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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急性心血管疾病

社区医师、调度中心、急救车和急诊科ｐ】，各环节均能影

发病率增加，因急性胸痛就诊的患者人数也逐年递增。急

响胸痛患者诊疗效率。我国胸痛救治现状存在以下问题：

性胸痛临床表现不一、病情变化迅速、危险性差异悬殊、

部分患者对胸痛认知度和应变能力差，常有患者就诊“延

预后与疼痛程度不完全相关、救治时间依赖性强。随着胸

误”；院前及远程救治能力相对薄弱，院前院内无缝衔接仍

痛中心建设的推广，我国胸痛诊疗日趋规范，但我国幅员

需完善；各级医疗单位间协同救治配合欠流畅；院内各专

辽阔、急诊诊疗能力存在差异，误诊、漏诊仍时有发生。

业会诊为主的传统模式亟待进一步优化。本共识通过规范

因此，作为急性胸痛救治的第一站，院前急救和急诊科需

和完善胸痛急诊救治体系，对提升急性胸痛各环节诊疗水

快速评估、准确鉴别并科学处理，进而高效救治、合理分

平，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

流胸痛患者。目前，院前急救与急诊科仍缺少急性胸痛急
诊诊疗的指导性专家共识。为此，按照急性胸痛救治流程

２社区医疗和院前急救

“早期诊断，危险分层，正确分流，科学救治”的指导方针，

社区医疗和院前急救是生命抢救的起点，是胸痛诊疗

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联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

“战线前移”的重要环节。急救药物、监测检验、信息技术

会胸痛分会，组织院前急救、急诊医学、心血管病学等相

的支撑、政策的支持是提高社区和院前救治效率的关键。

关学科的专家共同撰写本共识。本共识强调“战线前移”，

社区和院前急救紧密相连，将有利于胸痛知识的普及

着眼整合区域救治网络，突出社区医疗、院前急救到急诊科、

推广、院前院内的顺畅衔接、完善患者预警机制和交接制度，

专科治疗的体系建设，并延伸至患者二级预防的全程管理；

使院前急救管理更加高效规范，最终促进区域内急性胸痛

以急性胸痛早期流程优化和快速准确鉴别为重点，体现急

救治能力的提升１４】。提升急性胸痛诊疗能力应重视社区医

诊特色的动态评估观念，加强多学科协作共赢，凸显急性

疗的参与和基层人才的培养。社区与院前早期明确胸痛诊

胸痛救治应依托传统急诊急救基础建立起大平台、大数据

断并采取急救措施，能够更好的提高胸痛诊疗效果、改善

体系进行全程管理、多环节和交叉学科协调融合的重要性。

预后。针对社区和院前急救医护团队开展院前现场快速识
别［心电图、即时检验（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ＯＣＴ）等】、

１

急性胸痛救治现状

院前早期处理及分流等培训，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可显著

急性胸痛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是以胸痛为主

提高社区和院前急性胸痛救治能力。

要表现的一组异质性疾病群…。不同病因导致的胸痛既可
相似，又有不同特征，表现可以是不同部位、不同性质和

３危险分层与病情评估
胸痛病因繁多，需立即对胸痛的危险程度作出评估（见

不同程度的疼痛，其伴随症状亦各不相同。急性胸痛病因
繁多、病情严重性差异极大，不仅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图１）。致命性胸痛需要立即进入抢救流程，中危胸痛需动

征（ａｃｕｔｅ

态评估与监测，低危胸痛需合理分流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以急性主动脉夹层（ａｃｕｔｅ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急诊分诊策略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ＡＤ）为主的急性主动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３．１

ａｏｒｔｉｃ

ｓｙｎ＆ｏｍｅ，ＡＡＳ）、以急性肺栓塞（ａｃｕｔ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３．１．１胸痛且伴有下列任一情况者，应当立即进入监护室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ＡＰＥ）为主的“急性肺动脉综合征”及张力性

或抢救室：（１）意识改变；（２）动脉血氧饱和度低（＜９０％），

气胸（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ｎｅｕｍｏｔｈｏｒａｘ）等高危胸痛，也包括稳定性

呼吸衰竭；（３）血压显著异常；（４）影响血流动力学的严

冠心病、胃食管反流病、肋间神经痛、神经官能症等中低

重心律失常；（５）既往有冠心病史，此次发作使用硝酸酯

危胸痛１１－２１。

类药物不缓解；（６）既往有马凡综合征，伴有严重高血压；

胸痛患者获得医疗救助过程中有５个重要环节：患者、

万方数据

（７）伴呼吸困难，患侧胸廓饱满［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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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胸痛伴有下列任一情况者，应当尽快进行监护，并

像学检查，并根据病情复查心电图等１５４０－ｌｑ：

完善相关检查：（１）长期卧床、长途旅行者，突发胸痛且

３．３．３对于症状提示为非心源性胸痛的患者，需要鉴别的

持续不缓解；（２）确诊肿瘤、下肢静脉血栓者突发胸痛且

疾病至少包括以下病种：（１）呼吸系统疾病。气胸、胸膜炎、

持续不缓解；（３）既往无冠心病史，突发胸痛伴有喘憋；（４）

胸膜肿瘤、肺部感染等；（２）消化系统疾病。胃食管反流病、

伴咯血；（５）近４周内有手术，并有制动史；（６）合并多

自发性食管破裂、食管动力疾病、食管裂孔疝、食管癌等；

种心血管病高危因素；（７）长期高血压控制不佳［５－７］。

（３）胸壁疾病。急性肋软骨炎、肋骨骨折、胸椎疾病、带

３．１．３下列胸痛患者可常规就诊：（１）不伴有上述情况的

状疱疹和肿瘤等；（４）神经精神疾病。颈椎／脑血管疾病、

胸痛；（２）有胸壁压痛的胸痛；（３）与呼吸相关的胸痛；（４）

神经官能症等；（５）纵隔疾病。纵隔气肿、纵隔肿瘤、纵

超过一周的轻度胸痛。

隔炎等；（６）其他。强直性脊柱炎、急性白血病、多发性

３．２致命性胸痛的判断

骨髓瘤等。

接诊胸痛患者后，除关注患者血流动力学、心脏电活

动外，还应注意胸痛持续时间，结合病史、症状、查体、

３．３．４对于再次评估为中低危的胸痛患者应科学救治、

及时分流，安排患者住院、离院或专科就诊。
（１）依据诊疗指南制定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包括早

辅助检查等快速识别高危ＡＣＳ、ＡＡＤ、ＡＰＥ、张力性气胸
等致命性胸痛疾病。

期药物治疗及长期预防方案。

３．２．１病史（１）是否有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

（２）对患者进行详细的出院指导，应告知诊断、预后、

吸烟史、冠心病家族史等心血管危险因素；（２）是否有长

随访时间和注意事项等，并向患者说明疾病的表现、发生

途乘车和飞行史、下肢静脉炎、骨折、卧床等深静脉血栓

紧急情况时呼叫救护车或到急诊科就诊的重要性。

形成危险因素；（３）是否有肺大疱、肺结核等慢性肺病病

３．３．５对于未完成全部评估而提前离院的胸痛患者接诊

史或剧烈咳嗽、体型瘦长等危险因素［８－９］。

医师应告知其潜在的风险、症状复发时的紧急处理和预防

３．２．２

症状ＡＣＳ症状主要包括发作性胸部闷痛、压迫感或

措施等事项，签署并保存相关医疗文书。
ＡＣＳ、ＡＡＤ、ＡＰＥ等疾病需长期服药、逐步康复

憋闷感，甚或濒死感，部分患者可放射至上肢、后背部或颈

３．３．６

部，劳累、情绪激动、气候骤变等均可诱发，持续数分钟至数

和防治复发，建议针对此类疾病可建立院内专病随访中心

十分钟，休息或硝酸甘油可缓解，持续时间超过２０ ｒａｉｎ未缓解，

（有条件的医院鼓励开展门诊面访），统一管理、登记、指导．

需考虑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性；ＡＡＤ及大血管疾病多表现为

做到包括预防、救治、康复在内的患者“全程管理”。

持续撕裂样胸、背痛，可伴血压明显升高、双侧肢体血压差别
急性胸痛发作

较大等；ＡＰＥ常伴呼吸困难或咯血，常同时合并氧饱和度下降，

甚或晕厥、猝死；张力性气胸患者表现为极度呼吸困难，缺氧

自行就诊

院前急救接爹ｌ

院内发病
＿＿＿＿－＿－－－。。＿＿＿。。。。。。。——

严重者出现发绀、甚至窒息［８－９］。
３．２．３查体要注意血压数值及四肢血压是否对称、有无

评估，心电田，监妒
■Ｊｋ逼遣，●持生◆体征
早期干曩

心脏和外周血管杂音、肺动脉第二心音是否亢进、双肺呼

多学并★≯
直接抡鼓戚■运
脚痛中心／急诊科

吸音是否对称、下肢周径是否存在不对称、有无静脉炎或

分爹

信息传输平台Ｐ＿叫

水肿等情况［８－９］。
３．２．４辅助检查所有胸痛患者在首次医疗接触后应在１０
涉断井雉持生◆体征
生◆支持下行专科诊治
呼吸机、Ｅ口Ｄ、临时起搏辱

ｍｉｎ内完成心电图检查，并动态观察；根据疑似诊断选择
肌钙蛋白、Ｄ．二聚体、脑钠肽、血气分析、出凝血功能、
血生化检验等；超声、ｘ线、ＣＴ、ＣＴＡ等（胸痛三联ＣＴＡ
可同时鉴别ＡＣＳ、ＡＡＤ、ＡＰＥ三种高危胸痛）也是辅助胸
痛患者明确诊断并评估病情的常用手段”’８】。

问诊、壹体、ＥｃＧ、ＰＯＣＴ
氟寞赶’、瓶肯、ｃｔｆｃｔｋ
评估（ＣＩＲＣＥ、盹ＬＬＳ辱）

＆ｔ●＇——
●珊囊内蠢■

动态评估：科学爹疗搏－商

—［ＳＴＥＭＩ［Ｎ—ＳＴＥ－ＡＣＳ［回
ＡＣＳ

抗挂辱翦曲治疗

■瘸、舟盈

评估、知情阿意

拉一心丰、血压

ＡＰＥ

ｌ张力性气脚

危蕃雾屡帙迪，ｌ＾压广：！兰兰：

３．３中低危胸痛的诊断与评估
在中低危胸痛鉴别诊断中，应综合考虑各种疾病可能，

专科门诊
溶捡／取检０胸腔闭式引流

包括心源性和非心源性疾病。诊断与评估策略如下：
３．３．１对于所有患者，均应立即行心电图检查。
３．３．２对于诊断不明确的患者，应选择合适的ＰＯＣＴ或影

万方数据

图１．急性胸痛诊疗流程图

青院随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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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９年４月第２８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Ａ四ｌ ２０１９，Ｖ０１．２８，Ｎｏ．４
３．３．７对于从急诊完成评估的中低危胸痛患者医师应根

性或缓慢性心律失常、心肺复苏术后、浸润性心脏疾病、

据病情制定后续诊疗和随访计划，有专职医护人员定期开

心尖球型综合征、横纹肌溶解伴心肌损伤等【５】。

展电话随访工作并有完善的随访记录，开展健康宣教。

彗篥篇篡鬻鬻三嬲著麓淼

４辅助检查
４．１心电图

ＣＫ．ＭＢ是ｃＫ的心肌同工酶，当心肌受损后，ＣＫ．ＭＢ

指标。

所有患者在首次医疗接触后应尽快完成常规十二导联

ＭＹＯ在ＪＤ肌或横纹肌损伤后１￣３ ｈ即可在血中检测到，６－－９

心电图，必要时需加做后壁、右室导联并根据病情及时复查。

ｈ达峰值，２４￣３６ ｈ恢复到正常水平嗍。ＭＹＯ释放早、排泄快速，

（１）心电图是诊断ＡＣＳ的主要检查手段，建议首次医疗

与ｃＴｎ或ＣＫ－ＭＢ联合应用有助于ＡＭＩ的早期诊断。

接触后１０ ｍｉｎ内完成心电图并需根据临床情况及时复查”２１。
（２）急性主动脉夹层心电图改变的主要原因包括：①

在临床实践中，应根据各种心肌损伤标志物的生物学
特点灵活应用（表１

原发病，如高血压、马凡综合征、冠心病等；②少数患者

表１

会累及冠状动脉开口引起急性心肌梗死，故心电图诊断心
肌梗死也应警惕ＡＤｉ：１３－１４｝。
（３）急性肺栓塞患者心电图常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

Ｍｙｏ

ｏ

常用心肌损伤标志物特点
ＣＫ－ＭＢ

ｃＴｎ

生物学ｌ—０ ｈ开始升高牛ｖ６ ｈ开始升高
３—缶ｈ开始升高
２４ ｈ达到峰值
１０～１２ ｈ达到峰值
特点 ６－９ ｈ达到峰值
２４－－３６ ｈ恢复到正常
３ ｄ后基本恢复正常５～１５ ｄ恢复正常水平

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为其他疾病。常见心电图表现：心

临床

ＡＭＩ早期排除重要的ａ）早期诊断ＡＭＩ并ａ）ＡＭＩ诊断的“金标准”

律失常（窦性心动过速、心房扑动、心房颤动、房性心动

意义

指标

Ｉ ＱⅢ或ｓ Ｉ Ｑ ＩＩＩ

ＴⅢ；右束支传导阻滞；

甚至完全正常【ｌ ５１。
（４）部分气胸患者心电图可表现为顺钟向转位、左胸
导联ＱＲＳ低电压现象。右侧气胸最突出的表现是ＱＲＳ电
压与呼吸周期呈一致性变化，通常称“电压交替”【ｌ ６１。

４．２．２心脏功能标志物利钠肽作为心脏功能标志物不仅
在心力衰竭早期诊断、预后判断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在
急性胸痛的鉴别诊断、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等方面也具
有重要作用【５】。利钠肽家族中，脑钠肽（ｂｒａｉｎ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ＮＰ）和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４．２实验室检查
对于急性胸痛患者，快速实验室检查有利于迅速明确
诊断、完善评估、指导治疗。ＰＯＣＴ是急性胸痛急诊诊疗
的重要工具之一。

４．２．１心肌损伤标志物

ｂ）ＡＭＩ判断梗死面积

ｂ）ＡＭＩ复发检测、并进行危险分层
再灌注治疗检测

过速及房性期前收缩等）；非特异性ＳＴ．Ｔ改变，右胸导联
Ｔ波倒置；Ｓ

进行危险分层

ｔｙｐｅ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ｐｅｐｔｉｄ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是目前最重要的心脏

功能标志物，常用的临床参考值见表２【ｌ ９１。
表２

ＢＮＰ及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诊断心力衰竭临界值（ｐｇ／ｍＬ）吲

４．２．３

出凝血标志物Ｄ．二聚体的水平增高反映了血浆中

目前诊断缺血性胸痛常用的心肌

损伤标志物包括心肌肌钙蛋白（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ｃＴｎ）、肌
酸激酶同工酶ＭＢ（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ｉｓｏｅｎｚｙｍｅｓ ＭＢ，ＣＫ．

ＭＢ）和肌红蛋白（ｍｙｏｇｌｏｂｉｎ，ＭＹＯ）【７】。高敏ｃＴｎ（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ｈｓ．ｃＴｎ）的敏感度更高，常用来

早期筛查及排除诊断。心肌型脂肪酸结合蛋白（ｈｅａｒｔ－ｔｙｐ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ＦＡＢＰ）、缺血修饰

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的激活，临床上将Ｄ．二聚体视为体内

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ＭＡ）和髓过氧化物

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标志物。Ｄ一二聚体可作为ＡＰＥ诊

酶（ｍｙｅｌ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ＭＰＯ）等新型标志物在ＡＣＳ的早期

断的首选筛查指标，Ｄ．二聚体＜５００“ｇ／ｍＬ的可疑病例，

诊断与评估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５，１７－１８１。

如无法进行影像学检查，应动态检测Ｄ．二聚体水平［２０］ｏ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

白蛋白（ｉｓｃｈｃｍｉ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

ｃＴｎ由三种不同的亚基组成：心肌肌钙蛋白Ｔ（ｃＴｎＴ）、

二聚体检测还可用于主动脉夹层的筛查和排除，研究发现

心肌肌钙蛋白ｌ（ｃＴｎＩ）和心肌肌钙蛋白Ｃ（ｃＴｎＣ ｏ心肌损

以５００斗ｇ／ｍＬ作为临界值，其检测敏感度为９７％，阴性预

伤后３“ｈ ｃＴｎ开始升高，１０～１２ ｈ达到峰值，５～１５ ｄ恢复

测值为９６％，特异性为５６％，阳性预测值为６０％ｌＩ玷０１。

正常水平。ｃＴｎ不仅是诊断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凝血功能检测为手术前、抗栓治疗前患者的必查项目，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最常用的标志物，也可见于以下疾病：

目的是了解患者的出凝血功能有无障碍，是制定治疗策略

急性和慢性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心肌炎、中毒、快速

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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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胸痛相关炎性标志物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表３心梗三项联合判读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炎症标志物。在ＡＭＩ
的患者中，ＣＲＰ高峰可持续４８ ｈ，且高峰值与心梗面积有

关【２“。同时，ＣＲＹ＞７．９ ｍｇ／Ｌ时还预示着ＡＭＩ后心脏收缩
及舒张功能障碍，左室充盈压力的升高，远期心力衰竭发
生率及病死率的增高１２”。
ＭＰＯ在炎症急性期由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释放，它

的升高提示冠状动脉易损斑块炎症反应，可做为稳定型缺
血性心脏病和ＡＭＩ的标志物［２２１。
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是降钙素的前体，主
要用于鉴别患者是否并发感染。
４．２．５动脉血气分析动脉血气分析是快速评估患者酸碱
平衡、电解质水平的监测方法。高危胸痛患者可通过血
气分析快速评估患者循环灌注情况，指导是否紧急处理；
并可根据电解质水平及时对症处理，预防恶性心律失常
的发生。动脉血气分析常用来鉴别ＡＰＥ，多数ＡＰＥ患者
Ｐａ０２＜８０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伴ＰａＣ０２下降。

４．２．６血生化血生化包括血清内各种离子、糖类、脂类、

（２）急性主动脉夹层超声表现为主动脉腔内出现飘摆

蛋白质以及酶、激素和机体的多种代谢产物。部分临床药

颤动的线性回声，剥脱的内膜将管腔分为真腔与假腔两个

物的应用需根据肝肾功能调整方案，Ｋ＋、Ｍ９２＋等电解质水

部分。超声可直观显示内膜剥离的范围、程度、破口位置、

平与恶性心律失常风险相关，胆固醇的基线水平将指导调

主动脉内径。除此之外，还可以显示ＡＤ相关并发症，包

脂药物的使用。生化检查可为医生提供诊断与治疗依据，

括重度主动脉瓣反流、心包填塞等，有助于临床医生选择

并能帮助临床评估病情、监测治疗效果等。

最佳的手术时间及手术术式”３１。

４．２．７生物标志物联合应用所有急诊接诊的急性非创伤

（３）急性肺栓塞超声直接征象为发现肺动脉近端或

胸痛患者，如果存在高危胸痛的危险因素及发病特征，且出

右心腔血栓；间接征象多是右心负荷过重的表现，主要为

现以下三种情况中的至少一种时，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心

右室和（或）右房的扩大、室间隔运动异常、三尖瓣反流、

电活动不稳定或心力衰竭，应及时对症处理，且尽早联合检

肺动脉压力增高及肺动脉主干和分支扩张等｛ｌ ５１。如果二维

测心肌损伤标志物（表３）、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及Ｄ．二聚体；

超声心动图没有发现右心功能负荷过重或功能紊乱，一般

如果没有上述三种情况，可根据具体病因考虑，有针对性的

不考虑严重的急性肺栓塞。下肢血管超声检查有助于筛查

检测一类或两类指标完成疾病的诊断或鉴别诊断，确诊后再

肺栓塞的栓子来源。

联合其他检测指标实现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５，１２１０具体内容

４．４

可参见相关专家共识【５】。

４．３床旁超声心动图
床旁超声心动图简便、快捷，能清晰显示心脏、大血
管的结构和功能，为胸痛的鉴别诊断提供重要信息。
（１）急性心肌梗死在超急性期心电图表现可能并不典

Ｘ线检查
ｘ线检查是诊断气胸最常用的方法，可显示肺萎缩程

度、胸膜粘连、纵隔移位及胸腔积液等。气胸侧透明度增强，
无肺纹理，肺萎缩于肺门部，和气胸交界处有清楚的细条
状肺边缘，大量气胸时纵隔可向健侧移位，尤其是张力性
气胸更显著；少量气胸则占据肺尖部位，使肺尖组织压向

型，甚至是“正常”的，完全性左束支传导阻滞可掩盖心

肺门；如有液气胸则见液平面【Ｉ

电图图形而造成早期诊断困难。超声心动图可判断心肌是

４．５

６１。

ＣＴ及ＣＴ血管造影（ＣＴＡ）检查

否存在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有助于ＡＣＳ的鉴别、诊断。

（１）气胸可通过ＣＴ检查明确诊断，ＣＴ对胸腔内少量

超声心动图能评估发生缺血的心肌的范围、程度，还能发

气体的诊断较为敏感。对反复发作的气胸、慢性气胸患者观

现心肌缺血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如缺血性二尖瓣反流、

察肺边缘是否有造成气胸的病变，如肺大疱、胸膜带状粘连，

乳头肌断裂、室间隔穿孔及室壁瘤、附壁血栓等，同时还

肺组织牵拉、裂口不易闭合等。气胸表现为胸膜腔内出现极

能评估心脏的功能【２３１。

低密度的气体影，伴有肺组织不同程度的压缩０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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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急性主动脉夹层可通过ＣＴＡ明确诊断，敏感性

呼吸频率（Ｒ）这５个指标组成的Ｓｕｐｅｒ－Ｓｃｏｒｅ评分模型为

达９０％以上、特异性接近１００％，主要表现包括：血管直

指导，动态监测高危患者病情变化，总分１０分，建议高危

径增大征或巨大的夹层动脉瘤；血管内膜征，主动脉管腔

患者每小时评分１次，理论上提前２－６ ｈ预测患者急性心

内发现动脉内膜片提示夹层或壁间血肿；钙化点征，正常

衰发作，以此为指导可以开展急性心衰的早期预警、提前

主动脉钙化点一般在主动脉外周，当血管内出现内移的钙

干预【２６１，见表４。

化点，提示内膜片内移”３１。ＣＴＡ检查可显示主动脉真、假

表４

急性心衰早期预警Ｓｕｐｅｒ－ｓｃｏｒｅ评分系统【ｚ６Ｊ

腔和血管直径，还包括内脏动脉位置和假腔内血栓情况，

指标

范围

计分

是临床最常用的辅助检查方法。

氧饱和度（Ｓｐ０２）

９９～１００

０

（３）肺栓塞可通过ＣＴＡ明确诊断，但对于亚段及外
周肺动脉的栓子其敏感性有限。资料显示，ＣＴＡ对于ＰＥ

％Ｈ
小时尿量４（ｍＬ／ｈ）
如

诊断的敏感性为５３％～１００％，特异性为７８％一１００％【１列。

～ｕ）０～０

心率‘次触ｉｎ’

５常见高危胸痛的救治策略

Ｍ
Ｏ～４ Ｏ

５．１

急－眭冠脉综合征

情绪状态６

５．Ｉ．１急性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Ｉ）ＳＴＥＭＩ患者的救治要以缩短

咻锄枷毒：瑚咖啦坩。扣＋
呼吸频率。（次／ｍｉｎ）＜２０

总的心肌缺血时间、恢复有效心肌再灌注为根本治疗理念。
怀疑ＳＴＥＭＩ的患者要尽快完成心电图、ＰＯＣＴ、床旁超声等
辅助检查。需根据病情复查心电图、ＰＯＣＴ等。明确ＳＴＥＭＩ
的患者可根据现实条件选择合适的再灌注策略［２４］１包括直接
ＰＣＩ（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ＣＩ，ＰＰＣＩ）、转运ＰＣＩ或静脉溶栓治疗、溶栓

０

２０－３０

ｌ

＞３０

２

注：８患者若未予以导尿，则其每小时尿量可用两次排尿的平均
值计算。６情绪状态，０表示正常或药物镇静状态；．表示抑郁，冷漠，
反应迟钝，嗜睡．－一表示昏睡，昏迷；＋表示烦躁不安，兴奋，激
动或过度应激，以及谵妄。。急性心衰发作危险分层：０一１分，低危；
２～３分，中危；４～５分，高危；６～１０分，极高危

后转运ＰＣＩ和溶栓．介入序贯再灌注治疗等［１０，１２］。
５．１．２非ｓＴ段抬高的急性冠脉综合征（ｎｏｎ

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５．１．４

ＡＣＳ的药物治疗抗栓是ＡＣＳ药物治疗的基石，明

由于

确诊断并排除出血后需立即启动抗栓治疗，临床上应综合评

ＮＳＴＥ．ＡＣＳ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差异大，应建立基于危险

估患者的缺血和出血风险，制定个体化的抗栓策略。再灌注、

分层的治疗策略，根据病情危险程度分层施治，常用的评

抗栓治疗的同时，改善心肌微循环、抗心肌缺血、防治心室

分模型包括ＧＲＡＣＥ风险评分和ＴＩＭＩ风险评分口４‘２ ５１。初步

重构等也是改善ＡＣＳ患者症状和预后的重要手段。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ＳＴＥ－ＡＣＳ）

评估或再次评估明确为极高危的患者，应在２ ｈ内实施紧

抗栓治疗包括：

急介入治疗，对高危患者指南建议选择２４ ｈ内行早期介入

（１１抗血小板治疗．①排除出血等禁忌后，ＡＣＳ患者

治疗，对于症状或缺血反复发作的中危患者可在７２ ｈ内选

初始需服用阿司匹林负荷剂量后长期维持［１２，１４，２４］。②ＡＣＳ

择介入治疗［２５］ｏ不具备ＰＣＩ能力的医院，应与具备ＰＣＩ能

患者应联合一种血小板Ｐ２Ｙ１２受体抑制剂，服用Ｐ２Ｙ１２受

力的医院合作，建立联络及转诊机制［９０ ３１。一旦ＮＳＴＥ—ＡＣＳ

体抑制剂负荷剂量后，推荐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维持至少１２

进展为ＳＴＥＭＩ，应立即按ＳＴＥＭＩ再灌注治疗流程执行后

个月［１２ｌ。③对于没有禁忌证的ＡＣＳ患者，指南推荐Ｐ２Ｙ１２

续治疗。评估为高危或中危患者诊疗流程，需按规定时间

受体抑制剂为替格瑞洛；拟行早期侵入性治疗的ＳＴＥＭＩ及

内接受早期或延迟介入治疗或及时转运。

中高危的ＮＳＴＥ．ＡＣＳ患者，最新指南也推荐使用替格瑞洛，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ＨＦ）

在无法使用替格瑞洛时给予氯吡格雷”２’１４１；接受溶栓治疗

的早期预警急性心力衰竭是ＡＣＳ常见和重要的并发症之

的患者，氯吡格雷使用常规负荷剂量，溶栓治疗后推荐使

一，ＧＲＡＣＥ研究表明ＡＣＳ合并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在院内

用维持双抗治疗”ｏ４１。④ＳＴＥＭＩ及中高危ＮＳＴＥ．ＡＣＳ患者，

及发病６个月内的生存率明显降低。

若存在高血栓风险等因素（如，肌钙蛋白阳性、ＳＴ段改变、

５．１．３

ＡＣＳ合并急性心力衰竭（ａｃｕｔｅ

ｈｅａｎ

急性心衰以及心衰高危患者住院期间可能再次、反

合并糖尿病、再发心梗），可在接受介入治疗前给予血小板

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远期预后。推荐高危

糖蛋白（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ＧＰ）Ⅱｂ／ＨＩ ａ受体拮抗剂”４１；考虑

ＡＣＳ患者采用“急性心衰早期预警Ｓｕｐｅｒ－ｓｃｏｒｅ评分系统”，

到双抗起效时间、患者呕吐、手术策略及效果等因素，可

即以氧饱和度（ｓ）、小时尿量（Ｕ）、心率（Ｐ）、情绪状态（Ｅ）、

在ＰＣＩ术中、术后给予ＧＰ １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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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ｌＩ

ａ受体拮抗剂［２７－２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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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常见的ＧＰ ＩＩ

ｂ／ＩＩＩ

ａ受体拮抗剂中，替罗非班相对分子

质量最小。可逆性较强，出血风险相对较小，在临床中应
用较广泛１２７－２８１。

善冠状动脉大血管血流的同时，冠状动脉微循环逐渐成为
心肌再灌注的重要靶点ｐ＂。
（６）改善心肌代谢药物。通过调节心肌代谢而发挥心

（２）抗凝治疗。①所有ＳＴＥＭＩ患者无出血禁忌时均应

肌保护作用，不影响冠脉的血流动力学。主要包括：卡尼

早期使用肝素；②溶栓或错过早期血运重建时间窗的患者

汀及其衍生物、脂肪酸氧化抑制剂、肉毒碱脂酰转移酶抑

应至少接受４８ ｈ抗凝治疗，最多持续８ ｄ或至血运重建【１４１；

制剂、极化液等１３８１。

③接受ＰＣＩ治疗的患者术中可使用普通肝素或比伐芦定抗

（７）改善心肌微循环药物。冠脉微循环疾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凝，比伐芦定半衰期短、出血风险较低。临床医师需根据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出血风险、肾脏功能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抗凝方案。

及心脏功能，甚至决定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疗效及

（３）溶栓治疗是ＳＴＥＭＩ患者再灌注治疗的重要方式之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ＭＶＤ）可直接影响心肌细胞代谢

预后，是ＳＴＥＭＩ再灌注治疗后心脏功能恢复的重要因素【３

７１。

一，建议：①不具备直接ＰＣＩ条件或转运时间较长的医疗机

ＰＰＣＩ术中或术前使用ＧＰ ＩＩ ｂ／Ⅲａ受体拮抗剂、冠脉内给

构需选择新型静脉溶栓药物；②有条件的院前急救系统转运

予硝酸甘油、腺苷、尼可地尔、硝普钠、前列地尔等药物

患者时可开展院前溶栓：③不能及时接受介入治疗的，也可

可降低ＣＭＶＤ的发生１２７，３７１。

在转运的同时开展溶栓．介人序贯再灌注治疗［２９－３０１。

５．２急性主动脉夹层

溶栓剂的选择：非特异性纤溶酶原激活剂ｍ血风险高、

经临床初步评估高度怀疑ＡＡＤ的患者，应立即人胸

再通率较低，不建议首选。瑞替普酶、阿替普酶、奈替普酶、

痛诊间进行监护，限制活动，并尽快完成体格检查。同时，

重组人尿激酶原等特异性纤溶酶原激活剂能选择性地与血

需尽快完成血常规及血型、血气分析、心肌损伤标志物、

栓表面的纤维蛋白结合，而不影响纤溶系统，血管再通率

凝血功能、血生化等检测，以辅助诊断并为手术治疗做准备。

高且出血风险较低，临床应用较广泛［２９－３０］。冠脉高血栓负

应尽快给予有效镇痛（可适当肌注或静脉应用阿片类

荷的患者可选择冠脉内溶栓策略。
其他药物治疗包括：
Ｂ受体阻滞剂。既有利于缩小梗死面积改善心室

（１）

药物）、控制心率和血压（建议静脉应用１３受体阻滞剂），
控制夹层发展，降低主动脉夹层破裂的风险［１３１０理想控制
目标为心率６０～８０次／ｍｉｎ和收缩压１００～１２０

ｍｍＨｇ。

重构，又能减少心力衰竭发生、心源性猝死、再发心肌梗死、

尽快完成床旁心电图、超声心动图等辅助检查。在有效镇痛、

恶性心律失常等事件，可显著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并改善患

心率血压控制稳定后，尽快完成主动脉ＣＴＡ检查，明确急

者预后［３０１０无禁忌证的患者应在发病２４ ｈ内常规服用，并

性主动脉夹层的分型及受累范围，为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

逐渐加量。

依据。不具备大Ｉ衄管介入和手术能力的医疗机构，应当建

（２）他汀类药物。多项研究显示ＡＣＳ早期他汀治疗

立完善的急性主动脉夹层转诊机制。告知患者家属转运可

可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无禁忌的ＡＣＳ患者应尽早开

能存在的风险，制定转运途中发生意外情况的预案，药物

始。最新指南推荐ＳＴＥＭＩ患者如无禁忌证，应尽早启动高

治疗相对平稳后尽快转至具备手术条件的医疗机构。

强度他汀治疗并长期维持１１２１０应用他汀类药物的获益来源

５．３急性肺栓塞

于ＬＤＬ．Ｃ的降幅１３１．３，ｔｌｏ目前常用的他汀类药物包括：辛伐
他汀、氟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等。
（３）ＡＣＥＩ／ＡＲＢ。ＰＣＩ围术期及术后长期合理应用

ＡＰＥ患者人院后须尽快完成心电阿检查，并行血气分

析、Ｄ．二聚体、ＢＮＰ、ｃＴｎ等检测。有条件的医院应尽快
完成肺动脉ＣＴＡ，以明确诊断并危险分层。

ＡＣＥＩ／ＡＲＢ类药物可改善心肌重构并改善预后［３５１０在无禁

根据Ｗｅｌｌｓ评分或ＰＥＳｌ分级等评估手段动态评估患者，

忌证的情况下应早期（ＳＴＥＭＩ发病６～１２ ｈ后）开始使用

对于高危肺栓塞患者，应尽快完成床旁超声检查，尽快进

ＡＣＥＩ，但剂量和时限仍视病情而定，不能耐受ＡＣＥＩ者用

行抗凝治疗。对于排除溶栓禁忌证的患者，及时给予静脉

ＡＲＢ代替【。２Ｊ。

溶栓治疗。有溶栓禁忌证者应考虑导管碎栓、溶栓或手术

（４）醛固酮受体拮抗剂．通常在ＡＣＥＩ治疗基础上使
用，ＳＴＥＭＩ后心功能减退，排除禁忌证后应使用醛同酮受
体拮抗剂【３“。
（５）抗心肌缺血治疗。Ｂ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药物、
钙拮抗剂是常用的抗心肌缺血药物，临床中需根据患者的
血压、心律（率）、梗死范围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药物。在改

万方数据

取栓；连续动态监测血压，限制活动。
中低危组：应住院或门诊抗凝治疗，并密切观察、动
态评估病情，依据凝血指标调整抗凝药物的剂量，既保证
抗凝药物的有效性，又尽量减少出血”５Ｉ。

５．４张力性气胸患者
所有考虑张力性气胸的患者，均应当立即进入胸痛诊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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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钰

邓颖

董士民

陈晓辉
范西真

陈玉国
黄亮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ｎｎ Ｅｍｅｒｇ Ｍｅｄ，２０１５，６５（１）：３２－

ＤＯＩ：１０．１叭６／ｊ．ａｎｎｅｍｅｒｇｍｅｄ．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０２．
Ｒ，Ａｂｏｙａｎ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陈文强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７０（１２）：１０８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ａ．ｒｅｃ．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０．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余华

周启棣

艾芬

Ｂ，Ｊａｍｅｓ Ｓ，Ａｇｅｗａｌｌ Ｓ，ｅｔ ａ１．２０１７ ＥＳ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ｆｉｅ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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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首春
张红雨

李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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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诗东

兰超李传保李春洁

李振富

庞佼佼

费爱华

崇巍

ｏｎ

Ｖ Ｂｏｉｌｅａｕ Ｃ，ｅｔ ａ１．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ｕｍ ｔｏ：２０１４ ＥＳＣ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仃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ｏｒ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５，３６（４１）：２７７９．ＤＯ／ｒｉ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ｖｌ７８．
［１５］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肺血管病学组．急性肺栓塞诊断与

荆全民李波李拥军

林先和

刘斌刘晓亮楼天正

治疗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１５）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４４（３）：

卢颖如马翔

潘曙明

彭鹏秦历杰

１９７—２１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５．

陶凌

万征

聂绍平
王敬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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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

王乐丰

张泓赵敏赵剡

王长谦
朱华栋

商德亚
王志禄

［１６］Ｔｓｃｈｏｐｐ ＪＭ，Ｂｉｎｔｃｌｉｆｆｅ

０，Ａｓｔｏｕｌ

Ｐ，ｅｔ ａ１．ＥＲ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ｔｈｏｒａｘ［Ｊ］．Ｅｕｒ

·４２０·

史堡叁望匿堂苤查２Ｑ！竺生垒旦箜２墨鲞筮垒塑￡垒也』里塑皇婆丛曼鱼：△Ｐ！ｉ１ ２Ｑ！里：№！：２墨：丛Ｑ：垒

ＲｅｓｐｋＪ，２０１５，４６（２）：３２１－３３５．ＤＯＩ：ｌＯ．１１８３朋１０３１９３６．００２１９２１４．
【１７】Ｌｉｎ

治疗的合理用药指南阴．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６，

Ｓ，Ｍｏｋｏｙａｍａ Ｈ，Ｒａｃ ＶＥ，ｅｔ ａｉ．Ｎｏｖｅ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ｃｐａｒｔｍ锄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８（８）：２５－４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３７２．２０１６．０８．００７．
【３０】

２０１２，８３（６）：６８４－６９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ｌ ６（ｉ．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２．０１５．

前溶栓治疗中国专家共识【Ｊ】．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２０１８，

【１８】Ｗａｎｇ ＨＬ，Ｐａｎｇ ＸＨ，Ｙａｎｇ ＪＪ．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ｈｅａｒｔ－ｔｙｐ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

２６（４）：１８１－１９０．ＤＯＩ：ＺＪＸＢ．０．２０１８４）４－００１．
【３１】

ｏｆ

ａ

ｂｅｔａ－ａｄｒｅｎｃｒｇｉｃ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ｏｒ ａ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Ｊ Ａｍ Ｃｏｉｌ Ｃａｒｄ ｉｏｌ １９９３，２２（２）：

４０７．４１６．ＤＯＩ：ｌＯ．１０１６／０７３５·１０９７（９３）９０（０４－２．
【３２】

Ｂａｉｇｅｎｔ Ｃ，Ｋｅｅｃｈ Ａ，Ｋｅａｍｅｙ ＰＭ，ｅｔ ａｉ．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Ｄ二聚体检测”急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组．卜二聚体急诊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ｔａ

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四．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８）：８２７－８３６．

ｆｒｏｍ ９０ ０５６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 １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ｍａｌＳ ｏｆｓｔａｔｉｎｓ［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５，３６６（９４９３）：１２６７－１２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Ｏｌ４０－６７３６（０５）６７３９４－１．

王艳，刘国荣，安雅臣，等．炎性标记物对急性脑梗死早期预后

【３３】

Ｌｉｕ ｚ，Ｊｏｅｒｇ Ｈ，Ｈａｏ ＨＪ，ｅｔ ａ１．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ｓｔｉｎ ｆｏｒＡ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Ａｎｎ

的影响叨．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４（１）：６６－６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ｍａ．ｊ．ｉｓｍ．０２５４－９０２６．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６，５０（９）：７２５．７３３．Ｄｏｌ：１０．１ １７７／１０６００２８０１６６５４７２２．

【２２】严松彪，苏淑红，陈晖，等．血浆髓过氧化物酶水平对急性心

【３４】

Ｐｉｔｔ Ｂ，Ｌｏｓｃａｌｚｏ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ｒｏｓｕ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２００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５７２５．２００７．１３．０２１．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局部心肌容量和收缩功能的分析田．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

ＥＳＣ／ＥＡＣ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ＵＮＡＲ ｓｔｕｄｙ）［Ｊ］．Ａｍ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２，

刘梅。李桂伟．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接受强化剂量瑞舒伐
他汀治疗的临床观察明．中国药房，２０１７，２８（１１）：１５１０－１５１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ｍｅｎｔｓ’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

ｖｅｒｓｕｓ

１０９（９）：１２３９－１２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０．ａｍｊｃ州．２０１Ｉ．１２．０１５．
【３５】

２００６，１５（５）：３２５－３２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４４７７．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２．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ＦＪ，Ｓｏｕｓａ－Ｕｖａ Ｍ．‘ｔｅｎ

Ｐｈａｎｎ，

Ｊ，Ｍｏｎｙａｋ Ｊ，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ｉｐｉｄ－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肌梗死患者预后的影响【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１３）：２０００－

【２３】王雪，张梅，张运，等．实时三维超声对心肌梗死患者左心室

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４０８．２０１７．１１．２０．
【３６】

Ｌｉ．Ｘ．ＩＳＩＳ·４：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ｏｒａｌ

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８，３９（４２）：３７５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ｙ６５８．

ｃａｐｔｏｐｒｉｌ，ｏｒａｌ ｍｏｎｏｎ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ｓｕｌｐｈａｔｅ ｉｎ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非ＳＴ

５８ ０５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Ｌａｎｃｅｔ，

段抬高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６）［Ｊ］．２０１７，４５（５）：

１９９５。３４５（８９５１）：６６９－６８５．ＩＸ）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１４０－６７３６（９５）９０８６５．ｘ．

３５９－３７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３．

【２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ｑａｓｐ．２０１８．０１．５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４）２８２．２０１３．０８．００３．

［２５１

Ｔ＇ｅｔ ａ１．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ｒａｄｙ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ｇ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３０１．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１．

［２４】

Ｌ，Ｂｒｚｏｓｔｅｋ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Ｕ＇ｅａｍｌｅｎｔ ｗｉｔｈ

用中国专家共识忉．中国心血管病研究，２０１１，９（６）：４０１－４０８．

【２ｌ】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ｆｔ Ｆ’Ｊａｎｓｓｅｎｓ

Ｊ Ｃ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Ｓｕｒｇ Ｐａｋ，２０１８，２８（１）：５６·６０．ＤＯＩ：１０．２９２７１／

【１９】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小组．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临床应

【２０】

颜红兵，向定成，刘红梅，等．ＳＴ段抬高型急性心肌梗死院

［３７】

Ｂｉａｎ Ｙ Ｘｕ Ｆ＇Ｌｖ ｌＵ，ｅｔ ａ１．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ｎｔｉｎｇ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ｕｔ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Ｉｎｔｅｒｎ

Ｊ Ｃａｒｄ，２０１５，１８３：ｌｌｌ·

【３８】

等．冠状动脉微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明．中国循环杂

术后心肌微循环再灌注的影响忉．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２００７，

２６（３）：２０７．２ｌＩ．ＤＯＩ：ｌＯ．３９６９／ｊ．ｉｓｍ．１００７－７６６９．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２．
【２８】ｖａｎ＇ｔ ＨｏｆＡＷ，ｔｅｎ Ｂｅ喀Ｊ，Ｈｅ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ｓ Ｔ’ｃｔ ａ１．Ｐ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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