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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心 员园 年 源园 岁以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特征与治疗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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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分析单中心 员园 年来 源园 岁以下急性心肌梗死渊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袁粤酝陨冤患者的发病诱因尧梗死部位及

要暂

治疗方式选择等特点遥 方法院收集并分析 员怨怨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诊断为 粤酝陨 的青年渊臆源园 岁冤患者的临床资料袁收集同期老
年渊远园耀苑缘 岁冤患者进行配对比较遥结果院青年组 员园远 例袁老年组 员员圆 例遥源远援圆猿豫的青年人无明确的病因袁饮酒为其独特的诱因遥青
年组以前壁受累为主袁其次为下壁 辕 后壁曰而老年组以下壁 辕 后壁受累为主袁其次为前壁遥 与老年组相比袁青年组左室收缩末期内

径较小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而左室射血分数无明显差异遥 青年组单纯溶栓治疗尧溶栓治疗 垣 择期支架植入治疗率明显较老年组高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结论院青年人应注重体检袁改善生活方式遥青年 粤酝陨 较多累及前壁袁临床治疗虽积极袁但与指南推荐仍有较大差距袁部分医

院应加快绿色通道建立袁使更多患者获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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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葬灶凿 贼澡藻则葬责藻怎贼蚤糟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燥枣 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造藻泽泽 贼澡葬灶 源园
赠藻葬则泽 燥造凿院员园 赠藻葬则泽 燥枣 藻曾责藻则蚤藻灶糟藻 蚤灶 葬 泽蚤灶早造藻 糟藻灶贼藻则
蕴蚤 载蚤葬燥则燥灶早员袁在澡葬灶早 云藻灶早曾蚤葬灶早员袁悦澡藻灶 酝蚤灶早造燥灶早员袁再葬灶早 月蚤灶早员袁阅怎 宰藻蚤员袁蕴蚤怎 月葬灶早曾蚤葬员袁酝葬灶 再蚤造燥灶早员袁载蚤葬燥 云藻灶早员袁郧葬燥
再怎责蚤灶早圆袁允蚤灶 悦澡怎灶则燥灶早圆袁宰葬灶早 阅葬燥憎怎员袁允蚤葬 再燥灶早责蚤灶早圆鄢袁悦葬燥 运藻躁蚤葬灶早员鄢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葬则凿蚤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悦葬则凿蚤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杂澡葬灶曾蚤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栽葬蚤赠怎葬灶 园猿园园园员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澡藻 责怎则责燥泽藻 燥枣 贼澡蚤泽 泽蚤灶早造藻 糟藻灶贼藻则 泽贼怎凿赠 憎葬泽 贼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责则藻凿蚤泽责燥泽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袁造燥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泽藻造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葬灶凿 藻贼糟援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赠燥怎灶早藻则 贼澡葬灶 源园 赠藻葬则泽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渊粤酝陨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宰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葬灶凿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 贼澡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葬贼葬 燥枣 圆员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粤酝陨 枣则燥皂 允葬灶怎葬则赠 员怨怨怨 贼燥 允葬灶怎葬则赠 圆园园怨援 粤造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憎藻则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遭藻贼憎藻藻灶 赠燥怎灶早 渊臆源园 赠则泽冤 葬灶凿 藻造凿藻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渊远园耀苑缘 赠则泽冤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员园远 糟葬泽藻泽 蚤灶 贼澡藻 赠燥怎灶早 早则燥怎责 葬灶凿 员员圆 糟葬泽藻泽
蚤灶 贼澡藻 藻造凿藻则 早则燥怎责援 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源远援圆猿豫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赠燥怎灶早 早则燥怎责 憎蚤贼澡燥怎贼 葬 糟造藻葬则 藻贼蚤燥造燥早赠袁葬灶凿 凿则蚤灶噪蚤灶早 憎葬泽 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 凿蚤泽贼蚤灶糟贼蚤增藻
责则藻凿蚤泽责燥泽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枣燥则 赠燥怎灶早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云燥则 贼澡藻 赠燥怎灶早 早则燥怎责袁粤酝陨 憎葬泽 造燥糟葬造蚤扎藻凿 蚤灶 缘源援远源豫 葬灶贼藻则蚤燥则 憎葬造造袁枣燥造造燥憎藻凿 遭赠 源愿援源缘豫 蚤灶枣藻则蚤燥则

葬灶凿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憎葬造造曰澡燥憎藻增藻则袁枣燥则 贼澡藻 藻造凿藻则 早则燥怎责袁粤酝陨 憎葬泽 造燥糟葬造蚤扎藻凿 皂葬蚤灶造赠 蚤灶 缘愿援猿猿豫 蚤灶枣藻则蚤燥则 葬灶凿 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憎葬造造援 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藻造凿藻则 早则燥怎责袁贼澡藻 造藻枣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灶凿鄄泽赠泽贼燥造蚤糟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蚤灶 贼澡藻 赠燥怎灶早 早则燥怎责 憎葬泽 泽皂葬造造藻则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憎澡蚤造藻 憎蚤贼澡 灶燥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蚤灶 造藻枣贼 增藻灶贼则蚤糟怎造葬则 藻躁藻糟贼蚤燥灶 枣则葬糟贼蚤燥灶援 再燥怎灶早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皂燥则藻 造蚤噪藻造赠 贼燥 遭藻 贼则藻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则燥皂遭燥造赠贼蚤糟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贼澡则燥皂遭燥造赠贼蚤糟 贼澡藻则葬责赠 责造怎泽

泽藻造藻糟贼蚤增藻 泽贼藻灶贼 蚤皂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 贼澡葬灶 贼澡藻 藻造凿藻则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再燥怎灶早 责藻燥责造藻 泽澡燥怎造凿 责葬赠 葬贼贼藻灶贼蚤燥灶 贼燥 责澡赠泽蚤糟葬造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造蚤枣藻泽贼赠造藻援 再燥怎灶早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则藻 皂燥则藻 造蚤噪藻造赠 贼燥 澡葬增藻 粤酝陨 蚤灶 贼澡藻 葬灶贼藻则蚤燥则 憎葬造造援 粤造贼澡燥怎早澡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蚤泽 责燥泽蚤贼蚤增藻袁蚤贼 蚤泽 泽贼蚤造造
澡葬泽 葬 遭蚤早 凿蚤泽责葬则蚤贼赠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早怎蚤凿藻造蚤灶藻泽 则藻糟燥皂皂藻灶凿葬贼蚤燥灶援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泽 泽澡燥怎造凿 泽责藻藻凿 怎责 贼澡藻 藻泽贼葬遭造蚤泽澡皂藻灶贼 燥枣 早则藻藻灶 糟澡葬灶灶藻造 贼燥
遭藻灶藻枣蚤贼 皂燥则藻 责葬则贼蚤藻灶贼泽援
咱Key words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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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项目渊月蕴圆园员圆园员员冤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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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老年患者袁源园 岁以下人群急性心肌梗

死渊葬糟怎贼藻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袁粤酝陨冤发病率较低 遥
有学者报道 猿缘 岁以下 粤酝陨 占所有 粤酝陨 的 圆援园园豫耀
源援怨远豫 咱圆 原猿暂袁源缘 岁 以 下 粤酝陨 占 所 有 粤酝陨 的 怨援苑豫 耀
员员援苑豫咱源原缘暂遥 总体而言袁大多数研究集中于 缘园 岁或 源缘
咱员暂

较见表 员遥 与老年组相比袁饮酒是 源园 岁以下人群发

生 粤酝陨 的独特的诱因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而对于老年人袁用
力排便尧寒冷也常是发病的独特诱因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发病诱因
无明显诱因
劳累
熟睡
饮酒
饱食
精神刺激
排便
寒冷
其他

而并未详细阐述其发病诱因尧梗死部位尧治疗特点
等咱远原苑暂遥 本文回顾性调查分析了单中心 员园 年 源园 岁以

下 粤酝陨 患者的临床特征袁在分析青年人 粤酝陨 的危险
因素尧临床表现及冠状动脉造影特点的基础上咱员暂袁本
文进一步分析青年人群常见的发病诱因尧梗死部位尧
心脏结构特征及目前的治疗现况等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员怨怨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园怨 年 员 月期间入住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且出院诊断为 粤酝陨 的所
有 源园 岁以下患者渊青年组袁年龄臆源园 岁冤共 员园远 例袁
收集同期年龄 远园耀苑缘 岁 粤酝陨 患者 渊老年组冤员员圆 例
渊抽样冤作为对照组行配对比较遥 入选尧排除标准参
见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咱员暂遥
员援圆 方法
收集整理患者的发病诱因尧 发病至住院所需时
间尧住院期间的治疗方案等遥入院后行 员愿 导联心电图袁
根据心电图动态演变结果判断心肌梗死为 杂栽 段抬高
型心肌梗死 渊杂栽 泽藻早皂藻灶贼 藻造藻增葬贼藻凿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鄄
贼蚤燥灶袁杂栽耘酝陨冤或非 杂栽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渊灶燥灶鄄杂栽 泽藻早鄄
皂藻灶贼 藻造藻增葬贼藻凿 皂赠燥糟葬则凿蚤葬造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袁晕杂栽耘酝陨冤 咱愿暂遥
杂栽耘酝陨 患者进行心电图定位诊断咱怨暂院前间壁 灾员耀灾猿袁前
壁 灾员耀灾源袁广泛前壁 灾造耀灾远袁高侧壁 陨尧葬增蕴袁下壁域尧芋尧
葬增云袁后壁 灾苑尧灾愿尧灾怨袁右室 灾猿砸尧灾源砸尧灾缘砸遥 入院后 员
周内行二维超声心动图检查观察其心脏结构特征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袁计量资料符
合正态分布的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两组
间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依
四分位数间距渊酝 依 匝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曰计数资料用例数与率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
验遥 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果

圆援员 发病诱因
本研究入选患者人数尧年龄尧性别等一般情况见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咱员暂遥 两组患者发病诱因的分析比

两组患者发病诱因的比较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灶 责则藻凿蚤泽责燥泽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岁以下心肌梗死人群的危险因素尧 冠状动脉特点袁

圆 结

窑 猿猿窑

李小荣等院单中心 员园 年 源园 岁以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特征与治疗现状分析

青年组渊灶越员园远冤
源怨渊源远援圆猿冤
员远渊员缘援园怨冤
员远渊员缘援园怨冤
园园怨渊愿援源怨冤鄢鄢
苑渊远援远园冤
源渊猿援苑苑冤
园鄢
园鄢
缘渊源援苑圆冤

咱灶渊豫冤暂
老年组渊灶越员员圆冤
源圆渊猿苑援缘园冤
圆源渊圆员援源猿冤
圆员渊员愿援苑缘冤
园
苑渊远援圆缘冤
猿渊圆援远愿冤
远渊缘援猿远冤
猿渊圆援远愿冤
远渊缘援猿远冤

其他院包括服药尧针灸尧饮凉水尧输液及驾车等遥 与老年组比较袁
孕 约 园援园缘袁鄢鄢孕 约 园援园员遥

鄢

圆援圆

梗死类型及部位
青年组 杂栽耘酝陨 者 怨苑 例渊怨员援缘豫冤遥 其中袁单纯前
壁 心 肌梗 死 圆愿 例 渊圆远援源豫冤袁 下壁 垣 后 壁 员远 例
渊员缘援员豫冤袁单纯下壁 员缘 例渊员源援圆豫冤袁广泛前壁 员猿 例
渊员圆援猿豫冤袁前壁 垣 下壁 缘 例渊源援苑豫冤袁前壁 垣 高侧壁 缘
例渊源援苑豫冤袁前间隔 源 例渊猿援愿豫冤袁下壁 垣 后壁 垣 右室
源 例渊猿援愿豫冤袁下壁 垣 右室 猿 例渊圆援愿豫冤袁前间隔 垣 下
壁 员 例渊园援怨豫冤袁广泛前壁 垣 下壁 圆 例渊员援怨豫冤袁后壁
员 例渊园援怨豫冤遥
老年组 杂栽耘酝陨 者 怨远 例渊愿缘援苑豫冤遥 其中袁单纯前
壁 心 肌梗 死 圆源 例 渊圆员援源豫冤袁 下壁 垣 后 壁 员怨 例
渊员苑援园豫冤袁单纯下壁 员苑 例渊员缘援圆豫冤袁广泛前壁 远 例
渊缘援源豫冤袁 下壁 垣 右室 远 例 渊缘援源豫冤袁 前间隔 远 例
渊缘援源豫冤袁前壁 垣 下壁 缘 例渊源援缘豫冤袁前壁 垣 下壁 垣 右
室 猿 例渊圆援苑豫冤袁前壁 垣 高侧壁 猿 例渊圆援苑豫冤袁前间隔 垣
下壁垣后壁 圆 例 渊员援愿豫冤袁 下壁 垣 后壁 垣 右室 圆 例
渊员援愿豫冤袁广泛前壁垣下壁垣高侧壁 员 例渊园援怨豫冤袁后壁 员
例渊园援怨豫冤袁高侧壁 员 例渊园援怨豫冤遥
两组相比袁梗死部位无明显差异遥两组梗死累及
的心室壁亦未见明显差异渊表 圆冤遥
圆援猿 心脏结构特征
两组心脏结构特征见表 猿遥 青年组 粤酝陨 患者左
心室收缩末期内径明显较小渊孕 越 园援园圆苑冤遥
圆援源 治疗现况
青年组 粤酝陨 患者发病 渊源圆援缘园 依 怨圆援园园冤皂蚤灶 后
来院袁而老年组来院时间为渊远园援园园 依 员缘园援园园冤皂蚤灶袁
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越 园援员员园冤遥两组的治疗情况
见表 源遥

窑 猿源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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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梗死累及部位比较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灶 蚤灶枣葬则糟贼蚤燥灶 蚤灶增燥造增蚤灶早 憎葬造造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梗死累及部位
前壁
广泛前壁
下壁 辕 后壁
右室
累及单个部位
累及多个部位

青年组渊灶越怨苑冤
缘猿渊缘源援远源冤
员缘渊员缘援源远冤
源苑渊源愿援源缘冤
苑渊苑援圆圆冤
远员渊远圆援愿怨冤
猿远渊猿苑援员员冤

咱灶渊豫冤暂
老年组渊灶越怨远冤
源圆渊源猿援苑缘冤
苑渊苑援圆怨冤
缘远渊缘愿援猿猿冤
员员渊员员援源远冤
缘缘渊缘苑援圆怨冤
源员渊源圆援苑员冤

前壁包括累及单纯前壁尧广泛前壁者曰下壁 辕 后壁包括累及下壁

或后壁或均累及者遥

表猿
栽葬遭造藻 猿

两组间心脏结构功能的比较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灶 糟葬则凿蚤葬糟 责葬则葬皂藻贼藻则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青年组渊灶越愿园冤
猿源援源员 依 苑援园远 鄢
缘圆援怨源 依 缘援愿远
员愿援怨愿 依 缘援远远
缘源援源怨 依 员猿援圆苑

参数
蕴灾耘杂凿
蕴灾耘阅凿
砸灾凿
蕴灾耘云

老年组渊灶越愿园冤
猿远援源怨 依 员园援圆缘
缘猿援源缘 依 远援愿源鄢
员愿援园猿 依 缘援员愿
缘园援远源 依 员源援苑圆

与老年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蕴灾耘杂凿院左室收缩末期内径曰蕴灾耘阅凿院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曰砸灾凿院右心室内径曰蕴灾耘云院左室射血分数遥

表源
栽葬遭造藻 源

两组间治疗方案的比较

栽澡藻 糟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灶 贼澡藻则葬责藻怎贼蚤糟 则藻早蚤皂藻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治疗方案
普通药物治疗
单纯溶栓治疗
急诊 孕栽悦粤
单纯择期介入治疗
溶栓垣择期介入治疗

咱灶渊豫冤暂
青年组渊灶越员园远冤
猿远渊猿猿援怨远冤鄢鄢
猿员渊圆怨援圆缘冤鄢鄢
园员渊园援怨源冤
圆猿渊圆员援苑园冤
员缘渊员源援员缘冤鄢

老年组渊灶越员员圆冤
苑苑渊远愿援苑缘冤
员源渊员圆援缘园冤
员渊园援愿怨冤
员远渊员源援圆怨冤
源渊猿援缘苑冤

与老年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袁鄢鄢孕 约 园援园员遥 孕栽悦粤院经皮冠状动脉腔内

血管成形术遥

猿 讨

论

青年人袁尤其在 源园 岁以下的人群中袁粤酝陨 发生
率较低袁 本研究纳入单中心 员园 年内所有发生 粤酝陨
的青年患者总计 员园愿 例袁分析发现约近半数青年 粤鄄
酝陨 患者无明显诱因袁缘猿豫的患者梗死可累及前壁袁
左室收缩末期内径明显较小袁溶栓治疗率明显较高遥
目前大多数研究并未就 源园 岁以下人群的发病
诱因行详细研究遥 本研究中 源远援圆猿豫的青年组患者发
病前无明确诱因袁这提示即使对于 源园 岁以下的青壮
年人群袁也应定期体检袁关注严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
风险遥 与老年人相比袁劳累尧熟睡诱发 粤酝陨 的几率较
小袁而饮酒是青年人 粤酝陨 独特的诱发因素遥 另外袁有
苑 例青年 粤酝陨 患者发病前有暴饮暴食情况袁起病时
间往往在晚餐后遥 这可能与当代青年人不良的生活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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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关袁也提示年轻人应该尽量减少饮酒尧暴饮暴
食等不良生活习惯遥
在本研究中袁 两组均以 杂栽耘酝陨 多见袁 青年组
杂栽耘酝陨 达 怨员援缘豫袁但两组间无显著差异遥 粤造鄄运澡葬凿则葬
等咱员园暂的研究发现 源缘 岁以下人群中 怨圆援猿豫为 杂栽耘酝陨袁

这与本文的结果相似遥 另外本研究发现 缘源援远源豫的
青年组患者左室前壁受累渊不包括前间隔冤袁而 栽葬贼造蚤
等咱圆暂发现 猿缘 岁以下 粤酝陨 人群中 远缘豫的梗死部位累

及左室前壁袁这与前期研究中 缘愿援愿圆豫的青年组患者
冠脉病变以单支病变为主相符合咱员暂袁但本研究结果中
该比例相对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未将前间隔受累纳
入前壁受累组袁 也有可能因为与 栽葬贼造蚤 等的研究中纳
入人群不一样所致遥 宰燥灶早 等咱远暂发现 源缘 岁以下新加坡
汉族人群中 猿源援缘豫的患者梗死部位累及左室前壁袁这

可能与年龄尧 地域差异都有一定的关系遥 而 粤造鄄
运澡葬凿则葬 等咱员园暂的研究发现 源缘 岁以下人群中 缘缘援源豫的
前壁受累袁与本研究高度一致遥青年 粤酝陨 多因冠脉狭
窄尧堵塞所致袁但仍有达 猿园豫的患者冠脉解剖正常袁
可能与冠脉持续痉挛有关咱圆暂遥 本研究发现青年人左
室收缩末期内径明显减小袁 左室射血分数也有增大
的趋势袁这也提示青年人基础心功能好袁如积极抢救
则成功率高遥
本研究中青年组积极治疗渊包括溶栓治疗尧溶栓
治疗垣择期支架植入治疗冤率明显较老年组高袁而老
年组普通药物治疗率高遥 这一方面可能因为青年人
是社会的主要劳动者尧家庭的顶梁柱袁其临床症状典
型袁诊断容易曰另一方面可能因为青年人基础疾病较
少袁积极抢救成功率高袁故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家属
都更倾向于积极治疗遥 而老年人则因其多脏器功能
差尧易发生感染尧心功能差尧无痛性心肌梗死等袁导致
从症状出现到寻求医疗救助时间较长袁 往往错过最
佳治疗时间袁 或因为家庭经济能力有限而导致积极
治疗较少袁 或是因为老年人禁忌证较多而不宜进行
积极治疗遥但在我们所调查的医院袁即使青年人治疗
积极袁 大多以溶栓治疗和择期支架植入为主袁 急诊
孕悦陨 很少袁这与指南要求和推荐的野建立急诊绿色通
道尧急诊 孕悦陨冶治疗理念仍有较大差距 咱员员暂袁也提示部
分医院需要进一步加强贯彻学习指南规范化治疗方
案袁加强心内科急诊介入队伍的建设与发展遥
总而言之袁青年 粤酝陨 患者近半数无明确的发病
诱因袁但需限酒尧改善生活方式以减少 粤酝陨 发生遥 青
年人 粤酝陨 多累及前壁袁心脏结构功能较好袁其治疗
明显较老年人积极袁 但与当前指南推荐尚有较大差
距袁尚需进一步规范尧加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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