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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素对急性心肌梗死PCI术后患者心肌形变能力、
血浆NT-proBNP的影响及安全性分析
胡立涛1，谢伟1，徐云丛2
【摘要】目的 探讨新活素对急性心肌梗死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患者心肌形变能力、
血浆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的影响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于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行PCI的86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予以单硝酸异山
梨酯注射液治疗）与观察组（予以新活素治疗），各43例，对照组于术后1 h内予以单硝酸异山梨酯注射
液治疗，25 mg+0.9%氯化钠注射液250 ml，静脉滴注，1/d。观察组于术后1 h内予以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
肽治疗，予以1.5 μg/kg静脉推注，随后以0.0075 μg/（kg·min）的速度对患者持续泵入。疗程为3 d。对
比术前、术后即刻、术后1个月的NT-proBNP、C-反应蛋白（CRP）、左室室壁运动指数（LVWMSI）、
舒张晚期峰值应变率（SRa）、舒张早期峰值应变率（SRe）、收缩期峰值应变率（SRs）、左室射血分
数（LVEF）、左室收缩末期容积指数（LVESVI）、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LVEDVI）。观察不良反
应情况，包括低血压、一过性血肌酐升高、高氮血症等，以及出院3个月内的心脏事件发生率，包括心
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心肌再梗死、心源性死亡等。结果 两组在性别、年龄、发病至就诊时间、心
功能分级、糖尿病史、高血压史、高脂血症史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
术后即刻，两组LVWMSI、SRa、SRe、SRs、LVEF、LVESVI、LVEDV、NT-proBNP、CRP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观察组的LVWMSI、LVEDVI、NT-proBNP、CRP低于对照组，而
SRa、SRe、SRs、LVEF、LVESVI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各出现1例，而对照组心力衰竭出现3例、
恶性心律失常、心肌再梗死及心源性死亡各出现2例，观察组心脏事件总发生率4.65%低于对照组心脏事
件总发生率20.93%（P＜0.05）。结论 新活素用于急性心肌梗死PCI后患者中有利于改善心肌形变能力
和降低NT-proBNP表达量，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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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safety of Lyophilized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on cardiac deformability, plasma NT-proBNP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undergoing PCI.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ho underwent PCI i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Wuhu from May 1, 2018, to November 30, 2020,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Isosorbide Mononitrate Injection, n=43)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treated with Lyophilized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43).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sosorbide Mononitrate
Injection, 20 mg + 0.9%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250 ml, intravenously, one time/day within one h after oper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Lyophilized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y injection
within one h after surgery, followed by a 1.5 μg/kg IV bolus followed by 0.0075 μg/ (kg·min) with the belly
continuously pumped to the patient. Treatment duration was 3 d.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proBNP),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ft ventricular wall motion index (LVWMSI), late diastolic peak strain rate
(SRA), early diastolic peak strain rate (SRE), peak systolic strain rates (SRS),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volume index (LVESVI), and 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 index (LVEDVI)
were compared before, immediately after, and one month after surgery.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hypotension, transient serum creatinine elevation, hyperazotemia, and cardiac event rates within three months of
discharge, including heart failure, malignant arrhythmia, reinfarction, and cardiac death. Results There we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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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general data such as gender, age, onset to door time, cardiac
function grade, diabetes mellitus history, hypertension history, hyperlipidemia history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vwmsi, SRA, SRE, SRS, LVEF, LVESVI, LVEDV, NT proBNP and CR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operation and immediately after operation (P>0.05); At one month after surgery, lvwmsi, LVEDVI,
NT-proBNP, and CRP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whereas SRA, SRE, SRS,
LVEF, and LVESVI were higher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adverse
effec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ne case of heart failure and malignant
arrhythmia occurr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contrast, three cases each of heart failure and two cases each of
malignant arrhythmia, reinfarction, and cardiac death occurr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verall cardiac event
rate of 4.6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overall cardiac event rate of 20.9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Lyophilized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fter PCI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myocardial deformability 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 of NTproBNP, and has high safety.
[Key words] Lyophilized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PCI;
Myocardial deformability; NT-proBNP; Safety

急性心肌梗死（AMI）是导致心力衰竭（心
衰）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心衰又是导致患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经分析发现AMI的发生能促使心脏
功能和血流动力学改变，通过激活神经内分泌
系统，导致心室重构及心功能恶化。故在治疗
该病时不仅需要恢复冠状动脉（冠脉）血流，
还需保护心功能和减少心肌梗死面积 [1,2] 。经皮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为临床治疗AMI的首
选方法，其特点为及时、充分开通血管，创伤
小、再通率高。但在PCI中如何保护患者的心功
能和减少心肌坏死面积，一直是临床医生研究的
重点及热点。有学者建议采用新活素（冻干重组
人脑利钠肽）治疗，但临床上对于其作用机制
阐述较少，且不了解其对心肌形变能力、血浆N
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的影响。其中，
心肌形变能力受心室重构影响，在其作用下不仅
会使心功能下降，还会拉长心肌梗死后的缺血区
域，导致心肌形态异常，譬如舒张晚期峰值应
变率（SRa）、舒张早期峰值应变率（SRe）、
收缩期峰值应变率（SRs）、左室室壁运动指数
（LVWMSI）指标异常改变。故本次选取86例
行PCI的AM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新活
素对AMI的PCI后患者心肌形变能力、血浆NTproBNP的影响及安全性。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11月
30日于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86例行PCI治
疗的AMI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43例。诊断标准：
符合“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
南” [3]中的诊断标准，经心电图检查确诊，即显
示ST段提高≥0.02 mV。纳入标准：①胸痛时间
≥30 min，含服硝酸甘油不能缓解；②自愿参加
本次研究；③发病至PCI治疗时间＜12 h；④符合

行PCI手术指征。排除标准：①合并凝血功能障
碍；②合并严重心律失常。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发病12 h内行PCI，
手术治疗前患者嚼服阿司匹林300 mg/d，替格瑞
洛180 mg/d。行PCI过程中为患者应用常规剂量
肝素，且将ACT控制在250~300 s；随后根据患
者具体情况应用盐酸替罗非班（先在3 min内以
10 μg/kg剂量行静脉弹丸式注射，而后将剂量控
制在0.15 μg/（kg·min）静脉滴注）和多巴胺
（剂量1~5 μg/kg，行静脉滴注，共滴注72 h）。
其中，对照组于术后1 h内予以单硝酸异山梨
酯注射液（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56861，规格为25 mg）治疗，25 mg+0.9%氯
化钠注射液250 ml，静脉滴注，1/d。观察组于术
后1 h内予以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成都诺迪康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S20050033，商品名
新活素，规格0.5 mg/500 U）治疗，先予以1.5 μg/kg
静脉推注，随后以0.0075 μg/（kg·min）的速度持
续泵入。疗程为3 d。
1.3 随访及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接受为期6个月
的随访，随访方式以门诊复查为主，分别指导患
者出院后1个月、3个月、6个月回院复查。①对
比两组患者的术前、术后即刻、术后1个月的NTproBNP、C反应蛋白（CRP）、LVWMSI、SRa、
SRe、SRs、左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收缩
末期容积指数（LVESVI）、左心室舒张末期容
积指数（LVEDVI）。分别于上述时间点采集患
者空腹静脉血3 ml，经离心处理后，采用免疫荧
光法检测NT-proBNP；采用ELISA法检测CRP。
同时采用GE VIvid7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检测心肌
形变能力，于胸骨旁左心室长轴和心尖四腔切面
上测量LVEF、LVESVI、LVEDVI，随后在组织速
度图（TVI）模式下，采集3个完整心动周期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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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图片，储存硬盘后启动应变率成像软件分析，
且采用同步心电图划分收缩期和舒张期，将取样
点置于左心室各壁中部内膜下肌层，分析应变
率曲线，测量SRa、SRe、SRs，计算LVWMSI：
LVWMSI=各节段室壁积分之和/参与积分室壁节段
数，以室壁运动正常计1分，运动减弱计2分，运
动消失计3分，反常运动计4分。②观察两组患者
用药期间的不良反应，包括低血压、一过性血肌
酐升高、高氮血症等。③观察两组出院3个月内
的心脏事件发生率，包括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
常、心肌再梗死、心源性死亡等。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数据采用SPSS 22.0软件分
析。计量资料用平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
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心肌形变能力比较 术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发病至就诊时间（h）
Killip分级（n，%）
Ⅰ级
Ⅱ级
Ⅲ级
糖尿病史（n，%）
高血压史（n，%）
高脂血症史（n，%）

观察组
（n=43）
64.52±2.32
22（51.16）
4.25±1.30
23（53.49）
12（27.91）
8（18.6）
12（27.91）
15（34.88）
10（23.26）

对照组
（n=43）
64.54±2.30
20（46.51）
4.28±1.32
24（55.81）
9（20.93）
10（23.26）
13（30.23）
12（27.91）
12（27.91）

χ2/t值 P值
0.040
0.186
0.106
0.672
0.056
0.486
0.244

0.968
0.666
0.916
0.709
0.812
0.486
0.621

表2 两组心肌形变能力比较
项目

分组

LVWMSI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SRa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SRe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SRs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观察组
（n＝43）
2.15±0.37
1.98±0.28a
1.72±0.19b
0.80±0.05
0.93±0.10a
1.06±0.17b
0.78±0.06
0.93±0.11a
1.09±0.23b
0.34±0.07
0.40±0.12a
0.85±0.16b

对照组
（n=43）
2.18±0.36
1.95±0.31a
1.62±0.11b
0.81±0.06
0.91±0.12a
1.40±0.24b
0.80±0.04
0.90±0.14a
1.56±0.32b
0.32±0.05
0.42±0.10a
1.02±0.21b

t值

P值

0.381
0.471
0.297
0.084
0.840
7.581
1.819
1.105
7.821
1.525
0.840
4.222

0.704
0.639
0.004
0.404
0.404
＜0.001
0.073
0.272
＜0.001
0.131
0.404
＜0.001

注：LVWMSI：左室室壁运动指数；SRa：舒张晚期峰值应变率；
SRe：舒张早期峰值应变率；SRs：收缩期峰值应变率；与同组术前
比较，aP＜0.05；与同组术1个月比较，bP＜0.05

前、术后即刻，两组LVWMSI、SRa、SRe、SRs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
个月，观察组的LVWMSI低于对照组，而SRa、
SRe、SRs均高于对照组（P＜0.05），表2。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心功能比较 术前、术后即
刻，两组LVEF、LVESVI、LVEDVI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观察组的
LVEF、LVESVI均高于对照组，LVEDVI低于对照
组（P＜0.05），表3。
2.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NT-proBNP、CRP比
较 术前、术后即刻，两组NT-proBNP、CRP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个月
时，观察组的NT-proBNP、CRP低于对照组（P
＜0.05），表4。
2.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
生率与对照组相同（P＞0.05），表5。
2.6 两组患者出院期间心脏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心

表3 两组心功能比较
项目
LVEF（%）

LVESVI（ml/m2）

LVEDVI（ml/m2）

分组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观察组（n=43）
39.74±4.05
41.42±5.18a
52.32±7.02
55.71±10.02
52.85±8.49
35.25±5.21b
89.41±15.62
86.31±10.24
68.25±5.34b

对照组（n=43）
39.26±4.01
41.39±5.21a
59.69±8.25
55.66±9.98
52.82±8.52
26.35±2.69b
88.79±16.02
86.25±10.25
54.16±3.65b

t值
0.552
0.027
4.461
0.023
0.006
9.953
0.182
0.027
14.284

P值
0.582
0.979
＜0.001
0.982
0.987
＜0.001
0.856
0.978
＜0.001

注：LVEF：左室射血分数；LVESVI：左室收缩末期容积指数；LVEDVI：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与同组术前比较，aP＜0.05；与同
组术1个月比较，bP＜0.05
表4 两组NT-proBNP、CRP比较
项目
NT-proBNP（ng/L）

CRP（mg/L）

分组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术前
术后即刻
术后1个月

观察组（n=43）
1852.32±185.62
1025.42±152.25a
859.65±72.25b
25.52±7.85
17.17±4.36a
9.89±3.25b

对照组（n=43）
1847.52±186.02
1025.36±152.32a
625.32±35.65b
25.77±7.91
17.25±4.32a
5.45±2.02b

t值
0.120
0.002
19.072
0.147
0.085
7.608

注：NT-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CRP：C反应蛋白；与同组术前比较，aP＜0.05；与同组术1个月比较，bP＜0.05

P值
0.905
0.999
＜0.001
0.883
0.93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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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分析（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n
43
43
-

低血压
1（2.33）
0（11.63）
-

一过性血肌酐升高
0（0.00）
2（4.65）
-

高氮血症
0（0.00）
0（0.00）
-

总发生率
1（2.33）
2（4.65）
0.345
0.557

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心肌再梗死、心源性死
亡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表6。
3 讨论
既往研究[4]显示，行PCI治疗AMI能有效降低
患者心肌再梗死率、死亡率及休克发生率。尽管
上述方法治疗AMI能起到较好的血管再通效果，
但在心肌损伤方面无改善作用。有研究[5,6]指出，
AMI患者心室肌细胞凋亡及死亡与体内的炎性因
子大量释放和应激反应增强有关，均会引起心力
衰竭和心室重构。在CRP等炎症因子分析中，发
现两组术后即刻的表达量相对比正常人高。由此
可见炎症反应会进一步加剧心肌损伤。其中，该
指标是炎症反应的敏感指标，既能促进局部黏膜
因子的表达，又可降低内皮一氧化氮（NO）生
物利用度。而心室重构是临床评估AMI患者发生
心脏事件的重要标志。相关文献 [7]报道，当AMI
患者出现进展性心室重构，随之而来的是心功能
降低，且影响疾病预后。针对该说法，本文推测
可能是因心室重构能进一步增加心肌负荷，使心
肌梗死区不成比例的变薄及拉长 [8,9] 。在此情况
下，正确评估患者心肌形变能力意义重大，为治
疗及预后判断提供客观依据。
超声心动图是临床评估心肌形变的重要方
法，通过观察局部心肌收缩和舒张情况，计算
和描计心肌运动速度及形变。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术后即刻的LVWMSI、SRa、SRe、SRs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与正常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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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廖康腊等 [10] 研究结果中可见，
AMI组的SRa、SRe、SRs低于对照组，证实了上
述说法的可靠性。有学者 [11] 表示，NT-proBNP
水平可反映AMI严重程度及范围，即心肌缺血、
坏死均会引起心室壁张力增加和心室重构，导
致NT-proBNP分泌量上调，故将其作为量化心
肌缺血、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基于上述指
标，发现两组患者术后即刻 NT-proBNP表达量
对比无统计学差异，但经相应治疗后其表达量
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尤其是观察组，无论是
NT-proBNP含量，还是心肌形变能力，其改善
程度均优于对照组，经分析可能与新活素治疗
有关。该药物是一种具有脑利钠肽生物活性的
制剂，用于治疗AMI能起到改善心肌微循环供
血和减轻心脏前后负荷的作用 [12-14] 。另外，还
有改善心功能的作用 [15]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术后1个月的LVEF、LVESVI高于对照组，而
LVEDVI低于对照组。分析可能是新活素能与平
滑肌鸟苷酸环化酶和血管内皮细胞偶联后受体
结合，通过提高细胞内环磷酸鸟苷浓度，舒张
平滑肌和扩张动静脉，改善心功能[16,17]。此外，
该药物能弥补机体内源性脑钠肽（BNP）的不
足，从而更好地抵抗炎症因子和应激反应带来
的心脏结构改变 [18] 。同时安全性高，无严重不
良反应，即观察组在用药期间仅出现1例低血
压，经相应干预后血压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新活素用于AMI患者行PCI后患者
中效果显著，既能改善心肌形变能力和心功能，
又能降低NT-proBNP表达量。但对于远期心肌形
变能力、心功能及血浆NT-proBNP的作用仍需进
一步观察，加之样本量较小，需扩大样本展开更
深的研究。

表6 两组出院期间心脏事件发生率（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n
43
43
-

心力衰竭
1（2.33）
3（6.98）
-

恶性心律失常
1（2.33）
2（4.65）
-

再梗死
0（0.00）
2（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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