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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规范．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检测
心肌肌钙蛋白的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

心肌肌钙蛋白（ｃＴｎ）是现今心肌组织损伤时可

点检测值的变化＜２０％，可基本排除ＡＭＩ等急性心

在血液中检测到的特异性最高和敏感性最好的标志

肌损伤；若变化≥２０％，结合临床表现，可考虑

物¨Ｊ，是诊断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以及对心脏疾病

ＮＳＴＥＭＩ的诊断。若心电图无明显异常或心电图改

进行危险分层的最好标志物¨引。

变不足以诊断ＡＭＩ，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也未增高，患

对于临床如何准确运用和科学解释ｃＴｎ检测结

者症状发作Ｉ＞６ ｈ，可出院择期接受负荷试验进一步

果，国内外学术团体和专家学者已有很好的一致意
见¨引。各相关临床指南、专家共识或研究文献，都

明确诊断。

对临床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患者检测ｃＴｎ

和鉴别诊断时最重要的生物标志物。

［包括高敏感方法检测ｃＴｎ（ｈｓ－ｃＴｎ）］的检测周转时

建议２：心肌损伤后１～３ ｈ就可在外周血中检测到

间（ＴＡＴ）给予了极大关注。合理规范临床检测ｃＴｎ

ｈｓ—ｃＴｎ有临床意义的增高。

（包括ｈｓ—ｃＴｎ）的ＴＡＴ，以尽快得到检测结果，有助

建议３：临床ＡＣＳ患者，若心电图已出现ＳＴ段抬高，

于ＡＣＳ患者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

甚至有病理性Ｑ波，结合病史可考虑ＡＭＩ诊断，应

一、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在ＡＣＳ诊断时的应用

立即给予必要的临床干预治疗，不必等待ｃＴｎ（包括

连续观察到ｃＴｎ增高或降低的变化是提高

ｈｓ．ｃＴｎ）检测结果。

ＡＣＳ诊断特异性的关键之一¨引，动态观察两点间
的变化率有助于提高ｃＴｎ的ＡＣＳ诊断价值（临床特
异性）。
临床对于胸痛、疑似ＡＣＳ的患者，可同时记录
心电图和检测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

若心电图已出现ｓＴ段抬高，甚至观察到病理性
Ｑ波，结合病史，可立即诊断为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ＳＴＥＭＩ），并立即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不必等待
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结果。

如暂时尚未观察到心电图改变或心电图改变不
足以诊断ＡＭＩ，而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明显增高，结合
病史可考虑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ＮＳＴＥＭＩ）
诊断。
若心电图无明显异常或心电图改变不足以诊断
ＡＭＩ，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仅略高于参考范围上限，可
１～３

建议１：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是临床疑似ＡＣＳ患者诊断

ｈ后复查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若相邻两个时间

建议４：临床ＡＣＳ患者，若心电图没有出现心肌损伤

的变化，但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异常增高，结合病史可
考虑ＮＳＴＥＭＩ诊断，应给予必要的临床干预治疗。
建议５：临床疑似ＡＣＳ患者，若心电图没有出现心肌
损伤的变化，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的检测结果未见明
显异常，或ｈｓ—ｃＴｎ略高于参考范围上限，可间隔１—
３

ｈ再次检测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观察ｃＴｎ（包括ｈｓ—

ｃＴｎ）变化。
建议６：若相邻两次（例如间隔１～３ ｈ）的ｃＴｎ（包括

ｈｓ—ｃＴｎ）检测值变化较大（例如Ｉ＞２０％），很可能是急
性、进行性心肌损伤，可考虑ＮＳＴＥＭＩ的诊断，应给
予必要的临床干预治疗。
建议７：临床疑似ＡＣＳ患者，如果心电图没有出现心
肌损伤的变化，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的检测结果未见
明显异常，间隔３ ｈ后再次检测的结果差异不大（例

如＜２０％），可考虑ＡＣＳ以外的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二、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在ＡＣＳ诊断时的检测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７．１６．００５

通信作者：葛均波，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心内科，
Ｅｍａｉｌ：ｇｅ．ｊｕｎｂｏ＠Ｚ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ｃｎ；潘柏申，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中

间要求

ｃＴｎ（尤其是ｈｓ—ｃＴｎ）对诊断急性心肌损伤（特

山医院检验科，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ｂａｉｓｈｅｎ＠ｚ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ｃｎ；霍勇，１０００３４

别是ＡＭＩ）格外重要，ｃＴｎ的检测时间必须满足临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Ｅｍａｉｌ：ｈｕｏｙｏｎｇ＠２６３．ｎｅｔ．ｃｎ

实际需求。１９９９年美国临床生化学会（ＮＡＣＢ）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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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ｃＴｎ从标本采集、检测到报告临床医生的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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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者：潘柏申、霍勇、葛均波

ＴＡＴ应控制在６０ ｍｉｎ之内旧Ｊ，这已成为全球心血管

参考文献

病和检验医学等相关专家学者的共识¨引。

医院检验工作人员应该充分重视及时、准确提
供ｃＴｎ检测结果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临床医生早期
诊治ＡＭＩ患者。医院检验部门应努力缩短ＴＡＴ，满

［１］Ｔｈｙｇｅｓｅｎ
ＷＨＦ

ｊｓ，Ｊａｆｆｅ ＡＳ，ｅｔ ａ１．Ｊｏｉｎｔ Ｅｓｃ／ＡｃｃＥ／ＡＨＡ／

Ｋ，Ａｌｐｅｒｔ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１２６（１６）：２０２０－２０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１／ＣＩＲ．
Ｏ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６ｅ１０５８．

足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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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８：急诊ＡＣＳ患者检测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的
ＴＡＴ应不超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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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建议９：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的检测结果应以ｎｇ／Ｌ作
为报告单位。
三、即时检测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

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操作
简单、可快速得到检测结果的即时检测（ＰＯＣＴ）方
式逐步受到欢迎。采用ＰＯＣＴ方式检测ｃＴｎ有助于
缩短检测周期一ｊ。选用ＰＯＣＴ方式检测ｃＴｎ的方法
应该是定量的口’７，１０］。与医院检验科室采用的大

中型免疫分析仪相比，ＰＯＣＴ方式检测ｃＴｎ的敏感
性相对不高，有时难以检测到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小

幅度增高。部分ＰＯＣＴ检测ｃＴｎ的结果为“阴性”
时，存在假阴性的可能，临床应用时应特别注

意阳，１引。
应尽可能选择分析敏感性高的检测ｃＴｎ的

ＰＯＣＴ仪器；必要时对ＰＯＣＴ检测阴性的结果应采用
更敏感的方法确认（例如可采用大、中型免疫分析
仪检测以明确检测结果）。
生产厂商应努力提高ＰＯＣＴ方式检测ｃＴｎ的分
析敏感性。

建议１０：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的ＰＯＣＴ检测应采用定
量方式。

建议１１：ＰＯＣＴ方式检测ｃＴｎ（包括ｈｓ－ｃＴｎ）的灵敏
性相对不高，对于“阴性”的结果应予以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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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ｅＳＨ）所列的词，或登录万方医学网：ｈｔｔｐ：／／ｍｅｄ．

题词。（３）必要时，可采用习用的自由词并排列于最后。每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ｏｎ．ｃｎ／Ｍｅｓｈ／Ｍｅｓｈ．ａｓｐｘ查找。如果查不到相

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各词汇之间空２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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