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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心电图与冠状动脉造影诊断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一致性分析

王摇 丽,张莉莉

[摘要]目的:探讨动态心电图(DCG)诊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对临床拟诊为 ACS 的 86 例患

者分别采用 DCG 和冠状动脉造影(CAG),以 CAG 检查作为金标准,计算 DCG 诊断 ACS 的诊断学指标,对 DCG 诊断 ACS 冠状

动脉病变支数和狭窄程度的阳性率进行分析。 结果:CAG 确诊 ACS 72 例,DCG 诊断 ACS 的灵敏度为 87. 50% ,特异度为

85. 71% ,误诊率 14. 29% ,漏诊率 12. 50% ,阳性预测值 96. 92% ,阴性预测值 57. 14% ,2 种方法检查结果呈高度一致性(Kappa
指数 = 0. 609,P < 0. 01)。 DCG 诊断冠状动脉单支病变阳性率为 68. 75% ,诊断冠状动脉双支病变阳性率为 92. 59% ,诊断三

支或左主干病变阳性率为 93. 1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DCG 诊断轻度狭窄阳性率为 66. 67% ,诊断中度狭窄阳性

率为 93. 75% ,诊断重度狭窄阳性率为 95. 4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结论:DCG 诊断与 CAG 诊断 ACS 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DCG 诊断双支病变、三支或左主干病变、中度和重度狭窄的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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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istency of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
and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WANG Li,ZHANG Li鄄li
(Department of Electrocardiogram,Chizhou People忆s Hospital,Chizhou Anhui 24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of the clinical value of dynamic electrocardiogram(DCG)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 Methods: Eighty鄄six patients diagnosed by ACS were detected using DCG and coronary angiography ( CAG). The DCG
diagnosis index for ACS was calculated using CAG examination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number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number and degree of stenosis of ACS diagnosed by DCG were analyzed. Results:Seventy鄄two ACS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by
CAG. 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misdiagnosis rate,missed diagnosis rate,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DCG
in the diagnosis of ACS were 87. 50% ,85. 71% ,14. 29% ,12. 50% ,96. 92% and 57. 14%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wo kinds of
methods examination were highly consistent(Kappa = 0. 609,P < 0. 01). The disease positive rates of the single鄄vessel coronary artery,
double vessel coronary artery and three or left main vessel coronary artery of DCG diagnosis were 68. 75% ,92. 59% and 93. 10% ,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s of whos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mild stenosis,moderate stenosis
and severe stenosis of the DCG diagnosis were 66. 67% ,93. 75 and 95. 45%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s of whos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Conclusions: The ACS diagnosed with DCG and CAG is high consistency, the positive rates of DCG in
diagnosing the double vessel disease,three or left main vessel disease,and moderate and severe stenosis ar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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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急 性 冠 状 动 脉 综 合 征 (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ACS)是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或侵蚀诱

发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性血栓形成为病理基础的一组

综合征,包括急性 ST 段抬高或非抬高性心肌梗死、
不稳定型心绞痛等[1]。 ACS 起病急,发展快,早期

诊断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方法。 冠状动脉造

影(CAG)被认为是诊断 ACS 的金标准,但其属于创

伤性检查,费用较高,且极易引发并发症。 动态心电

图(DCG)是近年来心血管方面广泛应用的检查方

法,为心律失常首选的无创检查方法,能定量反映心

肌缺血的持续时间、程度、频率及昼夜节律,有助于

分析 ACS 患者临床症状和日常生活的关系[2]。 为

探讨 DCG 对 ACS 检查的准确性、敏感性与诊断价

值,选择我院收治的拟诊为 ACS 的 86 例患者为研

究对象,对 DCG 与 CAG 检查结果的一致性进行比

较,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我院心血管内科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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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 年 5 月拟诊为 ACS 的 86 例住院患者,其中

男 52 例,女 34 例;年龄 43 ~ 79 岁;病程 1 ~ 14 d。
(1)纳入标准:临床拟诊为 ACS 的患者,主要表现为

胸闷和心前区疼痛等临床症状;愿意参加本研究。
(2)排除标准[3]:合并严重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
血液系统疾病和精神系统疾病;正在服用免疫抑制

剂治疗;肝肾功能严重不全;电解质紊乱;合并严重

左心功能不全和慢性心房颤动的患者。
1. 2摇 检查方法摇 (1)DCG 检查方法:入院后 4 d 内

行 DCG 检查,采用美国迪姆公司 DMS300鄄4A 型十

二通道分析仪进行检测,受检患者连续佩戴记录仪

22 ~ 24 h,同时详细记录患者生活日志与相应临床

症状。 (2) CAG 检查方法:入院后择期行 CAG 检

查,使用美国 GE INNOVA 型平板数字血管造影系

统,实施 Sones 或 Judkin 法,造影剂为碘海醇注

射液。
1. 3摇 判定标准摇
1. 3. 1摇 DCG 检查诊断标准[4] 摇 (1)ST 段自 J 点后

80 ms 处水平型或下斜型压低逸0. 1 mV,且延续时

间超过 1 min;(2)与患者临床症状相对应的 ST 段

抬高逸0. 2 mV,且延续时间超过 1 min,排除其他原

因引起的心律失常;(3)2 次缺血型 ST鄄T 发作间隔

时间逸1 min。
1. 3. 2摇 CAG 检查诊断标准[5] 摇 至少有一支主要冠

状动脉或其分支狭窄程度逸50% 判定为阳性结果;
轻度狭窄:狭窄程度 50% ~ 69% ;中度狭窄:狭窄程

度 70% ~ 89% ;重度狭窄:狭窄程度逸90% 。 根据

患者受累病变血管支数划分为单支病变、双支病变

和多支病变。
1. 4摇 观察指标摇 CAG 和 DCG 诊断 ACS 的阳性率;
以 CAG 检查作为金标准,计算 DCG 诊断 ACS 的灵

敏度、特异度、误诊率、漏诊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DCG 诊断冠状动脉单支病变、双支病变、三支

或左主干病变的阳性率及差异性;DCG 诊断冠状动

脉轻度狭窄、中度狭窄、重度狭窄病变阳性率及差

异性。
1. 5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四格表的诊断性

试验分析、一致性分析(Kappa 指数)和秩和检验。

2摇 结果

2. 1 摇 DCG 与 CAG 检查结果比较 摇 2 种方法检查

ACS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以 CAG 确诊 ACS 为金标准,则 DCG 诊断 ACS
的灵敏度为 87. 50% ,特异度为 85. 71% ,误诊率

14. 29% ,漏诊率 12. 50% ,阳性预测值 96. 92% ,阴
性预测值 57. 14% 。 2 种方法检查结果呈高度一致

性(Kappa 指数 = 0. 609,P < 0. 01)。

表 1摇 DCG 和 CAG 检查结果比较(n)

DCG
CAG

摇 + 摇 摇 摇 摇 - 摇
合计 字2 P

+ 63 2 65

- 9 12 21 3. 27 > 0. 05

合计 72 14 86

2. 2摇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与 DCG 检查的关系摇 DCG
正确诊断冠状动脉单支病变阳性率为 68. 75% ,双
支病变阳性率为 92. 59% ,三支或左主干病变阳性

率为 93. 1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
表 2)。

表 2摇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与 DCG 检查的关系(n)

冠状动脉病变支数 n
DCG 检查

摇 + 摇 摇 摇 - 摇
阳性率 / % Hc P

单支病变 16 11 5 68. 75

双支病变

三支或左主干病变

27
29

25
27

2
2

92. 59
93. 10

6. 52 < 0. 05

合计 72 63 9 87. 50

2. 3摇 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与 DCG 检查的关系摇 DCG
正确诊断轻度狭窄阳性率为 66. 67% ,中度狭窄阳

性率为 93. 75% ,重度狭窄阳性率为 95. 4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3)。

表 3摇 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与 DCG 检查的关系(n)

冠状动脉

狭窄程度 / %
n

DCG 检查

摇 + 摇 摇 摇 摇 - 摇
阳性率 / % Hc P

50 ~ 69 18 12 6 66. 67

70 ~ 89
逸90

32
22

30
21

2
1

93. 75
95. 45

9. 43 < 0. 01

合计 72 63 9 87. 50

3摇 讨论

摇 摇 ACS 属于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疾病,其发病机制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后斑块破裂或表面破损,引起

血管收缩以及血栓形成,从而导致冠状动脉血管不

同程度的阻塞,血流减少或中断,由此引发不同的临

床症状[6]。 由于冠状动脉斑块形态学特征以及生

物学特性与其稳定性都具有密切的关系,动脉粥样

斑块不稳定以及破裂导致了 ACS 的发生,患者的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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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稳定性以及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可以反映 ACS 的

病情。 CAG 诊断 ACS 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可以直接

显示出患者冠状动脉的病变范围与病变程度。 但

CAG 属于创伤性检查,且对仪器设备、技术水平、操
作步骤要求均较高,易引发并发症,具有一定风险

性。 因此,本研究选择 DCG 为检查手段,将其诊断

准确率及应用价值与 CAG 进行对比分析。
DCG 是一种使用特殊记录仪器连续不间断监

控患者机体 24 h 心电活动详细信息的方法,能够获

得 10 ~ 14 万个心动周期信息,具有多通道、大容量

的特点,可以连续 24 h 记录患者日常生活中全部心

电信号,完整记录心肌缺血发作过程,对诊断 ACS
提供了确凿证据[7]。 该检测方式可以提高对心律

失常的检出率,对检出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成对室性

和窦性心动过速等均具有较大优势。 DCG 在软件

自动分析与心电信号记录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不
仅可以有效发现各种心律失常与 ST鄄T 异常变化,还
可以反映出心肌缺血程度、持续时间与昼夜节律,为
临床分析患者日常生活与临床特征的关系提供了重

要参考[8]。 本研究结果显示,DCG 诊断 ACS 的灵敏

度为 87. 50% ,特异度为 85. 71% ,误诊率 14. 29% ,
漏诊率 12. 50% ,阳性预测值 96. 92% ,阴性预测值

57. 14% ,一致性分析 Kappa 指数为 0. 609,2 种方法

检查结果呈高度一致性(P < 0. 01)。 DCG 诊断冠状

动脉单支、双支病变和三支或左主干病变阳性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提示 DCG 对多支病变

较为敏感。 本研究还发现,DCG 诊断轻度、中度和

重度狭窄病变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因此,我们认为,临床上对于 ACS 的诊断采

用 DCG 检查方式,有助于敏感反映出冠状动脉的病

变程度,提高疾病的诊断正确率。
综上所述,DCG 与 CAG 诊断 ACS 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但 DCG 诊断冠状动脉双支病变、三支或左

主干病变和中度、重度狭窄的阳性率较高。 临床诊

断时,采用 DCG 检查有助于提高 ACS 的临床确诊

率,为疾病的进一步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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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的不足,联合筛选检测能综合各自优点,PADI鄄4
和抗 CCP 抗体的联合筛选是性价比最高的组合,根
据检测条件,选择适当的项目组合,可以有助于提高

RA 的诊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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