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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修饰白蛋白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李冰冰，董志远，姜 杉，周 琪，邓琳琪，成希明，赵 娟 

[摘要]目的：探讨缺血修饰白蛋白(IMA)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采取 ACS组56例、非缺血 

性胸痛(NICP)组30例患者发病3 h内和 155名健康体检者(对照组)静脉血，检测并比较3组标本的IMA、MB型肌酸激酶 

(CK-MB)、心肌肌钙蛋白 I(cTnI)水平 ，应用 ROC分析评价各心肌标志物在 ACS早期诊断中的效能。结果：3组 IMA分别为 

(0．500±0．017)、(0．400±0．082)、(0．326±0．024)吸光度单位，ACS组与对照组和 NICP组 比较，IMA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1)。ROC曲线下面积 IMA>cTnI>CK—MB，最佳截断点时的灵敏度 IMA>CK．MB>cTnI，特异度 IMA>cTnI> 

CK—MB；与 NICP组比较，IMA阳性似然 比为 10．7，阴性似然比为 0．008；与对照组 比较，IMA阳性似然 比8．23，阴性似然比 

0．013。结论：IMA对 ACS早期诊断效能优于cTnI和 CK—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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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 in early diagnosi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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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IMA)in early diagnosi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Methods：The venous blood samples from 56 patients with ACS(ACS group)，30 patients with non—ischemia chest pain(NICP 

group)within 3 h of onset and 155 healthy controls were assayed，and the IMA，MB type creatine kinase(CK—MB)and cardiac troponin 

(cTnI)level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The value of the myocardial markers in early diagnosis of ACS was estimated by 

the ROC curve．Results：The IMA of the 3 groups were(0．500±0．017)，(0．400-i-0．082)and(0．326±0．024)absorbance unit， 

respectively；the serum level of IMA in ACS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and NICP group(P<0．01)．The area under 

curve of IMA was larger than that of cTnI and CK--MB；the sensitivity of IM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K--MB and cTnI；the specificity of 

IMA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cTnI>CK—MB．The best cutoff value of IMA．CK．MB and cTn1 was definite．Compared with the 

NICP group，th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of IMA for ACS were 10．7 and 0．008，respectively；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s，the positive likelihood ratio and negative likelihood ratio of IMA for ACS were 8．23 and 0．013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IMA is superior to c IInI and CK—MB in diagnostic of ACS at the earl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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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uA)、非 ST段抬高的心 

肌梗死及 sT段抬高的心肌梗死。急性心肌缺血是 

引起 ACS的常见机制，心肌缺血时间延长将导致心 

肌细胞损伤坏死，所以 ACS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 

要。有 研究 显示 缺 血 修饰 白蛋 白 (ischemia 

modified albumin，IMA)被认为是一更为敏感的早期 

缺血诊断指标。本研究应用评价不同试验方法临床 

准确性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curve，ROC) 分析，对 IMA检测早期 

ACS的临床价值进行评价，探讨IMA在ACS早期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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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 1月至 2007年 6月，我院 

收治以胸痛、胸闷为主诉的患者 86例，男 5l例，女 

35例，年龄4l一87岁。其中ACS组 56例，非缺血 

性胸痛组(non-ischemia chest pain，NICP)30例，2组 

在年龄、性别构成比、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 

醇血症、冠心病家族史等方面无差异，ACS诊断符合 

标准 ，部分病例采用心脏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型 

手术(PTCA)+支架置入进行诊断和治疗。所有患 

者在发病3 h内采静脉血检测IMA、血清心肌肌钙 

蛋白I(cTnI)、MB型肌酸激酶(CK—MB)。随机选择 

同期在本院保健中心进行健康体检，肝肾功能、血 

脂、心肌酶谱、心电图均正常的155名健康体检者作 

为对照组，男 133例，女22例；采取空腹静脉血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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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eTnI和 CK．MB。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有严 

重肝、肾功能衰竭者；发病之前 1个月有重大手术或 

外伤史者；半年内有非冠状动脉血栓性疾病者；有慢 

性炎症性疾病者；有慢性感染性疾病者；妊娠者。 

1．2 检测方法 IMA由白蛋白一钴离子结合实验 

(albumin cobalt bindingtest，ACB)测 定 ：试 剂 

COCL2和 DTF均购 自Sigma公司，以吸光度单位 

(ABSU)报告。CK—MB测定应用 日本 OLYMPUS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速率法进行测定。cTnI测 

定采用德国 Bayer公司 Centaur型全 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系统进行测定。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绘制 ROC并进行 

曲线下面积(AUC)计算和分析，AUC=1．0为最理 

想检测指标，AUC<0．5为无诊断价值。 

2 结果 

2．1 3组心肌标志物测定结果比较 ACS组 的 

IMA、CK—MB、cTnI水平分别与 NICP组、对照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 NICP的 CK— 

MB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3组心肌标志物测定结果比较( ±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P<0．叭；与NICP组比较 <0．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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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 NICP组为比较，各心肌标志物诊断早期 

ACS的临床价值评价 IMA诊断 ACS的 ROC曲线 

见图1。IMA、CK—MB、CTnI诊断早期ACS的临床价 

值见表 2。 

1一特异 度 

图 1 IMA的ROC曲线 (以NICP组为比较 ) 

2．3 以对照组为比较，3组心肌标志物诊断早期 

ACS的临床价值评价 IMA诊断 ACS的 ROC曲线 

见图2。IMA、CK—MB、CTnI诊断早期 ASC的临床各 

项评价指数见表3。 

1一特异度 

图 2 IMA的ROC曲线 (以对照组为比较 ) 

表 2 ACS患者 ROC曲线分析(以 NICP组为比较) 

3 讨论 

Bar—Or等 。 最早发现心肌缺血时人血清白蛋 

白的氨基端在氧化应激的作用下构型改变、结合过 

渡金属的能力下降，形成所谓的“缺血修饰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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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利用该原理他们设计出 ACB的方法来检测 

IMA 水平。本研究选用该种方法检测 IMA水平， 

并和 cTnI、CK—MB进行比较。结果显示，ACS组与 

对照组以及 NICP组相比，3种心脏标志物的水平都 

较高(P<0．01)，说明他们在 ACS早期诊断中都具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诊断性能如何无法判断，而 

ROC是反映敏感性和特异性连续变量的综合指标， 

AUC被认为是评估一个试验诊断价值的较好指标， 

AUC在 0．50～0．70，表示诊断价值较低；>0．70～ 

0．90，表示中等诊断价值；0．90以上表示较高诊断 

价值。本研究中，IMA的 AUC都在 0．9以上，表明 

诊断价值较高，cTnI是中等准确性，而 CK—MB诊断 

价值较低，尤其以NICP组比较诊断无价值。 

用 ROC评价临床诊断方法的准确性可不受检 

查群体发病率的影响，可结合临床需要，权衡漏诊与 

误诊的影响，选择更佳截割点作为诊断参考值，也可 

用计算法，即敏感性 +特异性最大时的临界值为决 

定值，只有这样，才能更符合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要 

求，其诊断指标的评价结论更为真实可信。故本研 

究应用 ROC分析对 3种心肌标志物在 ACS早期诊 

断中的价值进行了评价，在病例选择上，分别以对照 

组、NICP组为比较进行ROC分析，使分析结果实质 

为ACS与健康体检者以及 ACS与 NICP的鉴别诊 

断，3种心肌标志物的截断值均不同程度的低于诊 

断参考值，原因主要在于 ROC下最大面积的切割值 

与正常参考值有一定差别，比如 cTnl推荐值 0～ 

1．5 ng／ml，但最大面积下的切割值分别为 0．45 n 

ml和 0．56 rig／ml，因此大大增加了敏感性。关于 

IMA的界值，Govender等 研究了健康人群的IMA 

生物学变异，黑种人和高加索人的IMA存在一定差 

异(黑种人较高)，个体内和个体间的生物学变异分 

别为3％及 7％。另外，同一种试剂在 Roche Cobas 

Mira Plus和 Beckman Coulter LX．20上检测结果存 

在差异 ，报道不一。Bar—Or等 报道的是 0．400 

ABSU，本实验室测得 IMA界值与上述不一致，可能 

与实验室条件有关，其中区分 NICP组与 ACS最适 

的界值是0．4155 ABSU，低于 ACS与正常体检者比 

较的界值(0．4165 ABSU)，从而可减少漏诊率。在 

两部分的 ROC分析中，敏感性均以IMA>CK—MB> 

cTnI，特异性 IMA>cTnI>CK．MB，IMA的诊断指数 

最高，均在 80％以上，与 NICP组比较中，IMA的阳 

性似然比l0．7，阴性似然比0．008，达到了阳性似然 

比>10和阴性似然比<0．O1的理想要求，与对照组 

比较，IMA的阴性似然 比0．013，真阴性的可能性 

大，而阳性似然比<10，阳性的判断价值小，CK—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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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Tnl似然比不理想。在相同特异性的情况下，应 

尽可能地选择敏感度高且准确度好的试验项目，使 

阳性似然比较大，阴性似然比较小，应该作为 ACS 

的最佳诊断试验和最合适临界值的选择原则 ⋯̈。 

IMA作为急性心肌缺血的早期诊断指标，较 Chu 

等l1̈建议的理想心肌损伤标志物标准，在 ACS(特 

别是≤3 h)的早期筛查中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认 

为，若 IMA阴性则患者近期发生心肌缺血事件的危 

险性小，允许患者出院；如 IMA测定前判断患者 

ACS可能性较大，则需密切观察 IMA的变化，若 

IMA阳性或增高则提示个体发生心肌缺血的危险性 

大，应早期积极治疗 ，从而对合理的治疗选择、减少 

患者的医疗费用以及防止心脏不良事件发生和改善 

预后都有重要意义。但 IMA检测尚缺乏统一参考 

值范围及临界值，尤其国人 IMA界值的确定以及在 

心肌损伤中应用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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