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血管病研究 2011年 5月第9卷第5期 Chinese Journal ofCardiovascularResearch，May 2011，Vo1．9，No．5 ．325． 

‘‘ 胸痛中心"建设中国专家共识 

The China experts consensus on construction of“Chest Pain Center” 

“胸痛中心”建设中国专家共识组 

【关键词】 胸痛；心肌梗死；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胸痛中心 

[Key words] Chest Pain；Myocardial infarction；Acute coronary syndrome；Chest Pain Center 

doi：10．3969／]．issn．1672-5301．2011．05．002 

中图分类号 R541．4；R54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3Ol(2Ol1)05一O325—1O 

“胸痛”是急诊科或心内科常见的就诊症状，涉 

及多个器官系统，与之相关的致命性疾病包括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 (ACS)、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和张力 

性气胸等，快速、准确地鉴别诊断心源性和非心源性 

胸痛是急诊处理的难点和重点。为了优化、简化、规 

范我国胸痛救治流程，提高我国胸痛诊断、鉴别诊断 

与治疗水平，减少漏诊和误诊 ，改善患者预后 ，节约 

医疗资源，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组织并邀 

请 急救 医疗 系统 (EMS)、急诊学科、心血管 内科 、影 

像学科等学科专家，根据国外“胸痛中心”运行模式， 

结合我国实际，共同讨论制订我国“胸痛中心 ”运行 

模式和急性胸痛诊治流程。本共识针对的人群是急性 

非创伤性胸痛患者，目的是及时诊断和治疗 ACS、主 

动脉夹层、肺栓塞等致命性疾病，并筛查出ACS低危 

人群及其他导致胸痛的病因，避免过度检查和治疗。 

1 “胸痛中心”概念起源、发展与优势 

“胸痛 中心 ”最初是为 降低急性心肌梗死 (acut 

myocardial infarcti0n，AMI)发病率和死亡率提出的概 

念 ，目前其概念 已延伸 ，通过多学科 (包括 EMS、急诊 

学科、心血管内科、影像学科、心外学科、胸外学科、 

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相关科室)合作，依据快速准 

确的诊断、危险评估和恰当的治疗手段，对胸痛患者 

进行有效的分类 治疗 ，不仅提 高早期诊断和治疗 

ACS的能力 ，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危险或者避免 

心肌梗死发生，并准确筛查出肺栓塞、主动脉夹层以 

及ACS低危患者，以减少误诊、漏诊及过度治疗，改 

善患者临床预后。 

全球第一家“胸痛中心”于 1981年在美国巴尔地 

摩St．ANGLE医院建立，至今美国“胸痛中心”已经发 

展到 5000余家，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成立了“胸痛 

协会，，相关学术组织。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如英国、法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的医院内设立有 

“胸痛中心”。各国的研究一致显示，胸痛中心的建立 

显著降低了胸痛确诊时间，降低 ST段抬高心肌梗死 

(STEMI)再灌注治疗时间，缩短 STEMI住院时间，降 

低胸痛患者再次就诊次数和再住院次数，减少不必要 

检查费用，改善患者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就诊满意 

度I1．21。与传统住院相比，胸痛 中心采用快速 、标准化 

的诊断方案，为胸痛患者提供更快和更准确的评估， 

而医疗费用只有传统住院 1—3 d的 20％～50％t3]。 

2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救治现状 

目前，临床急性非创伤性胸痛的诊断治疗中存 

在如下问题：①急性非创伤性胸痛的鉴别诊断缺乏 

规范流程。②Acs治疗过度和治疗不足现象并存，医 

疗资源应用不合理。美国研究数据显示，因胸痛收入 

院的 患者中 ，只有 10％～15％被 诊断 为 AMIf4，51，约 

70％的患者最终除外 ACS或未发现任何疾病。尽管 

如此，仍有 5％的 ACS患者 因症状不典型而从急诊 

出院，其中 16％的患者因不适当出院导致失去救治 

机会而死亡【 】。③各种原因导致STEMI治疗延误， 

STEMI再灌注时间远未达到美国心脏病学院／美国 

心脏协会(ACC／AHA)指南推荐的标准。临床常见的 

延误原因包括 ：患者对 STEMI症状认识不足 ，或因症 

状不典型，延误 了早期就诊和早期治疗时间；明确诊 

断的患者救治流程不通畅。④心肌梗死患者预后差。 

心脏监护病房的建立和早期再灌注治疗极大改善了 

心肌梗死患者的生存率，但最终仍发生心力衰竭、心 

源性休克或恶性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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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建立“胸痛中心”及规范“急性胸痛”诊治流 

程的必要性 

ACS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逐年增加，且呈 

年轻化趋势，成为我国居民致死、致残和导致劳动力 

丧失的重要原因。中国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路径研 

究(CPACS)显示，我国ACS治疗存在明显不足：一是 

患者求治延迟明显，从症状出现到入院诊治在二级 

医院为5 h，三级医院长达 8 h；二是诊断流程不规 

范，20％的患者出院诊断可能存在错误；三是治疗欠 

规范，只有 1／3的STEMI患者接受了再灌注治疗，接 

近 60％的低危 ACS患者接受了介入性 的检查和治 

疗，而 2／3的高危 ACS患者没有接受介入治疗；四是 

ACS患者临床预后差，ACS患者院内事件，特别是心 

力衰竭的发生率，高于国际发表的注册研究数据，二 

级医院尤为明显，心力衰竭的发生率达到 18％。联诊 

制和转院制在绝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建立，基层医院 

诊治条件较差。 

2007年在北京进行的 “STEMI急诊救治现状的 

多中心注册研究’’显示【l0】，我国STEMI治疗存在明显 

不足。北京地区 AMI患者接受再灌注治疗比例为 

80．9％，其中 15．4％接受溶栓治疗，65．5％接受急诊介 

入治疗。平均开始溶栓时间(D2N)为83 min，进门一球 

囊时间 (D2B)为 132 min。只有 7％接受溶栓患者 

D2N时间<30 min，22％的患者 D2B时间<90 min，与 

ACC／AHA指南 推荐的 D2N时间 (<30 min)和 D2B 

时间 (<9O min)相差甚远。 

2009年在北京进行的一项 “急诊胸痛注册研 

究”，连续入选北京市 17所二、三级医院急诊患者 

5666例，结果显示 ，胸痛患者 占急诊就诊患者的 

4％，其 中ACS患者占 27．4％，主动脉夹层占 0．1％， 

肺栓塞 占0．2％，非心源性胸痛占 63．5％。急诊胸痛患 

者收住院比例为 12-3％，未收住院的胸痛患者在本 

次就诊的30 d后随访的无事件率为75％，其余 25％ 

包括了院外死亡、再次入院和失访等可能为漏诊误 

诊的情况。该调查提示，急性胸痛常见原因为非心源 

性胸痛 ，但 ACS在急诊致命性胸痛疾病中占绝对 多 

数，在急性胸痛患者中，可能漏诊、误诊包括 ACS在 

内的胸痛疾病比例非常高。 

上述的研究数据提示，我国急性胸痛的诊治流 

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治疗规范亟待改善。为改善胸痛 

诊治流程中的不足，简化、优化治疗流程，在我国推 

广“胸痛中心”建设非常必要。 

4 “胸痛中心”组织构架及功能 

“胸痛中心”的最佳方案是组建一个由多学科人 

员共同工作的实体单元，也可以仅是多学科功能上的 

整合，在急诊室内提供一个能够观察患者的区域。 

4．1 “胸痛中心”的组织架构 胸痛中心的组织构架 

至少应包括：EMS、急诊学科、心血管内科、心外学 

科、胸外学科、影像学科(超声心动图、放射医学科、 

核医学科)和检验学科，还可以外延至呼吸内科、消 

化内科、精神科等学科。 

4．2 “胸痛中心”的人员配备 可根据医院具体情况 

设立 3～4组人员。每一组成员包括：经过培训的急诊 

科医生 1名、护士 1名及分诊护士 1名 ，心 内科医生 

1名，心内科介入医生 1名，放射医学、超声医学和核 

医学的医生各 1名或经过影像培训具有阅片能力的 

心 内科医生 1名。 

4．3 “胸痛中心”的工作时间 推荐 24 h工作制。对 

人员缺少的中心，可以采用日工作制，夜间由l一2名 

经过培训的护士负责 ，急诊医生负责“胸痛 中心 ”的 

急救工作，心脏无创负荷检查可于次日完成。胸痛中 

心不同职责医生应保持电话畅通。对STEMI治疗，心 

脏介入医生和导管室护士应保证呼叫后 30 n内 

到达医院。 

4．4 “胸痛中心”的职责 ①救治患者，制订急性胸 

痛救治流程；②所有人员进入“胸痛 中心 ”工作前须 

接受培训，充分了解胸痛中心的意义、目标和工作流 

程；③ 建立“胸痛中心”考核和评估制度，对胸痛流 

程的各个环节定期进行评估并对工作流程定期修 

改，数据存档；④联合相关学科对 EMS人员(培训： 

心电图阅读、无线心电传输技术、标准的转运流程、 

STEMI救治医院的选择)、急诊室医护人员 (培训：心 

电图阅读、急性胸痛的处理流程)、社区医生(培训： 

急性胸痛的处理流程和社区针对胸痛处理的应急预 

案)和社区居 民进行 STEMI相关知识 (培训：症状识 

别及治疗方法)的培训；⑤开展临床研究获得中国流 

行病学数据，取得政府和医保支持。 

4．5 “胸痛中心”应具备仪器 ①12导联同步心电 

图机；②除颤仪；③心电监护仪；④超声心动图；⑤胸 

部 X线机；⑥床旁快速检查项 目 (point—of—care， 

POCT)：心肌标志物、心钠素(BNP或NT—pro—BNP)、 

凝血象等；⑦信息技术的应用：a．院内信息系统的利 

用；b．院前、院内信息系统的资源整合和利用，如救 

护车和急诊室同时配备 12导联无线心电传输仪；C． 

建立胸痛中心数据库。 

医院应具备仪器：①运动平板机；②单光子发射 

型计算机断层显像(SPECT)；③冠状动脉CT。 

推荐上述仪器在一个单元，以利于快速检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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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 

4．6 “胸痛中心 ”的教育功能 “胸痛中心”的建立 

促进了社区医生和居民对 STEMI症状的重视。就医 

延迟是缺血性心脏病最终发展为致命性疾病的主要 

原因，将症状正确解释为心脏病发作是早就医的重 

要因素。美国“胸痛中心 ”成功 的经验是将“胸痛 中 

心 ”概念和全 民胸痛知识教育项 目(EHAC awareness 

pr0gram)结合起来，通过有计划地对社 区居民进行 

STEMI症状的普及教育和心肺复苏(cPR)培训，使 

其及早就诊，同时使用规范的胸痛诊治流程，达到了 

快速有效识别和治疗心肌梗死 ，避免误诊 、漏诊 ，避 

免过度检查和治疗的目的。 
一 项关于北京市 STEMI急诊救治现状的多中心 

注册研究显示，北京市 STEMI患者就医延迟明显 ， 

50％发病后 1 h才决定就医，只有 18．8％的患者发病 

后 1 h内到院，44．6％的患者发病后 2 h到院，20-3％ 

的患者延迟就医超过 6 h。主要原因与居民对胸痛症 

状认知程度低有关，仅 58．2％的STEMI患者能够将 

症状正确解释为心脏病发作 。无晕厥发作、症状间 

断、症状能够耐受、未将症状归于心脏病是患者就医 

延迟的独立预测因素 。北京市心肌梗死患者心肺 

复苏现状研究显示，在社区接受 CPR培训和未接受 

CPR培训的居民，其家人发生心脏骤停后 CPR救治 

成功率分别为 22％和 7％，差异非常显著。提示通过 

社区教育普及STEMI症状知识以及提高救治能力是 

降低心肌梗死死亡率和发病率的一个关键 因素。 

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医疗资源分布欠均 

衡，先进医疗技术多集中在大城市中少数大医院，而 

广大患者最容易接触到的医院是社区医院和二级医 

院，上述两种类型医院参与胸痛中心建设决定 了中 

国胸痛中心建设的最终效果。对社区医院和二级医 

院参与胸痛 中心建设建议如下： 

(1)社区医院转诊制度：制定社区胸痛救治流程 

和 STEMI救治流程，制定三级医院转诊方案和转诊 

路线。同时与三级医院联合，对社区居 民进行 STEMI 

知识教育和心肺复苏培训。 

(2)-级医院转诊和联诊制度：附近有可行急诊 

PCI治疗 的医院，且保证 D2B时间<90 min，与该 院 

联合制定转诊或联诊方案。如预计转院后 D2B时 

间>90 min，不应转诊 ，本 院制定 STEMI溶栓治疗流 

程，保证 D2N时间<30 min，溶栓后高危患者及时转 

诊至可行急诊 PCI医院。制定临床急性胸痛规范流 

程，筛查ACS低危患者。 

4．7 胸痛中心建立的前期准备 “胸痛中心”建立 

的目的是为了早期识别ACS和其他致命性胸痛，快 

速有效治疗，缩短再灌注时间，改善 ACS和其他致命 

性胸痛预后，改善医疗服务水平 ，合理利用医疗资 

源。为保证“胸痛中心”建立后实现上述 目标，每个 

“胸痛中心”建立前需做好充分准备，完成人员、设 

备、培训和胸痛救治流程改进等项工作。具体准备流 

程如下： 

学习专家共识文件，了解“胸痛中心”理念和模 

式一成立 “胸痛中心”工作小组一进行胸痛现状和 

STEMI救治流程调查 1个月，明确本中心胸痛救治 

中存在的问题一改善胸痛救治流程并执行 1个月一 

“胸痛中心”工作小组 自评一确定胸痛中心工作流 

程，撰写书面报告— 胸痛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一 

医务人员接受培训一正式成立“胸痛 中心 ”。 

5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诊治规范流程 

5．1 第一步 评估病情和稳定生命体征。见图 1。 

提示 ACS的胸痛特征：胸痛为压迫性、紧缩性、 

烧灼感、刀割样或沉重感；无法解释的上腹痛或腹 

胀；放射至牙齿、耳朵、颈部、下颌、肩部、背部或左臂 

或双上臂；“烧心”，胸部不适伴恶心和(或)呕吐；伴 

持续性气短或呼吸 困难；伴无力 ，眩晕，头晕或意识 

丧失；伴大汗。须注意，女性、糖尿病患者和老年患者 

有时症状不典型。分诊护士应对有上述胸痛症状的 

患者立即给予心 电图检查。 

非ACS胸痛的特征：胸痛为锐痛，与呼吸或咳嗽 

有关；疼痛部位多变不固定；胸痛与转动身体或按压 

身体局部有关；持续时间很短的胸痛(<15 s)。非典 

型胸痛不能完全除外ACS。传统的危险因素预测急 

性缺血的价值有限，其价值低于临床症状、心电图发 

现和心肌标志物 。 

在急诊或胸痛中心因急性胸痛就诊患者，首先 

立即评估病情严重程度，识别致命性疾病。 

(1)如果患者存在危及生命的症状和体征 [包括 

突发晕厥或呼吸困难，血压<90／60 mm Hg(1 mm Hg= 

0．133 kPa)，心率>100次／min，双肺哕音]，立即建立 

静脉通路和吸氧等，稳定生命体征． 

(2)10 min内完成第一份心电图及体格检查 (主 

要注意颈静脉有无充盈、胸痛与呼吸的关系、双肺呼 

吸音是否一致 、双肺有无哕音、双上肢血压是否一 

致、 Ii,音是否可听到、 11,脏瓣膜有无杂音、腹部有无 

压痛和肌紧张)。 

(3)了解病史 (包括此次胸痛发作的时间、既往胸 

痛病史、既往心脏病史、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史、既往 

药物治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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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否 

否 

90／60 mm Hg，晕厥或呼吸困难，全身湿冷) 

是 

J1 J rr rl、见 rr LlL、，胛 l4 1] 

胸痛、两上肢血压相差20 

lln Hg以上或下肢血压书 

上肢血压低 10millHg 

压超声而蓄 

是 I 

CT，或 MRI检查 

图 1 急诊室胸痛救治流程 

(4)尽快完善血气分析、心肌标志物、肾功、血常 

规、床旁胸片和床旁超声心动图检查。 

(5)经上述检查，明确诊断ACS的患者按 “第二 

步”处理，高度怀疑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等非缺血性 

疾病患者，接受主动脉 CT或肺动脉 cT检查明确诊 

断，分别请相应专科会诊，给予相应治疗。 

5．2 第二步 根据症状、心电图和心肌生化标志物 

明确诊断 ACS。 

5．2．1 STEMI的诊断和治疗 目标是尽可能降低再 

灌注治疗时间，挽救生命，改善预后。根据美国2007 

年STEMI指南和2009年 STEMI指南更新版，结合我 

； 不 ； rl 、7巴 ； 同 瓶 肼 7 ；肚  

神经炎、胸大肌纤维炎、肋软骨炎，稿 

疾病，压缩性骨折等；呼吸系统疾病： 

膜炎，肺炎等；胃肠道疾病：胃食管逅 

、胆囊炎、急性胰腺炎、胃出血穿孔、食 

癌等；精神障碍：惊恐发作 

国实际情况，推荐我国改善 D2B时间的院前和院中 

STEMI救治具体流程。见图 2、3。 

高危特征包括：广泛 sT段抬高、新发左束支传 

导阻滞、既往 MI病史、Killip分级>2级、下壁心肌梗 

死伴左室射血分数≤35％或收缩压<100 mm Hg或 

心率>100次／min或前壁导联 sT段下移≥2 mill或 

右室导联 V4RST段抬高≥1 mm，前壁心肌梗死且至 

少 2个导联 ST段抬高I>2 mm。 

临床研究明确显示，早期再灌注治疗是急性心 

肌梗死救治成功的关键，1 h内成功再灌注患者，死 

亡率只有 1．6％，甚至可以阻止心肌梗死的发生，而6 h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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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高危特征包括：广泛 sT段抬高、新发左束支传导阻滞、既往MI病史、Killip分级>2级、下壁心肌梗死伴左室射血分数≤35％或 

收缩压<1oo mm Hg或心率>100次／min或前壁导联 s，r段下移92 rTuTl或右室导联 V4RST段抬高≥1 mm，前壁心肌梗死且至少 2 

个导联 sT段抬高≥2 toni。 

NTG：硝酸甘油片；STEMI：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ACS：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NTG：硝酸甘油：EMS：急救医疗系统：D2B：到达医院 

至球囊扩张的时间；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Door—to—I1eedle：到达医院至溶栓开始的时间；LBBB：左束支传导阻滞；心肌标志物包 

括：肌红蛋白、肌钙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图 2 明确 ACS救治流程 

内接受再灌注治疗患者死亡率增加到6％【l2]。ACC／ 

AHA推荐开始溶栓治疗的时间窗是发病后 30 min 

内，开始球囊扩张的时间窗是发病后 90 min内。无 

论采用溶栓治疗还是 PCI，两种治疗方法均受到医疗 

设备和患者因素的影响。 

影响再灌注时间的因素包括院前就医延迟和院 

内延迟。北京市关于STEMI急诊救治现状的多中心 

注册研究提示，心肌梗死病史、无晕厥发作、症状间 

断、症状能够耐受、未将症状归于心脏病是患者院前 

就医延迟的独立预测因素⋯】。急诊心电图时间、导管 

室人员到位时问、介入治疗知情同意时间是医院内 

影响再灌注时间的主要因素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提示我国STEMI救治流程首先须做如下改进：院前 

完成心电图检查、院前联系好接收医院、院前与急诊 

室沟通确定治疗方案、急诊室启动心导管室等，可以 

显著降低再灌注时间。 

国外研究显示，通过 EMS院前完成心电图检查， 

可以显著缩短溶栓时间 (19 min比29 min，／9=-0．003) 

和 D2B时间 (61 min比 75 min，P<0．01)[141。我国研 

究发现，使用 EMS与未使用 EMS比较，D2N时间平 

均为 85 min和 93 min，D2B时间平均为 143 min和 

160 min，早期再灌注率分别为 64．6％和 78．2％，有统 

计学意义『l5】。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居民 EMS使用不 

足，只有 39．5％的患者在胸痛发作时使用EMs。未应 

用 EMS的原因有：年龄<65岁，文化程度低 ，梗死前 

心绞痛，将胸痛归于非心源性，认为EMS慢。提示我 

国应加强 EMS使用的宣传，教育公众有胸痛呼叫 

EMS，同时建议 EMS改善工作流程，缩短 EMS到达 

现场时间，提高救治能力。限于不同地区医疗设备条 

件差异较大，尚难以建立统一标准的院前急救系统， 

能提高院前救治能力的关键因素参考表 1、2[16]。 

5．2．2 UA／NSTEMI的诊断和 治疗 UA／NSTEMI治 

疗的关键是早期诊断，准确危险分层，早期识别高危 

患者，根据不同危险分层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根据 

2007年美国 UA／NSTEMI指南【”】，推荐我国针对 

UA／NSTEMI患者诊治具体流程请见图 2。 

5．3 第三步 经上述检查，未发现明确病因、症状 

怀疑为 ACS，进入 ACS筛查流程。见图 4。 

(1)对就诊时心电图和肌钙蛋 白正常患者 ，须重 

复观察 6 h后心电图或肌钙蛋白变化。如果患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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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堕互 囤  

J 

EMS嬗知急诊科有 STEM 

患者，如有可能传送 ECG 

建立静脉通路，抽血 

仁 黪鸳艘 

璐 叠 筛： 

图3 急性 ST段抬高心肌梗死启动 PCI路径 

续胸痛，或需要应用硝酸甘油缓解，提示高危，建议 

短期、连续复查心 电图和肌钙蛋白。 

(2)如果患者复查心电图，sT—T动态变化或肌钙 

蛋白升高或血流动力学异常，提示 UA／NSTEMI。请 

按照 UA／NSTEMI流程处理。 

(3)~tl果患者就诊后间隔6 h或胸痛后6～12 h心 

电图无 ST_T动态改变或肌钙蛋白没有升高，提示患 

者近期发生心肌梗死或死亡风险为低危或中危，危 

险分层可使用TIMI评分或GRACE评分。见表 3。如 

果没有其他引起胸痛的明确病因，对这类患者处理 

流程见图 4。 

ACS患者的危险评估方法见表 3、4。 

5．3．1 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临床试验(TIMI)评分 TI— 

MI危险分层方法包括下列7项指标：年龄I>65岁； 

至少具有 3个 CAD危险因素；冠状动脉狭窄I>50％； 

心电图显示 ST段变化；24 h内至少有2次心绞痛发 

作；7 d内使用阿司匹林；心肌标志物升高。每项指标 

计 1分，相加后得到TIMI危险计分见表 3，低危：0～ 

2分：中危：3~4分；高危：5~7分。 

5．3．2 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 (GRACE)评分 

GRACE危险分层方法包括下列 8项指标：年龄、心 

率、动脉收缩压、血肌酐、心电图显示 sT段变化、心 

功能Killip分级、入院时心脏骤停、心肌标志物升高。 

见表 4。 

TIMI评分和 GRACE评分可用于评价没有确诊 

ACS患者的未来心血管事件危险度，对高危患者收入 

院治疗，对评价低危和 中危患者可在胸痛中心进行心 

脏无创检查(包括冠脉 CT或心脏药物负荷试验)。 

(1)对于低危患者，如没有其他引起胸痛的明确 

病 因，可出院后 72 h内行心脏 负荷试验或冠状动脉 

CT检查并门诊就诊。 

(2)对中危患者建议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心脏负 

荷试验或冠脉 CT检查，并请心内科医生会诊。 

(3)经上述检查，症状提示为非ACS者，要注意除 

外如下几种常见胸痛疾病见图 1：①病毒感染：带状 

疱疹；②骨骼肌肉疾病：肋间神经炎、胸大肌纤维炎、 

肋软骨炎、脊椎疾病、压缩性骨折等；③呼吸系统疾 

病：气胸、胸膜炎、气管炎、肺炎、肺癌等；④胃肠道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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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UA／NSTEMI患者近期死亡或 

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风险 

病：胃食管反流、胆囊炎、急性胰腺炎、胃出血或 胃穿 

孔等；⑤精神障碍：惊恐发作等神经症；⑥其他导致 

胸痛的病因。 

完善相应检查，高度怀疑上述疾病请相关科室 

会诊。 

6 对胸痛患者无创诊断的应用建议 

t~g,J伤性胸痛需要鉴别缺血性胸痛和非缺血性 

胸痛 。针对缺血性胸痛的无创诊断包括：解剖诊断和 

功能诊断。解剖诊断主要包括超声心动图、冠状动脉 

CT、心脏磁共振成像(MRI)；功能诊断包括心肌标志 

物检查和无创心脏负荷试验，后者包括运动试验心 

电图、负荷核素心肌灌注显像、药物负荷试验超声心 

动图。解剖诊断和功能诊断二者相辅相成。对于非缺 

血性胸痛，胸部 x线检查、多层螺旋 CT和磁共振成 

表 2 影响院外救治能力的关键因素 

表3 不同危险计分患者心血管病事件发生率 

TIMI危险计分(分) 心血管事件 发生率(％) 

4．7 

8．3 

13．2 

19．9 

26．2 

40．9 

j主： 心血管病 事件包括 14 d内 的总死亡 ，新发生 或复发 的 MI，严重缺 

血需紧急血运重建 

像是主要的无创检查手段。如果不能明确缺血性和非 

缺血性胸痛，胸部三联 CT检查(一次胸部 CT扫描同 

时检查冠状动脉、主动脉和肺动脉)可作为一种选择。 

6．1 胸痛无创诊断建议 

6．1．1 心肌标志物 目前诊断缺血性胸痛常用 的心 

肌标志物包括肌钙蛋 白(cTn)、肌红蛋 白和肌酸激酶 

同工酶 (CK—MB mass)。《急性心肌梗死全球定义》中 

建议应用首选肌钙蛋白作为心肌梗死诊断标准。凡 

肌钙蛋 白化验值超过正常上 限第 99百分位时提示 

心肌损伤。如果没有条件检测 cTn，采用 CK—MB 

m ass作为最佳替换指标 ，诊断标准与 cTn相 同。肌钙 

蛋白诊断心肌梗死需要系列检测评价，crrn值升高且 

动态变化提示心肌缺血损伤。在 cTn升高但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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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GRACE危险评分方法(总分 0--258分 ) 

态变化或缺少心肌缺血临床证据时，应寻找其他可能 

导致心肌坏死的病因，包括急性和慢性充血性心力衰 

竭、-肾功能衰竭、快速性或缓慢性心律失常、急性神经 

系统疾病、肺栓塞和肺动脉高压、心脏挫伤／消融／起 

搏／复律、浸润性心脏疾病(如淀粉样变性和硬皮病)、 

炎性疾病(如心肌炎)、药物毒性、主动脉夹层、肥厚型 

心肌病、甲状腺功能减退、心尖球型综合征、横纹肌溶 

解伴心肌损伤、败血症等严重全身性疾病等。 

观蔡剑胭痛发作后 1 12 h时或入阮后 6 h，如 

胸痛持续，缩短心电图和肌钙蛋白复查时间 

I 
I l 

复发脚痛 ，重复心 电 复发缺血性J拇痛佯心 电 

奁和肌钙蛋白检查阴性 图异常，或肌钙蛋白阳 

l 性，确诊ACS 
心 脏 负 荷 试 验 或 

CTA：ACS中危患者 负荷试验高 

出院前，低危患者出 

院后 72 h内 (ACS 

险分层见表 1、2) 

l 负荷试 
负而试验 阴性或 

CTA阴性 验低危 

J 
出院，提 醒思看注 

意观察症状，社 

医生随访 30 d 

匣 
注：ACS：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UA／NSTEMI：不稳定心绞痛 

及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CTA：冠状动脉 CT；心肌标志物包 

括：肌红蛋白、肌钙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 

图4 怀疑 ACS救治流程 

6．1．2 胸部 x线检查 用于气胸、支气管炎、压缩性 

骨折和胸膜炎、胸腔积液的诊断，对于肺梗塞和主动 

脉夹层有提示作用。 

6．1．3 超声心动图 用于判断患者心脏结构和功能 

以及室壁运动。因其使用方便，可作为急性心肌缺 

血、肺动脉栓塞、主动脉夹层、心包积液、心肌炎、心 

肌梗死并发症等的一项早期监测手段。超声心动图 

发现相关疾病 图像特征具有诊断价值，但超声心动 

图检查阴性不能除外主动脉夹层或肺栓塞诊断，高 

度怀疑时应进行主动脉CT或肺动脉CT检查。 

6．1．4 对于无创心脏负荷试验的建议 

6．1．4．1 心脏负荷试验的目的 识别未明确ACS诊 

断患者的冠状动脉狭窄，预测临床预后。 

6．1．4．2 心脏负荷试验的指征 ①未明确诊断 ACS， 

TIMI或GRACE评分低危，患者胸痛发生后 8~12 h； 

⑦未 明确诊断 ACS，TIMI或 GRACE评分中危 ，患者 

胸痛发生后 2～3 d[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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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 心脏负荷试验的禁忌证 ①明确诊断ACS； 

⑦不明原因胸痛伴血流动力学障碍；③有血流动力 

学障碍的心律失常；④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和肥厚梗阻 

型心肌病；⑤未控制症状的心力衰竭；⑥急性肺栓塞； 

⑦急性心肌炎或心包炎；⑧急性主动脉夹层。 

6．1．4．4 心脏负荷试验阳性处理策略 心脏负荷试 

验阳性且评分为高危和中危患者，收入院进一步治 

疗；心脏负荷试验阳性且评分低危患者行冠状动脉 

CT检查，心脏负荷试验 阴性患者可 出院，门诊随诊。 

运动试验阳性的危险分层：①高危(每年死亡率>3％)： 

静息状态下严重左室收缩功能不全 (LVEF<O．35)； 

平板运动试验计分高危 (≤一11分)；负荷试验诱发 

严重左室功能不全 (负荷试验 LVEF<0．35)；负荷试 

验诱导的大面积灌注缺损 (尤其在前壁)；负荷试验 

诱导的多处灌注缺损或中等面积灌注缺损；大而固 

定的灌注缺损伴左室扩张或肺吸收增加 (删铊)；负荷 

试验诱导中等程度灌注缺损伴左室扩张或肺吸收增 

加 (加铊)；低剂量多 巴酚丁胺 (≤10 mg·kg-l·min-1) 

或较低心率 (<120次／min)时超声心动 图提示室壁 

运动异 常(涉及 2个 以上节段)；负荷试验超声心动 

图提示多节段室壁运动异常 (≥3个节段)。② 中等 

危险(每年死亡率 1％～3％)：静息轻／中度左室功能 

不全 (LVEF 0．35~0．44)；平板运动试验计分中等危险 

(一1l～+5分)；负荷试验诱导的中等程度灌注缺损不 

伴左室扩张或肺吸收增加 (捌铊)；大剂量多巴酚丁 

胺负荷试验超声心动图诱导室壁运动异常(≤2个节 

段)。③低危(每年死亡率<1％)：平板运动试验计分低 

危 (≥+5分)；静息或负荷试验时心肌灌注显像正常 

或小的心肌灌注缺损；负荷试验超声心动图提示室壁 

运动正常或局限性室壁运动异常(≤1个节段)。 

6．1．4．5 不同心脏负荷试验方法的选择 目前对 不 

同心脏负荷试验的诊断价值没有明确结论 ，因此 ，检 

查方法的选择主要根据患者特征、医生判断和检查 

手段的可使用性。对不能耐受运动试验 以及静息心 

电图已有 ST—T改变的患者，首选药物负荷试验核素 

心肌灌注显像或药物负荷试验超卢心动图。推荐当 

日完成检查，但夜间就诊患者次 日白天完成检查是 

可以接受的选择。 

6．1．5 对于多层螺旋 CT的建议 

6．1．5．1 对于冠状动脉 CT的建议[181 

(1)应用64层及以上的多层螺旋 CT进行冠状动 

脉扫描：要考虑到CT检查所用辐射剂量和造影剂对 

患者机体的损伤『l91，避免重复检查和过度检查，尤其 

是年轻女性不典型胸痛 ，属于心血管疾病低危 ，应用 

要慎重。检查前应了解患者肾功能，对肌酐清除率< 

60％的患者行水化治疗。 

(2)推荐冠脉cT检查人群：没有明确冠心病史， 

。肾功能正常，伴有下列任一项指标：典型胸痛但心电 

图正常或不确定sT—T改变或运动试验阴性，不典型 

胸痛伴弗明翰评分中危或中国人群缺血性心血管病 

10年发病危险中危，不典型胸痛伴心脏负荷试验阳 

性且低危 ，GRACE评分或 TIMI评分提示发生 ACS 

中危人群 ，既往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以及支 

架置入术患者 (评价其通畅性等)。 

(3)不建议如下人群使用CTA筛查 ACS：肾功能 

不全，心房颤动，快速心律失常，造影剂过敏，甲状腺 

功能亢进，已明确诊断冠心病。 

(4)冠脉 CT结果处理建议：①冠脉CT阴性或冠 

脉 CT阳性但运动试验阴性患者随诊；②冠脉 CT阳 

性且运动试验阳性患者收入院行进一步检查。 

6．1．5．2 对于主动脉 CT的应用建议 高度怀疑急 

性主动脉综合征的患者首选检查，16排及以上螺旋 

CT即可完成。 

6．1．5．3 对于肺动脉 CT的应用建议 高度怀疑肺 

动脉栓塞 的患者 首选检查 ，16排及 以上螺旋 CT即 

可完成。 

6．1．5．4 对于磁共振应用的建议 用于高度怀疑主 

动脉夹层且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 。对心肌灌注和心 

功能的评估优于冠状动脉 CT，但对冠状动脉管腔的 

评价 目前不及冠状动脉 CT。 

6．1．6 对于核素心肌灌注显像的建议 可评价心肌 

灌注、心肌细胞活力和心功能，用于不能明确 ACS诊 

断的患者，以及危险分层。 

6．1．7 对于核素肺灌注显像的建议 用于高度怀疑 

肺栓塞且肺动脉 CT阴性患者的诊断。 

6．1．8 对于胸痛三联成像 (TRIPLE—RULE—OUT CT， 

TRO CT)检查的建议 指一次CTA检查完成三种疾 

病(包括 ACS、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的筛查。用于临 

床上疑似且无法除外ACS、主动脉夹层或肺栓塞的 

患者。 

7 结束语 

胸痛中心的建立 ，使心脏科医生、急诊医生、影 

像科医生、检验科及相关科室医生一起为实现心肌 

梗死的早期干预而共同努力。如果患者在不稳定型 

心绞痛的前驱期就得到治疗，STEMI死亡率可以下 

降50％。甄别 ACS低危患者、早期诊断其他致命性 

胸痛疾病，是胸痛中心降低胸痛患者死亡率的一个 

关键策略，但为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胸痛中心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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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必须采用标准的胸痛救治流程。 

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失败应该视为一个过程和 

系统的失败，解决的方法不是发明另一个新的溶栓 

药物或医疗器械，而是比现有策略更有效的组织方 

法。胸痛中心的建立，注重管理式医疗的理念，开启 

了为缺血性和非缺血性胸痛患者设立不同临床路径 

的大门，从而提高心肌梗死早期救治的能力，提高临 

床医生对胸痛诊断和鉴别诊断的能力，促进多学科 

优势整合，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对未来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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