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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专家共识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专家共识组

１

急性胸痛患者优化处理、危险分层是临床诊治

前言

的关键。早期、快速诊断治疗ＡＣＳ、ＡＡＤ、ＰＥ等致

急性胸痛诊断面临挑战

１．１

命性疾病，争取最佳抢救时机，改善患者临床预后，

急性胸痛是成人急诊就诊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并尽快合理分流ＡＣＳ低危人群及其他非致命性胸

据统计，美国２０１０年有超过７百万胸痛患者至急

痛，避免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是目前急诊科医师

诊科就诊，占急诊就诊总量的５．４％。我国北京地

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区的横断面研究显示，胸痛患者占急诊就诊患者的

１．２

４．７％。急性胸痛病因构成复杂，病情千变万化，
疾病谱危险程度跨度巨大，不仅包括急性冠脉综合

生物标志物在急性胸痛患者评估和管理中的
作用

近２０年来，临床医师可获得的实验室知识急剧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急性主动脉

增多，能够应用的医学检验项目大量出现，生物标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ＡＤ）、急性肺栓塞

志物研究及临床应用发展迅速，已成为临床上评估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ＰＥ）及张力性气胸等致命性

急性胸痛患者的重要指标。以心肌肌钙蛋白

高危疾病，也包括胃食管反流、肋间神经痛、神经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ｃＴｎ）为核心，肌酸激酶同工酶

官能症等相对良｜生的低危疾病。临床实践中，应强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ＭＢ，ＣＫ—ＭＢ）、脑钠肽（ｂｒａｉｎ

调“早期诊断、危险分层、正确分流、科学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救治”。

（Ｃ—ｒｅａｃｔ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为代表的标志物，不仅能

征（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夹层（ａｃｕｔｅ

ａｏｒ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ＮＰ）、Ｄ一二聚体、ｃ一反应蛋白

对于急性胸痛，医生往往首先想到ＡＣＳ，然而

用于疾病的快速诊断和鉴别，也能在危险分层、预

事实上仅仅不足５％的胸痛患者被明确诊断为ｓＴ段

后判断与治疗决策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

抬高型心肌梗死（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ｃＴｎ检测技术的出现促使了ＡＣＳ新的分类与诊断标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ＭＩ），近２５％的患者为非ＳＴ段抬高

准的形成。另外，新的生物标志物，如心型脂肪酸

型ＡＣＳ（ＮＳＴＥ—ＡＣＳ）。所以快速、准确地鉴别诊断

结合蛋白（ｈｅａｒｔ

心源性和非心源性胸痛是急诊处理的难点和重点。

ＦＡＢＰ）、缺血修饰白蛋白（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即使在欧美国家，在急性胸痛的评估和管理方面也

ａｌｂｕｍｉｎ，ＩＭＡ）和髓过氧化物酶（ｍｙｅｌ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存在高危患者救治不利、低危患者过度诊治的问题。

ＭＰＯ）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肌缺血和（或）斑

例如，在美国约有５％的ＡＣＳ患者因症状不典型从

块不稳定性等病理生理学过程，在ＡＣＳ诊断和预后

急诊直接离院，其中１６％的患者因不适当离院导致

评价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错失救治时机而死亡。与此同时，因胸痛收入院的

患者中，只有１０％～１５％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急诊评估相关的生物标志
物，如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心脏功能生物标志物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ＭＩ），约７０％的患者

等，虽然均可通过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但由于耗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最终除外ＡＣＳ或未发现任何疾病。目前我国尚缺少
大型临床注册研究来提供国内相关数据，预计情况
同样不容乐观。

ｔｙｐｅ—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Ｈ—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时较长且检测时间和地点相对固定，急诊患者多、
病情重且流动性大，中心检测并不能完全满足急诊
诊疗对胸痛患者快速实时诊断的强烈需求，因此，
床旁检测技术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巨大价值。床旁检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ｎｍ．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０２８２．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５

通信作者：陈玉国，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９１９０８５＠１２６．ｃｏｍ

万方数据

测技术（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ＯＣＴ）又称床旁即

时检验，是指用轻便的设备、简单的操作、随意的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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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即时快速地提供准确的报告。ＰＯＣＴ简化了

先是胞浆中游离的少量ｃＴｎＩ和ｃＴｎＴ迅速释放进入

检验过程，缩短了样本分析前的处理时间和分析后

的报告时间，也降低了发生差错的机会，提高了急

血液循环，外周血中浓度迅速升高，在发病后４ ｈ
内即可测得。随着心肌肌丝缓慢而持续的降解，

诊患者的诊治效率。

ｃＴｎＩ和ｃＴｎＴ不断释放进入血液，ｃＴｎＩ升高持续时

１．３编写专家共识的意义
“急性胸痛”病因构成复杂、危险分层关键，

间为４—１０ ｄ，ｃＴｎＴ为５～１４ ｄ，有很长的诊断窗
口期。
２．１．２应用指征

急诊医生科学、规范地应用生物标志物的能力大小

（１）早期诊断ｃＴｎ对心肌损伤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不一，特别是在联合检测及动态检测方面尚有不

和特异度，已取代ＣＫ—ＭＢ成为ＡＣＳ诊断的首选心

足。因此，为了满足临床医生工作需要、规范急性

肌损伤标志物。ｃＴｎ测定值高于参考范围上限第９９

胸痛特别是高危胸痛的诊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

百分位值［变异系数（ＣＶ）≤１０％］时提示心肌

分会及《中华急诊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组织国

损伤。对临床可疑的胸痛、胸闷及其他不典型症状

内急诊领域相关专家，遵循借鉴国内外相关指南和

或包括心电图在内的辅助检查异常，临床医生需除

专家共识，结合中国国情，组织编写了本共识。共

外ＡＣＳ时应立即检测ｃＴｎ，患者来院即刻采血测定

识包括６个部分，即前言、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

ｃＴｎ，推荐对于无法早期确诊的胸痛患者，首次

心脏功能生物标志物、止凝血生物标志物、胸痛相

ｃＴｎ为阴性，可间隔３～６ ｈ或在症状发作１０—１２

关炎性生物标志物及标志物的联合检测的作用和意

后复查以排除ＡＭＩ。出现症状后２４ ｈ内至少有１

义，以期指导临床医师能早期科学合理分流及救治

次ｃＴｎ化验值超过正常上限第９９百分位时提示

急诊胸痛患者。

ＡＭＩ或心肌损伤；解读ｃＴｎ结果时应综合考虑患者

２心肌损伤生物标志物
在急性胸痛患者中，ＡＣＳ发病率高，致死致残

ｈ

临床表现、胸痛发作时间以及静息１２导联ＥＣＧ的
结果。临床实践中不能因等待患者的心肌损伤标志
物结果而延误早期治疗。

率高，早期评估、快速诊断和及时治疗能明显降低

对于用传统方法不能检测到而用超敏感方法检

病死率，改善预后。目前诊断缺血性胸痛常用的心

测到的低水平ｃＴｎ（＜１０¨ｇ／Ｌ）或把符合要求的

肌损伤标志物包括ｃＴｎ、ＣＫ—ＭＢ和肌红蛋白

检测变异系数≤１０％的最小检测值接近第９９百分

（ｍｙｏｇｌｏｂｉｎ，ＭＹＯ）。超敏ｃＴｎ（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位值的ｃＴｎ，或把能在健康人群中检测到ｃＴｎ同时

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ｈｓ．ｃＴｎ）的检测比传统检测方法

第９９百分位值变异系数≤１０％，称为ｈｓ—ｃＴｎ。ｈｓ—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更高，目前已在国内逐步使用。

ｃＴｎ检测范围是传统ｃＴｎ范围的１／１００到１／１０，可

一些新型心肌损伤标志物的发现，包括Ｈ—ＦＡＢＰ、

以更早诊断更微小的心肌损伤，使更多的ＡＭＩ患

ＩＭＡ和ＭＰＯ等，在ＡＣＳ的早期诊断与评估中也发

者提早明确诊断，发病后３ ｈ以内２次检测对诊断

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ｃＴｎ是目前诊断心

ＡＭＩ的敏感度可达１００％。在临床研究证据基础

肌坏死敏感和特异的首选心肌损伤标志物，是诊断

上，欧洲心脏病学会（ＥＳＣ）在２０１１年颁布的

ＡＭＩ和对ＡＣＳ危险分层的主要依据。

ＮＳＴＥ．ＡＣＳ指南已将ｈｓ—ｃＴｎ作为ＡＣＳ诊断和危险

２．１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

分层的主要依据。

ｃａｒｄｉａｃ

２．１．１概述肌钙蛋白（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Ｔｎ）是横纹肌

另外，最近多个国内外研究显示，部分患者外周

收缩的一种调节蛋白，是骨骼肌和心肌的结构蛋

血中存在ｃＴｎ自身抗体，ＡＭＩ患者ｃＴｎ自身抗体的发

白，由ＴｎＩ、ＴｎＴ和ＴｎＣ ３个亚基组成的复合体，

生率在１０％～２０％，自身抗体的干扰能够导致假阴性

与原肌球蛋白一起和肌动蛋白结合，９０％位于横纹

结果或检出延迟，在临床上需要引起重视。

肌肌丝上。ＴｎＣ与钙离子结合，ＴｎＩ将肌钙蛋白复

（２）危险分层与预后判断

合物固定在肌球蛋白上，ＴｎＩ是抑制亚单位。ＴｎＩ

应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心电图和心肌损伤标志物

和ＴｎＴ的心肌亚型（ｃＴｎＩ和ｃＴｎＴ）与骨骼肌中对

进行早期危险分层，其中ｃＴｎ是进行危险分层的首

应的蛋白来自不同的基因，具有独特的抗原表位，

选标志物。Ｉ晦床症状符合ＡＣＳ的患者，无论

心肌特异度较高。当心肌缺血导致心肌损伤时，首

ＣＫ．ＭＢ结果是否升高，ｃＴｎ峰值超过正常上限第９９

万方数据

高度可疑ＡＣ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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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增加。对于ＡＭＩ患者，监测ｃＴｎ动态变化可评

ＡＣＳ患者评估中的重要预后指标。尤其是ＮＳＴＥ－
ＡＣＳ患者，入院后ＣＫ．ＭＢ浓度与３０ ｄ病死率呈正

估再梗死（由于ｃＴｎ持续时间较长，在评估再梗

相关性，ＣＫ—ＭＢ浓度低于参考范围上限者３０ ｄ病

死时不如ＣＫ—ＭＢ）及死亡风险。

死率为１．８％，浓度为参考范围上限１—２倍者为

百分位数，将预示其病死率和缺血事件再发率的危

２．１．３

诊断临界值

目前ＥＳＣ、美国心脏学会

３．３％，而浓度大于参考范围上限１０倍者为

（ＡＣＣ）／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等相关指南均一致推

８．３％。

荐使用第９９百分位作为ｃＴｎ的正常上限参考值。此
参考值的应用，可以更早诊断微小心肌损伤，具有更

２．２．３诊断临界值

高的阴性预测值。

２．２．４鉴别诊断

２．１．４鉴别诊断ｃＴｎ不是ＡＭＩ特有的标志物，

肌肉劳损、肾功能不全等患者。

ｃＴｎ水平升高仅提示心肌细胞受损。在ｃＴｎ升高但

２．３肌红蛋白《ＭＹＯ）

没有动态变化或缺少心肌缺血临床证据时，应考虑

２．３．１概述

其他可能导致心肌坏死的病因，包括急性和慢性充

细胞浆血红素蛋白，广泛存在于骨骼肌、心肌和平

血性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快速性或缓慢性心律

滑肌组织，是肌肉内转运和储存氧的蛋白质，约占

失常、心肺复苏术后、急性神经系统疾病、ＰＥ和

肌肉蛋白的２％。ＭＹＯ由１５３个氨基酸组成，相对

肺动脉高压、心脏挫伤／消融／起搏／复律、浸润性

分子质量为１６ ７００。主要经肾脏排泄。心肌或横纹

心脏疾病（如淀粉样变性和硬皮病）、炎性疾病

肌损伤时，迅速从破损细胞释放到血液中，１—３

（如心肌炎）、触电、中暑、药物毒性、ＡＡＤ、肥

血中浓度迅速上升，６～９ ｈ达峰值，２４—３６ ｈ恢复

厚型心肌病、甲状腺功能减退、心尖球型综合征、

到正常水平。肌红蛋白在骨骼肌中的浓度较高，因

横纹肌溶解伴心肌损伤、脓毒症等严重疾病。

此对判断心肌损伤的特异性差。但因其相对分子质

检测方法的改进及更低参考值（第９９百分位）

ＣＫ．ＭＢ的诊断界值定义为性

别特异参考人群的第９９百分位数。

ＣＫ—ＭＢ升高还可见于皮肌炎、

ＭＹＯ为一种能与氧结合的小分子

量小，有早期释放及快速排泄的代谢特点，与ｃＴｎ

的使用，增加了ｃＴｎ的阳性检出率。结合患者基本资

或ＣＫ．ＭＢ联合应用有助于ＡＭＩ的早期排除诊断。

料及心电图，连续观察ｃＴｎ的动态变化是准确区分

２．３．２应用指征

ＡＭＩ和其他病因的比较可靠的方法。

（１）早期诊断

２．２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
２．２．１

概述

ＣＫ包括同工酶ＢＢ、ＭＢ和ＭＭ。

ｈ

对于症状发作６ ｈ以内的患者，除ｃＴｎ以外，
还应该考虑早期心肌坏死标志物。ＭＹＯ是目前研

ＣＫ—ＢＢ主要存在于脑组织中，ＣＫ－ＭＭ主要存在于

究最广泛的用于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标志物。

骨骼肌中，ＣＫ．ＭＢ主要存在于心肌细胞的外浆层。

（２）判断再梗死或梗死范围有否扩展

当心肌受损后，ＣＫ—ＭＢ释放人血，４～６ ｈ开始升

心肌损伤后血ＭＹＯ水平６—９ ｈ达高峰，如

高，２４ ｈ达高峰，持续２—３ ｄ。当不能测定ｃＴｎ

ＡＭＩ发生１０ ｈ后血ＭＹＯ再次升高，应考虑发生再

时，可选择测量ＣＫ．ＭＢ（测定ＣＫ－ＭＢ质量浓度）。

梗死或心肌梗死范围扩大。

ＣＫ—ＭＢ的组织特异性低于ｃＴｎ，因此在大多数情况

（３）连续检测可排除急性损伤

下推荐连续两次测定ＣＫ—ＭＢ浓度，以提高诊断准

由于ＭＹＯ特异性差，阳性不能单独用于确诊

确性。

心肌损害，但阴性预测值近１００％，因此胸痛发作

２．２．２应用指征

２～１２

（１）早期诊断

（４）判断心脏手术患者心肌损伤程度和愈合情况
心脏手术后血ＭＹＯ水平可升高，并与心肌损伤

ＣＫ—ＭＢ对判断心肌坏死也有较高的特异性。

ｈ内，检测阴性可排除ＡＭＩ。

如果没有条件检测ｃＴｎ，采用ＣＫ．ＭＢ作为最佳替

程度成正比，监测血ＭＹＯ可评估心肌损伤程度。

换指标。溶栓治疗后梗死相关动脉开通时ＣＫ—ＭＢ

２．３．３诊断临界值

峰值前移（１４ ｈ以内）。由于检测窗口期相对较

男性２０～８０ ｐｇ／Ｌ，女性１０—７０斗ｇ／Ｌ。大于１００

短，ＣＫ．ＭＢ测定也适于诊断再发心肌梗死。

斗ｇ／Ｌ即有诊断意义。

（２）危险分层及预后判断

２．３．４鉴别诊断

如检测到ＣＫ．ＭＢ升高则预示着心肌坏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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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的血液中ＭＹＯ很少，

骨骼肌损伤（包括肌肉注射、

剧烈运动／创伤、休克、直流电复律及遗传性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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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等）时也可升高。肌红蛋白与心型脂肪酸结

测心肌缺血的生物标志物，但不是心肌损伤标志

合蛋白的比值（ＭＹＯ／Ｈ—ＦＡＢＰ）有鉴别意义。

物。ＩＭＡ具有高敏感度、高阴性预测值的特点，但

ＡＭＩ期间ＭＹＯ／Ｈ－ＦＡＢＰ比值为５左右，而ＡＭＩ

特异性较低。ＩＭＡ能否用于急性胸痛患者的危险分

后电除颤可使血ＭＹＯ／Ｈ—ＦＡＢＰ高达６０。多发性肌

层目前存在争议。ＩＭＡ升高也见于休克、终末期肾

炎、肌营养不良患者血ＭＹＯ水平可升高，临床疾

病、肿瘤、急性感染、肝硬化、遗传缺陷所致白蛋
白Ｎ端氨基酸缺失等。

病研究发现，假性肥大型肌营养不良者血清ＭＹＯ
最高可达ｌ １５０ ｔＬｇ／Ｌ。严重肾脏疾病时肌红蛋白在
血中清除受阻，血浓度升高，循环时间亦相应延

３心脏功能生物标志物

长。严重充血性心力衰竭者ＭＹＯ也可升高。
２．４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Ｈ－ＦＡＢＰ】

利钠肽作为心脏功能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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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性

ＦＡＢＰ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细胞胞质内，有９

胸痛的鉴别诊断、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等方面也具

种亚型，其中Ｈ—ＦＡＢＰ是心肌细胞中富含的一种小

有重要作用。利钠肽是一个大家族，主要成员包括

分子可溶性胞浆蛋白质，具有心肌组织特异性，与

心房利钠肽（ａｔｒｉａｌ

心肌内长链脂肪酸代谢有关。正常情况下，血浆中

肽（ＢＮＰ）、Ｃ一利钠肽（Ｃ—ｔｙｐｅ

Ｈ—ＦＡＢＰ含量极少（通常＜５斗ｇ／Ｌ）。当心肌细胞

ＣＮＰ），以及新近发现的Ｎ一心钠素、尿钠素、心室利

损伤后被迅速大量释放到血液中，ＡＭＩ发作后２０

钠肽等。其中，ＢＮＰ和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Ｎ．

ｒａｉｎ开始升高，１—３ ｈ内可以在血中检测出，４—６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ｔｙｐｅ

ｈ达到峰值，２０～３０ ｈ内血浆中的浓度恢复正常水

是目前最重要的心脏功能生物标志物。

平，其释放量与心肌损伤范围成正比。Ｈ—ＦＡＢＰ主

３．１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ＡＮＰ）、脑钠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ｂｉＴ—ｐｒｏＢＮＰ）

概述
ＢＮＰ是一个由３２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含一

要经肾脏排泄，症状发作后１．５ ｈ尿液浓度升高，
肾衰及骨骼肌损伤时可影响Ｈ．ＦＡＢＰ代谢。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个１７个氨基酸组成的环状结构，是由心脏分泌的

Ｈ．ＦＡＢＰ早期释放及快速排出的代谢动力学特

短肽激素。在心肌细胞合成的１３４个氨基酸的

点与ＭＹＯ类似，但其心肌特异性明显高于ＭＹＯ。

Ｐｒｅｐｒｏ．ＢＮＰ，在进入血循环后降解产生含１０８个氨

Ｈ．ＦＡＢＰ与ｃＴｎ、ＣＫ—ＭＢ联合检测，在时间窗上合

基酸的ＢＮＰ前体（ｐｒｏＢＮＰ），ｐｒｏＢＮＰ在内切酶的

理互补将是一种临床诊治缺血性心脏病的理想选

作用下形成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ＢＮＰ和一个无活

择。Ｈ—ＦＡＢＰ释放量与心肌损伤范围成正比，疑似

性的７６个氨基酸片段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刺激ＢＮＰ释放

ＡＣＳ患者，低Ｈ—ＦＡＢＰ浓度预示低风险，而高血

的主要因素是心肌张力的增加。ＢＮＰ的合成、分

Ｈ—ＦＡＢＰ浓度预示患者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泌释放调节主要在基因表达水平。ＢＮＰ在外周血

明显增加。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Ｈ—ＦＡＢＰ是新型的心

中的生物半衰期短于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外周血中的浓

肌损伤标志物，与经典的ｃＴｎ、ＣＫ—ＭＢ等比较，暂
未进入临床指南，其大规模的临床使用还需要累积

度也比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低。

更多的临床证据。

的增加，但神经体液因素如血管紧张素Ⅱ、内皮素等

２．５缺血修饰白蛋白（ＩＭＡ）

可能也起一定作用。利钠肽的主要生理作用包括：

ＩＭＡ是人血清白蛋白在流经缺血组织时产生

刺激ＢＮＰ和ＡＮＰ释放的主要因素是心肌张力

增加尿钠排出量和尿量，扩张血管，抗细胞增殖，

的，当缺血导致缺氧、自由基产生、酸中毒等细胞

对抗内皮素和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等。

改变后，血清白蛋白Ｎ末端Ａｓｐ—Ａｌａ—Ｈｉｓ—Ｌｙｓ片段

３．２

发生改变，Ｎ乙酰化或缺失，致使白蛋白与过渡金

３．２．１

属的结合能力下降，形成ＩＭＡ，这些变化在数分钟

如果ＢＮＰ＜１００ ｐｇ／ｍＬ，心衰的可能性极小，其阴

内完成。心肌缺血５～１０ ｒａｉｎ后ＩＭＡ开始上升，

性预测值为９０％；如果ＢＮＰ＞５００ ｐｇ／ｍＬ，心衰的

１～２

ｈ达高峰，３～６ ｈ恢复正常，常用于心肌缺

应用指征
临床诊断ＢＮＰ诊断心力衰竭敏感且特异，

可能性极大，其阳性预测值为９０％。

血的早期诊断，也可用于心肌缺血后再次发生的诊

基础和临床研究均证实急性心肌缺血、缺氧可

断。ＩＭＡ对ＡＣＳ的检出灵敏度约为ｃＴｎＴ的４倍，

以导致利钠肽的释放。有研究显示，ＢＮＰ≥１００

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认可的第一个检

ｐｇ／ｍＬ诊断ＡＭＩ的特异性为６８。９％，敏感性为

万方数据

主堡急趁匿堂苤盍垫！！生竺旦箜丝鲞笙里塑垡垫！墅型翌些虫』哑熊业笠垫堕—坠生丝—坠』

７０．８％。阳性预测值为２２．７％，阴性预测值为

定时间有关，连续监测能提供更多信息。

９４．８％。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敏感性和特异性不足

表１

ＢＮＰ及ＮＴ—ｐｍＢＮＰ诊断心力衰竭临界值（ｐｇ／ｍＬ）

以诊断心肌缺血，无症状的左心功能不全、ＰＥ等
也可导致其升高。
３．２．２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

ＢＮＰ和（或）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可预测心衰患者长期死亡风险，对心衰诊
断具有高特异性和敏感性，与心衰严重程度呈正相
关。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５

０００

ｐｇ／ｍＬ提示心衰患者短期

死亡风险较高；＞１

０００

ｐｇ／ｍＬ提示长期死亡风险

３．４鉴别诊断

较高。动态监测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作为心衰疗

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升高见于多种心血管疾病，

效评估的辅助手段，ＢＮＰ和（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

包括：①一０肌病变（心肌肥厚，心肌纤维化，心

平降幅ｉ＞３０％可作为治疗有效的标准。心衰患者住
院期问ＢＮＰ和（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水平显著升高或

肌浸润性病变等）；②心脏瓣膜病变；③缺血性心
脏病；④心律失常（心房纤颤或房扑）；⑤心包疾

居高不降，或降幅＜３０％，均预示再住院和死亡风

病（心包积液或填塞，缩窄性心包炎）；⑥先心

险增加。

病。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升高也见于一些非心血管

２０１４年ＡＨＡ／ＡＣＣ ＮＳＴＥ．ＡＣＳ指南中指出，

疾病，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可用于可疑ＡＣＳ患者的危险分

征、贫血、败血症、烧伤、卒中、肾功能异常和休

层。研究发现，在ＡＣＳ患者中ＢＮＰ浓度与短期和

克等。需结合临床评估，根据患者病情作出综合性

长期病死率明显相关，ＢＮＰ浓度低于四分位数的

评价。

患者病死率为ｌ％，而高于四分位数的患者病死率
为１５％。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是心力衰竭发展或存

４止凝血生物标志物

在左室收缩功能受损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ＢＮＰ

４．１

也可以协助判断胸痛患者的预后，ＢＮＰ或ＮＴ．

４．１．１

ｐｒｏＢＮＰ升高与ＰＥ患者严重不良事件和死亡相关，

子Ⅷ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

在检测右室功能方面ＢＮＰ比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敏感性和

降解产物，包含７链相连２个Ｄ片段的终末产物

特异性更高。

之一。Ｄ一二聚体是最简单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在

Ｄ·二聚体
概述

Ｄ一二聚体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

临床决策对于存在呼吸困难的胸痛患者，

体内起着调节纤溶．凝血间平衡的重要作用，因此

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的检查有助于临床决策的制定。

Ｄ一二聚体的生成和其水平增高反映了血浆中凝血系

有研究显示，对ＡＣＳ患者，ＢＮＰ或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升

统和纤溶系统的激活，临床上视Ｄ－二聚体为体内

高者早期介入治疗受益非常明显，进行强化他汀类

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

药物治疗有助于降低病死率和心功能不全的发生。

４．１．２应用指征

３．２．３

利钠肽随时间推移明显降低者预后良好。

（１）排除ＰＥ与深静脉血栓（ｄｅｅｐ

３．３诊断临界值

ｖｅｎｏｕｓ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ＤＶＴ）
ｐｇ／ｍＬ为

肺血管造影是ＰＥ诊断的金标准，但该法为侵

排除急性心衰的临界值；诊断急性心衰时ＮＴ—

人性操作，增加患者痛苦和风险，且价格较高。Ｄ．

ｐｒｏＢＮＰ水平应根据年龄和肾功能不全进行分层：

二聚体检测诊断ＰＥ的阴性预测值及敏感性极高，

５０岁以下的成人血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浓度＞４５０

可作为ＰＥ诊断的首选过筛试验。Ｄ．二聚体＜５

ｐｇ／ｍＬ，５０岁以上血浆浓度＞９００ ｐｇ／ｍＬ，７５岁以

¨ｇ／ｍＬ的可疑病例，如无法进行影像学检查，应

ＢＮＰ＜１００ ｐｇ／ｍ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３００

上应大于１

８００

ｐｇ／ｍＬ，肾功能不全（肾小球滤过

率＜６０ ｍＬ／ｍｉｎ）时应＞１

２００

ｐｇ／ｍＬ。见表１。

００

予以动态检测Ｄ一二聚体水平。Ｙａｍａｋｉｔ等报道将Ｄ一

ＢＮＰ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在不同的测定时问，就诊即

二聚体６００斗ｇ／ｍＬ作为排除ＤＶＴ的临界值。多项
临床研究证实，依据年龄调整Ｄ一二聚体临界值的

刻、症状发作２４ ｈ内或２～５ ｄ后测定均有预测价值，

方法能可靠地排除ＰＥ以及深静脉血栓的患者。依

其浓度随着时间而改变，其评估及预测价值与采血测

据年龄调整Ｄ－二聚体的临界值方法分为两种方式，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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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是年龄大于５０岁时，Ｄ．二聚体临界值

等，但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不高。

为年龄乘以１０；第二种方式是年龄大于６０岁时，

５．２超敏Ｃ反应蛋白ｆ

Ｄ一二聚体临界值固定为７５０“∥ｍＬ。
（２）排除ＡＡＤ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
应用新技术提高ＣＲＰ分析的灵敏度，检测出

ＡＡＤ是急诊高危胸痛和猝死的常见原因，早

低水平（０．１～１０ ｍｇ／Ｌ）的ＣＲＰ，称为ｈｓ—ＣＲＰ。

期诊断和治疗能够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减少医疗风

２００３年ＡＨＡ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将ｈｓ—

险，高敏感度的Ｄ一二聚体检测可用于ＡＡＤ的筛查

ＣＲＰ作为ＡＣＳ风险评估的重要手段。一项纳人１ １７

和排除，研究发现Ｄ．二聚体质量浓度＜５００¨∥ｍＬ

例胸痛患者的临床研究发现，当ｈｓ．ＴｎＴ＞０．７

作为临界值，其检测敏感度９７％，阴性预测值

同时ｈｓ—ＣＲＰ＞２ ｍｇ／Ｌ时，影像学发现超过９２％的

９６％，特异性５６％，阳性预测值６０％，Ｄ．二聚体

患者存在相应的心脏血管及功能障碍，故同时测量

检测用于排除ＡＡＤ的临床价值与静脉血栓栓塞症

两种标志物可识别冠脉疾病以及心功能不全。当

的价值基本一致。

ＡＣＳ发生后，ｈｓ—ＣＲＰ明显升高，其可与ｃＴｎ及

（３）ＡＣＳ的病情评估

ＣＫ－ＭＢ一起作为早期ＡＭＩ或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

ｎｇ／Ｌ

有研究发现，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及类型不同，

的诊断标准。在稳定型心绞痛中，ｈｓ—ＣＲＰ也可以

其血浆Ｄ一二聚体水平不同，复杂病变组高于简单

作为不良冠脉事件的预测因子。然而ｈｓ．ＣＲＰ同

病变组。Ｄ一二聚体水平在不同冠心病类型中的改变

ＣＲＰ一样缺乏特异性，不能以单一指标来诊断

可能为该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

ＡＣＳ。

４．１．３鉴别诊断研究表明在严重感染后出现休

５．３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Ｏ）

克、ＤＩＣ之前，血液即存在高凝状态及微血管内凝

ＭＰＯ在急性炎症期由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

血。高敏感性的Ｄ－二聚体检测有助于脓毒症的诊

释放，不仅仅是稳定型缺血性心脏病的生物标志

断、严重程度分级和预后评估。

物，还是急性心肌坏死的标志物，ＭＰＯ升高提示

Ｄ．二聚体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除以上提到的

冠状动脉易损斑块炎症反应。研究发现，ＭＰＯ＞

疾病外，在糖尿病、急性重症胰腺炎、系统性红斑

２０．３４

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创伤等疾病中也可见Ｄ一二聚

明显升高；在ＡＭＩ患者中发现，ＭＰＯ的增加

体升高，且含量一般随病情严重程度及治疗情况发

（ＭＰＯ＞５５ ｒｉｇ／ｍＬ）预示左室收缩功能下降，与

生相应变化。因此，动态监测Ｄ．二聚体在诊治急危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升高相一致。在一项纳入６０４例因胸痛

重症和对病情转归评估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而就诊的急诊患者研究中发现，由于ＭＰＯ在心肌

５胸痛相关炎性生物标志物
５．１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

ＣＲＰ是应用最广泛的炎症标志物。在炎症因子

ｎｇ／ｍＬ预测冠心病患者２年内心梗的发生率

坏死２ ｈ内就可以升高，因而对于ｃＴｎＩ＜０．１

ｒｉｇ／

ｍＬ的患者，也可以作为ＡＭＩ的预测因子；同时，

研究还发现ＭＰＯ可以独立预测３０ ｄ及６个月的不
良冠脉事件的发生，因而ＭＰＯ的检测可以识别可

的刺激下，由肝细胞合成。在感染或创伤发生４—６

能的高危心肌缺血性胸痛患者。

ｈ内就可升高，且时间较长。ＣＲＰ本身也是一种促
炎因子，它可促进粘附分子的表达以及诱导炎症细

５．４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
ＰＣＴ是降钙素的前体，是由１ １６个氨基酸组成

胞的合成。在胸痛患者中，对比非冠脉病变所导致

的多肽。正常情况下由甲状腺滤泡旁细胞产生，在

的胸痛，ＣＲＰ的升高可在很大程度上预测急性冠脉

健康人血中浓度极低，常＜０．１ ｎｇ／ｍＬ。微生物感

事件的发生，且与ＣＫ—ＭＢ的增高平行。在ＡＭＩ的
患者中，ＣＲＰ高峰可持续４８ ｈ，且高峰值与心梗面

染时则主要由甲状腺外的组织，如肝、肾、胰腺、

积有关。同时ＣＲＰ＞７．９ ｍｇ／Ｌ时还预示着ＡＭＩ后心

微生物毒素（尤其革兰阴性杆菌的内毒素）直接

脏收缩及舒张功能障碍，左室充盈压力的升高，远

刺激产生，二是由微生物激发的炎症因子（如ＩＬ－

期心衰发生率及病死率的增高。研究还发现ＣＲＰ在

１，ＩＬ－６、ＴＮＦ一仪等）间接刺激产生。就急性胸痛患

不稳定心绞痛患者中也可明显升高，它可预测心血

者早期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而言，ＰＣＴ的作用不大，

管相关事件的不良结局，如死亡、心衰、再发缺血

不应作为ＡＣＳ、ＰＥ、ＡＡＤ等高危胸痛早期常规检

万方数据

脂肪细胞等产生。２条途径可导致ＰＣＴ升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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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的标志物。研究表明，ＰＣＴ在ＡＣＳ中均无明显

患者，应作为心衰后心血管不良事件再发生的高危

升高，只有在并发心源性休克的ＳＴＥＭＩ才会有轻

人群，并给予重点随访和治疗。

度升高。但ＰＣＴ有助于早期检出急性胸痛的感染

６急性胸痛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在指导急

并发症，对于各种可能在后期并发感染的胸痛，建

诊胸痛Ｉ临床决策中的作用及意义

议动态监测ＰＣＴ，以便及时发现感染和指导抗菌素

急性非创伤性胸痛病因繁多、病程复杂多样，

治疗。

但根据疾病特点、危险程度及救治需求，可将其归

５．５磷脂酶Ａ２（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Ａ２，ＰＬＡ２）

纳为三大类：①Ａｃｓ；②致命性非心肌缺血性胸痛

ＰＬＡ２是一种能催化磷脂甘油分子上二位酰基

（ＰＥ、ＡＡＤ、急性张力性气胸等）；③非致命性非

的水解酶，所产生的脂质介质在炎症和组织损伤过

心肌缺血性胸痛（胃食管反流、肋软骨炎、带状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几乎所有的细胞均含

疱疹等）。急诊医师面对胸痛患者时，应强调“急

ＰＬＡ２，哺乳类细胞外ＰＬＡ２为正常生理分泌物。在

诊思维”而不是“心血管思维”，即在全面考虑胸

病理状态下，激活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及中性粒

痛可能病因的基础上，结合病史、Ｉ临床表现、ＥＣＧ

细胞分泌释放大量ＰＬＡ２，是重要的炎症反应和组

及生物标志物检测，有针对性地对患者进行早期诊

织损伤标志物之一。其中，脂蛋白相关性ＰＬＡ２

断、鉴别诊断和危险分层，快速地将急性胸痛患者

（Ｌｐ．ＰＬＡ２）与冠心病关系密切。Ｌｐ—ＰＬＡ２由血管

有序分拣入上述三类疾病中，实现高危患者早期救

内膜巨噬细胞及泡沫细胞产生，绝大多数的Ｌｐ—

治和低危患者合理分流。

ＰＬＡ２与低密度脂蛋白结合，能水解其上的氧化卵

所有急诊接诊的急性非创伤胸痛患者，均应进

磷脂，使之生成溶血卵磷脂和氧化型游离脂肪酸，
后两者是促炎介质，损伤血管内皮、引起单核细胞

行病史采集（简短、有针对性）、体格检查及静息

浸润、泡沫细胞沉积，促进粥样斑块形成和发展，

高危胸痛的危险因素及发病特征，且出现以下三种

导致斑块易损，甚至破裂。Ｌｐ—ＰＬＡ２主要用于冠心

情况中的至少一种时，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心电

病的危险分层，其可作为评估动脉粥样硬化进程中

活动不稳定或提示心力衰竭，应及时对症处理且尽

炎症反应的标志物，尤其可作为血管特异性炎症的

早联合检测心肌损伤标志物（主要为ｃＴｎ）、ＢＮＰ／

危险因子。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复发的高危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及Ｄ一二聚体；如果没有上述三种情况，

患者中，有条件可进行Ｌｐ—ＰＬＡ２检查，以预测冠
脉事件发生的风险。

可根据具体病因考虑，有针对性的检测一类或两类
指标完成疾病的诊断或排除诊断，确诊后再联合检

５．６大内皮素－１（ｂｉｇ—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１，Ｂｉｇ ＥＴ一１）

测其他指标实现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见图１。

内皮素一１（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１，ＥＴ一１）是一种由２１

１２导联ＥＣＧ。如果患者存在ＡＣＳ、ＰＥ及ＡＡＤ等

６．１

ＡＣＳ的诊断与鉴别

个氨基酸组成的具有强大缩血管活性的多肽，其家

缺血性心脏病（主要是ＡＣＳ）是导致急性致

族内还有ＥＴ－２和ＥＴ一３两种异构体，以ＥＴ．１为主

命性胸痛的主要原因，且诊断方法简单明确，应避

要，广泛分布于组织和细胞，是一种自分泌和旁分

免漏诊、尽早诊治。其中人院静息１２导联ＥＣＧ如

泌激素。ＥＴ—ｌ由其前体Ｂｉｇ ＥＴ一１在内皮素转化酶

提示为ＳＴＥＭＩ，则按照ＳＴＥＭＩ临床路径处理，无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ＥＣＥ）作用下产生，

需等待心肌损伤标志物的结果。由于代谢动力学及

由于ＥＴ一１循环浓度低，在血浆中的半衰期短（大

检测方法的限制，ｃＴｎ的敏感性依赖于心肌缺血的

约ｌ。５ ｍｉｎ），且稳定性差，所以难以保证测量的

持续时间以及从发病到检测的时间，因此，在发病

准确度。而Ｂｉｇ ＥＴ一１在血浆中的半衰期是３０ ｒａｉｎ，
同时又是稳定肽，作为一种循环标志物具有更高的

６

敏感度。多项研究业已证实肺动脉高压患者血浆中

ＡＭＩ的检出和排除率。且由于ｃＴｎ在血中持续时间

ＥＴ一１水平显著升高。Ｂｉｇ ＥＴ—ｌ是参与ＡＣＳ发

较长，难以鉴别近期内再梗死，建议联合检测ＣＫ—

Ｂｉｇ

生、发展的重要递质，其水平的升高促发动脉粥样

ｈ以内的胸痛患者，联合检测ＣＫ—ＭＢ及ＭＹＯ具

有更高的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可以有效地提高

ＭＢ或ＭＹＯ提高再梗死的检出率。

硬化的进程。Ｂｉｇ ＥＴ．１可对心功能不全患者进行心

另外，标志物的动态检测在提高ＡＭＩ检出和

脏不良事件再发生的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有研究

排除诊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２年心肌梗死全

提示Ｂｉｇ ＥＴ一１的含量＞４．１６ ｐｍｏＬ／Ｌ的心功能不全

球统一定义中明确指出，心梗诊断的必要条件是：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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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万方数据

急性胸痛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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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检测心脏生物标志物（主要为ｅＴｎ）水平升高

进行螺旋ＣＴ或血管造影检查来明确诊断。２０１４年

和（或）下降，至少有一个检测值超过参考值上

ＥＳＣ主动脉疾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推荐，根据评分工

限（ＵＲＬ）第９９百分位。且２０１４年ＡＨＡ／ＡＣＣ

具识别急性胸痛患者ＡＡＤ的高度及低度可能性（见

ＮＳＴＥ．ＡＣＳ管理指南中推荐，初次ＥＣＧ无心肌缺血

表３），在临床低度可能的患者，Ｄ－二聚体阴性可以

诊断价值且ｃＴｎ阴性时，应注意复查ＥＣＧ，且３～

认为排除夹层；高度可能的患者，Ｄ－二聚体检查无

６

ｈ后动态检测ｃＴｎ，如符合ＮＳＴＥ—ＡＣＳ诊断标准

额外意义，不建议常规检查。
表２

按照ＮＳＴＥ．ＡＣＳ临床路径处理。如多次ＥＣＧ及ｃＴｎ

均为阴性，可考虑行冠脉功能及解剖相关检查最终
排除ＡＣＳ。

Ｗｅｌｌｓ ＰＥ评分法
分值

项目
深静脉血栓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下肢肿胀和深静脉触痛）

３分

ＰＥ的可能性大于其他疾病

３分

心率大于１００次／ｍｉｎ

１．５分

也成为评估再发临床事件风险和评价干预治疗效果

最近４周内有手术史或制动史

１．５分

的便捷的非侵入性手段。随着对ＡＣＳ发病机制的

既往有深静脉血栓史或ＰＥ史

１．５分

心脏生物标志物不仅用来明确ＡＭＩ的诊断，

深人了解和治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多种标志物联合
检测能够依据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反映心肌坏
死、心脏功能、出凝血危险和炎症等各种过程，增

强现有工具对临床决策和风险分层的能力。如对
ＡＣＳ患者联合检测ＢＮ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有助于明确

１分

咯血
恶性肿瘤史（正在治疗或近６个月内治疗过或姑息治疗）
Ｗｅｌｌｓ评分法

ＰＥ

】分
总分

低度ｌ临床可能

＜２分

中度临床可能

２～６分

高度临床可能

＞６分

ＰＥ两分类Ｗｅｌｌｓ评分法

总分

其是否并发心力衰竭，以及心衰的严重程度及预

不大可能

≤４分

后；对于怀疑出血风险增加的患者，联合凝血功能

很可能

＞４分

及血栓弹力图检测可明确患者的出凝血状态及血小
表３主动脉夹层高危特征

板功能，指导抗栓药物方案的选择；如患者出现发
热，可加查ＰＣＴ、ＣＲＰ等指标协助诊断是否存在感
染。有研究表明，ｃＴｎＴ、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ＲＰ三者

项目

高度风险基础疾病或情况
马凡综合征（或其他结缔组织病）

联合策略较单一标志物检测能更好地进行危险分

主动脉疾病家族史

层，其中两项或三项指标同时升高则预示ＮＳＴＥ－

已知主动脉瓣疾病

ＡＣＳ患者的６个月不良事件风险增加。
６．２致命性非心肌缺血性胸痛

急诊常见的致命性胸痛除ＡＣＳ外，还有ＰＥ、
ＡＡＤ及急性张力性气胸等。除依靠详细的病史、症
状、体征及ＥＣＧ外，确诊一般依靠ＣＴＡ、胸部ｘ线

或／和超声等影像学检查，而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则
是鉴别诊断、危险分层与预后评估的重要工具。
急诊医师在面对这类急性胸痛患者时，应首先
考虑各种高危病因的可能性，区分出高度可疑和中
低度可疑的患者，有针对性的对高度可疑患者进行
确诊性影像学检查，争取治疗的黄金时间；将中低

已知胸主动脉瘤
曾行主动脉操作（包括外科手术）
高度风险疼痛性质
胸背或腹部疼痛具有以下特点
突发疼痛
疼痛剧烈
疼痛呈撕裂样、尖锐性疼痛
高度风险体格检查
有灌注缺损的证据
脉搏短绌
四肢收缩压差
局灶神经病变体征（伴疼痛）
主动脉反流性杂音（新发或伴疼痛）
低血压或休克
注：具备某高危特征类别中的任意一条，即为满足该特征类

度可疑患者合理分流入“非致命性非心肌缺血性胸

别，满足一个特征类别即记１分，最高为具备三个高危特征类别每

痛”，节约医疗资源。２０１４年ＥＳＣ急性ＰＥ诊治指南

类别中的任意一条以上，则满足３个类别，记３分。０—１分为低

推荐，应用Ｗｅｌｌｓ评分对不伴有休克或低血压的疑

度可能，２—３分为高度可能

似ＰＥ患者进行可能性评估（见表２），Ｗｅｌｌｓ评分≤

在ＰＥ患者预后判断方面，Ｄ一二聚体升高与患

４的“不大可能”患者，如果Ｄ．二聚体为阴性，可

者短期病死率增加有关；低水平ＢＮＰ和ＮＴ－

无需进行影像学检查，直接排除ＰＥ；Ｗｅｌｌｓ评分＞４

ｐｒｏＢＮＰ可预测患者短期转归良好，阴性预测值较

的“很可能”患者，无需关注Ｄ一二聚体结果，直接

高；血浆ｃＴｎ升高提示ＰＥ预后不良。作为心肌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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