vs. 48.2% (27/56), χ2 = 24.930, P = 
0.000],  success  rate of CABG surgery  [60.0%  (3/5)  vs. 100%  (27/27), χ2 = 8.233, P = 0.004],  and  incidence  rat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 hospital [1.6% (1/64) vs. 10.7% (6/56), χ2 = 4.554, P = 0.033], higher hospital all-cause mortality 
[85.9% (55/64) vs. 23.2% (13/56), χ2 = 47.851, P = 0.000]. The differences of other indicato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AMI complicated with free wall rupture usually have more risk factors and worse 
prognosis. These two types of patients should be treated with target.

【Key word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rdiac  rupture;  Mortality;  Free  wall  rupture;  Ventricular 
septal perforation;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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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心肌梗死（AMI）导致的心脏破裂是一种

严重致死性并发症，伴随医疗诊疗技术的不断提升，

AMI 的救治较前有了大幅进步，心脏破裂的发生率

也呈下降趋势，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方法、

监控手段及治疗手段，心脏破裂患者的防治及预后

仍面临较大问题［1-2］。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AMI 并发

心脏破裂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住院相关检查、治

疗及预后等情况，为 AMI 并发心脏破裂的诊断、治

疗及预后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入选及排除标准：采用病历对照研究方

法，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确诊为 AMI 并发心脏破

裂的患者。按照心脏破裂的部位分为游离壁破裂组

和室间隔穿孔组。

1.1.1  纳入标准：AMI 诊断［3］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即

可诊断为 AMI。① 心肌标志物＞正常范围内的第

99 百分位数 +1 项缺血证据； ② 突发心脏死亡 + 

缺血症状 / 心电图新发缺血改变或左束支传导阻

滞； ③ 经皮冠状动脉（冠脉）介入治疗（PCI）术后

心肌标志物较前显著升高 +1 项缺血证据； ④ 支架

置入术后心肌标志物＞正常上限 + 冠脉造影 / 尸

体解剖证实支架内血栓形成； ⑤ 冠脉旁路移植术

（CABG）术后心肌标志物显著升高 + 心电图新发病

理性 Q 波 / 左束支传导阻滞，或冠脉造影证实桥血

管 / 冠脉新发闭塞，或影像学发现新证据。心脏破

裂的诊断依据尸体解剖、开胸手术及超声心动图等

措施。

1.1.2  排除标准：已知肿瘤或系统性疾病（如红斑

狼疮、肾病综合征等）；风湿性心脏病；严重感染；

急性创伤或近期接受外科手术；妊娠期患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及检测均获得过患者

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观察指标：记录患者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体重指数（BMI）、既往史、血液学及超声心动图等基

线信息，以及住院期间用药和手术治疗情况。血液

学指标为患者入院后首次检测结果。电话随访及门

诊随访患者出院 30 d 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9.0 软件分析数据，正

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组间比较用秩

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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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基线特征比较（表 1）：与室间隔穿孔组比

较，游离壁破裂组患者年龄大，体重和 BMI 低，既往

肾功能不全史比例高（均 P＜0.05），而两组患者性

别及吸烟、嗜酒、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脑血

管病、冠心病等既往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血液学指标比较（表 2）：与室间隔穿孔

组比较，游离壁破裂组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甘

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及心肌肌钙蛋白 I（cTnI）均显著升高，尿素

氮（BUN）、脑钠肽（BNP）和 D- 二聚体明显降低（均

P＜0.05）；而两组红细胞计数（RBC）、血红蛋白（Hb）、

白细胞计数（WBC）、血小板计数（PLT）、C- 反应 

蛋白（CRP）、丙氨酸转氨酶（ALT）、血肌酐（SCr）、空

腹血糖（Glu）、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C-C）、凝血

酶原时间（PT）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两组超声心动图相关指标比较（表 3）：与室

间隔穿孔组比较，游离壁破裂组左心室舒张期末内

径（LVEDD）和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ESD）均明

显减小，室壁瘤形成和肺动脉高压患者比例均明显

降低（均 P＜0.01）；而两组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和缩短分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4  两组住院用药及手术情况比较（表 4）：与室间

隔穿孔组比较，游离壁破裂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和替格瑞洛等抗血小板药物及普通肝素使用率均显

著升高，硝酸酯类药物使用率明显降低，接受 PCI 的

比例较高，接受 CABG 的比例及 CABG 成功率较低

（均 P＜0.05），但两组 PCI 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1 合并不同部位心脏破裂两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例） 男性〔例（%）〕 年龄（岁，x±s） 身高（cm，x±s） 体重（kg，x±s） BMI（kg/m2，x±s）
游离壁破裂组 64 32（50.0） 68.88±9.31 167.38±7.53 64.02±  9.53 22.74±2.07
室间隔穿孔组 56 34（60.7） 63.86±8.68 166.80±7.56 70.39±11.09 25.21±2.99

χ2 / t 值 1.385 3.039 -0.414 -3.389 -5.203
P 值 0.239 0.003 0.680 0.001   0.000

组别
例数
（例）

既往史〔例（%）〕

吸烟 嗜酒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脂血症 脑血管病 冠心病 肾功能不全

游离壁破裂组 64 28（43.8） 10（15.6） 15（23.4） 36（56.2） 12（18.8） 5（  7.8） 13（20.3） 8（12.5）
室间隔穿孔组 56 24（42.9）   8（14.3） 20（35.7） 30（53.6） 15（26.8） 9（16.1） 17（30.4） 1（  1.8）

χ2 值 0.100 0.042 2.179 0.087 1.106 1.977 1.607 4.942
P 值 0.922 0.838 0.140 0.769 0.293 0.160 0.205 0.026

注：BMI 为体重指数

表 2 合并不同部位心脏破裂两组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液学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RBC
（×1012/L，x±s）

Hb
（g/L，x±s）

WBC
（×109/L，x±s）

PLT
（×109/L，x±s）

CRP
（mg/L，x±s）

ALT
〔U/L，M（QL，QU）〕

游离壁破裂组 64 3.99±0.64 123.50±19.47 11.27±4.99 195.48±  70.69 19.51±12.63 35.00（23.25，65.00）
室间隔穿孔组 56 4.01±0.72 120.70±21.58 10.02±4.20 228.23±114.04 18.86±14.05 29.50（18.25，77.75）

t /Z 值 -0.162 0.746 -1.463 -1.859 0.266 -0.426
P 值   0.872 0.457   0.146   0.066 0.264   0.670

组别
例数
（例）

HDL-C
（mmol/L，x±s）

LDL-C
（mmol/L，x±s）

肌钙蛋白
〔μg/L，M（QL，QU）〕

BNP
〔ng/L，M（QL，QU）〕

PT
（s，x±s）

D- 二聚体
〔μg/L，M（QL，QU）〕

游离壁破裂组 64 1.12±0.91 2.59±0.64 18.83（4.48，81.68） 169.00（  98.50，   485.75） 12.19±1.82 219.00（141.00， 315.75）
室间隔穿孔组 56 0.91±0.32 2.40±0.82   0.82（0.08，  8.50） 793.00（478.75，1 426.25） 12.91±2.75 310.50（188.75， 532.00）

t /Z 值 2.910 1.397 -5.011 -5.739 -1.660 -2.607
P 值 0.004 0.165   0.000   0.000   0.100   0.009

注：RBC 为红细胞计数，Hb 为血红蛋白，WBC 为白细胞计数，PLT 为血小板计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
冬氨酸转氨酶，SCr 为血肌酐，BUN 为尿素氮，Glu 为空腹血糖，TG 为甘油三酯，TC 为总胆固醇，HDL-C 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为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BNP 为脑钠肽，PT 为凝血酶原时间

组别
例数
（例）

AST
〔U/L，M（QL，QU）〕

SCr
（μmol/L，x±s）

BUN
（mmol/L，x±s）

Glu
（mmol/L，x±s）

TG
（mmol/L，x±s）

TC
（mmol/L，x±s）

游离壁破裂组 64 76.00（38.33，197.50）   93.02±39.81   7.11±3.11 8.70±4.04 1.68±0.50 4.21±0.74
室间隔穿孔组 56 33.50（19.00，137.50） 112.31±86.17 10.14±6.97 7.50±2.97 1.36±0.70 3.87±1.01

Z / t 值 -2.788 -1.607 -2.999 1.831 2.903 2.081
P 值   0.005   0.111   0.004 0.070 0.005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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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两组不良事件比较（表 5）：与室间隔穿孔组比

较，游离壁破裂组院内脑梗死发生率显著降低，院内

全因病死率明显升高（均 P＜0.05）；而两组院内心

源性休克、急性心力衰竭（心衰）、院内再发心肌梗

死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出院 30 d 全因病死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3 讨 论

  近年来，AMI 患病人群在我国一直居高不下，

成为城镇居民的一大死亡原因，并由此造成了巨大

的医疗支出。一方面，AMI 发病突然，并发症多，使

得患者存在较高的病死率，同时，支架的置入也带来

昂贵的医疗费用［4］；另一方面，现有的急性冠状动

脉事件注册评分（GRACE）、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

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 Ⅱ）评分及急诊内科评

分（REMS）等评分方法仅能对 AMI 患者近期死亡

风险进行综合预测，尚无针对 AMI 合并心脏破裂及

恶性心律失常等特定患者的专门评估工具［5］。而

该类患者通常死于 AMI 并发的急性心衰、恶性心律

失常及心脏破裂。对于急性心衰和恶性心律失常，

只要能够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即可有效降低患者的

病死率［6］。对于心脏破裂，至今未找到行之有效的

预防措施，而通过内科保守治疗或者外科手术治疗，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预后，但病死率依然

很高。以往研究显示，AMI 并发心脏破裂死亡患者

占心肌梗死全因死亡患者的 4%～20%，心脏破裂是

AMI 患者的常见死因［7］。根据心脏破裂发生部位

的不同，通常可分为游离壁破裂、室间隔穿孔和乳

头肌断裂，前两者较为常见，且二者在病理生理学上

导致的血流动力学改变也截然不同，本研究就两者

的临床特征及预后进行分析讨论，以期为该类患者

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本研究显示，与室间隔穿孔组比较，游离壁破裂

组患者年龄和肾功能不全病史患病率偏高，说明高

龄和肾功能不全者更易出现游离壁破裂，一方面，高

龄是 AMI 后发生心脏破裂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一

方面，高龄可增加心脏破裂发生后患者的住院病死 

率［8］。心肌梗死动物实验研究也证实，高龄是心脏

破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9］。而 BMI 高的患者更

表 3 合并不同部位心脏破裂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超声心动图相关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LVEDD
（mm，x±s）

LVESD
（mm，x±s）

LVEF
（x±s）

缩短分数
（%，x±s）

室壁瘤形成
〔例（%）〕

肺动脉高压
〔例（%）〕

游离壁破裂组 64 48.58±5.17 33.54±5.40 0.506±0.102 28.28±6.32   9（14.1） 13（20.3）
室间隔穿孔组 56 53.65±6.63 37.24±6.53 0.508±0.106 30.07±6.09 43（76.8） 30（53.6）

t /χ2 值 -4.631 -3.397 -0.141 -1.578 47.851 14.368
P 值   0.000   0.001   0.888   0.117   0.000   0.000

注：LVEDD 为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LVESD 为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EF 为左心室射血分数

表 5 合并不同部位心脏破裂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不良事件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院内心源性休克

〔例（%）〕

院内急性心衰

〔例（%）〕

院内再发心梗

〔例（%）〕

院内脑梗死

〔例（%）〕

院内全因病死率

〔%（例）〕

出院 30 d 全因

病死率〔%（例 / 例）〕

游离壁破裂组 64 5（  7.8）   9（14.1） 7（10.9） 1（  1.6） 85.9（55） 33.3（  3/  9）
室间隔穿孔组 56 9（16.1） 15（26.8） 2（  3.6） 6（10.7） 23.2（13） 23.3（10/43）

χ2 值 1.977 3.022 2.336 4.554 47.851 0.403
P 值 0.160 0.082 0.126 0.033   0.000 0.525

表 4 合并不同部位心脏破裂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住院用药及手术治疗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阿司匹林
〔例（%）〕

氯吡格雷
〔例（%）〕

替格瑞洛
〔例（%）〕

低分子肝素
〔例（%）〕

普通肝素
〔例（%）〕

β 受体阻滞剂
〔例（%）〕

他汀类
〔例（%）〕

游离壁破裂组 64 64（100.0） 53（82.8） 8（12.5） 40（62.5） 34（53.1） 41（64.1） 51（79.7）
室间隔穿孔组 56 42（  75.0） 26（46.4） 1（  1.8） 34（60.7）   6（10.7） 35（62.5） 39（69.6）

χ2 值 18.113 17.578 4.924 0.040 24.174 0.031 1.607
P 值   0.000   0.000 0.026 0.841   0.000 0.859 0.205

组别
例数
（例）

钙离子拮抗剂
〔例（%）〕

硝酸酯类
〔例（%）〕

ACEI
〔例（%）〕

ARB
〔例（%）〕

PCI
〔例（%）〕

PCI 成功率
〔%（例 / 例）〕

CABG
〔例（%）〕

CABG 成功率
〔%（例 / 例）〕

游离壁破裂组 64 14（21.9） 45（70.3） 24（37.5） 5（7.8） 27（42.9） 85.2（23/27）   5（  7.8）   60.0（  3/  5）
室间隔穿孔组 56   5（  8.9） 48（85.7） 14（25.0） 3（5.4）   7（12.5） 71.4（  5/  7） 27（48.2） 100.0（27/27）

χ2 值 3.756 4.063 2.157 0.289 13.388 0.724 24.930 8.233
P 值 0.053 0.044 0.142 0.591   0.000 0.395   0.000 0.004

注：ACEI 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RB 为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PCI 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CABG 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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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现室间隔缺损。刘瑜等［10］研究显示，吸烟、嗜

酒、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脑血管病和冠心病

等既往史均为 AMI 及其相关并发症的危险因素，能

增加 AMI 的发生；而吸烟史是 AMI 的危险因素，同

时也大大增加了 AMI 患者发生心脏破裂的风险［11］；

但本研究未发现上述因素与 AMI 后并发心脏破裂

的部位有关。

  对血液学指标分析显示，游离壁破裂组患者

AST、TG、TC、HDL-C 及 cTnI 均显著高于室间隔穿

孔组，说明游离壁破裂者在肝功能、血脂水平及心

肌细胞坏死程度等方面均较室间隔缺损者严重；室

间隔穿孔组 BNP 和 D- 二聚体较游离壁破裂组偏

高，且平均值都超出了正常范围，表明室间隔穿孔者

心功能较差。既往研究显示，D- 二聚体水平是预

测 AMI 患者发生心脏破裂的敏感指标，因此入院常

规检测 AMI 患者的 D- 二聚体对于患者预后的判断

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12］。

  对超声心动图相关指标分析显示，室间隔缺损

组 LVEDD 和 LVESD 较游离壁破裂组明显增大，且

与血液学指标检查结果一致，表明室间隔缺损者存

在明显的心肌重构，并由此导致了心功能减退。同

时，室间隔缺损组室壁瘤形成和肺动脉高压患者比

例明显偏高，伴随心肺器官血流动力学改变。相对

于游离壁破裂导致的血流动力学急剧变化，室间隔

缺损继发的血流动力学改变通常具备一定的代偿

作用，而前者因发病急而失去了代偿耐受的过程，使

得患者最终预后受到一定影响。奥地利一项针对心

肌梗死合并心脏破裂患者的长期预后研究也证实，

血流动力学是否稳定是该类患者预后的主要影响 

因素［13］。

  用药方面，游离壁破裂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和替格瑞洛等抗血小板药物及普通肝素使用率显著

高于室间隔穿孔组，主要考虑与该组患者心肌梗死

严重有关；而硝酸酯类药物使用率则是室间隔穿孔

组偏高，可能与该组患者心脏功能差、心脏负荷降

低有关。而心肌重构是导致心肌梗死后心脏破裂风

险增加的重要因素［14］，β 受体阻滞剂可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心肌重构，因此，该类药物在没有严格禁忌

证的情况下应尽早应用。本研究显示两组 β 受体

阻滞剂等其他药物使用率无显著差异。

  在手术治疗方面，游离壁破裂组接受 PCI 的患

者较多，而室间隔穿孔组接受 CABG 治疗的患者比

例及 CABG 成功率较高，但两组 PCI 成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既往研究证实，对 AMI 进行及时的血

运重建，可以有效减少心脏破裂等严重并发症，而对

于确定发生心脏破裂的患者，合理及时的外科治疗

能迅速阻止血液的外漏，解除快速增长的心包积液，

降低病死率［15-16］。

  住院不良事件方面，室间隔穿孔组院内脑梗死

发生率显著高于游离壁破裂组，可能与穿孔部位涡

流形成增加了血栓风险有关。而游离壁破裂患者院

内全因病死率明显高于室间隔穿孔组，主要与游离

壁破裂患者短时间内出现血液外渗，导致心包填塞

相关；同时，游离壁破裂出血量通常较大，能迅速导

致外周循环衰竭，病情凶险［17］。而室间隔穿孔患者

的结构功能病变相对较轻，对全身血流动力学影响

相对较轻，住院病死率相对较低［18］。随访显示，两

组患者出院 30 d 全因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

较院内全因病死率有所降低，究其原因可能为出院

患者的破裂病变相对较轻。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单中心小样本回顾性研究，

存在一定的患者入选偏倚。由于心脏破裂患者住院

病死率高，出院存活患者数量较少，缺乏统计学价

值，故本研究未对存活患者进行长期临床随访，缺乏

患者远期预后的相关数据。

  综上，AMI 并发游离壁破裂与室间隔穿孔，除

了病理生理学的差异外，二者在基线资料、入院血

液学指标、超声心动图检查、用药情况及预后等方

面同样存在一定差异。而两类患者的住院病死率均

较高，相比之下，游离壁破裂患者通常合并更多的危

险因素，预后更差，应针对两类患者不同的特点，采

取相应的临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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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ver PTX 紫杉醇涂层药物洗脱支架可安全有效地 
用于临床治疗股腘动脉病变

  最近，一个由多国研究学者组成的团队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旨在评估 Zilver PTX 紫杉醇涂层药物洗脱

支架（DES）治疗股腘动脉病变的疗效。研究人员分别进行了以下几种比较：主支植入DES与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TA）比较，

总体植入 DES（包括主支植入 DES、边支植入 DES）与标准治疗〔PTA+ 主支植入金属裸支架（BMS）〕比较，边支植入 DES 与

边支植入 BMS 比较。研究人员将有症状的股腘动脉病变患者随机分为 DES 组（n＝236）和 PTA 组（n＝238）。约有 91% 的患

者有跛行，9% 的患者有严重肢体缺血。对于急性 PTA 失败患者，研究人员将其二次随机分为边支植入 BMS 组（n＝59）和边

支植入 DES 组（n＝61）。主支植入 DES 患者 1 年无不良反应存活和血管通畅情况均优于 PTA 组，且该优势能保持 5 年。总

体植入 DES 组患者缺血症状缓解率（79.8% 比 59.3%，P＜0.01）、血管通畅率（66.4% 比 43.4%，P＜0.01）、无需二次手术比例

（83.1% 比 67.6%，P＜0.01）均高于标准治疗组；同样，边支植入 DES 组患者缺血症状缓解率（81.8% 比 63.8%，P＝0.02）、血管

通畅率（72.4% 比 53.0%，P＝0.03）、无需二次手术比例（84.9% 比 71.6%，P＝0.06）均高于边支植入 BMS 组。据此研究人员得

出结论，DES 支架可安全有效地用于临床治疗股腘动脉病变。

罗红敏，编译自《Circulation》，2016，133（15）：1472-1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