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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二聚体对急性心肌梗死早期预后的预测价值
3 1 34例急诊心肌梗死患者的回顾分析

柄军孥春盎

【摘要】 目的 探讨D一二聚体能否作为急性心肌梗死(心梗)危险程度的预警信号，以帮助急诊医生对

心梗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急诊入院的3134例患者

病历资料，记录其年龄、性别、既往史，未接受治疗前的D一二聚体、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心肌肌钙蛋白I

(cTn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心电图变化，以及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或药物溶栓治疗

2 h后的CK—MB、cTnI、心脏彩超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和住院期间是否死亡及发病至死亡时间；根据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和拟合曲线，分析治疗前D一二聚体与心梗预后的

相关性。结果多因素logistic同归分析显示，年龄[优势比(OR)=1．109，95％可信区间(95％CI)为

(1．073，1．147)，P=0．000]、是否行急诊PCI[OR=4．162，95％Ct(1．980，8．748)，P=0．000]、治疗前D一二聚体

【OR=1．001，95％CI(1．000，1．002)，P=0．001j、LVEF【OR=0．946，95％CI(0．928，0．964)，P=0．000]和治疗2 h

cTnI[OR----1．01l，95％CI(1．004，1．018)，P=0．002]与28 d死亡相关。ROC曲线显示，年龄[曲线下面积(AUC)

0．796、P=0．000]、是否行急诊PCI(AUC 0．704、P=0．000)、治疗前D一二聚体(AUC 0．797、P=0．000)与28 d死

亡呈正相关，LVEF(AUC 0．261、P=0．000)与28 d死亡呈负相关；进一步绘制治疗前D一二聚体与发病至死亡

时间及LVEF拟合曲线显示均不存在线性相关。结论D一二聚体与心梗患者早期预后相关，但与发病至死亡

时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早期D一二聚体升高对提示心梗患者病情危重程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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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dimer could be an early warning signal for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then may be helpful in risk access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Methods Thre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hirfy—four emergency AMI case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1．2009 to December

3 1，20 1 0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and their age，gender，past medical history，D—dimer，MB isoenzyme of

creatine kinase(CK—MB)，cardiac troponin I(cThI)，the precursor of the 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Deptide

【NT—proBNP)，electrocardiogram (ECG)before treatment，and the CK—MB，cTnl and echocardiography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2 hours after the treatment of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ivention (PCI)or

thrombolytic drugs，whether died and time from onset to death were recorded．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nmh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draw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HIVe(ROC CHIVe)and fitting CHIVe，and

analyzed the relativity between the D—dimer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Results

Muh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odds ratio(0R)=1．109，95％confidence interval(95％CJ)

1．073 to 1．147，P--0．000j，whether undergoing emergency PCI(OR=4．162，95％Cf 1．980 to 8．748．P=0．000)．

D-dimer heforetreatment(OR=1．00l，95％CTl．000to 1．002。P=0．()01)．the LVEF values(OR=0．946．95％(¨

0．928 to 0．964，P=0．000)and cTnI after 2 hours oftreatment(OR=1．011，95％(了1．004 to 1．018。P=0．002)wem

correlated to 28一day death．The ROC CHIVES showed that age[area under CHIVe(AUC)0．796，P=0．000]，whether

undergoing emergency PCI (AUC 0．704，P=0．000)，D—dimer before treatment (AUC 0．797．P=0．000)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28一day death；the LVEF values(AUC 0．261，P=O．000)were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28一day death．The fitting euI've of D—dimer before treahnent．the time from onset to death and the LVEF showed no

linear correlation．Conclusions D—dimer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early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but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 from onset to death．The rise in D—dimer at the early stage of AMI mav be helpful to

indicate the critical condition of the AMI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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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梗死(心梗)是公认的急危重症之一，尽管

诊治手段的发展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但其病死

率仍然高于其他疾病。绝大多数的心梗患者首诊都

在急诊室完成，尽管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特别是

对心肌损伤标志物研究的深入及临床应用，使得对

该病的误诊和漏诊有了明显的减少。但值得注意的

是，心梗患者由于病变不同在发病早期所面临的风

险也不相同，而这一风险又不能完全通过心电图和

心肌损伤标志物得以显现，以致具有很大潜在危险

的患者就诊早期并未被充分重视n]。有些标志物虽

对心梗早期诊断无显著作用，但对。t2,梗患者的预后

可能有预测价值。因此，本课题组回顾性分析心梗

患者D一二聚体水平与早期预后的关系，以期明确

D一二聚体是否能作为早期判定患者预后的指标。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收集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

12月31日经急诊收人院的3467例心梗患者的病

历，全部人选患者均符合欧美心脏病协会制定的诊

断标准[2。31。除外非新发急性心肌梗死(AMI)者；或

同时患有肺血栓栓塞症、主动脉夹层及妊娠等导致

D一二聚体升高者。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资格审查并

被批准；所有治疗获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

1．2观察指标：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既往史，

急诊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或溶栓等治疗前

D一二聚体、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心肌肌钙蛋

白I(cTn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心电

图变化，治疗2 h后CK—MB、cTnI、心脏彩超左室射

血分数(LVEF)，以及预后、发病至死亡时间。

1．3指标检测方法：D一二聚体检测采用定量全自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使用美国法玛西亚一

生物梅里埃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荧光免疫分析仪

(miniVIDAS)测定，参考值0．1 00-3 mg／L。心肌损伤

标志物检测采用美国博仕公司的荧光免疫分析仪

(Triage meter pius)，检测项目包括cTnI、CK—MB联
合。检测操作由接受培训后的急诊医师进行。

1．4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 1．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所有分类资料以频率及百分比表示，连续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i±s)表示，采用x2检验和t检验

比较；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优势比(OR)和

95％可信区间(95％CI)。所有检验均为双尾，P<O．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表1)：最终纳入3134例患者，其中

男性2288例(73％)，女性846例(27％)；年龄22。

101岁，平均(63．01±12．94)岁；既往史：吸烟2067

例，高血压2009例，2型糖尿病222例，高脂血症

1346例；主诉胸痛者1859例；确诊sT段抬高型心

梗(STEMI)2069例，非ST段抬高型心梗(NSTEMI)

1065例；死亡245例。男女之间仅年龄有明显差异

[P=0．000，95％CI为(一10．590，一8．925)]。

2．2各指标与患者28 d死亡的相关性分析(表2)：

将年龄、性别、既往史、主诉、是否STEMI、是否行

急诊PCI、早期心电图表现，治疗前D一二聚体、

CK—MB、cTnI、NT—proBNP、白细胞计数及治疗2 h

后的CK—MB、eTnI、LVEF等记录项目进行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否行急诊PCI、D一二

聚体、LVEF和2 h后eTnI与患者28 d死亡相关(均

P<0．01)。

表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3134例心肌梗死患者

各指标与28 d死亡的关系

注：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LVEF：左室射血分数，cTnI：

心肌肌钙蛋白I，OR：优势比，95％CI：95％可信区间

2．3 ROC曲线(图1；表3)：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绘制ROC曲线，其中年龄、是否行急诊PCI、

D一二聚体与28 d死亡呈正相关；LVEF与28 d死

亡呈负相关(均P<0．01)。治疗后eTnI的曲线下面

积(AUC)为0．444，提示意义有限故舍去。

表1男性和女性心肌梗死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注：STEMI：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与男性比较，a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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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PC'1：经皮碰状动脉介入；台疗．1．V叫：车搴射血分数，cTn

心肌肌钙蛋臼1．ROC曲线：受试者T作特征㈨线

图I心肌梗死患旨年龄、是否行急诊PCI、D一．二聚体、

LVEF、治疗2 h，rnI与28 d此I’：的RO(。1f}I|线

表3 ROC曲线分析3134例心肌梗死患者

各指标与28 d死亡的关系

沣：I{()(：fffi线：受试肯I：作特征||||线．㈧l：经皮冠状动脉介人治

疗，LVEF：左室射mL分数．cTnl：心肌肌钙堂I。I I．A【(：：I|iI线卜-

而积，95％CI：95％口『信区间

2．4 D一_二聚体与患者发病至夕E亡时间及INEF的

相关性(图2～3)：将D一二聚体与患者发病至多E亡

时间绘制拟合II|l线(R：=0．020，P=0．254)。提示二者

不存在线性相关，即并非D一二聚体越高，患者发病

至死亡时间越短．==将D一■聚体与LVEF绘制拟合

曲线(R2=0．032，P=0．081)，提示二者不存红线性相

关．即并非D一二聚体越高，患者LVEF越低?rfl此

可见，D一二聚体升高对心梗预后的预测与心功能的

变化无显著相关性。

J )UU Ul儿J 1)●川 ：IJL

发病耷死H计问(h)

图2 31 34例．L,JlJ[梗死患扦n一：聚f书与

死亡II寸|1lJ火系的拟f}I{|I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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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VEF：左室射ln【分数

图3 3134例．OHH．梗死患肯I)一■聚体与INEF父系的拟合舳线

2．5生存组和死亡组患者各指标比较(表4)：将患

者按预后分为牛存纽和死亡组，与生存组比较，死

亡组患者年龄大[95％CI(一13．761，一11．272)，P=

0．000]。D一二聚体增高[95％Cl(一0．863，一0．541)，

P=O．000]．LVEF降低[95％CI(0．099，0．145)，P=

0．000]i

表4生存组和死亡组心肌梗死患并年龄、

1)一二聚体和LVEF比较(-，±s)

注：【．、El·1：存窄射IIIL分数；与生存组比较，“P<001

3讨论

在急诊就诊的患者巾，对AMl患者的诊治仍然

是急诊医生所而临的最大挑战之、-一，I大|为AMI依然

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冈之川。心梗的诊断依

靠典型症状(如胸痛)、心电图表现和一Oj]JL损伤标志

物水平的改变=目前被广泛认可并使用的心肌损伤

标志物是cTnI，它被认为是可以作为诊断心梗的

“金标准”．而其他的心肌损伤标志物如肌红蛋白

(MYO)等均有助于急诊医生准确迅速地辨别心梗

患者二矧。尽管如此，急诊医生在诊断心梗时仍要而

临众多困难。有研究显示，超过l／3的心梗患者不是

冈胸痛而就诊，约40％患者早期的心电图表现为|5月

’降旧‘。¨；而本研究ffl 3134例患者以胸痛为主诉就诊

者为1 859例，约fI 60％，也说吵j J7这一点 传统的

心肌标志物在急诊使刚时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许

多患者凶发病时间较短，心肌标志物还未f{j现升

高，·l『能导致部分患者漏诊一：一弘j【天I此，对心梗早期

诊断的研究始终是急诊医学的热点问题之一．：

由于在心梗发病早期即存在冠状动脉(冠脉)

m栓的形成，作为纤溶相关标志物的D一■聚体曾

万方数据



·728· 中固危重病急救医学2012年12月第24卷第12期Chin CritCareMed．December2012，V01．24，No．12

被视为心梗早期诊断的候选指标之一，然而众多的

临床试验显示，单独使用D一二聚体诊断心梗效用

很差[1,12]，不能作为诊断心梗的标志物。而本研究中

发现，D一二聚体虽不能用于诊断心梗，但有助于对

患者的预后进行早期预测。本研究中通过对所收集

的3134例患者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与心梗患者
28 d死亡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是否接受急诊PCI、

D一二聚体和LVEF，其中死亡者的年龄和D一二聚

体均高于生存者，而LVEF则低于生存者。由于冠脉

内血栓的形成在AMI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m12，14]，可能是血栓形成的大小影响了患者的预

后。在对主动脉夹层和缺血性肠病的相关研究中已

经证明，D一二聚体对血栓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提示意

义，并有助于提示血栓形成的大小‘15-17]。本研究结果

则提示：虽然D一二聚体不能对心梗作出早期诊断，

但其水平有助于对心梗预后进行早期预测，以尽早

分辨出那些症状不典型或是症状轻微但其实预后

极差的患者，并尽快进行救治。需要指出的是，在对

死亡患者进一步分析后发现，D一二聚体的高低与患

者发病至死亡时间(28 d内)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并

非是D一二聚体越高，患者发病至死亡时间就越短；

也不是年龄越大，发病至死亡时间越短。这一结果

充分说明心梗患者的预后是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

急诊医生能够及时对心梗患者作出诊断，并能够对

其预后有所评估，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

治疗措施，对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心梗导致的心脏功能损伤以及继发的左

室重构和心力衰竭与心源性死亡有直接的关系[18]。

LVEF是目前临床上评价左室重构和心功能的重要

指标”9。21|。既往的研究结果显示，心梗后左室进行性

扩大，LVEF降低主要与大面积心梗、前壁心梗及梗

死相关动脉的心梗溶栓试验(TIMI)血流有密切关

系[22]，小面积心梗的左室内径和LVEF可在较长时

间内维持正常或接近正常∞]。本研究中发现，D一二

聚体与LVEF并不存与线性关系，这表明心梗后心

功能的损伤不仅与血栓的大小有关，更与能否及时

开通梗死相关动脉密切相关四]。而AMI患者早期再

灌注率的提高能够明显降低人院后病死率及再发

心梗和梗死后心绞痛的发生∞]。因此，急诊医生不

仅要重视对心梗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更应对心梗患

者的预后有一定的预测评估，以采取更加适当的治

疗手段，要充分重视那些具有很大潜在危险的患

者，这对于改善患者的预后十分重要[1]。

由于本研究是回顾性研究，数据均来自于现有

病历，特别是血标本的留取时间和留取标准不完全

一致，因此在进行分组设计、比较及统计分析时会

受到很多限制，这也是此次研究的局限性。

4结论

本研究显示，尽管D一二聚体不能作为诊断心

梗的标志物，但是其与心梗患者的预后可能有关，

能作为提示心梗危险程度的预警信号，有助于急诊

医生对心梗患者的预后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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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腹主动脉栓塞1例

陈磊杨植

【关键词】腹主动脉栓塞；病因；治疗

报告1例高位腹主动脉栓塞救治体

会如下。

1病历简介

患者男性，48岁，因突发双下肢疼

痛7 h入院。患者7 h前无明显诱因突发

双下肢麻木伴持续性剧烈疼痛，略感腹

胀，无排气、排便。既往高血压病史4年，

否认糖尿病、心脏病病史。吸烟30年，

平均每日30支；饮酒30年，平均每日饮

白酒300 ml。查体：体温36．8 oC，脉搏

120次／rain，呼吸频率18次／min，血压

180／100 inn Hg(1 mm Hg=O．133 kPa)；

心率120次／min，律齐，各瓣膜未闻及杂

音；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哕音；腹型饱

满，腹部自脐水平以下及双下肢肤色青

紫，下腹压痛，无反跳痛、肌紧张，肠呜音

弱(3次／min)；双侧股、胭、足背动脉搏

动未触及，双下肢皮温低，双小腿、双足

感觉缺失，双大腿感觉减退，双下肢运动

功能减退。辅助检查：血红蛋白(Hh)

185 g／L，红细胞比容(Hot)0．51，白细胞计

数(WBC)14．88×109／L，凝血酶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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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14．7 s，D一二聚体3．94 mg／L，纤维蛋

白原(FDP)16．59¨g／L，肌酸激酶(CK)

264 U／L。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胸腹腔CT

平扫未见明显异常，双下肢动脉彩超示

动脉血流速度减低。考虑主动脉夹层可

能性大，行主动脉增强CT检查提示自肾

动脉水平以下至右股动脉、左髂动脉血

栓形成。保守治疗10 h后患肢皮肤较前

温暖，24 h后患者恢复排气、排便，35 h

后患肢青紫加重，行双下肢动脉多普勒

检查提示双下肢胴动脉以远血栓形成。

股浅动脉血流信号弱。急诊行双侧股动

脉切开取栓术，术中取出大量红血栓。术

后1 d双下肢皮肤温暖，左足背动脉搏

动微弱，右足背动脉搏动可及。因患者当

13下午开始出现严重急性酒精戒断症

状，对症治疗无缓解，于术后2 d自动出

院。随访至术后14 d，见双侧腹股沟切口

愈合良好，右下肢感觉运动正常，左足拇

趾坏死，左足背动脉搏动良好，左小腿感

觉稍弱，运动功能正常。

2讨论

高位腹主动脉栓塞国内鲜有报道，

成功救治的病例更少，究其病因尚不明

确。可能的原因为：腹主动脉已有动脉硬

化斑块形成，管腔变狭窄，在狭窄基础上

·病例报告·

继发左心附壁血栓脱落或近端主动脉斑

块脱落，堵塞于腹主动脉狭窄处，波及到

肠系膜下动脉和肾动脉所致。CT扫描和

动脉彩超可以帮助确诊，通过检测外周

血生化标志物D一二聚体、基质金属蛋

白酶9、平滑肌重链蛋白可提高诊断速

度⋯。该患者术后自动出院未进一步检

查明确病因，故无法针对病因积极治疗

以减少再栓塞的发生率。

腹主动脉栓塞一旦形成，均应尽快

手术f2]。因高位腹主动脉栓塞血栓范围

广泛，单纯的抗凝溶栓治疗无法达到理

想改善血供的目的。该患者经保守治疗

有肠道血供改善、功能恢复的表现，但终

因肢体侧支循环在短时间内难以大量形

成导致肢体缺血稍好转后再度加重。故

手术切开取栓是高位腹主动脉栓塞挽救

肢体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虞岱斌。马青变．主动脉夹层与其相关

的血生化标记物．中国巾西医结合急救

杂志，2011，1 8：253—254．

[2]李学锋，董宗俊，张建，等．腹主动脉栓

塞的外科治疗及围手术期处理．临床外

科杂志，2006，14：281—282．

(收稿日期：2012—10—17)

(本文编辑：李银平)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