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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是冠心病的危重

类型，其病死率高、并发症多、预后差。经皮冠状动脉（冠脉）

介入术（PCI）的开展，大大降低了 STEMI 的住院病死率（小

于 5%）［1］。急诊 PCI 术后的治疗策略关系到患者的预后和

生活质量 ；而在西药规范治疗基础上配合中药，可起到整体

调理、缓解症状、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等作用［2］。中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开展 PCI 治疗冠心病 10 余年，在中西

医结合治疗 STEMI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将本院治疗

该病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如下。

1 送入急诊科后的处理

 对 STEMI 患者的处理原则是尽快作出诊断，开通绿色

通道，尽可能缩短从首次医疗接触到第一次球囊扩张的时

间，最长不要超过 60 min。

 急诊科接诊后，应根据患者导联心电图和急查的心肌酶

学结果，结合危险因素、心绞痛特点及病史作出诊断。其中，

18 导联心电图（12 导联加 V7～V9 和 V3R～V5R）对诊断的

价值最大 ；其次为心绞痛的特点和危险因素。心肌酶学早

期可能升高不明显。如果心电图至少两个导联出现 ST 段弓

背上抬（以 R 波为主的导联 ST 段抬高大于 1 mm，V1～3 导联

抬高大于 3 mm），或新发完全左束支传导阻滞（LBBB），或新

出现病理性 Q 波，则高度怀疑急性心肌梗死（AMI），需做好

送入导管室行 PCI 的各种准备。患者既往未服用阿司匹林

者立即给予 300 mg 阿司匹林肠溶片嚼服 ；同时给予硫酸氢

氯吡格雷 600 mg，或普拉格雷 60 mg（脑卒中病史禁用），或

替格瑞洛 180 mg ；以及阿托伐他汀钙 40 mg。

 根据心电图异常变化涉及的导联初步判断罪犯血管，尤

其要关注有无 aVR 导联的 ST 段变化，如 STaVR 抬高，并伴有

STV1 抬高。而 ST Ⅰ、Ⅱ、V4～6 压低往往提示左主干或前降支开

口 / 近段闭塞，若 STaVR 抬高大于 STV1，为左主干闭塞，反之

为前降支开口或近段闭塞。如果 V2～4 导联 ST 抬高则提示

前降支闭塞，伴 STV1 或 ST Ⅰ、aVL 抬高者为前降支近段闭塞，

否则为前降支中远段闭塞。Ⅱ、Ⅲ、aVF 导联 ST 段抬高时，

提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若抬高 ST Ⅲ大于 ST Ⅱ并伴 ST Ⅰ、aVL

压低，或 V3R～V5R 导联 ST 段抬高，均提示右冠脉闭塞 ；抬

高 ST Ⅲ小于 ST Ⅱ、ST Ⅰ、或 STV5～6 抬高时提示左回旋支闭塞。

右冠脉闭塞时常伴有心动过缓或Ⅱ度以上房室传导阻滞

（AVB），此时可给予阿托品，效果差则置入临时起搏器。如

血压低于 90/60 mmHg（1 mmHg＝0.133 kPa）需尽快给予多

巴胺等升压治疗，或直接行主动脉球囊反搏术（IABP）。

 接诊时，尽量问清患者从发病到入院的时间间隔。如不

足 12 h，则应行 PCI 治疗 ；超过 12 h，而病情稳定包括血压

正常、心电稳定，则选择保守治疗，待病情稳定 14 d 左右时

行择期 PCI。对于发作时间虽然超过 12 h，而血压低、或心

电不稳，或反复发生心绞痛，则应积极行 PCI。入院即表现

为休克的患者，如发作时间不足 36 h、休克时间不足 18 h，大

多情况下要积极行 PCI，并行 IABP 治疗。

2 紧急重建血运

 根据患者年龄选择介入路径，如年龄小于 75 岁，选择桡

动脉路径 ；如果年龄大于 75 岁，则选择股动脉路径。为节

约时间，造影体位变化要尽量少，一般左冠脉选择正头位和

正足位 ；右冠脉选择左前斜 45°，稍加头位 10°～20°。造

影时，经桡动脉路径者给予普通肝素 5 kU，经股动脉路径者

给予 2 kU，待开通血管后再补肝素 70～100 U/kg。

 由于新发的心肌梗死血栓较软，大多数情况下 BMW 导

丝能顺利通过闭塞处。导丝通过病变处后不要送的太远，并

避免进入假腔，待远段冠脉显影后再送远。球囊选择要遵循

先小后大的原则，一般先用 2.0 mm 球囊，扩张压力较小，如

810.6～1418.6 kPa（8～14 atm）。多数情况下，球囊通过闭塞

处后或球囊预扩后，闭塞远段能显影，此时，给予Ⅱb/Ⅲa 受

体拮抗剂如盐酸替罗非班注射液，根据患者体质量，先冠脉

内给予负荷量，之后静脉滴注（静滴）维持 36 h。如血栓负

荷较重，则用血栓抽吸装置，之后选用较大球囊再行预扩张，

并根据病变长短、冠脉血管直径参考支架的选择，一般选用

药物洗脱支架。原则上，尽可能选用短支架、用“点支架”技

术 ；避免多支架串联置入，尽可能少置入支架。且在支架置

入术后预防非急性血栓的形成，以减少支架置入后 AMI 事

件的发生［3］。“短支架、少支架”均是为了减少血栓形成的

概率、减少并发症发生。急诊 PCI 只处理罪犯血管，冠脉血

流再通后可能会再灌注损伤而出现心律失常。如为严重心

律失常，立即电除颤或静脉注射（静注）胺碘酮 300 mg 复律，

之后以 1 mg/min 维持。在球囊扩张后，小血栓会流向远端，

尤其在右冠脉为罪犯血管时，很容易出现血压下降、心率减

慢或 AVB，一般给予多巴胺 20～40 mg、阿托品 1 mg 后即可

恢复正常。不能维持正常心率者植入临时起搏器。

3 PCI 术后处理

3.1 一般处理 ：PCI 术后将患者送入冠心病监护室（CCU），

要绝对卧床休息 ；应用中药或开塞露等保持大便通畅 ；清淡

饮食。复查心电图，凝血功能、血常规，定时检测心肌酶。

3.2 西药治疗 ：术后用药遵循冠心病二级预防及三级预防

的方案，积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危险因素，并积极预防

心肌重塑。其中，抗栓药包括 ：阿司匹林肠溶片 100 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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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服用 ；硫酸氢氯吡格雷 150 mg/d，1 周或 1 个月后改为

75 mg/d，维持 1 年 ；盐酸替罗非班注射液应根据体质量调

整滴速，持续 36 h ；低分子肝素钠 0.4 mg，12 h 1 次。他汀

类药物选用阿托伐他汀钙 40 mg，1 个月后减为 20 mg 每晚 

1 次，2 个月后复查血脂和肝功能，如血脂达标，改为 10 mg

每晚 1 次维持。如无禁忌，尽早应用 β 受体阻滞剂和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不能耐受 ACEI 者，使用血管

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代替。以上两类药物应用后应严

密观察血压和心率，对血压低、心率慢者可小剂量应用，术

后可输注极化液。对肾功能不全者，低分子肝素减半，盐酸

替罗非班注射液减量应用，并给予水化（即用生理盐水按照

1～1.5 mL·h-1·kg-1 维持 12～24 h）。给予质子泵抑制剂保

护胃黏膜，防止胃出血。积极处理心梗后各种并发症。

3.3 中药治疗 ：中药具有抗炎、抗血小板聚集、保护冠脉内

皮、解除血管痉挛、调脂、提高生活质量等作用。主张在西药

规范治疗的基础上，辨证给予中药汤剂，或中成药，或中药注

射液。

 有研究认为，急性 STEMI 证候要素包括气滞、气虚、痰

热、瘀血、阴虚、阳虚等［4］。根据我们的经验，急性 STEMI 患

者 PCI 术后 1～2 周的证候要素主要有气虚、瘀血、内热、痰

浊等。

 气虚 ：主症为乏力、神弱、出汗 ；治疗以益气为法 ；用四

君子汤加减，常用药物有黄芪 20～60 g，党参 10～15 g 或太

子参 15 g，甘草 6～12 g，白扁豆 20～30 g。

 瘀血 ：主症为胸痛、舌暗、瘀斑 ；治疗以活血为法 ；用桃

红四物汤加减，常用药物有当归 12 g，川芎 12 g，桃仁 9 g，红

花 9 g，丹参 12～18 g，元胡 10 g，三七粉 3 g。

 内热 ：主症为心烦、身热、便干、舌红、苔黄 ；治疗以清热

为法 ；用黄连温胆汤加减，常用药物黄连 6～9 g，黄芩 9 g，

栀子 9 g，赤芍 12 g，大黄 6～9 g，竹茹 15 g，连翘 10～15 g。

 痰浊：主症为胸闷、腹胀、咯痰、苔腻；治疗以化痰为法；

用平胃散加味，常用药物有苍术 10～15 g，陈皮 9 g，枳实 9 g，

厚朴 9 g，瓜蒌 9 g，半夏 9 g，茯苓 20 g，甘松 15 g，薤白 10 g，

杏仁 9 g ；腑实者用小承气汤加味。

 不同患者其证候类型和轻重程度也不同，应根据患者不

同证候特点处方遣药。

 PCI 术 2 周后的常见证型包括气阴两虚证、阴阳两虚证、

瘀血阻络证、痰阻气滞证 ；常用方剂包括生脉散、炙甘草汤、

升陷汤、苓桂术甘汤、五苓散、真武汤、肾气丸、桃红四物汤、

血府逐瘀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

 总之，STEMI 的救治贵在时间，“时间就是心肌”、“时间

就是生命”，开通血管的时间越早，坏死心肌的面积就越小，

预后也越好。患者出院后，需要严格控制冠心病危险因素，

包括血脂、血压、血糖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戒烟、低

盐饮食、低脂饮食、糖尿病饮食，并科学地运动，预防再次心

梗或支架内再狭窄的发生，预防心衰或心室重构以及严重心

律失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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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计量单位及数字的要求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执行 GB 3100/3101/3102-1993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所

有部分）量和单位》 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 《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 第 3 版（人民军

医出版社 2001 年出版）。量的名称应根据 GB 3102.8-1993《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规定使用，如分子量应为相

对分子质量。计量单位使用正体。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如 ：ng·kg-1·天 -1 应改为 ng·kg-1·d-1 ；组合单位符

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 1 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 ：ng/kg/min 应采用 ng·kg-1·min-1 的形式 ；组合单位中斜线和

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 ng/kg·min-1 的形式。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如

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与旧制单位换算系数，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参量及其公差均需

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 1 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例如 ： 

“75.4 ng/L±18.2 ng/L”可以表示为“ （75.4±18.2） ng/L”。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A”。根据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1998］126 号文件 《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凡是

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可以使用 mmHg 或 cmH2O 为计量单位，但首次出现时应注明 mmHg 或 cmH2O 与 kPa 的换

算系数（1 mmHg＝0.133 kPa，1 cmH2O＝0.098 kPa）。

 对于数字的表示，本刊执行 GB/T 15835-200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

量均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数的范围和偏差，前一个数字的百分符号不能省略，例如：5%～95% 不能写成 5～95%，（50.2±0.6）%

不能写成 50.2±0.6%。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方式书写 ：4 cm×3 cm×5 cm，不能写成 4×3×5 c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