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4月第12卷第4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April,2020,Vol.12,No.4
•

论著

•

485 •

•

改良冠状动脉内低温干预对急性非前壁心肌梗死的临床疗效评价
汪永生1，周跟东1，程鹏1，张晓红1
【摘要】目的 探讨直接经皮冠状动脉（冠脉）介入治疗（PPCI）辅以选择性冠脉内低温干预对非
前壁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于合肥市第一
人民医院行PPCI术的非前壁STEMI患者48例，通过随机数字表分为低温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4例。低
温组PPCI术中通过抽吸导管输注4℃冷盐水诱导梗死区域心肌的低温干预，对照组行常规PPCI术。术中
记录入门至血流恢复时间、电除颤/电复律、慢血流/无复流发生情况，术前、术后6 h和12 h采血检测心
肌损伤标志物，术后第7 d通过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估心功能；术后3个月进行随访，记录心源性死亡、靶
血管重建、卒中等临床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低温组的慢血流/无复流在PPCI术中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32）。与对照组相比，低温干预可显著降低PPCI术后STEMI患者的肌酸激酶同工酶、高敏肌钙蛋
白和N-端脑钠肽前体水平（P＜0.05）。左室射血分数、左室舒张末内径和左室收缩末内径在两组间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个月的随访显示两组间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无差异（P＞0.05）。
结论 改良冠脉内低温干预可以减少非前壁STEMI在PPCI术中慢血流/无复流的发生和下调术后心肌损伤
标志物的浓度而潜在预防临床不良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 非前壁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改良冠脉内低温干预；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缺血/再灌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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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PCI)

combined with selective intracoronary hypothermia intervention on non-anterior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efficacy. Methods Non-anterior STEMI patients (n=48) underwent PPCI i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 2018 to Jun.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hypothermia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2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In the hypothermia group, intracoronary
hypothermia was induced by infusion of 4 ℃ cold saline through aspiration catheter during the PPCI procedure,
and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routine PPCI. Door to blood flow recovery time, electrical defibrillation/electrical
cardioversion and slow blood flow/no reflow occurred were recorded. Blood test for myocardial injury markers was
completed before and 6 and 12 hours after surgery. Echocardiography was used to evaluate cardiac function on the
7th day after surgery. Follow-up was performed 3 months after surgery to record the occurrence of cardiac death,
target vessel revascularization, and strok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low blood flow/no reflow in the hypothermia
group was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PPCI procedure (P=0.032).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ntracoronary hypothermia interven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levels of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MB, highsensitivity troponin and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in STEMI patients after PPCI (P＜0.05).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follow-up at 3 months showed no difference
of clinical adverse ev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Modified intracoronary hypothermia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low blood flow/no reflow in non-anterior STEMI during PPCI and downregulate the concentration of postoperative myocardial injury markers to potentially prevent clinical adverse events.
[Key words] Acute non-anterior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Modified intracoronary
hypothermia;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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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早期实现再灌注治疗的有效方法，在减小心
肌梗死面积的同时能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1,2]。由
于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因素参与，PPCI术中
血流恢复时会导致心肌的二次损伤并扩大心肌坏
死范围[3,4]。动物实验显示，在再灌注治疗前将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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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区域的心肌温度降至32~34 ℃的低温干预能下
调IRI引起的二次心肌损伤并能缩小心肌梗死面
积[5,6]。我们早期的临床探索研究同样发现选择性
冠脉内低温干预能使梗死区域的心肌温度迅速降
低至33.4±0.6 ℃，能够降低STEMI患者尤其是前
壁STEMI患者术后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和心肌梗
死面积 [7]。对非前壁STEMI患者来说，选择性冠
脉内低温干预是否同样获益需进一步探讨；本研
究中，对低温干预方案进行改良，并评估改良后
的低温治疗对非前壁STEMI患者的临床疗效。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连续入组2018年1月~2019年6月于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行PPCI术的非前壁STEMI患
者48例，其中男性36例，女性12例，年龄24~80
岁，平均年龄（62.4±10.2）岁，通过随机数字表
分为两组，低温组24例（低温干预+PPCI术）和
对照组24例（常规PPCI术）。纳入标准：①临床
诊断为非前壁STEMI患者，且符合2015年《急性
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中STEMI
的诊断标准[8]；②年龄在18~80岁间；③发病6 h以
内；④冠状动脉造影提示罪犯血管前向血流的心
肌梗死溶栓治疗血流分级（TIMI） 0/1级。排除
标准：①既往有心肌梗死病史；②冠脉介入手术
史；③冠脉搭桥手术史；④补救性PCI；⑤合并
心源性休克及心跳骤停；⑥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病
史；⑦合并恶性肿瘤；⑧Killip分级Ⅲ~Ⅳ级。该
研究方案已通过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低温干预方法 通过定量冠脉造影法计算罪
犯血管的直径。更换指引导管后，将经皮腔内冠
脉成形术（PTCA）导丝通过罪犯病变并送至远
端，沿导丝送入Diver CE抽吸导管（Invatec S.r.l.,
Italy）使其头端跨过闭塞病变到达梗死区域内冠
脉内，通过抽吸导管注射少量造影剂，观察造影
剂消散情况，若造影剂清除，直接输注4℃冷盐
水；若造影剂滞留，通过血栓抽吸、灌注硝普
钠、替罗非班等处理待造影剂消散后再行低温干
预。在我们早期的研究中，通过实时冠脉内温
度检测发现，在单位时间内输注冷盐水达到目标
温度所需盐水量与靶血管直径成正比 [7]。改良后
的低温治疗用50 ml注射器吸取4℃冷盐水并连接
抽吸导管的末端，通过抽吸导管直接灌注冷盐水
进行低温干预，干预参数如下：当罪犯血管直径
2.5~3.0 mm时，20 min内输注100 ml的冷盐水；血
管直径3.0~3.5 mm时，20 min内输注200 ml的冷盐
水；血管直径＞3.5 mm时，20 min内输注300 ml
的冷盐水。前期研究中，我们检测发现，该低温

方案同样能够使梗死相关动脉内温度平均下降5.8
±1.1℃，研究显示[9]，低温区域内冠脉内温度比
毗邻心肌温度要低2℃， 即冠脉内达到31℃时心
肌温度为33℃。
1.2.2 术中记录 术中记录发病至分组时间、入门
到血流恢复（D-to-B）时间、PPCI手术时间、电
除颤/电复律、血栓抽吸、造影剂用量及慢血流
/无复流发生情况。慢血流定义为PCI术后靶血管
前向血流TIMI 1~2级，无复流定义为PPCI术后前
向血流TIMI 0~1级。
1.2.3 观察随访 在术前、术后6 h以及12 h采集
静脉血，以全自动生化仪（CRT16，NOVA，
USA）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高敏肌钙蛋白T、肌
红蛋白以及肌酸激酶同工酶MB（CK-MB）]，
术后12 h检测N-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
术后24 h连续心电监测（IntelliVne MP60，
PHILIPS，USA）记录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情况。
术后7 d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检测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左室舒张末内径（LVEDD），左室
收缩末内径（LVESD）。
PPCI术后3个月进行随访，记录相关心血管
病事件，包括心源性死亡、靶血管重建、心力衰
竭、支架内血栓、严重出血事件、卒中、再次心
肌梗死等。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9.0统计学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
精确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及术中参数比较 两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组成、吸烟、高血压、糖
尿病、高脂血症以及目前药物治疗等方面均无明
显差异（P＞0.05，表1）。两组在发病到就诊时
间、D-to-B时间、PPCI手术时间、造影剂用量、
电除颤/电复律及术中血栓抽吸情况无明显差异
（P＞0.05）。慢血流/无复流在低温组中的发生
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P=0.032）。
2.2 两组心肌损伤标志及室性心律失常发病情况
比较 PPCI术前高敏肌钙蛋白T、CK-MB和肌红蛋
白水平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低
温组术后6 h和术后12 h的CK-MB和高敏肌钙蛋白
T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表2）。而术后6 h
时和术后12 h的肌红蛋白水平在两组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低温组术后12 h
NT-proBNP较对照组有显著下降（P=0.029）。低
温组术后24 h内室性期前收缩个数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17），而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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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心脏超声结果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7 d
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发现LVEF、LVEDD和
LVESD在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4 临床随访结果 对研究对象进行为期3个月的
临床随访，结果发现两组在心源性死亡、再次心
肌梗死、卒中、靶血管重建、心力衰竭以及严重
出血等情况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表3）。
3 讨论
本项研究是一个单中心、随机、对照的前瞻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线资料及术中参数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糖尿病（n，%）
高血压（n，%）
高脂血症（n，%）
吸烟（n，%）
药物治疗史
β受体阻滞剂（n，%）
ACEI/ARB（n，%）
阿司匹林（n，%）
他汀（n，%）
术后TIMI分级：
0/1（n，%）
2（n，%）
3（n，%）
慢血流/无复流（n，%）
时间参数（min）
发病至分组时间
入门至血流恢复时间
PCI手术时间
血栓抽吸（n，%）
电除颤（n，%）
造影剂用量（ml）

对照组（n=24）
63.2±10.7
19（79.2）
9（37.5）
16（66.7）
5（20.8）
10（41.7）

低温组（n=24）
61.8±9.4
17（70.9）
10（41.7）
18（75.0）
7（29.2）
9（37.5）

P值
0.493
0.645
0.817
0.378
0.262
0.751

4（16.7）
7（29.1）
11（45.8）
6（25.0）

5（20.8）
4（16.6）
9（7.5）
6（25.0）

0.606
0.144
0.487
1.000

3（12.5）
5（20.8）
16（66.7）
8（33.3）

1（4.1）
2（8.3）
21（87.5）
3（12.5）

0.074
0.045
0.041
0.032

268.4±87.9
79.6±25.2
41.8±13.3
6（25.0）
2（8.3）
116.2±45.4

270.1±90.3
84.7±30.7
50.9±23.2
7（29.2）
2（8.3）
120.4±47.1

0.872
0.340
0.170
0.570
1.000
0.786

注：ACEI/ARB：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
TIMI：心肌梗死溶栓治疗血流分级；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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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临床应用研究，在PPCI术中，我们通过改良的
低温干预方法对非前壁STEMI患者进行局部心肌
低温治疗。结果显示，低温干预可以减少术中慢
血流/无复流的发生，降低术后心肌损伤标志物
的水平和室性期前收缩的发生，由于随访时间相
对短及样本量小，未观察到低温干预可以改善临
床不良事件。
低温治疗是通过物理降温的方法使靶器官的
温度下降以达到改善患者临床预后的一种辅助治
疗方法，在创伤性颅脑损伤、心脏骤停后脑复苏
以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等危重症抢救过程已经证
实低温干预具有神经保护作用[10,11]。低温干预在
心肌损伤中是否具有保护作用亦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动物实验数据表明，在缺血再灌注前诱导
梗死区域心肌的治疗性低温（32℃~34℃）可以
显著减少心肌梗死面积 [6]，其主要的保护机制与
低温降低心肌线粒体的钙超载及减少氧化应激来
下调IRI及改善冠脉微循环障碍有关[12]。但全身性
低温干预的临床试验结果存在分歧，研究发现[13]
低温治疗能够减少心肌梗死面积，然而，随后报
道的临床实验数据显示全身性低温并不能显著的
减少心肌梗死后心肌坏死面积[14]。对以上研究结
果进行分析发现，全身性低温方法并不能使所有
患者梗死区域心肌达到有效的目标温度，故导致
研究结果报道的不一致性。
理想的心肌低温治疗是使梗死区域的心肌达
到目标温度而不出现寒颤、氧耗增加等不良反
应，而全身性低温干预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动
物实验表明，选择性冠脉内输注4℃生理盐水诱
导局部心肌低温治疗是安全、可行、有效的，
并可以减少猪STEMI模型的心肌梗死面积[15]。与
Otterspoor等[16]研究报道的一致，本研究中采用改

表2 两组之间心肌损伤标志物、NT-Pro-BNP以及室性心律失常比较
项目
术前心肌损伤标志物
CK-MB（U/L）
肌红蛋白（μg/L）
高敏肌钙蛋白T（ng/L）
术后6 h心肌损伤标志物
CK-MB（U/L）
肌红蛋白（μg/L）
高敏肌钙蛋白T（ng/L）
术后12 h心肌损伤标志物
CK-MB（U/L）
肌红蛋白（μg/L）
高敏肌钙蛋白T（ng/L）
NT-pro-BNP（pg/ml）
室性早搏（个）
非持续室性心动过速（阵）
LVEF（%）
LVEDD（mm）
LVESD（mm）

对照组（n=24）

低温组（n=24）

P值

25.6（17.3~50.2）
172.3（104.2~343.6）
219.9（69.1~527.5）

27.3（16.5~55.4）
181.1（105.4~403.7）
232.2（94.0~563.1）

0.568
0.314
0.754

137.2（59.1~206.4）
105.1（24.2~253.5）
3876.0（1008.0~6451.0）

87.6（40.3~167.2）
118.4（46.3~271.3）
2189.0（705.0~4830.0）

0.021
0.441
＜0.001

73.2（30.4~115.2）
19.5（14.0~53.1）
4614.0（2401.0~8133.0）
947.6（337.9~2697.3）
293.0（24.5~425.0）
0.0（0.0~1.5）
59.3±8.4
52.7±5.2
30.7±3.6

39.5（27.3~121.6）
23.7（15.1~62.2）
3543.7（1507.0~6721.0）
692.1（281.20~2096.3）
107.5（18.0~297.5）
0.0（0.0~0.5）
61.6±5.8
50.9±6.7
31.3±4.1

0.039
0.615
＜0.001
0.029
0.017
0.256
0.473
0.671
0.542

注：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LVEF：左室射血分数；LVEDD：左室舒张末内径；LVESD：左室收缩末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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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临床事件比较

项目
心源性死亡（n，%）
再次心肌梗死（n，%）
支架内血栓（n，%）
心力衰竭（n，%）
心源性休克（n，%）
严重出血事件（n，%）
卒中（n，%）
靶血管重建（n，%）

对照组（n=24）
1（4.2）
1（4.2）
1（4.2）
0（0.0）
0（0.0）
1（4.2）
2（8.3）
2（8.3）

低温组（n=24）
2（8.3）
1（4.2）
0（0.0）
1（4.2）
0（0.0）
0（0.0）
1（4.2）
0（0.0）

P值
0.397
1.000
0.486
0.486
1.000
0.486
0.397
0.318

良的冠脉内低温干预在PPCI术中应用是安全、有
效、可行的。在我们前期探索性临床研究中 [7]，
通过抽吸导管对梗死相关动脉输注4℃冷盐水和
通过温度导丝检测温度的方法证实了选择性冠
脉内低温干预疗效，结果显示该方法可以减少
STEMI患者特别是前壁STEMI患者的心肌梗死面
积。早期的研究方案中涉及到冠脉内温度检测以
及输液泵连接等环节，操作相对繁琐，且有延长
D-to-B时间趋势，而任何延长STEMI患者D-to-B
时间的干预都会弱化干预本身所带来的获益；同
时由于样本量少和随访时间短，低温干预对非前
壁STEMI患者是否能获益仍然是未知的。
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低温方案
进行了改良，根据血管直径与单位时间内所输注
冷水量的关系，将注射器连接至抽吸导管直接行
4℃生理盐水注射，使得操作更加简便，缩短低
温干预时间，便于临床推广。对于非前壁STEMI
患者来说，在PPCI术中通过改良后冠脉内低温
干预可以显著地降低慢血流和无复流的发生，提
示冠脉内低温干预能够改善冠脉微循环障碍，从
而有利于冠脉血流恢复以及心肌的血流灌注，
减少PPCI术中不良事件的发生，这与Otake等 [17]
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升高是心
肌IRI的直接表现形式，降低心肌损伤标志物浓
度，特别是降低特异性肌钙蛋白T水平是反映IRI
下调的标志[18,19]，在PPCI术后我们发现改良低温
方案能显著减少术后CM-MB和高敏肌钙蛋白T的
水平，这与前期研究结果 [7]是一致的。术后通过
持续心电监护我们发现低温干预可以显著减少
PPCI术后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这与Durak
等[20]报道一致，室性心律失常发作减少提示此类
患者发生猝死的风险降低。虽然在心功能和临床
预后改善方面冠脉内低温干预并未显示出统计学
上的获益，但能减少PPCI术围手术期不良事件的
发生。考虑到现有的临床研究病例数有限，随访
时间短，将来仍需进一步大样本、长时程随访来
明确低温治疗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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