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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联合尿激酶原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心肌再灌注和预后的影响
刘志远1，张金盈2，刘江波1，赵晓宁1，刘飞1，李纲1，李玉东1
【摘要】目的 探讨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联合尿激酶原对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心
肌再灌注及预后的影响。方法 连续入选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于南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收治的AMI患者
98例，随机分为PTCA组与联合组，每组49例。PTCA组给予PTCA治疗，联合组先行尿激酶原注射，后行
PTCA治疗。评价两组患者术后心肌梗死溶栓（TIMI）血流分级、心肌灌注分级（TMP），检测肌酸激酶
同工酶（CK-MB）水平。另外观察住院期间和出院后6个月发生主要不良心脏事件的情况。结果 联合组
PTCA后TIMI血流分级、TMP分级均显著优于PTCA组（P均＜0.05）。与术前比较，两组术后12 h、24 h血清
CK-MB水平均显著上升（P均＜0.05）；联合组术后12 h血清CK-MB水平显著低于PTCA组（P＜0.05）。住
院期间联合组再发心绞痛发生率4.08%，显著低于PTCA组的18.37%（P＜0.05），出血率两组比较无显著差
异（P＞0.05）。联合组出院后6个月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显著低于PTCA组（P＜0.05）。结论 PTCA联合尿
激酶原能明显改善AMI患者心肌再灌注，且不增加出血风险，可有效减少不良心脏事件发生。
【关键词】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尿激酶原；急性心肌梗死；心肌再灌注；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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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 (PTCA)

combined with prourokinase on myocardial reperfusion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Methods AMI patients (n=98)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in Central
Hospital of Nanyang City from June 2017 to Feb. 2018, and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PTCA group and combined
group (each n=49). The PTCA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TCA, and combined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rourokinase
injection followed by PTCA. The indexes of TIMI flow grades, grades of TIMI myocardial perfusion (TMP) and
level of creatine kinase-MB isoenzyme (CK-MB) were reviewed in 2 groups after PTCA. The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 was observed in 2 groups during hospitalization period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d.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TIMI flow grades and TMP grades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in combined
group to those in PTCA group after PTCA (all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PTCA, the level of serum CK-MB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 groups after PTCA for 12 h and 24 h (all P<0.05). The level of serum CK-MB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mbined group than that in PTCA group after PTCA for 12 h (P<0.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re-attack angina pectoris was 4.08% in combined group and 18.37% in PTCA group (P<0.05), while bleeding
rat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P>0.05) during hospitalization period. The incidence rate of
malignant arrhythmi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combined group than that in PTCA group (P<0.05) after discharged
for 6 months. Conclusion PTCA combined with prourokina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myocardial reperfusion
without increasing bleeding risk and effectively reduce MACE in AMI patients.
[Key words]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oronary angioplasty; Prourokinas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Myocardial reperfusion; Prognosis

急性心肌梗死（AMI）典型特征为心肌持续
缺血、坏死，主要由冠状动脉急性闭塞、缺血
引起。及时再通冠状动脉、恢复心肌灌注是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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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关键 [1,2] ，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临
床上处理AMI包括急诊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
（PTCA）、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
静脉溶栓等，各有优劣[3-5]。其中PTCA通过股动
脉或桡动脉穿刺将球囊导管送至病变，加压扩张
让血管内径变大，进而达到改善心肌血液供应
的目的。重组人尿激酶原属于新型溶栓药物，不
仅溶栓效率高，而且出血风险低 [6]。临床发现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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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联合介入治疗相比单一溶栓或介入治疗效果
好[7]，但关于PTCA联合尿激酶原治疗AMI的相关
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与PTCA治疗比较，分析
PTCA联合尿激酶原对AMI患者心肌再灌注及预后
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分组 连续入选2017年6月~2018年
2月于南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收治的AMI患者98
例，其中男性69例，女性29例，年龄45~78岁，
平均年龄（60.58±6.98）。入选标准：符合中华
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学
组制定的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STEMI）诊
断标准 [8]；经冠状动脉（冠脉）造影确诊；发病
至PTCA治疗时间＜12 h；患者或家属知情并签署
治疗同意书；出院后均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
排除标准：肝肾功能严重障碍；心源性休克、凝
血系统性疾病、颅内肿瘤；近期有出血、重要手
术史；抗凝禁忌症或尿激酶原过敏；活动性消化
道溃疡、出血性疾病。随机编号法将患者分为
PTCA组与联合组，每组各49例。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PTCA组为直接行PTCA治疗，
术前给予患者阿司匹林肠溶片、氯吡格雷片各
300 mg口服，术中根据体重选择肝素冲击剂量
（70~100 U/kg），常规冠脉造影术及行PTCA治
疗，必要时行冠脉内支架置入术，术后低分子肝
素按100 U/kg皮下注射，2/d，共1周。联合组为
PTCA联合尿激酶原治疗，入院后给予阿司匹林肠
溶片、氯吡格雷片各300 mg口服，之后重组人尿
激酶原（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
字S20110003）30 mg+生理盐水90 ml溶解后0.5 h内
静滴溶栓，溶栓后3 h实施冠脉造影，显示未完全
溶通，行PTCA治疗。
1.2.2 观察指标 心肌梗死溶栓（TIMI）血流分级[9]：
0级：无灌注，即血管闭塞所在远端不存在前向血
流；1级：血管闭塞处部分造影剂通过，但对远端
血管未充盈；2级：闭塞处远端经由造影剂充盈，
但相比正常冠脉其充盈、清除速度较慢；3级：完
全灌注，即闭塞远端造影剂可快速充盈、快速清
除。心肌灌注分级（TMP）[10]：0级：即不存在心肌
显影或造影剂密度；1级：些许心肌显影或造影剂
密度；2级：心肌显影或造影剂密度较多，但比同
侧或对侧非梗死部位少；3级：心肌显影或造影剂
密度正常，相比同侧或对侧非梗死部位相当。入院
后即刻、PTCA术后12 h、术后24 h抽血，通过免疫
抑制法测定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水平。记录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心脏事件（如恶性心律失常、心
源性休克等）、出血发生情况。随访情况：出院后

随访6个月，统计主要不良心脏事件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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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
验，等级资料行Wilcoxon秩和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性别、年龄、梗死部位、
Killip分级、合并症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男性（n，%）
年龄（岁）
梗死部位（n，%）
前壁
下壁
其他
Killip分级（n，%）
Ⅰ级
Ⅱ级
Ⅲ级
合并症（n，%）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脂血症

PTCA组（n=49）
36（73.47）
60.25±7.23

联合组（n=49） P值
33（67.73）
0.507
61.00±7.53
0.616

26（53.06）
14（28.57）
9（18.37）

25（51.02）
16（32.65）
8（16.33）

0.840
0.661
0.790

30（61.22）
11（22.45）
8（16.33）

28（57.14）
12（24.49）
9（18.37）

0.681
0.812
0.790

8（16.33）
22（44.90）
13（26.53）

6（12.24）
18（36.73）
20（40.82）

0.564
0.411
0.474

2.2 TIMI血流分级 两组患者术前TIMI血流分级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TIMI血
流分级的比较中，联合组明显优于PTCA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两组患者PTCA术后TIMI血流分级比较（n，%）
TIMI血流分级
0级
1级
2级
3级

PTCA组（n=49）
术前
术后
31（63.26） 1（2.04）a
10（20.41） 5（10.20）
9（18.37） 9（18.37）
4（8.16） 34（69.39）a

联合组（n=49）
术前
术后
33（67.35） 0（0.00）a
9（18.37） 0（0.00）a
5（10.20） 7（14.29）
2（4.08） 42（85.71）a

注：TIMI：心肌梗死溶栓；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3 TMP分级 两组患者术前TMP分级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TMP分级的比较
中，联合组明显优于PTC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表3）。
表3 两组患者PTCA术后TMP分级比较（n，%）
TMP分级
0级
1级
2级
3级

PTCA组（n=49）
术前
术后
33（67.35） 1（2.04）a
8（16.33） 12（24.49）
6（12.24） 15（30.61）a
2（4.08）
21（42.86）a

联合组（n=49）
术前
术后
35（71.43） 0（0.00）a
10（20.41） 8（16.33）
3（6.12）
9（18.37）
1（2.04）
32（65.30）a

注：TMP：心肌灌注分级；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2.4 CK-MB水平 术后12 h、24 h血清CK-MB水平
均明显高于同组术前（P均＜0.05）；术前和术
后24 h两组CK-MB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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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血清CK-MB水平比较（U/L）
项目
CK-MB

术前
12.40±1.63

PTCA组（n=49）
术后12 h
术后24 h
15.68±2.03a
13.72±2.20a

术前
12.38±1.69

联合组（n=49）
术后12 h
14.32±2.26ab

术后24 h
13.54±3.00a

注：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与PTCA组相同时间点比较，bP＜0.05

（P均＞0.05），在术后12 h的比较中，联合组高
于PTCA组（P＜0.05）（表4）。
2.5 住院期间心脏事件、出血情况 联合组住
院期间再发心绞痛发生率明显低于PTCA组（P
＜0.05）；联合组恶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
急性左心衰竭发生率低于PTCA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出血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5）。
2.6 随访结果 联合组出院后6个月恶性心律失常
发生率明显低于PTCA组（P＜0.05）；心源性
休克、再发心绞痛、急性左心衰竭发生率低于
PTCA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6）。
表5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心脏事件、出血发生率比较（n，%）
项目
心脏事件
恶性心律失常
心源性休克
再发心绞痛
急性左心衰竭
出血情况

PTCA组（n=49）

联合组（n=49）

P值

8（16.33）
4（8.16）
9（18.37）
5（10.20）
4（8.16）

3（6.12）
0（0.00）
2（4.08）
1（2.04）
6（12.24）

0.110
0.126
0.025
0.206
0.504

表6 两组患者出院后6个月主要不良心脏事件比较（n，%）
心脏事件
恶性心律失常
心源性休克
再发心绞痛
急性左心衰竭

PTCA组（n=49）
9（18.37）
5（10.20）
10（20.41）
7（14.29）

联合组（n=49）
2（4.08）
2（4.08）
4（8.16）
1（2.04）

P值
0.025
0.433
0.083
0.065

3 讨论
PTCA为AMI治疗常用方法，经皮穿刺将球囊
导管直接送至病变处，利用球囊扩张性让动脉硬
化斑块支架压回至管壁，或导致斑块表面局部破
裂，或让不存在病变性的血管（偏心性斑块所
在）延伸，进而将狭窄部位管腔扩大，便于患者
冠状动脉血流畅通。研究发现相比静脉溶栓，
PTCA能明显提高梗死血管TIMI血流3级比率，尽
可能地减少血管残余狭窄，使得梗死部位周围血
流供应量增多，促进缺血心肌侧支循环的建立，
保护患者心功能，最终改善患者预后 [11] 。对于
STEMI患者，其血液高凝，支架置入会造成大血
管及微血管血栓形成，可能出现原位血栓[12]。因
此介入治疗前给予抗栓治疗，或给予何种抗栓治
疗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尿激酶原溶栓联合PTCA治疗
后患者TIMI血流分级、TMP分级相比直接PTCA
均显著优。提示尿激酶原联合PTCA能明显提高
AMI患者血管再通率，改善患者心肌灌注，与刘

丕栋等 [13]研究结论一致。分析其原因：PTCA治
疗前行尿激酶原溶栓，能及时稳定冠脉斑块，溶
解血栓，有利于梗死相关动脉及早开通，且尿激
酶原溶栓效果明显，可发挥早期血管开通作用，
为下一步PTCA治疗争取时间，有利于患者预后
改善。汪贵忠等[14]认为相比常规PCI，PCI术中注
射尿激酶原能更好的恢复AMI患者冠脉血流，促
进患者心功能的恢复，改善预后，并且安全有
效。本研究发现尿激酶原联合PTCA相比PTCA对
AMI患者心肌损伤的影响小，能减轻心肌损伤，
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均认为介入治疗结合尿激
酶干预效果更好。尿激酶原从中国仓鼠卵巢细胞
中获取，有纤维蛋白选择性特点。尿激酶原注射
后对纤溶酶原活化以达到溶栓的目的。栓子堵塞
血管后会出现缺氧现象，血压异常变化，造成栓
塞前部血管表皮细胞释放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
剂（细胞内原有储备），对栓塞血块降解，致使
Y/E后片段含量增多，诱导尿激酶原转变成可促
栓塞血块溶解的尿激酶，发挥溶栓作用[15,16]。相
比尿激酶溶栓，尿激酶原溶栓对AMI的完全再通
率高（72.50% vs. 52.5%），且其出血率显著低
（15.0% vs. 40.0%）[17]。理论上尿激酶原溶栓联
合PTCA相比PTCA效果更好，但目前关于两者联
合治疗AMI的相关报道国内尚少。
本研究还发现尿激酶原联合治疗不增加出血
风险，这是因为尿激酶原借助活化纤溶酶原（血
纤维蛋白）以溶解血栓，能避免对血液中纤溶酶
原激活，减少细胞毒性及并发症出现[18]。另外，
本研究发现尿激酶原联合PCTA相比PCTA能明显
降低住院期间再发心绞痛、出院后6个月恶性心
律失常发生率。这可能与尿激酶原血纤维蛋白专
一性溶栓特点有关，能快速溶解血栓，恢复冠脉
血流，改善患者预后。但心源性休克、急性左心
衰竭等不良心脏事件两组比较无显著差异，这可
能与PTCA作用机制、本研究样本例数少或影响
不良心脏事件因素多等有关。但整体上可见尿激
酶原联合PTCA能减少不良心脏事件发生，预后
良好。
综上所述，尿激酶原联合PCTA发挥各自优
势，能及早再通血管，改善心肌灌注，降低不良
心脏事件发生率，且不增加出血几率，安全性较
高，可作为AMI救治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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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ohol-AF：戒酒也应成为房颤的首选治疗手段
说道随机对照试验，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者Alex

律的持续性房颤患者，所有患者均采用恢复和维持窦性心律

Voskoboinik等就通过科学的随机对照的方式探究了酒精戒断

的药物治疗，并且所有患者平均每周饮酒量≥10标准量（1

对中度饮酒房颤患者的影响。

SD≈12 g酒精）。将受试者1:1随机分为戒酒组和对照组。

既往的研究发现，随着每日酒精摄入量的增加，发

结果显示，戒酒组房颤复发率37/70、对照组51/70

生房颤的相对风险也会增加，并且，随着饮酒量的增加，

（53％ vs. 73％；P=0.014）。戒酒组患者的无房颤生存期较

心房重构和房颤复发率也随之增加。酒精可通过多种机制

长（log-rank P=0.004），房颤负担较低（中位负荷0.5％，

引起房颤，例如酒精可以引起心房炎症、氧化应激、高血

IQR 0-3.7％ vs. 1.2％，IQR 0-10.5％；P=0.02）。6个月时，

压、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以及左心室肥厚，进一步引起左

戒酒组患者体重（-2.7±3.3 vs. +0.8±3.0 kg；P＜0.01）和

心房压力升高、扩大、重构以及纤维化，最终导致房颤的

收缩压（-12.4±12.8 vs. -1.0±12.5 mmHg；P=0.02）均有所

发生。但是此前尚无RCT研究酒精戒断对饮酒的心房颤动患

下降。

者的影响。

目前有症状的房颤患者要么面临长期抗心律失常药

Alcohol-AF是一项多中心、前瞻性、开放标签的随机对

物，要么面临接受心脏手术治疗，但是这两种治疗手段都

照试验研究，来自共纳入澳大利亚6家医院的获益阵发性AF

有其弊端，相比之下戒酒是更为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房颤干

（心房颤动和/或扑动）、过去6个月至少发作2次或需要复

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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