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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淳教授救治急性心肌梗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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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淳教授为云南省名中医，多年来从事中医急症、中西

医结合急救医学的研究 对中西医结合救治急性心肌梗塞

(A11I)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其经

验总结如 卜 以飨同道

1 对发病机理的中西医汇通认识

    AMI是冠状动脉闭塞、血流中断.使部分心肌因严重的

持久性缺血而发生局部坏北 ,临床上有剧烈而持久的胸骨

舌疼痛、发热、白细胞增多 、红细胞沉降率加快 、血清心肌酶

活力增高及进行性心电图变化 可发生心律失常、休克或心

力衰竭 其发病机理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基础上，

并发粥样斑块破裂出血、血管内血栓形成、动脉内膜下出血

或动脉持续瘁挛，使R腔迅速发生持久而完全的闭塞，即可

导致该动脉所供应的心肌严重持久缺血，1h以上即致心肌

坏死_在粥样硬化的冠状动脉狭窄的基础上，发生心排血量

骤降1出血、休克或严重的少律失常)或左心室负荷剧增(重

度体力活动、情绪过分激动、血压剧升或用力大便)时，也可

使心肌严重持 久缺血 。引起心肌坏死。饱餐 }特别是进食多

量脂肪时}后血脂及血液粘稠度增高。引起局部血流缓慢，

血小板易于聚集而致血栓形成;睡眠时迷走神经张力增高，

使冠状动脉痉挛 都可加重心肌缺血而致坏死

    A MI属祖国医学“真心痛”范畴，如《灵枢·厥病》关于

“真心痛 手足青至节，心fly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的描

述.与AMI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吾师认为本病的发生多与

饮食不当、情志失调、寒邪内侵、年老体衰等因素有关。其病

位在心之络脉，病机有虚实两方面:虚为心脾肝肾功能失

调.气血阴阳亏虚;实为寒凝气滞 、血疲 .疾浊等阻十心之络

脉 前者为心脉失养，不荣而痛;后者为心脉痛阻，心络细

急，不通则痛，临床以虚实夹杂者多见。从中医络病学而言，

吾帅十分赞同吴以岭教授CI先提出的冠心病心绞痛存在络

脉拙急的病机新认识，心络细急与近年倡导的 “冠状动脉痉

挛学说”相符 《素问·邪气脏腑病形篇》口:“心脉 ·二微急

为心痛引背”，心络细窄易滞 ,it挛急拘急可诱发心绞痛、心

肌梗塞;《素问 举痛论》亦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

则缩蜷.缩蜷则脉细急，拙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明

确论述了络脉细急是胸痹心痛病理机制之 这比西医学

1972年首次揭示冠状动脉痉挛是心绞痛真 正病因 旱数于

年 吴以岭教授等所作与络脉咄急相关的实验研究，首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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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医络脉咄急与现代医学冠状动脉痉拿 而管内皮功能

紊乱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一氧化氮(NO)降低、血管内皮素

(ET 1增高是络脉细急的病理基础之一 络咏细急理论不但

揭il}了胸痹心痛(AMI)的病理实质。而且为搜风解痉虫类药

门戈表方药通心络胶囊1治疗真心痛奠定 厂理论基础 近儿

年运用中医络病学说防治冠心病心绞痛 、AMI在临床上取

得了很大进展，治疗方法 上也取得 r显著进步

2 诊断重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有的放矢

    对AMI的诊断，吾师强调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只有正

确的诊断才能有效地指导治疗 西医诊断须参照WHO1979

年制汀的缺血比心脏病的命名及诊断标准及国内1980年

12月全国内科学术会议建议采用 WHO所定的-l;准.

    中医辨证沦治，根据导师多年救治 A 111的临床经验，在

急重期大致分为如 卜基木证类:(日气阴两虚:隐痛绵绵 心

悸少睐.气短乏力，五心烦热，汗多门干.或见眩晕耳鸣 两

颧微红，舌红少抖或舌淡苔薄黄，脉虚数，或结或代 治以益

气养阴..方用生脉散以内外伤辨惑论》)(2)心血寮阻:胸部

刺痛，如刺如绞 .固定不移，人夜为甚，伴有胸闷心t',.面色

晦暗，爪甲发青，舌质紫暗或见疲斑 ，或舌 卜脉络紫胀 ，脉涩

或结、代、治以活血化痛，通络止痛。方用血府逐痊汤{《医林

改错》卜(3)痰浊闭阻:胸闷胸痛 形体肥胖，身重乏力，或咯

粘痰 苔腻 脉滑 治以化痰开窍。力用异痰汤〔咤济生方》)

(a)寒凝心脉:骤然心痛如绞，遇寒而发，形寒肢冷，或出冷

汗.心悸气短，心痛彻背 ，苔薄曰，脉沉紧 治以宣痹通阳，方

用瓜姜在自桂枝汤(《金I$要略》)一((5)心阳a脱:胸痛剧烈，

峋闷气短.面色青灰，焦虑不安，四肢厥冷、冷汗淋漓，口唇

青紫，舌质紫暗，苔口滑。脉微细或结代 治以温补心阳，问

阳救逆、方用参附汤(《世K得效方》)、四逆汤以伤寒论》)

此证类为 9171合并心源性休克或心哀或严重心律失常之危

重证候，为逆证变证 (6)气滞心胸:心胸满闷，隐痛时作，痛

尤定处，心烦欲叹息，情志不畅时诱发或加剧疼痛，IV气觉

舒，苔薄或腻，脉细弦‘治以理气止痛。方用柴胡舒肝散(《景

t;全书》飞_大多数患者存在2个以卜复合证类，如气虚血

癖.痰痢痹阻;气阴两虚、心血癖阴;心阳衰脱、痰癖痹阻

等、

    本病总属木虚标实，本虚以气虚 阳虚或阳脱为主，部

分患者可兼有阴虚、血虚;标实主要为血}P.不同阶段可兼

有痰浊、气滞或寒凝。AMI病情凶险，易于传变，故应详察虚

实 辨明顺逆，掌握标本缓急。一般而言，痛轻而神志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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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4}j多轻浅;痛剧兼胶冷神迷者，病多危急。脉象突然变

细、变数、变迟或结、代频繁出现者，均说明病情趋恶化 如

有精神姜靡或烦躁不安等表现并逐渐加重 或大汗淋漓手

足青紫渐甚者.均为逆证 .应普tS发生厥脱等变证

3 抢救治疗强调中西医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导师强调 A)II的救治原则是保护和维持心脏功能 ，抢

救濒死的心肌，防止梗塞扩大.缩小心肌缺血范围。及时处

理各种并发症 近几年来笔者跟随导师临证采用中西医结

合方法救治 AM I患者32例，讨照组用纯西医方法治疗 32

例.总有效率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为90.63%和78. 1311,，病

死率分别为9. 37%和21.87% 经比较 P <0.05，均具有显

著性差异 中西医结合救治AMI.提高了抢救成功率.降低

了病死率 潜心领悟导师的经验，有以下体会

3. I 及时正确溶栓治疗是提高 AMI行效的关健

    我院急诊中心近几年刘 IMI开展了急诊静脉溶栓疗

法 .尽早应用溶解冠状动脉内血栓的药物 ，以恢复心肌灌

注.挽救濒死的心肌或缩小以机梗塞范围，保护心室功能

并消除疼痛 适于to发病‘6h; (2)相邻 2个或以 r.导联 ST

段抬高}0. 2mV; 13)年龄镬70岁.而无近期活动性出血、中

风、出血倾向、搪尿病视网膜知变、严重高血压和严重肝肾

功能障碍等禁忌证者 本中心常用重组链激酶(r-SK )先静脉

注射50万n.继之以 100万 u静脉滴注‘Ih内滴完 〔同时用

地塞米松2.5一.5.g肌注以预防寒颤、发热反应)。溶栓治疗

前开始服通心络胶囊 ，每次 4粒，每 日3次，长期服用:通心

络胶囊组方独特 集益气药与活血化疲和搜风解痉虫类药

为一方 颇具特色_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该药具有改善血流

变、抗血栓 抗血小板聚集、提A耐氧能力等作用，可减小梗

塞面积和梗塞程度，减轻血骨痉辛，从而有效地治疗冠心病

匕绞痛 AM工等证属气虚血癖老

    id状动脉再通指征:(1) 21、内胸痛解除;(2) 2h内抬高

的ST段恢复或每 1!21;比较 S'f段回降>50%;(3)血清心

NL酶 CPK一MB峰值前移，于发病 14h内出现 ;(4)在溶栓治

疗 Zh内出现再灌注心律失常

32 杭凝治疗(活血化疥通络)是提高浓栓疗效、预防再梗

塞的必要措 施

    溶栓后母4一611测凝血时间和血纤维蛋白原 ，当凝血

时间恢复到正常对照值的 1.5一2倍和血纤维蛋白原 >

1000.,,/L时‘给予肝素5000静注，继而以500~1000。/h

静滴，并调节保持凝血时间在正常值的2倍，5一7d后停

用:用药期间密切注意出血倾向。否师的经验抗凝可不用肝

素 而应用蝮蛇抗栓酶，或活血化挤通络中药制剂如血塞

通 、复方丹参注射液.或日服通心络胶囊 、州激酶 (普恩复)

胶囊 、血府逐淤汤等同样有较好的抗凝、预防再梗塞效果，

且无肝素易致出血之虞

33 缓急止痛是急救处理的1穿务

3.3. 1 用杜冷T 50一IOO.g YL注或A,6啡5一IOmg皮F注

射、每4一6h可重复使用 亦可用硝酸甘油 0. 3.2或二硝酸

异山梨醇5一Wing舌「含服‘或用硝酸甘油Im到容于59葡

萄糖注射液 100.1中静滴，治疗中要泞 意监测血压变化 中

药可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或苏冰滴丸

3. 3. 2 钊刺 主穴分两组‘即擅中和内关 C'. IA FA间使交

替使用，获得针感后 留针 15min 或用耳针，取心 、皮质 下、

肾上腺等穴位。亦可针刺心俞、神门、内关.厥阴穴.常用泻

法

3.3. 3   P-阻滞剂 如美托洛尔(15mg静注，然后口服每

次50mg,梅k) 4次，服2d后改为何次IOOmg,甸112次，连服

3个月〕、普茶洛尔 、阿并洛尔、rm吗洛尔等，认为对血压较

高、心率较快的前壁 AMI有止痛效果 且能改善预后.但用

药过程要密切观察血压、心率和心功能

34 超前防冶严重并发症是降低病死率的重要环节

    导师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患者人院即常规应用益气养

阴、活血化4"X, ,豁痰通痹为主的中医辨证治疗，如选用参麦

注射液 (50.1加人5%葡萄糖注射液 100.1中静滴，每F7 1

次;重症时 50m1静注，可重复使用 ，或 100.1静滴，无需稀

释)、黄笑注射液 ((40m1加入 5%葡萄搪注射液 200.d中静

滴，每日1次)、络泰注射液 (0.4g加人5%葡萄糖注射液

250.1中静滴 ，付{!]次)、复方丹参注射液 (20.1口人59

葡萄糖注射液 250.1中静滴 ，每日 I次)、葛根素注射液

(0. 4g加人511,葡萄糖注射液250.1中静滴 每日l次〕等;

或辨证论治 口服中药煎剂或中成药，同时配合改善心肌供

血及代谢的西药如心血通注射液 (含确降钙基囚相k肮、心

房肤、腺 任及 20多种氨基酸)、极化液 二磷酸果糖等 其结

果可明显减少严重心律失常、急性左心衰竭 心源性休克等

并发症。

    临沫观察发现，溶栓使 .AMI患者梗塞相关血管((IRA}获

得早期再通 ，挽救 了大量濒死心肌 但仍会发牛不同程度的

缺血再灌注损伤和心肌挫抑〔NIS) ,使 IRA再通}u ̀L.̀功能延

迟恢复 甚至因急性左心衰竭致死 (%IS是指心肌短时间缺

血后，当冠状动脉血流恢复正常或接近正常时，心肌细胞未

发生损害而心肌机械功能发生一过性异常状态 心功能变

化是”5的重要标志 MS是心肌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结

果，可持续数小时、数天或数周CMs是可以逆转，甚至可以

预防的)。随着 NIS、残余心肌缺血(RI)等现象的发现，对 AMI

溶栓 IRA再通后发牛的心功能延迟恢复和急性泵衰竭有 r

更深人的认识.山东潍坊市医院采用00"Te一MIB1心肌显像.

评价参麦注射液对 AMI溶栓后再灌注心肌的保护作用，fl

溶栓早期同时使用参麦注射液，其心肌缺血面积显著缩小、

供血增加、损伤减轻，具有活性的心肌明皿增多 .可见参麦

注射液对溶栓 IRA再通或未通患昔均具有良好的心肌保护

作用和抗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疗效、并可防止或诚轻MS,进

  一步提高左室功能.改善 AMI预后。此与参麦注射液打张冠

状动脉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灌注、改善心肌供血、提高心叽

耐缺氧能力、清除氧自由基等药理作用有关_

                        (收稿 日期 2001一08一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