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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的临床诊断为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病因分析
马网霞 1，李家一 2
【摘要】

目的

分析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的临床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的病因。方法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临床诊断为 ACS 的患者 546 例，回顾性
分析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的临床诊断为 ACS 患者的病因。结果

546 例临床诊断为 ACS 的患者中冠状动脉造影检

查结果有临床意义者 454 例（占 83.2%），正常者 92 例（占 16.8%）。92 例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者中 ST 段抬

高 34 例（占 37.0%），非 ST 段抬高 58 例（占 63.0%）；54 例（占 58.7%）为冠状动脉痉挛所致心绞痛，20 例（占
21.7%）为急性病毒性心肌炎，6 例为心脏神经症（占 6.5%），4 例为心肌桥（占 4.3%），3 例为心肌炎（占 3.3%），
2 例为主动脉夹层（占 2.2%），2 例为嗜铬细胞瘤（占 2.2%），1 例为肺栓塞（占 1.1%）。结论

临床诊断为 ACS

但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者以冠状动脉痉挛所致心绞痛、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等为主，临床应结合心肌酶谱变化、溶栓
后血管再通情况及心电图变化等进一步有计划地完善相关检查，以明确诊断和指导临床合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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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tiological factors in patients clinically diagnosed a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resenting normal coronary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Methods

From October 2016 to March 2017，a total of 546

patients clinically diagnosed a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were selected in the Cardiac Intensive Care Unit，Xijing Hospital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the etiological factors in patients presenting normal coronary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Results

Of the 546 patients clinically diagnosed a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454 cases found

posi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 with clinical significance（accounting for 83.2%）；92 cases found normal
coronary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accounting for 16.8%），including 34 cases with ST-segment elevation（accounting

for 37.0%） and 58 cases with non ST-segment elevation（accounting for 63.0%），54 cases with coronary artery spasminduced angina pectoris（accounting for 58.7%），20 cases with acute viral myocarditis（accounting for 21.7%），6 cases with

cardiac neurosis（accounting for 6.5%），4 cases with myocardial bridge（accounting for 4.3%），3 cases with myocarditis
（accounting for 3.3%），2 cases with aortic dissection（accounting for 2.2%），2 cases with pheochromocytoma（accounting
for 2.2%），1 case with pulmonary embolism（accounting for 1.1%）.Conclusion

Patients clinically diagnosed a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presenting normal coronary angiography examination results mainly are coronary artery spasm-induced angina

pectoris，acute viral myocarditis and so on，clinicians should systematically carry out relevant examin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myocardial enzyme，vascular recanalization after thrombolytic therapy，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and guide clinical
ration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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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是西方
［1］

发达国家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心血管疾病发病年龄年轻化及中
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升高，加之 ACS 致死率和致残率较

高，ACS 已成为目前危害我国居民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
［2］

为减少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提高心血管疾病诊断水平，
既往临床常通过采集病史、结合胸痛特点及心电图 ST-T 段变

化等诊断 ACS，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诊断灵敏度，但导致
［3］

诊断特异度降低

。

冠状动脉造影在 ACS 的诊断、治疗决策制定及预后评估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4］

·93·

投稿网址:http://www.syxnf.net

，但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有典型

心绞痛或胸闷症状、心电图 ST 段出现动态改变甚至心肌损伤

16.8%）。92 例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者中 ST 段抬高 34
例（占 37.0%），非 ST 段抬高 58 例（占 63.0%）。54 例（占

58.7%）心肌酶谱轻度升高，经扩张冠状动脉治疗后症状缓解，
复查 cTnT 及心电图确诊为冠状动脉痉挛所致心绞痛；20 例（占
21.7%）病毒免疫球蛋白 M（IgM）阳性，cTnT 持续升高，心
脏超声检查提示心肌反射增强和不均匀，或伴有左心室射血
分数降低，心脏 MRI T2 加权像显示局灶性信号增强，诊断为

急性病毒性心肌炎；6 例为心脏神经症（占 6.5%），4 例为

心肌桥（占 4.3%），3 例为心肌炎（占 3.3%），2 例为主动
脉夹层（占 2.2%），2 例为嗜铬细胞瘤（占 2.2%），1 例为
肺栓塞（占 1.1%）。
3

讨论

临床诊断为 ACS 的患者常以胸痛、胸闷为主诉，伴有心

标志物异常者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且随访期间死亡并不

鲜见。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546 例临床诊断为 ACS 患者的

电图 ST 段压低或抬高、T 波改变、心肌损伤标志物升高等。

因，以减少误诊、漏诊。

ACS 引发的一系列恶性事件高度警惕、相关指南要求尽早开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旨在探讨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者的病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3 月第四军医大

学西京医院心脏内科重症监护室收治的临床诊断为 ACS 的患

由于目前我国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数量庞大［7］、医务人员对

通 ACS 患者罪犯血管等，因此部分无条件行直接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PCI）的医院对于出现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
死样心电图改变的患者实施静脉溶栓治疗已成为常规。临床

者 546 例，年龄 18 ～ 75 岁，以胸痛、胸闷为主诉，发病至

对于感染病史不明确的患者，若以胸痛、胸闷、心悸、气促

抬高（肢体导联 ST 段抬高 >0.1 mV、胸导联 ST 段抬高 >0.2

极易诊断为 ACS，溶栓治疗也就顺理成章；部分患者转入有

入院时间 <1 周，心电图检查结果示相邻两个以上导联 ST 段

等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且心电图表现出现 ST 段抬高则

mV）或下移（>0.05 mV），伴心肌损伤标志物升高［心肌肌

条件行 PCI 的医院后行冠状动脉造影结果示无异常则考虑溶

钙蛋白 T（cTnT）>0.03 μg/L］。纳入标准：（1）符合 ACS
临床诊断标准

［5］

；（2）发病 24 h 内或 3 ～ 7 d 行冠状动脉

栓后血管再通、冠状动脉痉挛也就不足为奇。

研究表明，冠状动脉痉挛所致 ACS 经合理扩张血管治疗

造影检查；（3）既往无原发性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自身

后对患者生命威胁不大，而急性心肌炎等若得不到正确诊断、

免疫性疾病及严重肝肾功能不全；（4）无心肌梗死病史；（5）

治疗则可进一步进展为恶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猝死［8-

临床资料完整。

9］

1.2

需进一步行感染系列、心脏 MRI、肺动脉造影、主动脉超声

方法

所有患者在首次医学接触时完善血尿常规检查、

生化检查、cTnT 检测、12 或 18 导联心电图检查或入院即刻
血尿常规检查、生化检查、cTnT 检测及标准 18 导联心电图

检查，其中 ST 段偏移测量以 TP 段为参考，自 QRS 综合波 J

点后 80 ms 连续测量 3 个波形取平均值；于发病 24 h 内（急

诊）或 3 ～ 7 d（择期）采用 Judkins 法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
影检查，以冠状动脉狭窄率≥ 50% 为有临床意义，冠状动脉
狭窄率 <50% 为正常

［6］

；对于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者，

合并外周血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分数或淋巴细胞分数升
高者进一步行感染系列（病毒十项或细菌培养、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检查，合并 D- 二聚体升高、动脉血气分析结果提
示低氧血症者进一步行肺动脉血管成像检查，胸痛持续不缓
解者进一步行主动脉超声、双肺 CT 检查。
2

结果

546 例临床诊断为 ACS 的患者中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

果 有 临 床 意 义 者 454 例（ 占 83.2%）， 正 常 者 92 例（ 占

。因此，临床诊断为 ACS 但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者

或胸腹主动脉 CT 血管成像（CTA）检查以排除其他原因所致

心电图 ST-T 段改变。本组 546 例临床诊断为 ACS 的患者中
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正常者 92 例，其中包括冠状动脉痉挛
所致心绞痛 54 例（占 58.7%）、急性病毒性心肌炎 20 例（占

21.7%）、心脏神经症 6 例（占 6.5%）、心肌桥 4 例（占 4.3%）、
心肌炎 3 例（占 3.3%）、主动脉夹层 2 例（占 2.2%）、嗜铬
细胞瘤 2 例（占 2.2%）、肺栓塞 1 例（占 1.1%）。

对于临床诊断为 ACS 但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者，应通

过以下 3 个方面进行鉴别诊断：（1）心肌酶谱变化：心肌酶

谱是判断溶栓后血管再通的最敏感、准确的指标，酶峰提前
判断溶栓后血管再通的特异度为 100%［10-11］。（2）溶栓后血
管再通：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破裂或糜烂导致冠状动脉

内血栓形成是 ACS 的主要病理改变，血栓阻塞血管引起心肌
细胞缺血缺氧性坏死后心电图相应导联 ST 段持续抬高（>20

min），溶栓治疗成功后梗死相关动脉再通，心电图相应导联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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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段逐渐恢复正常［12-13］；心肌炎是指各种感染因素引发的
心肌细胞、心内膜、血管及心包脏层炎性反应，是导致扩张
型心肌病的最常见原因

［14］

，其心电图变化常与溶栓治疗及血

管再通无关。（3）心电图变化：心电图是诊断 ACS 的重要手

段，病理性 Q 波、ST 段抬高及 T 波倒置是 ACS 的典型心电图
表现，但多种疾病也可出现上述心电图表现

［15］

，其中心肌炎

患者由于心肌细胞变性、坏死及间质炎性细胞浸润［16］而导致
一系列电活动异常，部分患者最早会出现 ST-T 段改变并累及

多个导联，且心电图异常可能是唯一表现；炎症波及心外膜
或心包者会出现明显 ST 段抬高

［17］

，重症心肌炎患者心电图

ST 段抬高与 T 波连成单向曲线，酷似急性心肌梗死样心电图
［18］

改变

。

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 ACS 但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正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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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一步有计划地完善相关检查，以明确诊断和指导临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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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支架内再狭窄与非再狭窄患者脂蛋白 a、尿微量白蛋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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