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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益气化瘀方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急性心肌梗死
术后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临床观察
李建功，缪灿铭
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益气化瘀方对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 急性心肌梗死 （AMI） 术后患者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的
影响。方法：选取急诊 PCI 术后的 AMI 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50 例，2 组均给予常规西医治疗，治疗组在西医基础上予口
服益气化瘀方汤剂。于治疗前后测定血清过氧化物歧化酶 （SOD），丙二醛 （MDA） 及高敏 C-反应蛋白 （hs-CRP） 的水平。结
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4.0%，对照组为 90.0%，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显效率治疗组为 74.0%，对照组为
62.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 1、2、4 周，2 组 MDA、SOD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hs-CRP 水平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且治疗 2、4 周时治疗组上指标改善较对照组更显著 （P ＜ 0.05）。结论：益气化瘀汤能显著提高
PCI 术后患者血清 SOD、MDA 水平，降低 hs-CRP 水平，临床疗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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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Ｄ）。②疗程结束后评价临床疗效。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０．０ 对数据进行分

性心肌梗死时缺血的心肌将重新得到血液灌注，但在实验和临

3.2

床中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 ＰＣＩ 不仅未取得预期疗效，反而使

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

原来缺血的组织出现更为严重的损伤，心肌得到再灌注的同时

验。

也伴随发生一系列的心脏和血管不良事件，如心律失常、心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统计学方法

显效：心绞痛发作次数、持续时间或硝酸甘

肌收缩功能障碍、无复流等影响心肌缺血预后的事件 。并

4.1

且不仅是在 ＰＣＩ 术后，在内科保守溶栓及外科搭桥手术均发

油用量减少 ８０％ 以上，静息心电图恢复正常；有效：心绞痛

现致死性再灌注损伤、心肌顿抑及再灌注心律失常等缺血再灌

发作次数、持续时间或硝酸甘油用量减少 ５０％ 以上，静息心

［１］

疗效标准

注损伤临床表现 。益气化瘀方由具有岭南特色的中药五爪

电图 ＳＴ 段回升≥０．５ ｍｍ，但未正常，或主要导联倒置 Ｔ 波

龙、土鳖虫等组成，具有益气活血化瘀、行痹通阳止痛功能，

由平坦转为直立；无效：心绞痛发作次数、持续时间或硝酸甘

［２］

主要用于冠心病及心梗等缺血性心脏疾病的治疗及预防。本研

油用量减少＜５０％ ，静息心电图无改善；加重：心绞痛发作

究旨在观察该方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次数增多，持续时间延长，静息心电图 ＳＴ 段继续下降，倒置

的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临床作用，从而为中药防治缺血再灌注损

Ｔ 波加深或由直立变平坦或倒置。

伤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4.2

１ 临床资料

９４．０％ ，对照组为 ９０．０％ ，２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中山市中医院绿色通
道进行急诊 ＰＣＩ 的 ＡＭ Ｉ 患者 １００ 例，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 ０．０５）。显效率治疗组为 ７４．０％ ，对照组为 ６２．０％ ，２ 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非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指
南》 ［３］和 《急性 ＳＴ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 ［３］的标
准，所有对象均排除近期内有严重心力衰竭、重症感染、凝血
功能严重异常、严重肝肾疾病、甲状腺功能异常、精神疾病、
恶性肿瘤等。２ 组患者均不服用其它中药及中成药。将所有患
者随机分成 ２ 组各 ５０ 例。对照组男 ２４ 例，女 ２６ 例；年龄
４１～７６ 岁，平均（６７．８±９．２）岁。治疗组男 ２２ 例，女 ２８ 例；

见 表 １。 总 有 效 率 治 疗 组 为

表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加重 总有效

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50

31(62.0)

1 4(28.0)

5(1 0.0)

0

45(90.0)

3(6.0)

0

47(94.0)

组

治疗组 50 37(74.0)① 1 0(20.0)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4.3

见表 ２。治疗 １、２、４

2 组治疗前后 MDA 水平比较

年龄 ３９～７８ 岁，平均（６９．３±９．７）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周，２ 组 Ｍ ＤＡ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P＜０．０５）；且治疗 ２、４

意书，２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心功能分级及并发症等

周时治疗组 Ｍ ＤＡ 升高较对照组更显著（P＜０．０５）。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阿斯匹林（拜阿斯匹林，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口服，ＰＣＩ 术前 ３００ ｍｇ，术后 １００ ｍｇ，每天 １ 次；硫酸氯吡

表2
组

2 组治疗前后 MDA 水平比较（x±s）
治疗前

别 n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μmol/L
治疗 4 周

对照组 50 1 0.3±2.3 1 4.1±3.8① 1 4.5±3.9① 1 5.1±4.2①

格雷片（波立维，杭州赛诺菲制药公司）口服，术前 ３００ ｍｇ，

治疗组 50 1 0.5±2.6 1 4.9±4.1 ① 1 8.4±4.9①② 1 9.6±5.1 ①②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

术后 ７５ ｍｇ，每天 １ 次；术后均给予低分子肝素钙［速碧林，

②P ＜ 0.05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０．４ ｍＬ 皮下注射，１ 次 ／１２ ｈ，
见表 ３。治疗 １、２、４

2 组治疗前后 SOD 水平比较

连续 ５ 天；阿托伐他汀钙（立普妥，辉瑞制药有限公司）２０ ｍｇ，

4.4

睡前服；培多普利［雅施达，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４ ｍｇ，

周，２ 组 ＳＯＤ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P＜０．０５）；且治疗 ２、４ 周

每天早晨 １ 次口服；倍他乐克（酒石酸美托洛尔，阿斯利康制

时治疗组 ＳＯＤ 升高较对照组更显著（P＜０．０５）。

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 ２５ ｍｇ，每天 ２ 次。
2.2

治疗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服用益气化瘀方。处方：

三七、土鳖、红景天各 １０ ｇ，丹参 ２０ ｇ，仙鹤草、五爪龙各
１５ ｇ。由本院煎药室统一煎煮成 ２００ ｍＬ 药液，真空包装 ２００
ｍＬ／ 袋，每天 １ 袋。
２ 组疗程均为 ４ 周。
３ 观察项目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项目

①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 １、２、４ 周检测高

敏 Ｃ－ 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丙二醛（Ｍ ＤＡ）、超氧化物歧化酶

表3
组 别

n

2 组治疗前后SOD 水平比较（x±s）

治疗前

治疗 1 周

对照组 50 1 70.3±32.3 204.1±39.8①

U/L

治疗 2 周

治疗 4 周

213.5±43.9①

215.1±44.2①

治疗组 50 1 74.6±33.6 208.9±40.1 ① 248.4±47.1 ①② 253.6±47.1①②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
②P ＜ 0.05
4.5

2 组治疗前后 hs- CR P 水平比较

见表 ４。治疗 １、２、４

周，２ 组 ｈｓ－ ＣＲＰ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P＜０．０５）；且治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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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不是某一唯一因素引起。临床中，笔者考虑 ＡＭ Ｉ 属中

４ 周时治疗组 ｈｓ－ ＣＲＰ 降低较对照组更显著（P＜０．０５）。
表4

2组治疗前后 hs-CRP 水平比较（x±s）
治疗前

组 别

n

对照组

50 35.3±8.3

June 2016 Vol.48 No.6

医学胸痹范畴，急诊 ＰＣＩ 术后发生的缺血再灌注现象，将其
mg/L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治疗 4 周

28.5±6.4 ①

24.1 ±5.8①

23.1 ±5.2①

治疗组 50 35.5±8.6 27.7±6.3① 1 9.2±4.1 ①② 1 6.4±3.2①②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同时间比较，
②P ＜ 0.05

辨证为瘀血阻滞，脉络不通，治疗应益气活血化瘀通络。益气
化瘀方方中五爪龙健脾益气；红景天益气扶正，以助化生之
源；土鳖、三七、丹参活血通络；仙鹤草敛气活血通络。全方
合用，可达益气活血化瘀、行宜痹通阳止痛之功。
研究结果表明，益气化瘀汤能显著提高 ＰＣＩ 术后患者的
血清 ＳＯＤ 和 Ｍ ＤＡ 水平，通过清除氧自由基、对抗脂质过氧

５ 讨论

化反应来减轻心肌缺血 ／ 再灌注损伤。益气化瘀汤还能显著降

缺血再灌注损伤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国外研究表明研究表

低 ＰＣＩ 术后患者的血清 ｈｓ－ ＣＲＰ 水平，通过减轻炎症和组织

明氧化应激、炎症反应、钙超载、中性粒细胞、血管内皮细

损伤来减轻心肌缺血 ／ 再灌注损伤。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基

胞、细胞黏附分子与细胞凋亡及心肌纤维能量代谢障碍等过程

因组学、蛋白组学等技术的发展，以益气化瘀汤防治心肌缺血

均可能参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在这其中，氧化应激和炎

／ 再灌注损伤机制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从而为其应用于临床

症是内皮损伤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最重要诱因之一 。氧自由基

提供更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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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中的水平较低，这对于维持细胞稳定性、有丝分裂、分
化等基本过程极为重要。然而，心肌缺血再灌注时可产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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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 ＰＣＩ 虽然能有效开通血管，但亦可能更促发炎性反应及
氧化应激，而且在上文中提到缺血再灌注损伤涉及多个病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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