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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期心脏康复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诊PCI术后
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蹇祥玉1，路海云2，叶秀莲1，罗莹怡1，陈春棉1，李琛1
【摘要】目的 探讨Ⅰ期心脏康复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PCI）后患者心功能的影响。方法 连续入选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于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CCU收治
的78例STEMI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38例和对照组40例，观察组实施Ⅰ期心脏康复训练，对照组给予传
统的急性心肌梗死PCI后常规护理。结果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干预后，观察组左心室每搏做功、心输出
量及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较对照组均显著增加（P均＜0.05），两组患者平均动脉压、主要心血管不良事
件（严重心律失常、梗死后心绞痛、心力衰竭）及术口血肿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结论 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诊PCI后患者实施Ⅰ期心脏康复能改善心功能，提高运动耐
力，且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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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phase I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n heart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after emergent PCI. Methods STEMI patients
(n=78) were chosen continuously from CCU of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Foshan City from Jan. 2017 to May
2018, and divided randomly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38) and control group (n=40).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hase I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after PCI.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during hospitalization, the levels of left ventricular
strove work, cardiac output (CO) and 6-minute walk distance (6MW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ll P<0.05). The comparison in the level of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and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including severe arrhythmia, post-infarction angina
pectoris and heart failure) and hematoma around wound between 2 groups showed the difference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 of phase I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an improve heart function,
promote exercise tolerance and is safe and feasibility in STEMI patients after emergent PCI.
[Key words] Phase I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mergent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Heart function; Exercise tolerance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90%是
由斑块破裂诱发闭塞性血栓引起，紧急血运重
建最有效的方法是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对于高危患者获益更大[1]，但PCI不能逆
转冠状动脉（冠脉）粥样硬化的病理生理过程[2]，
全国胸痛中心的建立为更多急性心梗患者赢得抢
救的机会，但术后不少患者仍存在生理、心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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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能力下降等问题。部分医生及患者认为
术后要卧床静养一段时间，而以康复运动为核心
的心脏康复已逐渐成为心脏病较为理想的治疗手
段[3]，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STEMI治疗指南提
出STEMI急诊介入术后12 h如无并发症，可进行早
期康复。前期我们通过对STEMI患者进行Ⅰ期心
脏康复[4]，可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预防便秘，减少
并发症，不会增加心脏事件的发生，是安全可行
的。本研究对38例患者术后12 h开始实施Ⅰ期心脏
康复运动，观察其对心功能及心血管不良事件的
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连续入选2017年1月~2018年
5月于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CCU收治的78例ST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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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其中男性49例，女性29例，年龄41~79
（57.64±7.13）岁。纳入标准：STEMI诊断符合
2015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诊断标准 [5]；首次
入院；发病12 h内行急诊PCI；泵功能为Ⅰ、Ⅱ
级。排除标准：伴有严重并发症如心力衰竭、休
克、心律失常等；神志不清、肢体功能障碍、术
后不适宜运动康复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对照
法，分为观察组38例及对照组40例，观察组实施
Ⅰ期心脏康复训练，对照组给予传统的急性心肌
梗死PCI后常规护理。本研究经医院学术伦理委
员会通过。
1.2 方法
1.2.1 治疗及康复方式 入选的所有患者术前均给
予口服阿司匹林300 mg、替格雷洛180 mg及调脂
药物，术后按照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急性ST
段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指南》标准给予冠心病
二级预防治疗，两组均经桡动脉行急诊PCI。对
照组术后按常规护理，持续心电监护48~72 h，卧
床休息，责任护士给予常规的健康宣教，指导肢
体运动，转入普通病房后，由管床护士指导患者
在病室及走廊运动，如有不适则停止运动。观察
组应用美国心脏协会的Ⅰ期心脏康复七步法 [6]结
合前期我院的实践经验在术后12 h指导患者进行
康复训练。
1.2.2 Ⅰ期康复训练方法 根据早期康复运动开始
的指征进行评估，予尽早开始Ⅰ期心脏康复七步
运动法，在严密监护下从第一步开始，由培训合
格的专业护士进行一对一运动指导，先从床上运
动开始，运动分七个步骤，可跨步及倒退进行。
在康复运动中，观察患者主诉及评估靶心率、自
我感知劳累分级法Borg评分。靶心率：静息心率
+（20~30）次/min，60岁以上及体能较差的患者
增加20 次/min，为合适强度。Borg评分：患者在
11~12分（自觉轻松感，无疲劳），相当于最大
心率的60%。当患者完成上一步后，训练轻松完
成：心率＜靶心率，自我感知劳累评分＜11分，
说明运动强度没达到心血管训练的有效性，对训
练有良好的反应性，进入下一步；反之在运动
中，对某一步有异常反应时，应倒退至上一步训
练并延长时间，直至不再出现异常反应，再进行
下一步。训练时是在密切监护下进行，出现心前
区不适、心电图变化、血压变化、主诉Borg评分
＞12分等应立即停止 [6]。在本研究中，患者经严
格评估后实施康复训练，有35例患者术后12 h开
始第一步，3例患者术后12 h直接跨步进入第二
步。3例患者在康复训练时出现心绞痛不适，予
暂停运动，病情稳定后从第5步倒退到第2步开始
康复训练。全部患者从CCU转入普通病房由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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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急诊PCI术后Ⅰ期心脏康复程序
步骤
运动方式
病房活动
第一步
呼吸运动，卧床做主 床上活动，在医护人员协助及指
1~2METs 动及被动四肢运动
导下运动，每次做5组，平卧位
深呼吸2回，每日2~3次。（适
应CCU的环境）
与 第 1 步 相 同 但 在 床 床上活动，自行在床上抹脸，洗
第二步
上坐起，做床上柔韧 手及用便盆，升高床头，协助下
1~2METs 锻炼活动
坐起或半卧位自己进餐，坐位休
息10~30 min，每日2次（对疾病
的认识和介绍康复问题）
第三步
原地踏步运动10~15次 在床边抹身（上身及私处）自
1~2METs
行梳洗（梳头，剃须）在床边
晃动双脚，短时间阅读（少于15
min）坐床边15~30 min，每日2次
第四步
原地踏步运动10~15 转出CCU，自行坐起，可尝试自
2~3METs 次，用缓慢步伐行走 行到洗手间（量力而为）床旁行
30 m
走30 m，每日2次
第五步
步行150 m，尝试行 站立活动，室内自由活动，自行
2~3METs 几步楼梯
到洗手间，可尝试用温水冲身
（需预先向医护人员咨询及量力
而为），走廊步行散步150 m，
每日2次
第六步
步行150 m，上下1段 可自行到洗手间及进行各种清洗
3~4METs 楼梯（1/2层）
活动，走廊步行200 m （冠心病
健康教育，集体学习）
第七步
步行150 m，上下2段 继续以上活动 ，走廊步行400 m
3~4METs 楼梯（1层）
（Ⅱ期家庭康复指导）
注：METs为代谢当量，运动方式与病房活动不一定同步进行，根
据病情及耐力而定

人员继续进行康复训练，在术后第4 d已能完成七
步（表1）。
1.2.3 评价方法 康复干预前：术后第1 d对两组
患者分别行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测，然后对观察组
按康复训练进行干预，对照组按常规护理进行干
预。康复干预后：术后第7 d对两组患者分别行无
创血流动力学检测及6分钟步行试验（6MWT）。
运用CSM 3000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测系统（深圳
市千帆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监测干预前、干预后
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包括：反映心排状态的指
标—心输出量（CO）参数，反映心肌收缩力的
指标—左心室每搏做功（LSW），反映动脉血压
的指标—平均动脉压（MAP）。
1.2.4 院内不良事件 观察住院期间主要心血管不
良事件（严重心律失常、梗死后心绞痛、心力衰
竭）和穿刺口血肿等发生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0.0统计
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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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合并高血压病、糖尿病，冠脉病变数目，
Killip分级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2）。
2.2 血流动力学指标及6MWT距离比较 左心室
每搏做功、心输出量、平均动脉压干预前两组
间无差异 （P均＞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左心
室每搏做功、心输出量均较干预前改善（P均
＜0.05）。观察组左心室每搏做功、心输出量较
对照组改善更明显（P均＜0.05）。观察组6MWT
距离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干预后两
组平均动脉压较干预前均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
义（P＞0.05）（表3）。
表2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
指标
年龄（岁）
性别（n，%）
吸烟（n，%）
高血压（n，%）
糖尿病（n，%）
冠脉病变数
单支（n，%）
双支（n，%）
三支（n，%）
Killip分级
Ⅰ级（n，%）
Ⅱ级（n，%）

观察组（n=38）
58.89±6.86
25（65.79）
30（78.95）
24（63.15）
5（13.16）
27（71.05）
8（21.05）
3（7.89）
30（78.95）
8（21.05）

对照组（n=40）
56.48±7.02
24（60.00）
29（72.50）
25（62.50）
7（17.50）
28（70.00）
7（17.50）
5（12.50）
-33（82.50）
7（17.50）

P值
0.520
0.599
0.510
0.952
0.598
0.827

0.693

表3 两组干预前后血流动力学指标及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比较
项目

观察组（n=38）
干预前
干预后
CO（L/min）
4.19±10.59 4.79±1.24ab
LSW（g.m/beat） 54.83±17.47 64.69±20.49ab
MAP（mmHg） 77.21±1.09 83.16±16.21
6MWT距离（m） 476.55±63.65b

对照组（n=40）
干预前
干预后
4.20±0.81 4.43±1.02a
53.62±18.08 59.56±19.33a
78.75±13.71 84.95±13.22
415.76±65.10

注：CO：心输出量；LSW：左心室每搏做功；MAP：平均动脉
压；6MWT：6分钟步行试验；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0.05；与对
照组干预后比较，bP＜0.05

2.3 住院期间主要不良事件 所有患者在行Ⅰ期康
复期间，未发生猝死事件，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
严重心律失常、梗死后心绞痛、心力衰竭及穿刺
口血肿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4） 。
表4 两组住院期间心血管不良事件比较（n，%）
不良事件
心律失常
梗死后心绞痛
心力衰竭
穿刺口血肿

观察组（n=38）
5（13.16）
4（10.52）
4（10.52）
3（7.50）

对照组（n=40）
6（15.00）
5（13.16）
3（7.50）
4（10.52）

P值
0.816
0.652
0.786
0.657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后患者因心肺功能受损而导致
生存质量下降，无合并症的患者PCI后宜尽早下
床活动行Ⅰ期心脏康复，其安全性已被国内国外
学者所证实[7,8]。前期研究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
梗死急诊PCI后患者行Ⅰ期心脏康复七步法训练

能缩短住院时间，预防便秘发生，改善PCI后患
者的预后。本研究实施的Ⅰ期心脏康复 [4]采用七
步运动法配合日常活动，是可以跨步、持续原步
或倒退步骤进行，主要根据评估患者情况而定，
每个步骤都配合日常生活活动的训练，完成第
七步骤时患者体力恢复，运动强度达到5METs以
上，日常生活活动不受限制，出院前进行6MWT
检测，根据6MWT距离，结合患者心率、自我感
知劳累分级法（Borg评分）及病情，出院后制定
运动处方。
本研究发现急性STEMI急诊PCI后行Ⅰ期心
脏康复七步法与对照组比较，LSW（左心室每搏
做功）、CO（心输出量）及6MWT距离均显著增
加（P＜0.05），说明Ⅰ期康复运动有利于心功
能的改善，显著增加心输出量，其机制为训练能
产生中心性效应，有效地增加冠状血管侧支循环
的生成，提高冠脉的贮备力，相对减轻心血管负
担，降低心肌耗氧量 [9]。本研究选取的对象均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生心肌梗死时由于心脏泵
血功能受到影响，血流动力学发生紊乱，表现为
低血压状态，PCI后第1 d血压未能迅速改善，而
在经过进一步治疗及康复训练后，患者泵血功能
改善，血压恢复至正常，因此本研究中的平均动
脉压是正常升高而不是降低，并不会增加心脏后
负荷。Ⅰ期心脏康复七步法从呼吸到体位改变、
四肢运动、下床行走、上下楼梯，在训练过程中
有专业指导和监护，增加安全感，缓解紧张情
绪，增强自信心，同时缓解由于卧床肌肉僵直而
引起的痛苦。通过对患者进行Ⅰ期康复训练，有
助于提高患者心功能容量和心血管效应，增加冠
脉血流，改善心功能，提高运动耐力。
研究表明早期行心脏康复对于PCI后急性心
肌梗死是安全的，亚极量的运动试验有利于患者
的康复，同时可对残存缺血进行识别，明确危险
分层[10,11]。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院内
心血管事件及术后穿刺口血肿的发生率均无显著
差异（P＞0.05），表明术后行Ⅰ期康复安全可
行，提示对急诊PCI患者行Ⅰ期心脏康复并不会
增加心血管事件及并发症，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及
生活质量。
STEMI急诊PCI后患者经风险评估行Ⅰ期心
脏康复训练，可增加左心室每搏做功，改善心输
出量，提高运动耐力，且安全可行。由于本研究
样本量有限，还需进一步大规模的研究证实。期
望下一步对高危急性心肌梗死病情稳定的患者开
展Ⅰ期心脏康复，评价Ⅰ期心脏康复对患者的肌
力、焦虑、忧郁、睡眠质量等指标的影响，以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优化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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