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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
王静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人民医院心内科，山西  翼城  043500）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 55 例急性心

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患者设为研究组，并选取同一时期的 55 例急性心肌梗死无心律失常的患者设为对照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

临床特征。结果  两组患者的心肌酶学指标及 cTnL 阳性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血压昼夜节律正常率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在心肌酶学指标及 cTnI 阳性率指标上无明显差异，但与血压昼夜节律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患者的疾病类型与心肌梗死的位置也存在相关性，在临床诊断上心电图检查效果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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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急性心肌梗死属于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是冠

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导致心肌
出现严重的缺血，从而造成相应心肌的急性损伤及坏死，具
有病死率较高的特点 [1]。临床表现为胸骨后疼痛的症状，常
并发心律失常，一旦病情危急，必须进行及时的临床治疗，否
则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而探究和总结急性
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点有助于临床医学针对性
控制患者的病情，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可靠的参考依据。鉴
于以上情况，本文对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
进行了探究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我院收治的 55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
的患者设为研究组，并选取同一时期的 55 例急性心肌梗死无
心律失常的患者设为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男性 29 例，女性
26 例，年龄 42~82 岁，平均（55.72±0.41）岁；研究组男性 21
例，女性 34 例，年龄 43~81 岁，平均（54.28±0.72）岁。两组
患者的性别和年龄等基础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治疗和监护，其中主要包括患者
的吸氧、心电监护、血压检测、血氧饱和度监测、镇痛、卧床
休息、水电解质、抗血小板治疗、抗凝治疗、血管扩张、钙拮
抗剂治疗等 [2]。在经过一系列治疗后，将患者的相关指标检
测进行比较，其中进行比较的指标检测主要包括血清肌酸激
酶同工酶（CK-MB）、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血清肌酸
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等。以上心肌酶学等指标均
采用我院专用分析仪器进行检测，其中采用速率法检测血
清肌酸激酶（CK）、乳酸脱氢酶（LDH）、天冬氨酸氨基转移
酶（AST），采用免疫抑制法检测、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CK-
MB）[3]。另外，还要检查患者的心肌肌钙蛋白（cTnI）阳性率，
同时还要采用心电图对研究组患者的心肌梗死情况进行具
体的分析，监测两组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情况，并通过专业
医师进行分析。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心肌酶学指标、cTnI 阳性率、血压昼
夜节律以及研究组患者心律失常与梗死部位关系，通过以上
指标的比较来分析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
1.4   统计学方法

此 次 研 究 以 SPSS20.0 的 统 计 学 软 件 处 理，计 量 资 料
用（ ±s）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2 检
验，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心肌酶学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心肌酶学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且数据组间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心肌酶学指标比较（ ±s）

组别 例数 CK-MB CK AST LDH

对照组 55 738.5±1.3 1512.6±1.2 981.2±5.7 1112.2±14.3

研究组 55 738.6±1.2 1512.5±1.4 981.1±5.5 1083.6±11.9

2 0.419 0.402 0.843 0.547

P 0.676 0.688 0.401 0.585

2.2   两组患者 cTnI 阳性率比较
两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cTnI 阳性率均为 100.00%，检测结果

均为阳性，且组间数据比较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血压昼夜节律比较

正常情况：对照组正常情况 18 例，占比 32.73%，研究组
正常情况 51 例，占比 92.73%，组间检验结果为（2=76.991，
P=0.000）；异常情况：对照组异常情况 37 例，占比 62.27%，
研究组异常情况 4 例，占比 7.27%。研究组血压昼夜节律正
常率高于对照组，数据组间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研究组患者心律失常与梗死部位关系

在 55 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患者中，有 25 例
患者出现并发室性早搏，其中梗死部位包括前间壁 4 例、前
壁 13 例、高侧壁 8 例；17 例患者出现并发非阵发性的心动过
速，其中梗死部位包括下壁 11 例、前壁 6 例；13 例患者出现
并发症重度窦性心动过速，其中梗死部位包括下壁右室 6 例、
广泛前壁 7 例。

3   讨论
急性心肌梗死是临床医学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该病容

易引发多种相关并发症，其中心律失常是 常见的一种合并
并发症。急性心肌梗死与心律失常合并发作增高了患者的
病死率，患者容易发生猝死，对患者的生命安全具有严重的
威胁，因此患者必须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并从根本上分析
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为临床治疗提供科
学参考依据。根据分析来看，导致患者心律失常的主要病因
在于患者的心肌组织缺血坏死，造成心肌细胞电生理出现异
常变化，还可能与患者的治疗药物及患者自身的自主神经性
反应等方面因素有关 [4]。由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
属于具有发病急，且病情危急的特点，因此研究急性心肌梗
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对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
常患者的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为患者提供科
学可靠的临床治疗参考依据，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从而提
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在本次研究分析中，两组患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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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运动康复是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患者有效的二级预防

措施 [4]。有氧运动可有效改善冠心病合并慢性心衰患者的血
流动力学状态、肌肉骨骼功能，提高肺通气效率、增加血液循
环携氧及输送氧能力 [5]；能控制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过度激活，
改善内皮舒张能力 [6]，抑制氧化应激 [7]，提高心衰患者运动耐
力；还能改善冠心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8]，从而提高生活质
量。抗阻训练又被称为力量训练，指身体克服阻力使肌肉增
长和力量增加，能有效改善冠状动脉侧支循环，提高心肌功
能及心脏泵血能力，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提高冠心病患者
的生活质量。抗阻训练还可促进心肌、肌肉的增长 [9]，改善骨
质疏松 [10]、关节肌力和平衡能力 [11]。弹力带是一种临床常见
的抗阻训练器材，是由乳胶制作而成高分子聚合物的材料，
能够在被牵拉的同时给予人体一定的应变阻力。弹力带可
以随时随地训练，一般不受场地、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易于被
患者接受。

我们研究证实，在症状限制性运动平板实验指导下的运
动康复联合弹力带运动可有效改善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
患者心功能，表现为运动康复治疗组心率、6MWT、左室射血
分数、运动耐力、BADL 评分较对照组提高，同时个体生化指
标运动前改善，与既往研究报道结果 [12] 一致，有氧运动联合
弹性运动可以有效利用两种运动形式的优点，提高冠心病心
功能不全患者心功能，提高 BADL 评分，改善生存质量，使治
疗效果 大化，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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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酶学指标及 cTnI 阳性率比较无明显的差异，且无统计学意
义（P>0.05），在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的临床特征指标中
无特异性观察价值，但研究组的血压昼夜节律正常率高于对照
组，说明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可以作为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
失常的临床指标。另外，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可出现并
发室性早搏、并发非阵发性的心动过速、并发症重度窦性心动
过速等多种心律失常现象，表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疾
病的类型与梗死的位置也存在相关的关系。

综上所述，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律失常在心肌酶学指标
及 cTnI 阳性率指标上无明显差异，但与血压昼夜节律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且患者的疾病类型与心肌梗死的位置也存在相

关性，医师可以通过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及心电图检查来作
为诊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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