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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量缬沙坦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冠状动脉
介入术后心肌灌注及缺血修饰白蛋白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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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高剂量缬沙坦对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冠状动脉介入术(PCI)后心肌灌注及缺血修饰

白蛋白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择延安大学附属医院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拟行PCI手术的AMI患者98例

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两组患者均于PCI术前口服氯砒格雷及阿司匹林。对

照组患者术后口服低剂量缬沙坦，观察组患者术后口服高剂量缬沙坦，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6个月。比较两组患者

术前及术后6个月心肌梗死溶栓(TIMI) 3 级、心肌灌注(TMPG) 3级获得率、左心室舒展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

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情况，同时比较术前及术后不同时间点两组患者血清中缺血修

饰白蛋白(IMA)水平和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术后 6 个月，观察组患者的 TIMI 3 级和 TMPG 3

级获得率分别为73.47%、75.5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3.06%、55.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

观察组患者的 LVEDD、LVESD 分别为(62.74±2.87) mm、(50.12±4.41) mm，明显低于对照组的(64.01±3.11) mm、

(52.22±4.91) mm，LVEF为(55.44±4.0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2.12±3.4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 h，

观察组患者的 IMA水平为(67.46±6.79) U/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72.41±7.71) U/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剂量缬沙坦对PCI术后AMI

患者的心肌灌注、左心室功能、IMA水平的改善效果优于低剂量缬沙坦，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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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igh-dose valsartan on myocardial perfusion and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level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Ninety-eight AMI patients undergoing PCI 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an’an University from Janu-

ary 2017 to Jan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low-dose valsartan after

operation,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high-dose valsartan after operatio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rombolytic therapy (TIMI) grade 3, myocardial perfusion (TMPG) grade 3,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ter (LVEDD),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diameter (LVESD),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Meanwhile, the levels of serum ischemia-modified albumin (IMA) and ad-

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Six months after operation, the rates

of TIMI grade3 and TMPG grade3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73.47% and 75.51%,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53.06% and 55.1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LVEDD and LVES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2.74 ± 2.87) mm and (50.12 ± 4.41) mm,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4.01 ± 3.11) mm,

(52.22±4.91) mm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le LVE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55.44±4.0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52.12±3.45)%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12 h after operation, IMA level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67.46±6.79) U/m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72.41±7.71) U/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igh-dose valsartan on myocardial perfusion,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IMA level

in AMI patients after PCI is better than that of low-dose valsartan, and adverse reactions are not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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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

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由冠状动脉急性闭

塞导致供血减少引起，临床主要表现为胸骨疼痛、心力

衰竭、心率失常等[1]。目前冠状动脉介入术(percutane-

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是西医治疗AMI最常用

的方法，PCI可以通过解除冠状动脉闭塞有效促进患者

血液运输，明显提高了临床上AMI患者存活率[2]。但

由于PCI术后患者体内球囊长期积压以及微循环栓塞

导致灌注不良等情况发生，有些患者出现了心肌无法完

全再灌注或心肌再灌注损伤，导致心功能恢复较差，再

次出现心力衰竭[3]。因此，至今为止，AMI患者在心力

衰竭等方面仍然存在较高的发病率和致死率[4]。心功

能恢复程度取决于心肌内部微循环受损程度，通过有

效药物改善心肌微循环，提高血液供应，对于促进患

者心肌功能恢复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随着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I/R)损伤相关

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nin

angiotensin system，RAS)与 I/R损伤有关，RAS中的血

管紧张素Ⅱ (angiotensinⅡ，ATⅡ)可以作为一种主要

活性肽促进 I/R损伤[5]。大量实验证明通过抑制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活性可以有效防止 I/R 损伤的发生 [6]。

同时 RAS 与 AMI 患者左心室重构也存在密切联系，

RAS系统的过渡激活会导致AMI患者出现心室重构

(ventricular remodeling，VR)，VR会直接导致患者出现

心力衰竭，有效抑制VR是防止AMI患者出现心力衰

竭的关键[7]。缬沙坦是一种有效治疗AMI患者的临床

常用药物，其主要作用机制就是通过阻止ATⅡ与其受

体结合来抑制RAS系统激活，从而发挥抗MAI患者心

室重构的功能[8]。但是关于缬沙坦使用最佳剂量目前

尚无统一标准，以及高剂量缬沙坦对行PCI后AMI 患

者心肌灌注及缺血修饰白蛋白(ischemia modified al-

bumin，IMA)水平影响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比

较不同剂量缬沙坦对 PCI后AMI 患者心肌灌注及缺

血修饰白蛋白水平的影响，为今后临床治疗行PCI术

后AMI患者策略及缬沙坦最佳剂量选择提供一定的

思路和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2017年

1月至2020年1月收治拟行PCI手术的AMI患者98 例

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AMI 有关诊断标

准 [9]，符合 PCI 手术指征；②发病至入院时间<12 h；

③经治疗后血流动力学稳定者。排除标准：①肝肾

功能出现严重障碍者；②有免疫和血液系统疾病者；

③神智不清、认知功能障碍者；④治疗依从性差者；

⑤存在缬沙坦治疗禁忌证；⑥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

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9例，两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植入支架类型、基础疾病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见表 1。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治疗

研究过程获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x-±s，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χ2值

P值

例数

49

49

男

26 (53.06)

28 (57.14)

女

23 (46.94)

21 (42.86)

年龄(岁)

55.89±5.21

56.13±4.65

0.241

0.810

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

27 (55.10)

24 (48.98)

0.368

0.544

药物支架植入

22 (44.90)

25 (51.02)

糖尿病

6 (12.24)

4 (8.16)

高血压

5 (10.20)

6 (12.24)

冠心病

8 (16.33)

5 (10.20)

0.723

0.697

前臂心肌梗死

25 (51.02)

23 (46.94)

左室心梗

24 (48.98)

26 (53.06)

0.163

0.686

性别 植入支架种类 基础疾病 梗死部位

0.165

0.685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在 PCI 术前均口服氯

砒格雷(河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123116，规格：75 mg) 300 mg，阿司匹林(长春新安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2023445，规格：300 mg)

300 mg。对照组患者术后口服低剂量缬沙坦(北京诺

华制药有限公司，H20040217，规格：80 mg/粒)，初始剂

量40 mg/次，1次/d，1周后剂量增加至80 mg/次，1次/d

并维持剂量，观察组患者术后口服高剂量缬沙坦，初

始剂量40 mg/次，1次/d，每周剂量增加2倍，并维持在

160 mg/次，1次/d。对于高血压患者，根据血压等级给

予相应剂量治疗，待患者血压平稳后再维持原剂量，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6个月。

1.3 观察指标 ①心肌灌注评估：两组患者术前

及术后 6个月，采用冠状动脉血流造影技术对患者心

肌梗死溶栓(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TI-

MI) 3 级获得率进行统计，TIMI 3级判断标准：在管状

动脉血流造影中，冠状动脉中造影剂迅速充盈和显

影，能达到完全再灌注；在心肌循环中采取对比剂显

影来统计心肌灌注(TIMI myocardial perfusion grades，

TMPG) 3级获得率，TMPG 3级评判标准：对比剂在心

肌组织中可以迅速充盈和清除。②左心室功能：两组

患者术前及术后 6个月，采用多普勒超声仪对患者左

心室舒展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diame-

ter，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内径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dimension，LVESD)、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进行检测。③血清

IMA水平：两组患者均采集肘静脉血约 4 mL，离心分

离获得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两组患者术前及术

后6 h、12 h血清中的 IMA水平，操作严格按照人 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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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武汉益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
④不良反应：观察两组患者的心源性休克、心绞痛、低
血压、过敏性皮炎等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符
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心肌灌注情况比较 术
前，两组患者的TIMI 3级和TMPG 3级获得率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6个月，两组患者的
TIMI 3级和TMPG 3级获得率明显高于术前，且观察
组的TIMI 3级和TMPG 3级获得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的TIMI 3级、TMPG 3级获得率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χ2值

P值

例数

49

49

TIMI 3级获得率

4 (8.16)

5 (10.20)

0.121

0.727

TMPG 3级获得率

6 (12.24)

8 (16.33)

0.331

0.564

TIMI 3级获得率

26 (53.06)a

36 (73.47)a

4.391

0.036

TMPG 3级获得率

27 (55.10)a

37 (75.51)a

4.504

0.034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aP<0.05。

术前 术后6个月

2.2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的左心室功能比较 术
前，两组患者LVEDD、LVESD和LVEF比较差异均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术 后 6 个 月 ，两 组 患 者 的
LVEDD、LVESD明显小于术前，LVEF高于术前，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6个月，观察组患者的
LVEDD、LVESD 明显小于对照组，LVEF 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的 IMA 水平比较 术
前，两组患者 IMA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6 h，两组患者 IMA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
但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12 h，两组患者较术前及术后 6 h 明显降
低，且观察组 IMA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的LVEDD、LVESD和LVEF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9

49

LVEDD (mm)

67.98±3.62

66.87±3.41

1.562

0.121

LVESD (mm)

55.21±5.34

54.94±5.29

0.251

0.802

LVEDD (mm)

64.01±3.11a

62.74±2.87a

2.101

0.038

LVESD (mm)

52.22±4.91a

50.12±4.41a

2.227

0.028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aP<0.05。

术前 术后6个月

LVEF (%)

48.14±2.91

47.94±3.01

0.334

0.739

LVEF (%)

52.12±3.45a

55.44±4.05a

4.368

0.000

2.4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两组
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381，P=0.538>0.05)，见表5。

3 讨论

近年来，由于人们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变化，AMI

发病率也随之逐年增加[10]。现代医学解释 AMI 发病
主要病理机制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硬化斑块可形成

血栓，阻碍冠状动脉及其他侧支动脉血液循环，使得

心肌供血不足从而引发AMI [11]。

AMI患者心肌再灌注及预后情况会因PCI手术得

到明显改善。PCI手术虽可打通AMI患者冠状动脉血

管，但无法完全实现心肌灌注正常化，这也是PCI手术

目前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12]。研究表明，影响AMI

患者在PCI术后心肌灌注的效果的因素较复杂，例如，

在AMI患者进行PCI手术前，由于血管中小型血栓和

一些脂质脱落物随着血流积累在心肌微血管中，而

PCI手术后，心肌微血管中血小板仍然可以通过特殊

活化介导途径再次形成血栓，从而出现二次心肌灌注

不良的现象[13]。针对上述情况，临床建议通过抗凝剂

抑制血小板活化，防止微小血栓的形成以此来改善

AMI患者PCI术后心肌灌注质量。除此之外，心肌灌

注不良还与机体炎症反应、微血管收缩程度相关，因

此如何提高 PCI 术后 AMI 患者心肌灌注效果是现临

床心血管内科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14]。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在经过高剂量缬沙坦治

疗后，TIMI 3级和TMPG 3级获得率均明显高于对照

表4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 IMA水平比较(x-±s，U/mL)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49

49

术前

82.98±9.91

83.01±10.11

0.015

0.988

术后6 h

92.65±8.81a

88.21±7.61a

2.670

0.009

术后12 h

72.41±7.71ab

67.46±6.79ab

3.373

0.001

注：与同组术前比较，aP<0.05；与同组术前6 h比较，bP<0.05。

表5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49

49

心源性

休克

1

0

心绞痛

2

2

低血压

3

3

过敏性

皮炎

1

0

不良反应

总发生率(%)

14.29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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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说明高剂量缬沙坦相较于低剂量能更好的改善
AMI患者在PCI术后的心肌灌注效果。AMI患者由于
心肌缺血导致心肌细胞凋亡数量增加，这些凋亡细胞
会在心肌再灌注的过程中诱导炎性因子产生，从而引
发炎症反应造成心肌再灌注损伤。许志文等[15]认为缬
沙坦可以降低冠心病患者炎性因子水平并呈现一定
剂量依赖效应，有效减轻了患者炎症反应，具有较好
临床疗效，与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值得
注意的是，该学者研究中缬沙坦治疗剂量固定，小剂量
为 80 mg/次，大剂量为 160 mg/次，而本研究考虑实际
临床用药偏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延长耐药时间，
具有更强安全性。在本研究中，高剂量缬沙坦可能对
AMI患者心肌再灌注过程中炎性因子产生的抑制效应
更强，所以观察组心肌灌注情况要优于对照组。治疗
6个月后，观察组LVEDD、LVESD均小于对照组，LVEF

高于对照组，说明高剂量缬沙坦相对于低剂量更能促
进左心室功能恢复。此研究结果与陈雁[16]研究结果一
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高剂量缬沙坦对AT Ⅱ拮抗效
应更强，更加有力地阻碍了AT Ⅱ与其受体结合，抑制
了RAS系统激活，加大了对心室重构的抑制功能，防止
了RAS系统与心室重构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的发生，故
观察组左心室功能改善情况要优于对照组。

IMA 由缺血组织产生的氧自由基破坏血清白蛋
白 N-末端结构后形成，其含量变化可作为早期诊断
心肌缺血的敏感指标[17]。当患者心肌早期出现缺血和
缺氧时，IMA水平会迅速升高，IMA水平与患者体内氧
化应激程度成正比。马牧欣等[18]认为 IMA水平与AMI

患者不良心血管事件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MACE)发生率有着密切联系，IMA水平越高MACE发
生率越高，同时也反映出AMI患者心肌缺血越严重。
所以，IMA对评估AMI患者近远期临床预后及疾病程
度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在术后对两组患者 IMA水平
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两组患者 IMA水平在术后6 h都
明显升高，但在术后12 h两组患者 IMA水平均明显下
降，且观察组 IMA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高剂量
缬沙坦可以更有效降低AMI患者血清中 IMA水平，其
原因可能是高剂量缬沙坦提高了 AMI 患者在 PCI 术
后心肌灌注质量，让心肌供血效率加快，解除了心肌
缺氧压力，降低了患者机体内的氧化应激程度，减弱
了氧自由基对白蛋白破坏，故观察组 IMA水平降低程
度要高于对照组。最后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结果发现高剂量缬沙坦不会增加患者不良反
应，此研究结果与 ITES等[19]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高剂量缬沙坦相较于低剂量缬沙坦可
以更好地提高PCI术后AMI患者心肌灌注质量，促进
了左心室功能恢复，降低了 AMI 患者血清中 IMA 水
平，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
缬沙坦药物使用剂量分层较简单，无法确切获得最佳
理想的治疗剂量，且样本量过少，随机分组后资料不

够深入，有待后期加强后再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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