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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袖带法缺血训练对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心肌缺血及左心室功能的影响。
方法 将 52 例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随机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各 26 例，2 组均给予药物治疗，在此基

础上对训练组患者训练 6 个月。于训练前后抽取患者外周血，ELISA 法检测外周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的浓

度，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SPECT 仪检测心肌灌注，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心室功能。结果 训练组经 6 个月训练，

VEGF 浓度明显高于训练前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对照组训练前后 VEGF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VEGF 浓度与 SPECT 总静息评分( SＲS) 高度负相关。训练组经 6 个月训练，SPECT SＲS 低于训练前及

对照组，LVEF、6min 步行试验均高于训练前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对照组训练前后 SPECT SＲS、
超声心动图 LVEF 及 6min 步行试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训练组训练时心率及血压未见明显变化，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袖带法缺血训练可显著改善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患者的心肌缺血，

进而改善患者的左心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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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cuff ischemia training on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cardiac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single-vesse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Methods 52 patients with chronic total occlu-
sion of single-vesse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aining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of 26 case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dical treatment，the patients in training group performed six-months training． Vascular
endothealial growth factor( VEGF)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 was used to evaluate myocardial perfusion，ultrasonic cardiogram was used to evaluate left ven-
tricular function． Ｒesults After six months of training，the VEGF concentration of trainin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raining and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1) ; the VEGF concentration differ-
e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 The VEGF concentration and total resting
SPECT score( SＲS) had a high negative correlation． After six months of training，the SPECT SＲS of training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training and control group，LVEF，6min walk test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training and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1) ; The difference of SPECT SＲS，echocardiography LVEF and 6min walk test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in control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 The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in control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s，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 Con-
clusion Cuff ischemia training may promote myocardial perfusion and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total
occlusion of single-vesse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Key words】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Myocardial ischemia; Collateral circulation; Ventricular function; Ischemia training

冠状动脉疾病( 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 是目前危害健

康的主要疾病，慢性冠状动脉完全闭塞在 CAD 中很常见，占冠

脉造影检查确诊的冠心病患者的 20% ～ 40%［1］，是动脉粥样

硬化病变进一步发展成严重狭窄病变的终末阶段，目前对其治

疗手段主要有药物治疗、介入治疗及外科治疗等。但由于血栓

的机化、钙化明显，PCI 手术者无法了解闭塞病变的长度及远

端血管走向，因此手术成功率较低，还有手术时间长，并发症发

生率高，患者及操作者接受射线量较多，年龄大基础疾病多不

能耐受，消耗器材较多，经济 负 担 大，且 术 后 再 狭 窄 率 高 达
45% ～74%［2］，开胸手术治疗创伤大、再狭窄等问题，其治疗的

风险及收益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目前是临床治疗的难点。近

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基础实验认为肾、小肠、四肢等短暂缺血可

对心脏产生保护作用［3-5］。本文旨在对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

全闭塞病变患者行袖带法缺血训练，改善缺血心肌灌注，进而

改善左心室功能。现报道如下。

·1·临床合理用药 2016 年 8 月第 9 卷第 8A 期 Chin J of Clinical Ｒational Drug Use，August 2016，Vol. 9 No. 8A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10 月 － 2015 年 8 月我院收治的

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 52 例，男 34 例，女 18
例; 年龄( 62． 9 ± 9． 3) 岁; 左前降支( LAD) 闭塞 32 例，左回旋

支( LCX) 闭塞 9 例，右冠状动脉( ＲCA) 闭塞 11 例。采用随机

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各 26 例。入选标

准: ( 1) 冠状血管造影术证实有单支血管完全闭塞; ( 2) 闭塞时

间大于 3 个月; ( 3) 近 3 个月未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 4) 纽约心

脏病协会功能分级小于 4 级。排除标准: ( 1 ) 先天性心脏病、
心脏瓣膜病; ( 2) 室性心动过速、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 ( 3)

未控制的高血压; ( 4) 各种肿瘤及身体不能耐受者。所有患者

均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 组患

者在年龄、临床特征包括危险因素、狭窄血管的分布、用药情况

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具有可比

性，见表 1。
表 1 2 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 珋x ± s)

项目
训练组

( n = 26)
对照组

( n = 26)
年龄( 岁) 63． 5 ± 7． 6 62． 2 ± 10． 5
性别( 男 /女) 18 /8 16 /10
BMI 指数( kg /m2 ) 21． 2 ± 1． 2 21． 1 ± 1． 3
左心室射血分数( % ) 52． 6 ± 2． 4 53． 3 ± 2． 3
闭塞血管( LAD /LCX /ＲCA) 17 /4 /5 15 /5 /6
高血压 21( 80． 8) 20( 76． 9)
糖尿病 12( 46． 2) 10( 38． 5)
高血脂 19( 73． 1) 21( 80． 8)
吸烟 13( 50． 0) 11( 42． 3)

1． 2 研究方案和标本采集 2 组患者均应用 6 个月常规药物

治疗，训练组患者同时进行 6 个月的训练。2 组于 6 个月前后

均抽取患者 5ml 外周血注入分离胶促凝管中，静置 20min 后以

2000r /min 速度离心 10min，取血清分装标记后放置 － 80℃ 冰

箱保存待检。
1． 3 袖带法缺血训练方案 用台式血压计先测量患者上肢血

压，放松休息，然后将袖带压力调整高于收缩压 10mmHg，阻断

上肢血流，触摸不到脉搏，持续 1min，再完全放气松开 1min，如

此反复 5 个循环为一次训练，上下午各一次训练，每周训练

5d，训练 6 个月。
1． 4 ELISA 法检测 VEGF 浓度 采用 ELISA 试剂盒( Cloud-
Clone Corp 公司) 进行血清 VEGF 的检测。试剂和标本缓慢均

衡至室温( 20℃ ) 30min。各个孔中加入样本并温育 30min。然

后用洗涤液洗板 4 次后加入酶标工作液 50μl，37℃恒温箱温育

30min。再用洗涤液洗板 4 次后加入 50μl 显色液 A、B，37℃显

色 15min。用酶标仪测量每个 OD 值转换成 VEGF 浓度。
1． 5 心脏彩超 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仪( Philips 公司) IE33，

S5 － 1 探头，频率 1 ～ 3MHz，所有患者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检测

LVEF。
1． 6 SPECT SPECT( GE 公司) 所有患者行心肌灌注断层显

像用99Tcm-MIBI，前 1d 停用各种血管扩张药，静脉注入灌注显

像剂，休息 60min 后扫描。图像分析和判读标准由两位核医学

科医师分别进行，将心肌断层图像应用 17 节段的左室评分模

型进行分析，各个节段均采用 4 分计数方法，分数越高心肌缺

血越严重。
1． 7 6min 步行试验 在医院走廊标出 50m 距离，让患者来回

走动，步伐快慢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观测者记录下患者不适，

每 2 分钟提示剩余时间，患者难以承受时应休息或结束测试，

结束后记录患者步行的距离。
1． 8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7．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对所得数据进行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条件者，计量资

料以 珋x ± s 表示，计数资料以率(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及 χ2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不能满足要求者则采用非参数检验，相关分析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P ＜ 0． 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VEGF 浓度 训练前 2 组患者外周血 VEGF 浓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经 6 个月训练，训练组 VEGF 浓度明

显高于训练前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 对

照组训练前后 VEGF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见

表 2。
表 2 2 组 VEGF 浓度比较 ( 珋x ± s，pg /ml)

组别 例数 训练前 训练后
训练组 26 83． 51 ± 8． 33 118． 60 ± 9． 07* #

对照组 26 85． 98 ± 8． 54 89． 01 ± 10． 60

注: 与训练前比较，* P ＜ 0． 05; 与对照组训练后比较，#P ＜ 0． 01

2． 2 VEGF 浓度与 SPECT 总静息评分( SＲS) 相关性 根据患

者 VEGF 浓度与 SPECT SＲS 进行相关性分析，r = － 0． 904，双

侧 Spearman 检验 P ＜ 0． 01，可见 VEGF 浓度与 SPECT SＲS 高度

呈负相关。见图 1。

图 1 VEGF 浓度与 SPECT 的 SＲS 负相关性

2． 3 SPECT SＲS、超声心动图 LVEF 及 6min 步行试验 训练

前 2 组患者 SPECT SＲS、超声心动图 LVEF 及 6min 步行试验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经 6 个月训练，训练组 SPECT
SＲS 低于训练前及对照组，LVEF、6min 步行试验均高于训练前

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 对照组训练前后

SPECT SＲS、超声心动图 LVEF 及 6min 步行试验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3。
表 3 2 组训练前后 SPECT SＲS、超声心动图 LVEF 及

6min 步行试验比较 ( 珋x ± s)

组别 时间
SPECT SＲS

( 分)
超声心动图
LVEF( % )

6min 步行试
验( m)

训练组 训练前 13． 18 ± 1． 45 52． 63 ± 2． 39 347． 53 ± 6． 66
( n = 26) 训练后 7． 34 ± 1． 46* # 61． 68 ± 3． 82* # 433． 64 ± 16． 93* #

对照组 训练前 13． 00 ± 2． 14 53． 34 ± 2． 33 347． 88 ± 8． 69
( n = 26) 训练后 11． 79 ± 3． 94 53． 60 ± 2． 07 351． 43 ± 8． 57

注: 与训练前比较，* P ＜ 0． 05; 与对照组训练后比较，#P ＜ 0． 01

2． 4 训练时心率及血压的变化 训练组训练时心率及血压未

见明显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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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训练组训练时心率及血压变化 ( 珋x ± s)

项目 静息时 训练时 t 值 P 值
心率( bpm) 71． 27 ± 5． 16 71． 46 ± 5． 97 － 0． 41 0． 686
收缩压( mmHg) 131． 85 ± 6． 89 133． 88 ± 8． 33 － 0． 10 0． 329
舒张压( mmHg) 84． 81 ± 6． 50 83． 62 ± 6． 56 0． 83 0． 416

3 讨 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CAD 在我国越来越多，而慢性冠状动脉

完全闭塞占冠脉造影检查确诊的冠心病患者的 20% ～ 40%，

其中单支慢性完全闭塞占多数。目前临床上主要治疗方法有

经皮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治 疗 (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及 冠 动 脉 旁 路 移 植 术 (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等，可使部分患者的临床症状和预后有明显改善，但亦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除相当一部分患者不具备接受这些治疗

的条件外，行 PCI 或 CABG 的成功率较低，研究显示闭塞 ＞ 3
个月者行 PCI 成功率 45% ～64%［6］，CABG 术创伤大或有冠状

动脉病变的恶化，更重要的是术后再狭窄，其治疗的风险及收

益近来越来越受到关注，是目前临床治疗的难点。
缺血预适应最初见于对动物心脏的研究，1986 年 Murry 在

实验中在狗心梗模型中多次短暂反复结扎冠脉左前降支，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心脏梗阻面积明显减少［7］。近年来许多学者通

过基础实验认为肾、小肠、四肢等短暂缺血可对心脏产生保护

作用，特别是肢体经长期、反复、无损伤缺血，刺激 VEGF 浓度

增加，促进侧支循环生成改善缺血心肌灌注，实现“生物搭桥”
是研究的热点［8-9］。VEGF 是目前特异性最强的一种促进血管

生长因子，在缺血心肌侧支循环生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10］。
本文中，训练组患者经 6 个月的训练，VEGF 浓度显著增加，这

与以往试验结果相符，SPECT SＲS 明显改善，提示袖带法缺血

训练可促进缺血心肌灌注，使冬眠心肌部分或全部恢复功能，

进而训练组患者 LVEF 提升，即心室射向动脉的血量增多，心

肌泵功能改善，同时 6min 步行距离增加，反映训练组患者日常

生活状况改善，而对照组 6 个月前后均无明显差异。有试验表

明等长收缩运动促进患者急性冠状动脉闭塞时侧支血流募集

及可诱导冠心病患者外周血 VEGF 浓度升高，但同时引起心率

增快及血压升高［11］，而本结果显示，袖带法缺血训练并未引起

心率增快及血压升高。
综上所述，袖带法缺血训练可为无法行 PCI 或 CABG 治疗

的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提供一个经济、有效、
无不良反应的方法，改善缺血心肌灌注，进而改善患者左心室

功能的作用，避免主动等长收缩训练带来的血压和心率的应激

反应，减少风险。此次分析了单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

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将多支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

患者及轻中度冠脉狭窄的患者继续纳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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