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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首次肌钙蛋白玉联合 GRACE 评分

在快速评估可疑心肌梗死病人中的作用

张摇 雷,赵摇 欣,江摇 敏,孙熙熙

[摘要]目的:探讨急诊首次肌钙蛋白玉(cTn玉)联合 GRACE 评分对急诊胸痛病人可疑急性心肌梗死(AMI)的预测效果。 方

法:选取因胸痛于急诊内科就诊的 237 例病人,病人入院 24 h 内分别单独应用 cTn玉水平、GRACE 评分及两者联合方法进行

AMI 风险评估,比较 cTn玉水平、GRACE 评分及两者联合方法对急诊胸痛病人发生 AMI 的预测价值。 结果:发生 AMI 病人

104 例,非 AMI 病人 133 例,AMI 组吸烟史、高血压、糖尿病比例,以及 cTn玉、GRACE 评分均高于非 AMI 组(P < 0. 05 ~ P <
0. 01)。 cTn玉对急诊胸痛病人发生 AMI 预测的最佳切入点为 1. 105 滋g / L,灵敏度为 86. 5% ,特异度为 82. 0% ,约登指数为

0. 685,ROC 曲线下面积为 0. 901[95% CI(0. 860 ~ 0. 942)];GRACE 评分的最佳切入点为 122 分,灵敏度为 76. 9% ,特异度为

83. 5% ,约登指数为 0. 604,ROC 曲线下面积为 0. 795[95% CI(0. 735 ~ 0. 856)];两者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 89. 4% ,特异度为

82. 7% ,约登指数为 0. 721,ROC 曲线下面积为 0. 929[95% CI(0. 897 ~ 0. 961)]。 结论:临床护理人员通过 GRACE 评分联合

cTn玉的评估方式有助于早期识别急诊低危胸痛病人,筛查高危 AMI 病人,预测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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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急性心肌梗死 (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是指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由于某些

机械因素造成冠状动脉血管发生急性狭窄或闭塞,
导致心肌供血终止或持续减少,进而造成心肌细胞

严重缺血或坏死的疾病。 AMI 具有起病急、病情发

展迅速死亡率高等特点,因此,对急诊病人进行早期

AMI 风险预测与识别,为后续抢救措施争取时间,是
挽救病人生命的关键。 近年来,心肌肌钙蛋白玉
(cardiac troponin 玉,cTn玉)广泛应用于 AMI 的早

期识别中[1 - 2],但也有研究[3] 表明 cTn玉在心肌细

胞坏死早期会出现延迟释放现象,在起病的 3 ~ 6 h
才见升高,从而导致早期(特别是 1 h 以内)出现误

诊现象,另外,一些非冠状动脉事件也有可能导致

cTn玉的升高。 我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诊快

速诊治指南(2019)》推荐全球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注册研究 (GRACE) 评分对心肌缺血风险进行评

估[4]。 基于以上证据,本研探讨 GRACE 评分和血

清 cTn玉在 AMI 病人早期预测中的应用价值,为寻

找适合的 AMI 病人早期预测工具与方案提供参

考[5]。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

以胸痛为主要症状来我院急诊内科就诊的 237 例病

人。 入选标准:(1)符合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诊

快速诊疗指南(2016)中的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标

准[6];(2)均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3) 年龄 > 18
岁。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心脏疾患、慢性心功能

不全;(2)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感染

性疾病;(3)合并免疫系统疾病或结缔组织病。 共

纳入病人 237 例,男 164 例,女 73 例,年龄(60. 05 依
5. 42)岁。 所有病人中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关

于 AMI 诊断标准的病人,即 AMI 冠心病病人(AMI
组)103 例,非 AMI 冠心病病人(非 AMI 组)134 例。
1. 2摇 方法 摇 人口学资料基线调查表:内容包括性

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史、心率、体质量指

数。 GRACE 评分标准:内容包括 Killip 分级、年龄、
心率、收缩压、肌酸激酶(CK)、院前心脏骤停、ST 段

压低和心肌酶升高;得分范围为 0 ~ 383 分, < 113
分为低危,113 ~ < 160 为中危,逸160 为高危[7],分
数越高,预后越差;受试者入院 24 h 内完成 GRACE
风险评分。 cTn玉检测:受试者于入院1 h内采静脉

血 3 mL,将病人血液注入 EDTA鄄K2 抗凝管中,于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中进行检测,必要时 1 ~ 3 h 复测

(本研究选取首次测值);cTn玉采集时间符合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急诊快速诊疗指南(2016)推荐。
由 2 名接受培训的主管护师运用 GRACE 评分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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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病人在 24 h 内进行评估,当班护士对病人进行

抽血检测 cTn玉。 每次的结果均由 1 名主管护师和

1 名住院医师确认无误并记录。 所有数据统一汇

总,双人录入并进行复核。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2摇 结果

2. 1摇 AMI 病人组与非 AMI 组临床资料比较摇 AMI
组中,3 支或左主干病变 45 例(其中左主干病变 17
例),2 支血管病变 22 例,1 支血管病变 37 例。 AMI
组与非 AMI 组间性别、年龄、入院时胸痛持续时间

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AMI 组吸烟

史、高血压、糖尿病比例,以及 cTn玉、GRACE 评分

均高于非 AMI 组(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2摇 AMI 病人早期预测的多因素分析摇 以是否发

生 AMI 事件为因变量(是 = 1,否 = 0),单因素分析

筛选出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高血压(有 = 1,无
= 0)、糖尿病(有 = 1,无 = 0)、吸烟史(有 = 1,无 =
0)、GRACE(有 = 1,无 = 0)和 cTn玉为自变量,带入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显示吸烟史、高血压、糖尿病、cTn玉、GRACE 评分均

为 AMI 发生的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 (见
表 2)。
2. 3摇 GRACE 评分、cTn玉对急诊胸痛病人 AMI 的

预测价值摇 GRACE 评分对急诊胸痛病人 AMI 预测

的最佳切入点为 122 分,该值的灵敏度为 76. 9% ,
特异度为 83. 5%,约登指数为 0. 604。 cTn玉对急诊胸

痛患者病人 AMI 预测的最佳切入点为 1. 105 滋g / L,
该值的灵敏度为 86. 5% ,特异度为 82. 0% ,约登指

数为 0. 685。 GRACE 评分联合 cTn玉的灵敏度为

89. 4% ,特异度为 82. 7% ,约登指数为 0. 721。
2. 4摇 不同预测方式 ROC 曲线下面积比较 摇 ROC
曲线计算结果发现,GRACE 评分与 cTn玉水平 ROC
曲线 下 面 积 分 别 为 0. 795 [ 95% CI ( 0. 735 ~
0. 856)]、0. 901[95% CI(0. 860 ~ 0. 942)],其诊断

阈值分别为 122 分、1. 105 滋g / L,两者联合预测的

ROC 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0. 929[95% CI(0. 897 ~
0. 961)](见图 1)。

表 1摇 AMI 组与非 AMI 组临床资料比较(x 依 s)

分组 n 年龄 / 岁 男 吸烟 高血压 糖尿病 胸痛时间 / h GRACE / 分 cTn玉 / (滋g / L)

AMI 组 104 59. 77 依 5. 59 70 69 77 64 4. 38 依 1. 53 137. 15 依 25. 27 2. 84 依 1. 37
非 AMI 组 133 60. 30 依 6. 06 94 69 42 31 4. 22 依 1. 36 106. 45 依 25. 03 0. 71 依 0. 83

字2 — 0. 70* 0. 31 5. 02 42. 09 35. 52 0. 31* 9. 33* 14. 77*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 值

表 2摇 急诊胸痛病人 AMI 早期预测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B SE Wald字2 P OR(95% CI)

高血压 - 1. 879 0. 485 14. 98 < 0. 01 0. 153(0. 059 ~ 0. 396)
糖尿病 - 1. 816 0. 492 13. 61 < 0. 01 0. 163(0. 062 ~ 0. 427)
吸烟史 - 1. 068 0. 499 4. 58 < 0. 05 0. 344(0. 129 ~ 0. 915)
GRACE 0. 040 0. 009 20. 89 < 0. 01 1. 041(1. 023 ~ 1. 059)
cTn玉 1. 282 0. 208 37. 97 < 0. 01 3. 603(2. 397 ~ 5. 417)

3摇 讨论

摇 摇 GRACE 评分系统起源于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

件注册研究,是评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短期和长

期风险的有效评分系统,是目前全球公认的有效手

段[8 - 9]。 STRACKE 等[10]使用 GRACE 评分对 1 014
例急诊胸痛病人进行冠状动脉综合征的风险程度分

层,结果显示处于高度危险的病人占 53% ,中度危

险的病人为 33% ,低度危险的病人为 26% ,在住院

期间死亡人数中,96% 为高风险人群,4% 为中度危

险人群。 表明 GRACE 评分系统能对冠状动脉综合

征病人进行有效风险程度分层,在急诊胸痛病人分

诊和处理中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尤其对病人发生

医院内死亡的判断。 黄振华等[8] 运用 GRACE 评分

对急诊胸痛病人进行 30 d 的心血管不良事件随访

的前瞻性调查发现,GRACE 评分对急性胸痛病人

30 d 心血管不良事件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当评分

为 118 时,敏感性和特异性最佳,本研究结果与之接

近。 GRACE 风险评分是急诊胸痛病人获得冠状动

脉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素,GRACE 评分对急诊胸痛

病人 AMI 预测的最佳切入点为 122 分。 此外,胡春

阁等[11]研究表明,护理人员对急诊胸痛病人进行基

于 GRACE 评分的分层护理管理模式,能够帮助护

士把握护理重点和观察重点,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 但 GRACE 风险评分的八项指标中并未包含心

肌坏死敏感性标志物或反映斑块稳定性的炎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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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且对于判断心功能这一指标主要是以临床医

生听诊病人肺部湿啰音出现的范围为依据[12],主观

性较大,分数计算极易出现误差。

摇 摇 cTn玉是心肌细胞损伤最敏感、最具有特异性的

生物学标志物,现已广泛应用于冠状动脉综合征的

危险分层和预后评估。 美国心脏病学院和欧洲心脏

病学会等国际心脏病学术组织曾先后建议使用 cTn
玉作为 AMI 的主要诊断指标之一[13]。 cTn玉是 cTn
玉复合物的三个亚基之一,是心肌细胞特有的机构

蛋白,心肌损伤后 3 ~ 6 h cTn玉水平开始上升,12 ~
24 h 达到高峰[14]。 刘莹等[15] 回顾性分析显示,与
健康病人相比,实验组病人各个时间点的 cTn玉水

平都较高,cTn玉在 AMI 早期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cTn玉对急诊早期 AMI
识别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这与现有的研究

结论一致[16 - 17]。 但是由于 cTn玉出现时间较晚,持
续 7 ~ 10 d 才降至正常,与主动脉夹层、非冠状动脉

闭塞原因引起左心衰导致的 cTn玉水平升高难以区

分,单独使用首次 cTn玉水平身高不足以诊断 AMI。
本研究发现,AMI 病人急诊 GRACE 评分及首

次 cTn 玉 水平均高于非 AMI 病人。 另外,当用

GRACE 评分检测可疑 AMI 病人,灵敏度低,但特异

度较高,说明 GRACE 评分是可疑 AMI 病人快速评

估中重要的工具。 与单用 GRACE 评分相比,单用

cTn玉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有所提高,有助于急

诊胸痛病人 AMI 的早期识别。 除此之外,GRACE
评分联合 cTn玉快速识别急诊 AMI 病人与单用

GRACE 评分或单用 cTn玉相比,灵敏度和特异度均

较高,提示二者联合检测有助于急诊医护人员快速

评估与筛查可以 AMI 病人。 临床护理人员通过

GRACE 评分联合 cTn玉的评估方式有助于早期识

别急诊低危胸痛病人,筛查高危 AMI 病人,降低不

必要的连续采血的比例,减轻急诊负担与病人的痛

苦,对临床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经济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人首次 cTn玉水平联合

GRACE 评分有助于临床护理人员对急诊胸痛病人

进行快速 AMI 风险评估,早期识别高危胸痛病人,
为后续治疗争取更多的时间,排除低危胸痛病人,使
这些病人无需更多非必须的动态监测。 但是本研究

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小,期待未来的大样本多中

心的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验证。 当前我国国内并无

大型的关于急性胸痛评分的标准化评估单元,主要

是借鉴国外的诊断预测方法为主,如何根据我国

AMI 病人发生的高危因素,建立适合我国胸痛病人

AMI 风险评估工具,值得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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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自变量 X
主动脉缩窄组

均数摇 标准差摇 5% CI摇 95% CI摇
非主动脉缩窄组

均数摇 标准差摇 5% CI 摇 95% CI摇
Z P

左心室功能

摇 左心室每搏输出量 - 2. 13 1. 16 - 2. 441 - 1. 802 - 1. 98 1. 04 - 2. 265 - 1. 673 0. 69 > 0. 05

摇 左心室心输出量 - 2. 19 1. 26 - 2. 556 - 1. 825 - 2. 06 1. 21 - 2. 398 - 1. 752 1. 23 > 0. 05

摇 左心室射血分数 - 1. 59 3. 76 - 2. 648 - 0. 581 - 2. 38 4. 11 - 3. 467 - 1. 141 0. 94 > 0. 05

摇 摇 此外,本研究未对各项超声参数测量值的观察

者内部和观察者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但既往已有很

多报道[16 - 19]证实上述测量值的重复性均较好,说明

观察者内部和观察者间的差异较小。
综上所述,对多个超声心动图测量值进行斑点

追踪技术分析并结合 logistic 回归方程,有助于产前

检查提示为可疑主动脉缩窄的胎儿进一步确诊,而
且检查者只需要使用斑点追踪技术分析和四腔切面

的舒张末期图像来获得右心室和左心室的收缩末期

和舒张末期测量值,可行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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