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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人中七成是不穩定性冠心病

世界衛生組織將冠心病分爲5大類：無症
狀心肌缺血(隱匿性冠心病)、心絞痛、心肌梗
死、缺血性心力衰竭(缺血性心髒病)和猝死5
種臨床類型。臨床中常常分爲穩定性冠心病和
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也就是常說的穩定性冠
心病和不穩定性冠心病。鼓樓醫院心內科主任
徐標教授告訴記者，穩定性冠心病包括慢性穩
定型的心絞痛，冠脈狹窄程度比較輕的患者，
這類患者預後比較好，在通過用藥物規範治療
之後，較少會發生如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
件。

而不穩定性的冠心病，主要是分爲不穩型
心絞痛（UAP)，ST段擡高型心肌梗死（STEMI），
還有一種非ST段擡高型心肌梗死(NSTEMI)。
由鼓樓醫院主辦的急性冠脈綜合征高峰論壇，
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專門探討這種不穩定性
的冠心病的診療新技術。

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是冠心病中較嚴重
的類型，是以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破裂或糜
爛，繼發完全或不完全閉塞性血栓形成爲病理
基礎的一組臨床綜合征。通俗地說，就是積聚
在心髒冠狀動脈內膜的動脈硬化斑塊像火山
爆發一樣，從這種“火山”內流出的“岩漿”將血
管部分或完全堵塞，導致血流不暢或完全閉
鎖，從而導致心肌缺血缺氧，産生胸悶、胸痛，
嚴重者出現心源性休克等臨床表現。

徐標教授介紹說，據不完全的統計，目前

我國人群當中冠心病發病率已經達到1.5%到
3%，這和人口老齡化，高血壓、糖尿病、肥胖人
群增多等有關。而這其中70%的人群屬於不穩
定性的冠心病。
平時無症狀，一發作就表現爲猝死

徐標教授說，過去，年輕人發生心梗等急
性冠脈綜合征是比較少見的，但近年來卻顯著
增加。這些患者中，除了一部分病人由於因冠
心病、高血壓、高脂血症、糖尿病、吸煙、肥胖等
原因誘發外，約有50%的患者發病前沒有先兆
表現，也沒有高血壓、冠心病等基礎病史，只是
這些患者生活方式大都不健康，長期處於緊張
的工作和競爭的壓力下，吸煙酗酒，生活、飲食
不規律，身體時常處於疲勞狀態，這些都是導
致心髒意外事件的最大隱患。

而一旦遇到劇烈運動、過度勞累、暴飲暴
食等情況，心源性猝死便可能一觸即發。

“很多心髒病通常毫無症狀，它的症狀就
是心肌梗死表現。我們熟悉的一些心源性猝死
的名人，死亡前基本上都是毫無症狀的，有的
甚至死亡前一天還在外面演出。一發病，不到
半小時就發生死亡。”徐標教授如是說。

高危人群要早期幹預，入院病人先做危險
評估

“醫院的大部分工作是搶救危重的病人，
但是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是在還沒有發生心
肌梗死的時候，就進行幹預；一旦發生心梗，即
使病人被救回來了，但是他今後的生活質量會
大大下降。”徐標教授說，但老百姓通常會想，

我好好的，沒
有心絞痛，幹
嘛要去吃藥，
幹嘛要去接
受那麽多的
檢查？這是最

大的誤區！
建議高危人群，比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壓

高脂血症的人群，除了生活方式要盡快進行調
整，還可以服用一些抗血小板的藥物，比如阿
司匹林，可以預防心梗的發生。

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的人群尤其要提高
警惕，調節好生活節奏，避免過度疲勞，定期進
行身體健康體檢，了解身體狀況，盡早進行健
康幹預。一旦發生胸痛、胸悶、心悸、氣短，持續
不緩解或反複發作，同時伴有全身不適如冷
汗、面色蒼白、乏力、恐懼、惡心嘔吐、瀕死感等
症狀，應及時到大醫院救治。

近幾年來，在不穩定性冠心病的治療的研
究方面，國際上已經取得很多進展。徐標教授
介紹說，剛剛更新的歐洲的指南就強調，不穩
定型心絞痛患者入院後，醫生首先要進行危險
度分層，爲其選擇個體化的治療方案。這是因
爲，不穩定型心絞痛患者臨床表現嚴重程度不
一，主要是由於基礎的冠狀動脈粥樣病變的嚴
重程度和病變累及範圍不同，同時急性“血栓
形成”的危險性不同(例如進展至急性心肌梗
死)。

時間就是心肌，時間就是生命。“過去，這
部分患者入院後，一般要求在72小時內爲其做
血運重建，做血管造影。但是新指南中，對於那
些‘極高危’的患者，要求入院2小時就要做血
管造影，對其病情的危險性進行評估；對於‘高
危’患者，要求在24小時內完成造影。”徐標教
授說，這些都是爲了提高搶救速度和成功率。

算一算， 你患冠心病機率是多少

1、如果您是一位高血壓病者：那麽您將來
患冠心病的機率是正常血壓人的4倍；而且血
壓越是高，機會越多；高血壓長期不服藥、或者
即使服藥了，但是沒有達到理想的控制水平，
10年以後得冠心病的機率幾乎是100%。

2、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者：糖尿病患者冠
心病發病率明顯高於無糖尿病者，血糖越是控
制不理想，發生冠心病的機會越多；如果您的
糖尿病史超過了10年，您冠心病的機率可能超
過50%，如果10年沒有控制好，機率超過70%，
如果您的糖尿病史超過20年，那麽您的冠心病
的機率幾乎100%。

3、如果您是一位血脂異常者：血脂異常者
的冠心病機會明顯多於正常者，尤其是其中的
罪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脂血症引起冠心
病的機會與糖尿病差不多。

4、如果您是一位吸煙者：吸煙除了引起呼
吸系統疾病以外，還會引起血管的損害，吸煙
者比不抽煙者冠心病發病率高5倍左右；10年
的煙齡足以讓一般的煙民患冠心病，20年的煙
齡得冠心病的機率超過70%。

5、如果您家庭有冠心病遺傳史：父母有冠
心病的病人比沒有家族史的患病機率高5倍以
上。

6、如果您是一位體重超標者：尤其是達到
肥胖病的患者，患有冠心病的機會遠遠增加；
40歲以上中度肥胖10年以上，重度肥胖5年以
上得冠心病的機率超過50%。

7、如果您是一位長期飲酒者：尤其是酗酒
者，冠心病的發病率大大增加；如果您大量飲
酒10年以上，得冠心病的機率60%以上，如果
大量飲酒20年以上，機率幾乎100%。

算一算 你患冠心病的機率是多少？

前段時間，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教授
和同行的醫務工作者，在火車上救助了一名
急性冠脈綜合征發作患者，在微信微博上廣
泛傳播，真是滿滿正能量！可是，大家對於急
性冠脈綜合征又了解多少呢？急性冠脈綜合
征也就是俗稱的急性冠心病，包括我們熟知
的急性心肌梗死及不穩定性心絞痛，主要表
現為陣發性的前胸壓迫性疼痛，由於是急性
發作，有1/3的患者往往會因急性心肌缺血
而死亡。

愛上咖啡香
除了味道只因這5大隱秘益處
採摘、烘焙、研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一杯

純咖啡經曆了多道工序。有人提起“咖啡因”就如
臨大敵，認為它會導致失眠、上癮、肥胖等等，避之
不及！

事實上，咖啡對身體健康的傷害並沒有你想
像的這麽嚴重，只要你懂咖啡，其實可以喝出更多
的健康好處。首先，下文所說的咖啡是指純咖啡，
是指不添加牛奶、糖漿或者任何其他物質的咖啡，
與商店裏面的速溶咖啡是不一樣的。純咖啡的熱
量很低，還含有多種營養物質。

一、咖啡為何飽受爭議？

很多人認爲是咖啡中含有大量咖啡
因，喝多了會導致心率過速、睡眠紊亂、
血壓升高等症狀，還可能引起上瘾或肥
胖。而事實上，39飲食編輯收集了相關資
料，發現咖啡因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的前
提是“過量”。咖啡中含有200多種物質，
除了咖啡因，還有蛋白質、單甯酸、纖維
素、生物堿等多種營養成分。因此，把咖
啡和咖啡因劃等號，可就冤枉咖啡了。

而根據英國的一項研究發現，對中
樞神經系統來說，咖啡因是一種刺激物，
經常喝咖啡，身體可能産生輕度依賴。但
這些症狀持續幾天就會消失。我國著名
心血管專家胡大一教授曾與前世界心髒
聯盟主席馬裏奧?馬拉奧等專家合寫過
一本書《咖啡無罪的101個理由》，爲咖啡
平了反。

人們常說的喝咖啡導致肥胖其實是
速溶咖啡惹的禍。嚴格來說，速溶咖啡算
不上咖啡，它的咖啡含量低、添加物多。
速溶咖啡的成分表上常見的成分都是植
脂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二、喝純咖啡健康好處多

1. 增強記憶力 美國高級營養師傑
克林博士表示，適量攝入咖啡因對短時
記憶和長時記憶都有好處，不但可以防
止認知能力下降，還能預防老年癡呆症。

2. 保護心血管 韓國曾經做過一
項測試，通過對2.5萬受試者研究後發
現，每天喝 3杯(每杯約 200 毫升)咖啡
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更低。每天
喝 1杯咖啡的人比不喝咖啡的人因腦
卒中死亡的風險低。

3. 減低患脂肪肝風險 美國哈佛大
學公共衛生學院營養學與流行病學教授
弗蘭克博士在對咖啡的研究中還發現，
喝咖啡可降低患脂肪肝的風險，使自殺
風險降低50%。

4. 降低癌症風險 發表在美國《臨床
腸胃病學與肝髒病學》雜志的一項研究
發現，每天喝咖啡可使患原發性肝癌的
風險降低40%。還有研究稱，經常喝咖啡
可降低女性患卵巢癌的風險。

5. 延長壽命 美國印第安納醫藥大
學兒科教授發表的學術論文顯示，堅持
喝咖啡的人死亡率比普通人低。海南長
壽之鄉澄邁縣盛産咖啡，人均預期壽命
爲77.79歲，這裏的長壽老人都有喝純咖
啡的習慣。

因爲喝咖啡不會影響人們
的注意力和其他高級智力功能，
還因爲它對人體的諸多系統有
好處，所以是最受世界各國人群
歡迎的飲料之一。

現代醫學大量的研究發現，
咖啡含有與綠茶同等數量的抗
氧化劑，因此具有預防癌症和延
緩衰老的作用；咖啡中除了含咖
啡因外，還有蛋白質、脂肪、煙堿
酸、單甯酸、生物堿、鉀、膳食纖
維等200多種物質，其中屬于B
族維生素的煙堿，可以促進人體
消化功能和新陳代謝；咖啡因會
刺激交感神經，提高胃液分泌，
如果在飯後喝幾口，有助消化；
咖啡因可刺激腸蠕動，所以有改
善便秘作用；酒後喝咖啡，可加
快酒精轉變成乙醛的氧化速度，
所以有解酒的功能；咖啡有提神
醒腦、抗憂郁功能，少量的咖啡
可使人精神振奮、心情愉快、緩
解憂郁，適量攝入咖啡對短時記
憶和長時記憶都有好處，有助于
防止認知能力下降，對防止老年
癡呆症、帕金森症也有益。韓國
的研究認爲，每天喝3～5杯(每
杯約200毫升)咖啡的人患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降低；美國哈佛大
學一項針對12.6萬人進行的研
究顯示，常喝咖啡的人患2型糖
尿病的風險較低；咖啡因可加速
脂肪分解，能提高人體消耗熱量
的速率，使人體的新陳代謝率增
加百分之三至四，適量飲用，有
減肥效果。

但是喝咖啡也不是只有好
處，因咖啡因具有很好的利尿效
果，如果長期且大量喝咖啡，容
易造成骨質流失，誘發骨質疏松
(每天喝3杯以下，每杯10克咖
啡，就無此虞)，常飲咖啡者要注
意補鈣，平時要多吃一些豆制
品、蝦皮、芝麻醬、紫菜等含鈣豐
富的食物；晚上及很疲勞時最好
不要喝咖啡，以免影響睡眠質量
及體力恢複；咖啡因能使胃酸增
多，持續的高劑量攝入會導致消
化性潰瘍、糜爛性食道炎和胃食
管反流病，所以有這些症狀的人
要少喝；咖啡因對少數人會導致
手心冒汗、心悸、耳鳴，有這些症
狀的人也不應多喝；由于咖啡因
會使心率加快，因此對于心髒病
患者及孕婦、哺乳婦女、老年人
要少喝，每天不超過2杯；也不

要一邊抽煙一邊飲咖啡。
喝咖啡要用小勺慢慢品，不

但是爲了享受其美味和芳香，也
可讓它發揮更多的有益作用，避
免副作用。如果像喝可樂一樣大
口喝那是不對的。每次飲用咖啡
不能超過 10 克(含咖啡因 0.1
克)，每天不超過3杯，對于絕大
多數的人是有益的。關于喝咖啡
的“上瘾”，英國研究發現，經常
喝咖啡的確會産生輕度依賴，如
果突然不喝，會出現頭疼、疲乏、
焦慮和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症狀，
但這些症狀持續幾天就會消失，
不會像某些藥物一樣有成瘾危
險，所以不會對身體和精神健康
造成傷害。

溫馨提示:少喝速溶咖啡，
因其咖啡含量低，而添加物多。
一包17克速溶咖啡中只有2克
咖啡粉，其他是植脂末、脂肪和
碳水化合物，而植脂末中含有反
式脂肪酸，對健康不利，所以有
人認爲速溶咖啡本質上不能算
咖啡。如果在咖啡館喝咖啡，最
好選擇不加奶精(其也含反式脂
肪酸)和糖的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